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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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温柜外部由不锈钢制造，美观大方；采用热风对流形式，风机送风加热模

式，升温快，环境温度均匀；保温效果好；采用加热蒸发的方式保持食物的湿度；

采用透明玻璃门，可看见内膛内的状态；内膛美观大方，不藏垃圾，易清洁；温度

内部设置好.适合放在超市、快餐店等场所的前场使用，在顾客少时将做好的食品保

温以缓解顾客高峰时的压力。

本产品的设计使置入和取出食品的方向分为不同边，使厨房设计更加灵活，运

营效率提高。

湿式保温柜是指设备具有保持内部湿度的功能；干式保温柜是指设备不具有保

持内部湿度的功能。我司生产的直立保温柜若无特别标明，均为干湿两用式。

二、 结构示意图及工作原理

2.12.12.12.1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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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结构性能特点

1. 外部由不锈钢设计，美观大方，易清洁。

2. 采用热风送风加热方式，温度均匀。

3. 具有保湿功能。

4. 能延长食物保鲜及存放时间。

5. 容量大，功耗小，运送安全。

6. 数字显示温度。

7. 保温柜均为干湿两用式，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以确保食品的温度、湿度和品味。

8.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温度。

9. 自动关门结构。

10. 磁性门封。

11. 面包盘架可以移出，便于清洗。

12. 温度偏差为±3℃。

13. 设计简单，容易清洗和维修。

2.32.32.32.3 电器原理图::::

FW-E-C-13CFW-E-C-13CFW-E-C-13CFW-E-C-13C原理图

FW-E-13AFW-E-13AFW-E-13AFW-E-13A和 FW-E-13BFW-E-13BFW-E-13BFW-E-13B原理图



VESTA.2016.A 3

三、 产品基本参数

型号 FW-E-13A FW-E-13B FW-E-C-13C

名称 全高单向直立保温柜 全高双向直立保温柜
全高双向直立保温柜

(带加湿水箱)

规格（mmmmmmmm） 615×787×1892 615×787×1892 615×787×1892

内膛规格（mmmmmmmm） 614×437×682×2 614×437×682×2 614×437×682×2

电压（VVVV） 220～230 220～230 220～230

电流（AAAA） 10 10 14

功率（kWkWkWkW） 2.2 2.2 3.1

容量 13层 13层 13层

四、 注意事项

4.14.14.14.1 运输与保管

在运输过程中，本保温柜应小心轻放，不得倒置，以防止对产品外壳和内部损坏。已包

装好的保温柜不应长期露天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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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4.24.2 安装及注意事项

配件：（注：常规按以下列表配件，特殊情况除外）

型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FW-E-13A 网架 645*445*10 13 个

FW-E-13B 网架 645*445*10 13 个

FW-E-C-13C 油盆 660*460*30 10 件

安装：

1. 拆开：当您收到货物后，首先要检查货物的包装是否有损坏，除非有特殊要求，本公司

的货物包装有两层，内层为塑料薄膜，外层是木条箱。当您发现货物有损坏时要马上通

知承运人，并尽快通知本公司，以确保得到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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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开包装后，打开直立保温柜的门，将内部附件打开安装好。

3. 检查设备绝缘情况。

4. 生产的 FW-系列直立保温柜须用单相 220/240V电源，50Hz，本设备已安装 16A三插

扁插头，用户在设备附近应提供有单相三头插座（含地线）。

5. 特别注意：要提供给直立保温柜足够的接地装置，以防止意外情况下，如短路等，将设

备烧坏或伤及服务人员。

6. 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安装完毕，设备现在准备开始工作。

7. 油盆放在内膛的层架上即可。

8. 电源为 220V/50Hz，须有可靠的接地线。

9. 接电源线的空气开关必须在 25A以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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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柜应放在平稳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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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炉具的安装应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4.34.3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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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用本保温柜，如出现故障，必须马上维修。

4. 保温柜投入使用前必须经过正确安装和调试，只有在检测过，并确保无误后才能运作。

5. 检修电路、柜体，安装本保温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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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卸保温柜部件，必须先停机，并待柜冷却后才能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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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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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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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说明

5.15.15.15.1 组成部分和功能

5.1.15.1.15.1.15.1.1 控制面板

5.1.25.1.25.1.25.1.2 发热管

5.1.35.1.35.1.35.1.3 保险座

5.1.45.1.45.1.45.1.4 风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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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5.1.55.1.55.1.5 温度控制调节

5.1.65.1.65.1.65.1.6 控制系统

5.1.75.1.75.1.75.1.7 接水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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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 操作说明

5.2.15.2.15.2.15.2.1 操作

1. 彻底清洁和检查设备。

2. 将直立保温柜上的电源开关都设到“OFF”位置。

3. 取出水盘，加入约一英寸的热水。

4. 安装面包架及有关附件。

5. 合上门。

6. 合上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应该亮。

注意：

1. 本设备约需要 20分钟左右使柜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在此时间内先不要放入食品。

2. 温控是内置式，出厂时已被设定为 77-82℃（180℉）。

3. 如果使用时加入热水，接水盒内的水温度就会很快上升。

5.2.25.2.25.2.25.2.2 放入食品

1. 当直立保温柜达到预定状态时，将食品摆入。

2. 尽量保持门处于关闭，以防止热量损失和使食品冷却。

3. 当将食品移入保温柜时，将先放入的食品取出——先入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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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温度失控或有漏电现象？

功率是否正常？

七、 清洁与保养

正确的使用和维护本设备可以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和寿命。为了充分使用您的设备，需要对

员工进行设备使用培训。当有故障发生时，请根据本手册的故障解决方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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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17.17.1 每日清洁和除去污垢

设备需要用：酸性清洁剂除去油脂和污垢。

工具：使用软而带湿的毛巾、清洁剂、毛刷、桶

1. 转动控制电箱并拔掉电源。

2. 打开柜门使柜内温度加快降温。

3. 取出架子或油盆清洁消毒，待风干。

4. 取出接水盒，把接水盒内的水全部倒掉。

5. 用清洁剂和毛刷彻底清洁柜体内遗留的食物碎片。

6. 用清洁剂清洗直立柜表面和内部，重点清洗面包盘上下和两侧部位（以免遗留黑色物

质），用软而带湿的毛巾擦拭，待风干。

7. 把风干的架子、接水盆等配件放回原位。

注意：请不要利用利物清理，以免损坏或刮伤设备表面。

特别注意：清洗好面包盘固定架之后，应放回原位，扣紧固定片。否则会导致面包盘抽拉很

紧。

7.27.27.27.2每周使用酸性清洁剂出去污垢

1. 每日清洁时，需要增加 1小包酸性清洁剂放入接水盒内（1小包酸性清洁剂可放入 3.8
升热水），设置好温度，正常运作 15-20分钟。

2. 用毛刷清除接水盒内的沉淀物。

3. 倒掉接水盒内的脏水，再装入干净水，待 30分钟之后倒掉。

4. 如果有必要就重复操作。

注意：清洁设备时不要让酸性清洁剂浸泡时间超过 30 分钟。要清洗干净直立柜体内的酸性

清洁剂，否则当柜内达到一定温度时，会损坏设备及冒出浓烟。如果酸性清洁剂遗留在直立

柜内超过一个晚上，就会缩短发热管和探头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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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37.37.3 直立柜风扇过滤器每周清洁

1. 用“十”字螺丝刀拧开盖子上的螺丝，取下过滤器，为了更方便的清洁。

2. 取下过滤器，使用清洁剂清洗全部，待风干。如果不洗干净，肮脏的过滤器将会影响整

体设备运行。

3. 把风干的过滤器放回原位。

4. 把盖子靠近风扇口放置。

特别注意：风扇旁边请不要摆放其他设备，以免影响散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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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故障分析与排除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的办法

接通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

不亮

接线盒开关未打开

电源问题

打开接线盒开关和检查电源配线

检查接线是否有连接好

指示灯坏掉 更换指示灯

电源开关坏掉 更换电源开关

保险管有问题 装好或更换

设备不加温

发热管坏掉 更换发热管

发热管接头烧坏或脱落 检修接头

线路故障 检查配线

温控故障或损坏 检修或更换

高温保护控制故障或损坏 检修或更换

设备达不到设定的温度

没有设置温度或设置错误 检查设置正确

高温保护控制故障 检修或更换

鼓风机故障 检修或更换

门胶边损坏 更换或安装好

没有关门 关好门或尽量减少开门次数

设备过度加温
温控故障 检修或更换

高温保护控制故障 检修或更换

食品不能保持所要求的温

度

未关好门 关好门

食品保持时间过长 丢弃食品

温控设定太低 重新调整至需要的温度

门胶边坏或脱落 更换或安装好

鼓风机工作不正常 检修或更换

电压太低不稳定 与有关部门联系调节电压

食品太湿
柜内湿度太高 把加热水箱温度调低

食品保持时间过长 丢弃食品

食品太干 接水盒内没有水 把加热水箱温度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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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