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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F espresso

优质的浓缩咖啡 
自动的手冲咖啡

WMF espr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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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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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resso 获得 iF 设计奖和红点最佳设计奖，将传
统意式半自动咖啡机的时尚外观和感受与出色的性能
和开创性的易用性结合在一起。

WMF espresso 是WMF品牌高端产
品的代表，产品设计获得了国际设
计界的广泛认可。创新的内置研磨
装置、自动压粉以及动态咖啡辅助
科技等功能确保了这款开创性的咖

对于 WMF 的客户来说 
创新是标配

特色 
与创新

啡机功能多样、可用性高，性能优
越。而其绝对的可靠性让您能从今
天开始到很远的将来一直为您的客
人提供正宗的意式浓缩体验。

WMF espr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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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特色与创新

提供优质的咖啡体验

WMF espresso

WMF espresso出品之所以稳定，是因
为制作一杯浓缩的所有关键环节都
自动化了，咖啡品质不单纯依赖咖
啡师的水平。 首先，咖啡机会自动
将正确份量的咖啡投入粉碗中，然
后以理想的压力和始终如一的稳定
性自动压粉，确保每次都能获得品
质出色的浓缩咖啡。

WMF espresso 的两个内置研磨装置
配备精密珩磨的碾磨轮，能够进行
非常精细的研磨，确保浓缩咖啡的
杰出品质。咖啡粉通过密闭的内部
通道直接送入冲泡器，避免任何浪
费。

为 了 能 满 足 高 峰 时 段 的 高 需
求，WMF espresso 400 V 电压的机型
使用优化后的锅炉，将加热功率提
升至6kW，使咖啡机能够同时制作咖
啡、出热水和打奶泡。 

WMF espresso 是日出杯量 300 杯
场合的理想之选，专为实现高产量
和高品质而设计。因此，您大可放
心，即使在客流高峰时段，也不会
出现为享用美味咖啡而焦急等待的
情形。

两个内置研磨装置

自动压粉

同时制备

高产量

除了 Basic Steam 蒸汽系统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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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的第二个 Auto Steam 自动蒸汽棒

设计出杯量高达每天 

300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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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特色与创新

我们用创新为您铺平道路

WMF espresso

WMF espresso 配有 3 种不同尺寸的手柄——两
个标准双杯手柄和 1 个标准单杯手柄。咖啡机
可以自动识别所插入的手柄，而且仅显示可以
使用该手柄尺寸制作的饮料种类。

WMF espresso 提供更大容量、空间
和更高时间效率，而且现在还可以
选择两个外接扩展豆槽，分别用于
盛放不同的咖啡豆（例如浓缩咖啡
和美式咖啡）。每个豆槽的高度为 
128 mm，容量为 1100 g。

这款咖啡机标配两个容量为 550 g 
的风冷式隐藏豆槽，可放置两种不
同咖啡豆（例如浓缩咖啡或美式咖
啡），使其全天保持新鲜和芳香。内
置豆槽有助于节省空间，您可以直接
在咖啡机上方放置和加热咖啡杯。

支持快速分配热水，具体水量也可由用户单独
调节，能够以高效且用户友好的方式制备咖啡
以外的饮料。此外，每种饮料（例如红茶或绿
茶）的温度也可个性化单独调节。

人工投放口为您的客户提供更多咖
啡选择，使用单独的磨豆机将所选
咖啡豆研磨后将咖啡粉直接添加进
WMF espresso咖啡机粉碗内并进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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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第二根 Basic Steam 蒸汽棒手动
制作牛奶泡。经验丰富的操作者甚
至可以以像咖啡师一样制作拉花。

人工投放口丰富咖啡品类

3 种不同的手柄可调节热水出口

自动或手动打奶泡

风冷式豆槽

外接豆槽



12 13

质量

特色与创新

为一致的高品质咖啡而设计

WMF espresso

使用 WMF espresso，可以根据每种
饮料配方来单独设置冲泡温度，让
每种饮料都能以其理想温度供应。

在配置为内置豆槽的型号上，实用
的可加热杯架就在机器顶部，这样
既节省空间又方便随时取用杯子。
此外，杯子总是会经过预热，使每
杯咖啡保温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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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咖
啡杯。因此，不仅每一杯咖啡都处
于理想温度，而且保温更久，让您
尽享咖啡的纯正口味。

标配的智能创新动态咖啡辅助 (Dy-
namic Coffee Assist) 技术可持续监测
冲泡时间，自动调整影响咖啡品质
的重要因素，如研磨度和粉量。如
此可让萃取时间维持稳定，确保每
一杯咖啡都如同上一杯那样美味，
并且始终如此。STEAM JET

动态咖啡辅助系统  
(DYNAMIC COFFEE ASSIST)

温杯架

独立温度调节

杯托可以根据固定出咖啡口的高度手动调节，
确保调整到适合每种浓缩咖啡的最佳高度。这
样饮料就能保持在最佳温度，消除尴尬的咖啡
飞溅问题，确保每杯咖啡的表层油脂都保持完
好状态。

可调节高度的杯托



14 15

可用性

特色与创新

全部功能都只需轻轻一点

WMF espresso

传统手柄式咖啡机的外观和
感受

使用醒目的触摸屏，能够以简单且用户友好的
方式来调整各种软件设置选项，而其他触摸感
应按键则只需一次触摸即可实现按键功能，且
易于清洁。

WMF espresso 配有符合 HACCP 标准
的自动化清洗系统，同时还配有支
持洗碗机清洗的水盘。将特制的可
溶清洁药片放置在手柄内，系统即
可自动清洗机器。只有蒸汽棒需要
手动清洁。

从咖啡粉量到饮料温度，每种配方
在安装时都带有默认的关键变量设
置，用户可针对每种饮料对这些设
置进行个性化修改。例如，简单地
选择每个冲泡组件上方的三个选项
按钮之一（普通浓缩咖啡、特浓咖
啡或 Lungo 咖啡），就能为每个冲
泡组件独立选择制备每种饮料的水
量。

经典机身设计、手柄以及手动或自
动打奶泡选项让WMF espresso看起来
听起来都像一台半自动咖啡机，散
发出咖啡文化的魅力。但它同时还
具有自动化制备浓缩咖啡的所有优
点，比如简单的操作、最少的操作
者培训以及始终如一的咖啡品质。

在 WMF espresso 上，还可以安装由先进的耐高温聚合物 
PEEK 制成的 Auto Steam 自动蒸汽棒。这种材料不沾牛
奶，因此清洗蒸汽棒更加方便。

触摸屏和按键

自动清洗程序

饮料选择

PEEK 蒸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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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服务

特色与创新

针对您的业务定制咖啡机

WMF espresso

使用触摸屏底部的咖啡师按键（以
三个咖啡豆图标显示），操作者可
以轻松地将一个或两个手柄中的
下一杯饮料的咖啡粉量增加或减少 
15%，提供出色的个性化咖啡体验。

为了方便您轻松定制自己的 WMF espresso，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从经典优雅到生动
现代。无论您是希望其低调融入还是亮眼
突出，它都会为您的环境氛围增添光彩。

WMF espresso 采用 LED 面板实现背
面照明，可以选择照明的颜色搭配
具体场所的装饰风格。 

色彩出众，选你所爱

咖啡师按键

LED背面照明

拉丝金色

拉丝黑色

珍珠缎光

火龙红

鲜橙色

向日葵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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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所有的WMF专业咖啡机都轻松支持
符合HACCP的操作。例如，可以下载
清洗记录、执行完整的数据备份，
并且支持使用优盘进行软件更新。

符合HACCP标准

特色与创新

优质咖啡邂逅数字解决方案

我们深知您的数据关乎您业务的
成 败 。 正 因 为 此 ， 我 们 为 W M F 
CoffeeConnect开发的平台符合最先
进的基础设施标准。多层次IT架构可
以保护我们提供的服务免受网络犯
罪的攻击。我们还搭建了一个先进
的身份和访问管理系统，该系统支
持物联网需求，提供对数据和系统
的多因素和基于角色的访问。

WMF COFFEE CONNECT

数据安全

WMF CoffeeConnect是我们领先的数字云平台。它可
大大拓展您的咖啡机和其他相连机器的潜能，使其能
够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并远程接收指令。通过收集、分
析和处理销售、运营、消费和维护方面的信息，WMF 
CoffeeConnect能帮助您优化流程并降低服务成本。而
这仅仅是个开始。您可以在办公桌边就将广告和特别

优惠信息发送到咖啡机显示屏上，提高营业额。WMF 
CoffeeConnect拥有多种功能，以满足机器管理、维护和
运行以及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各种需求。这些功能以仪表
板监控或报告的形式呈现。此外，我们的专家可以根据
您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分析，方便您利用先进的商业
智能工具深入了解您的咖啡业务。

WMF 专业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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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概要

技术数据概要
所有您需要的事实和数据

20

WMF espresso

723 mm 540 mm

580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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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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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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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内置研磨装置、2 个豆槽、2 个冲泡单元、1 个 Auto Steam 自动蒸汽棒 + 1 
个 Basic Steam 蒸汽系统、SteamJet、热水出口、加热杯托、LED 照明、3 个手
柄（用于单杯或双杯的不同尺寸）、一组垫脚 (50 mm)

拉丝黑色 拉丝金色 珍珠缎光 火龙红 鲜橙色 向日葵色

WMF espresso 可配备以下牛奶和蒸
汽系统：

基本配置中包含的功能：

第 2 个 Autosteam 自动蒸汽棒、外接豆槽（不含温杯功能）、彩色涂层、 
PEEK 蒸汽出口、XL 手柄（15-21 g）、额外垫脚组（高度 + 50 mm）

可选择的选项，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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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热水输出/小时 190 杯

咖啡豆槽 每个约 550 g

外部尺寸（宽/高/深） 723 / 580 / 540（600 带悬浮式饮料杯储存装置）mm

供水系统 固定供水系统

空载重量（取决于配置） 约 75 kg

连续声压力水平 (LpA)** < 7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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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咖啡机从生产线下线之时并不代表我们质量承诺的
完结。从第一天起，我们每台机器的设计和建造就都
以获得成功为目标。我们丰富的个性化服务确保每台
机器的性能都持久可靠。

品质至上 
享誉全球

WMF打造尖端的专业咖啡机，我们
的服务确保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都拥有最先进的维护技术支持。我
们的跨国服务套餐专为您的服务量
身打造，WMF培训中心提供的定期
培训确保这些专业知识不断地传递
到我们整个全球服务网络。

安装
每台机器都由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安
装，他们知道如何根据您的特定需
求进行微调，同时将水质和接入类
型、您偏爱的咖啡豆、饮品类型等
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对运行、清洗
和维护的个性化培训确保您的员工
和机器和谐相处。因此，无论是现
在还是将来，您的客户都能享用到
优质的咖啡。 

维护
只有良好维护的机器才能保证咖啡
出品的稳定和优质。这也是为什
么维修技术员需要定期系统性地
检查机器，更新软件，清洗并在必
要时进行除垢。我们主动式的服务
不仅让机器的使用寿命更长久，
还能确保您遵守健康、安全、保密
及环保的规章制度。创新的WMF 
CoffeeConnect数字平台使高效集中
管理机器成为可能，让您随时随地
查看服务信息，实现预见性维护。

修理
在极少数需要修理的情况下，WMF
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我们能快速
提供高品质的原装零件，我们的电
话支持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将很
快让您的机器重新运行，继续提供
优质的咖啡和大量的投资回报。

WMF服务

WMF专业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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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

设计优雅和智能的 WMF 辅助设备旨在让您的 WMF 
espresso 更臻完美，同时改善操作人员和咖啡消费者
的体验。 

从 WMF一系列的辅助设备中进行选择来完善您的咖啡业务。正如您对 WMF 
期望的那样，辅助设备无论在审美层面还是在功能层面都与咖啡机相辅相
成。用于盛放咖啡渣的不锈钢敲粉盒可轻松地滑入到机器下方，并巧妙地
与其设计融合成一体，而三个配套的奶缸则为咖啡产品增添优雅气息。 

辅助设备
扩展和增强 

您的 WMF 咖啡机

WMF espresso

敲粉盒 奶缸套组

• 用于咖啡渣 
处置的优雅方案

• 无缝安装在 WMF espresso 下方 
（通过增加额外垫脚）

• 由优质不锈钢制成

• 外部尺寸（宽/高/深）： 
211 / 95 / 338 mm

• 由三个配套的奶缸套组

• 时尚卫生

• 由优质不锈钢制成

• 容量（小/中/大）： 
150 / 300 / 750 ml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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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Android

序就能直接联系我们并向我们发送
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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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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fj@wmf-japan.co.jp 
www.wmf-japa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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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88 496 3435  
coffee@wmfnorthamerica.com 
www.wmf-coffeemachines.us.com

SEB PROFESSIONAL Nederland B.V.
Gyroscoopweg 82-84 
1042 AX Amsterdam

+31 20 480 80 85 
business-nl@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nl_nl
Showroombezoek op afspraak

SEB PROFESSIONAL LATAM & Caribbean
PH Brazil 405, Oficina 7D 
Avenida Brasil  
Ciudad de Panama 
Panama

+507 60171520 
COliver@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

SEB PROFESSIONAL France SARL
13 - 15 Rue Claude Nicolas Ledoux 
94000 Créteil

+33 1 49 80 80 10 
commercial-fr@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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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021 2601 6288 
pcm.seb.cn@seb-professional.com 
www.wmf-coffeemachine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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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 PROFESSIONAL BeLux BV
Halfstraat 5_18
B-2630 Aartselaar |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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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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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3341216 
maquinasdecafe@wmf.es 
www.wmf-coffeemachines.es

SEB PROFESSIONAL UK Limited
31 Riverside Way 
UB8 2YF Uxbridge

+44 1895 816100 
sales@wmf.uk.com 
www.wmf-coffeemachines.u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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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以了解更多信息

WMF Group GmbH
Eberhardstrasse 35 
73312 Geislingen/Steige

+49 7331 258 482 
professional-coffeemachines@wmf-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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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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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6 021 2601 6288 
邮箱：pcm.seb.cn@seb-professional.com 
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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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