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用电开水器 
  

使用及安装说明书 

宏华电器  
HONGHUA TECHNOLOGY 

适用产品型号：连续式 (LX-)系列  



                                                     

 

    

            

 

  

 

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购买宏华牌连续式商用电开水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并妥善保管，以便日后查阅。 

本说明书适用于本公司生产的连续式商用电开水器。 

产品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本说明书提供的图形可能与实物不尽相同，请以

实物为准，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本系列全自动电开水器执行如下国家标准 

GB 4706.36-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开水器和液体加热器的

特殊要求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生产许可证号:   见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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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及使用前请先阅读，务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警告】 

1. 产品由专业人员或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安装，私自安装产生不良后果自负！ 

2. 机器应放置在室内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机身与墙壁至

少有 20cm 的距离，机器旁严禁摆放易燃物品。 

3.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

的专业人员更换。 

4. 若机器出现漏水现象，请勿通电，以免发生触电危险！请及时与本公司或

其经销商联系。 

5. 只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并具有维修资质的维修人员，才能对温水机进行维修。

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拆开温水机进行维修，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6. 本产品供应的开水温度较高，使用时请保持安全距离，防止烫伤。机器开

水出水龙头温度较高，请勿触摸，谨防烫手。使用时请认清标志。 

7. 严禁儿童在无人看管下使用机器，机器安装位置应远离儿童易触及的地方，

以防儿童发生触电、烫伤等伤害。 

8. 对于身体、感官或智力上有缺陷，或经验和知识有欠缺的人（包括儿童），

此说明书不适用。 

9. 关闭开水后，可能有极少量开水滴落，请留意以免开水溅伤。 

 

【注意】 

1. 无插头的电源线直接连接供电系统。须由电气专业人员进行连接。根据温

水机的供电方式选用快速动作的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电流为 10mA。除漏

电保护器外还应匹配相应的全极断开开关（其触点开距≥3mm)。漏电保护

器的安装和运行应符合 GB13955 国家标准。 

 

 

 

 

    

安全须知  



                                                     

 

    

            

 

 

2. 机体后下部有一标示为“ ”的等电位端子，用于与相邻电器设备进

行等电位联接。   :标识那些相互连接后使设备或系统的各部分达到相同

电位的端子，这不一定是接地电位，如局部互连线。 

3. 机器适合工作的温度范围：5℃-45℃。 

4. 如出现冻结现象应在消除冻结后检查各部件确保安全正常后再进行通电工作。 

5. 若长时间不使用，应切断电源和水源，然后将机器内部的水排空。 

6. 第一次使用或已长时间没有使用机器，再次使用时应先排出箱内余水并清

洗干净后使用。请定期清理接水盘内积水。 

7. 产品使用的水源压力大约需在 0.15MPa～0.3MPa(市政供水），压力过小会

造成无法进水，压力过大会影响进水电磁阀功能并造成损坏。 

8. 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碰撞划伤和损坏产

品及附件，防止雨雪淋袭。  

 

 

 纯开水：喝到的是刚刚烧开的且只烧开一次的纯开水，新鲜度高。 

 高速度：即饮即烧，热响应时间短，瞬间即有开水流出。 

 高效能：能连续提供开水，长流不断。 

 高节能：随取随烧，不取开水不耗电。 

 更直观：液晶显示屏中文高清显示，工作状态更加直观。 

 纯净水：标准配置 400G RO 反渗透纯水设备。 

 新  鲜：现制纯水，现烧开，滴滴新鲜可口。 

 实  用：广泛适用于机关单位、医院、写字楼、工厂、宾馆、酒店、学校

等公共所所。 

产品主要功能特点  



                                                     

 

    

            

 

  

 

 

请花点时间来熟悉宏华开水器的控制和显示，以便了解如何运行。 

 

 

 

 

 

 

 

 

 

 

 

 

 

 

 

 

 

 

 

 

 

 

 

 

 

 

 

 

了解开水器 1 



                                                     

 

    

            

 

 

  

 

 

1. 顶盖 

机器上盖板，严禁在上面放置水杯等任何物品。 

2. 液晶显示屏 

显示机器工作状态、出水温度以及机器故障中文显示。 

3. 直饮水按扭 

按一下此按扭，直饮水出水龙头出水，再按一下则关闭直饮水出水。 

4. 开水按扭 

按一下此按扭，显示屏会显示加热状态，加热管开始加热几秒钟（根据使用

间隔时间不同略有不同）后出开水，再按一下则停止加热，将不再出开水。 

5. 直饮水出水龙头 

直饮水从其出水龙头中流出。 

6. 开水出水龙头 

沸腾的开水从其出水龙头中流出。 

7. 电缆线 

将机器与外部电源连通，机器电缆线为三相五线，安装时请注意区分。 

8. 接水盘出水孔 

接水盘污水排放孔，清理接水盘污水和接水盘蓄水排放。 

9. 进水孔 

主进水孔，可接市政自来水或经过过滤的饮用水。 

 

 

了解开水器 2 



                                                     

 

    

            

 

 

 

 

 本机器需要合格的水电技工安装，在安装前请先确认如下内容符合安装条件。 

1. 确认适配电源 

 根据您购买的机型，请对应如下表格确认您 应该提供的电源。 

产品型号 漏电保护

器电流 

电源电缆线

截面积 

额定电源 额定功率 

LX-9 25A 2.5mm² 380V3N～50Hz 9000W 

LX-12 32A 4.0mm² 380V3N～50Hz 12000W 

 注：上表电缆线数据为推荐值，机器出厂预配 2 米 4.0mm²或 2.5mm²电缆。 

 

2. 确认水源 

 正常情况下，您可能会使用如下水源。 

 过滤设备处理的水源（其 TDS值小于 50） 

 如果您使用这种水源，请确认水源的压力在 0.15MPa-0.3MPa（如果水压

超过 0.4MPa，请在水源前置加接减压阀门）。预先接好三角阀或球阀，以便

日后维护检修时关闭水源。并在装机前打开水阀 5-10 分钟，尽量将水管内杂

物放掉，以免使用时堵塞进水管。 

 

3. 确认安装位置 

 您所预选的位置应尽量靠近本开水器相符的水源、电源及排水，以方便安

装，同时要考虑如下方面： 

 避免长期阳光直射     

 避免窗外雨淋 

 避免灰尘太多         

 避免长期高温 

 应有利于散热 

安装前准备  



                                                     

 

    

            

 

 

 

1. 连接水源 

 产品的进水口为 G3/8 接口，您至少使用耐压为 8 公斤的进水管（用

户自行配置）。将承压水管一头与机器的进水口连接，另一头与自来水龙头

或串接过滤装置连接，确保连接牢靠，紧密不漏水。 

2. 排水口、污水口处理 

 机器清洗或日常维护需要排水，需要把排水口与污水口连接水管排走

污水。建议连接管直接接到下水道进行排水。 

3. 连接电源 

 宏华开水器必须配装独立的漏电断路器，您可以在安装前准备中的适

配电源表格里找出您所购买的开水器型号，对应表格来购买漏电断路器

（注：本公司不配此器件，请用户自配）。 

 本公司三相产品为△型接法，漏电断路器选用 3P+N 或 4P 样式；每周按

一次漏电断路器试验按扭，以检查设备是否灵敏、可靠。如有故障应立即更换。 

连接 AC380V 三相五线电源，五芯电缆的三根相线 4²、一根零线 2.5²分别

接在漏电断路器 L1、L2、L3、N 接线端上，地线（黄/绿）接在地线标记端

上。(仅以 12kW 为例)。 

 开水器接线必须确保牢固、接触良好，绝不虚接、错接，以免电线打

火、短路引起火灾。同时必须牢固接地，以保证发生漏电时漏电断路器灵

敏起动，防止触电。 

 本系列开水器属于Ⅰ类电器产品，电源线中带有黄绿双色线用于保护

接地，只能接在接地端。开水器外侧有一接线端子，便于连接外部等电位

导体，标志为“  ”或“等电位联接端子”。 

4. 检查 

 检查各连接管密封是否完好，保证不漏水；然后打开水源和电源向机器

内注满水，观察显示屏无异常故障显示，则机器已完成安装可以开始使用。 

 

开始安装  



                                                     

 

    

            

 

  

 

显示面板如下图： 

【机器状态说明】 

1. 开机：当温度显示为 99℃时，按下开水按扭就可以取用开水。 

2. 显示面板状态如图所示，表示开水器水位低于止水探针。 

 

3. 显示面板状态如图所示，表示开水器处于待机状态。 

 

4. 显示面板状态如图所示，表示开水器加热出水状态。 

 

5. 关机：较长时间不用时，应关闭电源和水源。 

 

 

 

面板使用  

 



                                                     

 

    

            

 

 

 

 

 

 

 

 

 

 

【供应冷热水操作】 

【供应冷热水操作】 

用户需要沸腾的开水。正常待机状态下按下开水按扭开关，显示屏加热状态显示

加热图标，机器开始加热，用户可参考温度显示，将盛水器物放在开水出水嘴的

正下方，待水被加热到沸腾后即可接水。 

 若用户需要冷水，把水杯或其他接水容器放在直饮水出水嘴正下方，按一

次直饮水按钮则可接水。 

【停止供应冷热水操作】 

 开水供应停止；在供水状态下，只需要再次按下开水按钮，此时显示屏上

加热状态显示图标消失，机器停止加热，进入待机状态。 

 直饮水供应停止；在供水状态下按一次直饮水按钮则可关闭直饮水出水供应。 

【温馨提示】 

 由于本开水器采用连续加热方式供水，水的加热沸腾时间与进水温度有关，

首次出水等待时间稍长。 

 开水出水口流出的开水温度已达到沸点，防止开水溅到皮肤上，避免烫伤。 

 

 

 

操作使用说明及提示  

电源 接通电源后，显示屏上显示水温度。显示屏处于待机点亮状态。 

加热 当按一下开水按扭后，显示屏显示加热状态，表示加热管正在加热。 

故障  故障显示，表示机器使用过程中出现硬件故障或使用环境不适合机器正常

运行，出现此情况后机器不能再继续使用，应排除故障后方可使用。 

出开水时间  直饮水开关被按下后，水即流出。开水开关被按下后，需时数

秒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出水。因为本开水器为即用即烧，所以出水等待时间

与用户使用频率及进水温度有关，此等待时间仅作参考。 

电源 接通电源后，显示屏上显示水温度。显示屏处于待机点亮状态。 

加热 当按一下开水按扭后，显示屏显示加热状态，表示加热管正在加热。 

故障  故障显示，表示机器使用过程中出现硬件故障或使用环境不适合机器正常运

行，出现此情况后机器不能再继续使用，应排除故障后方可使用。 

出开水时间  直饮水开关被按下后，水即流出。开水开关被按下后，需时数

秒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出水。因为本开水器为即用即烧，所以出水等待时间

与用户使用频率及进水温度有关，此等待时间仅作参考。 



                                                     

 

    

            

 

  

 

 根据使用频率和周围环境情况，定期进行开水器清洁和保养。可以使您的

开水器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和较长使用寿命。 

【外壳清洁】 

 请用柔软的湿布擦拭清洗。 

 请使用中性的无研磨剂的清洗剂清洗表面。 

 请勿使用水直接冲洗机身外壳。 

 请勿使用研磨海绵、含砂清洁剂、苏打、酸性、氯化物等清洁不锈钢表面。 

 请勿使用易伤害表面的工具（如钢丝球）擦拭开水器。 

 请勿使用卫生间清洁剂等强力清洁剂清洗开水器。 

【注意事项】 

 根据各地区水质及使用频率不同，管路清洗周期应有所不同，建议每三个

月清洗一次管路。在北方水质较硬的地区（如石家庄等地）使用，建议您定期（半

个月或一个月）洗涤管路，以免影响产品的使用。 

 清洁或保养开水器前，请务必断开电源。 

 清洁或保养开水器时，请戴上防护手套，以防在擦拭过程中手指受伤。 

 请及时清空蓄水盘的废水。 

清洁保养  

 

 

 只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并具有维修资质的维修人员，才能对该开水器进行

维修。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拆开开水器进行维修，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该产品的整个使用过程都在微电脑的实时监控下进行，以确保使用安全和

持续提供沸腾的健康饮用水。在使用过程中，如使用条件不适合机器工况或出现

故障，机器会停止工作，并显示故障。 

 

 

故障检查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说明 解决对策 

进水太小 表示水源供水异常或无水供应 查找水源供水异常原因，

并排除 

T1 温度过温 出水温度传感器 更换同型号温度传感器 

T2 温度过温 进水温度传感器 更换同型号温度传感器 

缺水 
开水器安装后首次进水或水源

异常 
请等待或解决水源问题 

温度：99℃× 电脑主板工作异常或有定时功

能/无定时 

更换电脑主板 

显示正常，出水口

不停水 

止水探针或连接线断路， 更换止水探针或连接线 

水位异常 止水探针触水，加热探针未触水 更换加热探针或连接线 

 

其它可能出现的现象 

故障现象 可能性原因分析 解决对策 

液晶显示屏无显示 
电源没有接通或显示屏

排线损坏 

接通电源，合上电源开关，

更换显示屏或排线 

液晶显示屏无显示 

按钮不工作 

电脑板没有启动或产品

故障 

请断电后重新启动，如 

故障请联系售后维修 

供水无法自动停止 

或无法正常给水 
进水电磁阀坏 请联系售后维修 

待机时溢流口一直流水  电磁阀坏 请联系售后维修 

工作时蒸汽大 
温度传感器脱出温度探

头管 

复位温度传感器并封装导热

硅脂 

供水正常， 出水量少 
进水电磁阀坏或过滤网

堵塞 
请联系售后维修 

 

注：如果问题继续存在或又出现其他问题，请联系当地授权经销商、服务商或可直接致电北京宏华电

器有限公司，以取得帮助。 

 



                                                     

 

    

            

 

  

 

产品型号 LX-9 LX-12 

额定电压 3N～380V 3N～380V 

额定频率 50Hz 50Hz 

额定功率 9kW 12kW 

适用水质 TDS 值＜50 水源 TDS 值＜50 水源 

工作水压 （0.15-0.3）MPa （0.15-0.3）MPa 

开水制水量 100L/h 137L/h 

净 重 51kg 51kg 

产品外形尺寸 580×620×1670mm 580×620×1670mm 

注： 当机器显示屏显示 99℃时表示水已被烧开（沸腾），可放心取用。 

开水供水量与实际功率、进水温度、环境温度有关，略有不同，数据仅供参考。 

技术参数  

 

序号 名称 型号 备注 

1 变压器 DC24V3A 和 8W AC12V 50HZ～220V 

2 接地标志  通用 

3 电源线 
3×4

2
+2×2.5

2
 用于 12kW 机型 

3×2.5
2
+2×1.5

2
 用于 9kW 机型 

4 接线端子 60A 四位 

5 继电器 116F 3 支/9-12kW 通用 

6 
加热管 

4kW/AC380V 3 支/用于 12kW 机型加热 

3kW/AC380V 3 支/用于 9kW 机型加热 

7 传感器  2 支/台  通用 

8 探针  通用 

9 电磁阀 DC24V 3 支进水 1 支放水 

10 显示板 液晶显示 连续式 通用 

11 电脑板/控制板/按键板 连续式 9-12kW 通用 

 

电器配件表  



                                                     

 

    

            

 

 

 

水路联接示意图  

 
电路图  



                                                     

 

    

            

 

 

 

 

 

 

 

 

 

 

 

 

 

 

 

 

 

 

 

 

北京宏华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美安路 1 号 

邮编：102308 

经营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38号院 3号楼 1层 107 

邮编：100053 电话：010-83529046 传真：010-63577449 

公司网址：http://www.hhd7.com 

售后服务中心电话：010-51656541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0-812-166 
 

特别声明：本资料上所有内容均经过认真核对，如有任何印刷

错漏或内容上的误解，本公司保留解析权。 

另：产品若有技术改进，会编进新版说明书，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外观、颜色如有改动，以实物为准。 

http://www.bjhonghu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