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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1.	 	本产品为商用冷藏展示柜，只能用于家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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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除此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均视为使用不
当，并且可能会由此造成危险。对于因使用
不当、错误使用和不合理使用所造成的任何
损害，厂商概不负责。

2.	本产品不得由残障、智障、缺乏相应经验和
知识的人士(包括儿童)单独使用，除非有专
人负责其安全、并对其使用本产品加以监督
和指导。另外还应对儿童加以看管，以确保
其不玩耍本产品。

I.	 概述

1.	各部分的名称

II.	安装和使用说明

1.	安装前的检查

*	请目视检查运输包装箱的外表面，如发现任何严重
损伤，请通知运输公司。

警告
请拆除运输用的纸箱、蒸发器隔板、胶带和捆
包材料。若捆包材料残留在柜内，展示柜将无
法正常工作。

重要
请撕下固定柜门的运输用胶带。

*	取出装有附件的包装箱。

*	请检查并确认实际使用的电压与展示柜背面铭牌
上所规定的电压相同。

2.	安装位置

重要
本展示柜仅供室内使用。正常的工作环境温
度应介于10℃至30℃之间。若展示柜长时间
在该温度范围以外运行，其制冷性能可能会
受到影响。

为达到最佳性能：

*	请勿将本展示柜安装在炉子、烤架或其它会产生
高温的设备附近。

*	请将展示柜安装在坚实平整的基面上，以确保基
面与展示柜的整个底面完全接触。若基面不平或
垫以填充物而致使展示柜只有部分底面与基面相
接触时，将导致展示柜损坏或变形，进而引发故
障。因此，请务必使展示柜在前后及左右方向上
始终保持水平。

*注：	 请务必将两个堵头安装到展示柜的排水孔上。

图 1

图 2

	 错误	 正确

铭牌	 接口	 软管
堵头 *

断路器
冷凝器

空气过滤器

通风窗

滑动玻璃门 食物搁置架

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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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面不够坚实，则可能会发生翘曲，从而导
致基面的中间部位与展示柜底面之间出现空
隙。在这种情况下，请用支撑物支撑基面，使
其保持水平。

3)	使展示柜在前后及左右方向上均保持水平。

4)	用硅胶密封展示柜和柜台相接触部分的四周。

4.	电气连接

*	请将本展示柜的电源插头插入容量足够大的专用
电源插座中。允许的最大电压波动不得超过铭牌
上规定的额定电压的±6％。详情请参见铭牌。

*	如需更换电源线和插头，只能由合格的维修工程
师来进行作业，以免发生危险。

5.	排水管连接

*	软管可以连接到左右两侧中任一方便连接的接
口内。

*	接口须如下图所示倾斜布置，并使软管连接部位
朝下。

*	请在竖直的排水管管端和下水道之间留出5cm以
上的空隙。

3.	安装方法	

重要
搬动展示柜时，请托住其底部。	

1)	拆开展示柜的包装，并在运行展示柜之前拆除所
有运输用的纸箱、蒸发器隔板、胶带和捆包材
料。请小心操作，以防止损坏展示柜的外板。

2)	首先将展示柜摆放到事先选好的位置。然后用肥
皂和水清洁展示柜的内部，再彻底清洗干净。

图 4

错误	 正确

	 接口	 软管	 接口	 软管

图 3
支撑物

错误	 正确

*	避免将展示柜安装在不允许滴水的场地。

*	请勿将展示柜暴露在直射阳光下或高温处，以防
止损坏塑料外壳。

*	为确保适当的空气流通，请在冷凝器的排气口和
墙壁或其它设备之间留出15cm的间隙。并且为确
保适当的空气流通和平稳运转，还应在展示柜的
后方和上方均留出足够的空间(至少100cm)。

	 	 	 											吸气口
							排气口

100cm

100cm

15cm

柜体高度

图 5

软管

接口

流至地面排水沟
或下水道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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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终确认事项

1)	展示柜是否水平摆放？

2)	展示柜安装场地的环境温度是否可以常年保持在
10～30℃的范围内？

3)	是否已将展示柜运输用的纸箱、蒸发器隔板、胶
带和捆包材料全部拆除？

4)	是否已完成所有的电气连接和配管连接？

5)	是否已按照铭牌上标示的额定电压对实际使用的
电源电压进行测试或核查？

6)	用户是否已收到操作说明书、并得到关于展示柜
的操作方法以及需要定期保养的说明？

7)	用户是否已获知授权维修点的名称和联系电话？

7.	开始运转

重要
1.	注意请勿使水进入展示柜的机舱内或溅到柜
体外壳上，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2.	将食物放入展示柜中之前，请务必将展示柜
预冷。展示柜中应只摆放预先冷却过的食
物，因为食物在展示柜中冷却的时间要比在
冰箱中长。营业结束后，请将食物移至冰箱
中。

3.	非必要时请勿打开柜门，也不可使柜门保持
打开状态，否则会导致柜内温度上升，造成
食物变质。

4.	在拔下展示柜的电源插头进行除霜之前，请
先将柜中的食物取出，以免霜融化成水后滴
落到食物上。

5.	在天气潮湿或下雨时，展示柜表面出现结露
属正常现象，只需用软布经常擦拭即可。

6.	按照下图所示的两种方式来摆放食物搁置
架，可实现对食物温度的控制：

常规情况或当食物的温	 希望强力冷却食物
度较低时的摆放方式	 时的摆放方式

7.	食物应放在距离展示柜内底面上方9cm的高
度范围内。若超过此高度摆放，食物可能会
因无法充分冷却而发生变质。

8.	切断展示柜电源后，请等待至少3分钟再重
新开机。否则过电保护装置可能会运转并导
致霜融化成水滴落到柜内的食物上。过电保
护装置将在30分钟后自动复位。

9.	请勿将餐具、瓶子或刀
具直接放在或碰在玻璃
面上，以免划伤玻璃。否
则，即使是轻微的划伤也
有可能在以后(数日后)形成
裂纹。

10.	运转期间，请将食物搁置
架下方左右两侧的排水口
用堵头塞住，防止有害动
物进入。

11.	请勿在本机中存放易挥发或易燃物品，如汽
油、乙醚、粘合剂和LPG。
以及不得贮存爆炸物，如助燃喷雾剂。

1)	 清洁展示柜内部。

2)	 插上展示柜的电源插头，并接通断路器的电源。

*	不使用展示柜时，请使其充分干燥，然后存放在
干燥处。

III.保养清洁方法

重要
1.	在进行任何清洁或保养作业之前，请拔下展
示柜的电源插头。

2.	拆解展示柜时只能拆解到图1所示的程度，
不能再进一步拆解。

3.	请勿触摸或打湿机舱零件，否则会导致故障
或损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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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内壁和外壁

*	为确保使用卫生，请每天清洁内壁和食物搁
置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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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软布浸入含有中性洗涤剂的温水中，拧干后擦
拭外壁。请勿用喷水器冲刷外壁。

*	请使用中性洗涤剂。其它化学药品可能损坏内壁
和外壁表面。

注：为防止损伤部件表面或蒸发器的镀层，请勿使
用打磨工具清洁内壁和外壁表面。

2.	排水管的清洁

1)	按指示要求在合适的容器中倒入1升水，然后加入
3.7毫升的5.25%次氯酸钠溶液或者星崎推荐的杀
菌剂进行混合。

2)	将软管从接口处拔下。

3)	使两个接口的端部朝上。

4)	把杀菌溶液从接口处缓慢注入排水管中。

5)	等待5分钟后，将接口的端部朝下以排出杀菌
溶液。

6)	将排水管晾干。

3.	空气过滤器

该空气过滤网可以清除空气中的污垢或灰尘，防止
冷凝器堵塞。	一旦空气过滤网堵塞，将会降低展示
柜的性能。
请每月至少对空气过滤网检查两次。	如果过滤器堵
塞，请使用温水和中性清洁剂进行清洗。

1)	抓住通风窗下部的
勾爪向上提，使通
风窗脱离机器本
体。

2)	将通风窗向外拉。

3)	把通风窗向下拉
出。

4)	抓住空气过滤网的
边框，向操作者自
身方向拉出。

5)	清洁空气过滤器。

6)	将空气过滤网和通
风窗按照和以上相
反的顺序安装好。

4.	冷凝器

重要
请勿用手触摸冷凝器的翅片，以免受伤。清洁
冷凝器时，请使用刷子或真空吸尘器。

每年检查冷凝器一次，必要时使用刷子或真空吸尘
器进行清洁。视展示柜的安装位置而定，可能需要
增加清洁的次数。

5.	断路器的检查

每月至少按一次测试按钮，以模拟负载电路的接地
漏电情况。

IV.	废弃处理

处置展示柜时，请联系星崎授权的维修公司或指定
的废品回收公司。

V.	保修

星崎向原始拥有者/用户保证，所有星崎品牌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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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有效。
星崎在此保修条款下承担有限责任，且不应包括日
常维修、清洁、必需的保养和/或因误用以及未根据
星崎指南安装导致的维修。

保修范围内的维修应由授权的星崎经销商或维修机
构负责，且应使用纯正星崎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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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或最近的星崎维修办事处。

制品标准番号：
GB	4706.1
GB	4706.13
GB	4343.1
GB	17625.1

图 7

断路器

	 测试按钮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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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窗

空气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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