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处理

最佳水质 

保证完美洗涤效果

专业水处理。 

适用各种要求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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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晶莹 
由洗涤 
开始。

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注重每一个细节对您所供

应的食物和饮料非常重要。 

温特豪德深知洗涤效果是您亮丽登场的一个 

重要部分。我们的开发团队竭力创新更完善的洗

涤工序。我们不仅制造市场领先的洗碗机， 

我们还同样以专业的精神和热情关注水处理、 

洗涤化学品、配件和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对您的洗涤效果全面负责。温特豪德， 

值得您信任。我们是您的洗涤专家，应您的需 

求提供合适的总体解决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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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各种要求的水处理

温特豪德的水处理涵盖了所有的质量水平，从把水软化、

部分脱盐、全脱盐到反渗透。无论您是想要不 

需擦拭就有闪亮的玻璃杯和光洁的餐具，或者您认为洗 

碗机的价值最重要，我们都会满足每个需求。

完全协调的水处理至关重要：

  洗碗机的功能保持永久，寿命就会延长，停机、 

投资和服务成本就会降低。

  洗涤剂和催化剂能发挥最佳效果，并且只要少 

量使用就有更好的洗涤效果。

  不再有污垢和细菌的增长的水垢。

AT Excellence – 保证良好的 

洗涤效果

为了满足未来的最高要求，温特豪德工程师用他们所有 

的专业知识致力于开发新的反渗透设备。该产品 

线包括两个外部设备，AT Excellence-S 和 AT Excellence-M， 

以及一个完全内置在台下式洗碗机的解决方案： 

UC Excellence-i 设备。有了这新一代的设备，我们可以 

向您保证绝对无需擦亮的稳定洗涤效果。这将节省 

您的时间和金钱。这样您就可以专注于您最重要的任务：

让您的客人的开心。

水质对洗涤效果的质量很重要。 

专业的水处理能有效避免水垢、洗涤物品上条纹和斑点的形成。 

水质也能决定洗涤效果。

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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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化处理。 

水处理的基础。

内置软化装置 

内置在洗碗机的软化装置不需要额外的空间。离子交换的树脂容器持续提供软化水， 

因为在洗涤过程中会自动进行再生，取决于水的使用情况和水硬度。

软化装置 MonoMatik 3 

MonoMatik 3 的运行采用离子交换原理，特点是水和盐消耗低。它的无电控制头可以精确

地调节当地的水硬度。外部设备不受断电影响，再生时间会经由控制头的水流自动触发。

短短十分钟的再生时间可以最少的等待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软化装置 DuoMatik 3 

软化过程中两个离子交换药筒交替，这让DuoMatik3无需再生时间而持续进行水处理。 

该外部设备完全机械化无电控制软化和再生。它可以在摄入水硬度高达40 °GH时使用。

软化水：把水去钙，钙会被水溶性

盐取代。

设备 洗涤物
品量

10 ° GH时 的功能 所需的废水排放 电源连接 推荐/可用于机型

内置软化装置 少 1460 公升 /注盐* 无 经由洗碗机 UC系列，PT系列

MonoMatik 3 少 20 l / min 污水连接 不需要 GS 300系列，GS 402，GSR 36， 
UC系列，GS 500系列，PT系列

DuoMatik 3 多 30l / min（连续运行） 污水连接 不需要 PT系列，GS600系列 /UF系列， 
STR，MT系列

* 储盐罐的注入量:1.5 kg 
GH = 总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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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脱盐 TE 15 / TE 20 

部分脱盐药筒TE15/ TE20保证低成本洗涤效果。它们提供纯净的水，并且不产生废水。 

因此这个省空间的药筒能保证实现特别有效和节约资源的水处理。离子交换的容量监测是

通过测量和显示装置和/或机器操作面板上的再生符号进行的。 

全脱盐 VE15/ VE20 

全脱盐药筒VE15和VE20满足高要求的洗涤效果.此药筒节省空间，并且由于没有废水 

的百分百产量，所以特别有效率。容量监测通过测量和显示装置和/或机器操作面板上的再

生符号进行。

部分脱盐水：水会被除钙，部分盐

的会被去除掉。

全脱盐水：水会被除钙，全部盐的

会被去除掉。

脱盐。针对高档和高要求的洗涤效果。

设备 洗涤物品量 功率 所需的废水排放 电源连接 推荐可用于机型

TE 15 少 14.000*1 无 不需要 GS 200系列，GS 300系列，GS 402， 
UC系列，GS 500系列，PT系列

TE 20 多 18.000*1 无 不需要

VE 15 少 4,000*2 无 不需要 GS  200系列，GS  300系列，GS 310， 
GS 402，UC系列（特别作为餐具洗碗机）， 
GS 500系列， 
PT系列（特别作为餐具洗碗机）

VE 20 少 5.500*2 无 不需要

*1 /10 °KH （碳酸盐硬度）
*2 Bei 10 °GS （总含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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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再擦亮。 

AT EXCELLENCE系列的反渗透设备。

始终完美的洗涤效果 

AT Excellence系列的反渗透装置过滤掉水中近100％的杂质。通过这种高纯度的水可以产生

完美的洗涤效果。 

  AquaOpt – 您期许的水质  

暂停洗涤较长一段时间时，Aquatop功能可优化水质。这可以就操作特定的质量要求来 

调整。如此可以不断用最佳的水来洗涤。这可以保证在任何时候都有期望的洗涤效果。

  机器显示屏上显示运行状态 

AT Excellence系列的操作状态可以借由直接的交联显示在洗碗机的显示屏上。 

故障（譬如预先过滤功能或水质）会被通报为一个错误消息，并且可以立即进行维修。

AT EXCELLENCE系列完全不需擦亮工作就能随时提供完美的洗涤效果。 

通过这样您有更多时间留给客人，同时也降低您的成本。AT Excellence-S 

和 AT Excellence-M 这两台外接的设备区别只在于它们的容量。内置于台

下式机器UC-S 和 UC-M的UC Excellence-i提供了额外的协同效应。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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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率和最长寿命 

功能提升，同时减少成本，这是AT Excellence系列达到的基本原则。 

  Plug-and-play 透过内置WAS 

法定的水技术安全装置（WSE）已经安装在AT Excellence系列.*只要接上电和水， 

设备就操作就绪了。没有另外的安装工作和额外费用。

  适应当地条件 

AT Excellence系列会在安装时调整到适合当地的硬度范围。最好的条件来优化产量 

并延长膜的使用寿命。

  智能膜互联 

膜的互连有助于将废水最少化，以及AT Excellence的寿命和效率最大化。

舒适性和安全性 

不限定语言的操作、周详的安全系统和最佳的可达性都是AT Excellence系列在可靠性、 

经营和服务的舒适性方面正面的例子。

  模范安全理念 

泄漏、预先过滤取出和泵保护的传感器保确保设备的操作和减少损坏。

  直观操作 

颜色编码的操作状态显示、操作方式以不受语言限定的象形图加上当地语言解释， 

从而减少使用错误。 

  一致服务性 

服务舒适性是AT Excellence系列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标准。这反映在通过客户服务 

的即插即用减少安装工作，以及菜单引导的首次启动和服务优化设计。

带到我们把光泽

*必须遵守各个国家安装和操作规定！

7

您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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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内部. 

内置反渗透功能.

UC Excellence-i/UC Excellence-iPlus 

UC Excellence-i设备满足高水质要求，并且绝对省空间。通过水处理和洗碗机的相互作 

用使水处理过程能完美配合整个流程，这明显提高了效率。通讯和操作直接在机器的触控

屏幕上。附加内置软化装置的UC Excellence-iPlus可以借由VarioAqua功能把玻璃杯用逆渗透

水洗涤，而碗盘餐具用软水。隔膜的性能和寿命可以同时提高。欧洲法定水技术安全装置

已经安装在设备中。*¹  洗碗机可以经由即插即用功能快速、轻松地安装连接。智能传感器

监测反渗透功能。如果发生故障，旁通功能能确保延续的洗涤操作。

经由反渗透功能处理的水：水被以

机械压力强行通过膜，因此高达

98%的成分会被去除掉。 

新

设备 洗涤物 
品量

功率 [l / h]
(摄入水温15°C时*2)

适用于水硬
度 [°GH]

所需的废 
水排放

预先软化 优势 可用于 
机型

UC  
Excellence-i

少 42 最大 35 污水连接 建议外置， 
允许到35 °GH 
没有预先软化
运行

-  最高产量 
(外部软化)

-  始终最佳水质
-  与洗碗机通信
- 内置WSE
- 旁通功能

UC-S，UC-M

UC  
Excellence-iPlus

少 42 最大 31 污水连接 允许高达31 °GH
的运行

- 最高产量
-  始终最佳水质
-  适合洗涤物品的
水质

-  与洗碗机互动
- 内置WSE
- 旁通功能

UC-S，UC-M

*1 必须遵守各个国家安装和操作规定！                                                                                                                                                                               GH = 总硬度

*2 仅适用于最高35 °C冷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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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洗涤效果。

品质稳定。

AT Excellence-S / AT Excellence-M 

外部的反渗透设备AT Excellence-S 和 AT Excellence-M 因为其完美的洗涤效果而具有绝对 

的说服力。受惠于AquaOpt功能，在洗涤间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水会被优化到所需的质

量水平。AT Excellence设备的运行状态会显现在洗碗机显示屏上。故障可以立即被检测， 

并且快速维修。欧洲法定水技术安全装置（WSE）已经安装在设备中。*¹  AT Excellence可

以经由即插即用功能快速、轻松地安装连接在洗碗机上。众多的安全措施和智能传感器 

确保最佳的洗涤效果和最完善的设备保护。

新

经由反渗透功能处理的水：水被以

机械压力强行通过膜，因此高达

98%的成分会被去除掉。 

设备 洗涤物 
品量

功率 [l / h]
(15°C时的摄入水温*2)

适用于水硬
度 [°GH]

所需的废 
水排放

预先软化 优势 推荐可用 
于机型

AT Excellence-S 少 90 最大 35 污水连接 建议外置， 
允许到35 °GH 
没有预先软化
运行

-  最高产量 
(外部软化)

-  始终最佳水质
-  与洗碗机通信
- 内置WSE
-  传感器监控

GS 200 
系列*3，
GS 300 
系列*3，
GS 402 
系列*3，
UC 系列

AT Excellence-M 多 180 最大 35 污水连接 建议外置， 
允许到35 °GH 
没有预先软化
运行

-  最高产量 
(通过软化)

-  始终最佳水质
-  与洗碗机通信
- 内置WSE
-  传感器监控

GS 500系列，
PT 系列

*1 必须遵守各个国家安装和操作规定！                                                                                                                                                                               GH = 总硬度

*2 仅适用于最高35 °C冷水的连接

*3 自生产日期2004年4月1日起。之前只用套件膜压力容器（项目编号51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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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tik 210 / 420 

RoMatik 210和420的区别只在于容量。它们通过膜过滤可以达到几乎 100%的脱盐，即使

在水量需求很高时也能运作，例如当连接到多个洗碗机时，非常经济实惠。外部的RoMatik

设备以其紧凑的设计、易用性和安全的操作而具说服力。它们以低营运成本提供了无需擦

亮的洗涤效果。

反渗透 – 大量洗涤物品时有最佳效果。

经由反渗透功能处理的水：水被以

机械压力强行通过膜，因此高达

98%的成分会被去除掉。 

设备 洗涤物 
品量

功率 [l / h]
(15°C时的摄入水温1)

用于水硬度 
[°GH]

所需的废 
水排放

预先软化 优势 推荐可用 
于机型

RoMatik 210 多 210 最大 10 地漏和污 
水连接

建议， 
允许最高10 °GH
时无预先软化
的运行

-  高产量  
(通过外部软化)

- �内置 
66-l-储存器

GS 200 
系列*2， 
GS 300 
系列*2， 
GS 402*2， 
UC系列  
(特别作为餐 
具洗碗机)， 
GS 500系列， 
STR、 
MT系列， 
PT系列（特 
别作为餐具洗
碗机）

RoMatik 420 多 420 最大 10 地漏和污 
水连接

建议， 
允许最高10 °GH
无预先软化的
运行

-  高产量 
（有软化）

-  内置 
66-l-储存器

*1 仅适用于高达25 °C冷水的连接

*2自生产日期2004年4月1日起。之前只用套件膜压力容器（项目编号5101127）结合RoMatik 150 

GH = 总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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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AT Excellence-i AT Excellence-iPlus AT Excellence-S AT Excellence-M RoMatik 210 RoMatik 420

摄入的水温 [°C] 最大 35 最大 35 最大 35 最大 35 最大 25 最大 25

渗入容量在+15 °C时 [l / h]
摄入的水温  
以电源电压而定

最小 42 
 

最小 42 
 

最小 90 
 

最小 180 
 

210 
 

420 
 

产量 [%] 最大 55 +/- 5*1*2 最大 55 +/- 5 *2 最大 55 +/- 5*1*2 最大 55 +/- 5*1*2 最大 75 *1*2 最大 75 *1*2

保留的盐成分 [%] ≥ 93 ≥ 93 ≥ 93 ≥ 93 ≤ 98 ≤ 98

产品水质 [μS / cm] < 80 < 80 < 80 < 80 < 20 < 20

水流压力 [bar]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2 最小 1.5 最小 1 最小 1

静压力 [bar] 最大 6 最大 6 最大 6 最大 6 最大 6 最大 6

摄入的水最大电导率  [μS / cm] 1.200 1.200 1.200 1.200 2.250 2.250

摄入水总硬度 [°dH] 最大 35 最大 31 最大 35 最大 35 最大 10 最大 10

储存器/  [l] 
膜压容器

– – 可选 可选 66 66

总连接负荷 [W] UC值 + 200 UC值 + 200 50 Hz：230-310
60 Hz：250-320

50 Hz：450-670
60 Hz：500-650

1.400 1.900

软化装置 建议前置 内置 建议前置 建议前置 建议前置 建议前置

电源连接 参见UC值 参见UC值 200 V–240 V, N~,  
50 Hz/1.4–2.0A 

200 V–240 V, N~,  
60 Hz/1.4A –1.5A 

200 V – 240 V, N~,  
50 Hz / 2.9 A – 4.0 A  
200 V – 240 V, N~,  
60 Hz / 2.7 A – 3.0 A 

230 V, N~,  
50 Hz,10A

230 V, N~,  
50 Hz,10A

防护类型 IPX3用 
CN背板 

（可选）：IPX5

IPX3用 
CN背板 

（可选）：IPX5

IPX5 IPX5 IPX1 IPX1

硅酸盐 / 氯极限值 [mg / l] 最大 30 /  
最大0.2

最大 30 /  
最大0.2

最大 30 /  
最大0.2

最大 30 /  
最大0.2

最大 10 /  
最大0.05

最大 10 /  
最大0.05

重量 [kg] UC值 + 15 UC值 + 15 22 34 63 81

*1   连接的软化水总硬度是0°DH时，冷

*2   该数值是通过测量确定的。这些数据不是指单一的设备，也不是任何商品的一部分，而只是作为设备之间的比较

温特豪德设备的使用一般来说适用于当地对水的要求，此设备符合德国饮用水条例的规定，规定中的有如 

下的极限值：铜2.0毫克/升，锰0.05毫克/升，硫酸盐250毫克/升

技术数据 MonoMatik 3 DuoMatik 3 TE15/ TE20 VE15/ VE20
容量 20 l / min， 

可连续提取软水 
直到再生:  

使用最多到29 ° dH  
总硬度

30 l / min， 
可连续提取软水 

直到再生:  
使用最多到40 ° dH  

总硬度*1

容量在10°dH时 
碳酸盐硬度： 
TE15:14,000l*2 

TE 20: 18.000 l*2

容量在 
总盐含量10°时： 

VE 15: 4.000 l*2 
VE 20: 5.500 l*2

材料 药筒由玻璃纤维制成， 
储盐罐和盖子由 

塑料制成

药筒由玻璃纤维制成，
储盐罐和盖子由 

塑料制成

药筒由不锈钢制成 药筒由不锈钢制成

流水压力 [bar] 最小1.5，最大 8 最小2.5，最大 6 最小 2，最大 6 最小 2，最大 6

摄入水温 [°C] 最大 50 最大 60 最大 60 最大 60 

监控 – – 控制面板 / 脉冲计数器 控制面板 / 脉冲计数器

操作模式 再生程序由硬度表盘和 
水流量自动控制

再生程序由硬度表盘和
水流量自动控制

通过操作电源 
230 V（可选） 

测量和显示单元

通过操作电源 
230 V（可选） 

测量和显示单元

连接电缆 [m] 
长度

– – 5.0 5.0 

尺寸 [mm] 宽度 260 
安装深度 505 

高度 680

宽度 360 
安装深度 500 

高度 790

TE 15：高度 480 / Ø 250 
TE 20：高度 595 / Ø 250

VE 15：高度 480 / Ø 250 
VE 20：高度 595 / Ø 250 

重量 [kg] 
(含过滤介质)

10,0 21,0 TE 15：15,0 
TE 20：21,0

VE 15：15,0  
VE 20：21,0 

*1  总硬度41 – 45 °dH 时：根据要求  

*2 理论值，可在摄入的水中相应的矿物质含量有高达25％较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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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过滤器。为了保护反渗透膜，我们建议使用 

预过滤器。摄入水中的氯含量非常高时， 

活性炭过滤器的使用是必要的，以防止膜的分解。 

为了防止固体如粘土、沙子等， 

进水过滤器（保留容量>150 µM）无法经这些阻挡下来，所以使用一个 

泥沙过滤器是必要的。它可以防止膜被阻塞。

注意!

脱盐的水或经过反渗透处理过的水不可以和铜管、 

镀锌的管或黄铜零件（如接头）接触到。

技术数据 内置软化装置

摄入水温 [°C] 最大 60

流水压力 [bar] 1.0 – 6.0 （能源版本：1.5 – 6.0）

最大摄入水硬度 30 °dH 总硬度

再生剂容器容量 [kg] 1.5

功能 AT Excellence-i AT Excellence-iPlus AT Excellence-S/AT Excellence-M
洗涤效果

反渗透 ● ● ●

AquaOpt ● ● ●

与洗碗机通信 ● ● ●

与洗碗机互动 – ● –

预过滤监测 ● ● ●

隔膜冲洗 ● ● ●

水质监测 – – ●

效率

内置WSE（即插即用） ● ● ●

前置软化功能 ● ● ●

VarioAqua /适合洗涤物品的水质 – ● –

硬度范围调整 ● – ●

智能膜互联 ● ● ●

舒适/安全

旁通 ● 
（自动）

● 
（自动）

● 
（手动）

全面的安全理念 ● ● ●

不限定语言的操作 ● ● ●

最佳可服务性 ● ● ●

清洁和维护方案 ● ● ●

事件日志 ● ● ●

洗碗机内置 ● ● –

● = 标准  

● = 可选

 – = 不包含



WSE-Set MonoMatik / DuoMatik
对于系统的DVGW或DIN兼容运行，需要使用WSE-Set MonoMatik 3 / DuoMatik。该套件含有符合DIN1717标准的安全组合HD与防回流装置和管式曝气器（C型）， 

同时也符合DIN1988-4标准。注意各国安装和操作规定！

技术图纸和质量

MonoMatik 3 DuoMatik 3

AT Excellence-S AT Excellence-M

TE 15 / VE 15 TE 20 / VE 20

AT Excellence-i RoMatik 210 / RoMatik 420



Winterhalter

温特豪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申旺路5号

电话� +86 (21) 51511310

传真� +86 (21) 51511950

www.winterhalter.com.cn

info@winterhalt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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