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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型式认证

带有过滤网系统的 GROHE 红色沸水蓄热热水器必须随提供的
安全装置一同安装，并且只能在中国使用。 Grohe热水器必须
和外接的泄压装置一起安装使用。 

带有过滤网系统的沸水蓄热热水器只能与原装的 GROHE 红色
沸水龙头配套使用。

应用范围

GROHE 红色沸水龙头提供沸水和冷热两用自来水。沸水和冷
热水混水水流通过单独的管路流入 GROHE 红色龙头，并通过
两个单独的出水嘴区域流出。

沸水蓄热热水器适用于在承压式系统中加热和存储饮用水。 

沸水蓄热热水器适合连接到最大水压为 0. 8 巴 的主系统。 

切勿将其连接至热水。

过滤网系统使用传感器测量流量，并通过测量值计算出过滤网
阀芯的剩余过滤能力，作为设定公升过滤能力的函数。如果超
出了显示单元上设置的过滤网阀芯的公升过滤能力，该值将显
示为负值。

滤出的水根据 EN1717 归为第 2 类。 

安全说明

GROHE 红色沸水蓄热热水器：

此设备不适于身体、感官或智力有残疾或
者缺乏使用此类设备的经验或知识的人员
使用（包括儿童）。

务必看管好儿童，不要让他们玩弄此设备。

电击危险。避免电源线破损。如果发现沸
水蓄热热水器损坏，必须由制造商 /其客户
服务部门或具备同等资质的人员负责更换。

警告：烫伤的危险。流出的水是滚烫的沸
水。在出水嘴温度特别高时，请勿触摸出
水嘴末端来旋转出水嘴。

• 沸水蓄热热水器必须连接到带接地线的永久性电源。
• 只能在无霜房间内安装。泄压装置的排放管必须连续向下的
方向安装在无霜的环境中。 

• 沸水蓄热热水器只适合在室内使用。
• 沸水蓄热热水器必须垂直放置。 
• 切勿用水直接或间接喷洒沸水蓄热热水器和插头来进行清洁。
• 切勿打开沸水蓄热热水器。
• 只能使用原装备件及附件。如果使用其他零件，则保修和 将
失效，并可能导致伤害。

如果需要排干沸水蓄热热水器，都必须卸下沸水蓄热热水器的
安全装置。将沸水蓄热热水器倒置，让水流出。 
不过，我们强烈建议不要排干沸水蓄热热水器。否则很有可能
损坏沸水蓄热热水器。

技术规格

沸水蓄热热水器电气参数：

• 连接： 带地线的墙壁插座，通过 16 A 保险丝保护

• 电源： 220 V AC/50 Hz

• 耗电量： 1,900 W

• 待机功耗（打开）： 15 W

• 待机功耗（关闭）：  1 W

• 防护类型： IPX4

泄压阀的安全安装要求

泄压

泄压阀型号：                                                                 SGB330

适用范围：                                                                        10 bar

借用集成的音量控制，免维护。

过滤网系统： 

• 传感器电池： 3 V 锂电池（类型 CR 2032）

• 电缆长度： 1,500 mm

• 防护装置类型（墙壁安装）： IPX4

• 防护类型等级： IPX8

沸水蓄热热水器及龙头的卫生数据：

• 沸水蓄热热水器容量： 8 升

• 水流压力：  

- 最小 0.1 MPa 

- 建议数值为  0.1-0.5 MPa

• 工作压强： 最大 0.2-0.8 MPa

• 测试压强： 0.16 MPa

• 水流压力为 0.3 MPa 时的流量  
- 冷热水混水： 大约 10 升 /分
- 沸水： 大约 3.7 升 /分

• 可以在蓄热热水器上设置热水温度：  35 °C-75 °C

• 沸水温度： 100 °C
实际温度可能因环境压强不同而略有差异

• 从 10 °C 到 100 °C 的加热时间： 约 30 分钟

• 100 °C 时的可用蓄热热水器容量： 6 升 /分

• 60 °C 时的可用蓄热热水器容量： 11升 /分

• 最高氯值： 100 毫克 /升

• 龙头的夹紧长度： 最长 60 毫米

• 蓄热热水器进水管连接方式： 冷水

• 龙头进水管连接方式： 来自角阀的冷水
来自蓄热热水器的热水
来自蓄热热水器的沸水

电气安装
电气安装工作只能由具有资质的电工执行。
进行此项工作时，必须遵守 IEC 60364 -7-
701（对应于 VDE 0100 第 701 部分）的
规定，以及国家 /地区和当地的所有规定。
•请勿在电气插座与沸水蓄热热水器的连接之间使用延
长线。

安装

请参见折页 I 上的三维示意图。

安装龙头，请参见折页 II 中的图 [1] 和图 [2]。

将龙头插入冲洗盆槽中。这需要将龙头依次穿过各根软管。

注意：如果没有支撑板 (A)，夹紧长度可增长 15 毫米，如
图 [1] 所示。

安全装置连接， 如图 [3] 所示。

1.将提供的 T 形件 (B) 连接到排水管，参见图 [3]。

2.将漏斗 (C) 与 T 形件 (B) 相连。

3.将安全装置 (D) 安装在漏斗 (C) 上。

有关过滤头与过滤网连接件的内容，还可参见 墙壁固定器与过
滤网阀芯的产品技术信息以及图 [4]。注意水流方向。

1.高压软管（E）上的滤头和压力软管（K）上的过滤器头的
输出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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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系统连接， 如图 [4] 所示。

1.在角阀上安装调节器 (J)。

2.将过滤网系统的压力软管 (E) 通过螺钉连接到调节器 (J) 上。 

蓄热热水器连接， 如图 [2] 与 [5] 所示。

安装蓄热热水器时需要考虑软管的有效长度。

此时尚不能连接电源。

打开冷水管，检查连接是否存在渗漏情况。安装前后务必彻底
冲洗所有管件（遵循 EN 806规范）。

1.连接安全装置  (D)，如 [5]　所示。

2.使用提供的密封圈将软管 (K) 拧到安全装置 (D) 上并连接到
冷水角阀。 

3.使用提供的密封圈将标为蓝色的蓄热热水器压力软管 (L) 固
定到安全装置 (D) 上。

为防止压力过大，切勿盖上安全装置的出水口阀
门 (D2)，如图 [3] 所示。

连接龙头，如折页 III 上的图 [6] 所示。

1.将标为蓝色的龙头压力软管 (M) 拧到转接头 (J) 上。

2.从标为红色的蓄热热水器压力软管 (N) 上拧下插头 (N1)。

3.将标为红色的龙头压力软管 (O) 拧到标为红色的蓄热热水器
压力软管 (N) 上。

4.将标有 100 °C 的龙头压力软管 (P) 连接到蓄热热水器上的接
头 (P1) 上。

打开角阀，检查连接是否存在渗漏情况。

给蓄热热水器加水，如图 [3]、 [7] 及 [8] 所示。

1.打开安全装置 (D) 上的截止阀 (D1)，详情参见图 [3]。 

2.向外拉动龙头手柄 (Q) 上的按钮 (Q1) 并逆时针旋转手柄，参见
图 [7]。

3.给蓄热热水器加水，直到有水从龙头的出水嘴流出。

4.通过主插头 (R) 连接电源，请参见图 [8]。

5.按住蓄热热水器上的按钮 (S) 至少 2 秒钟，打开蓄热热水
器。红色指示灯 (S1) 指示蓄热热水器已打开。

重要事项

蓄热热水器中的水在加热时体积会膨胀。膨胀水必须从安全装
置 (D) 的漏斗 (C) 滴出，参见图 [3]。 

此过程是必要且正常的现象。

切勿以空气起泡装置（例如出水嘴）或管件减流装置（例如限
流器）的形式对出水嘴施加任何下游阻力，因为这样会导致蓄
热热水器损坏。

GROHE 红色沸水系统现在已安装完毕并可以使用。

调节蓄热热水器的温度

可以使用蓄热热水器上的温度选择手柄 (T) 来调节热水温度，
如折页 III 上的图 [7] 与 [8] 所示。

1.将蓄热热水器加热到最高温度（大约 30 分钟）。

2.将手柄 (U) 移到完全打开热水的位置，参见图 [7]。

3.使用温度计测量流水温度。

4.旋转温度选择手柄 (T)，直至达到所需的水温，参见图 [8]。

龙头的操作

注意： 

为防止不正确的操作和造成伤害，我们建议粘贴提供的贴纸。

打开手柄 (U) 可以放水，参见图 [7]。

向外拉动手柄 (Q) 上的按钮 (Q1)，然后逆时针旋转并按住手
柄 (Q)，可以排放沸水。手柄 (Q) 自动关闭。

按住按钮 (S) 至少 2 秒可以打开或关闭蓄热热水器，参见图 [8]。 

护

当干预主电源或进行维护工作时，必须对 
GROHE 红色沸水系统减压，否则可能喷
出蒸汽。

关闭角阀，关闭蓄热热水器并断开主插头。 

等待蓄热热水器和龙头冷却。打开手柄，为蓄热
热水器减压。 
检查并清洁所有零件，在必要时更换零件并使用专用润滑油脂
润滑零件。

I. 过滤网

如需更换过滤网的信息，请参见包含过滤网阀芯内容的产品技
术信息。

II. 阀芯 (V)，参见折页 IV 上的图 [9]。

1.撬出橡皮塞 (W) 并卸下定位螺钉 (X)。

2.卸下手柄 (U) 以及手柄帽 (Y)。

3.卸下螺母 (Y1) 以及龙头部分 (V)。

安装时请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

安装阀芯 (V) 时，确保正确安装密封圈。拧入螺母 (Y1) 并拧紧。

III. 出水嘴

卸下并清洁出水嘴 (13 263)，参见折页 I。

安装时请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

IV. 安全装置

水可以从压力释放装置的排水管中流出， 并且排水管要保持与
大气相连。 

压力释放装置要定期动作，以去掉碳酸钙沉积并且证明装置没
有堵塞。 

GROHE 红色沸水蓄热热水器包括一个安全装置。安全装置 (D) 
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检查膨胀水是否可以通过漏斗 (C) 从蓄
热热水器中顺畅流出，参见折页图 [3]。 

在加热热水器中的水时，膨胀水会从漏斗滴出。

出水口阀 (D2) 每年必须打开两次，以检查是否被堵塞。为此，
请按逆时针方向小心打开出水口阀 (D2) 一小段时间，直到水从
漏斗溢出。 

服务

注意：有关如何排除问题的信息，请参阅故障 /原因 /故障排
除方法表。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断开主插头以关闭电源。记下蓄热热水
器背面的序列号并与 GROHE 客户服务部门联系，或者联系 
TechnicalSupport-HQ@grohe.com 下的 GROHE 服务热线。

GROHE 红色沸水蓄热热水器无法维修。如果需要维修，必须
更换整个蓄热热水器。

为确保正确使用， GROHE 客户服务部门必须每五年对所有耐
热部件进行一次维护。 

在任何服务 /维护工作之后，必须为沸水蓄热热水器重新蓄水，
参见安装部分。

必须在维护贴纸上标明安装日期，并将其粘贴在蓄热
热水器上的显眼位置。

必须将维护日期记录在蓄热热水器的维护贴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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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

请参见折页 I（* = 特殊配件）。

保养

有关该龙头的保养说明，请参考随附的《保养指南》。

清洁与维护工作期间，确保孩童没有参与。

处置

故障 原因 补救措施

水温太低 • 未正确设置蓄热热水器

• 空蓄热热水器指示灯打开（“开 ”指示灯
闪烁）

• 加热阶段尚未完成

- 通过旋转温度选择手柄 (Ｔ ) 调整混水阀门，参见
折页 III 上的图 [8]。

- 要进行安装，请参见安装部分。通过使用细小物体
按蓄热热水器背面的重置按钮 (Z) 来重置蓄热热水
器，参见折页 IV 上的图 [10]

- 最长等待 30 分钟

流量过小 • 龙头出水嘴太脏或有故障
• 隔离阀未完全打开
• 供水受限

- 更换出水嘴，参见维护部分
- 完全打开截止阀和隔离阀
- 检查供水管路，打开隔离阀

水不沸腾 • 蓄热热水器未充分加热 - 在打开之后等待大约 30 分钟

出水口阀 (C2) 持续滴水 • 水压太高 - 打开出水口阀 (D2) 一小段时间，并重复数次，参见
折页 II 上的图 [3]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让具备相应资质的安装人员
在供水管路上安装减压阀

蓄热阀漏水 • 软管连接或内胆泄漏 - 关闭蓄热热水器，断开主插头的连接并与 GROHE 
客户服务部门联系

溅水、喷洒不规则 • 龙头出水嘴太脏或有故障 - 更换出水嘴，参见维护部分

龙头持续出水 • 未关闭手柄 - 关闭隔离阀，关闭蓄热热水器，断开主插头的连接
并与 GROHE 客户服务部门联系

此类设备不属于生活废弃物，但必须根据当地的相关国家 /地区规定单独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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