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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操作

1.1     设备简介

温度调节旋钮及温度显示

1.2     重要说明

1.3     安全事项

使用操作 - 用户及安装技工必读

感谢您选用AEG牌即热式电热水器，来自德国AEG的高品质产品是您正确的选择。

在生产和研发过程中，AEG始终以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为己任。诸多先进技术的应用，使AEG即热式

电热水器成为业内效能最高的产品之一。

当出水温度超过43℃时，有烫伤的危险！

当儿童或残疾人需要操作热水器时，请确保经过其监护人的正确指导或在监护人的协助下进行！监护人需确

保儿童不能随意玩耍机器！

如果热水器的水流供应中断或受到干扰，例如因为霜冻或者供水管施工，在重新启动热水器前，必须採取以

下措施：

1. 关闭热水器的电源开关或取出相应保险丝；

2. 打开热水器连接的排水阀（水龙头），让水管内的空气排出直至出水正常为止；

3. 重开电源或重新装上保险丝。

1.4     重要信息

当通过本热水器的水流量达到启动流量时，热水器即开始加热。通过温度调节旋钮，本热水器的出水温度可在

30℃- 60℃之间任意选择。当水流量达到大约3L/min时，热水器按照设定出水温度和进水温度自动调节电功率

输出。

出水温度可通过温度调节旋钮任意调节，並通过LCD显示屏显示。

推荐水温设置

如果水龙头完全打开，热水器温度旋钮设置在最大位置(顺时针旋至最大），但出水温度无法达到设定温度，

说明水流量过大，已经超过了发热系统的加热能力(最大功率18、21、24或27kW)。在此情况下，应通过水龙

头减小出水量。

安装人员可通过限温设定将最大温度设定在43 , 此时温度旋钮仍可以在全范围内旋转，但最高出水温度被限

制在43℃，即此时温度调节范围为30 - 43℃。

℃

水温40   ：洗手盆、淋浴、浴缸

水温50℃  ：厨盆

℃

 限温设定



1.5     热水输出量

1.7     常见故障处理

1.8     日常清洁及保养

1.9     操作使用及安装说明书

  检查电源保险丝

  检查水龙头、阀门、花洒头等是否被水垢或赃物堵塞（也可参考“6.故障及处理”）

如果您无法解决热水器故障，请联系当地经销商。为便於查询，请提供热水器铭牌上的机身号码(A 20)

禁止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清洗热水器！日常清洗使用湿抹布即可。

检修和维护，例如电气安全检查，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如果热水器转交第三方使用，应将说明书一起交予第三方。当维修人员上门服

务时，请提供说明书供其参考。

使用操作 - 用户及安装技工必读

热水器的热水输出量(或混水量）如下表，表中的符号意义如下：

以上数据是基於电源电压为400V的情况，热水器实际输出会因电压和水压不同而有所差異。

V1=冷水入水温度

V2=混合热水温度

V3=出水温度

适合水温:

－大约38℃：适合於淋浴、洗手、浴缸浸浴等；       

V2=38℃

kW 18 21 24 27

V1 l/min

6℃

10℃

14℃

8.0 9.4 10.7 12.1

9.2 10.7 12.3 13.8

10.7 12.5 14.5 16.1

V2=60℃

kW 18 21 24 27

V1 l/min

6℃

10℃

14℃

4.8 5.6 6.4 7.2

5.2 6.0 6.9 7.7

5.6 6.5 7.5 8.4

1.6     使用恒温阀时的推荐设置

为保证恒温阀工作正常，请将温度旋钮调节至60 （温度旋钮顺时针调至最大）℃

－大约60℃：适合厨房和使用恒温阀的热水系统；



2.    安装

2.1     设备构造

2.2     简要说明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本热水器的安装及电 连接必须由合格的安装人员按本说明书进行。線

本电子控制型即热式电热水器是用於加热冷水的设备，为中央式设计，可连接一个或多个出水位。

裸線发热系统适合於加热硬水或软水水质(详见“5.2 适用范围”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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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调节旋钮及液晶显示屏 流量传感器

前面板 温度调节旋钮连接 插头線

前盖板下部 铭牌

冷水连接阀 安装支架螺栓

热水连接阀 安装支架

后盖板上部 电 护套（电源 从下部引入）線 線

LED指示灯(运转状态及故障指示)

功率选择插销(DDLE LCD 18/21/24) 垫圈

温度调节旋钮连接 插座線

膨胀螺钉及膨胀套，用於水管隐藏式安装时固

定后盖板下部

超压断路保护器(AP 3)，带复位按钮 使用操作及安装说明书

第二流量控制器，仅供DDLE LCD 

18/21/24选配（安装在冷水管一侧）

接 端子線 安装模板

电源 进 孔（上部引 ）線 線 線 滤网及垫圈

紧固栓

出水温度传感器

流量控制器

超温断路保护器(STB)，带复位按钮

限流器垫圈

支撑板

发热系统

电路板 双螺纹接头（冷水侧，内含截止阀）

2.3     重要信息

如果自来水中含有大量的气泡，可能导致发热系统损坏或者导致保护装置动作。

如果热水器的水流供应中断或受到干扰，例如因为霜冻或者供水管施工，在重新启动热水器前，必须 取

以下措施：

採

1. 关闭热水器的电源开关或取出相应保险丝；

2. 打开热水器连接的排水阀（水龙头），让水管内的空气排出直至出水正常为止；

3. 重开电源或重新装上保险丝。

水龙头/阀门

使用本公司原装配件或附件可最大限度保证热水器的功能和可靠性；

请严格遵守国家和所在地区关於水电施工的法规以及本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例如 DIN VDE 0100,DIN 

1988，EN 806，DIN 4109，DIN 44851等

2.4     说明及规定

本热水器的安装(水管及电線安装）、调试及保养必须由合格的安装人员按本说明书进行。



请严格遵守当地自来水供应商和电力公司的相关规定！

请严格遵守热水器铭牌(A 20)之规定！

请仔细参阅“5.1 技术规格”：

自来水的电阻率不能小於铭牌上的额定值。如果使用管网供水，必须考虑管网内水的最小电阻率

（请参考技术参数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供水商一般能提供水的电阻率。

热水器要安装在无霜冻的室内环境中。已拆下的热水器应存放在无霜冻的室内环境中，以避免

残余水分冻结而损坏热水器。

Ip25防溅水保护功能只有在电源線保护套正确安装的前提下才能保证；

水管连接

电線连接

- 冷 水 管 适 合 材 料 ：

钢管、铜管或塑料管；

- 热水管适合材料：

  铜管或塑料管；

* 热水器正常运行时，最高出水温度可达60  。在发生故障的状况下，可能短时间出现

95 /1.2MPa的极端状况。如果採用塑料水管连接，塑料水管必须能够在极端状况下使用。

℃

      本热水器的最高允许进水温度为60   

如果进水温度高於60℃，可能导致设备损坏。可通过安装一个“中央恒温阀”将进水温度限制在

60℃ 以下（见“特殊配件”）。

℃

热水管路不需要另外安装安全阀；

禁止使用敞开式系统的非承压热水配件；

如果使用恒温阀，请参考“1.6 推荐设置”章节。

- 本热水器的电源必须 用固定式布 连接；

- 本热水器的电源線路中必须配有断开电源的装置（如漏电开关等），且触电开距最少为3毫

米！

採 線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3.2     安装位置

热水器可安装於高位或低位（台上或台下），如图 C ；

水管连接 - 隐藏式安装；

电線连接 - 隐藏式安装，从热水器上部引入

3.   标准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电源 背面上部引入，水管隐藏式安装線

本热水器的出厂默认安装方式为：电 上部引入、水管隐藏安装（见图C - I)：線

3.1   基本安装信息

重要提示：DDLE LCD 18/21/24最大输出功率选择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DDLE LCD 18/21/24的最大输出功率在出厂时设置为21KW，安装时如有需要，可根据下面步骤改

变设置：

    更改功率选择插销的位置

根据对於的输出功率，重新选择功率选择插销(A 8 )的位置（输出功率对应的保险丝规格请参考

“技术规格）；

在机身铭牌的( A 20 )对应容量位置做标记，以便於识别；

  更換流量控制器

如果选择了24kW的最大输出功率，将附件中的白色流量控制器( O 31 )更換为橙色流量控制器（安

装於进水口）

   a 向内压两侧的掛钩    b 向前取出后盖板下部

敲开后盖板上为固定电 护套预留的进 孔(如图F a)。如果开孔位置错误，则必须更換后盖板線 線

将电 修剪至合适的长度(如图F b)線

取下进、出水口处的保护塞

利用随机附带的安装模板，在 上标出固定安装支架所需的专控位置(已有的、适合的AEG安装支架可继续使用）；

用两个膨胀螺钉固定安装支架(非标准配件，需要根据牆体材料选择合适的膨胀螺钉）；

将支架螺栓插入安装支架。

牆

安装双螺纹接头

将电線护套(23)套在电源線上；

将后盖板掛在安装支架螺栓上，用钳子拉电線护套上的卡扣，直到卡扣卡在正确的位置；

用力压热水器后盖板直至紧贴牆面，然后锁紧紧固栓(11)。在热水器的底部，也可以再用两个螺钉固定(M 26)。

在双螺纹接头外侧放上垫片，固定冷热水连接阀；请确保正确的安装位置(禁止搬扭热水器内部的水管）。

取热水器下后盖板下部，如图 E ：

3.4     固定安装支架 (如图 G )

3.5     设备安装（如图 G )

3.6 水管连接 (如图 H )

3.3     安装前的准备

本热水器应垂直安装，紧贴牆面，如图C所示（台上或台下安装），且安装在无霜冻的房间之内。

a 用螺丝刀打开卡扣 b 打开热水器前面板

打开热水器，如图D所示：

重要信息

请充分冲洗冷水供水管；

如果水压过低可能导致热水器无法正常运转,例如水压低於0.2MPa（2bar)，取下限流器(O 31)，重新装上限流器

垫圈（O 32）。如有必要，用增压设备增加自来水水压。



将后盖板下部(E 3)安装到位。

3.8     完成安装

3.9     调试

（必须由合格的安装人员操作）

产品移交

向用户解释热水器的主要功能和操作方法；

重要信息：

    向用户说明使用注意事项，特别是防止烫伤等；

    将产品说明书移交给用户並嘱咐其妥善保管。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使用恒温阀时，必须使用限流器；

禁止通过冷水连接阀(24)降低水流量。

将电源 与接 端子连接（见电路图 I )

STB =   超温断路保护器

AP3 =   超压断路保护器

線 線

请务必连接地線！

2 当电源線规格超过6mm 时，适当增加电線护套上的穿線孔。

Ip25防溅水保护功能只有在电源線保护套正确安装（如图 G 或 K )的前提下才能保证;

3.7     电 连接線

重要信息

1  注水与排除空气(備註：如果遗漏可能导致发热系统烧毁）

  打开热水器的水龙头，反覆几次，直到确保水管中的空气完全排清；

2  接通超压断路保护器 AP 3

  本热水器在交货时，超压断路保护器处於断开状态(请压力保护器的复位按钮)；

3  将热水器的温度调节旋钮连接線插入电路板；

4  安装热水器面板，确保安装到位；

   检查热水器是否与后盖板固定良好；

5  闭合热水器电源开关，给热水器供电；

6  校准温度旋钮，最大限度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温度旋钮；

7  检查热水器功能是否正常；

关於故障指示灯的详细介绍，请参考“故障及处理”

当热水器出现故障时亮

当有电源输入时闪烁

当热水器工作时亮

红色

黄色

綠色



4.1     电源 隐藏式安装 - 低位接驳 (如图 K )線

4.2     电源 外露式接驳線

4.3     热水器优先供电电路 （如图 L )

4.     其它安装方式

安装技工必读

其它安装方式如图 J - O 所示

a 将电源 护套套在电源 上；

b 将后盖板上预留的电線护套孔敲开；

c 拧开固定接線端子的螺钉，将接線端子从上部移至下部，用螺钉重新固定；

d 将后盖板掛在安装支架螺栓上，用钳子拉电線护套上的卡扣，直到卡扣卡在正确的位置；

e 用力压热水器后盖板直至紧贴牆面，然后锁紧紧固栓。

線 線

     在热水器后盖板上的合适位置开孔(预留开孔位见图 J )；

     如果电線採用外露式接驳方式，则防水等级将为IP 24。

  请注意：

  需在热水器的铭牌上标明IP 24的防水等级

过大，可使用负载断路器，在电热水器工作时即切断其它用电设备的电源

  a 负载断路器（见“8.特殊配件”）；

  b 其它用电装置（如：储水式热水器）的电源控制線；

  c 控制开关，热水器工作时断开；

一旦即热式热水器工作，此控制开关即断开。负载断路器必须连接在热水器接線端子的中间一相的电路中。

如果热水器与其它电器共用电路，例如与储水式电热水器共用电路，为防止用电设备同时使用时，电路负载

AEG水管外露安装用混水龙头ADEo 70 WD N ，(产品编号183934）：

  安装水管栓（G1/2），带密封垫片；  (ADEo 70 WD水龙头内含配件）

  安装水龙头；

  将支撑板插入后盖板下部。支撑板为龙头的标准配件，用於固定水管及防止湿气进入热水器内部( M 32)。 

  将连接龙头的水管自上穿过支撑板及后盖板下部

  将水管的开口端与水龙头连接；

  将后盖板下部卡入后盖板上部；

  紧固水管与热水器的接口。

以此方式安装热水器时，热水器面板必须要事先准备好：敲开热水器面板底部预留的水管孔(如图M a所

示），如有需要，用锉刀挫平。固定热水器用另外的两个螺钉(如图 M 26)固定后盖板下部。

4.4    水管外露安装用水龙头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4.4     热水器台下安装，水管上部接驳

4.5     限温功能设置

热水器台下安装，水管上部接驳可以通过专用接管配件实现（产品编号：18 44 21）。将后盖板上预留

的水管孔敲开即可安装水管。

如果需要将热水器的最高出水温度限制在43   ，请在热水器面板内侧调

整设置(如右图），将温控器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从60℃ 拨到43℃即可。

此时温度旋钮仍可以在全范围内旋转，但最高出水温度被限制在43℃，即

此时温度调节范围为30 - 43℃。

℃



5.     技术规格及适用范围

5.1     技术规格

表4

电阻率

导电率

导电率

Ωcm

mS/m

mS/cm

≥900 ≥800 ≥735

≤111

≤1110

≤125

≤1360

≤136

≤1250

不同水温下的水阻和导电率要求具体要求

15℃（标准状态） 20℃ 25℃

5.2     适用范围

额定水电阻及额定导电率

如果用本设备加热经预热的热水，则在水温15℃时，自来水电阻必须大於1200Ωcm 。

用於加热经预热的热水：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安装面板

将热水器面板安装在热水器底座上，检查底座上的固定夹是否固定到位。

表3

型号 DDLE LCD 18 DDLE LCD 18/21/24 DDLE LCD 27

222392

18 18

28.5 28.5

32 32

N/A N/A可选 可选 可选

0.08 / 5.2 0.08 / 5.2 0.1 / 6.0 0.16 / 7.70.13 / 6.9

0.06 / 5.2 0.06 / 5.2 0.08 / 6.0 0.13 / 7.70.10 / 6.9

8.0 8.0 8.0 9.09.0

白色 白色 白色 橙色橙色

0.4 l

中央多路供水

1 MPa

3.6 kg

1

IP25

见机身铭牌

3/PE ~400V - 50Hz

裸 发热系统線

≤60℃

软水及硬水水质

≥2.5 l/min

G 1/2 A(外螺纹)

21

30.3

32

2724

3934.6

4035

222394 222407产品编号

额定输出功率

额定电流

推荐保险丝规格

最大功率可选

压力损失*

带流量控制器

不带流量控制器

流量控制器

额定容量

kW

A

A

MPa/ l/min

MPa/ l/min

l/min

颜色

系统形式

最大工作水压

重量

防护等级(EN 60335)

防水等级(EN 60529)

测试标誌

水管连接

电源

发热系统

进水温度

适用水质

启动流量

℃



6.  普通故障及处理（用户必读）

表5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间歇地出冷水

故障 原因 故障处理

虽然热水阀完全打开，但加热系

统不能启动。

没有电压，电源不正常

水流太小，未达到最小启动流。过滤

流量传感器检测到水中含有气泡，因此

短暂关闭加热系统。

热水器1分钟后恢复正常工作。

发热系统损坏。 联系当地经销商

检查发热系统，如有需要则更換

清洁过滤器和花洒头。

检查配电箱及保险丝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7.      故障及处理（专业维修人员）

故障 原因 处理

水流量不足

水温达不到设定值

加热系统不启动

没有热水输出，没有故障显示

花洒头或过滤网阻塞

过滤网阻塞

电源输入缺相

水路中有空气，热水器自动切断

保险丝断开

安全压力保护器AP3断开

电路板故障

电路板故障水流量>3l/min，无热水输出

指示灯显示：

綠色LED指示灯闪烁，或常亮

水流量>3l/min，无热水输出

指示灯显示：

黄色指示灯亮

綠色指示示灯闪烁

无热水输出

指示灯显示：

红色指示灯亮

綠色指示示灯闪烁

无热水输出

指示灯显示：

红色指示灯亮

出水温度错误

指示灯无故障显示

流量传感器连接 松脱線

流量传感器损坏

超温断路保护断开或电源 断开線

发热系统损坏

电路板故障

进水温度超过45℃

水流量超过25L/min

进水温度传感器故障

出水温度传感器松脱或损坏

出水温度传感器损坏（短路)

重新将出水温度传感器插好。

检查出水温度传感器，如有需要更換之。

检查出水温度传感器，如有需要更 之。換

清洁花洒头或过滤网

清洁过滤网

检查电源保险丝

1分钟后自动启动

检查电源保险丝

消除故障原因（如使用错误的垫圈）

检查电路板( A  7 )，如有需要更 之。換

检查电路板( A  7 )，如有需要更 之。換

检查电路板( A  7 )，如有需要更 之。換

重新连接流量传感器连接 。線

检查流量传感器，如有需要更 。換

检查超温断路保护器，如有需要更 。換

检查发热系统( A 17 )的电阻，如有需要更

換之。

降低热水器进水温度。

降低水流量。

检查电路板，如有需要更 。換

打开水龙头放水约1分钟，使发热

系统冷却，防止过热。

按下超压断路保护器(A 11 )的复位

按钮，重新复位。

当热水器出现故障时亮

LED指示灯显示说明

当有电源输入时闪烁

当热水器工作时亮

红色

黄色

綠色

表6



偏置安装用连接管

产品编号： 227702

包括：

－通用安装架(技术规格见见"通用安装支架 ”227701)

－弯曲水管，使热水器和水管接口之间垂直偏移90mm。

替 燃气热水器用水管配件

产品编号：227703

包括：

－安装支架(技术规格见"通用安装支架"227701)

－弯曲水管，安装在现有燃气热水器的连接部件上（冷水左，热水右）

換

通用安装架 MR 110

产品编号：22 77 01

此配件包含：

－包括安装架和电線

此配件在热水器和牆壁之间创造一个30mm的空间，方便从热水器后面引線。使用此支架热水器厚度增加

30mm，同时热水器的防护等级变为IP24。

负载断路器LR 1-A

产品编号： 001786

用於热水器优先电路，例如当其它用电设备（如储水式热水器）与电热水器共用供电电路时，保证

热水器优先供电，见图 L 。

中央恒温阀，用於DDLE LCD加热预热水的场合

产品编号： 073864

恒温阀需安装在预热水箱的出口处，通过与之相连的旁通管路混入冷水，以确保进入热水器的预热

水温度不超过规定值。

ADEo 70 WD - 单手柄混水龙头，内置浴缸/手持花洒转 功能

产品编号：183934

換

即热式电热水器用水龙头

8.    特殊配件

安装 - 安装技工必读

水管连接件 UT 104，用於热水器台下安装，水管上部连接

产品编号：184421

包含连接水管及12mm压合接头

安装配件



保修

请参照您所在国家的供应商关於保修的条款和规定。

环 保护和循环利用

请协助我们保护环境，按照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包装盒。

境

热水器的安装和调试必须由合格的安装人员完成。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因不按生产商指示说明进行安装和操作而导致故障的责任。

保修、环保及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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