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GQ-13B1FE X

( )GQ-16B1FE X

( )GQ-13B2AFE X

( )GQ-16B2AFE X

JSQ25-B1

JSQ31-B1

JSQ25-B2

JSQ31-B2

*DT9M001⑩*

本产品执行标准:

GB6932《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生产许可证编号：XK21-005-00081



需要接地

热水器使用的电源插座由用户提供，
用户必须确保其安装符合电气技术
要求并可靠接地。

不满足以上条件，有可能引起触电伤亡。



与排气口
D/2以上

上面
50cm以上

左侧
15cm以上

右侧
15cm以上

正面
60cm*以上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产 品 编 号:  OOOOOOO
使用燃气种类:  液化石油气
制 造 代 号:  OO.OO-OOOOO

产品型号:   OOOOO
额定热负荷:    OOO

防冻加热电功率:   - - -

额定输入功率:   OOO

额定产热水能力:OOOOO

额定燃气压力:  OOOO

适用水压:   OOOOOOO

额定电压:      AC 220 V
额定频率:           50 Hz

防触电保护类型: I类电器

检验合格 LPG

销售商：
    

   OOOOOOOOOOOOOO

制造商：OOOOOOOOOOOOOO

使用液化气的情况下

制造年

制造月







( )GQ-13B1FE X
( )GQ-16B1FE X
( )GQ-13B2AFE X
( )GQ-16B2AFE X

电源插座(自备)



热水量设定开关

注水的热水量设定。
(参见 页)14

(例40℃)

防止遥控器待机时电力消耗《显示节电》（只限操作器）

为防止操作器待机时的电力消耗，在不使用热水器持续约10分钟后，显示画面消失，只有运转指示灯点亮。

* 如再次使用，按下开关后，表示节电状态解除。

* 出水温度设定为50°C或60°C、70°C或75°C时，为确保安全，不进入显示节电状态。

操作器

* 画面消失，但运行

    状态仍为[打开]。

持续不使用

一段时间后







浴室遥控器的情况下

水温度设定为50°C、60°C、70°C、75°C时， 



升温

降温

点亮确认

改变过的出水温度

燃烧时点亮 熄灭

操作器

浴室遥控器

75

70

出厂设定操作器=40℃。（出厂设定指在插上电源通电5秒后的操作）



只有优先指示灯点亮时遥控器能设定调节温度

无法从35°C~48°C的设定改变为高温（50°C、60°C、70°C、75°C）。



在按下操作器的各个开关时，如果运行
正常就会响起“吡”的操作提示音。

根据个人喜好，可以通过如下操作取消

或打开这一提示音。
[初始设定（出厂时）=有提示音的设定]

如果“关闭”电源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
就会返回初始设定状态。



1.关上浴缸的排水栓。
2.盖上浴缸盖。
（有浴缸盖的场合）
（注水处要打开）

小心烫伤

即便使用浴室遥控器设定了注水温度，如果在注水时将优先级切换到了操作器侧，

也将以操作器设定的出水温度向浴缸内注水。

用操作器设定了高温等情况下，请特别当心。

2,3

升温

降温

点亮确认

改变过的出水温度
(例43℃)注水温度(例40℃)



<一旦设定就会被存储>

按下水量设定开关，水量显示闪烁
时，按设定开关进行调节。

可分别调节为40~260（每20升为1单
位）、300、350、400、990升等值。
（设定量）

设定为990升时，蜂鸣器不会鸣叫。

蜂鸣器（吡吡声）鸣叫时，
请停止注水。

设定为990升时，蜂鸣器不
会鸣叫。

操作器和浴室遥控器无论何者优先，都可设定水量。

在注水时，如果厨房或淋浴使用了热水，因水被分用会使注水量减少。

如果有剩水，或暂停注水后又再次注水时，因浴缸内有残留的水，所以水量会多于设定量。

如果混合了以前的剩水，水温可能会低于设定的温度。

即使不再向浴缸注水，如果厨房、淋浴等处继续使用热水，达到设定的水量后注水蜂鸣器仍会鸣叫。

10秒钟后，变为注水温度显示。

达到设定的水量后，遥控器的
蜂鸣器会鸣叫约10秒钟来进行
告知。

初始设定（出厂时）为180升。

由于是热水温度的设定值，因此根据季节及水
管的优劣等条件，与实际温度有所差异。

出厂设定操作器=40℃。（出厂设定指在插上电源通电5秒后的操作）

低温 常温 高温

35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3

增量

减量

注水量 闪烁（例：180升）

点亮 熄灭

4 5



<GQ-13B1FEX、GQ-16B1FEX、GQ-13B2AFEX、GQ-16B2AFEX>













请关闭供热水龙头，暂时将运转开关切换为

“关闭”，并再次切换为“打开”后进行使用。





可变式稳压方式

燃  气  控  制  方  式 电子式燃气比例控制（FF+FB）

室内壁挂，强制排气式（FE式）

水  量  控  制  方  式 

电脉冲点火

12.5 13.5

R1/2

R1/2

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使用R1/2；其他气种使用R3/4

液化石油气 64；  天然气 59；  人工煤气 55

防冻加热电功率124 防冻加热电功率124

运转开关“打开”大约为6.3，“关闭”大约为5.6

2.5 2.8

液化石油气 74；  天然气 62.5；  人工煤气 57

13升 16升

JSQ25-B1 JSQ31-B1

GQ-13B1FE GQ-13B1FEX GQ-16B1FE GQ-16B1FEX

W350 × H564 × D140

防熄火装置(感应针)、防过热装置(温度熔断器)、

防空烧安全装置(温度继电器)  、防过压安全装置、

防雷击保护装置等

1250

·所有型号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出水能力为在额定热负荷条件下，折算到进出水温升在25K的流量。

    但是，根据水压、出水管路的条件、热水的设定温度，会有若干差异。



可变式稳压方式

燃  气  控  制  方  式 电子式燃气比例控制（FF+FB）

室内壁挂，强制排气式（FE式）

水  量  控  制  方  式 

电脉冲点火

13 14

R1/2

R1/2

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使用R1/2；其他气种使用R3/4

防冻加热电功率124 防冻加热电功率124

13升 16升

JSQ25-B2 JSQ31-B2

GQ-13B2AFE GQ-13B2AFEX GQ-16B2AFE GQ-16B2AFEX

运转开关“打开”大约为6.3，“关闭”大约为5.6

防熄火装置(感应针)、防过热装置(温度熔断器)、

防空烧安全装置(温度继电器)  、防过压安全装置、

防雷击保护装置等

2.5 2.8

W350 × H564 × D140

液化石油气 64.5；  天然气 58.5；  人工煤气 54.5 液化石油气 79；  天然气 67；  人工煤气 60



能力表

使用燃气 额定热负荷
<KW>

额定产热水能力(最大时)<kg/min>

水温上升25℃ 水温上升40℃

天然气

人工煤气

液化石油气

25

25

25

13升 GQ-13B1FE(X)、GQ-13B2AFE(X)

13

13

13

8.1

8.1

8.1

使用燃气 额定热负荷
<KW>

额定产热水能力(最大时)<kg/min>

水温上升25℃ 水温上升40℃

天然气

人工煤气

液化石油气

31

31

31

16升 GQ-16B1FE(X)、GQ-16B2AFE(X)

16

16

16

10

10

10



40

41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产 品 编 号:  OOOOOOO
使用燃气种类:  液化石油气
制 造 代 号:  OO.OO-OOOOO

产品型号:   OOOOO
额定热负荷:    OOO

防冻加热电功率:   - - -

额定输入功率:   OOO

额定产热水能力:OOOOO

额定燃气压力:  OOOO

适用水压:   OOOOOOO

额定电压:      AC 220 V
额定频率:           50 Hz

防触电保护类型: I类电器

检验合格

销售商：
    

   OOOOOOOOOOOOOO

制造商：OOOOOOOOOOOOOO

使用液化气的情况下

制造年 制造月

LPG

















超过此延长限度请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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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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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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