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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手冊的提示

我們很高興您決定購買 BMW i Wallbox。

在為車輛充電之前，請認真閱讀本設備的說明書。請始終將文件存放在 Wallbox 附近觸手可及的地
方，因為它包含有關為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高壓蓄電池充電的重要提示。

裝配 Wallbox 以及存放和運輸時要用到安裝手冊。其中列出了所有技術參數以及許可的環境條件。

祝您使用 Wallbox 愉快，您的

BMW AG

所使用的符號

您在手冊的不同位置可以找到對可能的危險的提示和警告。所使用的符號具有以下含義：

警告
表示如果不採取相應預防措施，可能出現死亡或身體重傷。 

小心
表示如果不採取相應預防措施，可能出現財產損失或身體輕傷。 

注意
表示如果不採取相應預防措施，可能出現財產損失。 

ESD
通過該警告提示在觸摸對靜電敏感的部件時可能的後果。 

提示
提示沒有受傷危險的過程。 

該閃電符號表示因電擊造成的危險。
只允許有資質、經過授權的專業電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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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安全注意事項

警告

電氣危險！
必須由受到過相關技術、有資質和經過授權的專業電工(1)裝配、首次啟動或保養 Wallbox，
他們在這時全權負責遵守現有的標準和安裝規定。細節參見安裝手冊。
電氣危險/火災危險！
絕對不能使用損壞、磨損或髒汙的充電線插頭。
電氣危險！
如果狀態 LED 燈持續亮紅色，要將 Wallbox 與電源斷開，直到設備更換完畢。無法再關閉
充電線上的電壓。
所有人（終端客戶）負責確保始終僅在沒有缺陷的狀態下運行 Wallbox。
必須定期檢查充電線插頭（包括充電線）是否損壞，外殼是否有損傷（目視檢查）。
不允許在 Wallbox 上進行維修作業，只允許由生產商或有這方面資質的專業人員執行維修
作業（更換 Wallbox）！
必須立即關閉並更換損壞的 Wallbox。
請不要擅自改裝和改變 Wallbox！
請不要去除安全符號、警告提示、功率牌、銘牌或導線標記等標識！
Wallbox 本身沒有電源開關！起電源斷開裝置作用的是設備插頭，或者如果沒有設備插
頭，可以使用配電器中的輸出保險絲。
不允許使用延長電纜將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與 Wallbox 相連。
只允許連接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或者其充電器。不能連接其他載荷（電動工具
等）！
只能通過插頭，不能通過電纜從插頭支架中拔出充電線。
注意，充電線不能有機械損傷（彎曲、卡住或旋得過緊），觸點區域不能接觸熱源、污染
物或水。
在開始充電之前，應始終目視檢查是否有損傷。這時尤其應檢查充電插頭觸點區域是否髒
污和受潮，檢查充電線的絕緣層是否有切口或磨損，以及 Wallbox 的電纜輸出端位置是否
穩固。 

(1) 因受到過專業訓練、知識和經驗，以及對相關標準的瞭解，可以評估賦予其的作業並識別可能的危
險的人。

小心

注意，不能因不恰當的操作而損壞 Wallbox （殼蓋、內部零件等）。
只能通過充電線插頭，不能通過電纜從插頭連接中拔出充電線。
注意，充電線不能有機械損傷（彎曲、卡住或旋得過緊），觸點區域不能接觸熱源、污染
物或水。 

注意

如果下雨或下雪，Wallbox 安裝在室外區域，不要打開接線盤蓋板！
在打開蓋板之前，必須結束正在進行的充電過程，斷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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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定使用

Wallbox 是在室內和室外區域使用的充電站，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可以在上面充電。不允
許連接其他設備，比如電動工具！Wallbox 是為安裝在牆上或立柱上而設計的。在安裝和連接 Wallbox
時要注意相關國家規定。

按規定使用設備在任何情況下都包括遵守該設備為之開發的環境條件。

Wallbox 是在遵守相關安全標準情況下開發、生產、檢測和記錄的。在遵守針對按規定使用描述的說
明和安全技術提示時，在正常情況下不會因產品產生財產損失或人員健康方面的危險。

無論如何必須嚴格遵守在本手冊中所包含的說明。否則會形成危險源，或者使安全裝置無效。除在本
手冊中提到的安全提示以外，還要遵守相應使用情況下的安全和事故防範規定。

由於技術或法律限制的原因，並非所有版本/選裝件都可以在所有國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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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和所述的功能適用的設備型號為：

BMW i Wallbox Plus

在本手冊中所包含的插圖和說明涉及典型的設備規格。您的設備的規格可能與此不同。

本手冊面向以下人群：

終端客戶（Wallbox 的使用者）
調試技術人員、售後服務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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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顯示器和操作元件

功能：
為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充電
通過 LAN 連接網路
本地智慧手機 App
RFID 功能
通過直接連接的 Modbus-RTU (RS485) 電錶
監控使用者引入線

1 狀態 LED 燈
2 RFID 狀態顯示器
3 RFID 讀取區
4 充電線插頭的支架
5 充電線插頭

開始充電過程

需要 RFID 授權：對於激活了 RFID 功能的 Wallbox，請注意章節节RFID 授權中的說明。

在靜止狀態下，或者在成功授權之後，狀態 LED 燈持續亮藍色。如果已拔下，現在請將
汽車插到 Wallbox 上。

在進行內部自測時，狀態 LED 燈亮橙色數秒。

在成功自測之後，狀態 LED 燈重新亮藍色。已成功連接並授權了汽車。從這時起可以從
汽車上開始充電過程。

在激活充電過程時，狀態 LED 燈藍色跳動。通過汽車啟動充電過程，根據汽車中的設
置，也可以延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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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充電過程

通過解鎖汽車和拔下充電線結束充電過程。這方面的細節請參考汽車生產商的說明。同樣可以通過授
權時使用的 RFID 卡退出，結束充電過程。

1. 請拔下汽車上的充電線，將充電線纏繞到 Wallbox 上。

存放充電線

1. 請將充電線纏繞到 Wallbox 上。
2. 請將充電線插頭插入充電線插頭 1 的支架中，

以安全地存放充電線。

提示
根據 Wallbox 規格的不同，插圖可能與展示
的形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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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LED 燈資訊

狀態 LED 燈段
狀態 LED 燈提供有關 Wallbox 當前運行狀態的資
訊。它由 S1 至 S4 四段組成，它們共同或單獨以
不同的顏色亮起或閃爍。
僅在激活了電源時才能看到狀態 LED 燈，在尚未
授權 Wallbox 時隱藏它。
如果沒有其他說明，所有4 段同時亮起。

通過監控使用者引入線限制充電電流
如果使用「監控使用者引入線」功能，當失去與電錶的連接時，狀態 LED 燈的 S1 和 S2
段會橙色跳動。
充電電流降至 10 A，直到重新建立與電錶的連接。

溫度關斷
如果超過許可的 Wallbox 溫度，會暫時中斷充電過程，狀態 LED 燈的S3 一 S4 段橙色跳
動。
在冷卻階段結束之後，自動重新繼續充電過程。

啟動模式
在激活啟動模式時，狀態 LED 燈的 S2 和 S3 段橙色跳動。

故障
如果出現故障，借助狀態 LED 燈和特殊的顏色代碼發出故障信號。細節參見章節排除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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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iV應用程式

BMW i Wallbox可以在連接網路後通過BMW iV應用程式進行控制。此功能只能通過相關網路進行控
制，不能通過互聯網進行控制。

使用BMW iV應用程式還可以啟動和中止其他充電過程。此外，可以變更運行充電過程的電流強度。

在BMW iV應用程式和BMW Digital Charging Service (BMW DCS)之間並未發生任何直接的資料或資訊
交換。手動干預受控充電過程或充電方案可導致DCS功能的功率減少。

請您在相應的應用程式商店中獲取最新特性和說明。BMW iV應用程式為iOS和Android作業系統研
發，並且可以從iTunes Store和Google Play Store中獲取。

BMW iV應用程式的額外資訊或更新資訊在下載產品的BMW i服務頁面上，位址
為：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bmw-iv-app。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bmw-iv-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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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

在交付狀態下激活了授權功能。在出廠時編程了隨附的 RFID 卡。 

RFID 卡

隨附的四張 RFID 卡用於在 Wallbox 上授權使用
者。
所有 RFID 卡都有不同的顏色。
1 RFID 主卡（白色）
2 RFID 使用者卡（紅色、綠色、藍色）

RFID 授權

RFID 傳感器用於根據 ISO14443 和 ISO15693
標準使用 RFID 卡授權使用者在 Wallbox 上充
電。

1 狀態 LED 燈
2 RFID 狀態顯示器
3 RFID 讀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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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授權
RFID 狀態顯示器 2 和 RFID 讀取區的框架 3白色跳動。

1. 請將 RFID 放到 RFID 讀取區 3 前面。

授權成功
通過升高的音列發出授權成功的信號，RFID 狀態顯示器 2 亮綠色 2 秒。

授權失敗
通過升高的音列發出授權失敗的信號，RFID 狀態顯示器 2 亮紅色 2 秒。

已使能充電過程
如果未在授權成功後的60 秒內開始充電過程，會自動失去許可。狀態 LED 燈 1 在使能
期間亮藍色。在此期間無法使用其他卡激活或禁用。
1. 現在請連接汽車。從這時起可以從汽車上開始充電過程。

配置授權功能

提示

可以禁用 Wallbox 的授權功能。在禁用授權功能或刪除用戶卡時，需要去除 Wallbox 的殼蓋和
接線盤蓋板，以接觸到維修按鈕。 

提示

在配置授權功能時不允許連接電動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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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按鈕

有關打開蓋板的提示：

損壞危險！因接觸可能損壞電氣部件！

在操作組件之前，通過觸摸接地的金屬物體放靜電！

在打開蓋板之前，必須結束正在進行的充電過程，斷開車輛。 

1. 請去除殼蓋，參見章節取下殼蓋。
2. 請去除接線盤蓋板，參見章節取下接線盤蓋

板，以接觸到維修按鈕。

提示

只能通過刪除卡禁用授權功能。通過重新示教卡，重新激活它。 

編程 RFID 主卡

1. 請按下維修按鈕，直到出現第 2 聲信號音（約 6 秒）。現在刪除所有已儲存的 RFID
卡（包括主卡），自動進行重啟。

2. 一旦顯示 RFID 讀取區，就要在重啟後的 60 秒內將需要編程的 RFID 主卡放到 RFID
讀取區前面，等到出現信號音。
RFID 主卡現在編程完畢。請將它妥善儲存。也可以使用 RFID 主卡授權充電過程。

編程其他 RFID 用戶卡

提示

在連接汽車時無法執行以下過程。 

提示

在 Wallbox 上可以總共編程 20 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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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結束正在進行的充電過程，將汽車與 Wallbox 斷開。
2. 請將 RFID 主卡放到 RFID 讀取區前面，等到出現信號音。
3. 請在 5 秒內將新 RFID 用戶卡放到 RFID 讀取區前面，等到出現信號音。RFID 狀態顯

示器切換為橙色。
4. 請在 5 秒內重新將新 RFID 主卡放到 RFID 讀取區前面進行確認，等到出現信號

音。RFID 用戶卡現在編程完畢，RFID 狀態顯示器重新切換為白色。

刪除存儲器中的所有 RFID 卡

1. 請按下維修按鈕，直到出現第 2 聲信號音（約 6 秒）。現在刪除所有儲存的 RFID 卡
（包括主卡），自動進行重啟。

2. 如果 RFID 功能應繼續保持激活，現在請重新開始編程 RFID 主卡。

禁用 RFID 功能

1. 請按下維修按鈕，直到出現第 2 聲信號音。现在刪除所有儲存的 RFID 卡（包括主
卡），自動進行重啟。

2. 如果在之後的 60 秒內未將 RFID 卡放到讀取區前面，會禁用 RFID 功能。在禁用之
後，RFID 狀態顯示器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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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該配置標簽與 RFID 卡一起放在一個袋子中。

提示

請妥善儲存該標簽。 

網路接口

Wallbox 集成有一個網路伺服器，可以顯示大量資訊（狀態資訊、測量值、登錄資訊）。這時無法修
改設置。

提示

通過網路接口還可以檢查是否能正確輸出為監控使用者引入線而安裝的電錶的數值。 

提示

已根據安裝說明書配置了 Wallbox 的 IP 位址，必須在設定「DHCP」時通過路由器識別到您的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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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用網路接口

1. 請在您互聯網瀏覽器的地址欄中輸入 IP 位址，請在您互聯網瀏覽器的地址欄中輸入的 Wallbox
DNS 名稱。比如：http://192.168.0.10



22

故障

提示

操作和安裝說明書的額外資訊或更新資訊在服務頁面上，位址為https://
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提示

如果顯示的故障代碼未在這裡列出，請聯絡 BMW 售後服務部門。 

排除問題

問題 可能的原因

狀態 LED 燈不亮 1. 沒有電源 - 檢查故障電流保護開關和導線保護開關，必
要時接通。

2. Wallbox 出現故障 - 必要時請聯絡您的售後服務合作夥
伴。

充電過程不啟動 1. 未正確插入充電線插頭 - 拔出充電線插頭，重新插入。
2. 車輛不需要能量，或者出現錯誤 - 檢查車輛。
3. 未正確進行授權 - 請遵循手冊中的說明。
4. 按之後的充電啟動時間點編程車輛。

車輛未完全充滿電/充電時間延長 1. 因家中用電量增加激活了 Wallbox 的本地使用者引入線
監控。

2. 缺少許可，延遲開始充電，或者通過 iV App 限制充電
電流。

3. 缺少許可，或者通過 SmartHome 家庭控制系統限制充
電電流。

4. 因許可輸入端上的外部裝置缺少許可（能源提供商
等）。

5. 車輛設置不正確，比如充電模式或出發時間。
6. 因車輛或 Wallbox 溫度過高造成電流減少 - 在充電過程

中防止車輛和 Wallbox 受到陽光直射（車棚、車庫）。
目視檢查插塞裝置是否髒污、磨損或損壞。必要時請
聯絡您的售後服務合作夥伴。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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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拔下充電線插頭 1. 未通過車輛結束充電過程 - 根據車輛生產商的說明結束
充電過程。

2. 充電線插頭在拉力載荷作用下無法解鎖 - 壓入充電線插
頭，重新在車輛上解鎖。

狀態 LED 燈閃紅色（或者狀態 LED
燈的部件閃紅色和白色或藍色）

1. 故障 - 在出現故障時，請首先檢查可能的故障原因，參
見章節在出現故障時可能的原因。
請使用相應的電源斷開裝置斷開 Wallbox 的電源。請拔
下充電線，重新接通電源。

狀態 LED 燈持續亮紅色 1. Wallbox 無法關閉充電線上的電壓 - 重啟 Wallbox。如
果仍存在該問題，將 Wallbox 與電源斷開並更換。

2. 未連接防護導體 - 正確連接防護導體。
3. 防護導體連接電阻值高 - 正確連接防護導體。

複位故障

如果在插入或充電過程中出現中斷，則從 Wallbox 上嘗試自動重啟該過程（最多 5 次）。

如果無法啟動充電過程，必須通過正常結束充電過程，或者在需要時通過重啟 Wallbox 進行應答。如
果再次出現故障而無法追溯到原因，請聯絡您的售後服務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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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現故障時可能的原因

常規故障（以紅色/白色顯示）

「白色/白色/白色/紅色」

故障 1 [0001]

1. 在 Wallbox 自測時（狀態 LED 燈亮橙色）重
新斷開了車輛。

2. 在充電過程中插下了充電線插頭：
未正確鎖定充電線插頭 - 拔下充電線插頭並
正確插入，這時注意正確鎖定。

「白色/白色/橙色/橙色」

故障 3 [0011]

溫度關斷：
超過 Wallbox 中許可的溫度。在短暫顯示故障代
碼之後，狀態 LED 燈 S3 和 S4 段閃橙色，直到
Wallbox 冷卻。

「白色/紅色/白色/紅色」

故障 5 [0101]

Wallbox 未識別到電動汽車
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而是是識別到不允許的
用電器：
只允許為符合標準的電動汽車充電。請去除不允
許的用電器，重新開始充電過程。

「紅色/白色/白色/白色」

故障 8 [1000]

Wallbox 充電線插頭提供了無效的狀態：
充電線的硬件故障 - 拔下充電線插頭並正確插
入，必要時更換充電線。

功率單元故障（以紅色/白色顯示）

「藍色/藍色/藍色/紅色」

故障 8001 [0001]

無法接通充電電壓；內部過程故障或硬件損壞：
重新連接車輛或重啟 Wallbox。
如果再次出現，聯絡售後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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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藍色/紅色/藍色」

故障 8002 [0010]

輸入電壓在許可的範圍以外。
橫截面積過低或導線長度過長：
降低電流需求量或請電工加強輸入引線。
電壓極限（最低-最高）：160 V - 280 V
必要時請向能源提供商詢問電源的最高電壓公
差。

「藍色/藍色/紅色/紅色」

故障 4003 [0011]

識別到車輛中過電流：
車輛未接通為許可的最高電流，被關閉 - 如果仍
繼續存在該問題，將車輛送到維修廠進行檢查。

「藍色/紅色/紅色/紅色」

故障 8007 [0111]

安全監控：
識別到與內部安全電路有關的問題。
可能無法再打開充電接觸器的觸點。Wallbox 在
這一狀態下無法進行自動重新接通嘗試。
必須在電源端重啟 Wallbox。
在特定情況下，故障界面可以被追溯為軟體問
題。升級軟體可以排除故障，參見章節軟體升
級。
如果在成功升級完以後設備再次顯示故障，請聯
絡您的售後服務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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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

清潔

注意

損壞危險！
請避免因以下原因可能產生的損傷：

侵蝕性的溶劑和清潔劑
起摩擦作用的材料
用噴水清潔，比如高壓清洗機
過高的壓力

請注意清潔劑上的提示。 

在需要時請使用一塊潮濕的布清潔 Wallbox 的外殼。可以使用柔和、不含溶劑、沒有摩擦作用的清潔
劑清除頑固的污物。

提示

推薦使用經過 BMW 測試的清潔劑和維護劑：

用於外殼的無光清漆專用清潔劑，編號為 83 12 2 285 244。
用於高光澤度表面的玻璃清潔劑，編號為 83 12 2 288 901。 

保養和維修

在有問題或難題時，請聯絡進行電氣安裝的企
業。只允許專業人員進行維修。在聯絡您的售後
服務合作夥伴之前：
1. 請檢查本手冊和汽車手冊中的故障排除措施。
2. 請記錄車型和序列號。銘牌 1 位於 Wallbox 右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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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升級

軟體可以同通過網路埠更新。其他資訊請參閱章節配置。

可以通過設備內部的USB介面進行更新。推薦操作方法的詳細說明在用於充電產品的BMW i服務頁中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最新軟體可以在網頁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中下載。新軟體比
如可能考慮了修改後的標準，或者改善了與新型電動汽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的兼
容性。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https://charging.bmwgroup.com/web/w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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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頁

廢棄處理

在按規定停止運行設備之後，請將設備交由售後服務部門廢棄處理，或者在遵守所有
最新有效的廢棄處理規定情況下進行廢棄處理。

廢棄處理提示
打叉的垃圾筒符號表示電氣設備和電氣設備，包括附件，要與普通生活垃圾分開廢棄
處理。這些提示位於產品上、使用說明書中或者包裝上。
這些材料可以根據其標識重新利用。您可以通過重新使用、利用材料或以其他方式利
用廢舊設備為保護我們的環境做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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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殼

提示

只有當在本手冊中有詳細參考時，才涉及本章節。 

取下殼蓋

1. 請在 Wallbox 下側將殼蓋的兩個鎖定裝置 1 向
上壓。
這時殼蓋應向外跳一下。

2. 在下側將殼蓋向前擺一下 2。
3. 現在向上取下殼蓋 3。

提示
請將殼蓋保存在包裝中，以避免出現劃痕
或其他損傷。 

取下接線盤蓋板

ESD

損壞危險！因接觸可能損壞電氣部件！

在操作組件之前，通過觸摸接地的金屬物體放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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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鬆開安裝接線盤蓋板 1 時使用的四隻螺栓。

警告

電氣危險！
只允許由受過相關訓練、有資質和授權的專業電工去除接線盤 2 旁邊的端子蓋 3！  

2. 請取下接線盤蓋板。現在可以接觸到接線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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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接線盤蓋板

提示

在安裝接線盤蓋之前，請檢查是否有最新版本的軟體。詳細資訊，參見章節"軟體升級"。 

提示

如果蓋板不存在或損壞，不允許持續運行 Wallbox。不允許使用可替代的蓋板。 

固定螺栓
1. 請重新插入接線盤蓋板 1。
2. 請重新用四隻螺栓安裝接線盤蓋板。

外殼標記
1. 請擰緊四隻螺栓，直到接線盤蓋板左右側的外

殼標記與外殼齊平。
2. 接線盤蓋板必須按規定使外殼密封。

對於自切螺栓，需要更高的力：3.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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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殼蓋

提示

該殼蓋與安全運行 Wallbox 無關。 

懸掛殼蓋
1. 請掛上殼蓋，注意，殼蓋的鉤子已正確掛入

1。
2. 請將殼蓋向下壓，接著將殼蓋 2 向後翻。

殼蓋必須沒有較大阻力地滑入下部導向裝置
中。

注意
注意，殼蓋要在所有側面正確進入外殼導
向裝置中。只允許有最小的均勻的間隙。 

鎖定
1. 請將殼蓋下部區域壓到 Wallbox 上，直到鎖定

裝置 1 完全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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