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用洗碗机

仅供具备相应知识的安装人员使用

安装说明书

●为安全、正确地执行本产品的安装作业，请务必事先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严格遵
照其中的指示。
●完成安装后，请启动洗碗机确认是否存在异常现象。并根据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指
导用户如何使用和保养洗碗机。
●完成安装后，应将本说明书移交给用户，并由用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和使用说明
书，以便必要时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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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86 21 5228-8181  传真： +86 21 5228-0113

HW-600A

L2J030301 (050119)专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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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只有具备相应知识的技术维修人员可以对产品进行安装、维修和维护作业。技
术人员应在充分阅读本安装说明书之后再进行安装、维修或维护工作。同样，
拥有者 / 经理若未得到安装人员给予的正确操作指示，则不应继续操作本洗碗
机。若未按照本手册所述对洗碗机进行安装、操作和维护，则会影响安全、性能、
部件寿命和质保范围。

重要

在对本洗碗机执行安装和操作工作前应仔细阅读本手册。只有具备相应知识的
技术维修人员可以对产品进行安装、维修和维护作业。本手册含有安全方面的
重要信息，请仔细阅读其中的警告事项，并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日后需要时
查阅。对于身体、感官或智力上有缺陷，或经验和知识有欠缺的人（包括儿童），
此说明书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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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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的危险情况。

注意	 表示可能导致本机损坏的情况。

重要	 表示与使用和维护本机相关的重要信息。

警告
本产品仅适用于该设备所明确设想的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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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
或损坏，制造商概不负责。
为减低死亡、触电、重伤或起火风险，应采取以下基本预防措施：
•	必须采用硬接线进行电气连接，且需遵循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电气安全标准。
不符合这些规范要求可能导致死亡、触电、重伤、火灾或设备严重损坏。

•	本机需要为洗碗机和升温槽连接独立的电源。请参见铭牌以获悉正确的电压
和断路器 /保险丝规格。若未使用正确的断路器或保险丝，可能导致断路器
跳闸、保险丝烧断或现有线路损坏。其可能会导致设备发热或起火。

•	建议在本机中安装正确的断路器或保险丝。
•	本机必须接地。若本机未正确接地，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	为降低触电、受伤或起火风险，只有合格的维修人员才能拆卸或维修本机。
•	请勿对本机进行任何改装。其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起火或本机发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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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包、搬动

警告

1.	为防止人身伤害事故，请将本机置于坚实、
平坦的地面上进行开箱。

2.	搬运本机时 ( 从托盘上卸下、搬动、安装 )，
请勿握住机门或把手，否则机门会打开。
请仅握住阴影部分。

3.	请勿拖曳本机。否则支腿可能会卡住，导
致机器倾翻。

*	在安装完成前请勿拆下用于固定机门的运输用胶带。

警告

1.	请勿放下本机。否则机门可能会打开，从而造成人身伤害。

2.	本机很重。搬运和搬动时请小心操作，以免受伤。

3.	搬运拆开包装的本机时，请结伴作业，以防止受伤。

注意

请务必使用带有托盘的叉车。

2. 安装

警告

1.	必须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适用法规安装本机。

2.	为防止漏水、触电或起火事故，必须由合格的作业人员根据本说明书的要求实
施安装作业。完成安装后，请启动本机以确认是否存在任何异常现象，并根据
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指导用户使用和保养本机。

机门

把手

运输用胶带



2

3.	本机仅限室内使用。请勿将本机暴露在雨中，否则可能会导致漏电或触电。

4.	为防止火灾、触电、人身伤害或漏水事故，应仅由具备相应知识的维修服务人
员对本机进行拆解、修理或改装。

5.	本机应安装在坚实、平坦的位置，以免发生漏水或因机器倾翻或掉落而造成人
身伤害事故。

6.	应避免将本机安装在不允许滴水的场所。本机滴出的水可能会流到地板上。

7.	环境温度应介于 5至 35° C。若本机长时间超出此正常温度范围运转可能会影
响其性能。

8.	请勿将本机安装在可能降至结冰温度的场所。若环境温度可能会降至 0℃以下
从而使本机发生冻结，则请务必对本机进行排水处理。否则供水管路会因受损
而出现漏水，继而损坏周围的物品。

9.	请将本机安装在允许高温和蒸汽的场所。在工作过程中，表面温度将达到约
80° C，蒸汽会从机门和机体之间的空隙中排出。

[a] 运输用胶带

1) 请撕下机门上的运输用胶带。

2) 请撕下外部的运输用胶带。

3) 请撕下碗碟架支架上的运输用胶带，
然后将其取出。

4) 请撕下上部和下部喷水臂上的运输
用胶带。

5) 请撕下滤网上的运输用胶带，然后
将其取出。

6) 请撕下排水管和过滤器上的运输用
胶带，然后将其取出。

上部洗涤臂

上部漂洗臂

下部洗涤臂

下部漂洗臂

滤网

排水管

可调节支脚

碗碟架支架

过滤器

机门

把手

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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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请勿撕掉标签。

[b] 安装前的检查

1) 检查包括前板和机门在内的外表面有无损坏。

2) 检查包括喷水臂和滤网在内的内部部件有无损坏或堵塞。

3) 检查确认使用说明书中所列的所有附件 ( 参见“1.	[C]	附件”) 均齐备且无损坏。

重要

1.	请目视检查运输包装箱的外表面，如发现任何损伤，请立即通知运输公司。打
开包装箱后，如发现任何隐藏的损伤，也应立即通知运输公司。

2.	应将使用说明书移交给用户。

[c] 防护膜

请务必撕下在工作中会发热的机门和其它部件上的塑料防护膜。否则，防护膜上的粘合剂会
令不锈钢外表面看起来不干净。

[d] 连接至碗碟台

注意

请选择一个可牢固固定洗碗机并保持齐平的碗碟台。否则机门打开或关闭时，可
能会撞上碗碟台。

*	洗涤槽边缘约 6	mm厚。如图所示，碗碟台必须扣住洗涤槽边缘。

碗碟台

洗涤槽

工作台支架

约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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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碗碟台和洗碗机的可调节支脚，按左右和前
后方向进行调平。本机不得倾斜超过 10mm，如
图所示。	

*	为防止漏水，碗碟台和洗涤槽边缘之间应涂抹硅酮密封
剂。

重要

若要将碗碟台连接至洗碗机前部，请将碗碟台搭扣与
洗涤槽边缘的距离保持在 25mm内。否则其内置的
机门开关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e] 碗碟架导轨

碗碟架导轨有助于减轻碗碟架的放入和取出。碗碟架导轨安装在碗碟架支架的前部和后部。
碗碟架导轨的位置取决于安装条件。将洗碗机安装在角落时，请重新安放前部的碗碟架导轨。

笔直安装

前

后

洗碗机

洗碗台 碗碟架导轨 洗碗台

可调节支脚 10mm
顺时针旋转调高

最大 25mm

涂抹硅酮密
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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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后

洗碗机

洗碗台

碗碟架导轨

角落安装

使用两个螺栓和法兰螺母牢牢固定碗碟架导轨。

3. 通风

警告

1.	必须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适用法规实施安装。

2.	如果需要排气罩以排放洗碗机内的蒸汽，必须根据制造商的安装说明进行安装。

3.	若要使用燃气热水器，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根据国家和地方的加热器类型
和容量适用法律，确保安装有适当的进排气系统和排气罩，以防止因缺氧和产
生有毒气体发生的危险情况。

	 只有具备相应知识的维修人员可以安装以上系统。

碗碟架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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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水和排水连接

警告

管道连接必须符合适用的卫生、安全和管道规范。

注意

为防止因漏水而对周围物品造成损坏，请根据本说明书进行适当的供水和排水管
道连接。

*	供水温度、水压和水量应保持在以下所列数值内。

供水水温 最大 50° C
最小水流压力 100kPa
最大进水口水压 600kPa
供水流速 最小 4	L/ 分钟

[a] 减压阀

请将供水压力保持在 100 ～ 600	kPa 范围内。
若水压过高，必须在洗碗机正前方的水管上安装减压阀 ( 不提供 )。

注意

减压阀必须配备安全旁通管。若未使用正确的减压阀类型，可能导致本机损坏。

[b] 软水装置

如果水硬度超过 100	mg/L，则必须在热水器的一次回路 ( 供水进口 ) 中安装软水装置 ( 不提
供 )。

重要

建议洗碗机用水的硬度不超过 100	mg/L。如果使用热水器且要求的水硬度较低，
则满足这一要求。

*	视水质而定，可能需要外置的过滤器和滤网。如需获得相关建议，请联系当地的星崎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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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淀物、二氧化硅、氯化物或其它溶解固体可能需要使用微粒过滤或反渗透处理。

*	如检查洗碗机或升温加热器发现设备使用后积钙，应考虑管道供水；如采纳建议，应按指
示进行安装和使用。

[c] 热水供应连接

警告

为避免烫伤，热水供水管必须采取隔热措施。热水将在管内流动。

*	当供应热水时，最大的供水温度必须为 50° C。

*	如果可能发生水锤现象，建议在洗碗机和热水器之间安装水锤消除器。

*	洗碗机每小时可清洗大约 60 个碗碟架。在某些情况下，如水温较低，允许过程之间间隔
一段时间。

供水管路截止阀

洗涤槽排水软管 (45×39mm	直径 )
( 排水泵型号：28×21.5mm	直径 )

软水装置

供水阀

排水阀

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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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水温 漂洗水温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50° C 60° C 75° C 85° C

*	低温条件下可选的连接方式：
	 如果可能发生结冰，应在供水阀和洗碗机之间安装一个排水阀 (截止阀 )。

重要

当使用即热式热水器时，必须选择洗碗机专用类型，并配有端头止挡系统。

[d] 排水管道连接 ( 洗涤槽排水 )

注意

为确保正确排水，请勿将排水软管铺设到可能被踩到的地方。

*	应将排水管连接至地漏。洗碗机的排水软管末端与
地漏之间至少应留出 50mm的气隙。

*	如果法规要求在排水管上设置油脂分离器，请在安
装时检查确认油脂分离器已就位。

重要

对于排水泵型号，排水管的位置应距离地面上方
600mm以内。

排水软管

最小 50mm

最
大
60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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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连接

警告

1.	必须采用硬接线进行电气连接，且需遵循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电气安全标准。不
符合这些规范要求可能导致死亡、触电、重伤、火灾或设备严重损坏。

2.	本机必须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请参见铭牌以获悉正确的电压和断路器 /保险
丝规格。若未使用正确的断路器或保险丝，可能导致断路器跳闸、保险丝烧断
或现有线路损坏。其可能会导致设备发热或起火。

3.	为降低触电风险，本机需要在主电源处安装漏电断路器 (ELCB)。

4.	本机必须接地。若本机未正确接地，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5.	为避免发生触电事故，应在进行电气连接前确保主电源关闭。进行上牌挂锁，
防止电源被意外重新接通。

电气规格
(另请参见洗碗机上的铭牌 )

交流电源电压 最大断路器 /保险丝规格 最小电路载流量
三相 380V	50Hz 40A 4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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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允许的最大电压波动为铭牌上规定的额定电压的±6%。

*	使用 5芯电源线，颜色编码为棕色 (L1)、黑色 (L2)、灰色 (L3)、蓝色 (N) 和黄色 / 绿色 (PE，
接地 )。

*	本机需要连接到等电位导体。连接螺丝位于本机后部的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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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洗涤剂 / 漂洗助剂进料器

警告

1.	必须采用硬接线进行电气连接，且需遵循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电气安全标准。不
符合这些规范要求可能导致死亡、触电、重伤、火灾或设备严重损坏。

2.	本机必须接地。若本机未正确接地，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本洗碗机在工作时必须使用自动洗涤剂进料器和自动漂洗助剂进料器，包括使用目视检查方
法确认洗涤剂 /漂洗助剂是否供应到位，或在洗涤剂 /漂洗助剂无法供应时发出信号。

洗涤剂供应商提供的任何进料器必须安装在如下所示的位置。有关电气和管道连接，请遵循
本说明书和进料器附带说明书的内容。详情请咨询洗涤剂供应商或星崎授权的维修公司。

洗碗机的每个碗碟架所需的漂洗用水为 2L。此信息用于设置洗涤剂 /漂洗助剂泵。

*	请将外部的洗涤剂 /漂洗助剂进料器连接至此端子台。请使用绝缘端子。
	 洗涤剂/漂洗助剂进料器的电源可使用此端子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如下所示的接线图。

漂洗助剂进口洗涤剂进口端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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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1.	请务必使用带有保护熔断器的洗涤剂和漂洗助剂进料器。

2.	确保 220VAC，1A 或以下的电源容量，并使用绝缘端子连接进料器和端子台。

7. 试运转

警告

为降低触电事故的风险，请勿用湿手触碰主电源的断路器或其它电气零件。

[a] 试运转前的检查

1) 检查机门、上部和下部洗涤臂 / 漂洗臂和其它可动部
件是否移动顺畅。

2) 在洗涤槽内安装过滤器，并牢固插入排水管。

3) 在洗涤槽内安装滤网。

电源容量：220V AC, 1A或以下

与清洗泵同步

用于清洁剂进料器UPS
(不间断电源)

与冲洗泵同步

蓝

蓝

蓝

紫

浅蓝

白

排水管

过滤器

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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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洗涤槽内安装碗碟架支架。

[b] 准备热水供应

1) 若安装了适用于低温条件的排水阀选件，应关闭该排水阀，以防结冰。

2) 打开供水阀。

3) 若使用热水器，请遵循使用说明书的内容。

[c] 最终确认事项

1) 是否为主电源提供了三相 380V 断路器？

2) 电源线是否已牢固连接？

3) 是否已正确接地？

4) 洗碗机是否已正确连接到等电位导体？

5) 所有的电气、供水和排水连接是否已全部完成？电气、供水和排水连接是否满足所有国家
和地区的标准和规范要求？

6) 若安装了热水器，是否打开了热水器的供气和供水？

7) 打开主电源的断路器，然后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开 /关”键。显示屏是否亮起？
	 *	若亮起，在机门关闭后开始“自动注水”过程。

8) 是否已根据说明书对操作 ( 自动注水、洗涤、漂洗、模式选择 ) 进行检查？

9)	 拆下前板。确保机械室内无漏水。

碗碟架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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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洗涤槽内是否有足量的洗涤剂和漂洗助剂？是否正确供给到洗碗机？

11) 是否就洗碗机的正确使用方法给予用户指导？

12) 使用说明书和安装说明书是否已交付给用户？

[d] 试运转后

注意

请勿将本机安装在可能降至结冰温度的场所。若环境温度可能会降至 0℃以下从
而使本机发生冻结，则请务必对本机进行排水处理。否则供水管路会因受损而出
现漏水，继而损坏周围的物品。

1) 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开 /关”键，然后关闭断路器。

2) 拆下滤网，并拉出排水管，将洗涤水从洗涤槽中排空。

3) 若使用热水器，请遵照使用说明书关闭热水器。

4) 用干的软布擦干洗碗机外表面和洗涤室内残留的水。

[e] 调节

若需要对洗涤或漂洗过程时间或温度设置进行任何调节，请联系星崎授权的维修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