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VWH-551/AVWH-552
小厨宝热水器

产品使用说明书

电源线

出热水口

进冷水口
热水

冷水



致用户

1、安装和使用本产品前，请指仔细阅读说明书，阅后请妥善保存，以备查询。

2、产品不断更新，如有变更，将不定期更新产品使用说明书。

3、说明书中示意图样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在此，AVIAIR非常感谢您的选择和信赖，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执行标准：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

GB4706.1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快热式电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AVIAIR艾威亚迩

微信号：AVIAIR1968



安全注意事项

安装和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并遵照产品上的警告标志与说明操作。

     安装位置

     安装条件

     电源供应

     产品使用

     产品维修

警告：热水器如因故障停止工作后，请立即断开电源，联系专业售后维修人员（可参照“常见故障”篇）；切勿自行维修，不
正确的拆卸和维修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导致财产损失。

警告：漏电保护开关必须安装在水喷淋不到的干燥处，避免造成短路等事故。

1、  电表容量、电线的截面积必须符合热水器的额定电流，具体参照安装说明中的表一参数。
2、 热水器必须可靠接地线，否则会有安全隐患。
3、 请务必安装漏电保护开关，以避免不必要的火灾等事故。

1、 该产品只有在标签上注明的电压类型下才能正常工作，若不清楚您使用的电压类型，请咨询当地的电力部门。
2、 切勿损毁、更换、修改、拉拽、扭曲电源线。
3、 切勿放置任何物品在电源线上。

1、 首次使用或您家有停水时，请关闭电源，在通电前请先打开出水龙头，待水均匀流出后，关闭出水龙头，此时表明机器已注满
      水然后通电，这样可以延长加热管的使用寿命。
2、长期不使用热水器，请先关闭电源，再打开水龙头排空机器中的水，防止在低温环境中机器内的水结冰。这样可以延长热水器
      的使用寿命。
3、 请勿直接饮用热水器中的热水。
4、为了您和家人安全，尤其是老人、小孩的安全，建议将水温设置在37℃—42℃，若水温过高，会引起烫伤，请务必安全使用电
      热水器。

1、  严禁自行拆卸和维修热水器，不当的拆卸产品可能会导致触电或损坏产品。
2、 维护产品前，必须切断供电电源。
3、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必须由品牌制造方或其指定专业售后维修人员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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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的支撑面必须坚固且无经常性的强烈震动。
2、 热水器必须安装在有地漏的地方
3、 切勿将热水器安装在户外、日光直射、易燃易爆物品附近或易结冰的环境中。



产品介绍

速度 ——— 即开即热、热水无需等待

精细 ——— 按需设温，智能恒温，精细控温

安全 ——— 超温保护、漏电保护、水电分离技术等多重保护功能，深度防护

科技 ——— 微电脑智能系统，自动监控热水器的工作状态。

                    高清LED显示，水温一目了然。

                    3D环绕加热，安全可靠。

                    三键触控开关+双位数码显示。

适用范围：本产品不适用于沐浴，适用于家庭洗手、洗碗、洗菜等需要热水的场所

产品特点

安全特征

第一道防护：接地保护，让热水器永远与大地保持零电位。

第二道防护：电子漏电保护及漏电自检，纵向监控，时刻巡检，做足百分百的漏电保护。(部分机型内部自带电子漏电防护功能)

第三道防护：水电分离，电走电路，水走水路。

漏电保护开关、接地保护、漏电保护、漏电自检等组成了AVIAIR热水器的深度防护漏电系统。

热水器采用一个手动复位的双极断开控温器，当热水器出现故障导致温度超过极限温度时，高温极限开关立即断开，切断电源，

热水器停止加热，防止干烧。

超温保护—自检体系

热水器采用双重保护装置纵向监控水温，当检测水温超过65℃时，超温保护装置即刻启动，当温度超95±3度时机器启动防干

烧保护，热水器停止工作，液晶显示器显示E1。

深度防漏电系统

自动监测系统

自动检测系统包括出水温度传感器故障自检、漏电互感器自检以及过热自检，当出现故障时，热水器立即停止工作，液晶显示

相应故障代码以作提示，故障代码的显示内容及故障处理请参考“故障与维修”篇。

水流过低保护

当水流量过低或者无水流量通过的时候，热水器不加热、避免热水器出现干烧。

干烧保护

技术参数

型号 额定电压

AVWH-551 220V

220V

额定功率（W）

5500W

5500W

额定压力（MPa）

0

0

防水等级 机身尺寸（mm）

128 x 300 x 60

240 x 150 x 55
IPX4

AVWH-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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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拆包装

申明：热水器必须由本公司所属的或指定专业的安装人员进行安装，安装时必须使用随产品附送或由专业人员提供的配件，

不得私自更换或替换，如未遵守以上事项，由此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本公司恕不承担任何责任。

1、  拆开包装后，请立即检查产品和配件是否齐全，详情请对照装箱单。

2、 如有机器损坏或者配件缺少，请立即联系所购买平台客户或拨打AVIAIR客服服务热线025-83197119。

       请注意：取出产品后，请保存好纸箱和气泡袋，以备将来需要时使用。

安装方法

安装前，请确认：

1、 电热水器应安装在室内，环境温度在0℃以上的地方，管路应集中布置。热水出口离热水出水龙头不宜太远，如果超过3米，

      应对热水管路做保温处理，以减少热量的损耗。

2、 电热水器的安装位置，应选择便于使用、维护和有地漏的地方。当水箱或水管泄漏时，不会对附近或下层设施造成破坏。

      安装位置尽量避免安装在坐便器、浴缸、洗脸盆、门框上部以免给用户产生压抑或不安全的感觉。

3、 应确保自来水压不小于0.1MPa，最大压力不超过0.75MPa。

4、 热水器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或其连接的线路必须配有这样的装置。

5、 确保建筑物的地线接地电阻小于4Ω。

6、 电表容量、漏电保护开关、电线是否满足热水器的功率要求，见表一。

7、 确保热水器安装牢固，不可松动。

8、 热水器的电源开关应安装在水淋不到的干燥处，以免影响机器的正常工作。

9、 进出水管切勿接反，严禁堵塞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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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特征

AVWH-552AVWH-551

功率型号 电线要求(mm²）

AVWH0551 ≥2.5

≥2.5

电表容量(A）

≥10（40）

≥10（40）

漏电保护开关(A）

≥32

≥32AVWH0552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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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屏介绍

2、 密封性检查
      先打开热水器的出水阀门，再打开进水阀门，直到出水口有均匀的水流出，此时关闭出水阀门，检查水路是否漏水，如有漏水
      需修好漏水的连接处，再重新检查。

注意：  1）地线必须良好拉线，否则可能引起安全事故。
            2）需将空气开关安装在水喷淋不到的干燥处。

∧ ∨

温度显示

升温键 开关键 降温键

第一步：机身固定板和热水器背部锁紧 第二步：热水器放入挂钩孔后，为了使机器
牢固固定到墙面，机身坚固版与墙面锁紧。

机身固定板

热水器正面

螺丝

墙面

机身固定板
螺丝

螺丝孔

热水器背部

1、 基本安装
(1)  热水器必须竖直安装。
(2)  准备好冲击钻（钻头为6φ）、活动扳手、十字螺丝刀、电工刀、电笔、万能表、尖嘴钳、铅笔、铁锤、绝缘胶布、生料带等工
      具和物品。
(3)  检查电表、漏电开关、电线是否满足要求，地线是否真正引入地下。

(4)  参考电源线长度，插座或漏电开关位置，确定热水器的安装位置。
(5)  先在结实坚固、具有一定强度有效的安装面上安装挂钩的螺丝孔，孔距离地面的高度以1.5m~1.7m，孔与孔之间的距离按照
      “图示一”所示，用笔按顺序将螺丝孔位作好标记（垂直平行高度一般以眼睛平视为宜，建议高度约为1.5m），用冲动钻（钻嘴
      为6mm）在墙上钻孔，将胶粒塞进孔内，用螺丝刀旋拧紧螺丝，将挂钩固定在墙上，然后将热水器的挂板插入挂钩（注意将挂
      钩完全插入挂板内，确保热水器安装牢固，方可松手）切不可在松软墙面挂靠！
(6)  为了使机器牢固固定到墙上，请把随机配送的机身固定板的一端用螺丝和机身锁紧，机身固定板另外一端用螺丝固定在墙上，
      机身固定板安装图见下图。

安装步骤



     注意事项

1、  不使用热水时，请关闭热水器电源开关和进水开关。

2、 定期对花洒和滤网清除余垢，以免堵塞。

3、 不要用酸性或碱性的清洁液擦洗电热水器外壳，如果擦洗时应选择使用中性清洁剂，擦完后要用干软布轻轻擦干，清洁时请关
      闭热水器电源。

4、 维修必须由本公司维修人员或本公司指定的维修点负责。

5、 如果电源线损坏，为避免危险，产品必须由品牌制造方指定的专业售后人员进行维修。

6、 使用时不得将水喷洒到漏电保护开关或机身上，以免电器件受潮，漏电保护开关应装在不被水淋到和儿童触摸不到的地方。

7、 若热水器管道内或进出水管的水疑似结冰，则禁止使用热水器。

8、 切勿在漏电保护开关前方及左右两侧堆放杂物，确保至少有3mm内无任何物品，以保证漏电保护开关能正常工作。

9、 热水器电源不得外接定时类装置。

10、请使用热水器所附带的新软管等配件，原旧软管请不要重复利用。

     按键说明

1、“    “开关键”：操作进行开机和关机，每触摸一次，就会在开机和关机间切换。
2、“∧”， 升温键”和“∨”，“降温键”：每触摸一次，蜂鸣器响一声，温度即±1℃，调节温度范围：30-55℃；当设定温度时，显示器
      闪烁显示设定温度，当选定温度3~5秒无操作后，返回显示出水温度并停止闪烁。
3、在通电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按钮5秒，出现功率后，按升温按钮调节功率，调节好后等待几秒自动返回温度显示状态，便可开
      机使用。

根据个人需要，可通过调节水阀或设定温度以改变沐浴水量或水温，以满足个人沐浴、洗手需求。

打开水阀，待出水阀门有均匀的水流出后，按下“开关”键，热水器开机，此时显示屏全亮，并显示流量和温度，热水器开始加热。

   注意：新机安装完毕后，首次使用必须打开水阀，待出水龙头有水均匀流出后方可正常开机。

   注意：开始沐浴/洗手时，请先调好水温，切勿将花洒直接对准人体，以免被一小股热浪烫伤。

使用方法

(1 )  请保持良好的使用习惯：建议开机时，先通水再通电；关机时，先关电再关水。
(2)  确保热水器可靠接地，热水器的接地保护是通过与建筑物的接地线连接实现的，因此必须保证电源线与接地线连接牢固；且他
      们相接处的位置应位于水喷淋不到的地方。

接通电源前，用户须知：

接通电源

开机

沐浴/洗手

连接电源，显示灯和按键灯全亮2秒，蜂鸣器响一声作为提示已接通电源，热水器进入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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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与维护

常见故障

不加热

水温太低

水温太高

出水量小

进出水管接驳处漏水

数码显示器无指示

按键失控

显示屏显示“E2”
显示屏显示“E4”

显示屏显示“LL”

显示屏显示“E1” 表示热水器超温

跳闸

故障原因

1、没通电
2、水流太小，没有启动
3、漏电保护器处于关闭
4、微电脑死机
5、发热管坏了
1、设定温度太低
2、进水流量设置过大
设定温度过高
1、进水口过滤网堵塞
2、水龙头或者花洒堵塞
3、当地水压太低
1、漏电保护开关容量低
2、漏电
A、进出水管接驳不好
B、接驳用密封垫圈损坏
A、电源未接通
B、显示器损坏
C、热水器内部温度保护
      限温器断开
A、花洒无水流出
B、自来水太低
C、按键或电路板损坏
表示热水器漏电
表示测温探头故障

电压低于190V

确保连接电源
增大水流量
调整漏电保护开关，重新合闸
断电漏电保护开关，重新合闸
联系售后服务中心
调高设定温度
调小进水流量
调低设定温度
清洗
清洗
增加水压
换漏电保护开关
联系售后维修中心
A、重新接驳
B、更换密封垫圈
A、接通电源合上开关
B、更换显示器
C、与维修部门联系

A、打开进水阀让花洒出水
B、开大水阀增加水压
C、更换按键或电路板
与维修部门联系
与维修部门联系
A、调低工作效率
B、增大出水量
更换电线为国际规格的铜线

处理方法

     产品维护
     机器清洁与保养：
1、本热水器必须由本公司指定的售后服务人员进行维修和保养，不正确的方法可引起严重的伤害事故或损失。在打开热水器或

     对热水器进行维修前，请务必断开电源。

2、维修前请参照常见故障，排除明显的问题。

     定期清理热水器外部
      使用微湿的软布蘸取适量中性清洗机擦拭表面，请勿使用易燃溶剂或化学溶剂，然后用干软布擦干，保持热水器干燥。

     定期清理花洒、滤网和泄压口，以免堵塞。
     如遇下列情况，请立即拨打售后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电源线损坏。

2、产品掉落或外壳有损伤。

3、产品无法正常运行。

4、产品性能明显改变。

5、不加热，显示故障代码。

警告：维护前，请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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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原理图

3、全国实行72小时（中心城市实行48小时）预约上门服务（限定有服务网点处）。

4、保外机器须向用户收取上门费用。

5、保修条件：

(1）能提供本公司的《产品保修卡》。

(2）能提供购机发票或有效购机证明。

(3）有本公司特约服务网点安装、维修的产品。

6、下列情况不属于保修服务范围，但可提供收费维修服务。

(1）消费者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而损坏的产品。

(2）非本公司指定的服务网点所安装，维修造成损坏的产品（包括顾客自行安装、拆卸或维修不当造成的产品。）

(3）没有维修卡或有效购机证明的。

(4）保修卡上的产品型号、机型号码与所维修产品上的不相符。

(5）保修卡或购机发票经过无效涂改的。

(6）因不可抗拒因素（火山喷发、地震、战争、极度严寒等）造成损坏的。

(7）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以及超出正常电压范围（198V~—242V~）或电源线路安装不符合国家电器安装要求而造成产品损坏的。

(8）超过保修期的产品。

全国售后咨询热线：025-83197119

   注意：为了您与家人的健康与安全，电热水器安全使用年限为8年。

   注意：为了保证产品的正常使用寿命，请在地区水质硬度（CaCO3含量）小于450mg/L下使用。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换、退货责任规定》。

2、保障政策：

(1)  整机保修1年，核心部件（发热管、发热管外箱、内胆）保修2年（注：水质硬的区域，保修期为一年，超过一年的产品，上门

      需收取上门费）。

(2) 产品外置配件保修一年，不提供上门维修服务，用户凭购机凭证和完整故障旧件联系售后服务中心免费更换。

      水质硬区域包含：内蒙古、宁夏、青海省甘肃省、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南阳和信阳除外）、陕西省、佳木斯、聊城市、

      滨州市、淄博市、济宁市、威海市、东营市、泰安市、淮北市、阜阳市、徐州市、常德市、郴州市、攀枝花市。

(3) 用于商业用途的产品，整机、核心零部件均不保修。

售后服务



AVWH-551 AVWH-552

热水器

螺丝包

使用说明书

防电墙

调温阀

部件名称

1台

1包

1本

1个

1个

1台

1包

1本

1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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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清单

装箱单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Cr（VI)) 多溴联苯(PBB） 多溴二苯醚(PBDE)

电源板

显示板

电加热器压板

温控器

热断路器

防电墙

紧固件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表示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在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此标志为产品污染控制标志，其中的数字表示环保使用年限，
在此年限期间正常使用的条件下有害物质不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或对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

注：我司生产的产品的材料尽可能使用无毒无害的材质
以上含有有害物质和元素的零件部件皆因行业现阶段工艺水平限制而无法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替代，如遇物极技术材料升级恕
不另行通知。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签名：

签名：

签名：

签名：

保修卡

联系电话

购买渠道
购买日期
出厂日期

实际安装日期

第一次维修

注：

1.按国家“新三包法”规定，享受三包服务。整机保修一年。
2.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享受三包服务，但可以付费修理； 
（一）消费者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二）非品牌授权指定的售后服务中心拆动造成损坏的； 
（三）无保修卡及有效发票或购买凭证的； 

（四）保修卡与维修产品型号不符合或者涂改的； 
（五）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坏的；

（六）产品用于商业用途的。 

3.保修期的起始日期以产品发票或购买凭证日期为准。
4.维修时请出示发票或购买凭证。

5.超过保修期或不属于免费维修的产品，本公司维修中心仍竭诚为您服务。

用户姓名

用户详细地址

产品型号

规格/特征

机身型号

联系电话

故障现象

用户其他意见

用户其他意见

故障现象

用户其他意见

故障现象

用户其他意见

故障现象

处理结果

第二次维修

处理结果

第三次维修
处理结果

第四次维修
处理结果

维修员

维修员

维修员

经销商盖章处

维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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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后无忧

我要安装

①　直接扫码进入微信公众号，点击“产品安装”。

②　与购机时与为您服务的客服联系产品安装。

③　拨打客户服务热线025—83197119。

（备注：建议首选微信安装，方便快捷）

我要投诉

如您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有任何不满意，均可拨打客户服务热线025-83197119和微信公众号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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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

致最可爱的您：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茫茫百万店铺中选择了AVIAIR，对此我们深感荣幸，从您进入店铺浏览宝贝再到确认

下单付款，最后宝贝交易完成这一系列动作，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因为您的选择是对我们每一位AVIAIR人最

大的支持与肯定。

       我们将一如既往用专业技术和优质的服务为您带去高品质生活，实现真正的购物零风险，让您放心使用我

们家的宝贝。

       最后感谢您对AVIAIR的关注与支持，AVIAIR全体成员祝愿您和您的家人，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此致！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