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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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说明书应交给设备操作者并保管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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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斯特（广州）餐饮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部

警告
 该设备只适用于低压燃气，在使用时必须使用低压燃气减压阀，严禁使用中、高压燃气

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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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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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及易燃物品！

 为了您的安全，请在本设备安装位置的墙上、台面上使用耐火材料或耐火的材质！以保

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工作和本设备的安全运行！

 请不要修改燃烧所必需的进风口和遮挡排烟口以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此设备用于食品烹饪，请注意锅具内水的高度，请不要干烧或食品溢出，以免发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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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即关闭总燃气阀门，拨打维修

电话请专业人士进行维修！

 燃气阀门控制旋钮只能用手操作，不能使用工具控制旋钮。如果旋钮用手拧不动，不要

强行旋转或试着去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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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RJ-4系列燃气煲仔炉连焗炉连扒炉是本公司研制开发，同时吸收
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点设计而成。具有款式新颖、结构合理、操作方便、全不锈钢

制作、坚固耐用、易于维护、配备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之优点。恒温控制，温度可根

据食品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任意调节，是宾馆、超市、酒楼、西餐厅、快餐店及食

品行业使用的理想设备。

二、 结构示意图

US-R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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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RJ-4

三、 产品基本参数

型号 JUS-RJ-4 US-RJ-4

外型尺寸mm 1050×700×850+60 1200×900×850+60

焗炉内膛尺寸mm 540×570×275 540×670×275

使用气源

液化气
气压 Pa 2800-3200 2800-3200

耗气量 kg/h 1.91 2.47

天然气
气压 Pa 2000 2000

耗气量m3/h 2.57 3.33

功率（kW）
液化气 27 35

天然气 27 35

入气口规格 R1 3/4" R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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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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安装及注意事项

1. 本设备可以以台式的方式安装使用，也可以卸下 4个台式炉脚与下半截橱柜用螺丝连接
后使用，但必须在购买燃气设备时同时配套购买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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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设备所用的相关管件等零件必须符合燃气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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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不适应于嵌入式安装，否则会使燃气设备在严重缺氧状态下工作，使燃烧产物的排
放严重超标，严重危害工作人员的健康甚至死亡事故的发生。

6. 设备安装离墙至少 10cm，不可安装在易燃地板或材料上，如安装在台面上，台面材料
必须是耐火的或不易着火的材质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

7. 因机器较重，安装时请考虑机器的重量，建议您安装在地面上或台面上。
8. 安装燃气设备的场所和位置必须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且要安装功率相匹配的排气扇，以
确保在运作过程中，把热气和燃烧后的废气全部排出。滞留于厨房的废气会严重危害人

体健康，甚至导致严重的伤害或死亡事故的发生。

9. 安装好后的机器，一定要保持平稳，水平放置，不可以倾斜，使用时亦不可能摇动。
10. 安装前先去除产品外面的塑料膜，用一种合适的物质去除不锈钢板上的残留物。
11. 安装时应先申请得到气体供应商许可使用该种气体，核实所供气体与本设备允许使用的
气体一致才能安装。

12. 切勿使用其它不符合本机器使用的气体作燃料及中、高压调节阀。（本机器只适合使用
低压调节阀）

13. 安装机器前必须安装一个快速切断气源的阀门，且必须放在机器附近容易触摸到的上游
位置。

14. 确保机器与所接通的燃气种类相同，如果不相同，请不要接通。
15. 与机器连接的管道必须用适合的金属管件来连接，确保没有漏气现象产生。
16. 如果管道压力高出或低出本机器要求的额定压力 15%时，需要安装一个调压器来保证达
到额定压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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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安装完成后检查燃气的供气压力。燃气压力能够用装有液体的气压计（例如，U型气压
计，最小值为 0. 1mbar），或数码气压计进行测量。步骤如下：

 拆下面板，卸掉压力孔上的螺丝（见图 2）；将气压计上的橡皮管套在测压孔外圆柱上。
 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指导启动设备；在工作状态测定供气压力（动态压力）。

 如果测得的压力值为《技术参数一览表》中（燃气种类和压力）的范围内，可以使用本

设备；否者，联系燃气供应部门进行交涉。

 完成压力检查后拆除掉压力计；安装上密封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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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特别注意事项

1. 该设备的设计目的，用来加热烹饪食品，任何其它用途都是不合适的。
2. 本说明书包含正确安装、使用、维护此设备的必要信息，按本说明书的具体要求操作能
够确保设备的最佳性能运行。

3. 执行标准：本设备符合 CJ/T28-2003《中餐燃气炒菜灶》的各项要求。此设备是经过质
量安全认证的燃气设备，编码为 XK21-007-00951。

4. 只有当此燃气设备按照须知和当地的相关规定进行安装，生产商对此设备的保修才能有
效。因没有遵守此注意事项而造成的损失，设备生产商不负任何责任。

5. 该炉的安装，初次使用和维修都应该由燃气专业人士或已取得燃气安装操作证的人士，
或生产商批准特许的人士来进行。

6. 在操作安装与维修时，请注意仔细按照以下步骤去操作以确保安全使用此燃气设备。
7. 保管好说明书，以使将来有疑问所用或留给下一个操作此设备者使用。
8. 去除外包装，保证机器的完整性，如有疑问，请不要使用机器，并请专家咨询，不要将
包装材料，放在小孩可以拿到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材料是塑料袋，钉子等）

9. 该设备仅用于商用,必须由技术熟练的人员操作。
10. 不使用机器时或操作人员不在时，必需要关掉机器，以免发生危险。
11. 修理时请专业维修人员来维修，并使用原装配件，如不遵循以上要求，可能会危及机器
的安全性能。

12. 此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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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不得使用喷射水流清洗，以免损坏相关的电器及控制阀门等零配件。
14. 适当地定期清洗不锈钢表面，防止表面氧化和化学作用破坏机器。
15. 正确的安装、专业化的操作、不间断的维护和保养能够确保本燃气设备良好的性能、延
长其使用寿命。

测压孔密封螺丝

测压孔
图 2



VESTA.2013.A 5

五、 使用说明

1. 控制旋钮：

Fig.4Fig.3Fig.2Fig.1

2. 点火：

 将控制旋钮上的 “ ”按下逆时针旋转对准零凸点。 在零凸点用力压住控制旋钮，

同时按下点火枪点燃长明火。（初次点着火种要久些，因为第一次点火时管道内有空气

存在，将空气排尽燃气流出后才能正常点着常明火）

 长明火点着 20秒后再放松旋钮。

 根据烹饪食品的需要将控制旋钮旋至 为大火,旋转至 为小火。

3. 熄火：

 将控制旋钮按下顺时针旋至●零凸点。

 关闭总气源。

4. 更换主火喷嘴（参考图 4）：

 准备好相应的工具；

 煲仔炉先移开炉架、火盖及燃烧器底座再取出水盆，即可卸下喷嘴, 换上与使用燃气相
匹配的喷嘴；

 完全拧紧喷嘴后, 依次放入水盆、燃烧器底座、火盖、炉架。
 焗炉先拆开焗炉门下面板，用相应扳手拆下螺母及喷嘴座，换上与使用燃气相匹配的喷

嘴；

 完全拧紧后测漏，然后封好面板。

5. 更换长明火喷嘴（参考图 4）：

 用合适的扳手放在长明火支架的螺母上以平衡扭应力；

 用一字螺丝刀，卸下固定热电偶的螺丝，拆掉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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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下固定铝管的螺母，拆除铝管；

 把长明火的喷嘴卸下，换上一个合适的重新装配好。可以不调节一次空气。

6. 调节长明火喷嘴：

 用合适的扳手放在长明火支架的螺母上以平衡扭应力；

 用一字螺丝刀，卸下支架底部螺栓；

 逆时针旋松支架内的螺钉,调整火焰大小；
 根据气源的不同，可以调节一次空气。

主火喷嘴

长明火喷嘴

风门

热电偶

引射器

火盖

燃烧器底座

图四

注意：调接长明火喷嘴及更换主火喷嘴后，必须检查是否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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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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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洁与保养

1．使用前必须去掉所有的工业油脂。用毛巾擦掉表面上的油污，然后再用中性清洁剂和水
擦洗干净；不得用含有研磨物质的洁剂清洗设备表面，也不能用钢丝刷或带有尖角、锋

利的器具刮洗表面，以免伤害其表面。

2．不得用清水直接喷洗炉体表面，更不能用含有腐蚀性物质（酸、碱）清洗表面。
3．清洗燃烧器时，应将燃烧器表面及火孔内的洗涤液清理干净，以免引起短时间内的离焰
或不完全燃烧，而影响安全性能或损害身体健康。

4．如长期不使用该设备时:切断气源；用涂上汽油的布，清洁炉体表面；存放在通风良好的
地方。

5．每年至少一次进行全面的检查，应由专业人员进行。
6．设备 90%以上是全金属（不锈钢、铁、铝、、电镀金属板）制成的，因此根据设备安装
国的环保标准，这些金属可以在指定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后再生利用。（不要随地弃置）

八、 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 排除方法

火种点不着

1. 燃气管内压力不足
2. 喷嘴堵塞
3. 热电偶连接松动
4. 热电偶损坏
5. 燃气控制阀有故障

1. 调整减压阀
2. 疏通喷嘴
3. 拧紧热电偶
4. 更换热电偶
5. 更换燃气控制阀

火种点着但主火点不着

1. 燃气管内压力不足
2. 主火喷嘴堵塞
3. 燃气控制阀有故障

1. 调整减压阀
2. 疏通喷嘴
3. 更换燃气控制阀

关闭阀门有回火声

1. 喷嘴孔径与气源不匹配
2. 风门过大
3. 气源压力偏低
4. 驳接管径流量不够

1. 调整喷嘴直径
2. 调节风门
3. 调整减压阀
4. 加大，增加管径的允许流量

有红火，冒黑烟

1. 喷嘴孔径与气源不匹配
2. 风门过小
3. 气瓶内气快用完了
4. 用气高峰，气源成分波动较大

1. 调整喷嘴直径
2. 调节风门
3. 更换气源
4. 调小阀门流量，高峰过后再
调大阀门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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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