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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用戶：歡迎您使用本公司車載冷暖冰箱，在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本說

明書，並按說明書正確使用！ MOBICOOL美固產品暢銷於歐、美及曰本等地，深受駕

車人士和戶外旅遊者的歡迎，在酷熱的夏季，您喝飲料可享受到冰爽的感覺，在寒風刺

骨的嚴冬，可享受到溫暖的食品，一年四季適用。

- 本迷你冰箱，採用航天高科技的半導體製冷技術，不僅能冷藏，又能溫熱，具有高效製

冷、製熱、靜音、耗電量少，外觀簡潔大方，體積小，方便攜帶等優點，是居家、旅遊

的好幫手；

- 產品使用安全可靠的製冷系統、直流風扇散熱、絕緣保溫零件，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

電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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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特點

點煙器插頭

冰箱插頭

冰箱插頭
AC插頭 冷熱轉換開關

靜音開關

DC電源插座

AC電源插座

220 V~

製冷  關  製熱

靜



(1)汽車的鑰匙電源在打開的狀態，先發動汽車引擎；

(2)車用電源線對準本機器車用插座插入到底；

(3)將車用電源線的12V插頭直接插入汽車點煙器插孔。

2     電源連接與操作：本系列產品的工作電壓為直流12V或交流220V

2.1   12V直流供電工作

MBF20/MBF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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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煙器插頭

冰箱插頭

DC電源插座

AC電源插座

~

MBF20X

冰箱插頭
AC插頭

製冷  關  製熱

靜



2.2   如果供電電源為交流電時，用配置的交流電源線插入產品上的交流插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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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F20/MBF20S

MBF20X

MBF20X

~

~

製冷  關  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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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製冷、製熱操作

MBF20/MBF20S：

(1)製冷時，將開關拔到"製冷"，此時綠燈亮，冰箱開始製冷；

(2)製熱時，將開關拔到"製熱"，此時紅燈亮，冰箱開始製熱；

(3)關閉時，將開關拔到中間的"關”上，冰箱停止工作；

(4)冷熱轉換時，先將開關拔到中間的"關"上，1分鐘後再將開關轉換到製冷或製熱狀

態，如果頻繁冷熱轉換，冰箱製冷系統可能會因溫度劇烈變化而損壞製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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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熱

製熱

製冷

製冷綠燈亮 紅燈亮

MBF20X：

溫度顯示

“製冷”模式指示

“製熱”模式指示

“開/關”按鈕

“正常/靜音”按鈕 溫度設定按鈕

溫度顯示單位

“正常/靜音”
   模式切換



2.4  靜音模式

MBF20/MBF20S：

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下，撥到靜音開關可使用靜音功能降低噪音，同時能達到節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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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F20X有四個顯示圖標和四個操作按

鈕1、顯示圖標

2、按键操作

“開/關”按鈕：長按1-2秒，切換開機/關機。

“正常/靜音”按鈕：圖標顯示為靜音狀態；無此圖標為正常模式。

溫度設定按鈕：設定溫度範圍：-9℃~65℃，設定完成後（5-6秒不再

按鍵操作），設定溫度閃爍2次，表示設定有效，冰箱控制系統根據

設定的溫度自動選擇製冷或製熱。

製冷狀態指示

製熱狀態指示

溫度顯示單位

靜音指示

MBF20X：

“正常/靜音”按鈕，圖標顯示為靜音狀態。

靜



● 冷藏水果的存放環境溫度應在0-10°C 之間，可以保持水果的品質和味道，使水果的

保鮮期得到延長。

● 冷藏啤酒的存放環境溫度應在0-15°C之間，以10°C左右為宜，而瓶裝熟啤酒應在

5-25°C之間保存。
● 冷藏茶葉如溫度控制在5-10°C之間，保存茶葉質量效果較好，一般可保持1年以上茶

葉風味不變。

● 冷藏化妝品（護膚品）的存放溫度應是10℃至14℃，過高及過低的保存溫度都會使

化妝品變質，而冷卻了的化妝品（護膚品）會給發熱的肌膚降溫有很好的感覺，會使肌

膚收縮和舒適。

適宜冷藏：水果、啤酒、易拉罐可樂、茶葉、飲料等。

不適合冷藏：冰淇淋、雪糕等冷凍食品，化學試劑，生魚與肉類等（熟食可存放大約

5-8小時）

● 越靠近製冷片的位置，製冷效果越好。

● 冷藏飲料時，選擇金屬易拉罐類，效果更佳。

● 西瓜等水果保鮮，先切成兩半，封好保鮮膜，再將平面貼近冰箱內壁。

● 飯菜保鮮，先把飯菜放在平底不銹鋼盤子裡，封膜後將盤整個平底貼近冰箱內壁。

● 化妝品，護膚品冷藏，平攤在冰箱內壁，越靠近製冷片位置越好。

3     電子冰箱的使用技巧

4     冷藏保鲜温度参考

適合範圍：

適用場所：家用、車載、遊艇等。

也可用於家用和類似用途，如：

-商店、辦公室或其他工作場合的廚房區域；
-農場及賓館、汽車旅店和居住型環境的顧客；
-家庭旅館型環境；
-餐飲業和類似的非零售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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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先關掉冷熱開關，再將插頭拔出，切斷電源。
● 使用柔布沾上少許清潔劑擦拭機體表面污垢或灰塵，本機內部可使用柔布以溫水輕
拭。
● 不可用水直接沖淋或清洗機體，尤其開關插座散熱出入口等機體部位，切勿濺到水，

否則會造成產品零件損壞，更有觸電危險。

● 請勿頻繁開門，以免能量損耗，效果不佳。長時間不使用時，請把本機擦拭乾淨，置

於陰涼處存放；

● 切勿在水中使用，切勿暴露在雨中；

● 遇有電源線損壞，勿用手接觸交流電線，以免發生危險；

● 如使用高速充電器之前，必須讓產品與汽車電池點煙插頭分離；

● 使用產品時要注意使用的電壓絕對正確（本產品的適用電壓已清楚標明

在背部下方的標貼上）；

● 產品不宜運送或裝載有酸蝕性和腐蝕性的物品，同時不能用腐蝕性的溶

劑擦拭產品；

● 平時注意不要堵塞散熱口位置，產品儲存室不宜直接放入液體或冰塊，

防止水分濺入冰箱出風處或上方；

● 如在使用產品到達其使用壽命終結期時，請注意妥善處理該產品，以免

造成污染；

● 使用本產品應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操作，請勿私自拆卸內部件；
● 在製熱工作狀態下，本機可將箱內溫度控制在50-65℃之間，請注意高

溫，以免燙傷；

● 產品不是玩具不可讓孩子玩耍；

● 不可讓8歲以下的孩子使用和接觸本產品以免引起傷害；

● 不得在器具中貯存爆炸物，如助燃噴霧劑。

5     清潔與保養

安全使用提示

6     注意事項與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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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F20/MBF20S/MBF20X：

● 如果冰箱不工作，請檢查電源是否與插座相連，可能是煙插座不能供電， 請按下列措

施操作： 

A. 檢查煙插座供電是否在打開狀態。

B. 檢查煙插座，有可能連接不當，或底座有污潰，請用非金屬刷子擦乾淨。

● 若製冷效果不好，請按以下措施處理： 

A. 如果冰箱製冷效果不好，風扇不轉，有可能是風扇損壞，請聯絡售後修理。

B. 如果風扇運轉正常而沒有冰凝效果，這是製冷片的問題，請聯絡售後修理。

MBF20X：

顯示“E1”溫度傳感器開路故障。

顯示“E2”溫度傳感器短路故障。

顯示“E3”顯示控制面板與主控板通訊故障。

以上故障，請聯絡售後修理。

按鍵按不動，可反复按幾次或停電再接上電源，如果仍然不能恢復則需更換顯示屏PCB

板（維修）。

7     一般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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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產品技術參數

MBF20 20L DC12V 12V      

 220V~50Hz

50W（製冷）

41W（製熱）

最冷點可
低於環境
温度22-23℃

最高可達

60-65℃

型號       容量  車載供電

AC220V

交流供电 輸入電壓 輸入功率 製冷       製熱 產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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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308*351
mm

MBF20S 20L DC12V 12V      

 220V~50Hz

75W（製冷）

68W（製熱）

最冷點可
低於環境
温度28℃

最高可達

60-65℃

AC220V 465*308*351
mm

MBF20X 20L DC12V 12V      

 220V~50Hz

75W（製冷）

68W（製熱）

最冷點可
低於環境
温度28℃

最高可達

60-65℃

AC220V 465*308*35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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