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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提供服务或产品零配件，请与您最近的“THETFORD 服务中心”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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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FORD 交流 /直流电型号 - 一年条件内保修 

THETFORD 承诺从购买之日起一年的保修期，维修或更换其交流 /直流电冰箱。 

保修条件

1.  该保修仅针对交流 /直流电冰箱。该保修不包含玻璃器具、电灯泡或可更换的保险丝。

2.   该保修不适用于人为滥用、安装不当、不正常服务、运输损坏、冷却单元系统再充压、
事故、火灾、维修不当、篡改的冰箱或部件。

3.  默认保修期为一年。

4.   在不允许默认保修期的地区，以上限制不适用。

补救措施条件

1.    在任何保修下 THETFORD 的责任仅限于维修或更换（THETFORD 选项）有缺陷的
冰箱或部件。

2.    在任何情况下，THETFORD 都不负责支付任何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人工、 
业务损失、时间损失、利润损失、使用损耗或任何偶然或必然的损害而产生的费用

或索赔，即便已计价或说明。

3.   在不允许排除或限制偶然或必然的损害的地区，上述排除情况不适用于。

如需获得保修服务，请拨打 +86 755 86272006/13801785859 联系“THETFORD 客户服
务中心”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hetford.cn。

法定权利

该保修条款给予您特定的法定权利，不同的地区，您享有的合法权利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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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意识
在您安装冰箱前，应仔细阅读本手册并理解其内容。

当您看到冰箱上和本手册中的安全警告标志时，应注意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信号词与安

全警告标志一致并标识危险情况。应仔细阅读这些信号词的说明，彻底知晓其意思。这些

信号词都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

此信号词意指危险，如果忽略，可能导致严重人身伤害，甚至死亡，或

大量财产损失。

此信号词意指危险，如果忽略，可能导致轻微人身伤害或大量财产损失。

型号和序列号

型号和序列号位于冰箱内的标签上，以及本手册封面左侧。

操作

该冰箱用于制冷，按照本手册所述安装后，冰箱在 12/24 伏直流电源或 120 伏  
(60 赫兹 ) / 240 伏 (50 赫兹 ) 交流电源下工作。

切勿在冰箱附近存放易燃材料。在冰箱附近存放易燃材料会造成安全 
隐患，并且会降低冷却系统的通风，降低冰箱性能。

不要用湿手触摸冰箱机柜内的蒸发器或其他金属部件，因为会与冰箱 
结冻。

当执行例行维护时，应首先断开冰箱的所有电源。只能由合格的维修 
技术人员执行维护工作。

冰箱的温度由恒温器控制。恒温器上数字“1”表示最热设置，而数字“5”表示最冷设置。
为了获得高效工作，应根据存放食物的类型和环境温度来更改恒温器设置。 

如果您长期不使用冰箱，则应将恒温器置于“关闭”位置（完全逆时针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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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断电装置操作

在环境温度过高时操作冰箱会使冷却单元过热并导致压缩机过早发生故障。 

为避免冷却单元过热，当冰箱电源模块的温度高于约 212 oF (100 oC) 时冰箱将自动断电。

当冰箱电源模块的温度低于约 176 oF (80 oC) 时，冰箱将重新起动。

清洁和除霜

除霜

霜在冰箱内的制冷器板上凝结是正常现象。霜堆积过多会降低冰箱的冷却性能。根据需要

对冰箱进行除霜。

切勿使用锋利的物体、干发器、热风器等对冰箱进行除霜工作。否则可

能对冰箱内部造成损坏。

-  将恒温器转动到“关闭”位置。

-  取出冰箱中的所有食物。

对冰箱除霜会在冰箱内产生过多的水。

-  将干毛巾（等）放入冰箱内吸收过多的水份。

-  将热水盘放入冷冻室直到霜融化。

-  清空滴水盘。

-  取出湿毛巾（等）并晾干冰箱内部。

-  将恒温器旋转到所需的设置。

-  将滴水盘和所有食物放入冰箱。

清洁

清洁冰箱的最佳时机即在冰箱除霜后。

应尽可能的经常清洁冰箱的内部以避免食物变质有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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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冰箱中的所有食物。

不要使用擦洗剂、化学品或百洁布，因为可能会损坏冰箱内部。

-  使用液体餐具洗涤剂和温水冲洗冰箱内侧和门密封垫。

-  用清水清洗并晾干。

-  清洁后，在密封垫的折叶侧涂抹一层薄薄的凡土林油以保持折叶松软并避免其滚动。

电池保养

过度冷却消耗电池电量

当环境温度在 70 oF (21 oC) 到 90 oF (32 oC) 之间，应将恒温器保持在“3”位置以避免
电池过度耗尽。当制冰时或存放冰冻食品时，将恒温器转动到最冷设置“5”。

电池维护

如果您的电池充电不足，则冰箱的冷却性能会降低。 

如果恒温器开关转动到“关闭”位置，则电池只能使用“快速充电器”

进行充电。

检查电池充电水平

完全充电的电池，其电解质比重读数在 1.260 和 1.280 之间。当冰箱电源“打开”且电池充
电系统“关闭”时，电池电压指示最佳读数。当电解质比重值小于 1.200 时，应更换电池。

作为您的参考

建议您使用以下所示的连线示意图进行双电池挂接（参见图 02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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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应将冰箱放置并固定在坚实地面，并确保冰箱的底部轨道与支撑面之间无空隙。

电压要求

12.8 伏直流/ 24 伏直流
最小值（断电）10.9 伏直流/ 23.8 伏直流
重新起动（接通）12.2 伏直流/ 25.2 伏直流
最大值 ......................................................................................17.0 伏直流/ 31.5 伏直流
保险丝 ......................................................................................................... 15 安/ 7.5 安

120 伏交流/ 240 伏交流
额定 ................................................................................. 100 / 240 伏交流，50 / 60 Hz
最小值 ..............................................................................................................90 伏交流
最大值 ............................................................................................................264 伏交流

*Recommended source:
Sure Power Industries, Inc.
1-800-845-6269
www.Surepower.com

AC supply

Circuit

Battery

Art02373

场

交流电源

交流电电压 Shoreline 
出线

交流发电
机或电动
发电机

点火系统

断路器或 
M/G 套

Shorline 线缆

电源转换器或电池
充电器

原始连线。卸下并连接
到电源绝缘子 
（接线柱）。

电池绝缘子 *型号 
702 70 最大安培
数负极接地

12V 电池

冰箱
APP 电路

电池充电电路

与交流电接地共用

电池 12/24V 90 A/H 
最小值

*建议的来源： 
Sure Power Industries, Inc.
1-800-845-6269
www.Srepower.com

至冰箱

建议的替代品：
2 golf cart 电池 6 伏串连



7  

该冰箱是内置设计，在使用前需要安装在尺寸合适的柜子中。

将冰箱装入开口前，应确保交流 /直流电正确连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行李门
或检修门的方式从车辆外连接交流 /直流电源。

测量开口尺寸以确保留有适合的空隙用于安装。冰箱周围不需要额外的绝缘空间。

应确保外壳尺寸正确：

- 型号 TRC40：20.5 英寸 (52.5 厘米 ) 高 x 15.25 英寸 (39.0 厘米 ) 宽 x 17.75 英寸  
(45.4 厘米 ) 深。

- 型号 TRC51：20.5 英寸 (52.5 厘米 ) 高 x 18.5 英寸 (47.4 厘米 ) 宽 x 21 英寸  
(53.8 厘米 ) 深。

如果冰箱的前金属凸缘上带有

安装孔，应将螺钉穿过凸缘 
（四处）将冰箱牢牢固定在开口

（参见图 02324）。 

如果冰箱的前金属凸缘上没有

安装孔，则应将螺钉穿过柜子

衬里侧面的孔（四处），将冰箱

牢牢固定在开口。

应确保冰箱避免太阳直射或靠

近煤气炉、加热器或其他发热

的家用电器。应避免将冰箱安

装在热水管旁或热气通道旁。

在出厂运输前，您的冰箱已彻底清洁。尽管如此，还是建议您在使用前再次清洁内部。 
使用布子和热水擦拭内部。然后用干布擦净。

Art02324

holes in metal
flange (4 places)

holes in cabinet
liner (4 places)

金属凸缘中的孔
（四处）

柜子衬里中的孔
（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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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

安装在底部的冰箱冷凝器需要充足的通风（气流）才能保

证冰箱正常工作。冷却器空气进入前部底栅的一侧并穿过

冷凝器。空气会带走冷凝器的热量，较热的空气通过前部

底栅的另一侧排出。应确保前部底栅未被阻挡，以便空气

可以轻易的通过底栅（参见图 02325）。

如果您不能确保通风正确，则会缩短冰

箱的预期寿命、使冰箱持续工作、加速

电池放电并且导致保修无效。

安装选项

安装装饰用门面板

装饰用门面板的厚度必须为 0.9 毫米或更薄。

1.卸下将门铰链固定到冰箱底部的的四个螺钉，将门从冰箱上卸除（参见图 02326）。

2.卸下固定面板定位器的三个 (3) 螺钉 
（参见图 02327）。 

lower front grill Art02325
!

Art02326screws

door hinge

Art02327

Panel retainer

Screw

底部前栅

门铰链

面板定位器

螺钉

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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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轻轻的将门面板从门中拉出 
（图 01895）。

4.将新的门面板推入门槽。

不要过度拧紧螺钉和 
螺栓。

5.将面板定位器放回原位并使用三个 (3) 
螺钉。 

6.将门放回原位并拧紧四个 (4) 螺钉。

反转开门方向：

1.卸下将门铰链固定到冰箱底部的四个 (4) 螺钉，从冰箱上卸下门。 

2.打开门并将门从顶部铰链销钉上拉出。

3. 卸下固定顶部铰链的三个 (3) 螺钉（参见图 
02328）。

4.卸下将门闩锁固定到冰箱的三个 (3) 螺钉。

5.卸下孔塞。

6.将顶部铰链和门闩锁固定到冰箱的另一侧。 
将孔塞放入空置的孔中。

7.将闩锁移动到门的另一侧（参见图 02329）：

- 卸下将门把手固定到门的两个 (2) 螺钉。

- 小心的将门把手从把手凹处拉出，不要弄丢固定的弹簧。

- 转动门把手并将其向推回把手凹处。
 
- 使用两个 (2) 螺钉将门把手总成重新固定到门。

- 卸下铰链孔塞并将其放入门另一端的孔中。

Art01895

���r������

!

Art02328

Door latch
Upper hinge

Plugs

面板定位器

门闩锁
上部铰链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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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02329

Door handle

Handle pocket

Hinge hole plug

8.将门放入冰箱并确保衬垫正确密封。

9.安装并拧紧将门铰链固定到冰箱底部的的四个 (4) 螺钉。

门安装选项：

该冰箱有两种安装方法（参见图 02375）。“平接安装”适用于冰箱门在安装支架内侧的情
况。“凸出安装”适用于冰箱门在安装支架前部的情况。 

Proud MountFlush Mount Art02375

门把手

把手凹处

铰链孔塞

凸出安装平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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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从“凸出安装”更改为“平接安装”：

1.如果冰箱带有底盖（选配），应卸下（参见图 02378）。

-  拧松（不要卸下）将底盖固定到冰箱的两颗螺钉。

-  向上提起底盖，然后向前移动离开螺钉。

2.卸下将安装支架固定到冰箱的螺钉（参见图 02374）。

3.向前拉安装支架直到您可以通过安装槽看到平接的安装孔。

4.使用步骤 1 中卸下的螺钉固定安装支架。

5.如果冰箱带有底盖（选配），将其放回冰箱中其原来的位置。

-  拧紧将底盖固定到冰箱的两颗螺钉。

想要将“平接安装”更改为“凸出安装”，应反向执行上述步骤。

Art02378Screw (1 per side)

Bottom cover (optional)底盖（选配）

螺钉（每侧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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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 mounting hole
(2 per side)

Mounting slot
(2 per side)

Flush mounting hole
(2 per side)�rt�2���

��re�
(2 per side)

连接交流 /直流电源

交流 /直流电型号的冰箱应在 120/240 伏、50/60HZ 交流电或 12/24 伏直流电下工作。

如果使用转换器或电池充电器，应确保其在电池和电冰箱之间并行连接。不要使用转换器

或电池充电器将直流电直接供给电冰箱，因为这两个装置不提供滤波后的直流电（参见图 
01521）。 

凸出安装孔 
（每侧 2 个）

安装槽 
（每侧 2 个）

平接安装孔 
（每侧 2 个）

螺钉 
（每侧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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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车辆电池到电冰箱的距离增大，AWG 电线的正确尺寸也应增大。如果电线尺寸相对
于距离过小，则电压会降低。电压降低会降低电冰箱的冷却性能。

1.Norcold 建议您使用以下尺寸的电线和保险丝：

-  测量车辆电池至电冰箱的距离：

-  如果距离小于 12 英尺 (30.7 厘米 )，应使用 16 AWG 电线和 10 安保险丝。 

-  如果距离在 12 英尺 (30.7 厘米 ) 和 20 英尺 (51.2 厘米 ) 之间，则应使用 14 
AWG 电线和 10 安保险丝。

-  如果距离超过 20 英尺 (51.2 厘米 )，应使用 12 AWG 电线和 10 安保险丝。

Art01521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Refrigerator
INCORRECT INCORRECT

CORRECT CORRECT

Battery charger or
AC/DC converter etc.

Battery charger or
AC/DC converter etc.

Transistorized
DC power supply

Transistorized
DC power supply

冰箱 冰箱

冰箱

错误

正确

错误

正确

冰箱

电池充电器或交流/直流
电转换器等

电池充电器或交流/直流
电转换器等

晶体管化直流电源

晶体管化直流电源



14  

扭绞导线以减小无线电干扰和来自外部的高压电涌电磁感应（参见图 02376）。

2.连接直流电源。 

3.连接交流电源。

-  识别交流电源（参见图 02377）。

-  使用带有 5-15P 插头的绳组连接到 120 伏交流电。

-  使用带有 6-15P 插头的绳组连接到 240 伏交流电。

Art02377

Refrigerator

CORRECT

15 amperes
125 volts
AC plug

Refrigerator

CORRECT

GG

�

15 amperes
2�0 volts
AC plug

Art02376

INCORRECT CORRECT
Electrical equipment

Battery Refrigerator Battery Refrigerator

Twist lead wires

错误

电池 冰箱 电池 冰箱

冰箱冰箱

扭绞导线

正确

正确正确

15 安
240 伏
交流电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