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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手册提示

保存此手册直至产品不能再使用。

请您在尝试安装、运行或保养前仔细通读指示并观察设备，以便对设备有所了解。以下特殊通知尽可
能在此文件或在设备上显示，以便警告可能产生的危险并提示说明或简化操作过程的信息。

有关Wallbox的运行和问题解答请参见操作说明书。

请您小心保管说明书，以便日后使用。最新手册可通过下列网址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进行下载。

使用的标记

在手册中，您可以在不同的位置看到针对可能发生危险的提示和警告。使用的符号有以下含义：

警告
意思为，如未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身体受重伤甚至死亡。 

小心
意思为，如未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身体受轻伤或财物损失。 

注意
意思为，如未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财物损失。 

ESD
此警告指出，接触静电敏感构件时可能产生的结果。 

提示
指出无受伤危险的操作方法。  

此雷电符号意思为电击危险。
只能由具备资质且经过授权的电气专业人员处理。

提示

BMW经销商非常愿意在培训具备资质的安装合作伙伴方面提供支持。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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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安全提示

请您在尝试安装、运行或保养前仔细通读安全提示并观察设备，以便对设备有所了解。

警告

电气危险！
Wallbox的安装、首次运行和保养必须由接受过相关教育的、具备资质且经过授权的电力专
业人员(1)进行，在此过程中其全权负责遵守现有标准和安装规定。 
请注意车辆是否需要额外的电压过载保护或国家规定中是否对此作出要求。 
请注意各国相应的连接标准和设备标准。
在右侧接线盘（用于控制电路的以太网、接线端子）中只能连接电源线和其他能够与危险
电压安全断开的线缆（例如：充分绝缘）。
请您在调试前检查所有螺栓连接和端子连接是否牢固！
不允许接线盘意外开启。如果您需要离开Wallbox，请盖上接线盘盖板。
请勿擅自改建或改装Wallbox！
只允许由生产商或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Wallbox）！
请勿移除标识，如：安全符号、警告标志、功率牌、标识牌或功率标记等！
Wallbox未配有独立的电源开关！建筑物设施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和电力保护开关用作断电设
备。
请握住插头拔下充电电缆，不可拉拽插头支架中引出的电缆。
请注意，充电电缆不能有机械损伤（弯折、挤压或碾压），接触范围内无火源、污物或液
体。
请勿将您的手指伸入插座中。
每次充电前应目视检查是否有损伤。此外，还应检查充电插头的接触范围内是否有污物和
水分，充电电缆的绝缘层是否有切口或磨损，以及Wallbox的电缆输出端是否在固定的位置
上。 

(1)工作人员，其能够基于专业教育、知识、经验以及对相关标准的认知对所交付工作进行评估，并识
别出可能存在的危险。

注意

请您绝对不要是喷射水流清洁Wallbox（园艺水管，高压清洁设备等）！
请注意，不当操作可能损坏Wallbox（外壳盖板、内部部件等）。
如Wallbox安装在户外，在下雨或下雪时不能打开接线盘盖板！
塑料外壳断裂危险！
-绝对不能使用扁头螺栓进行固定！
-固定螺栓不能过度用力拧紧。
-安装表面必须绝对平坦（安装和固定点之间最多相差1 mm）。必须避免外壳的弯折。 

给有资质打开设备的专业人员的提示：

损坏危险！触摸可能导致电气构件损毁！

在操作组件前，通过接触一个金属制、接地的物品进行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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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安全提示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和设备受损！设备生产方恕不接受由此引发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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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使用

Wallbox是一款充电设备，可以在室内、室外使用，为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充电。严禁连接电
动工具等其他设备！Wallbox设计安装在墙面或立柱上。Wallbox的相关安装、连接应相应符合各国规
定。

设备的常规使用，即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该设备为之研发的环境条件。

Wallbox的研发、生产、检验和认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一般情况下，只要遵守按规定使用时描述的
说明和安全技术提示，就不会产生导致财物损失或人员健康受损的危险。

必须严格遵守此手册中包含的说明。否则可能产生危险源或导致安全装置失效。无论此手册中说明的
安全提示如何，应在相应使用情况中符合安全和意外预防规定。

基于技术或法律限制，并非所有类型/选项在所有国家均可用。

针对此手册

手册和说明的功能适用于设备类型：

BMW i Wallbox Plus

此手册仅用于已具备资质的工作人员：其能够基于专业教育、知识、经验以及对相关标准的认知对所
交付工作进行评估，并识别出可能存在的危险。

此手册中包含的插图和解释涉及典型的设备规格。您设备的规格可能与此有所偏差。

用于操作设备的提示和指示请参见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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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范围

说明 数量

Wallbox 1件

安装说明 1件

操作说明书 1件

孔位板 1件

RFID卡 4件

用于可靠保管的带有配置信息的标签 1件

双重膜密封件M32或¾“ NPT（端子范围为14-21 mm） 1件

M16双重膜密封件（端子范围为7-12 m） 2件

墙壁安装的固定套装

M8膨胀螺栓，Fischer UXR-10 4件

扁头螺栓 4件

保修

咨询BMW客服以了解相应有效的保修条款。但是，下列情况不包含在保修范围内：

未按BMW i WallboxPlus安装说明书中规定进行安装所导致的的缺陷或损坏。
未按BMW i WallboxPlus操作说明书中规定使用所导致的的缺陷或损坏。
未由BMW i销售处进行维修，或未由授权合约服务车间指定的专业电力人员进行维修所产生的任
何费用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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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显示与操作元件

功能：
为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充电
通过本地局域网(LAN)进行网络连接
本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RFID功能
家用连接监控（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使用一
台直接连接的Modbus-RTU（RS485）电能表

1 LED指示灯
2 RFID状态显示
3 RFID读取区域
4 充电电缆插头支架
5 充电电缆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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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

安装位置选择的一般标准

Wallbox设计用于室内和室外。根据安装位置不同应相应考虑到安装条件和设备的保护。

请考虑到地方适用的电气安装规定、防火措施、意外防护规定以及使用地点的救援路线等。
基本上，不能将Wallbox安装在以下位置：

用作逃生和救援路线的地方。
有爆炸危险的区域（EX环境）。
Wallbox可能暴露于氨或氨气的位置（例如马厩中）。
有坠物可能损坏Wallbox的地方（例如悬挂的梯子或汽车轮胎）。
使Wallbox直接处于人流中的位置，并且人员可能被插接的充电电缆绊倒的地方。
有水直接喷洒到Wallbox上的位置（例如：靠近人工汽车冲洗设备、高压冲洗设备、花园水管
等）。
安装表面并不足够牢固，难以承载机械负重的位置。

请您尽可能将Wallbox安装在有遮挡，雨水无法直落在设备上的位置，以避免恶劣天气、冰冻、冰
雹或类似情况导致的损坏。
将Wallbox尽可能安装在避免阳光直射的位置，避免减少充电电流或由于Wallbox构件高温导致的
充电中断。
遵守许可的环境条件，参见章节技术数据。
请遵守国内和国际适用的安装方标准和规定。

提示

在无法避风挡雨的安装位置，如室外停车场，温度超出指定范围可能导致默认充电电流减小
至1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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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连接默认值

Wallbox在供货时设置为10 A。

请您注意，带有DIP开关的最大电流设置应符合安装的电力保护开关，参见章节DIP开关设置。

漏电保护断路器的选择

供电电线必须在使用固定的布线进行安装，并且需要符合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

每台Wallbox都必须连接专用漏电保护断路器。严禁其他电路与此漏电保护断路器连接。
家庭安装中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必须至少为A型，符
合GB 14048.2-2008、GB 16916.1-2014和GB 22794-2008中的要求。额定故障电流必须
为30 mA。
额定电流IN必须匹配电力保护开关和熔断器。

电力保护开关的选型

注意，在选择电力保护开关时，请同样注意开关柜内较高的环境温度！这可能会导致默认充电电流减
小，以提高设备可用性。

铭牌上给定的额定电流应与期望的充电功率（DIP开关设置至默认充电电流）和供电电线一致。

确定供电电线尺寸

请您在确定供电电线尺寸时注意可能存在的减小因素和Wallbox内部接线盘中环境温度升高，参见供
电端子的温度分级。这可能导致电线截面增大和供电电线耐温性改变。

漏电保护断路器

Wallbox未配有独立的电源开关。使用供电线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或/和电力保护开关作为漏电保护断路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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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外部电能表

为了优化您wallbox的功能，可以通过外部电能表进行扩展。

 1 公共电网  4 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
 2 电能表熔断器（保险丝、SLS开关等）  5 家庭连接电能表
 3 电网运营方的电能表

提示

电路示范图仅提供系统概览，并不包含设备安全运行所需要的全部附加设备（电力保护开关、
漏电保护断路器等）。 

家用连接监控（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

使用家用连接监控功能可以随时根据其他家庭用电器的情况进行动态监控，使车辆可以随时使用可用
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并以此保证家用保险丝不会过载，并且原则上不必选择低于车辆和设备的充电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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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box由电能表5获得当前电网中的全部电能。此信息和通过DIP开关定义的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4的
数值结合，允许Wallbox调节充电电流，确保获取的最大电量绝对不会超过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的熔
断值。

安装外部电能表

在Wallbox Plus上通过RS485 (Modbus)实现电能表的连接。

安装的电能表必须按照和Wallbox相同的相位顺序进行连接，这样可以进行正确的家庭载荷计算。如
果为了更好的分配相负载需要Wallbox从相位2开始连接，则电能表也必须从相位2开始连接。

提示

详细的电能表安装信息请参见电能表生产方的安装说明书。 

提示

通过Wallbox的网络端口，电能表值可以根据接口进行合理性测试。有关Wallbox网络端口的信
息参见BMW i Wallbox操作说明书中的“配置”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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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Modbus-RTU (RS485)端口的电能表

通过此端口，可以操作总线上的电能表。室内安装时需要一个独立的电缆连接至Wallbox。

通过RS485连接Modbus-RTU电能表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章节RS485接口X2 。

提示

必须通过Wallbox接线盘中的DIP开关设置允许的保险丝值，参见章节DIP开关设置。 

请您从BMW i充电产品服务页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中查看支持的电能表的最新
清单。

DIP开关设置

必须通过DIP开关设置选择使用带有RS485电能
表的家庭负载监控功能，其在重新启动Wallbox后
才生效。
如果Modbus功能启用而未发现电能表5，充电电
流会减小至10 A。

无监控：DSW1.2 = OFF（默认值）
监控功能：DSW1.2 = ON

Wallbox的LED指示灯也可以显示电流减小。其他
信息请参见Wallbox的操作说明书。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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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提示

Wallbox的最大充电电流在交付状态设置为10 A。 

安装前提条件

请注意本地适用的安装准则。
电气接口（供电电线）必须准备就绪。
气候适应：当运输温度和安装地温差超过15 °C时，需要在未打开 Wallbox的情况下适应温度至少
两小时。
立即打开Wallbox可能导致内部形成水珠，并在开启设备时导致损坏。由此所形成的冷凝水导致的
损坏也可能在安装后出现。
在理想的情况下，Wallbox可以在安装位置提前放置数小时。如果不能保证提前放置，温度较低时
(< 5 °C)，Wallbox不能在户外过夜，也不能在车中存放。

工具清单

安装需要以下工具：

用于供电端子的带槽螺丝刀，刃宽5.5 mm
带槽螺丝刀用于端子X1/X2，刃宽3.0 mm
十字槽螺丝刀PH2
LSA+铺设工具，用于连接网络电缆
梅花螺丝刀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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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安装位置

选择安装位置时，请您注意车辆上充电接口的位置和常用的停车方向。例如：

BMW i3 BMW PHEV

1 推荐的安装位置
2 可选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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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预留空间

以下说明的预留空间（阴影区域）用于舒适安装和操作Wallbox。如果需要同时安装多台Wallbox，两
台Wallbox之间至少保持200 mm (8”)的距离。

提示 
务必遵守安装高度，以满足室内和室外使用的要求。 

尺寸，单位 mm（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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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外壳盖板

1. 请您向上扳动Wallbox下侧外壳盖板的两个锁定
装置1。
此时，外壳盖板会向外弹开。

2. 握住盖板下方，向外打开盖板2。
3. 现在，请您向上取下外壳盖板3。

提示
请您将外壳盖板放在包装中存放，以避免
划痕或其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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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接线盘盖板

1. 松开四个安装接线盘盖板1所用的螺栓。

ESD

损坏危险！触摸可能导致电气构件损毁！

在操作组件前，通过接触一个金属制、接地的物品进行放电！ 

2. 取下接线盘盖板。现在可以接近接线盘2。
3. 从接线盘移除干燥带并妥善处理。

警告

只允许由经过电气培训的专业人员移除用于电源线接线盘的盖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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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端子盖板

警告

电气危险！端子盖板只允许由接受过相关教育的、具备资质且经过授权的电力专业人员开
启。 

1. 请松开端子盖板1的两个固定螺钉。
2. 取下供电端子上方的端子盖板。

明线电缆铺设——从上方引入电缆

连接电缆可以从外部框架的外壳开孔中引入。
1. 为此，需要在外壳件内部拆除标记的位置1。

2. 请您将供电电线铺设进电缆密封套的套环
中2。 
注意许可的电缆弯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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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线电缆铺设——从下方引入电缆

1. 请您将供电电线铺设进电缆密封套的套环
中2。 
注意许可的电缆弯曲角度。

从后方铺设电缆——暗线电缆铺设

提示

电缆顺直的从墙中引出，从后方进入设备。在此过程中，请您注意正确的Wallbox定位，以保
证电缆开孔位于电缆正上方。请注意弯曲弧度。为正确对齐Wallbox，请在墙体通风口上使用
用于电缆且带有相应刻痕的钻孔型板。 

电缆开口
1 绝缘套管/双重膜密封件M32，供电电线
2和3 绝缘套管/M16双重膜密封件，用于控制电
路/以太网

暗线插座
为进行电缆引入，可以为安全断开设计一个带有
分隔板的双重暗线插座。

A 供电电缆
B 控制电路
C 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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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开口

打开电缆开口
1. 将外壳放在稳定的平面上
2. 小心地用锤子和带槽螺丝刀凿出需要的电缆开

孔。
3. 然后，插入相应的绝缘套管、电缆密封套或双

重膜密封件。
4. 如果电缆开孔不再使用，请为Wallbox装配随附

的电缆密封套或螺栓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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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Wallbox

随附的固定材料适用于混凝土、砖块和木材（无膨胀螺栓）。在除此以外的各类平面上应选择适用的
固定方式。

提示

在其他各类平面上必须由客户方面提供固定材料。强制要求依据规定进行安装是设备生产方的
责任。 

安装准备

钻孔
提示
注意安装高度
钻孔型板的上边缘= 1500 - 1700 mm。 

1. 使用随附的钻孔型板和水平仪画出四个钻
孔1至4。

2. 钻出固定开孔。
3. 放入膨胀螺栓。

上部固定螺栓
1. 请您旋入上方的两个扁头螺栓，至墙面的距离

≥ 20 mm。

1 墙体
2 膨胀螺栓
3 钻孔
4 扁头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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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心墙上安装
在空心墙上安装时，必须至少使用两个固定螺
栓，例如：1和2，固定在墙体的承重元件上。
对于其他固定螺栓，必须使用专用的空心墙膨胀
螺栓。

提示
在空心墙上安装时，必须特别注意结构是
否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引入供电电线

一般性提示

使用外皮直径合适的供电电缆，或使用合适的密封适配器扩大电缆外皮直径。
将足够长的供电电线引入电缆密封套双重膜密封件中。在接线盘必须可以看到电缆外皮。
安装管道或带有供电电线的空管道不允许旋入电缆密封套中，或穿过双重膜密封件。
必须在遵守弯曲弧度（大约为电缆直径的10倍）的情况下将供电电线顺直穿入电缆密封套或双重
膜密封件中。
电缆密封套或双重膜密封件必须按照规定安装，并且充分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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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下铺设电缆

1. 将供电电线穿过电缆密封套，并拧紧。
必须可以在接线盘看到电缆外皮1。

从后方铺设电缆（暗线）

1. 供电电线必须如图所示穿过绝缘套管/双重膜密
封件1。

注意

请您注意，双重膜密封件应洁净，紧贴
电缆外皮。
请注意，供电电线应居中、顺直且无压
力地穿入双重膜密封件，并由此保证密
封性。 

引入附加服务

1. 请您将需要的附加电线，如：用于外部电能表的总线电线或以太网，穿入Wallbox的接线盘中。
2. 请您使用随附的M16双重膜密封件进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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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Wallbox

1. 在引入电缆后，将Wallbox悬挂在上方两个扁头
螺栓1和2上。

提示
请注意，依据规定在后侧铺设供电电线，
并且不能挤压电线。 

2. 将扁头螺栓1和2拧紧。
3. 然后，请您使用下方的两个扁头螺栓3和4固定

Wallbox。
4. 为了可靠存放充电电缆，将电缆围绕Wallbox缠

绕，参见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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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

打开接线盘盖板时的连接一览图

 1 外部导线电源接口1  T1 服务按键
 2 外部导线电源接口2  LED LED指示灯，内部
 3 外部导线电源接口3  X1 许可输入端
 N 零线(N)电源接口  X2 RS485接口
 PE PE导线电源接口  X3 诊断界都，RJ45
 F1 保险丝座  X4 以太网1接口，LSA +端子
 DSW1 DIP开关配置  X5 USB接口
 DSW2 DIP开关寻址  Shd 以太网1连接端子的屏蔽接口

注意

诊断接口X3仅适合用于错误分析，不允许用于连接设备和网络。 

提示

连接一览图显示所有设备的选项。您的设备型号可能不能使用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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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供电电线

1. 请将连接电线截短至合适的长度。其应尽可能
短小。

提示
PE导线必须比其他导线长！ 

2. 请您去掉大约12 cm的连接电线绝缘外皮。较
细连接电线建议使用接线套筒。

3. 执行供电电线L1、L2、L3、N和PE的连接。

单相连接
Wallbox也可以只连接一个相位。为此，需使用端
子L1、N和PE。

提示

如需将多个Wallbox安装在一个电网中，请注意哪个外导体与端子L1连接。 

连接端子的技术数据

固定（最小至最大）：0.2 – 16 mm²
活动（最小至最大）：0.2 – 16 mm²
AWG（最小至最大）：24 – 6
活动（最小至最大）带有接线套筒：
不带/带有塑料套筒
0.25 – 10 / 0.25 – 10 mm²
剥皮长度：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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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供电端子（弹簧端子）

注意

此端子并非插接端子，连接时必须进行操作！
如果在连接电线前端子并未完全打开，调试时可能会出现虽然设备运行，但是首次使用大电流
充电时会由于过热导致损坏。 

提示

端子有断裂危险！
请不要上下左右撬动螺丝刀！ 

开启供电端子
1. 请您按图中所示，将宽度为5.5 mm的带槽螺

丝刀略微推入供电端子。

2. 请您将螺丝刀压入供电端子。

提示
在压入端子的过程中，螺丝刀的角度会发
生改变。 

连接电线
1. 请您将剥除绝缘外皮的连接电缆插入供电端子

中。

注意

如果尝试将电线在端子未开启时推入，存
在由于接触不良导致发生火灾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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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供电端子
1. 将螺丝刀完全从端子中拔出，以关闭连接。
2. 请您检查连接电缆的固定位置。
3. 以相同的方式连接其他连接电线。

端子X1/X2

用于X1/X2的端子数据
弹簧端子
截面（最小至最大）：0.08 – 4 mm²
AWG（最小至最大）：28 – 12
剥皮长度：8 mm
带槽螺丝刀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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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输入端X1

许可输入端设计用于和无电势的触点一起使用。使用许可输入端，可以通过外部构件控制Wallbox的
运行（例如：外部钥匙开关、电力供应的中央遥控接收器、家居控制装置、定时切断时钟、数字锁
等）。

电路图：

电气要求/接口：

除设备外，保证控制电路与危险电压有可靠的分隔。

1. 请您根据电路图将电线插接在许可输入端X1上。

逻辑功能：

许可触点 Wallbox的状态

开启 已锁定

已关闭 准备运行状态

DIP开关设置：

使用许可输入端必须由DIP开关设置启用。
使用许可输入端：

是：DSW1.1 = ON
否：DSW1.1 = OFF（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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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接口X2

提示

有关使用此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章节家用连接监控（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 

流程概览

 5 电能表1（家用连接电能表）  7 Wallbox的连接端子模块

RS485接口X2用于通过Modbus记录和智能电能表通讯（支持的类型和包含的参数以及安装电能表的
端子布局，参见章节带有Modbus-RTU (RS485)端口的电能表）。除了连接在端子X2.1和X2.2上的
RS485数据电缆外，端子X1.2 (Gnd)上用于电缆屏蔽的接地连接也可用。推荐使用屏蔽式和绞合式
连接电线(>0.5 mm²)。

在其他位置上，不允许在安全引线的电位（例如：Shd接口）上连接电缆屏蔽。根据电能表的可用性
连接Gnd。

提示

不允许将端子X1.2 (Gnd)、RS485电缆的Gnd电线或其护套置于以太网1接口X4的护
套Shd上。 

提示

有关电能表电气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电能表生产方的安装说明书。 

电气要求/接口

1. 根据电路图，将电线连接至RS485接口X1和X2上。除设备外，保证控制电路与危险电压有可靠
的分隔。

2. 请您依据表格调整所用电能表，参见带有Modbus-RTU (RS485)端口的电能表。为此，请您注意
电能表生产方的安装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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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1接口X4

以太网1接口作为LSA+®技术中的端子模块进行设计。通过以太网1接口可以实现固定布线的通讯。

彩色编码

依据建筑物中使用的布线标准，依据用于100BaseT的TIA-568A/B为触点进行如下布线：

插脚 -568A
对

-568B
对

-568A
颜色

-568B
颜色

1 (Tx+) 3 2

白色/绿色线 白色/橙色线

2 (Tx−) 3 2

绿色/白色线或绿
色

橙色/白色线或橙
色

3 (Rx+) 2 3

白色/橙色线 白色/绿色线

4 (Rx−) 2 3

橙色/白色线或橙
色

绿色/白色线或绿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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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数据：

类别 电线直径 绝缘外皮直径

0.36 mm (AWG 27) 0.7 – 0.75 mm固定电缆
Cat 5e / Cat 6 STP

0.4 – 0.64 mm
(AWG 26 – AWG 22)

0.7 – 1.4 mm

Cat 6 STP 0.51 – 0.81 mm
(AWG 24 – AWG 20)

1.0 – 1.4 mm

活动电缆
Cat 5e / Cat 6 STP

7 x 0.2 mm
(AWG 24)

1.1 – 1.4 mm

推荐的工具：

KRONE LSA+ ®铺设工具可用于焊接、螺栓和无剥皮的电线接口，并可用于截断剩余长度。

准备连接电缆
1. 请您去掉大约6 cm的连接电缆绝缘外皮。
2. 将屏蔽网向后推约1 cm，使用可导电的织物绝

缘胶布缠绕。

连接电缆
1. 使用STP电缆时，请将连接电缆固定在电缆卡

箍1缠绕屏蔽网的位置上。

电缆卡箍必须在电路板的屏蔽接口Shd上拧
紧。

2. 使用铺设工具将电线插接在以太网1端子模
块X4上。

注意

损坏危险！

请注意接线盘中应保持洁净，残余电线等垃圾废料不能留在Wallbox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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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DIP开关设置

提示

DIP开关设置的变更在重启Wallbox后才能生效！为此，请您按下服务按键约1秒或切断供应电
源再重新接通。 

注意

按压服务按键过长时间（约5秒）可能导致RFID卡被删除。 

提示

开关必须处于OFF状态。 

DIP开关
DIP开关用于寻址并且配置Wallbox，其位于接线
盘盖板下方。
DSW1：配置，上方DIP开关

DIP开关图示
插图用于更好地解释开启(ON)和(OFF)状态下DIP
开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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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置功能

功能 DIP开关 插图

已使用外部许可输入端
[X1]。

DSW1.1 ON= yes

使用家用连接监控
（RS485接口[X2]，带
有Modbus功能）。

DSW1.2 ON= yes

SmartHome和应用
程序端口通过UDP启
用。(1)

DSW1.3 ON= yes

(1)只能通过确认的网络进行访问，以排除第三方对Wallbox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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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安装的后置式电能表保险丝（DSW1和DSW 2）

DIP开关电流值

DSW1.4 DSW1.5

插图(DSW1)

25 A OFF OFF

35 A ON OFF

50 A OFF ON

63 A 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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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充电电流(DSW1)(2)

使用以下DIP开关仅可将充电电流设置为小于或等于铭牌上工作电流的最大值。

DIP开关电流

DSW1.6 DSW1.7 DSW1.8

插图

0 A ON ON ON

10 A OFF OFF OFF

13 A ON OFF OFF

16 A OFF ON OFF

20 A ON ON OFF

25 A OFF OFF ON

32 A ON OFF ON

(2) 为车辆预设最大充电电流 (Control Pilot Duty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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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地址

IP地址通过DHCP引用（无寻址）
DSW2.1至DSW2.4=OFF / DSW2.6=OFF

Wallbox尝试通过DHCP服务器获得一个IP地址。
这也符合无网络连接时用于Wallbox的基本设置。

使用固定设置的IP地址
DSW2.1至DSW2.4 / DSW2.6=ON

使用DIP开关DSW2.1至DSW2.4进行寻址。可
设置的以太网地址以10 + DIP开关设置开始。
使用4位寻址，地址11至25可
用[192.168.25.xx]。子网掩码：
[255.255.255.0]
DSW2.1 = Adresse Bit 20（值=1）
DSW2.2 = Adresse Bit 21（值=2）
DSW2.3 = Adresse Bit 22（值=4）
DSW2.4 = Adresse Bit 23（值=8）
提示：功能只能在BMW i Wallbox和BMW i
Wallbox Plus上可用。

地址“17”的示例：
DSW2.1 = ON（值=1）
DSW2.2 = ON（值=2）
DSW2.3 = ON（值=4）
DSW2.4 = OFF（值=0）
地址 = 10 + 1 + 2 + 4 + 0 = 17

调试模式(DSW2.8)

启用调试模式，参见章节调试模式/自测。 DSW2.8 O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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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一般调试流程

请您清理接线盘（移除剩余材料和污物）。
请您在调试前检查所有螺栓连接和端子连接是否牢固！
请您检查是否所有未使用的电缆密封套都已按照规定使用插塞或螺栓堵头进行密封。
接通供电线。在自测之后，LED指示灯（LED条）必须亮蓝灯15-20秒。
请依据本地适用的准则和法律进行首次检测。
如果Wallbox接线盘的盖板已经打开，请您将其关闭，参见章节安装接线盘盖板。
安装壳体盖板，参见安装外壳盖板。

调试模式/自测

Wallbox可以调整为调试模式以支持设备首次检测。在此过程中，执行一次设备的自测（锁定、防护
控制、电流测量等）并显示问题。

成功进行无插接车辆的测试后，防护短时间（约10分钟）开启，以便进行首次检测。调试模式中不能
进行普通的充电过程。

出于安全原因，为避免意外开启，在调试模式中通过电源开启Wallbox会出现报错（白-红-红-红）。

启用调试模式

1. 将DIP开关DSW2.8调至ON。
2. 执行Wallbox的重设。为此，请您按下服务按键约1秒（信号音）。现在启用调试模式，通过亮起

橙色的LED指示灯发出信号。
3. 现在，可以有大约10分钟时间使用测量设备通过标准检测探针（例如：Astaco®的BEHA制检测

探针）进行接触，并进行需要的安全检测。结束后，防护被禁用，并且Wallbox停止运行。

禁用调试模式

1. 将DIP开关DSW2.8重新调至OFF。
2. 执行Wallbox的重设。为此，请您按下服务按键约1秒（信号音）或切断供应电源再重新接

通。Wallbox在正常的运行状态下开始运行，并准备就绪。

安全检测

请您在首次调试前按照国家适用的规定检测装置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电气装置或设备必须在您首次调试前由装置或设备的安装方进行检测。这也适用于现有装置或电气设
备的扩充或变更。但是，需明确指出，必须遵守保护措施的全部条款。

此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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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经扩充或变更的配件上，安全引线、绝缘电阻的连接，漏电保护断路器触发电流、触发时
间是否一致无例外。

2. 使用的测量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3. 记录测量结果。编制检测记录并妥善保存。

RFID授权

RFID功能已经在工厂启用，并且已经对随附的RFID卡进行预编程。

为了禁用RFID功能或为其他卡进行编程，请您按照操作说明书中的编程指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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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端子盖板

固定螺栓
1. 如果端子盖板1被取下，请您重新使用两个固

定螺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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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接线盘盖板

提示

在安装接线盘盖板安装前，请您检查软件的当前版本是否可用。其他信息参见章节软件升
级。 

提示

在没有盖子或盖子损坏的情况下，严禁Wallbox长时间连续运转。禁止使用其他盖板替代。 

固定螺栓
1. 重新将接线盘盖板1插入。
2. 请您重新使用四个螺栓安装接线盘盖板。

外壳标记
1. 拧紧四个螺栓，直至接线盘盖板上左右两侧外

壳标记与外壳上的标记齐平。
2. 接线盘盖板必须依据规定使外壳密封。

使用自动切削螺栓时，应使用较大的力：
3.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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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外壳盖板

提示

此盖板与Wallbox的安全运行无关。 

悬挂外壳盖板
1. 将外壳盖板悬挂在上方，请注意，外壳盖板的

弯钩1应正确挂入。
2. 请您将盖板向下按压，然后向后翻转外壳盖

板2。
外壳盖板在下方轨道中滑动时不应有很大的阻
力。

注意
请您注意，外壳盖板的所有侧面都应处于
外壳导轨中的正确位置上。仅允许出现最
小的等宽缝隙。 

锁定
1. 请您按压Wallbox外壳盖板的下部区域，直至锁

定装置1完全卡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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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尺寸

 尺寸，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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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电气数据

电缆铺设： 明线或暗线

连接截面： 最小截面（取决于电缆和铺设方式）：
- 5 x 2.5 mm²（16 A额定电流）
- 5 x 6.0 mm²（32 A额定电流）

供电端子： 连接导线：
-固定（最小至最大）：0.2 – 16 mm²
-活动（最小至最大）：0.2 – 16 mm²
-AWG（最小至最大）：24 – 6
-活动（最小至最大）带有接线套筒
不带有/带有塑料套筒：
0.25 – 10 / 0.25 – 10 mm²

供电端子的温度分级： 105 °C

额定电流（可配置的连接值）： 10 A、13 A、16 A、20 A、25 A或32 A
三相或单相

电源电压： 输入：220-240 VAC / 50-60 Hz / 32 A
输出：220-240 VAC / 50-60 Hz / 32 A

低压配电系统形式： TT / TN / IT

过电压类别： III，依据EN 60664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 10 kA，有效值依据EN 61439-1

保险装置（在室内安装中）： 保险装置必须依据插座/电缆类型（参见铭牌），
并符合当地的有效准则。

充电电缆： 32 A，依据GB/T 20234.2-2015

保护等级： I

IP保护类型设备： IP54

防止机械撞击： IK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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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许可输入端[X1]： 许可输入端至外部授权：
连接导线：
-截面（最小至最大）0.08 – 4 mm²
-AWG（最小至最大）：28 – 12

RS485接口[X2]： 安全低压<50 V
连接导线：
-截面（最小至最大）0.08 – 4 mm²
-AWG（最小至最大）：28 – 12

诊断接口[X3]： RJ45

以太网1接口[X4]： LSA+端子

USB接口[X5]： USB插槽，类型A（最大500 mA）

RFID（可选）： 依据ISO 14443或ISO 15693 Tag-It的MIFARE卡
或标签
或依据ISO 15693的Tag-It卡或标签

WLAN/WiFi模块（可选）： IEEE 802.11 b,g,n (2.4 GHz)

机械数据

尺寸（宽 x 高 x 深）： 399 x 652 x 202 mm（无插头）

重量： 约10 kg（视型号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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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

16 A时工作温度范围： -25 °C至+50 °C
无阳光直射

32 A时工作温度范围： -25 °C至+40 °C
无阳光直射

温度变化特性： 其并非为安全装置，而是一项运行功能。必须遵
守详细说明的工作温度范围。
在分别详细说明的工作温度范围内，设备可以持
续提供充电电流。
为提高充电可用性，必须在不允许的温度升高时
将充电电流默认值减小至16 A。这可能导致充电
过程中止。冷却后，充电过程继续或重新提高充
电电流默认值。

存放温度范围： -30 °C至+80 °C（-22 °F至176 °F）

温度变化速度： 最大0.5 °C /min（最大32.9 °F/min）

许可的相对空气湿度： 5 %至95 %，无冷凝

海拔高度： 最大为海平面以上2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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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更换保险丝

保险丝 电流/电压 类型 尺寸

F1 6.3 A / 250 V 承受高切断容量(>1500
A) (T) (H)

5 x 20 mm保险丝

警告

电气危险！
端子盖板只允许由接受过相关教育的、具备资质且经过授权的电力专业人员开启。 

ESD

损坏危险！触摸可能导致电气构件损毁！

在操作组件前，通过接触一个金属制、接地的物品进行放电！ 

更换保险丝
1. 请您切断Wallbox的供电电线。
2. 取下壳体盖板，参见章节取下外壳盖板。
3. 请您取下接线盘盖板和端子盖板，参见章节取

下接线盘盖板和章节取下端子盖板。
4. 请您使用螺丝刀压入保险丝座的开孔中。
5. 逆时针方向旋转保险丝座，直至其可通过弹簧

自动向前弹出。
6. 更换保险丝。
7. 将保险丝座压入，并以顺时针方向重新拧紧。
8. 按照相反的顺序完成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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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升级

软件可以同通过网络端口更新。可以从操作说明书的“配置”章节中了解其他信息。

可以通过设备内部的USB接口进行更新。推荐操作方法的详细说明在用于充电产品的BMW i服务页中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全新软件可通过下列网址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进行下载。全
新软件的改进可能考虑到标准的变更或新型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兼容性。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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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页

废料处理

当设备依据规定不能再使用时，应由服务人员处理设备，或在遵守全部现行有效处理
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废料处理。

废料处理提示
打叉垃圾桶的符号表示，电气和电子设备包含配件应与家庭垃圾分开处理。提示在产
品上、使用说明或包装上。
材料可以依据其标识进行再利用。通过材料的重新利用或其他形式的旧设备再利用，
您可以为保护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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