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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朋友：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用“英联斯特”公司产品，此说明书的所有资讯和指导方针是在遵守

适用的规章，其为当前工程发展状态与我们长期以来的知识和经验下所编辑而成。  

如有特别的结构、附加指定的选项或由于新技术变更，实际供应的范围可能会偏离这里

所说的描述和说明。如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制造商。 

为使本产品的性能充分发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开启装置上的任何运作前请先

仔细阅读操作指南，特别是在启动装置前! 

对于身体、感官或智力上有缺陷，或经验和知识有欠缺的人（包括儿童），本说明书不

适用。 

制造商对于不遵守操作指南所造成的损害或过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说明书应直接贮藏在装置上，以便操作装置者能方便取阅。在改进性能特性和进一步

发展的范围内，我们有权保留对产品的技术性变更。 

 

 

英联斯特（广州）餐饮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部 

 

 

 

 

 

  警告 

 任何改装、以及不正确的安装，调整、维修或维护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如

需调整或维修应与供应商联络，并由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进行。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在本产品附近存放或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液体或物品。 

 此设备不应由生理、知觉、或心理机能有障碍或缺乏经验或知识的人(包含儿童)使用， 

除非有人监督负责他们的安全或给予指导说明如何操作装置。  

 请监督孩童确保他们不玩设备。  

 请小心储藏操作指南。如装置交由第三者使用，请一并将操作指南交付使用。 所有使

用装置者必须坚持遵守操作指南资讯以及安全指导方针。 

 使用场所附近不能存放或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液体或物品。 

 如器具定位于紧靠墙壁、隔板、厨房设备、装饰板等位置，建议这些设备和设施用不可

燃材料制作，否则应以适当的不可燃绝热材料加以覆盖，并且密切注意防火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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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功能简介 

本炉采用全不锈钢结构，外观美观大方；内胆采用圆弧连接结构，不藏垃圾，

易于清洁；采用涡流风扇送风加热，加热均匀，保证烹制的食品色、香、味俱全；

设有温度控制器和计时器，可以根据不同的食品调节温度和所需时间；配有加湿功

能，能根据食品的要求进行设置；本炉有烤鸡架、圆枝网、烧烤网等配件。 

 

 

 

 

 

二、 结构示意图及工作原理 

2.1  结构示意图： 

                                YXD-10-21-DB 

 

 

 

 

2.2   结构性能特点 
 
1. 高效能电热管，加热速度快； 

2. 温度可控，满足所需； 

3. 时间可调，控制准确； 

4. 自动喷雾功能，解决水垢问题； 

5. 二级开门，防止蒸汽突然涌出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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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器原理图: 

 

 

 

 

 

 

三、 设备产品基本参数 

 

型号 规格（mm） 内膛规格（mm） 电压 功率（kW） 容量（GN1/1） 

YXD-10-21-DB 1134×985×1080 870×830×790 3N～380V 18KW 20 

 

 

 

 

 

 

四、 注意事项 

4.1  运输与保管 
 

在运输过程中，本炉具应小心轻放，不得倒置，以防止对产品外壳和内部损坏。已包装

好的炉具不应长期露天存放，应放在通风良好、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需要临时存放时，

应采取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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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装及注意事项 
 
配件： 

编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烤鸭架  2 件 

2 进水软管 1 条 

3 水枪座 1 个 

4 水枪 1 个 

5 水枪连接软管 1 条 

6 M4*20 螺钉 2 个 

 

配件及水路安装： 
 
1. 将炉体安装到位后，注意调整炉脚的高度，保证炉体与地面水平，准备连接水管。 

2. 用 1.25”的软管连接本炉的出水管（如上图“B”），并用管箍扎好，注意软管的出水

口要低于炉体的出水口,使水能顺利的流到下水道。 

3. 用 3/4”软管接本炉进水口（如上图“F”），水压范围 100~450kPa。 

4. 请确认所有接头不漏水。 

 

电气安装： 
 
1. 电源为 380V/50Hz，须有可靠的接地线。 

2. 接电源线的空气开关必须在 100A 以上。 

3. 按电源线标准接好火线、零线。 

 

注意事项： 
 
1. 供电电压必须与本设备使用电压相符合。 

2. 安装后，应检查各接线有无松动，电压是否正常，安全接地是否连接可靠。 

3. 本炉具应放在平稳的地方，左右侧离开不燃物 10cm 以上，后侧和右侧离开墙壁 5CM

以上，左侧离开墙壁 50CM 以上，离开可燃物 35CM 以上。 

4. 器具在连接电源时，至少先连接 3mm 触点开距的全极断开装置（漏电开关），开关前面

不得堆放杂物，方便操作。 

5. 安装位置附近不可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本炉的使用环境温度必须在 4℃和 35℃之间。 

6. 本炉具的安装应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4.3  特别注意事项 
 
1. 不适合家庭使用。本产品是商业用机器，需由受过训练的厨师操作。 

2. 一切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用电安全准则，在使用前确认电源电压与产品铭牌的供电电压

相符，且已安全接地。 

3. 一切操作只能在确保安全的状况下，才能使用本炉，如出现故障，必须马上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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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炉投入使用前必须经过正确安装和调试，只有在检测过本炉，并确保无误后才能运作。 

5. 检修电路，安装本炉都必须由专业人员负责。 

6. 使用时不可以摇动，亦不可以倾斜。 

7. 不可以改装；产品的改装会导致严重事故发生。 

8. 拆卸本炉部件，必须先停机，并待炉冷却后才能拆卸。 

9. 不要打开机器外壳。产品内含有高压电路，拆卸外壳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10. 清洁前，要拔掉插头，切断电源。 

11. 清洁时，不得使用喷射水流清洗。水会导电，产品有可能因漏电而引起触电事故发生。 

12. 不要拍打产品或在产品上放置重物。不正常的操作会引起设备损坏及危险。 

13. 高温会引起烫伤。在工作过程中以及前后，由于高温关系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箱体。 

14. 雷区接近时，尽早断开电闸。可以避免因雷击产生的电器损坏。 

15. 禁止使用坚硬、锐利物体破坏控制面板。 

16. 工作完成后，要关闭电闸。 

17.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厂或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职人员来更换。 

 

 

 

 

 

 

 

 

五、 使用说明 

1. 无论使用何种煮食方式工作，门必须关上，否则炉不工作。 

2. 先将时间掣设在手动，选好煮食方式，设好预热温度（大约都需要 8 至 10 分钟时间达

到最高温度）。 

3. 将要烹制食品放在食物挂在圆枝架上。 

4. 待预热温度达到后，打开炉门，将盛好食品的盆或圆枝架逐一放在炉内的搁架上。 

5. 关好炉门，设定好烹制温度、时间，炉子开始工作。 

6. 当听到蜂鸣器响时，说明食品已烹制好，可以逐一取出。 

 

注意： 

 安装好本炉第一次使用前，在不放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将温度调到 200 度，并打开电

源开关运行至少半小时，进行排湿和排烟，直到没有任何烟气产生，才能用本炉来进行

烹制食物。 

 同一次放入的食品应该烹制要求相似。 

 操作过程中，必须带好防护手套，以防烫伤；且每次打开炉门要慢慢打开，该上热风、

蒸汽涌出伤人。 

 炉在运转或发热时机体温度较高，请勿触摸，整理食物时小心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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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示意图： 

 

 

按键及功能： 

A---喷雾指示灯：显示喷雾是否执行 

B—排湿指示灯：显示排湿阀关闭 

C---加热指示灯: 显示电热管是否正在工作； 

D---喷雾控制: 顺时针旋转，逐渐加长喷雾时间； 

E----温度控制：旋转旋钮，选择所需要达到的温度； 

F----定时器：调整烹饪所需时间； 

G----排湿阀开关：控制排湿阀关闭 

H-----内膛灯开关：控制内膛灯关闭 

I------电源开关：启动和切断电源 

 

 

六、 日常检查 

必须经常进行日常检查。 

经常检查产品，可以防止严重事故发生。 

感觉到电路、机器故障时，要停止使用。 

每天使用前后都要留意检查机器状态。 

使用前    机器是否倾斜？ 

          控制面板有没有破损？ 

          电源线有没有老化、裂痕或破损？ 

使用中    是否有异味、臭味、有没有振动声响？ 

          是否双温控不能同时加热？ 

          功率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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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洁与保养 

1. 每天工作完毕，应该对炉的内膛进行清洗。清洗前，请清理内膛内大的食物残渣。 

2. 用水枪冲洗内膛。 

3. 在内膛壁喷上清洗液，关上炉门，将温度调到 80 度，时间设定为 20 分钟，喷雾开关

调到中间段，炉进入蒸炉状态。 

4. 时间到，打开炉门，用水冲洗内膛。 

5. 冲洗完毕，关上炉门，关闭喷雾开关，将时间设定为 10 分钟，烘干内膛。 

6. 关闭电源，用干毛巾擦拭炉体表面和玻璃外面。不得用水直接冲洗炉体外表面。 

7. 长期不用时，应把炉具清洁干净，并放置在通风良好，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 

注： 

推荐使用我厂配备的万能蒸烤箱专用强力去污剂（凯美芬）,按瓶身贴纸标示的“使用

方法”进行内膛清洗。用完后可向我公司订购大瓶装（4Kg/瓶）去污剂，装入原来喷

壶使用。 

 

 

 

 

八、 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漏电保护器跳闸 1. 电器元件漏电 1. 查出漏电零件，修理或更换 

升温时间过长 

1. 电源电压偏低 

2. 电源保险丝断路缺相 

3. 部分电热管损坏 

1. 检查电源并解决问题 

2. 更换保险丝 

3. 更换电热管 

不加温 

1. 温控探头失灵 

2. 电热管损坏 

3. 接触器损坏 

4. 温控器损坏 

5. 线路损坏 

1. 更换温控探头 

2. 更换电热管 

3. 更换接触器 

4. 更换温控器 

5. 检修线路 

风机不转动 

1. 电源没打开 

2. 电机损坏 

3. 控制风机接触器损坏 

4. 线路损坏 

1. 打开电源 

2. 更换电机 

3. 更换接触器 

4. 检修线路 

不喷蒸汽 

1. 喷水电磁阀损坏 

2. 控制电磁阀继电器损坏 

3. 总水阀未打开 

1. 更换电磁阀 

2. 更换继电器 

3. 打开总水阀 

 

上述故障项目只作参考，如有故障发生，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尽快通知专业

技术人员检查及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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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售后服务网点： 

 

 

 

 

地    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南街 43 号 

邮    编：510880     

公司电话：(86)20-86949182  86948033  62323012   

传    真：(86)20-86949123 

维修服务热线：(86)20-86848189 

全国免费保修电话：400 830 1580 

网址：www.vesta-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