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充电式冷热二用保温箱
DCW180

中
文
简
体

: 原
本

 使用前请阅读。保留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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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简体（原本）

警告

8 岁及以上的儿童以及身体、感官或心智能力降低或者缺乏相关经验
和知识的人士，如果已接受有关安全使用设备的监督或指导，并了解
所涉及的危险，也可以使用本设备。请勿让儿童玩耍本设备。请勿让
儿童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清洁和维护本设备。

规格

型号： DCW180
容量 20 L
输入 电池组 D.C. 18 V

交流适配器 请参考交流适配器上的指示。
（输入电压因国家/地区而异。）

点烟器适配器 D.C. 12 V / 24 V
防冲击防护等级 III
气候类型 SN/N/ST/T
绝缘材料 / 发泡材料 聚氨酯泡沫/环戊烷 (C5H10)
制冷剂 R-1234yf (26 g)
运行功率 冷却功率 90 W、加热功率 42 W
尺寸 外部尺寸 623（长）mm X 341（宽）mm X 371.5（高）mm

箱体内部 323（长）mm X 240（宽）mm X 261（高）mm
净重 含电池两个重量14.3 kg，不含电池13.0 kg
防护等级 IPX4（仅由电池组供电）

使用时间*
（使用 1 个 
BL1860B）

30°C (85°F) 环
境温度

-18°C (0°F) 控制温度 2.5 小时

5°C (40°F) 控制温度 8.5 小时

0°C (30°F) 环
境温度

60°C (140°F) 控制温度 2 小时

适用的电池组 BL1815N / BL1820 / BL1820B / BL1830 / BL1830B / 
BL1840 / BL1840B / BL1850 / BL1850B / BL1860B

适用的充电器 DC18RC / DC18RD / DC18RE / DC18SD / DC18SE / 
DC18SF /DC18SH

* 使用时间是近似值，根据电池类型、充电状态和使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研发，本说明书中的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规格可能因国家/地区而有所不同。

• 根据您所在居住地，上面列出的一些电池组和充电器可能不可用。

警告：只能使用上面列出的电池组和充电器。使用任何其他电池组和充电器可能造成人
身伤害和/或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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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以下内容为可能用于设备的符号。使用前请
确保您已了解其含义。

 
阅读说明手册。

 
Ni-MH
Li-ion

仅适用于欧盟国家
请勿将电气设备或电池组与
家庭垃圾一起处理！为遵守
欧洲关于废旧电气和电子设
备、电池和蓄电池以及废电
池和蓄电池的指令，并按照
各国家法律予以实施，已达
到使用寿命的电气设备、
电池和电池组必须单独收
集，并送回到环保型回收设
施中。

小心：有火灾危险。

安全警告
1. 本设备仅在由电池组供电时才适合露营

使用。

2. 设备内的通风口保持畅通无阻。

3. 除制造商推荐的方法外，不要使用机械
装置或其他方法来加速除霜过程。

4. 不要在设备的食物储存舱内使用电器，
除非使用制造商推荐的电器类型。

5. 不要在本设备中存放含有易燃压缩气体
的喷雾罐等易爆物品。

6. 如果电源线损坏，请务必请制造商、维
修代理或类似的专业人员更换以免发生
危险。

7. 放置设备时，请确保电源线未遭受挤压
或损坏。

8. 请勿将多个便携式插座或便携式电源置
于设备后面。

9. 请勿损坏制冷剂回路。

重要注意事项
1.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手册。

2. 检查所用电压范围是否与铭牌上标示的
电压范围相同，电源线插头是否与插座
匹配，并确保插座接地良好。

3. 当电源线或插座损坏，或任何其他电气
元件出现故障时，不要继续使用本产
品。请将其送至经销商或当地专用维修
网点进行更换或维修。

4. 请勿将本产品倒置，或倾斜超过 15°。
5. 请勿将设备浸入水中或其他液体中，以

防电击。请勿暴露在雨中。

6. 当不使用或准备清洁时，请取出电池并
拔下电源插头。

7. 使用本设备时，电源线和插座的接口应
与其他物品保持一定距离（约 15cm），
以免影响机器的散热效果。

8. 不得使用任何非制造商推荐的配件。

9. 请勿让儿童或身体残障人士在没有任何
指导或监督的情况下操作。

10. 请勿将本设备放置在高温燃气或电炉
旁，以免发生事故。

11. 请勿频繁启动电源按钮（每次至少 5 分
钟），以免损坏压缩机。

12. 请勿将金属箔或其他导电材料插入设备
中，以防引起火灾或短路。

13. 请勿使用化学清洗液和硬质工具清洁本
产品。

14. 将插头完全插入“DC IN”接口。否则
可能会导致插头变形或引起火灾。

15. 在插入插头之前，清洁点烟器插座。否
则可能会导致插头变形或引起火灾。

16. 驾驶车辆时请勿操作本设备。否则可能
会造成交通事故。

17. 当汽车剩余电池容量变小时，请在引擎
运转的情况下使用本设备。使用设备
后，请从点烟器插座拔下插头，以防增
加汽车电池的负载。

18. 请勿滥用交流适配器和点烟器适配器。

19. 清洁交流适配器和点烟器适配器的插
头。粘附在插头上的水或盐等污垢可
能会引起生锈，导致导电性差、变形或
火灾。

20. 操作后请勿立即触摸交流适配器和点烟
器适配器的插头。它们可能非常烫，可
能会灼伤您的皮肤。

21. 请勿拆卸本设备。

22. 使用本设备时，请勿给汽车电池充电。
这可能对产品施加不可接受的电压，从
而导致故障或火灾。

23. 请勿在设备附近使用易燃喷雾器。否则
可能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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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操作过程中，请勿用湿手触摸设备内
的物品，尤其是金属制品。否则可能会
导致冻伤。

25. 手上沾有水或油时不要操作插头。否则
可能会导致电击。

26. 请勿将药物或学术研究材料等放在设备
中。本设备无法存储需要严格控制温度
的材料。

27. 请勿将本产品用作踏脚凳或椅子。这可
能会导致跌倒和受伤。

28.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高温环境中，如在阳
光下的汽车内。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29. 请勿让儿童和宠物玩耍本设备。贮存时
请将本设备放置在儿童所及范围之外。

30. 请勿在设备中过量填充食物和饮料。否
则冷却性能可能会降低，导致食物和饮
料变质。

31. 注意在保持食物和饮料冷热温度的同
时，不要耗尽电池的电量。不要长时
间存放开封的食物。食物和饮料可能会
变质。

32. 请勿在加热材料或燃气用具附近使用。
否则冷却性能可能会降低，燃气泄漏也
可能会引起火灾。

33. 请勿用小刀或螺丝刀去除设备上的冰或
霜。否则可能会损坏设备内部并导致故
障，或者封闭的气体或油可能会喷出。

34. 请勿将发电机的直流输出 (DC) 用作电
源。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35. 请勿将水等直接倒入设备内。水可能会
进入设备内部并导致故障。如果箱内有
积水，请用软布将水擦除。

36. 关闭和打开上盖时，小心不要夹到
手指。

37. 使用加热模式时，请勿放置容易变质的
物品。食物和饮料可能会变质。

38. 使用加热模式时，请勿长时间用手触摸
设备内部。有低温灼伤的风险。

39. 请勿在冷藏车或冷藏箱内使用本设备。
冷藏车或冷藏箱内容易发生结露，导致
水滴落在设备上，造成故障。

40. 请勿将宠物等生物放入设备内。本设备
不能拯救生物。

41. 不要将制冷剂放入破损的袋内。如果制
冷剂泄漏到设备中，设备的金属部分可
能会被腐蚀。如果制冷剂泄漏，请用湿
软布将其擦除，然后用软布擦干。

42. 牢固地扣紧肩带，使其不会因设备的重
量而脱落。否则，设备可能会掉落并造
成人身伤害。

43. 将食物和饮料放入设备时，应提前放入
冷的或热的物品。本设备不能在短时间
内冷却或加热。

44. 在汽车上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将设备
安装在行李箱或后排座椅脚等稳定的地
方，并将其固定。不要将设备放在座椅
上，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汽车突
然启动或在行驶过程中停止，设备可能
会掉落并移动，造成人身伤害。

45. 搬运时请牢牢握住设备。否则，设备可
能会掉落并引起故障，或者落在您的脚
上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46. 设备处置。

  
此标记表示在欧盟各国本产
品不应与其他家庭垃圾一起
处理。为了防止废物处置不
加控制可能会对环境或人类
健康造成危害，请以负责任
的方式回收，以促进材料资
源的可持续再利用。
绝缘吹风为易燃气体。处置
设备时，只能在授权的废物
处置中心处置。不要暴露于
明火中。

电池驱动设备的安全警告

电池驱动设备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1. 防止意外启动。在连接电池组、拿起或
搬运设备之前，确保开关处于关闭位
置。搬运设备时手指放在开关上，或开
关接通时给设备通电会引发事故。

2. 在进行任何调节、更换附件或贮存设备
之前，请断开设备与电池组的连接。这
种防护性的安全措施可降低设备意外起
动的风险。

3. 仅使用制造商指定的充电器重新充电。
将适用于某种类型电池组的充电器与其
他电池组一起使用时可能会产生火灾
危险。

4. 设备只能与指定的电池组一起使用。使
用任何其他电池组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或导致火灾。

5. 当电池组不使用时，请使其远离其他金属
物品，如回形针、硬币、钥匙、钉子、螺
丝或其他小金属物，这些金属物可以连通
一个端子与另一个端子。将电池端子短接
在一起可能导致灼伤或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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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恶劣条件下，液体可能会从电池中喷
出，请不要接触。如果意外接触，请用
水冲洗。如果液体接触眼睛，请另外寻
求医疗帮助。从电池中喷出的液体可能
会引起刺激或灼伤。

7. 不要使用损坏或改装的电池组或设备。
损坏或改装的电池可能表现出不可预
测的特性，导致火灾、爆炸或受伤的
危险。

8. 不要将电池组或设备暴露于火中或温度
过高的环境下。暴露在火中或 130℃ 以
上的温度下会引起爆炸。

9. 请遵循所有充电指示，不要在说明书规
定的温度范围之外为电池组或设备充
电。充电不当或温度超出规定范围可能
会损坏电池并增加火灾风险。

10. 由专业维修人员使用同样的备件进行
修理。这样将确保所维修的产品的安
全性。

11. 除非使用和注意事项中另有说明，否则
不要改装或尝试修理设备或电池组。

电池组的重要安全说明

1. 在使用电池组之前，请阅读 (1) 电池充
电器、(2) 电池和 (3) 使用电池的产品上
的所有说明和警告标记。

2. 不要拆卸电池组。

3. 如果使用时间变得过短，请立即停止使
用。它可能导致过热、可能造成灼伤甚
至爆炸的危险。

4. 如果电解液进入眼睛，请用清水冲洗，
然后立即寻求医疗帮助。它可能会导致
视力丧失。

5. 不要使电池组短路：

(1) 不得用任何导电材料接触端子。

(2) 避免将电池组贮存在装有其他金
属物件（例如钉子、硬币等）的容
器内。

(3) 不要将电池组暴露于水或雨中。

 电池短路会导致电流过大、过热、可能
灼伤甚至击穿。

6. 不要在温度可能达到或超过 50 °C (122 °F) 
的地方存放和使用设备和电池组。

7. 即使电池组严重损坏或完全磨损，也不
要焚烧电池组。电池组在火中会爆炸。

8. 小心不要掉落或击打电池。

9. 不要使用损坏的电池。

10. 所含锂离子电池须符合危险品法规
要求。

 对于第三方、货运代理等商业运输，必
须遵守包装和标签方面的特殊要求。

 准备装运物品时，请咨询危险品专家。
另外，请遵守可能更详细的国家条例。

 用胶带粘上或盖住开口的触点，并将电
池打包，使其不能在包装中移动。

11. 处理电池组时，将其从设备上拆下，并
置于安全位置。遵守当地有关电池处置
的规定。

12. 电池只能与牧田公司指定的产品一起使
用。将电池安装到不符合要求的产品
中，可能会导致火灾、过热、爆炸或电
解液泄漏。

13. 如果很长时间不使用设备，则必须将电
池从设备中取出。

保存这些说明书。

小心：仅使用原装牧田电池。使用非
原装的牧田电池或经过改装的电池可能导
致电池爆裂，造成火灾、人身伤害和损
坏。它还将使牧田设备和充电器的保修服
务失效。

电池保持最长使用寿命的技巧
1. 在电池组完全放电之前给电池组充电。

当注意到设备电量较低时，务必停止设
备操作并给电池组充电。

2. 切勿对充满电的电池组重新充电。过充
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3. 在 10 °C-40°C (50 °F-104°F) 的室温
下给电池组充电。充电前让热电池组
冷却。

4.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组（超过六个
月），请给电池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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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描述
► 图片 1

1 控制面板 2 电池盖 3 上盖挂钩

4 上盖 5 把手 6 搬运把手

7 开启工具 8 过滤器盖 9 轮

10 “DC IN”插座 11 升温按钮 12 电源按钮

13 冷却/加热开关按钮 14 温度显示屏 15 电池指示灯

16 降温按钮 - - - -

操作

1. 接通电源

A) 电池

小心：在安装或卸下电池组之前，请务
必关闭工具。

小心：安装或卸下电池组时，请牢牢握
住工具和电池组。如果没有牢牢握住工具
和电池组，可能会导致它们从手上滑落，
从而损坏工具和电池组并造成人身伤害。

 要安装电池组，请打开电池盖。

 将电池组上的舌片与外壳中的凹槽对
齐，并将其滑入到位。将其全部插入，
直到轻轻一按锁定到位。

 然后关闭电池盖。

 要卸下电池组，请将其从设备中滑出，
同时滑动电池组前面的按钮。

► 图片 2
► 1. 红色指示灯 2. 按钮 3. 电池组

小心：务必完全安装好电池组，直到红
色指示灯不再亮起。否则，电池组可能会
意外从工具中掉出，对您或您周围的人造
成人身伤害。

小心：不要强行安装电池组。如果电池
很难滑入，则说明没有正确插入。

注：虽然设备只使用一个电池组进行操
作，但最多可以安装两个电池组。

B) 交流适配器（仅适用于房车）

设备使用交流电源时，请使用设备随附的交
流适配器。将插头插入设备的“DC IN”接
口，然后将另一端插入插座。

C) 点烟器适配器

设备使用点烟器插座时，请使用设备随附
的点烟器适配器。将插头插入设备的“DC 
IN”接口，然后将另一端插入点烟器插座。

小心：将插头完全插入“DC IN”
接口。否则可能会导致插头变形或引起
火灾。

小心：未插入电源线时，务必牢牢地合
上“DC IN”插座盖。

注意：当设备切换电源时，压缩机将停止
约 3 分钟以保护压缩机。

注意：关闭设备电源后，为了保护压缩
机，大约需要 3 分钟才能重新启动压
缩机。

2. 打开设备

按下电源按钮可打开设备。再次按下电源按
钮可关闭设备。

3. 切换冷却/加热模式

按下冷却/加热开关按钮，可切换运行模式。

温度显示屏闪烁控制温度。

• 当设备在冷却模式下运行时，控制温
度为 -18°C、-10°C、0°C、5°C 或 
10°C（0°F、15°F、30°F、40°F 或 
50°F）。

• 当设备在加热模式下运行时，控制温度
为 55°C 或 60°C（130°F 或 140°F）。

4. 选择控制温度

按下升温按钮或降温按钮以选择控制温度。 
设备在没有任何操作后 5 秒开始冷却/加
热，然后控制温度停止闪烁，温度显示屏显
示当前温度。

在当前温度达到控制温度时，设备停止冷
却/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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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冷却技巧

长时间打开上盖可能会导致冷藏室内温度大
幅升高。

• 定期清洁可能与食物和可触及的排水系
统接触的表面。

• 用适当的容器将生肉或鱼类存放在冷藏
室内，以防接触或滴到其他食物上。

• 如果冷藏室长期空置：

- 关闭设备。

- 为冷藏室除霜。

- 清洁和干燥冷藏室。

- 上盖保持打开，以防冷藏室内
发霉。

功能

电池剩余电量指示

电池指示灯显示电池剩余电量。

电池剩余电量如下表所示。

电池指示灯状态 电池
剩余电量

开启 关闭

50% 
- 100%

20% 
- 50%

0% 
- 20%

（闪烁）

给电
池充电

（仅适用于装有指示灯的电池组）

按下电池组上的检查按钮可显示剩余的电池
电量。指示灯会亮几秒钟。
► 图片 3
► 1. 指示灯 2. 检查按钮

指示灯 剩余电量

亮起 关闭 闪烁

75% - 100%

50% - 75%

25% - 50%

0% - 25%

给电池
充电。

电池可能
有故障。

注：根据使用条件和环境温度，指示信息
可能与实际电量略有不同。

设备/电池保护系统

设备配有保护系统。该系统自动切断电源，
以延长设备和电池寿命。如果设备或电池处
于下列情况之一，则设备将在使用过程中自
动停止。

1. 电池过放电保护
 当电池电量变低时，设备会自动停止。

电池指示灯提示电池需要充电。从设备
上拆下电池并给电池充电。

2. 过电流保护
 当设备的运行方式使其产生的电流异

常高时，设备会自动停止。在这种情况
下，请关闭导致设备过载的应用程序。
然后打开设备重新启动。

3. 汽车输入保护
 当汽车输入电压低于 10.7V（12V 输

入）或 22.6V（24V 输入）时，该保
护系统会关闭设备，温度显示屏显
示“F3”，并发出蜂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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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电压保护
 当输入电压高于 15V（12V 输入）或 

30V（24V 输入）时，该保护系统会关闭设
备，温度显示屏显示“F4”，并发出蜂鸣声。

5. 短路保护
 电路在发生短路时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请将设备送至牧田公司
授权的服务中心或工厂服务中心。

倾斜保护功能

本设备具有倾斜保护功能。当在冷却模式下
运行设备时，如果设备以下列某个角度放
置，则设备将会自动关闭。
A) 如图 A-1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大于 3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会
持续显示“F1”一段时间。在设备回到
水平位置后，需要 3 分钟才能重新启动。 

 如图 A-2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大于 7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显
示“F6”直到重新启动。在设备回到水
平位置后，需要 2 小时才能重新启动。

► 图片 4
B) 如图 B-1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大于 3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会
持续显示“F1”一段时间。在设备回到
水平位置后，需要 3 分钟才能重新启动。 

 如图 B-2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大于 4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显
示“F6”直到重新启动。在设备回到水
平位置后，需要 2 小时才能重新启动。

► 图片 5
C) 如图 C-1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大于 3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会
持续显示“F1”一段时间。在设备回到
水平位置后，需要 3 分钟才能重新启动。 

 如图 C-2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
角大于 7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
显示“F6”直到重新启动。在设备回到
水平位置后，需要 2 小时才能重新启动。

► 图片 6
D) 如图 D-1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大于 3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会
持续显示“F1”一段时间。在设备回到
水平位置后，需要 3 分钟才能重新启动。 

 如图 D-2 所示，当设备与水平面的倾斜
角大于 70° 时，设备会关闭，温度显示屏
显示“F6”直到重新启动。在设备回到
水平位置后，需要 2 小时才能重新启动。

► 图片 7
E) 当设备从水平角度旋转 180° 时，设备

会关闭，温度显示屏显示“F6”直到重
新启动。在设备回到水平位置后，需要 
2 小时才能重新启动。

USB 充电

电池箱里有 USB 端口。USB 端口在运行状
态下连续输出 5V 电压。

记忆功能

设置控制温度后，如果用户在 5 秒内没有操
作，则系统将记住当前设置。下一次，设备
将以相同的设置启动。

切换温度单位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切换温度单位 °C（摄
氏度）或 °F（华氏度）。

1. 打开设备。

2. 按下冷却/加热开关按钮，直到单位 
（°C 或 °F）开始闪烁。

3. 按下升温按钮或降温按钮选择温度
单位。

4. 按下冷却/加热开关按钮，或离开设备 5 
秒不进行任何操作。温度单位选择完成。

肩带

1. 将肩带穿过左右把手。

2. 扣好肩带。
► 图片 8

错误代码

对于特定错误，温度显示屏会显示下列
代码。

错误代码 事项

F1 倾斜保护功能启动。
请参考倾斜保护功能部分。

F2 电池电量不足。

F3 输入电压较低。
请参考汽车输入保护部分。

F4 输入电压较高。
请参考过电压保护部分。

F5 设备中的传感器出现问题。请
将设备送至牧田公司授权的服
务中心或工厂服务中心。

F6 倾斜保护功能启动。
请参考倾斜保护功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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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小心：在进行检查或维护之前，请务
必确保关闭设备、拔出插头，并卸下电
池组。

注意：请勿使用汽油、稀释剂、酒精等。
否则可能导致变色、变形或裂纹。

为了维护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维修、任
何其他维护或调整均应由牧田公司授权的服
务中心或工厂服务中心进行，并且始终使用
牧田备件。

清洁

• 定期清洁保温箱内的油污。

• 清洁保温箱内部，防止异味。

• 定期清洁过滤器上的灰尘，以提高制冷
效率。

• 上盖密封条容易弄脏，应及时清洁。

除霜

若要除霜，应关闭电源，并等待霜融化。然
后将水擦除。

清洁过滤器

1. 沿图中所示箭头方向推动滑盖，然后取
下过滤器盖。

► 图片 9
2. 取下过滤器，清洁过滤器，然后将过滤

器装回过滤器盖中。

3. 将过滤器盖装回。
► 图片 10

可选附件

小心：建议这些附件配合本手册中指定
的牧田工具一起使用。使用任何其他附件
都可能会对人员造成伤害。这些附件只能
用于其指定用途。

如果您需要更多有关这些附件的详细信息，
请咨询当地的牧田公司服务中心。

• 牧田原装电池和充电器

注：列表中的一些物品可能作为标准附件
包含在工具包中。这些物品可能因国家/地
区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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