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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53 年，其
前身是位于德国盖斯林根/斯蒂格的
一家金属器皿厂。经过多年的风风雨
雨，如今的 WMF已成为创新、产品和
服务质量以及设计专长的象征。1927
年，WMF首次实现了大规模商业咖
啡机的生产，这为WMF独一无二的承
诺奠定了基础。WMF承诺会满足所
有寻求可靠的优质咖啡以及技术专
业知识的伙伴的需求。90余年后，“
德国制造”这一质量认证仍然在彰显
着我们的目标：永远做您的首选。在 

WMF，您会找到可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的理想咖啡机。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
全自动咖啡专用机、过滤式咖啡机以
及手柄式咖啡机，模块化设计让您可
以根据需求精确调整其配置。我们
的解决方案不仅推动了销售量的增
长和流程的改善，还可以成为新商业
模式的基础，帮助大家应对日益增长
的数字化水平。我们的开发工程师将
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个任务中：充分
理解并拥抱客户的咖啡世界，帮助您
做好准备，牢牢把握住未来的机会。

WMF 专业咖啡机

WMF 是全球全自动专业咖啡机的市场领导者之一。作
为具有多年成功经验并得到高度信任的品牌，我们的
使命非常清晰：通过优质的咖啡、可靠的解决方案和
全方位的服务，为客户带来流畅优质的咖啡体验。 

品质与可靠性的融合
源自 1927

WMF 专业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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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我们的承诺是“旨在提供出众性能”，即我们认为每
一台 WMF 专业咖啡机都应提供出众的技术性能，确
保可靠性，满足客户期待。

德国制造
我们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全部集中
于德国南部的盖斯林根。数十年来，
这里已成为高品质专业咖啡机的中
心。我们按照订单精心制造每一台
机器，并在发送给客户之前对每台
设备进行全面测试。 

创新
在 WMF，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
不断研发新功能，以帮助我们的客户
优化咖啡业务。比如著名的拿铁玛
琪朵咖啡，以及现在的新鲜过滤l式
咖啡。我们所有的机器都提供面向
未来的数字连接性，开辟了一个充
满机遇的新世界。

可靠性
我们的客户十分信任我们。WMF 咖
啡机的外观设计优雅大方，可以放
置在任何场景内，提升整体环境质

感，促进业务增长。 

品质
满足公认标准只是一个开始。我们
获得了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认证，
证明了我们的工艺稳健且具备可持
续性。同时，我们仅选用最高等级的
材料和最先进的技术，这也为我们
的质量口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设计
WMF 不仅拥有一流的外观，还荣获
了诸如 iF 设计奖和红点最佳设计
奖等著名奖项，这都是对其世界顶
尖设计的有力证明。WMF 的设计简
洁、现代、易于识别，彰显了对完美
咖啡的承诺。

为此，我们竭尽全力，因为我们希望
成为您在专业咖啡解决方案领域的
第一选择。

旨在提供出众性能
首选 

咖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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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以您的成功为己任，因此提供各种服务解决方案，
帮助全球各地的客户充分发挥机器潜能，收获最大利
益。 

品质至上 
享誉全球

无论什么挑战，我们都能解决
供应咖啡的环境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的客户群也非常多样。凭借近 100 年
的行业经验，WMF 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客户面临的挑战。这些宝贵经验正是
我们所有服务设计的基础。 

长期可靠的优良性能
WMF 咖啡机质量上乘，结合我们的服务，其使用寿命更是会大大延长。通
过全面了解客户的需求，我们开发出由标准服务包和增值服务构成的理想
组合，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为了确保给您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经过精心
设计的安装服务必定会为您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我们的预防性维护将确
保您的机器始终具有最佳性能，同时我们还随时做好准备，在您需要时提
供维修服务。 

WMF 服务

WMF 专业咖啡机

客户满意度 日常运营 商业成功

机器可用性
帮助您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

出色的咖啡等级
为您的客户提供始终如一的优

质咖啡。

可规划的后续成本
避免意外，找到合适的商业稳定

性水平。

法律法规遵从性
严格遵守健康、安全和环境法规。

投资保护
最大限度地提高 

咖啡机的使用寿命。 

良好的操作技能
确保机器和员工高效配合，满足客

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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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WMF 优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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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专业咖啡机市场的领导者之一，WMF不仅为
客户提供最优秀的专业咖啡机和新颖的数字解决方
案，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关于咖啡的全方位知识。WMF 
优质咖啡中心将这些专业知识汇集一堂，并不断进行
扩展和完善。

从豆子到杯中， 
始终行走在优质咖啡之路上。

WMF 优质咖啡

WMF 优质咖啡中心的使命是使用最
精密的专业咖啡机制作出最美味的
饮品。为此，我们在数字和线下培训
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涵盖了影响咖
啡风味的诸多因素，从植物及其收
获到咖啡豆的烘焙、混合和酿造等
应有尽有。培训以 WMF 员工以及分
销伙伴和客户为对象。WMF 优质咖
啡中心还会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量

身定制的支持，例如，针对如何用正
确的咖啡豆和混合咖啡创造出个性
化的风味提出建议，或者为新特色
饮品研制定制化配方。简而言之，该
中心成为了贸易展览会上的综合性
信息枢纽，并协助 WMF 工程师从感
官角度评估咖啡质量，以帮助改进
机器，确保每个客户都能畅饮最美
味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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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WMF COFFE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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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经营着咖啡企业，您可能想要了解如何提高业
务效率和盈利能力，但这似乎并不容易。也许您没有
时间进行必要的分析，甚至无法获取所需的数字。有
了 WMF CoffeeConnect，收集数据、了解数据并利用它
们来优化您的业务就会变得易如反掌。 

优质咖啡 
邂逅数字解决方案

WMF CoffeeConnect

屡获殊荣的 WMF CoffeeConnect 云
平台可帮助您利用数字化优势，为
您的咖啡机和服务活动增值，并提
高您的咖啡业务的盈利能力。您可
以随时随地查看和分析销售数据和
服务信息，还可确定最畅销的饮品
和高峰销售时段，然后进行相应地
优化。您会及时收到耗材量低的警
告提醒，以便迅速采取措施，重新
添加配料，提高维护效率。例如，您

可以使用双向系统向选定的机器发
送促销优惠信息。如果您愿意，我
们甚至可以将 WMF CoffeeConnect 
平 台 与 您 自 己 的 业 务 系 统 进
行 关 联 。通 过 其 独 有 的 集 成 水
平，WMF CoffeeConnect 能够为您提
供非凡的功能来管理咖啡业务的各
个方面，优化流程、安排维护、改善
供应链、降低服务成本以及增加营
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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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如果您的企业是只有少量专业咖啡
机的酒店、餐厅、酒吧、咖啡店、办公
室或餐饮公司，您可以通过监测维
护、操作、配料消耗和服务数据，利
用 WMF CoffeeConnect 增值。

如果您的公司是一家高收入企业，并
且在广泛的区域内拥有大量咖啡机，
那么您可以利用 WMF CoffeeConnect 
分析和优化您的业务绩效。

作为运营商，您可能会对能够显示
客户的专业咖啡机的填充水平、消
耗 量 和 任 务 的功能 感 兴 趣。WMF 
CoffeeConnect 可帮助您增加正常运
行时间、优化库存管理并进行故障
排除。

中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运营商 

数据安全性和隐私性

WMF COFFEE CONNECT：主要益处

我们了解安全的重要性，知道数据
对 您的企业蓬勃发展而言至关重
要。因此，我们遵照最先进的基础
设施、数据保护以及身份和访问管
理标准研发了我们的系统。我们严
格遵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处理您的数据，并在必要时进行加
密。我们通过合同协议以及客户的准
许来保证您的信息和个人数据的隐
私性。

在 WMF CoffeeConnect 的帮助下，收集数据、理解
数据和使用数据变得易如反掌。加入我们的数字
世界，了解 WMF CoffeeConnect 如何帮助您优化业
务。

可视化 数据供应

机器管理 其他工具

深入见解

 ▪ 业务绩效数据
 ▪ 维护和运行数据

 ▪ 提供系统接口 (API)
 ▪ 特定于客户的实施项目

 ▪ 集中式机器和用户管理
 ▪ 双向通信

 ▪ 媒体资源库

 ▪ 标准报告
 ▪ 定制分析

WMF COFFE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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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我们的目标是以您需要的方式支持您的咖啡业务。所
以，我们的产品组合适用于各种需求，从全自动特色
咖啡机到全自动过滤式咖啡机，甚至是创新型自动意
式咖啡机，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每位咖啡消费者都有自己的喜好，而每个咖啡企业都有自己的精确需求。
我们希望为您提供最贴合您和您的客户的需求的专业咖啡机。因此，我们
的全方位产品组合包括三个不同的产品系列：全自动特色咖啡机、全自动
过滤咖啡机，以及开创性的自动手柄咖啡机类别，即使您不是咖啡师也能
制作出令人垂涎欲滴的正宗浓缩咖啡。

产品组合
满足您的 

所有需求。

产品组合

我们每一款全自动特色咖啡机都能制作多种
优质特色咖啡，一触即得。 机身选用高品质材
料，优雅设计引人注目，为所处场所增光添彩。
每一种机型都拥有多种适合服务和自助服务模
式的配置，可满足低、中和大容量环境中的各
种客户需求。

全世界都喜欢正宗的浓缩咖啡。但是传统的手
柄式咖啡机需要技术娴熟的咖啡师才能操作。
因此，我们决定弥补浓缩咖啡手工冲泡和自动
冲泡之间的空白。结果，我们打造出屡获殊荣
的 WMF espresso 意式咖啡机，它可使所有需要
专业技能和操作的步骤自动化，同时保留真正
浓缩咖啡机的风格和韵味。这样的浓缩咖啡堪
称“自动化手冲”咖啡。

全自动特色咖啡机

手柄式自动意式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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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WMF 拥有着可以不断塑造未来的辉煌历史。我们拥有
的专利数量令同行难以企及，这绝非偶然。自从我们
于 1927 年发布第一台专业咖啡机以来，我们一直走在
创新的前沿。

对于 WMF 的客户来说， 
创新是标配。

功能与创新

我们的使命之一是不断提高标准，改
进性能、新产品和创新功能，以完善
您的咖啡业务。这意味着我们要不
断加强对如何让咖啡融入您的世界

的理解，从而帮助您为抓住未来的机
遇做好准备。这种不断追求创新的
精神是让 WMF 成为了诸多企业的首
选专业咖啡解决方案的因素之一。

特色与创新

WMF 自动清洁系统

WMF 自动清洁 系统消除了手动清洗
咖啡和牛奶系统的需要。咖啡系统
的清洁颗粒储存在机器中，每 60 个
清洁周期仅需更换一次，而牛奶系
统的清洁液可供 40 个周期持续使
用。这两个系统都是自动计量的。
您只需配置一次清洁周期，机器就
会在选定的时间进行自动清洁。清
洁完成后，机器可立即再次投入使
用。

WMF 远程智能系统是一款创新型工
具，适用于自助服务领域中的完全
无接触式订购和制备饮品。该网络
应用程序使用简便：用户只需用移
动设备扫描二维码，选择一种特色
咖啡，然后便可畅饮香浓的咖啡。这
款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案能够与任何
移动操作系统兼容。用户甚至不需
要下载和安装特定的应用程序，仅
需要拥有移动设备摄像头和一个有
网络连接的互联网浏览器即可。

WMF 远程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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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特色与创新

我们最先进的自动 Dynamic Milk 
Assist 将帮助您始终如一地为您的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牛奶泡。它能够制
作出完美的冷热牛奶泡，并保证您
的咖啡机有较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创新型 Dynamic Milk Assist 技术确保
您制作出的所有牛奶饮品始终拥有
较高的品质。它使用最先进的传感
器，持续监测冷却器中的温度和机
器中的牛奶流量。它会根据这些数
值调节泵的速度等因素，以制作出
预选的完美牛奶泡。此外，Dynamic 
Milk Assist 还能检测牛奶液面是否为
空，甚至在盒中袋系统中也能进行
准确检测，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混合
器空转问题。

为 确 保 为 客 人 提 供 的 每 一 杯 咖
啡 都 是 优 质 的，我 们 研 发 了一 系
列自动 调 整 技 术，咖 啡 机 可自 我
监 控 并 按 需 进 行 技 术 调 整 。创 新
型 DYNAMIC COFFEE ASSIST 系统可
持续测量冲泡流量，自动调整对制
作优质咖啡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如
研磨度和研磨量。这样一来，萃取时
间便可保持稳定，从而确保每一杯
以浓缩咖啡为基础的饮品都拥有同
样的美妙风味。

动态牛奶辅助系统 
(DYNAMIC MILK ASSIST)

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直到今天，如果您想同时满足过滤
咖啡爱好者和特色咖啡爱好者这两
个消费者群体的需求，您仍需准备
两种不同的咖啡机。但 WMF 开创性
的新鲜过滤式咖啡技术彻底改变了
这种情况。现在，您仅需一台机器便
可同时提供两种服务，在最小的空间
内提供最丰富的饮品种类，并可节约
投入的资金、能源和维护成本。借助
我们全新的过滤工艺，每一杯咖啡都
由美味的咖啡豆新鲜冲泡而成，然后
进行过滤。由于该系统可确保恒定
的温度和容量，每一杯过滤式咖啡
的香味和新鲜度都是相同的。

新鲜过滤式咖啡

冷咖啡

这种新颖独特的系统让 您可以 提
供多种用冷咖啡制作的新型特色饮
品。通过让新鲜冲泡的热咖啡经由
热交换器冷却到 50°C 以下，为制作
美味的冰咖啡和其他饮品提供快速
解决方案。在较低的温度下，冰块或
冰淇淋更不易融化，冷却饮品就更
美观、更可口。此外，由于冷咖啡是
通过一个单独的阀门生产的，因此
其他所有特色饮品都以常温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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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传感器

一台真正智能的咖啡机能自动适应
不同的杯子。现在，WMF 5000 S+ 和 
WMF 1500 S+ 能够支持安装杯子传
感器。当杯子被放置在水盘上时，
传感器会识别到并将咖啡出口自动
移动到距离杯子上方合适的高度。
同时还可以根据使用的杯子在咖啡
机上预选特定的饮品和杯型，省略
手动选择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溢出状
况。为您的客人带来顺畅的服务，帮
助您最大化提高操作效率。

WMF 专业咖啡机 特色与创新

蒸汽喷嘴

在先进的 WMF 技术的支
持下，只需轻触屏幕上的 
SteamJet 按键，即可在几
秒内使用自然蒸汽加热每
个咖啡杯。因此，不仅每一
杯咖啡都处于理想温度，
而且保温效果更持久，让
您尽享咖啡的纯正口味。

双牛奶解决方案

现在，您可以为您的 WMF 专业咖啡
机添加两种不同的奶源，让您的饮
品菜单更加丰富多彩，为你的顾客
提供另一种牛奶种类的选择。

重型冲泡器

我们希望您可以在 WMF 专业咖啡机
漫长的使用过程中享受最大的可靠
性和卓越的性能。因此，我们精心选
用了最坚固的材料，例如，由不锈钢
制成的耐用、高性能的重型冲泡器。
此冲泡器的容量为 19 克，允许用户
在一个步骤中进行大批量冲泡，细
筛功能让用户可以更具更精细的配
方来制备特色咖啡。这台机器的维
护也易如反掌，由于冲泡器被永久
地安装在机器中，只需由您的 WMF 
服务技术员进行维护，不需要进行
额外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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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特色与创新

蒸汽系统

我们的一体式蒸汽系统为您的 WMF 
专业咖啡机锦上添花，使您能够制
作种类丰富的饮品。无论使用您机
器的人是刚刚入门的初学者还是志
向高远的咖啡师，他们都能在每一
台 WMF 机器上找到符合其需求的先
进且易用的蒸汽系统。您可以用它
来加热香料红酒等饮品，并将牛奶
打成完美的泡沫（例如，当您想制作
拉花或用外部原料制作奶泡时）。只
需选择最符合您业务需求的系统，
您就可以满足客户对饮品的期待。

此系统可用来方便快速地加热多种饮品，例如热巧克力
和热葡萄酒，如果您的客户需要，此系统还可用于手动
加热牛奶和制作奶泡。

此系统设计意图是用一个外部来源制作热饮或手动打
奶泡。半自动蒸汽棒在达到预设温度后将自动关闭，和
传统打奶泡方式相比更容易操作。

Auto Steam 系统的蒸汽棒允许用户在制作每一份咖啡
时事先调整牛奶泡密度，也可全自动制作三种不同类型
的奶泡。此系统还使加热牛奶和制备各种热饮料变得
易如反掌。

牛奶系统

Basic Milk 系统是诸如卡布其诺、拿
铁玛奇朵和拿铁等需要热牛奶和热
奶泡的经典特色咖啡的理想选择。

Easy Milk 系统可从出饮料口自动出
冷牛奶、热牛奶和热奶泡，帮助您进
军冷牛奶混合饮品以及特色热咖啡
市场。 

WMF 的 Dynamic Milk 系统提供更全
面的功能，可全自动制备 4 种不同稠
度的热牛奶泡和3 种不同的冷奶泡，
以及热牛奶和冷牛奶。有 2 种不同
的奶源可供选择。因此，您为客户精
心调制的每一杯咖啡都会拥有无可
挑剔的奶泡。 

无论您的客户喜欢热的还是冷的咖
啡或特色牛奶，WMF 都能提供卓越
的解决方案，始终确保最佳饮品质
量。在我们的牛奶系统的帮助下，您
的操作人员或顾客能够轻松地制作
专业咖啡，无需具有任何经验。从 
Basic Milk 系统到用途更加广泛的 
Easy Milk 系统或顶级 Dynamic Milk 
系统，每个系统都提供了多种美味
的牛奶和牛奶泡选择。

提供多种冷牛奶混合饮品和特色热咖啡从未如此简单。
创新型 WMF Smart Milk 系统帮助您的员工或顾客轻松
制作饮品。它从饮品出口直接自动分配冷牛奶、温牛奶
以及细孔温奶泡。由于采用了 Clean in Place 系统，清洁
实现了自动化并且轻松简便。

WMF SMART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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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系统

当为您的企业选择专业咖啡机时，
您会希望这个型号的咖啡机不仅能
为您的客户制作出高品质的特色咖
啡，而且还要便于员工清洁。这样就
能缩减员工培训和维护的时间。为
了满足您的需求，我们创建了满足 
HACCP 规定的适用于牛奶系统的清
洁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系统都旨在
优化性能和方便使用。敬请选择最
适合您的企业的系统。

Basic Clean
这种手动系统使用清洗液和水清洗咖啡机，然后使用淡水进行冲洗。每天需要将出水口放在
特殊的清洗液中进行手动清洗。它适用于带 Basic Milk 的机器或不带牛奶系统的机器。

Plug+Clean
该系统使用热水和蒸汽来清洗牛奶系统，只需将 Plug+Clean 适配器插入机器/冷却器的 Plug+Clean 
插座即可。这避免了每天拆卸奶泡器的需要，将放置在清洗液中的手动清洗减至每周一次。使用 
WMF 1100 S 的 Click+Clean 系统时，必须将适配器连接到机器的热水喷口。

AutoClean
WMF AutoClean 系统消除了手动清洗咖啡和牛奶系统的需要。咖啡系统的清洁颗粒储存在机
器中，每 60 个清洁周期仅需更换一次，而牛奶系统的清洁液可供 40 个周期持续使用。这两个
系统都是自动计量的。您只需配置一次清洁周期，机器就会在选定的时间进行自动清洁。

Smart Clean
因为采用了 Smart Clean，用户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完成每日的清洗工作。仅在冲泡 250 次后，或最
多 7 天后才需要进行完整的系统清洁。有了该清洁系统，用户无需每天手动取出或拆除出口。

Easy Clean
这款适用于 Easy Milk 系统的全自动系统使用特殊的清洁容器和可溶性清洗片。在连接牛奶软
管和清洗容器后，机器出水进入清洗容器中，然后使用清洗剂、净水和蒸汽自动清洗和冲洗机
器。每周必须手动清洁奶泡器一次。

Clean in Place
我们最先进清洗系统的操作方式与 Easy Clean 系统相同，其额外的优势在于奶泡器也可由系
统自动清洗。在所有配备有 Dynamic Milk 系统的咖啡机中，它是使用最方便的。

所有清洗系统均与 WMF 咖啡机的机型和配置相匹配。

触摸屏

我们所有的新机器都带有现代化的 
10 英寸彩色触摸屏。它们呈现出水
晶般清晰的画面以及简洁易懂的触
l摸菜单和滑动菜单。饮品预选让操
作人员可以在一份订单中要求提供
多种饮料，而在自助服务模式中，顾
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修改所选择
的饮品。此外，您可以根据自身的业
务需要定制颜色和图形，一些型号
还可以显示照片甚至视频，以帮助
顾客或起到广告宣传效果。同时，这
些显示屏非常适合在需要时显示营
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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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机概要

咖啡机概要
丰富菜单，选择无限

全自动特色咖啡机

WMF 专业咖啡机

手柄式自动意式咖啡机

WMF espresso

优质浓缩咖啡， 
自动手冲。

建议日出杯量 300 杯

显示屏 彩色触摸屏

冲泡单元 手柄

研磨装置 2

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

新鲜过滤式咖啡 -

牛奶系统 -

蒸汽系统 Basic Steam / Auto Steam

供水系统 固定自来水管连接

清洗系统 软件引导的清洗程序

冷咖啡 -

热水 / 咖啡平行供应 √

WMF CoffeeConnect √

自动高度调整 杯托

WMF 5000 S+ WMF 1500 S+ WMF 1300 S WMF 1100 S

出色的咖啡风味， 
轻松融入任何场景。

出色的咖啡多样性， 
可靠的高品质。

可靠的咖啡品质，融合稳健的工艺和
便捷的服务。

专业咖啡等级， 
紧凑型设计。

250 杯 180 杯 120 杯 80 杯

10英寸彩色触摸屏 10英寸彩色触摸屏 7英寸彩色触摸屏 7英寸彩色触摸屏

重型冲泡器 专业冲泡器 专业冲泡器 专业冲泡器

最多 2 个 最多 2 个 最多 2 个 最多 2 个

√ √ - -

可选 可选 - -

Easy Milk / Dynamic Milk Basic Milk / Easy Milk / Dynamic Milk Basic Milk / Smart Milk Basic Milk

Easy Steam / Auto Steam Basic Steam Basic Steam Basic Steam / Auto Steam

固定自来水管连接 水箱 / 固定自来水管连接 水箱 / 固定自来水管连接 水箱 / 固定自来水管连接

Easy Clean / AutoClean / Clean in Place
Basic Clean / Plug+Clean / Easy Clean / 

Clean in Place
Plug + Clean / Smart Clean Click+Clean

可选 - - -

可选 - - -

√ √ 可选 可选

出咖啡口 可选出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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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使 咖 啡 吧 里 没 有 训 练 有 素 的 咖 啡 师，我
也 希 望 客 户 能 品 尝 到 正 宗 的 浓 缩 咖 啡 。使 用 
WMF espresso 咖啡机，我能确保出品的每一杯咖啡 
都是优质的，同时还能带给咖啡爱好者期望的个性
化口味。”

优质浓缩咖啡， 
自动手冲。

WMF espresso

WMF 专业咖啡机

屡获殊荣的 WMF espresso 咖啡机
将传统意式咖啡机的高品质和咖啡
师的才华与全自动咖啡机的简单和
一致性集于一身。它拥有传统意式
咖啡机的经典外观以及所有激起你
对于意式咖啡店的感官体验，如蒸
汽的嘶嘶声和手柄敲打粉渣盒的声
音，但制作过程中棘手的部分确是
自动的，确保了出品的稳定可靠。放
入手柄时，机器会自动识别并研磨
预设重量的咖啡，自动压粉并监控

冲泡时间，制作出品质稳定的咖啡。
所以如果你习惯了使用全自动咖啡
机，那么WMF espresso 咖啡机将给
您带来更 正 宗的浓 缩咖啡体 验且
无需耗时于咖啡师培训。而对于比
较熟悉传统意式咖啡机的人来说，
这台机 器的优势是稳 定高品质的
咖啡，非常适合员工流动频繁的场
所。WMF espresso意式咖啡机，弥补
了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空白，是日出
杯量300杯场合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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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ESPRESSOWMF 专业咖啡机

WMF espresso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从经典雅
致的色彩到鲜艳时髦的色彩应有尽有。无论您
是希望其低调融入还是亮眼突出，它都会让整
个环境的格调更加美妙。

色彩出众，选你所爱
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双高度可调杯托内置 WMF COFFEE CONNECT

咖啡和热水 并行制备温杯架

机器两端的高度可调杯托采用先进的 WMF 技
术，可为任意杯型提供最佳间距，确保每种饮
品都以理想温度供应并保持机器洁净。

实用的可加热杯架就在内置豆槽的上方，也就
是机器顶部，这样既节省空间也让杯子触手可
得，方便随时取用。

标备的智能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技术持续测量冲泡流量，自动调整对咖
啡等级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如研磨度），自动调
整以保证完美的萃取时间，从而获得品质始终
如一的优质浓缩咖啡。

机器可同时出咖啡和热水，节约您的宝贵时
间。

通过收集、分析和处理您机器的数据或向您的
机器发送信息，WMF CoffeeConnect 帮助您优化
流程、降低服务成本和增加营业额。

WMF espresso 集自动咖啡制作系统
的所有优势于一身。另一方面，其经
典机身设计、手柄和手动打奶泡选
项仍然能满足您对传统意式咖啡机
的情感诉求。

1. 传统机器的外观和感觉

2.  两个内置研磨装置和自动压
粉

WMF espresso 的两个内置研磨装置
配备精密珩磨的碾磨轮，可确保浓
缩咖啡的杰出品质。它还可自动压
粉，品质始终如一。

两个容量为 550 g 的风冷式内置豆
槽可放置两种不同咖啡豆用来制作
浓缩咖啡或美式咖啡。现在，您也可
以选择使用更大、更明显的豆槽，容
量为每个 1100 g。

3. 风冷式豆槽

4. 自动或手动打奶泡

只需轻触按键，WMF espresso 便可使
用 Auto Steam 蒸汽棒自动制作三种
不同稠度的牛奶泡。操作者也可用
另一根 Basic Steam 蒸汽棒手动打奶
泡，像咖啡师一样制作匠心独运的
拉花。

除了用于预热杯子的中置 SteamJet 
蒸汽喷嘴以 及 用于自动打奶泡的 
Auto Steam 自动蒸汽棒之外，还可选
择第二个 Auto Steam 自动蒸汽棒，为
您的业务节省操作时间。

5.  可选的第二个 Auto Steam 自
动蒸汽棒

6.手柄式咖啡机

WMF espresso 配有 3 种不同尺寸的
手柄，可制作单杯或双杯咖啡。咖啡
机会自动识别手柄类型，并在屏幕
上显示针对该手柄类型可提供的咖
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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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公司里，第一要务就是快速提供稳定卓越的
质量和选择。我的客户希望以他们的方式及速度获得
优质的咖啡。WMF 5000 S+ 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因
此，即使在需求量最高的时段，我也能够依靠它带来
优异的表现。”

WMF 专业咖啡机

出色的咖啡风味， 
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轻松拥有。

WMF 5000 S+

如果您正在经营一家十分繁忙的餐
厅、咖啡馆或面包店，您希望提供各
种优质的特色咖啡，并且希望快速
提供，那么具有强大的功能和灵活
性的 WMF 5000 S+ 可以满足您所有
客户的需求。它配有两个研磨装置、
两种可能的牛奶种类和可选配的糖
浆机，可制作出无数精妙的饮品。
由于采用了 WMF 前所未有的 Fresh 
Filtered Coffee 技术，它甚至可以最
大限度地满足过滤咖啡爱好者的需
求。而且，因为可选择 9 千瓦的加热
能力，它可以同时分配咖啡和热水。
由于它能轻松地满足大中型企业的
需求，所以推荐平均每天需要制作 

250 杯的场所使用。这些优势都得
益于此机器坚固的设计、优质的组
件和尖端的功能。从优雅的金属外
壳和经久耐用的重型冲泡器到高压
电源和优化的烧水装置，每一个部
件的设计都是为了确保机器能够经
受住时间的考验，始终保持卓越的
性能和最大的可靠性。直观易用的 
10 英寸触摸显示屏十分引人注目，
无论是在接待顾客还是在自助服务
的情况下，都能让点餐变得易如反
掌。同时，Dynamic Coffee Assist 和 
Dynamic Milk Assist 技术会持续监测
并调整重要的因素，确保咖啡和牛
奶品质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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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WMF 5000 S+

可选配的 WMF 杯子传感器能够识别放置在水
盘上的杯子，将自动出水口移动到所选饮料的
最佳高度。这样，饮品就能保持在适当的温度，
彻底避免牛奶飞溅的尴尬情形。 

金属外壳

该机器的坚固金属和不锈钢外壳既经久耐用，
又饱含持久的审美魅力。

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动态牛奶辅助系统 
(DYNAMIC MILK ASSIST)

可选的糖浆机支持最多四种不同糖浆或烈酒，
为您提供更多风味选择。

糖浆机

内置 WMF COFFEE CONNECT

饮品杯传感器和可自动调节
高度的出咖啡口

通过收集、分析和处理您机器的数据或向您的
机器发送信息，WMF CoffeeConnect 帮助您优化
流程、降低服务成本和增加营业额。

清洗系统

WMF 每一个符合 HACCP 标准的自动化清洗系
统，都在提升效率和易用性方面做了优化设计，
简化了维护过程并降低了成本。WMF 5000 S+ 
提供 Easy Clean、AutoClean 或 Clean in Place 系
统选择。

这种创新技术可持续监控机器中的牛奶流量和
牛奶冷藏箱的温度，在必要时自动调整，以确
保始终如一的奶泡质量，同时保护奶泡器。

WMF 5000 S+ 可快速制作优质咖啡。
因此，它是在繁忙情况下满足高要
求客户需求的理想选择。

1. 高速

2. 咖啡和热水并行制备

400 V 机型可同时制备咖啡和热水，
节约您的宝贵时间。总加热功率提
高至 9 kW 的锅炉使其成为可能。

该不锈钢冲泡器根据常见于大型机
器的标准制造，可确保长期的高性
能和最大可靠性。

3. 重型冲泡器

4. 冷咖啡

这种创新型选项让您可以提供用冷
咖啡制作的饮料。新冲泡好的热咖
啡流经热交换器进行冷却，为制作
美味的冰咖啡和其他饮品提供快速
解决方案，确保冰块或冰淇淋不会
过度融化，保持饮品美观。

凭借 WMF 创新的新鲜过滤式咖啡
选项，您只需一台身材小巧的咖啡
机便可制作过滤式咖啡和丰富的特
色咖啡，充分扩充您的饮品种类。

5. 新鲜过滤式咖啡

6. 双牛奶解决方案

支持添加两种不同牛奶，可将低脂
牛奶、低乳糖牛奶或豆浆添加到菜
单上，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标备的智能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技术持续测量冲泡流量，自动调整对咖
啡等级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如研磨度），自动调
整以保证完美的萃取时间，从而获得品质始终
如一的优质浓缩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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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WMF 1500 S+ 适合在各种环境中运
营的中小型咖啡企业，既具备您所
期望的 WMF 质量和可靠性，又具有
令人难忘的多样性和高性能。推荐
平均每天需要制作 180 杯饮品的场
所使用。它的 10 英寸可定制彩色触
摸显示屏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可以
通过专业的方式选择特色咖啡，满
足每一种口味需求。两个研磨装置
让您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新鲜研磨
咖啡豆。Dynamic Coffee Assist 技术
为所有以浓缩咖啡为基础的饮品提

供了质量承诺，它可自动调整咖啡
量和研磨程度，确保每杯咖啡的味
道都如同第一杯般醇香可口。此外，
凭借 WMF Fresh Filtered Coffee 技
术这一前所未有的选择，您第一次
可以通过一台占地面积极小的机器
同时满足过滤咖啡爱好者和特色咖
啡爱好者的需求。任意添加我们三
种牛奶系统中的一种，并选择添加
糖浆机，灵活创建理想的配置并为
顾客制作出所有梦寐以求的咖啡饮
品。

“我 需 要 的 咖 啡 机，既 要能 够 稳 定、可 靠 地 制 作
优质咖啡，又必 须 满足我 的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WMF 1500 S+ 刚好符合要求。这种多功能设备非常适
合我的业务。”

出色的咖啡品种多样性， 
可靠的高品质。

WMF 15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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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1500 S+WMF 专业咖啡机

通过选择三种可供选择的牛奶系统，WMF 1500 S+ 
使您有机会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热牛奶、
冷牛奶和奶泡种类。

发光的
LED 侧板

侧板上配有彩色的 LED 照明灯，可以根据您的
环境进行调整。需要进行操作时，如需要补充
咖啡豆时，它还会通过闪烁吸引远处操作员的
注意力。 

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牛奶系统

动态牛奶辅助系统 
(DYNAMIC MILK ASSIST) 内置 WMF COFFEE CONNECT

通过收集、分析和处理您机器的数据或向您的
机器发送信息，WMF CoffeeConnect 帮助您优化
流程、降低服务成本和增加营业额。

清洗系统

WMF 1500 S+ 配备四种不同的清洁系统。WMF 
每一个符合 HACCP 标准的自动化清洗系统，都
在提升效率和易用性方面做了优化设计，简化
了维护过程并降低了成本。

这种创新技术可持续监控机器中的牛奶流量和
牛奶冷藏箱的温度，在必要时自动调整，以确
保始终如一的奶泡质量，同时保护奶泡器。

WMF 1500 S+ 的设计包含多种先进功
能，而外形却特别小巧，仅有 32.5 cm 
(12.8”) 宽和 59 cm (23.2”) 深。

1. 小巧机身

2. 灵活的豆槽配置

WMF 1500 S+ 最多支持 3 个料槽，
让您能够精选最多 2 种不同的咖啡
豆、巧克力粉或双配料。配备两个研
磨装置以及粉槽的机器还支持人工
投放口放入咖啡粉的选项，可用于
制作去咖啡因的咖啡。

凭借 WMF 创新的新鲜过滤式咖啡
选项，您只需一台身材小巧的咖啡
机便可制作过滤式咖啡和丰富的特
色咖啡，充分扩充您的饮品种类。

3. 新鲜过滤式咖啡

4. 糖浆机

可选的糖 浆机支 持 最多四种不同
糖浆或烈酒，为您提供更多风味选
择。

出水口自动移动到所选饮料的最佳
高度。这样，饮品就能保持在适当的
温度，彻底避免牛奶飞溅的尴尬情
形。

5. 自动 可调节高度的出咖啡口

6. 交互式触摸屏

10 英寸彩色触摸屏使用常见的触摸
菜单和滑动菜单，简便易懂，便于导
航。用户可以用自己的色彩方案、标
识和饮品图像进行定制。它非常适
合展示营养信息，也可用于展示广告
图像和视频。

标备的智能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技术持续测量冲泡流量，自动调整对咖
啡等级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如研磨度），自动调
整以保证完美的萃取时间，从而获得品质始终
如一的优质浓缩咖啡。

可选配的 WMF 杯子传感器能够识别放置在水
盘上的杯子，将自动出水口移动到所选饮料的
最佳高度。这样，饮品就能保持在适当的温度，
彻底避免牛奶飞溅的尴尬情形。 

饮品杯传感器和可自动调节
高度的出咖啡口



42 43

WMF 专业咖啡机

WMF 1300 S 可制作品种丰富的专业
咖啡和特色巧克力咖啡，在采纳之
前型号咖啡机优点的基础之上增加
了一系列的新功能，进一步提高可靠
性和可维护性。这款咖啡机可选配
两个咖啡研磨装置，可为客户提供两
种不同的现磨咖啡豆，进而丰富饮
品种类。而通过 WMF 的专业牛奶系

统，则可以灵活地制作各种不同饮
品。WMF 1300 S 功能丰富，是日均出
杯量 120 杯左右的场合的理想之选。
这款咖啡机适合在各种场所使用，
既适用于面包店和自助餐厅，也适
用于快餐店、便利店和中小型餐厅。 
WMF 1300 S 外形小巧迷人，坚固耐
用，能够轻松地满足各种需求。

“我需要通过简单可靠的方式来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特
色咖啡和其他优质饮品，而且希望尽量减少花费在维
护和保养方面的精力。WMF 1300 S 解决方案正好契合
我的需求。”

可靠的咖啡品质， 
融合稳健的工艺和便捷的服务

WMF 13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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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1300 SWMF 专业咖啡机

WMF 1300 S 线条流畅、尺寸小巧，不
但非常适合空间有限的场合，也为空
间宽裕的地方留下了更多盛放其他
咖啡机或配件的空间。 

1. 小巧机身 3. 最多3个槽

为了让您能够为客户提供具有吸引
力的饮品选择，WMF 1300 S 配有最
多两个豆槽以及一个粉槽，还具有
可锁定版本。

显示屏上的广告宣传

热水出口咖啡粉人工投放口

ECO 模式

在为您的客人或顾客制作饮品时或在机器休息
时，您可以利用彩色 7 英寸触摸屏向他们展示
广告图片。 

可选的单独热水出口确保一触即可轻松制作茶
或其他热水冲泡的饮品。 

可使用人工投放口手动放入不同种类咖啡粉，
用于制作某一特定饮品，如去咖啡因的浓缩咖
啡。 

在 ECO 节能模式下，如 10 分钟内没有制作任何
饮品，则会自动降低蒸汽锅炉温度，达到节能
效果。下一次需要使用时，仅需 15 秒即可完成
加热。

通过收集、分析和处理您机器的数据或向您的
机器发送信息，WMF CoffeeConnect 帮助您优化
流程、降低服务成本和增加营业额。

得益于先进的 WMF 技术，SteamJet 
可使用蒸汽在几秒内完成杯子的加
热。因此，不仅所提供的每一杯饮品
都处于理想温度，且热度保持更久，
让您尽享咖啡美味。

巧克力粉混合器易于操作和维护，
配有磁性锁和集成传感器，可确保
混合杯的正确插入，消除泄漏和损
坏的风险。 

作为标准配置的可调节杯挡能够确
保每个杯子正确定位在饮料出口下
方，消除尴尬的咖啡溢出和飞溅问
题。滴水盘可拆卸，便于清洁和清
空。

4. 蒸汽喷嘴

5. 巧克力粉混合器

2. 杯挡和滴水盘 6. 专业冲泡器

德国制造的专业冲泡器由耐用的高
科技聚合物制成，拥有 15 g 容量，可
拆卸以供清洗和维护，即使使用多
年仍能确保性能和稳定性。

WMF COFFEE CONNECT
（可选）

标准照明闪烁

饮料杯和咖啡分配器带有方便的照明灯，当需
要进行任何维护操作（例如添加咖啡豆）时，可
对该指示灯进行设置，使其闪烁以提醒工作人
员。

饮料出口可以手动调节到适合任何杯子、马克
杯或奶缸的理想高度（调节范围在 60 mm 至 
169 mm 之间），消除尴尬的咖啡飞溅问题。

全新智能清洁过程使维护过程比以往更加简
单。在冲泡 250 次或 7 天后，用户可通过插入
清洗片清洁咖啡系统。对牛奶系统的清洗也是
在冲泡 250 次后进行，用户只需插入蓝色的即
插即用适配器即可，这意味无需每天拆卸奶泡
器。

可调节高度的出咖啡口 

清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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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办公室，很多重要谈话，无论是与客户的
还是员工之间的，都有咖啡的陪伴。WMF 1100 S 制作
的高品质专业咖啡不仅有助于改善每个人的心情，还
有利于业务的发展。”

专业咖啡等级， 
紧凑型设计。

WMF 1100 S

您是否在寻找为员工注入额外能量
并给予客户独特欢迎的方式？投资
专业咖啡机是明智的解决方案。按
下按键，WMF 1100 S 即可提供多
种美味的优质咖啡和巧克力饮料。
其 紧凑的机 身中容 纳了许 多通常
在大型机上才出现的高级功能，非
常适合空间有限的高标准场合。双
粉槽选项就是该机型的一大亮点。
专业的冲泡 器可保证 可靠 的性 能

和较长的使用寿命，而 SteamJet 可
在 几 秒内用蒸汽加热 杯子 使 其 达
到适合温度，确保最佳咖啡体验。
对于办公室环境而言，易于使用和
清 洗 尤 为 重 要。得 益 于其 直 观 的
触摸界面和友好的 Click+Clean 系
统，WMF 1100 S 的操作和维护相当
简单。作为一款可靠的入门级专业
咖啡机，它是日出杯量 80 杯的场合
的理想之选。

WMF 专业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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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上的广告宣传

热水出口 咖啡粉人工投放口

ECO 模式

防溢出功能

杯托

即插即用

在为您的客人或顾客制作饮品时或在机器休息
时，您可以利用彩色 7 英寸触摸屏向他们展示
广告图片。 

单独的热水出口确保一触即可轻松制作茶或其
他热水冲泡的饮品。

可使用人工投放口手动放入不同种类咖啡粉，
用于制作某一特定饮品，如去咖啡因的浓缩咖
啡。 

为了保证外观始终洁净并方便维护，水盘由一
个传感器监控，如果没有水盘，则防止溢出并
阻止分配。

在 ECO 节能模式下，如 10 分钟内没有制作任何
饮品，则会自动降低蒸汽锅炉温度，达到节能
效果。下一次需要使用时，仅需 15 秒即可完成
加热。

安装在咖啡渣盒外部的杯托可垫高 100 mm。
水盘确保操作简便并减少清洗次数。

WMF 1100 配有即插即用(PLUG+PLAY)功能，可以
直接快速进行自动安装。

内置 WMF Coffee Connect 
（可选）

通过收集、分析和处理您机器的数据或向您的
机器发送信息，WMF CoffeeConnect 帮助您优化
流程、降低服务成本和增加营业额。

WMF 专业咖啡机 WMF 1100 S

具有直观设计的 7 英寸彩色触摸屏
通过竖向滑动功能为您轻松导航，
而且您可以根据特定要求自定义配
色方案和按键布局。

1. 7 英寸彩色显示屏

2. 多种颜色

WMF 1100 S 的粉末涂层外壳有五种
预配置色彩可供选择，您也可选择
定制更多其他颜色。无论您希望咖
啡机与您工作场所的装饰还是您的
公司整体设计相匹配，您都可以找
到理想的解决方案。

WMF 1100 S 支持添加两种不同配料，
如奶粉和巧克力粉，让您的饮品菜单
更加丰富，这在同级别的其他机器中
很少见。

3. 双配料

4. CLICK+CLEAN 系统

用户友好型 Click+Clean 功能让牛奶
系统易于清洗，用户一周只需要手动
清洗奶泡器一次。显示屏上的分步动
画说明将指导用户完成清洁过程。

得益于先进的 WMF 技术，SteamJet 
可使用蒸汽在几秒内完成杯子的加
热。因此，不仅所提供的每一杯饮品
都处于理想温度，且热度保持更久，
让您尽享咖啡美味。

5. 蒸汽喷嘴

6. 专业冲泡器

WMF 1100 S 轻量、可拆卸的专业冲泡
器采用优质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制作，
确保长使用寿命，具有15 g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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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辅助设备专为在服务和自助服务场所优化饮料品
质并降低日常工作量而设计。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
技术上，每个辅助设备都能与您的咖啡机完美搭配。

从众多高品质 WMF 辅助设备中选择您所需的设备来完善您的咖啡销售产
品，提升操作人员和咖啡消费者的使用体验。辅助设备包括诱人的暖杯架、
牛奶冷却器、温杯冷藏一体架、糖浆机、分杯器、支付设备、移动咖啡推车
等。这些辅助设备与咖啡机组合后不仅提高了整体美感，还能与咖啡机无
缝配合，充分交互。因此，您的牛奶冷却器操作已被编入咖啡机中，并且使
用糖浆机内容物的配方可以作为标准饮料储存在咖啡机显示屏上。

WMF 专业咖啡机 辅助设备

扩展和增强 
您的 WMF 咖啡机。

辅助设备

糖浆机
WMF 糖浆机确保每个饮品菜单都能为顾客带来非凡的
风味。由于与兼容的 WMF 咖啡机直接连接，只需几个
简单的步骤便可将这些咖啡混合特色饮品保存在咖啡
机显示屏上，有 20 多种不同的标准图标可供选择。用户
可随心编制个性菜单，有多达四种糖浆、果泥或烈酒以
及三种不同的剂量可供选择。糖浆机的设计与 WMF 相
得益彰、浑然一体，为“咖啡工作站”赋予了迷人的时尚
外观。

每种糖浆都有单独的软管输送，以确保口味纯
正。

显示屏上显示清洗工作的完整指南，非常方便
用户使用。

产品号 03.9023.0001

瓶容量 1 - 4

外部尺寸（宽/高/深） 261 / 530.5 / 469 mm

空载重量 约 16 kg

可锁闭 √

可拆卸密封圈 √

适用性 WMF 1500 S+、WMF 50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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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咖啡推车和分杯器

使用移动咖啡推车可将 WMF 专业咖啡机放置到任何您觉得合适的位置，无需受上下水限制，对于会议等活动尤
为实用。我们的分配器是高品质的 WMF 配件。

移动咖啡推车 85+

产品号 03.9491.0201 / 10

内置技术接口支持的最大
安装 3.3 kW / 220 - 240 V

外部尺寸
（宽 / 高 / 深） 850 / 900 / 780 mm

重量 93 kg

净水箱容量 约 25 升

废水箱容量 约 13 升

内置粉渣盒 可选

适合 
自助服务 √

可锁闭 √

其他信息

用于咖啡机或 
带台上冷却器的咖啡机， 

按不同机器型号 
提供不同供水系统。

分杯器

产品号 03.9199.0003

外部尺寸
（宽 / 高 / 深） 230 / 192 / 500 mm

空载重量 约 5 kg

可拆卸牛奶添加装置 -

最大可放杯子数
2 包纸杯， 
每包纸杯 

长度 390 mm

适合自助服务 √

其他信息
可放置 2 包直径为 60 - 

90 mm 的纸杯，可叠加放置 
（最多 3 台）

WMF 专业咖啡机 辅助设备

温杯架以及温杯冷藏和牛奶冷藏箱一体架

WMF 杯架采用高品质、易于清洁的材料制成，可直接放置在咖啡机旁边。因此，您的杯子的温度将始终恰到好处，
以防止饮品过快地冷却。此外，您可以将色彩方案与所选择的机器的 LED 颜色相匹配，让它与任何空间融为一体。

温杯冷藏一体架融合了饮料杯加热和牛奶冷却功能，却不增加占地面积。

我们的牛奶冷藏箱均可始终如一地确保将冷牛奶卫生地储存于理想条件下，以便制作优质的牛奶泡。牛奶容器是
可以移动的，易于灌注和清洁。

窄版
温杯架

窄版
温杯冷藏一体架

中置
冷藏箱

台面
冷藏箱

机器下
冷藏箱

产品号 03.9020.0102 03.9021.5013 / 23 03.9022.6041 / 51 / 61 03.9190.0003 03.9469.6012 / 22

额定输出功率/电源 0.15 kW / 220 - 240 V 0.15 kW / 220 - 240 V 0.045 kW /
220 - 240 V

0.08 kW /
220 - 240 V

0.07 kW /
220 - 240 V

外部尺寸
（宽 / 高 / 深） 286 / 530 / 539 mm 286 / 530 / 566 mm 261 / 530.5 / 469 mm 228 / 344 / 469 mm 345 / 300 / 539 mm

空载重量 约 27 kg 约 31 kg 约 16 kg 约 13.5 kg 约 22 kg

最大可放杯子数 60 ~ 260 杯 45 ~ 190 杯 - - -

恒温器 √ √ √ √ √

可加热杯架 4，不锈钢 3，不锈钢 - - -

适合自助服务 √ √ √ √ √

照明（可设置为不同颜色） √ √ - - -

可拆卸牛奶添加装置 - 4.5 升 10 升 3.5 升 9.5 升

牛奶温度传感器 可选 可选 - 可选

牛奶流空提示 可选 可选 - 可选

可锁闭 √ √ √ √

可拆卸密封圈 √ √ √ √

其他信息

可与以下机器一起使用：
WMF 1300 S

WMF 1500 S+
WMF 5000 S+

可与以下机器一起使用：
WMF 1300 S

WMF 1500 S+
WMF 5000 S+

可与以下机器一起使用：
WMF 1100 S
WMF 1300 S

WMF 1500 S+
WMF 5000 S+

可与以下机器一起使用：
WMF 1300 S

WMF 1500 S+
WMF 50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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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专业咖啡机 WMF 虚拟展览室

WMF 虚拟展览室为客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数字体验。
在虚拟展览室中，参观者可以以三维方式畅游 WMF 
专业咖啡机的世界，从完整的产品系列、配件、服务和
数字解决方案到在优质咖啡区品尝独一无二的系列产
品，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WMF 虚拟展览室
全方位 

生动展示 WMF。

全新 WMF 虚拟展览室将创新技术与
关注用户需求的内容完美结合，创造
出了引人入胜的体验。它既能以数字
化方式进行展示，又能为参观者提供
亲身体验的机会。踏进展厅，迎接参
观者的将是一个视听展览。房间的
中间摆放着全新 WMF 1300 S 全自动
机器平台柜台。简便易懂的导航概念
使得探索全新 WMF 虚拟展览室的其

余部分变得易如反掌。参观者在一个
高端世界里尽情探索发现，观看系列
产品的单独演示视频和动画展示，了
解 WMF 的服务团队。一面创新墙展
示了数字遥测、自助服务和网络解决
方案，而产品搜索器则可帮助参观者
找到理想机器。最后，WMF 优质咖啡
中心区域提供了美味食谱和关于咖
啡世界的激动人心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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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Android

WMF PhotoSimu 应用程序
让 WMF 咖啡机 

在您的经营场所可视化

WMF PHOTOSIMU 应用程序WMF 专业咖啡机

想知道 WMF 专业咖啡机安装在您的经营场所是什么
样子吗？通过 WMF PhotoSimu 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轻松投射所选咖啡机在您自己的
经营场所的呈现效果，立即下载体验。

使用二维码下载应用程序，然后扫
描要放置咖啡机的位置，即可开始
体验。凭借增强现实技术，您可以
看到自己喜欢的咖啡机在 3D 房间或
真实环境中的效果，感受照片般的
逼真效果及其实际尺寸和设计。利
用添加辅助设备的选项，您还可轻
松直观地看到完整的咖啡机和设备
解决方案在您经营场所中的样子。 
我们提供的新功能将帮助您迅速找
到完整的产品信息，通过该应用程 

序就能直接联系我们并向我们发送
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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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概要
所有您需要的事实和数据

技术数据概要WMF 专业咖啡机

全自动特色咖啡机手柄式自动意式咖啡机

*  输出量由一台带有水管连接的咖啡机决定，受杯子大小、质量设置、出咖啡口、配置和额定功率等因素影响。建议每日最大输出量以我们提供的规格目录为依据。 
然而，这些平均值仅作为指导数据。请让我们经受过严格培训的 WMF 团队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匹配最理想的咖啡机。

**  高度包括咖啡豆槽
*** 操作人员工作站的 A 级声压水平 LpA（慢）和 LpA（脉冲）在任何工作模式下均低于 79 dB (A)。如果水的硬度大于 5°dKH（碳酸盐硬度），则需安装 WMF 水过滤器。

WMF espresso

建议日出杯量* 300 杯

额定功率/
主电源连接 6.0 - 7.0 kW / 380 - 415 V

根据 DIN 18873--2 标准，每小时出杯量*
浓缩咖啡 / 2 份浓缩咖啡
美式咖啡 /2 份美式咖啡
卡布奇诺 / 2 份卡布奇诺

-

热牛奶 / 热奶泡饮料 -

冷牛奶 / 冷奶泡饮料 -

热水输出/小时 -

每天能量损失符合 DIN 18873-2 标准 -

SteamJet √

咖啡豆槽 每个约 550 g

巧克力粉或其他粉槽 -

外部尺寸（宽/高**/深） 723 / 580 / 540（600 带开放式饮料杯储存装置）mm

供水系统 固定供水系统

空载重量 约 75 kg

连续声压力水平 (LpA)*** < 70 dB(A)

WMF 5000 S+ WMF 1500 S+ WMF 1300 S WMF 1100 S

250 杯 180 杯 120 杯 80 杯

3.0 kW
220 - 240 V

9.0 kW
380 - 415 V 2.75 - 3.25 kW / 220 - 240 V 2.0 - 2.4 kW / 220 - 240 V 1.9 - 2.3 kW / 220 - 240 V

144 / 220 杯
112 / 136 杯
144 / 220 杯

124 / 194 杯
96 / 122 杯
124 / 194 杯

110 / 160 杯
80 / 92 杯

110 / 160 杯

105 / 150 杯
75 / 90 杯

105 杯

√  / √ √ / √ √ √

√ / (√) (√) / (√) - -

160 杯 280 杯 143 杯 110 杯 110 杯

1,55 (Easy Milk) / 2,23 (Dynamic Milk) kWh 1.29 / 1.37 / 2.10 kWh 1.02 kWh 0.76 kWh

√ √ √ √

左右两个槽约1100 g，中间槽约700 g 左右两个槽约1100 g，中间槽约700 g 左右两个槽约 650 g，中间槽约 550 g 约 550 g

约 2000 g 约 2000 g 约 1200 g 约 700 g

325 / 716 / 590 mm 325 / 716 / 590 mm 325 / 670 / 574 mm 325 / 500 / 561 mm

固定供水系统 水箱 / 固定供水系统 水箱 / 固定供水系统 水箱 / 固定供水系统

约 37 kg 32 - 36 kg 约 40 kg 约 25.5 kg

< 70 dB(A) < 70 dB(A) < 70 dB(A) < 7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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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WMF Austria
Langer Weg 28 
6020 Innsbruck

+43 512 3302 
gastro@wmf.at 
www.wmf-kaffeemaschinen.at

SEB PROFESSIONAL Japan
13F Hamarikyu Parkside Place 
5-6-10 Tsukiji, Chuoku Tokyo, 104-0045

+81 3 3541 1941 
Japan@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japan.co.jp

SEB PROFESSIONAL North America
15501 Red Hill Avenue, Suite 200 
Tustin, California 92648

+1 888 496 3435  
NorthAmerica@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us.com

SEB PROFESSIONAL Nederland B.V.
Gyroscoopweg 82-84 
1042 AX Amsterdam
Showroombezoek op afspraak
+31 20 480 80 85 
Netherlands@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nl_nl

SEB PROFESSIONAL LATAM & Caribbean
Guadalupe 10801 | P.O Box 75-2120 | 
Goicoechea, San Jose | Costa Rica

+506 7016 9885 
LATAM@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

SEB PROFESSIONAL France SARL
16-18 rue Dubrunfaut 
75012 Paris I France

+33 1 49 80 80 10
France@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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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 PROFESSIONAL BeLux BV
Halfstraat 5_18
B-2630 Aartselaar | Belgium

+32 828 11 28
Belgium@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nl_be

SEB PROFESSIONAL Iberia S.A.
Avda. Llano Castellano, 15 
28034 Madrid I España

+34 91 3341216 
Spain@seb-professional.es 
www.wmf-coffeemachines.es 

SEB PROFESSIONAL UK Limited
31 Riverside Way 
UB8 2YF Uxbridge

+44 1895 816100 
UK@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uk.com

D E F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以了解更多信息

WMF GmbH
WMF Platz 1 
73312 Geislingen/Steige

+49 7331 258 482 
PCM@wmf.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

WMF in Switzerland
Allmendweg 8 
4528 Zuchwil

+41 32 681 62 00 
vertrieb.schweiz@schaerer.com

WMF专业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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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 PROFESSIONAL (Shanghai) CO., LTD.
1318 North Sichuan Road, ICP, Unit 1101
200080 Shanghai

 +86 21 2601 6308 
China@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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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腾宝（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318号盛邦国际大厦1101室 
邮编：200080 
SEB PROFESSIONAL (Shanghai) CO., LTD.
1318 North Sichuan Road, ICP, Unit 1101
200080 Shanghai

 +86 21 2601 6308 
China@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cn
 

文档内容可能存在印刷及其他错误，保留技术变更权利。 WMF专业咖啡机



64

旨在提供出众性能

wm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