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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使用说明

警告:

● 本设备只能由专业维护及维修人员或培训合格的人员进行操作；

● 通电之前, 应确认外接输入电源与该设备的额定电压及电流相符；

● 本设备内含机械传动, 操作时应注意人身安全；

注意:

○ 操作本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 请不要把本设备安装在电磁干扰源附近；

○ 请按本说明书要求对设备进行保养；

○ 勿改变本设备电控箱内的软体及硬体设置；

○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 以便维护保养及检修时查阅；

！危险

接线或检修作业，必须先断开电源才可进行作业，否则可能会引起触电；

调试完好后，请勿随意调换三相电源间的相序，防止机器出轨；

水池内不能有少石，以防吸入泵头内；

！小心

洗车房内应保持干净，防止杂物碰到限位开关，造成错误动作；

水泵运行时应注意水池水位防止空转；

机器行走时，应先确定车位是否停好；

1.1 安全操作守则

一．确认操作者确实掌握洗车机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启动洗车机前检查机器周围是否有障碍物，确认在洗车范围内无其他闭杂人

员。

三．在洗车机运行过程中，操作者绝不可擅离岗位，要随时观察洗车机运行状况，

若有异常立即停机。

四．机器运行前要确认电气控制箱的门是否关好，防止水或其它液体溅入电箱内，

造成电气元件毁坏。

五．正确引导车辆进入指定的洗车位置。此类车辆（如下图）禁止使用洗车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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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六．操作人员在操作人机界面时请轻轻触摸，不要用力过大以免损坏触摸屏。

七．在维护或维修洗车机时应关闭总电源，以确保人生安全。

八．保险丝熔断了，应更换合适的保险丝，绝不可用保险丝以外的东西代替，否

则可能造成重大事故。

九．控制电箱内严禁堆放物品。

十．本机使用三相 380V电源，操作时应多加小心，严禁向控制面板喷水。

十一.下班时务必关掉控制箱电源。

注：违反上述安全操作规程造成机器损坏，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本公司概不

负责。

1.2通电前检查

 检查供给电源是否为本机额定的电源；（3 相 5 线，380V，25A 稳定电压的

交流电源）

 检查设备是否良好接地；

 检查气压是否调整为需要值；

 检查紧急挚（机器正面右下角）是否已弹起；

 检查水源是否充足；

 查看说明书有关警告及注意事项部分的说明，确认整机调整已经完成。

 操作步骤：打开电箱，合上电源总开关（位于电箱左上角），合上控制电源

开关（位于电箱中部右侧）；关闭电箱，把电箱的钥匙开关置于 ON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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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操作说明

通电后系统进入“欢迎进入”（图一）画面

（图一）

轻轻按一下屏幕中下部的任意地方系统进入主控画面（图二）在这个画面中您可

进行操作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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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轻按一下“设备监控”图标系统进入设备监控画面（如下图）在这个画面中

您可进行设备的监控。

 功能说明：当不需要洗车头或车头有保险杠或其他东西无法清洗时按下“车头

不洗”此时显示粉红色的“车头不洗”，若要清洗时，再按一下此按钮变成绿色；

 当不需要清洗车尾或车尾有备胎时可按下“车尾不洗”，此时显示粉红色的“车

尾不洗”若要清洗时，再按一下此按钮变成绿色；

 在清洗过程中，若发现设备出现异常或您想终止清洗，还有在复位中出现异

常时，可按屏幕上的“停止”或外部的停止按钮，机器将立即停止；

 当清洗没有完成按下“停止”按钮或清洗中出现故障而终止时，可按屏幕上的

“复位”按钮或外部的复位按钮，设备将回到初始位置；

 在屏幕的右上角的方框中显示系统当前状态：停止，运行和有故障三种状态；

故障排除后请按“报警复位”；

 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将在屏幕下方有个滚动字幕，显示当前系统发生的故障；

 在屏幕的左上角的方框中显示系统当前通讯状态，用来指示 PLC 于摸触屏通

讯状况。

 当显示未通讯上时，设备将无法操作，这时请检查：

PLC于摸触屏之间的通讯线是否插好；PLC 和摸触屏是否有电；

二、轻轻按一下“设备调试”图标系统进入设备调试画面（如下图）在这个画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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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手动操作。

每日开机前准备：

一．擦拭所有光电传感器镜面，先用干净的湿布擦拭后，再用干布擦拭确保镜面

士净为止，切勿使用酸碱性质的清洗剂，以免腐蚀镜面或损坏光电传感器。

二．检查洗车剂是否充足。

三．检查气压是否在正常要求范围。

四．检查水源供给是否正常。

五．检查三组合是否有水，把水释放掉。

六．检查洗车机轨道及周围是否清洁，顺畅无阻碍。

七．开启洗车机总电源，开启洗车机电箱内的电源开关。

八．将钥匙开关旋转到开的位置。

九．在触摸屏上清除前天的洗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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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项

2.1 安全方面

2.1.1 本系统需专业人员操作维护及保养，在下班后或在不使用的情况下，应将

总电源关闭。

2.1.2 保持电控箱、操作触摸屏和按钮工作环境干燥，严禁用湿手直接对这些设

备进行操作。

注：操作触摸屏和按钮采用的是 24伏直流电源，一般不会对人体构成危害，但

是进水会造成短路，从而引发电脑系统的错误判断。

2.1.3 总电源启动之前，请确认电压稳定并三相一致。

2.1.4 非专业人员不得拆卸系统的任何部件。

2.1.5 对设备保养维护时，勿必切断总电源。

2.2 使用方面

2.2.1 车子进入洗车房前，请确认车主已关好门和窗。

2.2.2 启动洗车程序后，不要有任何人在洗车房门口进出，不得有人在设备工作

区域内逗留。

2.2.3 车子进入洗车房时，请沿着正确的方向缓慢驶入，将车子停放在洗车区域

的中间。

2.2.4 车子进入洗车区域后，确认停车位置正常，然后再进入下一步的洗车程序。

2.2.5 在冬天如果室内可能结冰，下班后或长时间不用时，应将放水阀门打开，

泄放掉水管中的水以防结冰，否则极有可能冻裂供水、液系统，该洗车机具有冬

季一键防冻排水功能，点击触摸屏上面“防冻排水”按键后即可将设备上面管路及

刷子上面残留的水排出。

2.2.6洗车前洗车机应该处于原位（最前端） 。

2.2.7在洗车的过程中，正常情况下不要擅自关闭电源，保障整个洗车程序的有

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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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维修保养说明

3.1 洗车机各部位注释及传感器分布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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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立刷

控制传感器分布图

右大立刷

控制传感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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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控制盘

电气控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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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备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设备出现故障首先检查操作触摸屏上有无故障信息，如下图所示

操作触摸屏：操作触摸屏是人机交流的窗口，其上有各功能操作按键，以及对设

备上各部位传感器信号和各动作输出点位监控，设备出现故障后，该触摸屏上面

也会有具体故障信息提示，以便于排查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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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表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触摸屏不显示

1．电源没开

2．屏内保险丝断

3． 24V开关电源坏

4．开关电源输出 24V 有

短路或断路

5．触摸屏坏

1. 打开电源

2. 更换

3. 更换

4. 检查控制线路

5. 更换

触摸屏显示

PLC no response

PLC response error

触摸屏与 PLC通讯不良：

1. PLC没有电

2. 通讯线没插好

3. 通讯线断

4. PLC通讯口损坏

5. 触摸屏通讯口坏

1. 给 PLC通电

2. 重新插一下

3. 更换

4. 更换 PLC

5. 更换触摸屏

触摸屏有故障信息 根据故障信息提示找出哪

部位出现故障；（例如显

示刷组水泵过载，根据提

示到后面控制柜找到相应

热继电器，按一下蓝色按

钮，然后在触摸屏上面按

一下“停止”按键来清除报

警）

侧刷安全保护

（根据 3.1 指示图，找到

相应传感器位置）

1. 安全保护开关位置不

正确

2. 侧刷摇摆过大

3. 洗测边时参数不合适

4. 洗头或洗尾过紧

1. 调整到合适位置

2. 调节侧刷横梁上的 8 个小轮

子，拉紧两侧的弹簧

3. 调整参数，使侧刷能靠到车

的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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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整洗头或洗尾的距离参数

按“启动”按钮没动作

1.检查触摸屏有无故障报

警

2.洗车机是否复位

1. 根据故障信息提示清除故障

2. 按复位按钮

洗车所有喷头不出水或

水压小

1. 储水桶没水或水位不够

2. 阀门关了

3. 滤网堵了

4. 水泵有问题

1. 往储水桶注水

2. 打开阀门

3. 拆下滤网清洗（见下图）

4.维修或更换水泵

顶刷回走上升不洗车

车位光电不良：

a）光电镜面不清洁

b） 光电坏

1. 擦拭干净

2. 更换

顶刷不洗车

1. 采样的参考电流不合

适

2. 顶刷工作参数不正确

3. 电流变送器损坏或飘

移

4. A/D模块损坏

1. 调整采样电流时间

2. 重新设置

3. 更换或调整变送器

4. 更换

行走不移动

1.有故障报警

2.变频过载

3.变频器参数不正确

4.无控制信号

1.检查触摸屏上有无故障报警，

并根据提示信息清除故障

2.关闭总电源 1 分钟后，再合上

总电源

3.检查并改正正

4.检查控制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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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机能前进不能后退

1.有故障报警

2.气源没开或气源有故障

3.群刷后位传感器感应距

离过远或损坏

1. 检查触摸屏上有无故障报警，

并根据提示信息清除故障

2. 打开气源（不开气源群刷气缸

无法回位，洗车机就不能后退）

3. 调整传感器感应距离或更换

传感器（传感器位置见 3.1 传感

器分布指示图）

泡沫效果不好

1. 气压不正常

2. 没有泡沫液

3. 泡沫比例不对

1. 检查气压重新调整

2. 检查泡沫液

3. 调整比例

顶刷上升不停止 1. 上限开关位置不合适

2. 上限开关损坏

1.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2. 更换

顶刷下降不停止 1. 下限开关位置不合适

2. 下限开关损坏

1.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2. 更换

两边侧刷打架 1. 两侧刷内限位置不合

适

2. 内限坏

1.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2. 更换

轮刷洗的位置不正确 1. 光电镜面不清洁

2. 光电坏

1. 擦拭干净

2. 更换

刷组清洗位置有时不正

确

1. 行走接近开关位置不

正确

2. 车位光电不良

3. 行走接近开关损坏

1. 调整位置

2. 检查车位光电（传感器位置

见 3.1传感器分布指示图）

3. 更换

注：其它故障及处理方法请参阅触摸屏中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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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泵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原因 排除方法

电动机不启动

电源故障

电机故障

控制电路有问题

检查电源

检查系统

检查控制电路

泵不出水

水泵反转

吸程过高

泵腔内储水太少

进水管路或泵腔内有空气

调整电机接线

降低水泵安装位置

增加储水量

重新排气

泵流量不足

管道堵塞

口环磨损过多

选型不对

清理泵及管路

更换叶轮或浮动密封圈

重新选型

功率消耗过大

泵低扬程使用

电机轴承损坏

调小出口阀，提高扬程

更换电机轴承

泵内部声音异常

进水管路阻力过大

有空气渗漏进进水管路

介质温度过高

检查进水管路

堵住漏气处

降低介质温度

噪声过大

电机轴承损坏

泵零部件损坏

更换电机轴承

更换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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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般故障检查方式

异常现象 检查要点 处理内容

电机不运转

电源电压是否已送入 L1、L2、L3

端（充电指示灯是否亮）

 电源是否已投入

 将电源先断电后再送电一次

 电源电压等级确认

 端子螺丝是否锁紧

输出端子 T1、T2、T3是否有电压

输出

 将电源先断电后再送电一次

负荷是否过重，造成电机堵死  减轻负荷使电机可以运转

变频器有异常发生  参考故障指示排除处理配线

检查并更正正转或反转指令下达了

模拟量频率设定值已经输入  模拟频率输入信号配线是否

正确

 频率输入设定电压是否正确

运转模式设定值正确  操作面板设定运转方式检查

电机运转

方向相反

输出端子 T1、T2、T3配线正确  要与电机的 U、V、W 相配合

正转或反转信号接线正确  接线检查并更正

电机运转

无法变速

模拟量频率输入接线正确  接线检查并更正

运转模式设定正确  操作面板运转模式设定检查

负荷是否过重  减轻负荷

电机运转速度

过高或过度

电机的规格（极数、电压）是否

正确

 确认电机规格

齿轮比是否正确？  确认齿轮比

最高输出频率设定值是否正确  确认最高输出频率值

电机端电压是否有极端的下降  V/f特性曲线设定正确

负荷的变动是否很大

 负荷变动要减少

 变频器及电机容量加大

输入电源是否有缺相的情况

 使用单相规格时，在输入电

源侧加交流电抗器

 使用三相规格时检查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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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常规维护与保养

一、每日检查、维护项目

1. 开机前，将空压机储气罐的废水排出并检查压力。

2. 检查洗车液及水蜡桶内的液位高低。

3. 检查电源和水源确保正常运转，无事故隐患。

4. 检查行走轨道上面是否有异物。

5. 保持设备外观亮洁和场内清洁。

二、每周检查、维护项目

1.检查所有光电传感器及接近开关是否有松动，传感器检测面是否干净。若传感

器有松动、检测面有污渍，将传感器紧固并用毛巾把传感器检测面擦拭干净。（各

部位传感器见 3.1 指示图）

2.调整行走机链条并润滑。

3. 检查顶刷升降链条。

4. 检查各部件螺丝是否松动。

5. 喷水口清洁检查。

6. 清洗毛刷。

7. 排水沟及沉淀池清理。

三、每月检查、维护项目

1. 润滑所有齿轮和轴承。

2. 检查顶刷、侧刷及保养。

3. 各传感器功能检查及保养。

4. 传动马达的阻抗值检查和保养。

5. 水路系统检查。（检查各管路是否漏水）

6. 空压系统检查及保养。

四、要求操作人员保持高度的责任感，严格操作规程，安全洗车，汽车务必要

停正、进出洗车机要慢，杜绝发生各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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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洗车机冬季防冻排水操作流程

《使用范围：此操作流程仅适用于麦迪斯洗车设备》

一、洗车机冬季使用须知:

1、天气温度骤降，水管、水泵等要做好防寒措施，室外的水管要加装保温层。室内温

度如果比较低，要加装保温层或是电热带。

2、平日多关注天气变化，有冷空气来临的日子，工作结束后一定要排空管路和水泵里

的积水，防止冻结。次日开工前不要急于营业，先检查管路及水泵是否冻结，如果冻结，

化冰后才能正常开启洗车机。

3、装在室外平常温度在零下的，建议关掉机器，排空水泵及管路里的积水，来年开春

再投入使用。

4、冬季适宜的洗车水温在 20 度左右，所以有条件的店面，要采取措施升温，尽可能

的提升室内温度。即使温度达不到标准温度也没关系，要提醒洗车的顾客先停车让车体

冷却了再进入洗车机，千万不能用冷水洗车。

5、冬天刷子的硬度增加，甚至还会结冰。平时要注意检查，如果刷子结冰一定不要洗

车，以免损坏刷子和车体。

二、洗车机防冻排水操作流程：

【1】入冬前应对设备进行一次入冬检查，检查各管路是否有损伤，阀门是否有漏水，如有必要

把水管套上保护套。

【2】在设备上存有水气控制系统，需手动打开气阀，

通过气压将水管内残留的水排出水管，防止结冰冻裂，

（如右图所示） 整个流程结束后切记关闭气阀

【3】冬季在一天的洗车作业结束后，切记不能直接

关闭设备，应在中控显示屏上点击“设备调试”按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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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入“设备调试”界面后，

点击“防冻排水”（如右图所示）

点击“防冻排水”按键后每支刷毛会

依次旋转，高压喷头会排空设备上水

管内残留的水，以防水管冻裂和刷毛

上残留的水滴结冰，影响第二天的洗

车作业。

触摸屏上面没有“防冻排水”功能键，直接按第 5 条操作！

【5】“防冻排水”动作流程结束后再进行以下操作，首先把潜水泵拿出储水桶（是

立式离心泵的将进水管拿出储水桶即可）在触摸屏“设备调试”界面依次点击“顶
刷水阀”·“侧刷水阀”·“泡沫水气阀”·“水蜡水阀”·“轮刷水气阀”·“刷组水泵”按键（如

下图所示），此操作后洗车设备将会排空管路和水泵里的积水，防止冻结。此动

作应保持运行 1~2 分钟，流程结束后按“停止”按钮即可。

【6】经过防冻排水功能后，是使用立式离心泵的，再次使

用之前需要先将设备的刷组水泵重新排气灌引水方可使用，

操作如下：首先把水泵的排气阀拧松（如右图所示）

然后往水泵的进水管注水至排气阀有水溢出即可最

后拧紧排气阀。是使用潜水泵的将潜水泵放入储

水桶内即可

（注：冬季洗车设备的供水管、储水塔务必

做好保暖防护措施以免结冰影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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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设备日常保养清单表

设 备 日 常 保 养 清 单

序号 项目 保养周期 保养说明 备注

1 周围环境清理

1/日

检查洗车区域和行走轨道上面是

否有异物

洗车区域及行走轨

道清洁

2
水源、气源

检查水源气源是否开启或充足 洗车前务必要有水

源、气源

3
洗车液、水蜡液

检查洗车液及水蜡液是否充足 添加洗车液及水蜡

液

4
光电传感器、接近

开关

检查所有光电传感器及接近开关

是否有松动，传感器检测面是否

干净

务必要保持传感器

检测面清洁

5
刷毛

检查各部位刷毛是否清洁 洗车前务必要保证

刷毛清洁

6 喷头 检查各部位喷头是否有堵塞 清理喷头喷水口

7
水路滤网

1/周

检查水气控制盘上水路滤网是否

堵塞

清洗滤网

8 行走链条 检查两侧行走链条是否有松动 调节链条

9 顶刷吊带 检查顶刷吊带是否完好 无磨损、无毛边

10 管路 检查各管路是否漏水 接头处检查

11 行走机链条 行走机链条润滑 普通润滑脂(黄油)

12 各部件螺丝 检查各部件螺丝是否松动 紧固

13 水循环过滤器滤

芯

检查水循环过滤器滤芯是否堵塞 清洗或更换滤芯

14 各部位轴承
1/月

各部位轴承注润滑脂 普通润滑脂(黄油)

15 排水沟、沉淀池 排水沟及沉淀池清理 清理废水泥沙

本公司不断致力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进，本说明书内参数若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欢迎选购本公司其它各类型号的设备，特殊要求可向本公司订制。

太仓麦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热线：400-863-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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