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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遥控器RC21.11和RC21.13依据:
• 2014/30/EU
(EMC指令)

RC21.11和RC21.13符合上述指令，因此
CE标志印刷在本用户手册上。

概述

• 请仔细阅读此手册，因为它是遥控器的一部分。

• 参考锅炉用户手册。

• 开箱后请检查产品是否完好，如破损，请勿使
用，可退回供货商。

• 请勿乱扔包装材料。

• RC21只适用于生产商所允许的用途，在其他情
况下使用是不合适的，甚至会产生危险。

• 因安装、维护和使用不当造成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受到的损害，厂家不负赔偿责任。

• 设备运行中请勿拆卸。 

清洁

• 只能使用干布清洁遥控器的表面，不能打开。

RC21是一款能够对锅炉进行管理并提供最大居家舒适
度的产品，具有周编程和调节控制功能。

可通过无极性的双芯电线与锅炉简单地连接起来，即可
保证遥控器与锅炉的正常通讯和遥控器所需要的电力。

本手册供安装人员和用户使用。

安全说明和规则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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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1.1 注意
• 必须由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本

手册指示安装。

• 安装前，请确认锅炉已经断电。

• 使用符合现行电气系统规定的专用通信线路连接
RC21。

• 请参考锅炉用户手册中的电气连接内容。

注意：选择适当的位置安装以保证室内温度测量的准确
性。建议离地高度150㎝，远离可能影响测量准确性的门、
窗或热源。

1.2 安装步骤
1. 使用螺丝刀打开遥控器前盖(如图1)。

2. 使用提供的螺丝将遥控器后盖固定到墙上(如图1)。

3. 使用无极性的0.5mm2-1.5mm2双芯电线进行连接(如图
2)。

4. 将遥控器正面扣回后盖上，并为遥控器通电。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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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言

2.1 概述
该装置配有一个大的显示屏和一个带按压功能的旋钮(这

两个都带有背光以确保在黑暗情况下使用)，以及两个按
键(如图3)。

注意:可以从常规设置菜单中，改变背光时间。背光功能
可否使用取决于锅炉，如果锅炉没有智能电源管理功能，
背光将不点亮。

OT通讯端子 

GSM输入端子 
图2 可按压的旋钮

黑白背光显示屏

右键左键

图3

2.2 首次启动
注意: RC21通过OT端口与锅炉连接进行通信和供电。当
锅炉供电时，RC21开始工作。

在首次启动时，屏幕首先显示型号和固件版本。然后显
示主界面(如图4)，内容包括室内温度、运行状态以及外
部温度(如果室外温度传感器可用)。

默认情况下：操作语言为意大利语，运行状态为OFF(除防
冻保护以外所有功能都停止)。
关于显示、按钮/旋钮及如何使用菜单的更多内容，请参阅
界面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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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界面

3.1 显示
主界面有两个：Room/Heating(室内/采暖)和Hot Water 
(生活热水)。
按压中心旋钮，界面在Room（室内）/Heating(采暖)与生
活热水之间转换(如图5)，再次按压返回。从一个界面切换
到另一个界面时，以下显示内容将会变化：界面标题、测
量的温度、程序(如果程序处于启动状态)和相关的设定温度。
注意：在室外温度传感器不能使用的情况下，Room(室内)
界面会被Heating(采暖)界面替换 【Room(室内)界面-采暖
水温度受控于室外温度传感器的采暖；Heating(采暖)-没有

图4

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者室外温度传感器不可用】。请参考
HEATING SETTINGS（采暖设定）菜单的PARAM. 
SETTINGS(程序设定)部分。

如图6所示的示例中，运行状态为冬天，采暖程序为自动模
式，主界面显示以下内容：

1. 日/日期/时间(具有自动转换冬季/夏季时间功能)
2. 主界面名称
3. 实际测量的温度
4. 火焰指示及火焰强度
5. 室外温度(如果室外温度传感器可用)
6. 系统状态(关闭Off/夏季Summer/冬季Winter)和需要运

行的功能(生活热水Hot Water/采暖Heating)。
7. 设定温度
8. 显示正在执行的程序时间段和图标 (Standby待机

/Manual手动模式/Temporary Man临时手动模
式/Automatic自动模式)和程序可能相关的临时信息
(时间程序/功能运行剩余时间等)。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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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标

图标 描述

4 火焰指示及火焰等级

5 室外温度

6

状态: OFF
需求: 无
状态: 夏季模式
需求: 无
状态: 夏季模式
需求: 生活热水
状态: 冬季模式
需求: 无
状态: 冬季模式 
需求: 生活热水
状态: 冬季模式 
需求: 采暖

7
室内设定温度

设定温度

8
程序: 待机

程序: 自动

图6

2

3

6

7

8

9 9

9. 左右键分别对应的功能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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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程序: 手动

程序: 临时手动

3.3 旋钮和左右按钮

3.4 浏览菜单

逆时针旋转: 
• 数值减小
• 上一菜单

顺时针旋转: 
• 数值增加
• 下一菜单

按压: 
• 从Room(室内) 界面转换到Hot 

Water(生活热水) 界面
• 确认并进入
• 数值确认并移动到下一变量。
• 通过室内设定界面访问

Temporary Manual(临时手动) 

按左键: 
• 进入菜单
• 退出 (主界面)
• 取消

按右键: 
• 进入模式
• 后退(上一步)
• 确认

在主界面Room(室内)或Hot Water(生活热水)，按下左
按键，可进入菜单。

旋转按钮可滚动项目列表，按下旋钮可进入选定的子
菜单。

子菜单内容不同，其中一些只显示信息，另外一些包含
可修改的的参数值。此外，子菜单有可能是多级的，如
果在项目名称的右侧有[…]符号，则表示按下旋钮将出
现另一页面或子菜单(如图7)。

•  符号的显示先于可变数值。要修改参数，先按下
旋钮(将被修改的值将突出显示)并转动。再次按下
旋钮确认更改并返回列表(如图7)。

旋钮一般用于页面或变量之间的转换和数值的修改。
按键在不同页面功能不同(功能显示在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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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参数值(如图例中的月份修改)之后，可
以：

确认(confirm)修改并返回上一页

取消(cancel)修改并返回上一页

图7

在修改参数值(如图例中的语言修改)之后，
可以：

确认并返回左侧列表

不更改而直接返回左侧列表

完全退出至主界面，不做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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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状态与程序的修改
在主界面按右按键，进入Mode(模式)界面可修改正在
进行的状态和程序。界面分为两部分：

• 上半部分可选择运行状态(Off-关机, Winter-冬季, 
Summer-夏季)

• 下半部分根据不同运行状态，可以选择生活热水和
采暖的程序(Standby-待机, Auto-自动, Manual-手
动)(如图8)

4. 模式(状态和程序) 程序:
1. 旋转旋钮更改突出显示的变量(图8为状态栏)

2. 按下旋钮确认并跳转到下一变量并修改(程序)

3. 按Confirm确认修改后，新的设置会被保存并返回到
主界面

如果不想保存修改，按Cancel取消。

4.2 状态
OFF-关机 (默认)
所有采暖和生活热水功能停用，防冻保护功能除外(如果启
用)。

SUMMER-夏季 
生活热水功能启用，可以设置生活热水程序。

WINTER-冬季
生活热水和采暖功能启用，可以分别设置采暖和生活热水
程序。

4.3 生活热水程序
STANDBY-待机
生活热水功能关闭，生活热水功能不能启动(一些锅炉不受
此程序控制)。
MANUAL-手动 (默认)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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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ROOM SET-室内温度设定 (冬季)
温度设定始终显示在Room(室内温度)界面的右下部(如图
6)，可以通过旋转旋钮快速设置温度。

步骤:
1. 在主界面，旋转旋钮进入到温度设定界面(如图9)。

2. 再次旋转旋钮，直到达到所需温度。

3. 按Confirm-确认键保存修改。按Cancel-取消键不保
存修改直接退出。

临时手动和定时:
• 如果在步骤2之后，使用右键确认而不是旋钮确认，

则：
1. 如果在自动模式         情况下，手动设置的温

度将会在下一个时间段恢复到自动程序(临时
手动          )。

生活热水功能启用，可保证稳定的生活热水出水温度(或水 5. 温度快速设定
箱温度)，温度由用户在生活热水设置界面手动设置。

自动
可执行用户自己设定的(通过HOT WATER SETTINGS-生
活热水设定菜单)符合自己舒适性和经济性要求的生活热水
周程序(一些锅炉不能执行此程序)。

4.4   采暖程序 
STANDBY待机
采暖功能停用，防冻保护功能启动(如果启用)。

MANUAL手动 (默认)
采暖功能启用，室内温度由用户手动设置。

AUTOMATIC自动
采暖功能执行用户设置的采暖周程序(通过HEATING 
SETTINGS-采暖设定菜单)。室内温度受控于确定了舒适
温度和经济温度时间段的周程序，舒适温度和经济温度在
整个周程序内都有效。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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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在手动模式下        ，新设置的温度值将一直         6.   菜单
保存。

• 如果在步骤2后，按下旋钮确认，则可以旋转设
置此温度设定的持续时间(定时        ：从15分钟到
7天)，定时结束后恢复到之前设置温度。

注意：如果程序处于待机状态，则无法调整设定温度。

5.2 采暖温度设定 (冬季)
如果室内温感被禁用，则Heating-采暖界面会替代Room-
室内界面显示在显示屏上，并且：
• 如果没有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者室外温度补偿曲线

比调禁用，那么快速设置允许直接修改采暖出水
温度。

• 如果有室外温度传感器并且室外温度补偿曲线比
调已启用，可以快速修改采暖出水温度补偿值。

程序:
和Room Set-室内温度设定相同，临时手动和定时功
能除外。

5.3 生活热水温度设定 (夏季和冬季)
在生活热水主界面，旋转旋钮修改设定温度。与Room 
Set-室内温度设定相同，临时手动和定时功能除外。

在主界面，无论Room-室内温度设定还是Hot Water - 生
活热水温度设定，按下左键均可进入菜单(参考33页的浏
览菜单部分)。
注意：本章节内容与实际菜单的结构相同。每段落对应
一个菜单，每小节对应一个子菜单。

6.1 信息
生活热水、采暖和通用的一些参数以及数值仅用于查
看，因为这些参数受控于锅炉。

6.1.1 HOT WATER生活热水
• OUTLET TEMPERATURE-出水温度
生活热水出水温度传感器(由生活热水温度传
感器测得的实际温度)。
• FLOW-流速
流速(生活热水出水口流速-用于即热式锅炉)。

6.1.2 HEATING采暖
• CH SET-采暖设定
采暖水设定温度指的是希望采暖水需要达到的
温度，由用户(如果可以)直接设定或由控制器
通过算法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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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TEMPERATURE-采暖温度
温感当前测量的供水温度

• CH RETURN TEMPERATURE
-采暖回水温度

回水温感测量的实际温度

• MODULATION POWER-比调功率
额定输出功率百分比(火焰等级)。

• CH WATER PRESSURE-采暖水压 
系统水压级别(一次回路)。

• BOILER EXHAUST TEMPERATURE
-锅炉排烟温度 

烟道温感测量到的当前排烟温度。

• POWER AV. 24 HOURS-24小时平均等效功率
以小时为单位，在过去24小时内的平均等效功率
（图10）。它是一种示意数据，不能用于减税证明
或功率测量。单位是kWe.（等同于kW），适用于标
准锅炉（使用HEATING SETTINGS采暖温度设定菜
单中的PARAM. GRAPHICS POWER程序.采暖输
出功率图来设定）。

注意：如果停止供电超过24小时，所有数据
将会重置。

• POWER AV. 30 DAYS-30天平均等效功率
过去30天内的平均等效功率，参见24小时平均
等效功率的解释。

• POWER AV. 12 MONTHS 
- 12个月平均等效功率

过去12个月内的平均等效功率，参见24小时平
均等效功率的解释。

6.1.3 GENERAL通用
• FIRMWARE VERSION-固件版本
加载在温控器中的固件版本。

6.2 HOT WATER SETTINGS-生活热水设定
可以设置生活热水参数：温度设定(也可以在生活热水主界面
通过旋转旋钮修改)、时间程序和防军团菌设定。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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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6.2.1  SET设定温度
在手动模式或生活热水程序的舒适期间，此温度用于
设定生活热水出口的水温（或水箱中水需要保持的温
度）。温度设定值的范围在 0 - 99C°之间，但极限值
取决于锅炉。调节增量为1°C（设定温度的默认值为
50°C）。

6.2.2 Time scheduling-时间程序
它包含一个编程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设置生活热
水的周时间程序(可以在mode-模式界面进行编程)。
每天可以最多设置4个时间段，最小单位15分钟，这
种设定适用于单独的某一天 (星期一、星期二、......)，
或者多天周期(周一-周五、周六-周日、......) 。
界面分为两个部分 (图11), 在上面的部分，转动旋钮
可以选择某一天或多天周期。在下面可以选择舒适
时间段(On)。选择一天/多天周期后，按下旋钮即可
修改时间段。

转动旋钮，开始/结束时间值会改变，当选好后按
压旋钮确认并进入后面时间段。一旦修改结束后，
通过按压Confirm-确认, 保存已经完成的操作。通
过按Cancel-取消，修改的内容将会不被保存。无
论如何，在确认或取消之后，您将返回设置新的一
天或多天周期界面（默认为从周一到周日，06:00 
-23:00、-、-、-）。

6.2.3 ANTILEGIONELLA防军团菌功能

此功能可将生活热水加热到65°C后持续2分钟，优
先于其他程序执行。在最长60分钟的时间内，持续
检查生活热水温度是否达到此要求。
进入Antilegionella防军团菌功能页，可以设置某天
某时启动此功能。如果设置日期为“none”, 这个
功能将不会启动。然而，当生活热水程序为holidays
假日程序或处于待机状态时，此功能也不会启动。

6.3 HEATING SETTINGS 采暖设置
加热设置菜单是最复杂的，它包括调整参数和功率图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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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SET MANUAL手动设置

Manual手动程序中设定得室内采暖温度，可以在
home页通过旋转旋钮进行修改。可设定的温度范围
为10.0-25.0°C, 增加量为 1°C (默认值 20.0°C)。

6.3.3 SET COMFORT舒适设置
设定的自动程序舒适时间段的室内采暖温度。可设
定的温度范围在10.0-25.0°C, 增加量为 1°C (默认
值为 20.0°C)。

6.3.4 SET ECONOMY节能设置
设定的自动程序节能时间段的室内采暖温度。可设
定的温度范围在10.0-25.0°C, 增加量为 1°C (默认
值为 20.0°C)。

6.3.5        TIME SCHEDULING时间程序
时间调节界面可以定义采暖模式的周程序时间调节
（可以启动选择模式界面的自动程序）。根据生活
热水设置的不同，选择相应的舒适或经济温度。

6.3.6 NO-FROST FUNCTION防冻保护功能
进入此页面，可以启停防冻保护功能并设置采暖的

启停温度。所设定的防冻保护温度是控制设备启动
采暖功能的最低温度。室温超过温度设定值后，防
冻保护功能停止工作。设置范围为0.5-10.0°C (默认
5.0°C)。

6.3.7 注水 
进入此功能，屏幕显示系统压力，如果压力低，可通
过按压按钮启动Manual filling手动注水(如果设备支
持此功能)。此程序在按下按钮后，需要再次确认。

6.3.8 参数设定
子菜单提供对受限设置的访问，因此在打开参数设置
之前，页面将显示Confirmation Request(确认请
求)。确认后，页面将显示以下参数：

• ROOM SENSOR ENABLE室内温度传感
器启动

如果设定(YES)，则遥控器会根据遥控器内部温
感测量的室内温度和室内设定温度使锅炉以恒
定温度加热采暖水。

• ROOM SENSOR MODULATION 室内温度
传感器比调

如果设定 (YES)，则遥控器会根据遥控器内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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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DOOR SENSOR MODULATION
室外温度传感器比调

如果设定(YES)，则最高采暖水出水温度(也
包括采暖水的比调温度，如果室内温度传感
器比调功能启用)受控于室外温度传感器的
实测温度、气候曲线的设定值和相应补偿值
(如果安装了室外温度传感器)。

• ROOM HYSTERESIS室内温度滞后调
节

在没有比调的普通调节期间(仅在滞后调节
期间，室内温度传感器可用，但其比调功
能不可用)，这是用来调节房间温度的极限
值。温度达到设定值+滞后值时，遥控器停
止锅炉的运行，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滞后值
时，遥控器启动锅炉。
例如：室内温度设定为20.0°C ，若滞后温度
设定为0.2°C，当室温达到20.2°C关闭，当
降到19.8°C时启动。精度为0.1-1.0°C(默认
为0.1°C)。

• OTC CURVE外部温度补偿曲线

这是根据室外温度调节供暖温度的气候补偿曲
线。范围1.0-9.0°C (默认3.0°C)。

注意：曲线的上下限取决于锅炉采暖水的温度
范围和设定的最大最小值。建议设定此值时注
意采暖系统类型。

图12室外温度 °C

最
高
供
热
温
度

 °C

感测量的室内温度和室内设定温度比调采

暖出水温度。否则，在所有供热需求期间，
如果受控于室外温度传感器比调，采暖水出

水温度为所允许的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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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水的出水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关，表示曲线
的数字越高，采暖水的最高出水温度越高。
如图12所示，采暖水出水温度范围为20°C - 
85°C。曲线9较陡：当室外温度为0°C时，采
暖水出水温度为85°C。

• OTC CURVE OFFSET外部温度补偿曲
线偏移量

它是气候曲线的垂直偏移量，通过它可以校
正计算的采暖水出水温度。范围-15 - 15°C(默
认0°C)。

• SYSTEM INERTIA系统惰性
它是一个室内温度反应速度参数，与热惰性或
者说建筑物和采暖系统的大小和类型有关，范
围1 - 20，其中：

5 
10 

20 

热惰性较小的系统
采用散热器的一般大小的采暖系统(默认
值)
热惰性高的系统(地暖)

• MIN SET HEATING采暖水出水最低温
度

这是遥控器所允许的采暖水出水的最低温度
值。此温度规定了固定的采暖出水温度和比

调的采暖水出水温度的最小值，可以由用户
进行设定，在首次连接时自动生效。温度设
定取决于锅炉的限制，范围为0 - 99°C (默认
20°C)。

• MAX SET HEATING采暖最高温度
这是遥控器所允许的采暖水出水的最高温度
值。此温度规定了固定的采暖出水温度和比调
的采暖水出水温度的最大值，可以由用户进行
设定，在首次连接时自动生效。温度设定取决
于锅炉的限制，范围为0 - 99°C (默认90°C)。

6.3.9  POWER GRAPHS 输出功率图
该子菜单提供了一个入口来修改在INFORMATION
信息章节中与HEATING采暖有关的输出功率图。以
下参数可以进行修改：

• 100%输出功率
单位kWe， 100%输出功率时的比调百分比。
范围0-100kWe（默认28kWe）

• 50%输出功率
单位kWe， 50%输出功率时的比调百分比。
范围0-100kWe（默认16kWe）

• 0%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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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kWe， 0%输出功率时的比调百分比。范
围0-100kWe（默认4kwe）

• 清除24小时内输出功率图
清除24小时内保存的输出功率图（直方图）
数据（说明：所有与输出功率图图相关的数
据都将被清除）。在30天输出功率图中显示
的当天的信息也将被重置。

• 清除30天内输出功率图
清除30天内保存的输出功率图（直方图）数
据（说明：所有与输出功率图图相关的数据
都将被清除）。在12个月输出功率图中显示
的当月的信息也将被重置。

• 清除12个月内输出功率图图
清除12个月内保存的输出功率图（直方图）
数据（说明：所有与输出功率图图相关的数
据都将被清除）。

6.4 常规设置
在常规设置菜单中提供了可以显示和修改的几项主要参数

以及控制器的通用项目。 

6.4.1 LANGUAGE语言
系统语言， Italian 意大利语或 English 英语(默认意
大利语)。

6.4.2  DATE AND TIME 日期和时间
系统日期和时间的输入/修改。按压旋钮可以选择要
修改的项目，选择想要修改的值，修改完成后通过
按压来确认。日期和时间只能通过按压confirm确认
按钮来确认。否则，按下cancel取消按钮所有的设
定改变将不生效。
说明：在没有人为操作干预时，系统会自动从正常
模式切换至夏令时模式，反之亦然。

6.4.3 DISPLAY显示
设置显示和背光。

• CONTRAST对比度
对比度级别。范围1-9（默认5）。

• BACKLIGHT背光延时
显示背光持续时间。 范围关闭，启动5秒-60
秒（默认20秒）。
• KNOB LIGHT旋钮背光
旋钮背光模式。开启/显示/关闭（默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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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ROOM SENSOR ADJUST室内温度传感器修
正
该值用来矫正设备内置温感感应到的室内温度值。
范围-3.0 - 3.0°C (默认0.0°C)。

6.4.5 FACTORY SETTINGS工厂设定
选择此项后，Confirm Request 确认请求提示将会
出现。按下确认请求，所有的参数和设定、本地设
置、程序设定、使用中的程序状态、包括临时功能
（临时/假期）将全部被重置到出厂状态。

6.5 SPECIAL PROGRAMS特殊程序
这个菜单管理假日程序和GSM程序。

6.5.1 HOLIDAY PROGRAM假日程序
在此期间，该系统将以类似关闭状态工作。Hot 
Water 生活热水和Room Heating 采暖供暖功能将
被停止（如果有必要，防冻功能可启动）。进入程
序页面，可以修改这个假日程序的持续时间。旋转
旋钮来修改它的值，并通过按压确认，进入下一个
参数。设定后程序将被激活。

激活假日程序： 通过按压旋钮确认选择YES确认。

6.5.2 GSM PROGRAM GSM程序
“yes”值代表GSM功能的入口已开启（连接终端-图
片2）。当触点闭合时，系统通过程序和手动设置
进行采暖（冬季），除了状态和初始设置（默认
为“否”）外，还可提供舒适生活热水。

6.6 TECHNICAL MENU技术菜单
此菜单包含管理信息和技术人员所做的参数预设，因此，
打开菜单需要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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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异常现象

8. 设备技术信息

7.1 显示和复位
发生异常时，一个新的界面“Anomaly in progress-运行异
常”将替换正常运行时的界面，它将显示错误代码或是直
接描述异常情况，按压ESC退出或BACK返回键可以返回
正常界面（在等待数秒后）。
一些异常情况，如系统堵塞和缺水，是可以通过按压右侧
的按键来立即复位和确认。对于其他的异常情况，我们建
议联系技术人员。

8.1 技术参数
尺寸和重量:

• 128x99x36 mm (与503型暗盒匹配)
• 130 g

电源线:
• 无极双芯线

电源及消耗:

• 最高18V (正常运行)
• 最高23mA (最高250mW)

续航时间：
• 最长24小时（充电至少3小时后）

室内探针精度:
• +/- 0.5°C/25°C

时钟精度:
• +/- 15分钟/年(最大偏差)

运行环境温度：
• 0 - 50°C

保护等级
• EN 60730:     II
• IP EN 60529: IP20 (壁挂)

8.2 产品数据表
根据811/2013规定，此遥控器的节能等级：

等级 供暖节能% 描述

V +3% RC21

VI +4% RC21 + 连接至锅炉的
室外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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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尽管这本手册是特别注意和谨慎编写的，但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的错误、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数据。工厂保留在没
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产品规格或停止生产该产品的权利，并保留对已售产品的提供新功能或新说明的权利。
工厂不对任何直接或非直接来自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或损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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