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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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对于违章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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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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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监督儿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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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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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设备安装位置应该是在通风良好的位置，且要安装排风设施，确保在运作过程中把

蒸气和燃烧后的废气排出。

 该设备只适用于低压燃气调节阀，违章使用高、中压调节阀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或安全

事故。

 火灾警告：如闻到燃气味：必须严禁任何火源的产生，不要点燃任何设备，不要触摸任

何的电子开关，不要使用您建筑物内的任何电话，如果发现有燃气味，请关闭总燃气阀

门，拨打维修电话请专业人士进行维修！！强行野蛮操作或者不当维修阀门，存在着燃

气大量泄漏并容易发生燃气爆燃恶性事故的危险。对因不当操作和维修所造成的火灾事

故，制造商不担当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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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功能简介

JZH-RS、ZH-RS属 70、90燃气系列产品之一。该产品外观沿用系列产品传

统专利造型，采用全不锈钢壳体制造，外形美观大方，锅体采用不锈钢材质，可倾

式锅体设计，最大限度地方便用户转移锅内食品。采用高效能管式燃烧器，发热效

率好。自动控温设置，超温保护功能，带熄火保护装置，确保用户使用安全。该产

品突破常规产品功能单一性，实现功用的多样化，如：对不带汁水食品的煎、炒、

扒及牛排的烹制；及带汁水食品的焖、煲、煮同样有效。用途广泛，干湿烹饪得心

应手，是实现多用途的不二之选。

二、 结构示意图

结构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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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不锈钢机身，永不生锈。设备自带水喉注水功能。

2. 优质高效管式大功率燃烧器，发热效率高。

3. 控温、恒温及超温保护功能。

4. 锅体具有可倾翻转功能，起锅断火功能。

5. 脉冲连续点火装置，有意外熄火保护，长明火待机功能，安全实用。

三、 产品基本参数

型号 JZH-RS ZH-RS

规格（mm） 800×700×850+60 800×900×850+60

功率

（kW）

液化气 18 21

天然气 18 21

容积（L） 60 80

适用气源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气压（Pa）
液化气：2800
天然气：2000

净重（kg） 122 140

该燃气炉仅适用于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四、 注意事项

4.1 运输与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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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炒锅不应长期露天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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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安装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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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路连接：

1. 安装设备前必须安装一个快速切断气源阀门，且必须放在设备附近上容易触摸到的上游

位置。

2. 连接后，用肥皂水测试或用检测仪器测试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漏气。“严禁用明火测试！！！”

水管连接：柜体底部靠前左位置设有水管接口，将自来水管用 DN15接头与该接口连接好。

注意事项：

1. 本设备的安装应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2. 将随机附带的电池取出，逆时针旋转脉冲按钮，根据指示正确方向放入电池，旋紧脉冲

按钮。

3. 连接设备必须符合燃气安全、安装和使用规定。

4. 设备应按规定的范围单独安装或与其它设备组合安装。

5. 设备不适合于嵌入式安装。

6. 安装位置应该是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且要安装排风设施，确保在运作过程中，把蒸气和

燃烧后的废气排出。

7. 设备安装左右侧应离开不燃物 10cm以上，背面应离不燃物（如砖墙、窗等）20cm以

上，不可安装在易燃地板或材料上。

8. 柜体设有可调脚，调节范围≥15mm，保证柜体台面水平和放置平稳。

9. 因设备较重，安装时请考虑设备的重量，我们建议您安装在地面上。

10. 安装好后的设备，一定要保持平稳，水平放置，不可以倾斜，使用时亦不可以摇动。

11. 切勿使用其它不符合本设备使用的气体作燃料及使用高、中压调节阀。（本设备只适合

使用低压调节阀）

12. 设备安装前确保所用气源与本产品铭牌标示气源种类相一致,若不相同应更换相适应的

喷咀。

13. 与设备连接的管道必须用适合的金属管来连接。

14. 如果管道压力高出或低出本设备要求的额定压力 10%时，需要安装一个调整器来保证达

到额定压力。

4.3 特别注意事项

1. 本设备的安装，初次使用和维修都应该由专业人员或已取得安装操作证的人员，或生产

商批准特许的人员来进行。本产品是商业用机器，不适合家庭使用。

2. 去除外包装，保证设备的完整性，如有疑问，请不要使用设备，并向专业人员咨询，不

要将包装材料，放在儿童可以拿到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材料是塑料袋，钉子等）

3. 第一次使用时点火时间较长，因为新安装的管道内有空气。在第一次未点燃的情况下，

关闭点火开关，间隔 3分钟后再开启点火开关，以免爆燃。

4. 切勿使用其它不适合本设备使用的气体作燃料，及高、中压调节阀，要确保设备适用的

燃气与所供燃气种类相同，如果不相同，禁止使用。

5. 不使用设备时或操作人员不在时，必须关掉设备，以免发生危险。

6. 此设备是作为一种商业用途并不适用于其它用途，否则会引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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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时不可以摇动，亦不可以倾斜。

8. 不可以拆卸，不可以改装设备。产品的拆卸和改装会导致严重事故发生。

9. 不要拍打产品或在产品上放置重物。燃气加热器排烟口不可放置其它物品，以免阻碍烟

气排放，造成人身健康危害。

10. 不正常的操作会引起设备损坏及危险。

11. 高温会引起烫伤。炒锅在工作过程中以及前后，由于高温关系不要用手直接接触锅体。

12. 禁止使用坚硬、锐利物体破坏控制面板。

13. 不得使用喷射水流清洗，严禁将器具浸入水中清洗。

14. 严禁带气维修操作，维修时应关闭气源开关。

15. 除有资格的维修人员外，其他人员来执行检修操作都是危险的。

五、 使用说明

操作面板：

1. 新安装的设备在启动前应确认气源与设备标牌中规定气源种类一致，压力在规定范围

内；若要使用规定以外的气源，必须由专业的安装人员或当地供气单位对该设备的输入

功率进行检查，换用并调整燃烧器的喷咀及火种喷嘴以适合对应的新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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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面板介绍：如上图中所示，序号 1、2、3、4、5、6分别代表对应的功能开关。

3. 提起锅盖，旋动控制板上的进水阀旋钮 1，往锅内注入适量的水。

4. 确认气路连接正确无误且接口气密良好。

5. 将温控器旋钮 4旋至用户给定温度值，确认温控器在开通状态后，可进入下一步骤的

操作。

6. 轴向按下燃气开关旋扭 4，逆时针旋转约 90度，将旋扭上火星图案与面板上“▲”对

齐，继续按下旋扭 4不动，用另一只手持续按下脉冲点火器，可听到〝啪啪〞声响，

透过看火孔观察火种是否被点燃。当炉具刚开始使用或停用时间过长时，此步骤需经过

循环持续一段时间约 1到 2分钟，原因是管道内有空气需经过此步骤将排出。

7. 当火种点燃后，上步骤中按下的旋扭 4不可立即松开，需持续按压 20秒钟左右，然后

松开，透过看火孔观察火种有否熄灭，若熄灭需重复上一步骤；当确认火种点燃后，再

逆时针旋转旋扭 4约 85度，将旋扭上火焰图案对齐面板上▲图案位置，将温控旋钮调

节到合适的温度，燃烧器点燃。（特别提示：初次将火种点燃后，请在两分钟后再打开

温度控制旋钮）

8. 当用户需短时停用炉具时，可保留火种燃烧，通过以下操作可实现：将旋扭 4扭到火

星图案与面板上“▲”对齐位置，此时燃烧器熄灭，火种继续燃烧，处于待机状态。当

用户需要长时停用时，将旋扭上圆点对齐面板上“▲”图案，此时炉内火势全部熄灭，

处于关机状态。

9. 将水龙头 6旋至可避开锅盖提升位置，再提起锅盖，持续顺时针旋转手轮 5，直至提升

到用户所需位置；反之，则可将锅恢复至原来状态。

注：当锅提起时，加热工作将会自动被切断。

5.1 喷嘴拆装：使用合适的扳手拆下喷嘴换上合适直径的喷嘴安装。（见下图）

5.2 一次空气的多重调节：（见下图）

 通过对引射管接头的轴向左右调节可使一次空气减小和加大以适应气源的波动与变化。

调节完成后将锁紧螺母旋紧。

 通过对可调引射套的轴向左右调节可使一次空气减小和加大以适应气源的波动与变化。

六、 日常检查

必须经常进行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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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检查产品，可以防止严重事故发生。

感觉到气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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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中 是否有异味、臭味？

有没有振动声响？

燃烧器火焰是否正常，有无回火、离焰？

功率是否正常？

七、 清洁与保养

1. 每天工作完毕后，应对设备进行清洁与保养。

2. 经常清理锅内的残油和残渣，保持锅内和炉面清洁。

3. 不能用含有腐蚀性物质（盐酸）清洗表面，不可用有磨损物和含腐蚀性的清洁剂擦拭炉

具及锅表面，以免影响炉具性能和外观。

4. 清洗外壳或柜体，注意不要用金属硬物清洁金属表面，应用木制器具和棉布清洁。不要

用水冲洗燃气元件，最好采用湿布擦洗，如出现溅湿燃气元件，应及时抹干或吹干，以

免损坏。

5. 不要修改燃烧所必须的通风量。

6. 一般半年左右应对器具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

7. 任何时候如不使用时，应将气源切断。

8. 如长期不使用该设备时，用涂上汽油的布，清洁锅体表面并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八、 故障分析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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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原因 排除方法

火种点不着

1. 气源开关未接通

2. 打火器损坏

3. 燃气阀有故障

4. 喷嘴被杂物堵塞

1. 检查气源开关

2. 更换打火器

3. 更换燃气阀

4. 拆下喷嘴清除孔内杂物及油污

燃烧器工作时有脱火现象
1. 气压高

2. 火孔因杂物堵塞等

1. 调节气源气压

2. 把火孔的堵塞物清理干净

燃烧器工作时有回火现象
1. 燃气压力降低

2. 喷嘴被杂物堵塞

1. 调节气源气压

2. 拆下喷嘴清除孔内杂物及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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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维修必须在关闭电源及气源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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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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