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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须知
本说明书提供可能导致死亡、严重受伤或损坏设备的注意事项，请用户使用时注意。

警告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的危险情况。
小心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受伤或中度受伤的危险情况。

注意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本设备损坏的危险情况。
卫生 表示与卫生和食品安全相关的重要预防措施。

重要 表示与使用和维护本设备相关的重要信息。

警告
本出冰机为商用设备，只能用于本机所明确设计的用途。
其它任何用途都被视为不当用途，因而可能造成危险。对因本产品使用不当、使用不正确和不合理所造成的的任何损失，生产商
不承担法律责任或相关责任。
安装及必要时的移机作业，必须交由具备相应知识的作业人员依照现行法规并根据生产商的说明进行。
保持机体内外通风口畅通无阻。
使用任何电气设备均应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尤其是：
*	高湿度和潮气会加大电路短路及潜在触电的危险。如有可疑情况，请切断出冰机电源。
*	将出冰机与供电网络断开时，请勿损坏或拉扯电源线。
*	请勿用湿手触碰电气部件或操作开关。
*	本产品不适合8岁以上的儿童和残障、智障以及缺乏相应经验和知识的人士单独使用，除非其了解相关危害且有专人负责其安全
并对其使用本产品加以监督或指导。
*	谨防儿童玩耍本产品。
*	禁止由儿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执行清洁和保养作业。
*	请勿尝试改装出冰机。应仅由具备相应知识的作业人员实施拆解或维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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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装说明

1. 构造

磁夹
控制面板

喷口

水管

前盖板开关

2. 附件

光盘 1
格栅 1
进水软管 1
排水管 1
管夹 1
刷子 1

3. 拆包
警告

包装零件(塑料袋和发泡聚苯乙烯等)存在潜在危险，必须放置到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DCM-60/120KE DCM-60/120KE-P

*	取决于型号，格栅开口可能朝上或
朝下。

排气口
(通风百叶窗)

运行开关

排水盘

格栅*

出冰口

电源线

推杆
(仅限DCM-60/120KE机型)

出冰开关
(仅限DCM-60/120KE-P机型)

操作面板

前盖板

制冰开关

可调节支脚

进风口(底部)空气过滤网

排水管光盘 格栅 刷子管夹进水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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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请勿使用搬运带提升或搬动纸箱。
手动搬动设备时，请托起设备底部。
请勿通过托起过滤器的方式提升机器，否则内部的冷凝器翅片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
搬运设备时，请戴好防护手套。
搬运纸箱或拆开包装的设备时，请结伴作业，以防止受伤。

注意
拆除运输包装纸箱、胶带和其它包装材料。如果将包装材料遗留在出冰机内部，则出冰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为防止出冰机受损，请勿使本机的倾斜角度超过45°。

1)	拆开包装后，请检查并确认出冰机完好。如有任何疑问，请勿使用本产品，而应与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联系。

2)	撕掉外表面的塑料防护膜。如果出冰机暴露于阳光下或受高温辐射，请待机器冷却后再撕掉塑料保护膜。

3)	打开包装的附件。参照“2.附件”检查附件。

4. 设置位置
警告

本出冰机不适合在户外使用。
本出冰机不得安装在靠近烤箱、烤架或其它会产生高温的设备附近。
本产品不适合安装在可能使用喷水器的区域。

小心
出冰机应安装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

注意
请勿在出冰机上方放置任何物品，以免堵塞通风窗。

重要
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应为5℃至40℃。供水管路只可连接冷水。如果出冰机长时间超出上述正常温度范围工作，可能会影响制冰
能力。
必须留出以下指定的空间，以确保通风顺畅和便于维修保养。

顶视图 侧视图
后

出冰机

前

左 右 后前

顶部

出冰机15cm

15cm

15cm 15cm

15cm

高湿度环境下，机器内部可能会产生冷凝水，从而滴在地上。因此，请勿将其安装在因滴水易受损坏的地板。

5. 安装
小心

错误的安装可能导致人员、动物受伤或损坏其它物品。生产商对由此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
请保持可调节支脚的高度保持在0～15mm之间，以防止减弱支脚支撑能力或由于调节错误导致人员受伤。

*	请将出冰机放置在牢固、水平的表面。

*	调节支脚的调节装置，使本机在左右和前后方向上保持水平。
	 (可倾斜范围：1cm以内)。

支脚

调节装置

调低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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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气连接

警告
本出冰机必须接地

本出冰机必须按国家和地方电气安全标准的要求接地。
为避免造成人体触电或设备严重受损，请使用正确的接地线。
进行任何保养、维修或清洁作业前，请切断主电源。

*	本出冰机需使用单独的电源(220～240VAC/13A)，且必须安装合适的断路器保护电源。

*	通常情况下，应由持有电工资质证书或经授权的维修人员进行作业。

*	如需更换电源线和/或电源插头，必须交由具备相应知识的维修人员进行作业。

7. 供水和排水连接
警告

请仅连接至饮用水(冷水)供水管。

*	总供水管线的连接方式必须符合国家当前《供水和供水连接规定》的相关要求。

*	为避免水垢聚积引发的性能下降或故障，水源的硬度不应超过50mg/L，二氧化硅含量不应超过30mg/L。若水源无法达标，则
需安装一台合适的水处理设备。

*	供水水压必须在0.05MPa(0.5bar)～0.78MPa(8bar)之间。如果水压超过0.78MPa(8bar)，则须采用适当的减压阀。请勿关闭供水
龙头。

*	在部分地区可能要求具备水管敷设许可证并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
的水管工进行作业。

*	出冰机排水靠重力流动，因此应保证排水软管有足够的倾斜度或
落差。

*	不得将排水管路直接连接至下水道系统。	出冰机的排水软管末端
与地面排水之间至少需留出5cm的垂直空隙。

*	请务必使用本机附带的全新软管套件。请勿使用老旧的软管套件。

1)	如图所示，将挠性进水软管(附件)的弯角端连接到出冰机底部的
G3/4管接头上，并确认橡胶密封垫圈已正确就位。	手动充分拧
紧垫圈，以防止接头漏水。

2)	将进水软管的另一端连接到供水龙头，并在如上所述手动拧紧前检查垫圈是否正确就位。最好
在易于触及的部位安装一个截止阀。

3)	将灰色挠性排水管(附件)连接至排水盘底部的管接头上，并使用管夹(附件)以防止接头漏水。

II. 操作说明
小心

请勿用手触碰出冰机的出冰口，制冰系统可能会突然启动，从而导致人员受伤。

排水软管

管夹进水口(G3/4)

排水口

排水

5cm空隙

进水软管

供水龙头

进水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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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DCM-60/120KE] [DCM-60/120KE-P]

注意
所有零部件在出厂前均经过调整。调整不当可能会导致故障。
切断出冰机的电源后，在重新启动出冰机之前应至少等待3分钟，以防止压缩机受损。
若在5至6个小时内不执行出冰操作，会产生湿冰或者在储冰箱内形成冰桥。在上述情况下，请务必关闭制冰开关，并在2小时内
清除储冰箱内的冰。应即时清除制冰过程中产生的湿冰和粘结冰块。
出冰机设计为当连续按下推杆/出冰开关超过2分钟时将暂停出冰工作。此外，若以更长的时间频繁按下和松开推杆/出冰开关，可
能会激活保护器，从而使出冰机停止运转。

卫生
本出冰机设计用于制造食用冰。为保证出冰机清洁卫生，请遵照“III.	1.	清洁”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重要
为防止冰和/或水洒出或溅出，请做到下述几点：
[DCM-60/120KE]
*	使用开口尺寸大于7cm的盛接容器。
*	当按下推杆执行出冰和/或出水操作时，应将盛接容器放置在距
离喷口下方约1cm处。

[DCM-60/120KE-P]
*	请使用开口尺寸大于7cm或高度超过12cm的盛接容器。
*	按压出冰开关执行出冰和或/出水操作时,请将容器放置在格栅中
间的圆盘处。

每天应清理一次储冰箱，否则储存的冰块可能会融化并再次冻结，从而导致机械故障。为高效利用冰块，应在切断出冰机电源前
先关闭制冰开关，以确保储冰箱排空前始终可以供应冰块，同时供水也不会中断。

操作面板 

[1]	维修请求指示灯(红色)
[2]	锁定指示灯(白色)
[3]	制冰指示灯(白色)
[4]	出水开关
[5]	冰水混合开关
[6]	出冰开关
[7]	出冰开关

最小7cm

最小
12cm

放置中间的圆
盘处

最小7cm

大约
1cm

控制面板

[1]	显示屏
冰块控制比例：当激活冰块控制比例功能时亮起
储冰箱满：当储冰箱已满时亮起
排水：处于排水过程时亮起
发生错误时显示错误代码“E”
[2]	排水开关
[3]	锁定开关
[4]	冰块比例控制开关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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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1)	插入出冰机的电源插头。

2)	打开供水龙头。

3)	将出冰机右侧的操作开关扳至“ON”位置。控制面板上的显示屏将显示当前的工作状态。

4)	将出冰机右侧的制冰开关扳至“ON”位置。操作面板上的制冰指示灯将亮起，且出冰机将在5分钟内启动自动制冰过程。

5)	检查供水及排水连接处是否漏水。

6)	在10分钟后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制冰开关。

7)	按下推杆/出冰开关并检查出冰动作是否正常。

8)	当储冰箱中装满冰块时，出冰机将在1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自动停止制冰过程，并在使用冰块后重新启动制冰过程。

注：取决于水质条件，可能会产生湿冰和粘结冰块。

2. 出冰
1)	按下操作面板上出冰开关、冰水混合开关或出水开关，选择所需的出冰模式。所选择的开关将亮起。

2)	将容器放置到位，根据需求执行出冰或出水操作。
	 [DCM-60/120KE]
	 当按下推杆时，将一直保持出冰和/或出水状态。
	 [DCM-60/120KE-P]
	 按住出冰开关时，将一直保持出冰和/或出水状态。若按下出冰开关一次，则可按预设量进行出冰(冰块比例控制功能)。

3. 前盖板
前盖板装配有安全设备。拆下前盖板时，出冰开关、冰水混合开关及出
水开关将闪烁，且出冰动作将无法进行。
在对控制面板进行调整检修后，请将前盖板装回原位。

注意
为了防止内部磁性材料受损，请勿使前盖板从高处掉落。

1)	拆卸时，请抓住前盖板两侧的凹槽向外拉出。

2)	装回时，请抓住前盖板的两侧，将卡口卡入孔中以将其切实紧固至磁夹上。

4. 冰块比例控制
按控制面板上的冰块比例控制开关可启用出冰和/出水量的预设比例控制。比例
控制默认为禁用状态。

冰块比例控制的出冰量取决于水质和储冰箱容量，而出水量则取决于水压。
型号 默认设定 调节范围

DCM-60KE
DCM-120KE

出冰量：	40g
出水量：	不可调节

出冰量：	20-990g(以10g为调节单位)
出水量：	不可调节

DCM-60KE-P
DCM-120KE-P

出冰量：	40g
出水量：	120mL

出冰量：	20-990g(以10g为调节单位)
出水量：	20-990mL(以10mL为调节单位)

[a]启用冰块比列控制

1)	拆下前盖板。

2)	按控制面板上的冰块比例控制开关，显示屏上将显示“PORTION”字样。

槽孔(两侧)

前盖板

2

1

前盖板

磁夹

前盖板

孔(两个)

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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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压迫禁用冰块比例控制，请再次按下该开关。该显示屏将熄灭。

4)	将前盖板装回原位。

[b] 调节冰块比例控制

1)	拆下前盖板。

2)	按住控制面板上的冰块比例控制开关3秒钟。显示屏上将显示出冰过程的当前冰块比例控制设定。

3)	按下操作面板上闪烁的“ice	 (-)”(减少出冰量)开关或“water	 (+)”(增加出水量)开关以调节出冰量。每次按下开关时，显示屏
上的值将以“1”为单位递减或递增(如“06”=60g)。

[DCM-60/120KE]
4)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冰块比例控制开关，显示屏上将显示“PORTION”字样。

5)将前盖板装回原位。

[DCM-60/120KE-P]
4)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冰块比例控制开关。显示屏将熄灭并在进行存储时再次显示设定。然后显示屏将显示出水过程的当前冰块比
例控制设定。

5)	按下操作面板上闪烁的“ice	 (-)”(减少出冰量)开关或“water	 (+)”(增加出水量)开关以调节出水量。每次按下开关时，显示屏
上的值将以“1”为单位递减或递增(如“15”	=	150mL)。

6)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冰块比例控制开关。显示屏将熄灭并在进行存储时再次显示设定。然后显示屏上将显示“PORTION”字样。

7)将前盖板装回原位。

5. 开关锁定功能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锁定开关将锁定出冰开关、冰水混合开关以及出水开关等操作。开关锁定功能默认为禁用状态。

1)	拆下前盖板。

2)	按下操作面板上出冰开关、冰水混合开关或出水开关，选择所需的出冰模式。所选的开关模式将亮起。按下控制面板上的锁定
开关。则控制面板上的锁定指示灯将亮起。

3)	若要禁用开关锁定功能，则需再次按下锁定开关。锁定指示灯将熄灭。

4)	将前盖板装回原位。

6. 关机
每天完成保养作业后，必须关闭出冰机电源并进行排水作业。

1)	将出冰机右侧的制冰开关扳至“OFF”位置。

[DCM-60/120KE]
2)	确认操作面板上的锁定指示灯是否处于“OFF”状态。若处于“ON”状态，则需按下控制面板上
的锁定开关以禁用开关锁定功能。

3)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出冰开关。出冰开关将亮起。

4)	在出冰口正下方放置一个大容量盛接容器，然后按住推杆直至冰块排空为止。

5)	拆下前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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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60/120KE-P]
2)	同时按住出冰开关、冰水混合开关以及出水开关3秒钟。出冰开关将闪烁，实现连续出冰。

	 注：若要禁用连续出冰功能，需将制冰开关扳至“ON”位置或拆下前盖板。

3)	在出冰口正下方放置一个大容量盛接容器，然后按下出冰开关一次。出冰机将连续出
冰2分钟。

	 注：若要在2分钟内停止出冰，请再次按下出冰开关。

4)	再次按下出冰开关以确认不再有冰排出。

5)	拆下前盖板。出冰开关将停止闪烁，并禁用连续出冰功能。

[所有机型]
6)	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排水开关。显示屏将在大约30秒的排水过程中显示“DRAIN”字样。

7)	大约30秒后，请确认显示屏是否熄灭。

8)	将前盖板装回原位。

9)	将出冰机右侧的操作开关扳至“OFF”位置。

10)	拔掉出冰机的电源插头。

11)	关闭供水龙头。

注意
当重新启动出冰机时，请确保距制冰开关扳至“OFF”位置已超过3小时，然后遵照“1.启动”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7. 长期不使用出冰机的准备工作
注意

本出冰机无法在冰点以下温度条件下工作。为防止损坏供水管路，当气温低于零度时，请排空出冰机内的水。

卫生
出冰机停机2天或2天以上时，请对其进行排空，以防止发生水路污染。

1)	按照“6.	关机”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2)	从供水龙头上拆下进水管，并排出管中的水。

3)	请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对出冰机执行排水作业。

III. 保养

1. 清洁
警告

进行清洁或保养作业前，请将出冰机的电源插头从供电网络上拔下。
严禁用喷水器冲洗本出冰机。

小心
使用中性溶液或次氯酸钠溶液时，请务必充分阅读并理解所附带的说明，防止产生潜在的健康问题。

注意
应由受过培训的维修人员对出冰机水路系统进行清洁和消毒作业(每年至少两次)，并对冷凝器进行检查和清洁作业(每年至少一次)。
请勿将塑料零件放入温度超过40℃的水中或洗碗机中清洗，以免损坏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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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观

用干净的软布每周至少擦拭出冰机的外壳一次。用含有中性清洁剂的湿布擦拭油脂或脏物。

[b] 前盖板、喷口、推杆、出冰口的清洁/消毒(每天)

1)	托住前盖板两侧的凹槽向外拉出，以拆下前盖板。
详情请参见“II.	3.	前盖板”。

2)	松开管夹以断开水管(A)。

3)	握住喷口两侧的卡扣，将其向外拉出。

4)	按指示要求在合适的容器中倒入1升水，然后加入4
毫升的5.25%次氯酸钠溶液或者星崎推荐的消毒剂
进行混合。

5)	用在消毒溶液中浸泡过的干净抹布擦拭前盖板。

6)	将喷口浸泡在溶液中3分钟以上，使用附带的刷子
清洁水管(B)，然后彻底冲洗并甩干多余的水分。

注：用抹布擦干可能会导致二次污染。

7)	用在溶液中浸泡过的干净抹布擦拭出冰口周围的零
件及推杆。

8)	握住喷口两侧的卡扣将其卡入孔中，已将其装回原位。

9)	使用管夹将水管(A)重新连接至喷口上。

10)	装回时，请抓住前盖板的两侧，将卡扣卡入孔中以
将其紧固至磁夹上。详情请参见“II.	3.	前盖板”。

11)	剩下的清洁液可用于清洁器皿。

注：请勿在消毒后立即擦干或冲洗器皿，仅可采用风
干处理。

[c] 格栅、排水盘的清洁/消毒(每天)

1)	按指示要求在合适的容器中倒入1升水，然后加入4
毫升的5.25%次氯酸钠溶液或者星崎推荐的消毒剂
进行混合。

2)	将格栅从排水盘中拉出。

3)	将格栅浸泡在溶液中3分钟以上，然后彻底冲洗并
甩干多余的水分。

注：用抹布擦干可能会导致二次污染。

4)	使用附带的刷子清洁排水盘中的3个排水孔。

5)	将格栅装回原位。

[d] 空气过滤网

小心
为防止人员受伤，请勿在拆下空气过滤网时触碰冷凝器翅片。

水管(A)

管夹

卡扣
(两侧)

喷口

前盖板

水管(B)

喷口

刷子

2

水管(A)

管夹

推杆 出冰口

1

孔(两侧)

卡扣
(两侧)

喷口

DCM-60/120KE

格栅必须低于排水
盘顶部的位置。

DCM-60/120KE-P

格栅必须与排水盘
顶部位置齐平。

排水盘顶部

格栅

向上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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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网状空气过滤网可以滤除空气中的污垢或灰尘，防止冷凝器堵塞。如果过滤网堵塞，
出冰机的性能将会下降。每月请拆下并清洗空气过滤网至少两次：

1)	将空气滤网从排水盘的底部拉出。

2)	用真空吸尘器清洁空气过滤网。如果空气过滤网严重堵塞，请用温水和中性清洁剂清洗。

3)	彻底冲洗并晾干空气过滤网。

注意
清洗后，请务必将空气过滤网正面朝上地装回原位。

2. 检查和保养
注意

为达到出冰机最佳性能，须对下列部件进行定期检查和保养：
	 挤压头(上轴承)
	 机械框(下轴承)
	 机械密封

[a] 检查

上述部件须在安装2年或运行10,000小时之后(以先到者为准)进行首次检查，并须逐年检查一次。若磨损度超过出厂建议值，则须
更换上述部件。

然而，由于部件使用寿命取决于水质和环境，因此在水质不佳甚至恶劣的情况下，建议提高检查和保养的频度。

关于检查和保养维修详情，请咨询当地的星崎维修机构。

[b] 更换

挤压头(上轴承)和机械密封装置必须在安装四年或运行20,000小时之后(以先到者为准)更换，以免出现严重事故或故障。如需更
换，请联系当地的星崎维修机构。

总运行时间达到20,000小时后，操作面板上的维修请求指示灯将亮起，并且控制面板上的显示将闪烁“PC”。再过500小时，机
器将关机以确保安全，维修请求指示灯开始闪烁。维修请求指示灯亮起时，请立即联系当地的星崎维修机构进行更换。

机器在500小时后关机且维修请求指示灯开始闪烁时，可通过关闭运行开关然后重新打开的方式使机器恢复运行。但机器会在500
小时后再次关机。要恢复运行，请联系当地的星崎维修机构进行更换。

根据水质和磨损状况，可能需要更换外壳(下轴承)。

空气
过滤网

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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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系维修机构前

警告
请勿损坏冷媒回路。

[a]有故障代码显示

如果显示屏上显示故障代码“E”，请在联系维修机构前检查以下事项：

代码 解决方法
E0 可能存在漏水。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1 制冰量过低。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2 供水回路故障。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3 齿轮马达故障。关闭运行开关并在10分钟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4 高压侧压力异常。清洁空气过滤网。检查出冰机是否正确安装。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

联系维修机构。
E5 电路故障。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b 电路故障。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d 操作面板通信错误。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E 齿轮马达故障。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F 电源电压过低。确认电压处在规定范围内，且出冰机没有与其它电器共用一个电源插座。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

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L 储冰控制开关失效。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P 型号设定编号错误。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EU 控制板故障。关闭运行开关后再次打开。如果故障代码再次出现，请联系维修机构。

[b]无故障代码显示

如果出冰机在操作面板上的制冰指示灯闪烁的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或根本不工作且显示屏上无故障代码显示，请在联系维修机构
前检查以下事项：

*出冰机的电源是否接通。
*水龙头是否打开。
*空气过滤网是否干净。
请联系当地的星崎维修机构，以获取进一步的帮助或咨询。

4. 废弃处理
对本出冰机及其附带的冷媒气体进行废弃处理时，请遵照当地的法律法规。

5. 保修
星崎向拥有者/用户保证，星崎品牌的所有产品在产品“保修期”内不存在材料和/或工艺缺陷。产品保修在自产品安装之日起两
年内有效。
星崎在此保修条款下承担有限责任，日常维护、清洁、必需的保养和/或因误用以及未根据星崎的准则安装而导致的修理则不在星
崎的责任范围内。

保修范围内的维修应由授权的星崎经销商或维修机构采用星崎的原装/纯正零部件实施。

若要获取有关保修和授权维修机构的详细信息，请联系经销商/供货商或最近的星崎维修办事处：

星崎冷热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021)5228-8181
传真：(021)522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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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型号 DCM-60KE DCM-60KE-P
类型 风冷型、方形冰、推杆型 风冷型、方形冰、出冰开关型
电源 单相220～240V	50Hz 单相220～240V	50Hz
功率 280W(周围温度32℃、水温21℃) 280W(周围温度32℃、水温21℃)
每24小时的制冰量 60kg(周围温度10℃,	水温10℃) 60kg(周围温度10℃,	水温10℃)
尺寸 350mm(宽)	×	585mm(深)	×	695(-710)mm(高) 350mm(宽)	×	585mm(深)	×	695(-710)mm(高)
冷媒 R134a,	210g R134a,	210g
重量 净重：47kg(毛重：56kg) 净重：47kg(毛重：56kg)
周围温度 5～40℃ 5～40℃
供水温度 5～35℃ 5～35℃
供水压力 0.05～0.78MPa	(0.5～8bar) 0.05～0.78MPa	(0.5～8bar)
电压范围 额定电压±6% 额定电压±6%

型号 DCM-120KE DCM-120KE-P
类型 风冷型、方形冰、推杆型 风冷型、方形冰、出冰开关型
电源 单相220～240V	50Hz 单相220～240V	50Hz
功率 480W(周围温度32℃、水温21℃) 480W(周围温度32℃、水温21℃)
每24小时的制冰量 125kg(周围温度10℃,	水温10℃) 125kg(周围温度10℃,	水温10℃)
尺寸 350mm(宽)	×	585mm(深)	×	815(-830)mm(高) 350mm(宽)	×	585mm(深)	×	815(-830)mm(高)
冷媒 R134a,	210g R134a,	210g
重量 净重：57kg(毛重：66kg) 净重：57kg(毛重：66kg)
周围温度 5～40℃ 5～40℃
供水温度 5～35℃ 5～35℃
供水压力 0.05～0.78MPa	(0.5～8bar) 0.05～0.78MPa	(0.5～8bar)
电压范围 额定电压±6% 额定电压±6%
注：上述规格适用于代表型号。

制品标准番号：
GB	4706.1
GB	4706.13



安全注意事项
有毒有害物质元素分析
商用制冰机、商用冰箱、商用电磁烹饪机、商用啤酒机的环保标识和产品中非环保类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的说明

1.产品中非环保类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铅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镉及其化合物
六价铬及其

化合物
多溴联苯及
其化合物

多溴二苯醚
及时化合物

（Pb） （Hg） （Cd） （Cr(Ⅵ)） （PBB） （PBDE）
齿轮电动机 全机种 × ○ ○ ○ ○ ○
风扇马达 全机种 × ○ ○ ○ ○ ○
压缩机 全机种 × ○ × ○ ○ ○

2.环保标识的说明：

3.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说明：
为了更好的关爱及保护地球，当用户不再需要此产品或产品寿命终止时，请遵守国家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相关法律法规，
将其交给当地具有国家认可的回收处理资质的厂商进行回收处理。

部件名称 对象机种(型号）

非环保类物质或元素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注：本产品的部件均采用无毒无害的绿色环保材料制造，所含有的非环保类物质或元素皆由于全球的技术和工艺水平限制而无法实现非
环保类物质或元素的完全替代，但本产品中非环保类物质或元素的含量极其微少，长期使用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请放心使用。

本产品根据国家法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了行业标准《SJ/T 11364 电子
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中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控制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