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用制冰机

ICE MACHINE INST RUCTIONS

在使用本机之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保存好说明书以备后用。

安装、操作与使用指南

Please read the inst 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you use the machin e, and keep the inst ructions for l ater use.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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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冰机概述

1.本产品的制造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工艺方法，严格的质量检验保
证了的产品优良性能。

2.制冰机的核心部件“压缩机”采用知名产品，加之合理配置的制冷系统，使
制冰机性能更可靠，能耗更低。

3.不锈钢外壳美观大方，抗腐蚀，易清洁。

4.自动化微电脑控制系统，可使制冰、落冰过程自动进行，有故障检测功能，
使用及养护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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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货与检验

三、警示图解说和操作安全说明

四、安全操作预防措施

感谢您选用我公司全自动制冰机，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签收货物时请您注
意以下事项：

1.机器外包装是否完好；                         2.机器机身是否完好；
3.机器附带配件是否齐全；     

刚收到货，要静放24小时让压缩机的润滑油沉淀一下，才能启动使用，否则容
易损坏压缩机。

机器在运输过程中，由于颠簸以及搬运，导致压缩机内部润滑油
未注入制冷管道，一旦通电开机会在短时间内可能损坏压缩机。
因此强烈建议客户收货之后，按正确摆放“静置一天”，使润滑
油回流到压缩机，之后再安装使用。

注意：请将本手册存放于用户随时可取用的位置

表示可能引起
伤害或严重伤
害的禁止行为

表示可能造成
人身伤害或物
品损坏要注意
的事项

表示所使用的
材料为可燃材
料，当心火灾

表示高压电危
险区，当心高
压电

禁止标记 禁止标记 当心火灾 危险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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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露天使用本制冰机，当制冰机被
雨水淋湿时，可能会造成漏电或触电
事故。

请勿将制冰机安放于潮湿地点或易遭
受喷溅水的地方，以免绝缘材料受到
损伤可能会造成漏电或触电事故。

请勿将挥发性或易燃性物质放入本制
冰机内，存放这类物质可能会引起爆
炸或火灾。

请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或在其指导下维
修、安装本制冰机。

请勿将水直接喷洒到制冰机上，可能
会引起触电或短路。

请勿将导线之类的金属材料插入制冰
机的通风孔、通道孔或排气口。以免
因运动零件的意外运转而造成触电或
人员伤害。

请勿私自拆卸、修理或改装本制冰机
。未经专业人员及指导，可能会因工
作失误引起火灾或人员伤害。

请勿通过煤气管、总水管、电话或避
雷针给制冰机接地。

请将制冰机安放于稳固的地面上。否
则可能因制冰机倾倒造成伤害。

当制冰机出现故障时，应拔掉电源插
头。继续坚持不正常运转状态可能会
造成触电事故或火灾。

请勿在处理有毒、有害物质或放射性
物质的时候，使用制冰机，可能有损
健康和破坏环境。

放置制冰机的周围无阻碍物 ，保持
通风通畅。

除了制造商推荐的类型外，不得在
制冰机的冰桶内使用电器。

请使用符合制冰机铭牌上规定的电源。

请先清除插座上灰尘后再将电源插头
插入插座中。以免可能会引起火灾。

请使用带有接地的插座，以防触电。
若没有接地的插座，则必须由专业的
技术人员装配接地装置，制冰机安装
的插座应处于容易接触的位置。

在清理、维护或检查制冰机之前，拔
掉电源插头，以防止触电或人员伤害。

本器具含有易燃材料，废弃时必须由
有相关资质的人员和机构进行处理和
回收。

请勿将助燃喷雾剂，挥发性或易燃
性物质放入制冰机内 。存放这类物
质可能会引起爆炸或火灾。

请勿损坏制冷回路。

部分机型采用了可燃制冷剂和可燃
发泡剂的，要当心火灾（产品上有
“当心火灾”   的标记）。产品出
现异常时，必须由有人员和机构进
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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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注意事项

六、正确的操作

1.本机使用电压为：220V~/50Hz。若电压不稳或浮动较大，请配备稳压器。

注*部分机型采用电压为380~AC/50Hz，请以产品铭牌标识为准。

2.请务必接上地线，并确保有效接地，且地线不可接在自来水管或煤气管上。

3.为了保护压缩机，断电停机后，5分钟内请勿再次启动制冰机。

4.同一插座请勿再连接其他电器。

5.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须由专业人员维修或更换。

6.（部分机型）电气控制系统有36V以上电压，使用中如需检修，请由专业的
技术人员处理。

将制冰机与其铭牌
规定相符合的电源
连接。 

警告：当制冰机所在的环境中发生燃气泄漏时，请勿操
作制冰机。因为拔插插头或温度控制器控制的开停引起
的火花可能发生火灾，应先切断气源，使空气流通。

初次使用和连续运转的时候，请遵循以下规则！

将制冰机的进水管连接
至饮用水源，排水管连
接至下水排水口。

制冰机的周围为制冰机
通风散热通道，禁止放
置过多的物品阻塞。

完成对制冰机的检查
后，打开制冰机电源
和供水，开始制冰。



七、环境条件

  制冰机请使用独立水源，并定期检查以防止水压过低、波动或过滤器堵塞。
  
  不要在储冰室内存放任何杂物，更不能在储冰室内冷冻或冰镇任何食物，并  
  且保持冰铲清洁。

  开关储冰桶塑门时，应轻开轻闭，不要摔打箱门，取完冰后请将储冰桶的滑  
  门关闭。

  制冰机应远离热源，严禁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使用，应尽量避免阳光直晒，
  以免影响机器散热。

  禁止直接泼水冲洗制冰机的表面，否则可能导致短路、漏电等故障。
  
  制冰机使用一段时间后，若长时间暂停停用，应每两个月通电运转4-6小时。

本设备按照下列条件设计：

1.室内使用。

2.海拔不高于2000米。

3.温度不高于31°C时，最大相对湿度为80%，随温度升高最大相对湿度呈线性 
   降低。

4.主要电源电压波动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

5.符合设备安装等级（过电压等级）瞬态过电压。

6.符合ICE664标准的等级。

放置应平稳 通风顺畅良好 避免日晒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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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装地点

本器具用于类似用途，如：

  商店、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合的厨房区域；
  农场以及宾馆、汽车旅店和居住型环境的顾客；
  家庭旅馆型环境；
  餐饮业和类似的非零售业应用。

对搬运、移动条件的要求：
搬运时，应尽量使箱体保持正直，倾斜度最大不超过45°，切忌倒置和横放。
要想正确操作制冰机并得到最佳性能，请将制冰机放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地方。

1.坚实平整的地面：
将制冰机安放于坚实平整的地面上，
以避免过大的震动和噪音。

2.运离热源产生的地方：
避免将制冰机靠近较热设备装置，
例如煤气灶或火炉。制冰机受热会
导致制冷效率下降。

3.避免直射阳光：
制冰机如安装于直射阳光下，可能
会造成工作不正常，并且可能缩短
制冰机工作寿命。

4.干燥区域：
避免将制冰机置于潮湿区域内，例
如，在水龙头附近或水槽附近。

务必使用带有地线结构的插
头并给制冰机接地，以防止
在漏电时发生触电。

用水管取代接地端子将在许
多场合下都不能提供有效的
接地保护，因为在水管管道
中经常使用塑料管。

不要通过煤气管道给制冰机
接地，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

不要通过电话线或避雷针对
制冰机接地，因为如果打雷
闪电发生，会产生大电流，会
变得十分危险。

警告
WARNING

如果将制冰机置于潮湿区域，则
必须安装一个断路开关，并且必
须给制冰机接地。将断路开关安
装于电源线路中。关于进一步的
信息，请向该制冰机零售商或电
气技术人员咨询。

小心CAUTION
安装一个断路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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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制冰机外型结构与接口名称

十、安装、摆放

底脚安装、摆放：

1.将制冰机摆放在坚固和平整的位置。
2.调整底脚的高度，可使制冰机水平。
3.制冰机不适合在户外使用，正常使用环境温度在10°C~38°C之间，水温在
    5°C~30°C之间，高温会严重降低产冰量。
4.制冰机不宜安装在没有下水道和不允许渗水的环境中，严禁与高温设备并放
   （如冰箱、烤炉）。
5.风冷制冰机靠空气流通来散热。因此前、后、左、右均需保留15cm以上的空
间，以利散热。

储冰桶塑门

前面板

底部支脚

显示屏

排水管
(黑色)

制冰进水口
(白色螺纹)

冷凝器排水口(以机器标签为准)

冷凝器进水口(以机器标签为准)

水冷配置/定制

排水管
(黑色)

制冰进水口
(白色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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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安装：

1.制冰机必须使用可饮用的常温过滤水。
2.供水水压必须控制在130kpa~550kpa之间，如果超压需安装减压阀，切勿使
进水软管被挤压。
3.进水软管是3/4”内螺纹(20mm接头，内有硅胶密封垫圈，如果接头不够紧
    密有滴漏的现象，请在接头处缠绕少量生料带。
4.将3/4”接头连接饮用水供水管。
5.水冷配置的制冰机，机器上增加了一进一出两个3/4”外螺纹水管接头，与制
   冰进水口区分。请注意接口处的“冷却水进水口”、“冷却水排水口”标识。
6.制冰机排水靠重力作用，因此须保证排水管道有足够的坡度和落差。

警告：请连接到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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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冰

水
排

水
管

制冰水排水口
制冰水进水口

注*   夏季以及炎热环境，建议冰厚档位调节范围：25~45
        冬季以及严寒环境，建议冰厚档位调节范围：10-30

运行 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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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图

:
220VAC

M

FUSE 5A

5A 5A 5A 20A

、
服

耗材

制冰机清洁与养护，不属于免费
服务范围，过滤芯请定期更换。 ，造成无法正常运行的，请及时

清洗清洁。

产品执行标准：GB 4706.1-2005 ；GB 4706.13-2014

委托生产商：广州耐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市石基镇朱份西街12号2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