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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保固期期間，如果客戶為本 MANITOWOC 設備使用的零件，不是直接從 FRYMASTER DEAN 或其任何授權服務代理商購買
的未經修改、全新或回收再利用的零件，與/或使用之零件的原始設定已被修改，則保固規定將無效。此外，針對任何使用任
何修改後零件，與/或從未經授權服務代理商獲得的零件所進行的安裝，而因為前述因素的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客
戶求償、損失賠償或費用，FRYMASTER DEAN 與其附屬企業概不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注意事項
本設備僅供專業用途使用，並僅能由合格人員操作。僅有 Frymaster DEAN 原廠授權服務代理商 (FAS) 或其他合格人員應執
行安裝、維護與修理程序。由不具備資格的人員安裝、維護或修理可能使製造商的保固失效。請參見本手冊第一章，以瞭解合
格人員的定義為何。
注意事項
本設備的安裝必須符合安裝所在國家/地區 (與/或區域) 適用的國家和當地法律。請參見本手冊第二章「國家法規要求」的具體
細節。
美國境內客戶注意事項

此設備的安裝方式，應符合建築管理人員及法規管理者協會 (Building Officials and Code Administrators, Inc.，
BOCA) 之基本配管法規，和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 (FDA) 的食品服務衛生手冊。
注意事項
本手冊使用的藍圖與照片專供說明操作、清潔與技術程序之用，可能會與現場的管理操作程序有所出入。
配備電腦之設備的擁有人注意事項
美國
此裝置符合 FCC 規則的第 15 部分。操作時須遵守下列兩個條件：1) 此裝置不得造成有害的干擾，以及 2) 此裝置必須能
承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造成異常操作的干擾。雖然此裝置被確認為 A 級裝置，然而它已被證實符合 B 級限制。
加拿大
此數位設備的無線電干擾排放量並未超過「加拿大通訊部」(Canadia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所頒佈之 ICES
- 003 標準的 A 級或 B 級上限。
危險
不當的安裝、調整、維護或維護，以及未經授權的更換或修改都會造成財物損失、人員傷亡的情形。安裝或維護本設備
前，請先詳讀安裝、操作與維護方面的指示。唯獨合格的維修人員才能將本設備轉換，以使用與原先設定不同的瓦斯。
危險
不應該為了將油炸鍋放入罩子下，而更改或卸下油炸鍋上的結構材料。有問題嗎？請打電話給 Frymaster Dean 服務熱
線，電話號碼 1-800-5518633。
警告
安裝瓦斯油炸鍋後，以及為瓦斯油炸鍋歧管、閥、火爐等的瓦斯系統進行任何維護後，請檢查所有接頭處有無瓦斯外洩。在所
有接頭處塗上一層厚厚的肥皂液，確保沒有出現氣泡。應該不會聞到瓦斯氣味。
注意事項
美國馬薩諸塞州聯邦政府要求：任何及所有的瓦斯產品必須交由持有執照的水管工人或管道裝配人員安裝。

危險
所謂「足夠的方式」表示必須在不必倚靠瓦斯管線的連接下，即可限制本台設備的移動。所有配備腳輪的油炸鍋必須透過
安裝固定鏈的方式來保持穩定。如果使用彈性的瓦斯管線，當使用油炸鍋時，必須隨時連接固定纜線。
警告

凡是在移動環境或海洋環境裡安裝的，或以遷就方式使用的 Frymaster 油炸鍋，都不能享有保固。只有按照本手冊描述
的程序所安裝的油炸鍋才可獲得保固的保障。應該避免本台油炸鍋處於移動、海洋或遷就使用的狀況，才能確保最佳的性
能。
危險
油炸鍋前方的凸緣不是可以踩上去的踏階！ 請勿站立在油炸鍋上。滑跤或接觸到熱油會造成嚴重的受傷。
危險
「請勿」在本裝置或其他任何裝置的附近，存放或使用汽油或其他易燃蒸氣或液體。
危險
當油炸鍋正在運作的時候，請勿在其附近使用噴霧劑。
危險
有關操作人員聞到瓦斯味或偵測到瓦斯外洩時務必遵照的指示，必須張貼在明顯看得到的位置。您可直接向所在地的瓦斯
公司或瓦斯供應商索取這份資訊。
危險
本產品包含美國加州政府已知會致癌與/或導致先天缺陷或其他生殖系統危害的物質。
在操作、安裝及維修本產品時，可能會讓您曝露在空氣中的玻璃棉纖維或陶瓷纖維顆粒，結晶性二氧化矽，與/或一氧化
碳。美國加州政府已注意到，吸入玻璃棉纖維或陶瓷纖維空氣裡的顆粒會致癌。美國加州政府已注意到，一氧化碳會導致
先天缺陷或其他生殖系統的危害。
危險
配備過濾系統之油炸鍋內的碎屑籃，必須在每天油炸結束後，將其內含物清空並倒入防火的容器內。如果令其浸泡在特定
的起酥油材質裡，某些食物細粒會自燃。
警告
請勿將油炸籃或其他懸掛的用具，對著油炸鍋接合條敲打。露出的接合條是要用來密封油炸容器之間的連接處。為了敲掉
起酥油而將油炸籃子對著接合條敲打，會讓接合條扭曲，對其密封功能有不良影響。這是用來有更緊密的貼合，而且只能
在清潔時移除。
警告
為了確保能安全有效地操作油炸鍋和罩子，必須將供應罩子電力的 120 伏特線路電氣插頭，完全接上並且鎖在其針腳和套
管插座。
注意事項
本手冊的散裝油系統之裝油與棄油用法說明，適用於 RTI 系統。這些說明可能不適用於其他散裝油系統。

LOV™ 瓦斯保固期聲明
Frymaster, L.L.C. 僅為本台設備與替換零件的原始購買人提供下列有限的保固：
A. 保固期條款 - 油炸鍋
1. Frymaster L.L.C. 為所有元件的用料與製作工藝提供兩年的保固。
2. 自油炸鍋安裝之日起，所有零件 (油炸鍋、O 型環和保險絲除外) 均可享有安裝後兩年的
保固。
3. 自安裝之日起的第一年，除了保險絲和過濾器 O 型環以外，如果任何零件有任何瑕疵，
Frymaster 也會負擔維修人員更換零件的正常勞工工資 (最多兩小時) 的費用，外加最多達
160 公里的人員往返總里程數 (即往返各 80 公里)。
B. 保固期條款 - 油鍋
1. Frymaster 保證油鍋組合件享有十五 (15) 年保固。前十 (10) 年保固零件和人工費用。油
炸鍋則只有在第十一 (11) 到第十五 (15) 年之間才享有保固。油鍋隨附的元件 (例如高溫
限制器、探針、籃子、密封、點燃裝置和相關扣件)，如果因為更換油鍋，而必須併同更
換的話，也可享有十五 (15) 年保固。非屬油鍋組合件一部分的元件 (例如風機、瓦斯閥、
微開關、門和櫥櫃)，均不在油鍋保固範圍內。因濫用或因含螺牙配件 (如探針、感測器、
高溫限制器、排放閥或止回管件) 造成的外洩，並不包括在內。如果發現油炸鍋有瑕疵，
Frymaster 會進行更換，按照 Frymaster 時間補助表上的時數，負擔最長時間的正常勞工
工資，外加最多達 160 公里的人員往返總里程數 (即往返各 80 公里)。
2. 本保固僅適用於以天然瓦斯或丙烷 (LP) 運轉的油炸鍋。以人造瓦斯 (也稱為煤氣或高濃度
氫氣瓦斯) 運轉的油炸鍋，只對油鍋的零件提供終身保固。
C. 保固條款 - 燃燒室
1. Frymaster L.L.C. 為燃燒室的材料或製作工藝，提供原安裝日起十年的零件與人工費用保
固。
2. 燃燒室包含紅外線火爐和固定火爐的結構元件。本保固期未涵蓋輔助元件，包括點燃裝
置、風機、高溫限制恆溫器和溫度探針。
3. 本保固僅適用於以天然瓦斯或丙烷 (LP) 運轉的油炸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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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零件退貨
所有保固期內的瑕疵零件都必須於 60 天內，退給 Frymaster 授權服務代理商，以退還現
金。60 天後，就不再退還任何現金。
F. 排他性保固
本保固未涵蓋已經因為誤用、濫用、更改或意外事故造成損壞的設備如：
•

受到不當或未經授權的維修 (包括在現場焊接的油鍋)；

•

未遵照您的維護需求卡上訂出的適當安裝指示說明與/或定期維修程序。要維持保固有效，必
須要有定期維護的證據；

•

維護不當；

•

出貨造成的損壞；

•

異常使用；

•

對加熱元件上的額定值銘牌或日期代碼進行移除、更該或塗抹；

•

油鍋裡未放入起酥油或其他液體前就操作油鍋；

•

必須收到恰當填寫的油炸鍋啟用表單，此油炸鍋才能享有十年的保固。
本保固亦不包含：

•

人員往返總里程數超過 160 公里 (往返各 80 公里)，或旅行時間超過 2 小時；

•

加班費或假日工作費用；

•

損害後果賠償金 (維修或更換其他損壞之財物的費用)、時間損失、利潤損失、使用上或其他
任何類型的意外損壞。

不含默示的可售性擔保或任何特殊使用或用途的適用性。
本保固於印製本文件時即適用，並且將不定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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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一章：簡介
注意事項：餐廳正常運作開始前，需要對 Frymaster BIGLA30 油炸鍋進行啟動、示範與
訓練。
1.1

概述

嘗試操作本台設備前，請先詳讀本手冊的指示說明。本手冊涵蓋所有型號和 BIGLA30 LOV™ 油炸鍋的設
定。BIGLA30 型號配備 FootPrint Pro 內建濾油系統。本型號系列的油炸鍋擁有最多的共通零件，當整組
一併討論時，它們將統稱為 LOV™ 油炸鍋。
儘管和 BIPH55 McDonald 出產的油炸鍋外觀相似，BIGLA30 LOV™ 油炸鍋的主要特色是低油量油鍋、
自動滿油及自動間歇過濾設備。歐洲款型的外表設計結合圓形的上蓋和大尺寸的圓形排放管，足以確保薯
條和其他碎屑能被沖入過濾器排放盤內。BIGLA30 LOV™ 油炸鍋是透過 M3000 電腦加以控制。此系列
的油炸鍋分為全桶槽型和分桶槽型，可購買多達 5 只桶槽的桶槽組。
LOV™ 高效瓦斯油炸鍋採用獨特的紅外線火爐系統，這套系統僅需傳統開放式火爐型油炸鍋耗用能源的
43%，就能烹調等量的食物。
LOV™ 瓦斯油炸鍋採開放式無管油鍋設計，使得清潔不銹鋼的油鍋變得更快、更容易。
加熱是透過裝在油鍋每一側的一對紅外線火爐組合件來完成的。裝在油鍋前方的專用風機，能供應火爐專
用的燃燒氣體。LOV™ 瓦斯油炸鍋能按照客戶的要求安裝，以便使用天然瓦斯、丙烷氣或人工瓦斯。
每個油鍋都會配備溫度探針，供精確控制溫度用途。
此系列所有的油炸鍋都需要外接交流電源。可將各個設備的電壓設定從 100 VAC 到 240 VAC 不等。
BIGLA30 LOV™ 油炸鍋出貨時，就已經組裝完成。所有的油炸鍋都以標準配件包裝出貨。工廠裝箱出貨
前，每一台油炸鍋就已經在廠內調整、測試與檢驗過。
依照第 1.6 節定義，此設備僅供專業用途，並僅能由合格人員使用。

1.2

安全資訊

嘗試操作您的設備前，請先詳讀本手冊的指示說明。讀遍本手冊，您將能發現與下列相似且放入雙邊框中
的符號。

警告
警告 框內包含可能導致或造成您系統故障之動作或條件的相關資訊。.
警告
警告 框內包含可能導致或造成您的系統損壞，以及造成系統故障之動作或條件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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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危險 框內包含可能導致或造成人員受傷，以及您的系統損壞與/或造成故障之動作或狀況的
相關資訊。
您的油炸鍋已經配備自動的安全功能：
1. 如果控制恆溫器故障，則高溫偵測功能會關閉流向火爐組件的瓦斯。
2. 配備濾油系統之設備的安全電路，能避免排油閥打開時發生的火爐點火事件。

1.3

M3000 電腦的電腦資訊
FCC 合規

此設備已通過測試，且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的 A 級數位裝置限制。雖然此裝置被確認為 A 級裝置，然
而它已被證實符合 B 級限制。這些限制是專門用來合理防範設備在商業環境中運作時受到有害干擾。此
設備產生、使用並可發射無線射頻能量，如果未按照說明手冊安裝與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的
干擾。
在居家環境中操作設備很有可能造成有害干擾，在此種情形下，用戶將必須自費矯正干擾情況。
用戶須注意未經合規專責人員明確核准的任何變更或修改，可能會使用戶操作本設備的權限失效。
必要時，用戶應該先請教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及電視技師，以獲得其他建議。
用戶可能會發現，下列由聯邦通訊委員會製作的小冊子會有所幫助：「如何確認並解決無線電 - 電視干擾
的問題」。可向美國政府印刷局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索取這本小冊子，美國政府印刷局地
址為 Washington, DC 20402，圖書編號 004-000-00345-4。

1.4

歐洲共同體 (CE) 特定資訊

歐洲共同體 (CE) 已經建立與此類型設備相關的特定標準。每當 CE 標準與非 CE 標準之間發生衝突時，
相關的資訊或說明都會透過陰影方框指出。

1.5

安裝、操作與服務人員

依照第 1.6 節定義，Frymaster 設備的操作資訊僅供合格人員與/或授權人員使用。依照第 1.6 節定義，
Frymaster 設備的所有安裝和服務必須由合格、認證、持照與/或授權的安裝或服務人員執行。

1.6

定義

合格與/或授權的操作人員
合格與/或授權的操作人員，係指已審慎閱讀本手冊資訊，並已熟悉設備功能，或已具備本手冊所述設備
之操作經驗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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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安裝人員
合格的安裝人員係指以個人身份或透過代表，參與及負責安裝瓦斯用具的個人、企業、有限公司與/或公
司。合格人員必須具備同類型工作的經驗，熟悉所有涉及的瓦斯注意事項，並且一直遵守所有適用的國家
與地方法規要求。

合格的服務人員
合格服務人員係指熟悉 Frymaster 設備且已經取得 Frymaster, L.L.C. 授權，以執行設備服務的人員。所
有授權的服務人員都必須具備全套的服務與零件手冊，並且儲備最低量的 Frymaster 設備零件。
Frymaster 原廠授權服務業者 (FAS) 清單是放在 Frymaster 官網上，網址是 www.frymaster.com。未採用
合格服務人員者，將使 Frymaster 提供您設備的保固失效。

1.7

運輸途中損壞的求償程序

您的 Frymaster 設備在離開工廠前，都經過謹慎的檢驗與包裝。運輸公司完全承擔設備安全運抵驗收前
的責任。

如果您的設備抵達時有損壞的情況，該如何處理：
1. 立即進行損害求償動作，不論損壞程度有多大。
2. 檢驗並記錄所有看得見的缺失或損害，並確認此項資訊已註記在貨運單或快遞收據，並由運送的人簽
妥姓名。
3. 設備開箱前未能注意到的隱匿型損失或損害，應該在發現後記錄下來，並且立即向貨運業者通報。
隱匿型損害的求償須於交運日後 15 日內進行。確保將裝運容器保留下來以供檢驗。

Frymaster 恕不承擔運輸途中產生的損害或
損失責任。

1.8

零件訂購與服務資訊

有關非例行性保養或維修或服務資訊，請聯絡您所在地的 Frymaster 授權服務代理商 (FAS)。為了能快速
協助您，Frymaster 授權服務代理商 (FAS) 或服務部門代表會向您索取有關設備的特定資訊。此資訊絕大
部分都已印在資料銘牌上，資料銘牌就貼在油炸鍋門口內側。零件編號可在服務與零件手冊中找到。您可
直接向所在地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或經銷商下單訂購零件。Frymaster 原廠授權服務業者 (FAS) 清單是
放在 Frymaster 官網上，網址是 www.frymaster.com。如果您無法取得這份清單，請撥打 1-800-5518633 或 1-318-865-1711，連絡 Frymaster 服務部門。
下單訂購零件時，需要提供下列資訊：

型號：
序號：
瓦斯或電壓類型：
項目零件號碼：
需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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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直接連絡所在地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經銷商，以索取服務資訊。打電話給 Frymaster 服務部門也能
獲 得 服 務 ， 電 話 號 碼 是 1-800-551-8633 或 1-318-865-1711 ， 或 傳 送 電 子 郵 件
到 service@frymaster.com。請求服務時，請準備好下列資訊：

型號：
序號：
瓦斯類型：
除了型號、序號及瓦斯類型以外，也請您準備好要說明之問題的性質，以及準備好您認為有助於解決該項
問題的其他任何資訊。

請將本手冊存留在安全的地方，以供日後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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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二章：安裝說明
2.1

一般安裝要求

適當的安裝是安全地、高效率地、無故障地操作本裝置不可或缺的要件。
依照本手冊第 1.6 節的定義，合格、持照與/或授權的安裝或服務人員，應執行 Frymaster 設備所有的安
裝與服務程序。
依照本手冊第 1.6 節的定義，將本裝置的專用瓦斯類型轉換成另一種類型的動作，必須由合格、持照與/
或授權的安裝或服務人員執行。
未採用合格、認證、持照與/或授權的安裝或服務人員 (詳見本手冊第 1.6 節的定義) 進行安裝、轉換到另
一種瓦斯類型，或以其他方式維修本設備，將使 Frymaster 提供的保固失效，並且可能造成設備損壞或
人員受傷。
本手冊說明資訊若與當地或國家法律或法規之間有任何衝突，安裝和操作均應遵守設備安裝國家強制執
行的法律或法規。
您可連絡所在地的 Frymaster Dean 原廠授權服務代理商以獲得服務。

危險
建築法規禁止將熱油槽打開的油炸鍋安裝在有任何類型明火的旁邊，包括烤箱和炊具的明
火。

一經運抵終點，謹慎檢驗油炸鍋有無看得見或隱匿型的損壞。(請參見本手冊第 1.7 節的運送損害 求償程
序。)

2.1.1 間隙與通風
當緊靠易燃建築物安裝時，油炸鍋兩側和後方必須保留 150 公釐的間隙，若為非易燃建築物，則不必保
留間隙。油炸鍋前方應該保留至少 600 公釐的間隙。

警告
請勿阻塞油炸鍋底部周圍或下方的區域。
危險
不應該為了將油炸鍋放入罩子下，而更改或卸下油炸鍋上的結構材料。有問題嗎？請打電話
給 Frymaster Dean 服務熱線，電話號碼 1-800-551-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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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效油炸鍋運作中，一個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通風。請確認清楚已經安裝油炸鍋，如此燃燒產品才能
有效率地卸下，而且廚房的通風系統不會產生干擾火爐運作的氣流。
油炸鍋的煙道入口務必不能置於緊靠排氣風扇的進氣口，而且油炸鍋的煙道絕對不能以「煙囟」的樣式延
伸。延伸的煙道會改變油炸鍋的燃燒特性，導致復原時間拉長。這也會經常造成延遲點火。為了提供良好
的燃燒效果與火爐運作所需的氣流，油炸鍋的前方、兩側及後方周圍的區域必須保持淨空，不能有任何阻
礙物。

危險
必須將本裝置安裝在通風充足的地方，才能避免發生物質濃度高得無法接受，導致傷害到裝
置安裝房間裡的人員。

油炸鍋必須安裝在空氣供應和通風足夠的區域。油炸鍋的煙道出口與通風過濾器組低緣處之間，必須保持
適當的距離。應該以 45 度角安裝過濾器。將滴油托盤放在過濾器最下緣處底下。針對美國境內的安裝，
NFPA 第 96 號標準表示：「煙道出口和過濾器低緣處之間應該至少保持 450 公釐的距離。」Frymaster
建議當裝置每小時耗能超過 120,000 BTU 以上時，煙道出口和過濾器底緣處之間至少保持 600 公釐的距
離。
針對美國境內的安裝，可在上述的 NFPA 標準找到通風罩的架構與安裝資訊。相關標準的副本可向美國
消防協會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索取，地址是 Battery March Park, Quincy, MA 02269。

2.1.2 國家法規要求
炸油鍋適用的瓦斯類型，就印在一張貼至油炸鍋門口內側的數據銘牌。僅將印有「NAT」的油炸鍋接上天
然瓦斯，將印有「PRO」的接上丙烷氣，而印有「MFG」的接上人造瓦斯。
須以符合國家和當地法律的瓦斯連接器安裝，若有要求的話，需符合 CE 法規。如果使用快拆接頭裝置，
應同樣符合國家、當地法規，而且若有要求的話，需符合 CE 法規。若無當地相關法規，若適用的話，安
裝作業必須符合「美國燃氣法規」(Fuel Gas Code，即 ANSI Z223.1/NFPA 54) 或「美國瓦斯及丙烷氣安
裝法規」(Natural Gas and Propane Installation code，即 CSA B149.1)，其中包括：
1.

在系統以超過 3.5 kPa 的壓力進行任何壓力測試期間，必須將裝置與其個別的關斷閥，並與瓦斯供
應管線系統的連接斷開。

2.

在瓦斯供應管線系統以等於或低於 3.5 kPa 的壓力進行任何壓力測試期間，必須透過關閉個別的手
動關斷閥，將裝置與瓦斯供應管線系統隔離。

2.1.3 電器接地要求
所有電氣操作裝置都必須按照所有適用的國家和當地法規進行接地，若有要求的話，需符合 CE 法規。若
無當地相關法規，若適用的話，必須遵照「美國電氣法規」(National Electrical Code，即 ANSI/NFPA 70)
或「加拿大電氣法規」(Canadian Electrical Code，即 CSA C22.2)，將裝置接地。應該將所有設備 (線路
已完成連接或永遠連接) 連接到已接地的供電系統。接線圖就位於油炸鍋門的內側。請參見油炸鍋門內側
的額定值銘排，以查看適當的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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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本裝置配備特殊 (接地) 的插頭，以避免電擊危險，必須將插頭直接插入已接地的適當插
座。請勿切斷、移除或以其他方式繞過這個插頭的接地插腳！
危險
本裝置需電源才能運作。萬一發生長時間停電，請將瓦斯控制閥推到 OFF (關閉) 的位置。
切勿嘗試在停電期間操作本裝置。
警告

為了確保能安全有效地操作油炸鍋和罩子，必須將供應罩子電力的 120 伏特線路電氣插
頭，完全接上並且鎖在其針腳和套管插座。

2.1.4 澳洲相關要求
必須遵照 AS 5601、當地機關法規，以及瓦斯、電力及其他任何相關法規進行安裝。
安裝腳輪者，其安裝必須符合 AS5601 和 AS1869 要求。

2.2

腳輪安裝

帶 有 腳 輪 的 裝 置 方 面 ， 應 使 用 符 合 「 美 國 可 移 動 瓦 斯 裝 置 標 準 」 (Standard for Moveable Gas
Appliances，即 ANSI Z21.69 • CSA 6.16) 的連接器，以及符合「美國瓦斯燃料專用快拆接頭裝置標準」
(Standard for Quick-Disconnect Devices for Use With Gas Fuel，即 ANSI Z21.41 • CSA 6.9.) 的快拆接
頭裝置來安裝。

2.3

連接前準備

危險
完成本節每道步驟之前，「請勿」將本裝置連接到瓦斯供氣管線。

等到油炸鍋已經被安置在排氣罩下方後，請確認已經完成下列事項：
1. 必須以適當的方法限制油炸鍋的移動，而不必倚靠瓦斯管線連接器和快拆接頭裝置，或其相關管線來
限制裝置的移動。如果使用彈性的瓦斯軟管，當使用油炸鍋時，必須隨時連接固定纜線。固定纜線和
安裝說明書均與彈性軟管一同裝在配件盒內，並與您的設備一同出貨。

危險
裝置區必須總是保持淨空並且附近沒有任何易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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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ymaster 建議當裝置每小時耗能超過 120,000 BTU 以上時，煙道出口和罩子底緣處之間至少保持 600
公釐的距離。
3. 測試油炸鍋電氣系統：
a. 將油炸鍋的電源線插頭插入接地的電源插座。注意事項：為了確保能安全有效地操作油炸鍋和罩
子，必須將供應罩子電力的 120 伏特線路電氣插頭，完全接上並且鎖在其針腳和套管插座。
b. 將電源開關轉至 ON (開啟) 位置。
•
•

對於配備電腦的油炸鍋，請確認顯示器是否指示 ON (開啟) 的狀態。
如果店內配有罩子聯鎖系統，罩子的排風扇應該開啟。如果沒有，店內的罩子聯鎖系統的配
線錯誤，必須加以改正。

c. 將油炸鍋電源開關轉至 OFF (關閉) 位置。請確認顯示器是否指示 OFF (關閉) 的狀態。當所有電
腦顯示器均顯示 OFF (關閉) 時，罩子排氣系統應該是關閉的。
4. 在連接油炸鍋快拆接頭裝置，或來自瓦斯供應管線的管線之前，請參照油炸鍋門內側上方的數據銘
牌，藉以研判是否已為油炸鍋火爐設定適當類型的瓦斯。
5. 請確認要使用的瓦斯類型的最低與最高瓦斯供應壓力，是否符合油炸鍋門口內側隨附的表格和數據銘
牌。
CE 標準
適用於 1999 年四月以後製造之
油炸鍋的瓦斯進氣壓力
孔直徑
瓦斯

壓力(mbar)(1)

單桶槽

非 CE 標準
瓦斯進氣壓力

調節器壓力
雙桶槽

單桶槽

雙桶槽

G20

20

2 x 3.18 2 x 3.18

7 mbar

8 mbar

G25

20 或 25

2 x 3.18 2 x 3.18

10 mbar

11.2 mbar

28/30 或 50 2 x 1.95 2 x 1.95

17 mbar

17 mbar

G30
G31

37 或 50

瓦斯

最小

最大

天然

6" W.C.
1.49 kPa
14.93 mbar

14" W.C.
3.48 kPa
34.84 mbar

11" W.C.
2.74 kPa
27.37 mbar

14" W.C.
3.48 kPa
34.84 mbar

2 x 1.95 2 x 1.95 20.6 mbar 20.6 mbar

LP
(1) mbar = 10,2 mm H2O

韓國標準
瓦斯進氣壓力
瓦斯

最小
4" W.C.
1.00 kPa
LNG (天然) 10.00 mbar
9.2" W.C.
2.30 kPa
LPG (丙烷) 23.00 mbar

最大
10" W.C.
2.50 kPa
25.00 mbar
13.2" W.C.
3.30 kPa
33.00 mbar

6. 針對配備 FootPrint Pro 系統 (BIGLA30 型號) 的油炸鍋，請將電源線插頭插入油炸鍋後方的電源插
座。

2.4

與瓦斯管線的連接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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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新管線連接到本裝置之前，必須徹底對管線吹氣，以移除所有外來物質。火爐與瓦斯控制
器裡的外來物質，將導致不適當且危險的操作。

危險
在系統以超過 3.45 kPa 的壓力進行任何壓力測試期間，必須將裝置與其個別的關斷閥，與
瓦斯供應管線系統的連接斷開，才能避免油炸鍋瓦斯管和瓦斯閥的損壞。
危險
在瓦斯供應管線系統以等於或低於 3.45 kPa 的壓力進行任何壓力測試期間，必須透過關閉
個別的手動關斷閥，將裝置與瓦斯供應管線系統隔離。
危險
「乾燒」您的設備將導致油鍋的損壞，並且會引發火災。始終確保點燃設備火焰之前，油
鍋內已有烹調用油或水。
危險
點燃任何母火之前，所有的連接頭都必須以適合所用瓦斯的聯合化合物密封，而且所有的連
接頭都必須先以肥皂水測試過。
絕對不可使用火柴、蠟燭或其他任何點火源來檢查瓦斯外漏情況。如果偵測到瓦斯氣味，請
在主要關斷閥處關斷裝置的瓦斯供應，並且立即連絡當地的瓦斯公司或授權的服務代理商。

用於安裝的瓦斯管線大小非常重要。如果管徑太小，位於火爐歧管的瓦斯壓力會很低。這有可能會造成回
收緩慢，延長點燃時間。瓦斯進氣供應管線直徑至少應該是 38 公釐。請參見下表，查看連接管線的最小
尺寸。

瓦斯連接管徑 (最小的進氣管徑應為 1 1/2" (41 mm))
單台設備

2 - 3 台設備

4 台或更多的設
備*

天然

22 mm

28 mm

36 mm

丙烷

15 mm

22 mm

28 mm

製造商

28 mm

36 mm

41 mm

瓦斯

* 對於距離超過 6 公尺以上，以及 (或) 有 4 個以上的配件或
彎頭的情形，請將連接的尺寸增加 1 個管線的尺寸。

BIGLA30 LOV™ 瓦斯油炸鍋已經獲得多國/地區及多類瓦斯的 CE 認證標章，如下頁表中所示。注意事
項：額定熱輸入 (QN) 為 21kW，除了 AT、DE、LU 和 3P/B 類是 23kW 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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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須知 - 澳洲地區專用
燃燒風機上的氣壓開關應顯示：全桶槽設備 - 122pa 和分桶槽設備 - 180pa。

按國家/地區區分的 CE 認證瓦斯類型
國家/地區

種類

奧地利 (AT)

II2H3B/P

比利時 (BE)

I2E(R)B
I3+

丹麥 (DK)

II2H3B/P
II2Esi3+

法國 (FR)
II2Esi3P
芬蘭 (FI)

II2H3B/P
II2ELL3B/P

德國 (DE)

I3P
希臘 (GR)

II2H3+

義大利 (IT)

II2H3+

愛爾蘭 (IE)

II2H3+

廬森堡 (LU)

II2E3B/P
II2L3P

荷蘭 (NL)
II2L3B/P
挪威 (NO)

I3B/P

葡萄牙 (PT)

II2H3+
II2H3+

西班牙 (ES)
II2H3P
瑞典 (SE)

II2H3B/P

英國 (UK)

II2H3+

瓦斯
G20
G30、G31
G20、G25
G30、G31
G20
G30、G31
G20、G25
G30、G31
G20、G25
G31
G20
G30、G31
G20、G25
G30、G31
G31
G20
G30、G31
G20
G30、G31
G20
G30、G31
G20
G30、G31
G25
G31
G25
G30、G31
G30、G31
G20
G30、G31
G20
G30、G31
G20
G31
G20
G30、G31
G20
G30、G31

壓力 (MBAR)
20
50
20, 25
28-30, 37
20
30
20, 25
28-30, 37
20, 25
50
20
30
20
50
50
20
28-30, 37
20
28-30, 37
20
28-30, 37
20
50
25
50
25
30
30
20
28-30, 37
20
28-30, 37
20
37, 50
20
30
20
28-30, 37

CE 標準

所需的燃燒氣供應是每 kW 為 2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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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快拆接頭軟管連接到油炸鍋前端下方的快拆接頭配件，以及連接到建築物的瓦斯管線。
注意事項：某些油炸鍋是以硬管方式連接至瓦斯供應管線的。這些設備都已連接到設備後方的瓦斯供
應管線。
當使用絲扣塗料時，請只在公螺紋上使用非常少量的塗料。請使用不會受到 LP 瓦斯化學作用影響的
絲扣塗料 (Loctite™ PST56765 密封劑即屬於這類的化合物)。「請勿」將塗料塗在前兩道螺牙上。這
麼做可能會讓某些塗料進入瓦斯氣流中，造成火爐節流孔堵塞與/或控制閥堵塞。
2. 打開通往油炸鍋的瓦斯，檢查所有管線、配件和瓦斯接頭處是否有外漏現象。應該將肥皂水用於此目
的。
3. 請按照本手冊第三章「點燃說明」中所描述的程序來點燃油炸鍋。

危險
「乾燒」您的設備將導致油鍋的損壞，並且會引發火災。始終確保點燃設備火焰之前，油
鍋內已有烹調用油或水。
4. 此時應由當地的瓦斯公司或授權服務代理商檢查火爐歧管的壓力。下表及下頁列出適用本設備各類瓦
斯的火爐歧管瓦斯壓力值。請亦確認位於油炸鍋門內側之額定值銘牌上的壓力

CE 標準適用於 1999 年四月以後製造之油炸鍋的火爐
歧管進氣壓力
壓力 (mbar)
瓦斯
天然瓦斯 Lacq (G20) 壓力低於
20 mbar

單桶槽

雙桶槽

7

8

天然瓦斯 Gronique * (G25) 壓力
低於 25 mbar

10

11.2

天然瓦斯 Gronique (G25) 壓力低
於 20 mbar

10

11.2

丁烷/丙烷 (G30) 壓力為 28/30 或
50 mbar

17

17

丙烷 (G31) 壓力在 37 或 50 mbar

20.6

20.6

非 CE 認證標準的
火爐歧管瓦斯壓力
瓦斯

壓力

天然

3”W.C.0.73 kPa

丙烷

8.25”W.C. 2.5 kPa

5. 檢查已設定的恆溫器溫度設定值。(請參照第四章 M3000 電腦說明)，以查看適用您特定控制器的設定
點設定方式說明。)

2.5

轉用另一種瓦斯
危險

此裝置在出廠前被設定成使用特定類型的瓦斯。從一種瓦斯轉用另一種瓦斯，需要安裝特定的瓦斯
轉換元件。轉換說明已內附於轉換套件。
尚未安裝適當的轉換元件，就切換到不同類型的瓦斯，可能會造成火災或爆炸。切勿將此裝置連接
到並非為其設定的瓦斯供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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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手冊第 1.6 節的定義，將本裝置的專用瓦斯類型轉換成另一種類型的動作時，必須由合格、
持照或授權的安裝或服務人員執行。
專為非 CE 認證國家/地區製造的 BIGLA30 LOV™ 瓦斯油炸鍋，對於每種類型的瓦斯都有不同的火爐。
專為丙烷氣設計的油炸鍋火爐，其火爐磚片已進行過特殊灰色塗層處理，能擋住丙烷氣較高的熱值。用於
丙烷設備的火爐可以用於天然瓦斯的用途，但反向的應用 (即天然瓦斯設備用於丙烷設備) 則不可。

非 CE 認證的瓦斯轉換套件
天然瓦斯轉換為丙烷瓦斯 (LP) 丙烷 (LP) 瓦斯轉換為天然瓦斯
滿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527
滿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528
雙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529
雙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530
滿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65
滿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67
雙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66
雙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68

適用澳洲的非 CE 認證瓦斯轉換套件
天然瓦斯轉換為丙烷瓦斯 (LP) 丙烷 (LP) 瓦斯轉換為天然瓦斯
滿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745
滿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747
雙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746
雙桶槽 (09/10 之前)：PN 826-2748
滿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69
滿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71
雙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70
雙桶槽 (09/10 之後)：PN 826-2972
專為出口至 CE 認證國家/地區而製造的設備，均配備「通用」火爐，可用於天然瓦斯 (G20、G25) 或丁
烷 (G30) 及丙烷瓦斯 (G31)。

適用配備氣體閥 (810-1715) 之設備的 CE 認證瓦斯轉換套件
G20 或 G25 (天然) 轉換為 G30 或 G31 瓦斯： G30 或 G31 轉換為 G20 或 G25 (天然) 瓦
斯：
PN 826-2973 (09/10 之前)
PN 826-2974 (09/10 之前)
PN 826-2975 (09/10 之後)
PN 826-2976 (09/10 之後)

CE 認證瓦斯轉換說明
1. 介於 G20 和 G25 型天然瓦斯之間，請在調整器處調整瓦斯壓力。(請參照 CE 認證標準火爐歧管瓦斯
壓力圖。)請勿更換孔口。
2. 介於第二系列 (G20 或 G25) 和第三系列的瓦斯 (G30 丁烷或 G31 丙烷)：
a. 更換孔口。
b. 調整歧管壓力。
3. 取下舊的額定值銘牌並寄回 Frymaster。將轉換套件隨附的新額定值銘牌裝上，以取代舊的額定值銘
牌，並註明已轉換瓦斯。
4. 如果目的地語言改變，請更換額定值銘牌。請聯絡您當地的服務代理商或 KES 以索取標籤套件。參
考內容的語言資訊，將會顯示在標籤的角落。

2-8

2.6

等到油炸鍋已經定位在油炸站之後
危險

不應該為了將油炸鍋放入罩子下，而更改或卸下油炸鍋上的結構材料。有問題嗎？請打電話給 Frymaster
Dean 服務熱線，電話號碼 1-800-551-8633。

1. 一旦油炸鍋已經定位在油炸站，請使用放在油鍋上方的木匠水平儀來檢查設備是否水平，從一邊到另
一邊，以及從前方到後方都要檢查。
若要水平放好油炸鍋，請小心調整腳輪，確保油炸鍋是位於油炸站中適當的高度。
當油炸鍋位於最終水平放好的位置時，安裝 KES 提供的固定件以限制油炸鍋的移動，如此一來，就
不用依賴接頭或不會將應力傳輸到接頭了。遵照所附的指示安裝固定件。如果固定件因維修或其他原
因而被斷開，必須在使用油炸鍋前重新將它們連接。
危險
熱油可能會造成嚴重灼傷。請避免碰觸。在所有情況下，嘗試移動油之前，必須先將油從炸鍋移走，以避免發
生濺溢、倒落及嚴重灼傷。如果不將油炸鍋固定在一個位置不動，它可能會傾倒並造成個人受傷。
危險
必須使用足夠的方式來限制此裝置的移動，而不必仰賴連接器和快拆接頭裝置，或其相關的管線以限制裝置的
移動。

REAR OF
油炸鍋後方
FRYER

FRONT OF
油炸鍋前方
FRYER

Anchor 鏈固定物
Strap or
Chain的固定錨帶
Restraint
Secure Strap or
Restraint
to floor with
使用適當扣件將繩帶或
appropriate fastener.
固定物固定在地上。
注意事項：鏈固定物上
NOTE: Bent link on
的彎曲鏈條接至地上
Chain
Retstraint goes
to floor.

2.

Leg 腳部或腳輪
or Caster
的固定螺栓
Mounting
Bolt

清理並以烹調油裝滿油鍋。(請參閱第三章設備設定與關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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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三章：操作說明

FINDING YOU
WAYBIGLA30
AROUND
SERIES LOV™ GAS FRYER
找到使用
系列THE
GENBIGLA30
II LOV™ 瓦斯油炸鍋的使用方式
Flue
Cap

燃油蓋

AIF

AIF 過濾
Filter
器 LED 燈

LED

頂蓋
Top

Cap

JIB Low
LED
JIB 低油量
LED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此處顯
(M3000
示 M3000 Computer
電腦)
shown)

Bezel
底座

MIB
模組介面
Board
板 (MIB)

Fryer
Identification
油炸鍋識別資料標
Data Labels
籤 (型號和序號)
(Model and
Serial Number)
RTI散裝油處置
Bulk Oil
RTI

過濾器排放盤
Filter Pan

Dispose Handle

FootPrint
Built-in
FootPrint Pro
Pro 內建過濾
設備
Filtration Unit

典型設定 (此處顯示 BIGLA330)
注意事項：您的油炸鍋外觀可能稍微和
圖示的不同，一切端視設定和製造日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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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後方的
JIB (請參見
3.4
JIB Behind
Door (See
節的圖
1) Figure 1)
Sec. 3.4

3.1

設備設定與關機程序

警告
現場監督人員須負責確保操作人員瞭解操作熱油過濾系統固有的危害，特別是過濾、排油及
清理程序等方面。
警告
點燃油炸鍋之前，請確定清楚油炸鍋是關閉的，且油鍋排放閥是關閉的。如果已安裝籃子支
撐架，請將其卸下，並將油鍋填滿油至底部的 OIL-LEVEL 油位線。
3.1.1 設定
警告
切勿用空的油鍋操作此裝置。點燃火爐之前，油鍋必須先裝滿水。無法照做者將損壞油鍋，
並可能導致火災。
危險
以油裝滿之前，先將油鍋裡的水滴去除。若無法照做者，當油加熱到烹調溫度時，會造成熱
液潑灑出來。
警告
BIGLA30 並非供固態起酥油使用。此油鍋僅限使用液態起酥油。若使用固態起酥油，將堵
塞滿油的油管線。BIGLA30 LOV™ 瓦斯油炸鍋的油容量：全桶槽 32 磅(14.5 公升)，溫度
21°C；雙桶槽每一半 18 磅(8.33 公升) 溫度 21°C。
以油裝滿油鍋之前，請確保所有排放管是關閉的。
1. 將油鍋充填烹調油至油鍋後方底部的 OIL LEVEL 油位線。加熱時，這會允許油膨脹。請
勿將冷油裝充填至超過底線的位置；當熱量膨脹油的時候，可能發生溢流現象。
2. 請確保電源線插頭已被插入適當的電源插座。請檢查插頭表面是否與出口板齊平，而且看
不見任何插腳部分。
3. 請確保當油溫到達其烹調溫度時，油位是位於頂部的 OIL LEVEL 油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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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點燃油炸鍋
1. 按下電腦的開關 (ON/OFF)，切換至 OFF (關閉) 位置。

the
ON/OFF OFF
switch
in the
OFF
將Placing
ON/OFF
開關切換至
(關閉)
位置時，
也會關閉瓦斯閥。繼續進行步驟
2 之前，請
position also turns off the gas valve.
Wait five
先等候五分鐘，這也會開啟瓦斯閥。
minutes before continuing with Step 2, which

將
ON/OFF
開關切換至
OFF
(關閉)
After
placing
the ON/OFF
switch
in 位置
the OFF
後，也會將瓦斯閥旋鈕轉至
position, turn the gas valve OFF
knob (關閉)
to the 位
OFF
置。請等候
5 分鐘，然後將旋鈕轉到
ON
(開
position. Wait
5 minutes, then turn the
knob
啟)
的位置，接續進行步驟
2。with Step 2.
to the
ON postion and proceed

OFF

OFF

ON

Honeywell

will also turn on the gas valve.

ON

For Non-CE
Fryers
適用非
CE 認證油炸鍋

Honeywell

Fryers
適用For
CECE
認證油炸鍋

2. 按下電腦的開關 (ON/OFF)，切換至 ON (開啟) 位置。
3. 如果火爐無法點火，將 ON/OFF 開關切至 OFF (關閉) 位置，並等候 60 秒。重覆步驟
2。
4. 如果油鍋的溫度低於 82ºC，油炸鍋將自動進入融化循環模式，並且將交替顯示 MLTCYCL (融化循環) 和 LOW TEMP (低溫)。注意事項：熔化循環過程中，火爐將重覆燃燒幾
秒鐘，然後熄滅更長一段時間。)當油鍋溫度到達 82ºC，設備將自動切換至加熱模式，並
且顯示 LOW TEMP (低溫)，直到落在設定點的 9°C 範圍內為止。火爐將持續點燃，直到油
鍋溫度到達設定的烹調溫度為止。一旦油炸鍋到達設定點，電腦會顯示產品的變化或虛
線，油炸鍋即準備好，可以使用。
5. 等到火爐至少點燃 90 秒之後，透過燃燒空氣風機每一側的火爐觀察口觀察火焰。

1

2

3

5

4

7

6

9

8

0
1

2

3

5

4

7

6

9

8

0

*
*
+
+
ABC

DEF

GHI

JKL

MNO

PQR

STU

VWX

YZABC

Left左邊的觀察口在馬
Viewing Ports are
behind
the motor
達外殼後方
housings.

DEF

GHI

JKL

MNO

PQR

STU

VWX

YZ-

右邊的觀察口
Right Viewing Ports

最佳的燃燒狀態是呈現亮橘紅色的光。如果觀察到藍色火焰或火爐面上出現暗點，請依下列
指示調整氣體瓦斯的混合比例：馬達對面，位於火爐外殼側面上方是一片含鎖定螺帽的板
子。鬆開螺帽到足以移動板子的程度，接著調整板子的位置以打開或關閉進氣口，直到看到
亮橘紅色的光為止。請小心握住板子不動，並將鎖定螺帽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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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關機
工作日期間的短暫關機：
1. 請將電腦的開關 (ON/OFF) 切換至 OFF (關閉) 位置，接著將油鍋蓋子就定位。
在關閉時間將油炸鍋關機時：
1. 請將電腦的開關 (ON/OFF) 切換至 OFF (關閉) 位置以關閉油炸鍋的電源。

適用For
CECE
認證油炸鍋
Fryers

適用非
CE 認證油炸鍋
For Non-CE
Fryers

ON
OFF

Honeywell

OFF

ON

將 ON/OFF
OFF
(關閉)
After
placing開關切換至
the ON/OFF
switch
in 位置後，
the OFF
也會將瓦斯閥旋鈕轉至
OFFknob
(關閉)to位置。
position,
turn the gas valve
the OFF
position.

Honeywell

將 ON/OFF
開關切換至
OFF in
(關閉)
Placing
the ON/OFF
switch
the 位置
OFF
時，也會關閉瓦斯閥。
position
also turns off the gas valve.

2. 過濾油並且清潔油炸鍋 (請參見第五章與第六章)。
3. 請將油鍋蓋子放在油鍋上面。

3.2

操作

本油炸鍋已經配備 M3000 電腦 (如下圖所示)。請參照第四章 M3000 電腦操作說明，查看電

腦設定與操作程序。

F R F R IE S

F R F R IE S

M3000 電腦

請參照本手冊第五章的內建過濾系統操作說明。

3-4

3.3 低油量自動裝填
當低油量 (LOV™) 系統在油炸鍋上方就
定位時，會持續檢查油鍋的油位，並視
需要，從機箱中的儲油槽裝填至滿油。
儲油槽裝有 35 磅重的油箱。以一般的
操作方式，這將持續大約兩天的時間。
系 統 的元件的註解是在右邊 (參閱圖
1)。
注意事項：
系統的用途是使油鍋滿
油，而不是用來裝填油的。油鍋在啟動
時以及在深層清潔 (煮沸) 之後，需要進
行手動填充動作。

JIB (盒內的油壼)
(Jug In Box) 低油位重
Reset
JIB
Switch:
Resets
the
yellow
設開關：換油之後，重設黃
LED
after
oil
change.
色的 LED 燈
Special Cap: Has plumbing
特殊蓋：接上要將油從儲油槽
attached to draw oil from the
抽到油炸鍋桶槽的配管。
reservoir to the fryer vats.
(盒內的油壼)
JIB：
Jug In Box (JIB):
The是油料的儲存槽。
JIB is the
JIB
reservoir for the oil.

Figure
圖 11

3.4.1 做好系統的使用準備
一旦油炸鍋在罩子下就定位，即可安裝
隨附於配件包的 JIB 籃子 (請參見圖
2)。如果是使用固態起酥油選項，請參
見附錄 B。
圖2

3.4.2 安裝 JIB
將原本的蓋子，從裝油容器和鋁箔內襯卸下。以內附的蓋子更換，此蓋有已連接好的吸油零
件。請確保來自蓋子的進料管已經到達裝油容器的底部。
請將裝油容器放入機箱，並滑入定位 (如下頁所示)。當容器已經放入油炸鍋時，請避免使吸油
零件卡在機箱內部上。
系統如今已可供操作。
3.4.3 更換 JIB
當儲油槽油位很低時，會啟動橘色的
LED 燈 (請見圖 3)。一旦儲油槽已經填
滿及/或更換，請按住 JIB 旁邊橘色的
重設按鈕不動，直到橘色的 LED 燈不
再亮起。如果是使用固態起酥油，請參
見附錄 C 的說明。

圖3
油炸鍋前方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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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開機箱，並將 JIB 從機箱滑出 (請 2. 取下蓋子，將剩下的油倒入容器內，再平均倒入
見圖 4)。
所有油炸桶槽 (請參見圖 5)。

圖5

圖4

3. 將新的 JIB 直立，並卸下蓋子和錫 4. 將管子放入全新、裝滿油的容器 (請見圖 7)。
箔封口 (請見圖 6)。

圖7
圖6

5. 將 JIB 朝油炸鍋機箱內部的架子方向滑入 (請見圖
4)。

警告：請勿將「熱油」或
「使用過油」添加入 JIB。

6. 按下 JIB 重設開關，以關閉位於油炸鍋前方的 JIB
LED 燈 (請參見圖 8)。

圖8

3.4.4

散裝油系統

有關安裝和使用散裝油系統的說明，請參閱本手冊後面的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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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四章：M3000 電腦說明
Filter, Temp, Info,
過濾器、溫度、資訊、
Programming and
設定與導覽按鈕
Navigation Buttons

Cook Channel
料理通道和選
and Selection
項按鈕
Buttons

F R F R IE S

F R F R IE S

Heat
加熱指示燈
Indicator
Lamp

ON/OFF
電源開關

ON/OFF
電源開關

產品按鈕
Product
Buttons

4.1

M3000 一般資訊

歡迎使用 M3000，本電腦具備 M2000 與 100B 原有的單鍵易用功能，以及包含 40 項產品
的選單。電腦使用起來很容易。只要按下單一按鈕，就能開始在專用桶槽烹調某項食品的料
理循環。本台電腦在彈性搭配多
項產品桶槽使用時，只需要按兩
個按鈕即可開始料理循環。只要
---- ------- ---選擇產品按鈕上的某一選單項
目，並且按下，接著在顯示出想
要料理之項目的畫面下方，按下
料理通道按鈕。電腦可以讓您從
麥克雞塊順利地移到脆皮雞，或
按下產品按鈕 3 或 9 會顯示麥香雞。
到任何新增的選單項目。
在典型的儲存設定中，三只桶槽
M C C H IC K
M C C H IC K
油炸站上的 M3000 電腦會顯示
FR FRIES (如上所示)，按一下料
理通道按鈕，即可開始料理循環
程序。
在雞隻/肉片站上，LED 燈畫面會
顯示虛線。若要開始料理循環，
按下麥香雞顯示底下的任何一個料理循環按鈕後，會開始料
按一下產品按鈕，接著按一下對
理循環。
應到下降籃子的料理通道按鈕。
按下麥克雞塊的產品按鈕，麥香雞會出現在畫面裡。只要按一下對應到適當之下降籃子的料
理通道按鈕。
M3000 將開始與電子與瓦斯油炸鍋一起運作，包括全桶槽和分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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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操作

Basic基本操作
Operation
Filter, Temp, Info, Programming
過濾器、溫度、資訊、設定與導覽按鈕
and Navigation Buttons

Cook Channel
理通道和
and料
Selection
選項按鈕
Buttons

ON/OFF
電源開關

Start Two-Button Cook
Cycle (Multi-Product Mode)
開始雙按鈕料理循環
(多項產品模式)

啟動油炸鍋
Turn Fryer ON

Press either button for full
為滿鍋按下任一鍵；按下想

Press product button
按下包含所需產品之圖示

pot; press button on
要之分桶槽一側的按鍵。

的產品按鍵。按下料理通

3

bearing icon for desired
product. Press cook
道按鈕以開始料理循環。
channel button to begin
cook cycle.

desired side on a split pot.

關閉油炸鍋的電源
Turn
Fryer OFF
Press
either button for full
為滿鍋按下任一鍵；按下想
pot; press button on
要之分桶槽一側的按鍵。
desired side on a split pot.
檢查油鍋溫度
Check
Frypot Temperature
Press TEMP
button按鍵。
once.
按一下
TEMP (溫度)
Displays show frypot
畫面顯示油鍋溫度。
temperatures.

ON/OFF
電源開關

Product
Buttons
產品按鈕

2
GHI

Change From Dedicated to
Multi-Product Mode

從專用模式變更為多項產品模式

Press and hold a Cook Channel
按住顯示選單項目下的料理通道按鈕
button under displayed menu
item for approximately three
面改為虛線。
seconds until beep is heard.
Display changes to dashed lines.

不動大約三秒鐘，直到嗶聲響起。畫
TEMP

2

檢查油鍋設定點

Check Frypot Setpoint
按二次
Press TEMP
TEMP(溫度)
button按鍵。
twice.
Displays show frypot
畫面顯示油鍋設定點溫度。
setpoint temperatures.

TEMP

Change From Multi-Product

從多項產品模式變更為專用模式
Mode to Dedicated Mode

Press product button
按下包含所需產品之圖示
bearing icon for desired
的產品按鍵。按住顯示所
product. Press cook
需項目畫面底下的料理通
channel button under
道按鈕，直到嗶聲響起
display showing desired
(大約三秒鐘)。

Cancel Duty or Remove Alarm
取消工作或清除警示
按下使用中畫面下的按鍵。
Press button under active

display.

2

開始單按鈕料理循環
Start
One-Button Cook Cycle
(專用模式) Mode)
(Dedicated
Press either button
按下顯示所需項目之畫面底
under display showing
下的任一按鍵。
desired item.

item until beep is heard
(approx three secon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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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GHI

4.3

以多項產品畫面料理

以多項產品畫面料理
Cooking With
Multi-Product Display

1

Dashed lines appear in
兩個畫面都出現虛線。

2

Press a product button.
按下產品按鈕。

3

both displays.

Vat with appropriate
含適當設定點之桶槽會顯

4

Mc

CK

7

setpoint displays:
示：跳到步驟
5。 skip

麥克雞塊
Mc ch

Vat with inappropriate
含不適當設定點之桶槽

<<<<>>>>

to step 5.

setpoint displays:
會顯示：

6

--------

ic k
8

If this occurs, change setpoint by
如果發生此事，按下指定給該產品
pressing the button assigned to
的按鈕，以變更設定點。
the product.

Mc

CK

9

當 V 形符號出現時，立

When the chevrons
即按住料理通道按鈕不
appear, immediately
動，直到嗶聲響起再放
press and hold cook
channel
button until a
開
(大約三秒鐘)。
beep is heard (approx
three seconds) and
release.

5

Press a cook channel
按下料理通道按鈕以開
button to begin cook
始料理循環。
cycle.

<<<<>>>>
10

1

Display alternates
畫面會交替顯示產品識
between product ID
and remaining cook
time.
If a duty is required for
如果這個選單項目需要執
this menu item, duty is
行工作，當執行工作的時
displayed when it is time
間一到，就會顯示該工作
to perform a duty, such
項目
(例如搖晃)。
as shake.

Mc cK

別碼和剩餘料理時間。

2 :3 4
d u ty

Press cook channel
按下工作畫面底下的料理
button under duty
通道按鈕，以取消警示。

display to cancel
alarm.
Pull is displayed
當料理時間結束時，會顯
when the cook time is
示「PULL」(拉)；響起警
complete; an alarm
示音。
sounds.

Press cook channel
按下顯示「PULL」(拉)
button under pull
之畫面底下的料理通道按

2

p u ll

2

display to cancel
alarm.

鈕，以取消警示。

11

1

在料理循環結束時，虛
Dashed lines reappear

under active display at
線會再度出現在使用中
the end of the cook
cycle.

畫面底下。

NOTE: If error R E MREMOVE
O V E D DISCARD
IS C A R D
注意事項：如果出現
PRODUC
T appears, press
the cook
PRODUCT
(移除並丟棄產品)
的錯誤訊息，
channel button under the message to
按下訊息底下的料理按鈕，以取消警示並移
cancel alarm and remove error message.
除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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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專用畫面料理

Cooking With
Dedicated Display
以專用畫面料理
F r f r ie s

1

選單項目，例如
FR as
A menu item, such

FR FRIES
shows in
FRIES
(薯條)，會顯示

F r f r ie s

8

f r f r ie s

display

3

4

counts down.

Press
a cook channel
按下料理通道按鈕以開
button
to begin the
始料理循環。
cook cycle.
畫面會交替顯示產品
Display
alternates
between
abbreviated
縮寫名稱和剩餘料理
product
name
and F R
時間。
remaining cook time.
當必須搖晃油炸鍋籃子
Duty is displayed when it

is time to shake the fry
的時間一到，就會顯示

1

9
2 :3 4

Y

6

按下料理通道按鈕以取
Press
cook channel
button
to cancel alarm.
消警示。
當料理時間結束時，會
Pull is displayed

when the cook cycle
顯示「PULL」(拉)。

7

button to cancel
alarm.

取消警示。

Q 1

FRY

Pressing the cook
現在按下料理通道按
channel button now
鈕會啟動料理循環，
will launch a cook
並結束品質倒數計
cycle and end the
時。
quality countdown.

when the quality
time
去時，會顯示
QUAL。

1

QUAL

has elapsed.
Pressing the cook
11 按下料理通道按鈕會恢復
channel button

1

「FR FRIES」的畫面，

restores the display to
此時設備已準備好可以開
FR FRIES and the unit
始料理。
is ready for cooking.

p u ll

is complete.
Press cook channel
按下料理通道按鈕以

FRY

QUAL is displayed
10 當品質時間一分一秒過

d u ty

basket.
工作項目。

5

Q 7

alternates
with FRY.
替顯示
FRY。當品質
As the quality time
時間倒數計時。

在畫面上

2

畫面會顯示
Q 7 並交
Q 7 is displayed
and

1

F R F R IE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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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從早餐設定改為午餐設定

Changing from
Breakfast Setup to Lunch
從早餐設定改為午餐設定
H a s h br n

1

R

Y

3

F

Press and quickly
按下並快速放掉薯條的
release product button
產品按鈕。
for french fries.

F

1

H a s h br n

ABC

2

Computer will change
電腦會從「HASH
from HASH BRN to變
BRN」(馬鈴薯餅)
<<<< >>>>; an alarm
為「<<<<
will sound. >>>>」；

並響起警示音。

H a s h BR N

4

Press
and hold the cook
按住畫面底下的料理通道按鈕
channel button under the
不動，直到嗶聲響起 (大約三
display until a beep is heard
秒鐘) 後再放開。
(approximately
three seconds)
and release.

畫面改為「FR
Display changes to FR
FRIES.
FRIES」。

<<<< >>>>
在兩端都執行這些步驟，將兩
Perform
these steps on both sides to
change
both displays
FR FRIES
個畫面都改為「
FRtoF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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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r f r ie s

4.6

從午餐設定改為早餐設定

Changing from
Lunch Setup to Breakfast
從午餐設定改為早餐設定
F r f r ie s

1

電腦會顯示
Computer displays

2

Press and quickly
按下並快速放掉馬鈴
release product button
薯餅的產品按鈕。
for hash browns.

F r f r ie s

F R F R IE S

4

H
br a s
n h

5
6

3

Computer display will
電腦會從「FR
change from FR
FRIES」(薯條)
變為
FRIES to <<<< >>>>;
「<<<<
>>>>」；並
an alarm sounds.
響起警示音。

Press and hold the cook channel
按住畫面底下的料理通道按鈕不
button under the display
until a
1
動，直到嗶聲響起
(大約三秒鐘)
beep is heard (approximately
後再放開。
three seconds) and release.
畫面會改為「LOW
Display changes to LOW
TEMP until setpoint is L O W t e m p
TEMP」(低溫)，直到達
reached.
到設定點。
Display changes to
畫面改為「Hash
h a s h br n
Hash Brn.
Brn」。

F R F R IE S

<<<< >>>>
在兩端都執行這些步驟，將兩個畫面

Perform these steps on both sides to
HASH to
BRN
」 BRN
change都改為「
both displays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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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3000 按鈕的說明與功能

4.7.1 瀏覽按鈕
M3000 上的選單使用  及 按鈕，以瀏覽各式
各樣的選單和子選單。

設定時，左螢幕會顯示選單或子選單項目。右螢幕是
專供資料輸入。請捲動清單或在各項選擇之間切換，
以字母數字混合文字輸入資料。

左畫面

右畫面

設定期間，如果不在一分鐘之內按一下按鈕，電腦會返回操作模式。

4.7.2 過濾器、溫度和資訊按鈕

< FLTR 和 FLTR > 按鈕 (請見圖 1) 可按要求過濾分桶槽的左桶槽與右桶槽，或全桶槽油
炸鍋。如果按一下 FLTR (過濾) 按鈕，會顯示剩餘的料理循環的次數，直到過濾提示出現。
當按兩次 FLTR (過濾) 按鈕，會顯示最後一次過濾的日期與時間。如果當炸油鍋電源開啟時
按一下 TEMP (溫度) 按鈕，會顯示桶槽兩側目前的溫度。如果當炸油鍋電源開啟時按二次
TEMP (溫度) 按鈕，會顯示桶槽的設定點溫度。如果炸油鍋電源已經關閉，畫面會顯示目前
的軟體版本。如果當炸油鍋電源開啟時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 (請見圖 1)，會顯示從上一
次測試以來，每個桶槽的復原時間。復原時間是指將油炸鍋裡的油溫，從 28°C 提高到
121°C 和 149°C 之間所需的時間。最長的復原時間不應超過 1:40 (電子油炸鍋) 或 2:25 (瓦
斯油炸鍋)。如果按住 INFO (資訊) 按鈕不動三秒鐘，會顯示諸如用法、過濾器統計數字和
上一次料理循環之類的資訊 (有關 INFO (資訊) 按鈕詳情，請見第 4-34 頁)。

4.7.3 料理通道和選項按鈕



 按鈕是雙功能按鈕，並與按鈕 1 與按鈕 2 共
用。它們就位在 LED 燈畫面的正下方。使用這些按鈕
來選擇或取消功能。 按鈕是用來從子選單退回並結
束子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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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000 選單摘要樹

4.8

以下是 M3000 的主要設定章節，以及可以在安裝和操作手冊的章節中找到子選單標題的順序。
加入新產品選單項目 (產品選項)
將產品選單項目儲存在產品按鈕中
排放、補充與棄置油料

請見 4.10.2 節
請見 4.10.3 節
請見 4.10.4 節

過濾器選單 ………….......................................................................................................................... 4.11
[按住

FLTR 或 FLTR

]

自動過濾器
維護過濾器
棄置
排放到排放盤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
從散裝油系統裝填鍋子 (僅限散裝油系統)
從排放盤排至廢油 (僅限散裝油系統)
設定
層級 1 程式 ..................................................................................................................................... 4.12
[按住 TEMP (溫度) 與 INFO (資訊) 按鈕不動，2 聲嗶聲響起，顯示「LEVEL 1」(層級 1)，輸入 1234]

產品選項 .............................................................................................................................. 4.10.2
名稱
料理時間
溫度
料理識別碼
工作時間 1
工作時間 2
品質時間計時器
AIF 停用
指定按鈕
AIF 時鐘 ............................................................................................................................. 4.12.1
已停用
已啟用
深層清潔模式 ...................................................................................................................... 4.12.2
高溫限制測試 ...................................................................................................................... 4.12.3
油炸鍋設定 .............................................................................................................................. 4.9
層級 2 程式 (主管層級) ..................................................................................................................... 4.13
[按住 TEMP (溫度) 與 INFO (資訊) 按鈕不動，3 聲嗶聲響起，顯示「LEVEL 2」(層級 1)，輸入 1234]

Prod Comp 產品的靈敏度 ................................................................................................. 4.13.1
E-Log
最後 10 組錯誤代碼的記錄 ................................................................................. 4.13.2
密碼設定 變更密碼 ........................................................................................................... 4.13.3
設定 [輸入 1234]
用途 [輸入 4321]
層級 1 [輸入 1234]
層級 2 [輸入 1234]
警示音調 音量與音調 ......................................................................................................... 4.13.4
音量 1 - 9
音調 1 - 3
過濾開始時間 設定出現過濾器提示前的料理次數 ............................................................ 4.13.5
過濾時間
設定過濾循環之間的時間長度 .................................................................. 4.13.6
資訊模式 .................................................................................................................................................. 4.14
[按住 INFO (資訊) 按鈕三秒鐘，以顯示資訊模式]

滿桶槽/分桶槽設定
過濾器統計數字 .................................................................................................................... 4.14.1
檢視用途 ............................................................................................................................... 4.14.2
最近一次裝載 ........................................................................................................................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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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油炸鍋設定模式的程式設定

電腦一經首次開機 (更換電腦或從層級 1 進入時) 就會有參數集。此設定作業將設定時間、日
期、日期格式、語言、油炸鍋類型、桶槽類型、油料系統類型和溫度刻度。這些設定值只能
由技師變更。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1. 同時按下 TEMP (溫度) 和 INFO (資訊) 按鈕，直到顯
示 LEVEL 1 (層級 1) 為止，會進入層級 1 的設定模
式。電腦顯示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2. 請輸入 1234。

1

2

3

4

(1234)
電腦會顯示 level 1 program (層級 1 設定) 三秒鐘，接著變為產品選項 。
3. 按一下  按鈕，以捲動至 FRYER SETUP (油炸鍋設定)。
4. 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顯示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5. 請輸入 1234。

1

2

3

4

(1234)
電腦左邊會顯示 LANGUAGE (語言)，右邊顯示 ENGLISH (英語)。
6. 使用  和  按鈕以捲動語言選單。

7. 看到想要的語言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TEMP Format (溫度格式)，右邊顯示 F。
8. 使用  和  按鈕在 F 和 C 溫度刻度之間切換。
注意事項：F 是指華氏溫度，而 C 是指攝氏溫度。
9.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time format (時間格式)，右邊顯示 12 hr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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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  和  按鈕在 12hr (12 小時) 和 24hR (24
小時) 之間切換。
11.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ENTER TIME (輸入時間)，右邊的目前時間是以 hh:MM 格式顯示。如果選擇
12 小時系統，則會顯示 AM 或 PM。
範例：如果使用 12 小時格式，請將早上 7:30 輸入成 0730。如果使用 24 小時格式，請將下
午 2:30 輸入成 1430。若要變更 AM 和 PM，請使用  按鈕。
12. 使用數字鍵 0 -9 輸入時間的小時數和分鐘數。

13.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DATE FORMAT (日期格式)，右邊顯示 US (美國)。
14. 使用  和  按鈕以在 US (美國) 和 interntl
(國際) 之間切換。
15.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
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enter date (輸入日期)，右邊的 MM-DD-YY or DD-MM-YY 則會改為今天日
期。
範例：
美國格式 - 請將 2008 年 12 月 5 日輸入成 120508。
國際格式 - 請將 2008 年 12 月 5 日輸入成 051208

16. 使用數字鍵 0 -9 輸入日期。
17.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
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fryer type (油炸鍋類型)，右邊顯示 Elec (電子)。
18. 使用  和  按鈕在 elec (電子) 和 gas (瓦斯) 之
間切換。
19.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VAT type (桶槽類型)，右邊顯示 SPLIT (分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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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使用  和  按鈕在 split (分桶槽) 和 full (全
桶槽) 之間切換。
21.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OIl SYSTEM (油料系統)，右邊顯示 JIB。
22. 使用  和  按鈕在 jib 和 bulk (散裝油) 之間切
換。
注意事項：JIB 系統使用可丟棄式 JIB (盒內的油壼)。BULK (散裝油) 系統擁有大尺寸的油桶
槽，且這些油桶槽被接至用來填滿儲油槽的油炸鍋。
23.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LANGUAGE (語言)，右邊顯示 ENGLISH (英語)。使用  按鈕捲動並編輯任
何額外的欄位。

24. 按一下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setup complete (設定完成)，改為 off (關閉)。

4.10 M3000 一般工作
本節內容說明已儲存的一般工作：
1.
2.
3.
4.

離開選單或子選單。
加入新產品項目。
將選單項目存入產品按鈕。
排放、棄置和補充桶槽。

4.10.1

離開選單項目

如果要離開或退出 MENUS (選單) 和 SUB-MENUS (子選單)，請
按一下  (2)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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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將新產品項目加到選單中 (產品選項)
此功能是用來將其他產品加入電腦選單中。
如果要將新產品加入選單中：
1. 電腦電源呈現 OFF (關閉) 後，同時按下 TEMP (溫度) 和 INFO
(資訊) 按鈕，直到顯示 LEVEL 1 (層級 1) 為止，接著就會進入
層級 1 的設定模式。
電腦顯示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2. 請輸入 1234。

1

2

3

4

(1234)
電腦會顯示 level 1 program (層級 1 設定) 三秒鐘，改為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3. 看到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選擇選單項目。
電腦會顯示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三秒鐘，接著顯示 select product (選擇產品)。
4. 看到左邊顯示 Select Product (選擇產品)，右邊顯示 Fr Fries
(薯條) 後，按一下  按鈕以在選單項目中前進，直到顯示要修改
的選單項目或編號的位置 (例如 PROD 13)。
5. 按一下  (1 yes) 按鈕選擇要修改的產品。

電腦顯示 modify? (修改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6.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修改選項或按一下  (2 no) 按鈕以返回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如果選擇「yes」(是)，左邊畫面會顯示 NAME (名稱)，右邊畫面會顯示產品名稱 (例如 PROD
13)。右邊畫面將顯示閃爍字元。
7.

使用數字鍵輸入新產品的第一個字母。 每個鍵都
有三個字母。按下，直到顯示想要的字母為止。

產品全名最多只能輸入 8 個字，包括空格 (例如 FR FRIES)。
8.

按一下  按鈕以將游標移到畫面中的下一個空白處。按一下 #0
鍵以插入 1 個空格。 按鈕是用來將游標退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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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輸入「WINGS」(雞翅) 時，按兩次 #8 鍵，直到 W 出現在畫面裡。然後使用  按
鈕，將游標移到畫面中的下一個空白處。按一下 #3 鍵直到 I 出現為止。持續下去，直到畫面
顯示已拼完 WINGS 為止。
9.

一旦名稱出現後，準備要儲存時，按  按鈕以儲存名稱，然後捲
動畫面到 cook time (烹調時間)。

10.

看到左邊顯示 cook time (烹調時間)，右邊顯
示 :00 後，按一下數字鍵以輸入產品烹調時間的分
鐘數與秒數 (例如將 3:10 輸入成 310)。

11.

輸入烹調時間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
存烹調時間，然後捲動畫面到 TEMP (烹調溫度)。

12.

看到左邊顯示 temp (溫度)，右邊顯示 32F 後，按一
下數字鍵以輸入產品的烹調溫度 (例如將 335° 輸入成
335)。

13.

輸入烹調溫度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
存烹調溫度值，然後捲動畫面到 COOK ID (烹調識別
碼)。

14.

看到左邊顯示 cook ID (烹調識別碼)，右邊顯示閃爍
的 P 13 後，參照步驟 8 的說明，輸入 4 個字母的選
單項目名稱。這是縮寫名稱，它會在料理循環期間與
烹調時間交替出現。

15.

正確的烹調識別碼輸入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 鈕 儲 存 烹 調 識 別 碼 縮 寫 ， 然 後 捲 動 畫 面 到 DUTY
TIME 1 (工作時間 1) (搖晃時間)，這是用來設定料理循
環程序裡，產品應該搖晃的時間。

16.

看到左邊顯示 duty time1 (工作時間 1)，右邊顯
示 :00 後，按一下數字鍵，以輸入要執行首次工作時
間的分鐘數與秒數 (例如將 30 秒後搖晃產品輸入成
30)。

17.

輸入 duty time 1 (搖晃時間 1) 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存工作時間 1，然後捲動畫面到 DUTY
TIME 2 (工作時間 2)。如果某項產品需要執行第二次工
作，可在這裡輸入該工作。遵照上述指示輸入工作時間
2，否則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存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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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捲動畫面到 QUAL TMR (品質計時器)，這是用來設定
丟棄食物前的保留時間。
18.

看到左邊顯示 qual tmr (品質計時器)，右邊顯示 :00
後，按一下數字鍵以輸入產品保留時間的分鐘數與秒數
(例如將 7:00 分鐘輸入成 700)。

19.

輸入 QUAL TMR (品質時間) 輸入後，按一下  (INFO)
( 資 訊 ) 按 鈕 以 儲 存 品 質 時 間 ， 然 後 捲 動 畫 面 到 AIF
DISABLE (AIF 停用)

20.

看到左邊顯示 AIF Disable (AIF 停用)，右邊顯示 NO
(否) 後，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 YES (是) 與 NO (否) 之
間切換。如果將這項功能設定為「是」，則為已設定的產
品停用 AIF (自動間歇過濾)。這是用來避免產品特定用油
發生混合。

21. 如果 AIF DISABLE (AIF 停用) 選項被設為 NO (否)，則按
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存 AIF 停用選項，然後捲
動畫面到 ASSIGN BTN (指定按鈕) 選項。
電腦左邊會顯示 ASSIGN BTN (指定按鈕)，右邊顯示所選的產
品。
請遵照下列指示，將輸入的產品指定給某個按鈕。
22. 右邊會顯示所選的產品，左邊會顯示 ASSIGN BTN (指定按鈕)，按一下 1 - 0 之間的 1 個按
鈕以指定產品。所選產品的 LED 燈會亮起 (請見上方的照片)。按下指定給該產品的按鈕，
透過按鈕取消產品的指定。LED 燈不再亮起。
23. 一旦指定按鈕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存指定的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name (名稱)，右邊會顯示產品 (例如 WINGS (雞翅))。
* 注意事項：如果為了加入其他產品而必須進行其他設定，請按一次 (2) 按
鈕，然後按一下  按鈕以返回步驟 4。
24.

如果不需要進一步的設定，按一下  (2) 按鈕。電腦會顯示 select
product (選擇產品) 選項，右邊會顯示產品 (例如 FR FRIEs (薯條))。再
按一次  (2) 按鈕。電腦會顯示 Level 1 program (層級 1 設定) 變為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提示。

25. 按一下  (2) 按鈕以離開，然後返回 OFF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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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

將選單項目存入產品按鈕

此功能是用來將個別選單項目儲存到產品按鈕，以進行單按鈕或雙按鈕料理。
要將選單項目儲存到特定按鈕：
1. 執行第 4 - 12 頁的步驟 1 至 6。
2. 電腦左邊會顯示 name (名稱)，右邊會顯示所選產品 (例如 wings (雞翅))。
3.

按一下  按鈕以捲動到 ASSIGN BTN (指定按鈕) 選項，這是用來將
某個選單項目指定到特定產品的按鈕。

4. 電腦左邊會顯示 assign btn (指定按鈕)，右邊顯示 wings (雞翅)。
5. 看到左邊顯示 assign btn (指定按鈕) 及右邊顯示所
選產品 (例如 wings (雞翅)) 時，按一下 1 - 0 之間的
1 個按鈕以指定產品。所選產品的 LED 燈會亮起。
按下指定給該產品的按鈕，透過按鈕取消產品的指
定。LED 燈不再亮起。
6. 一旦指定按鈕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儲存指定的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name (名稱)，右邊會顯示產品 (例如 WINGS (雞翅))。
7.

如果不需要進一步的設定，按兩次  (2) 按鈕以返回 Level 1 program
(層級 1 設定)，並變為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提示。

8. 再按一下  (2) 按鈕以離開，然後返回 OFF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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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排放、補充與棄置油料
當料理用油排出時，將油排放到適當的容器內，以便運送到廢油棄置容器。Frymaster 推薦
使用麥當勞的起酥油棄置設備 (MSDU)。請勿將深層清潔 (煮沸) 溶劑排入 MSDU。注意事
項：如果使用 2004 年一月以前製造的 MSDU，必須卸下過濾器排放盤，才能將設備放在排
放管下方。如果要卸下蓋子，稍微抬高前緣，將油護罩往上滑，然後直接拉出機箱。請參見
您的棄置設備隨附的文件，以瞭解具體的操作說明。如果沒有超酥油專用的棄置設備可供使
用，先讓油溫冷卻到 38°C，然後把油排入容量有 15 公升或更大的金屬容器，以避免油潑灑
出來。

4.10.4.1

非散裝油系統的棄置

這個選項是用來將用過的油放入 MSDU 或金屬鍋中以進行棄置。
1.

卸下過濾器排放盤，將容量有 15 公升或更大的 MSDU 或金屬容器，放在油炸鍋下方以
排放油料。

2. 電腦電源關閉後，按住相對應桶槽的 FLTR 按鈕不動三秒鐘，會發出唧
唧的聲音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3. 看到畫面顯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後，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捲動到 dispose (棄置)。
電腦顯示 DISPOSE (棄置)。
4.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畫面會交替顯示 Dispose? (要棄置嗎？) 及 Yes NO。
5. 如果要棄置，請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警告
切勿將深層清潔 (煮沸) 溶劑排入 MSDU。深層清潔 (煮沸) 溶劑會造成 MSDU 損壞。
危險
將油排放到棄置設備時，請勿讓油位高於容器上的滿油線。
危險
將油料排放到適當的「金屬」棄置容器之前，先讓油冷卻到 100°F (38°C)。
危險
將油排放到適當的「金屬」容器時，請確認容器至少可容納「15」15 公升或以上的油量，
否則熱液可能溢出，造成人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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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會顯示 INSERT DISPOSAL UNIT (插入棄置設備)。一旦將過濾器排放盤卸下，電腦會交
替顯示 IS DISPOSAL UNIT IN PLACE? (棄置設備是否就位？) 以及 YES NO。
6. 容量有 15 公升或更多的 ＭSDU 或金屬容器就定位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繼續。
加熱源被停用，排放閥開啟，且電腦會顯示 disposing (棄置中) 20 秒鐘。
排放閥保持開啟，電腦會顯示 Vat empty? (桶槽空的嗎？)交替顯示 yes。
7. 桶槽空了之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cln vat Complete? (清潔桶槽完成否？) 並交替顯示 YES。
8. 使用毛刷刷洗桶槽，刷洗完畢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排氣閥關閉，桶槽已經準備好，可以補充油料了。如果油炸鍋已被設定為 JIB，繼續下一個
部分。

4.10.4.2

補充 JIB 油系統

JIB (盒內的油壼) 油系統使用存放在油炸鍋機箱內盒裝壼內的油。
如果首次設定期間，將油系統設定為 JIB，則電腦會顯示 manual fill VAT (手動裝填桶槽)
並交替顯示 YES。
1. 請小心將油料倒入鍋子，直到到達油炸鍋裡的低油線。
2. 當桶槽裝滿時，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0.4.3

使用散裝油系統來排放與棄置油

散裝油系統使用泵浦，將排放的油從油炸鍋移往集存槽。額外配管會被用來將散裝油系統連
接到油炸鍋。
警告
排放或棄置油料前，請確保濾墊已經就定位。若未插入濾墊，可能造成線路與/或泵浦堵塞。
1. 電腦電源關閉後，按住相對應桶槽的 FLTR 按鈕不動三秒鐘。
電腦會顯示 flt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Auto Filter (自
動過濾器)。
2. 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捲動到 dispose (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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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到 dispose (棄置) 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畫面會交替顯示 Dispose? (要棄置嗎？) 及 Yes NO。
如果電腦顯示 RTI TANK FULL (RTI 油槽已滿) 並交替顯示 CONFIRM (確
認)，請參見第 4 - 19 頁的*注意事項。
4. 如果要棄置，請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如果顯示 INSERT PAN (插入排放盤)，請卸下並更換過濾器排放盤，確保
排放盤已經固定在油炸鍋裡。
電腦顯示 DRAINING (排放中)。
排放閥保持開啟，電腦會顯示 Vat empty? (桶槽空的嗎？)，並交替顯示
YES。
5. 當桶槽空了之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cln vat Complete? (清潔桶槽完成否？) 並交替顯示 yes。
6. 使用毛刷刷洗桶槽，刷洗完畢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將顯示 OPEN DISPOSE VALVE (開啟棄置閥)。
7.

開啟左邊的機箱門，必要時，解鎖閥門。將棄置閥完全向前拉出，以
開始棄置作業。

電腦會顯示 DISPOSING (棄置中) 四分鐘。
泵浦會將廢油從排放盤輸送到散裝油的廢油槽。
完成後，電腦會顯示 REMOVE PAN (移除排放盤)。
8. 移除過濾器排放盤，並確保排放盤內是空的。
電腦會交替顯示 IS PAN EMPTY? (排放盤空了嗎？) 及 Yes NO
9. 插入過濾器排放盤，如果排放盤仍有剩餘的油料，按一下  (2) 按鈕
再讓泵浦運轉一次；否則繼續下一道步驟。
10. 等到排放盤空了之後，按一下  (1)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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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將顯示 CLOSE DISPOSE VALVE (關閉棄置閥)。
11. 將閥柄向油炸鍋的後方推，直至油炸鍋停止，以關閉棄置閥。如果您
的主管有所要求，請重新鎖定閥門。

桶槽已經準備好，可以補充油料了。繼續前往第 4.10.4.4 節以填滿桶槽，否則按一下  (2)
按鈕以離開。
* 注意事項：如果電腦顯示 RTI TANK FULL (RTI 油槽已滿) 並交替顯示 CONFIRM (確認)，請
按一下  (1) 按鈕，並打電話給散裝油廢油棄置供應商。畫面返回至 OFF (關閉)。

4.10.4.4

棄置之後，請從散裝油系統補充桶槽的油

電腦會顯示 fill pot from bulk? (從散裝油系統裝填鍋子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散裝油系統補充泵浦使用瞬間開關。只會在按下開關時，泵浦才會開始運轉。
1. 按住  (1 yes) 按鈕不動以補充桶槽中的油，直到油
量到達低油位線。
2. 桶槽滿了之後，放開  (1 yes) 按鈕。
3. 當桶槽滿了以後，按一下  (2) 按鈕，以關閉裝填閥。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1 過濾器選單
過濾器選單的選項是用於過濾、排放、裝填與棄置等用途。

4.11.1

進入過濾器選單

1. 按住所選的桶槽過濾器按鈕三秒鐘不放。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2.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a. auto filter
請見第 頁 5-2
b. maint filter
請見第 頁 5-8
c. dispose
請見第 頁 4-16
d. drain to pan
請見第 頁 4-20
e.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請見第 頁 4-21
f. fill VAT from bulk
請見第 頁 4-22
g. PAN TO WASTE
請見第 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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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個選單項目：AUTO FILTER (自動過濾器) 和 MANTAINENCE (MANUAL) FILTER (維護
(手動) 過濾器) 在第五章中說明。其他選單項目都在以下幾頁中詳述。
DRAIN TO PAN (排油至排放盤) 和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從排放盤注油至桶槽) 功能
主要用在診斷用途。當油將被排放至排放盤或送回油鍋時，將會使用這些功能。

4.11.2

排放到排放盤

排放到排放盤的功能會將油自油鍋排放到過濾器排放盤內。

1. 電腦電源 OFF (關閉) 後，按住過濾器按鈕不動三秒鐘，以使所選
的桶槽進行排油動作。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2. 按一下  和  按鈕以捲動到 drain to pan (排油至
排放盤)。
3. 看到 drain to pan (排油至排放盤) 顯示後，按一下
 (1) 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drain to pan? (排油至排放盤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4. 按一下  (1 yes) 以繼續排放至排放盤。
加熱源被停用，系統會檢查排放盤是否就定位。如果沒有偵測到任何排放盤，電腦會顯示
INSERT PAN (插入排放盤)，直到偵測出排放盤為止。
偵測出排放盤之後，排放閥就會開啟。電腦顯示 draining (排放中) 20 秒鐘。
電腦會顯示 vat empty? (桶槽是空的嗎？) 並交替顯示 yes。
5. 如果桶槽是空的，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嗎？) 並發出警示音及交替
顯示 yes no。如要補充桶槽，請繼續下個步驟，否則跳到步驟 8。
6.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補充桶槽的油。
電腦顯示 FILLING (裝填中)。裝填之後，電腦會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
裝滿了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如果桶槽還沒滿，按一下  (2 NO) 按鈕以再運轉過濾器泵浦一次。
7. 如果桶槽是滿的，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返回 OFF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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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  (2 NO) 按鈕。
電腦會顯示 REMOVE PAN (移除排放盤)。
危險
緩慢開啟過濾器排放盤，以避免熱油潑灑，並造成嚴重的灼傷、滑動與掉落。
9. 小心地將過濾器排放盤從油炸鍋中拉出。
電腦會顯示 IS PAN EMPTY? (排放盤是空的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注意事項：補充油後，少量油仍有可能留在排放盤內。
10. 如果排放盤是空的，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返回 OFF (關閉)。
步驟 5 之後，如果排放盤不是空的，按一下  (2 NO) 按鈕 (請參見圖
4.11.2.10) 並返回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
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如果排放盤不是空的，而且油炸鍋正在使用散裝油系統，按一下  (2 NO)
按鈕，電腦會顯示 PAN TO WASTE? (從排放盤排至廢油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11. 按一下  (1 yes) 按鈕，將油排放到散裝油廢棄槽內。跳到步驟 6 與
步驟 7 之間的 4.10.4.3 節「使用散裝油系統進行棄置」。

4.11.3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的選項，是用來從過濾器排放盤補充油鍋的選項。
1. 電腦電源關閉後，按住桶槽的過濾器按鈕不動，讓桶槽進行三秒鐘的
補充油動作。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2. 按一下  和  按鈕以捲動到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從排放盤
注油到桶槽)。

3. 看到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 顯示之後，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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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系統會檢查排放閥是否關閉。止回閥會開啟，過濾器泵浦會補充桶槽的
油。
當正在補充桶槽的油時，電腦會顯示 FILLING (裝填中)。裝填之後，電腦會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裝滿了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5. 如果桶槽是滿的，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離開並返回 OFF (關閉)。
如果桶槽還沒滿，按一下  (2 NO) 按鈕以繼續裝填。

4.11.4

從散裝油系統注油至桶槽

從散裝油系統注油到桶槽的選項，是用來從散裝油系統裝填油鍋的油。
1. 電腦電源關閉後，按住桶槽的過濾器按鈕不動，讓桶槽進行三秒鐘
的補充油動作。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2. 按一下  和  按鈕以捲動到 fill VAT from bulk (從散裝油系統
注油到桶槽)。

3. 看到 fill VAT from bulk (從散裝油系統注油到桶槽) 顯示之
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fill Vat from bulk? (從散裝油系統注油至桶槽？)並交替顯示 yes no。
4. 按一下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PRESS and hold yes to fill (按下「是」不動，以便
進行裝填動作) 並交替顯示 YES。
止回閥會開啟，而散裝油泵浦會通電。散裝油系統補充泵浦使用瞬間開關。只有按下開關
時，泵浦才會開始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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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yes) 按鈕不動以裝填桶槽。
正在裝填桶槽時，電腦會顯示 FILLING (裝填中)。
6. 當桶槽裝到低油位線的位置時，放開  (1 yes) 按鈕。
電腦會顯示 CONTINUE FILLING? (要繼續裝填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7. 如要繼續裝填，請並返回步驟 5。否則，按一下  (2 NO) 按鈕以離
開並返回 OFF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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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從排放盤排至廢油

從排放盤排至廢油的選項，能讓散裝油系統將多餘油料打入排放盤中，再打到散裝油廢棄
槽，而無須排放油鍋內現有的油。
1. 電腦電源關閉後，按住桶槽的過濾器按鈕不動，讓桶槽進行三秒鐘
的補充油動作。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2. 按一下  和  按鈕以捲動到 PAN TO WASTE (從排放盤排至廢
油) 。

3. 看到 PAN TO WASTE (從排放盤排至廢油) 顯示之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PAN TO WASTE? (從排放盤排至廢油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4. 按下  (yes) 按鈕，並且到第 4 - 18 頁的第 4.10.4.3 節，於步驟
六後繼續，或者按下  (2 NO) 按鈕以離開並前往過濾器選單。

4.12 設定層級 1
層級 1 設定是用來輸入新產品，於停用 AIF (自動間歇過濾) 時進行控制，以及執行深層清潔
(煮沸) 和高溫限制測試。
如果要進入層級 1 設定模式：
1. 電腦電源關閉後，同時按下 TEMP (溫度) 和 INFO (資訊) 按鈕三秒
鐘，直到顯示 LEVEL 1 (層級 1) 為止；此時會發出唧唧聲。
電腦顯示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2. 請輸入 1234。

1

2

3

4

(1234)
電腦會顯示 level 1 program (層級 1 設定) 三秒鐘，改為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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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a.
b.
c.
d.
c.

Product selection
aif clock
DEEP CLEAN MODE
hi limit test
Fryer setup

請見第 頁 4-12
請見第 頁 4-24
請見第 頁 4-25
請見第 頁 4-30
請見第 頁 4-9

4. 看到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選擇所選的選單項目。

4.12.1 AIF 時鐘
AIF 時鐘模式允許設定鎖住 AIF (自動間歇過濾) 提示的次數。這對一天中忙碌的時刻很管
用，像是中午倉促的時段。
1. 執行第 4 - 23 到 4 - 24 頁的步驟 1 至 3。
2. 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捲動到 AIF clock (AIF 時鐘)。
3.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左邊會顯示 AIF clock (AIF 時鐘)，右邊顯示 DISABLED (停用)。
4. 使用  和  按鈕在下列項目之間切換：
a. disabled
b. enabled
如果有停用 AIF (自動間歇過濾) 功能的時間 (例如中午的倉促時段)，則將這項功能設定為
enabled (啟用)。
5. 看到 enabled (啟用) 顯示後，按一下  按鈕。
*如果選擇 disabled (停用)，跳到步驟 12。
6.

看到 enabled (啟用) 顯示後，按一下  和  按鈕 (請見圖
4.12.2.5)，並在 M-F 1 到 Sun 4 之間切換。(例如週一到週五，從
11:30 AM 到 1:30 PM 的中午倉促時段，不想要使用過濾功能。在電腦
畫面中捲動到 M-F 1 12:00 AM。

7. 使用數字鍵輸入應該暫停 AIF 開始的時間。

8. 按一下  和  按鈕，並在 AM 與 PM 之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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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電腦顯示 0 DUR。這是 AIF 將維持暫
停的時間長度。

10.

使用數字鍵輸入 0 到 999 分鐘之間的時間 (例如將
1½ 小 時 輸入成 90 分鐘)。就這個例子，請輸入
90。電腦顯示 090 DUR。可為每天或一組的天數，
設定要暫停過濾的四種不同時段。(M-F 1-4、Sat 1-4
和 Sun 1-4)

11. 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接受時間，並移往下一個時段。

12. 完成後，按一下  按鈕以離開，並返回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
選項) 顯示畫面。
13. 按一下  (2) 按鈕以離開，然後返回 OFF (關閉)。

4.12.2

深層清潔模式 (煮沸)

深層清潔模式是用來移除油鍋裡的碳化油。
注意事項：請參考 Kay Chemical 的「油炸鍋深層清潔程序」指示，以清潔 LOV™ 油炸
鍋。
1. 執行第 4 - 23 到 4 - 24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顯示 DEEP CLEAN MODE (深層清潔模式)。
2. 按一下  (1 yes) 按鈕。
散裝油系統：確保過濾器排放盤是完整且乾淨的，並已就定位。
JIB 油系統：確保容量有 15 公升或更大的 MSDU 或合適的金屬容器，已在排放管下方。
電腦顯示 DEEP CLEAN? (要深層清潔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3. 按一下  (1 yes) 按鈕。
4. 已滿的桶槽：電腦會顯示 IS Oil REMOVED? (油料是否已清除？)，
並交替顯示 Yes No。
分桶槽：電腦會顯示 Deep Clean (深層清潔) 並交替顯示 L R。
按一下要清潔之分桶槽底下的  (1) 或  (2) 按鈕。電腦會顯示 IS
OIL REMOVED? (已經移除油了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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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散裝油系統的廢棄槽已滿，電腦會顯示 RTI TANK FULL (RTI 槽已
滿) 並交替顯示 CONFIRM (確認)。按一下  (1) 按鈕，並且打電話給散裝
油系統棄置供應商。畫面返回至 OFF (關閉)。
危險
將油排放到棄置設備時，請勿讓油位高於容器上的滿油線。
危險
將油料排放到適當的「金屬」棄置容器之前，先讓油冷卻到 38°C。
危險
將油排放到適當的 MSDU 或「金屬」容器時，請確認容易至少可容納 15 公升或以上的油
量。否則油可能會外流，並造成人員受傷。
5. 清空油炸桶槽： 按一下 (1 yes) 按鈕並跳到步驟 12。
已裝油的油炸桶槽：按一下  (2 no) 按鈕。
6.JIB 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is Disposal unit in place? (棄置設備就定
位了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請確保容量有 15 公升或更大的 MSDU
或合適的金屬容器，已在排放管下方。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棄置
油料。電腦會顯示 disposing (棄置中)，並以 VAT EMPTY? (桶槽全空
了嗎？) 及交替顯示的 YES 作為結束。按一下  (1 yes) 按鈕並跳到
步驟 12。
散裝*油系統：電腦顯示 DRAINING (排放中)。一旦已經將油排到過濾
器排放盤，電腦會顯示 Vat empty? (桶槽空的嗎？)，並交替顯示
yes。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如果顯示 INSERT PAN (插入排放盤)，請卸下並更換過濾器排放盤。

散裝油系統：電腦將顯示 OPEN DISPOSE VALVE (開啟棄置閥)。
7.

散裝油系統：開啟左邊的機箱門，必要時，釋放閂鎖。將棄置閥完全
向前拉出，以開始棄置作業。
散裝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DISPOSING (棄置中) 四分鐘。
泵浦會將廢油從排放盤輸送到散裝油的廢油槽。
散裝油系統：完成後，電腦會顯示 REMOVE PAN (移除排放盤)。

8. 散裝油系統：移除過濾器排放盤，並確保排放盤內是空的。
散裝油系統：電腦會交替顯示 IS PAN EMPTY? (排放盤空了嗎？) 及 Yes
NO
9. 散裝油系統：如果排放盤仍有剩餘的油料，按一下  (2) 按鈕讓泵浦
再運轉一次；否則繼續下一道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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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散裝油系統：等到排放盤空了之後，按一下  (1) 按鈕 (請見圖
4.10.4.3.10)。

散裝油系統：電腦將顯示 CLOSE DISPOSE VALVE (關閉棄置閥)。
11. 散裝油系統：將閥柄往前推直到停止為止，以關閉棄置閥。
散裝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INSERT PAN (裝入排放盤)。裝入排放盤。

12.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排放閥關閉，且電腦會顯示 SOLUTION added? (已加入溶劑
嗎？)，並交替顯示 Yes。將水與清潔劑混合液注入待清潔的油鍋。請參考維護需求卡及
內附於 Kay Chemical、專為麥當勞的深層清潔 (煮沸) 程序制訂的「油炸鍋深層清潔程
序」。
13.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並開始清潔程
序。
電腦會顯示 DEEP CLEAN (深層清潔)，畫面也會交替顯示以 60:00 分鐘開始倒數的計時器。桶
槽加熱到 91°C 達一小時。如果要取消深層清潔，按住  (2) 按鈕不動三秒鐘。電腦會顯示
IS SOLUTION REMOVED? (已移除溶劑？) 並交替顯示 YES。跳到步驟 15。
一小時後，加熱器會關閉，電腦會顯示 CLEAN DONE (清潔完成) 與，並響起警示音。
14.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關掉警示音。
15.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IS SOLUTION REMOVED? (已移除溶劑？) 並交替顯
示 YES。遵照 Kay Chemical 的說明移除溶劑。
16.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移除過濾器排放盤，並移除碎屑籃、固定環、濾墊與隔板。將空
的過濾器排放盤放回油炸鍋。
危險
棄置前，請先讓深層清潔 (煮沸) 溶劑冷卻到 38°C，否則熱液會造成人員受傷。
注意事項：請參考 Kay Chemical 內附的「油炸鍋深層清潔程序」指示，以移除清潔劑。
17.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等到清潔劑移除之後，按一下  (1 yes) 按
鈕。

18.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顯示 SCRUB VAT COMPLETE? (已完成桶槽
擦洗作業？)交替顯示 yes。按一下  (1 yes) 按鈕。
19.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顯示 DRAINING (排放中)。排放閥開啟，以排放桶槽內少量殘
留的清潔劑。沖洗桶槽內多餘的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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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Rinse complete? (沖洗完了嗎？)
交替顯示 yes。完全沖洗過桶槽之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21.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REMOVE PAN (移除排放盤)。移除過濾器排放盤。
22.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VAT and pan DRY? (桶槽和排放盤都乾了嗎？)， 並
交替顯示 yes。請確保桶槽和排放盤已經完全乾燥。
危險
注油之前，請確保油鍋和過濾器排放盤均已完全乾燥，且沒有任何一滴水。若無法照做者，
當油加熱到烹調溫度時，會造成熱液潑灑出來。
23. 散裝油或 JIB 油系統：電腦會顯示 INSERT pan (裝入排放盤)。重新安裝在步驟 16 中移
除的隔版、濾墊、固定環以及碎屑籃。裝入過濾器排放盤。
24. JIB 系統：電腦會顯示 MANUAL FILL (手動裝填) 並交替顯示 yes。按
一下  (1 yes) 按鈕，並且顯示畫面返回 OFF (關閉)。
散裝系統：請到第 4 - 22 頁的 4.11.4 節「從散裝油系統注油至桶
槽」，並從步驟 3 以後開始。

4.12.3 高溫限制測試模式
高溫限制測試模式是用來測試高溫限制電路。這項高溫限制測試會破壞油料。應該只能以用
過的油來進行測試。如果測試過程中，溫度到達 238°C，沒有第二次的高溫限制跳脫，而且
電腦顯示 high LIMIT FAILURE (高溫限制故障)，並交替顯示 DISCONNECT POWER (切斷電
源) 及響起警示音，則請關閉油炸鍋，並立即致電以尋求服務。
關閉油炸鍋電源就能隨時取消測試。當重新啟動油炸鍋電源時，油炸鍋會返回操作模式，並
顯示產品。
1. 執行第 4 - 23 到 4 - 24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會顯示 hi limit test (高溫限制測試)。
2.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高溫限制測試。
電腦會顯示 hi-limit? (高溫限制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3.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測試。如果在分桶槽進行測試，按一下側邊
對應到桶槽的  (1 yes) 按鈕。
電腦會顯示 press and hold check (按住勾選記號)。
4. 按住  (1 yes) 按鈕不動，開始高溫限制測試。
桶槽開始加熱。 電腦會顯示測試過程中，桶槽實際的溫度。當溫度到達 210°C ± 12°C*
時，電腦會顯示 hot hi-1 並交替顯示實際溫度 (例如 210C) 並繼續加熱。
* 注意事項：歐盟使用的電腦中 (符合 CE 認證標章的電腦)，溫度是 2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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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鍋繼續加熱到發生第二次高溫限制跳脫為止。一般情況下，這會發生在溫度到達 217°C
到 231°C (非 CE 高溫限制) 及 207°C 到 219°C (CE 高溫限制) 的時候。
一旦高溫限制啟用，電腦會顯示 HELP HI-2 (說明 HI-2)，並交替顯示實際溫度 (例如
221C)。
5. 放開  (1 yes) 按鈕。
若高溫限制功能失敗，電腦會顯示 HIGH LIMIT FAILURE (高溫限制失敗) 並交替顯示
DISCONNECT POWER (切斷電源)。 若發生此情形，請立即切斷油炸鍋的電源，並立即致電
以尋求服務。
桶槽停止加熱，且電腦顯示目前的溫度設定，並交替顯示實際溫度 (例如 221C) 直到溫度冷
卻到 204°C 以下為止。
6. 按一下軟開機按鈕以取消警示功能。

7. 一旦溫度冷卻到 204°C 以下，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高溫限制測
試。
8. 再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並退出至 OFF (關閉)。
9. 遵照第 4 -16 頁的程序棄置油料。

4.13 設定層級 2
如果要進入層級 2 設定模式：
1. 電腦電源關閉後，同時按下 TEMP (溫度) 和 INFO (資訊) 按鈕十秒
鐘，直到顯示 LEVEL 2 (層級 2) 為止；此時會發出第三聲唧唧聲。
電腦顯示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2. 請輸入 1234。

1

2

3

4

(1234)
電腦會顯示 level 2 program (層級 2 設定) 三秒鐘，改為 Product comp (產品補償)。
3.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a. Prod comp
請見第 頁 4-30
b. e-log
請見第 頁 4-31
c. password SETUP
請見第 頁 4-31
d. alert tone
請見第 頁 4-32
e. filter After
請見第 頁 4-33
f. filter time
請見第 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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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使用  和  按鈕在選項內的位置之間移動。
當輸入數字時，請使用 0 -9 的按鍵來按下對應的按鈕。
按一下  和  按鈕以接受輸入，並移往下一個或前一個選單項目。
4.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4.13.1

產品補償模式

產品補償模式可允許變更產品補償 (靈敏度)。某些選單項目可能需要調整，一切取決於他們
的烹調特性。當變更產品補償時請特別當心，因為有可能會對產品烹調循環造成負面影響。
產品補償的預設值為 4。
1. 請執行第 4 - 29 到 4 - 30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顯示 Prod Comp (產品補償)。
2. 看到 prod comp (產品補償) 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會顯示 PRODUCT SELECTION (產品選項) 變為 Select product (選擇產品)。
3. 使用  和  以捲動整個產品清單。

電腦會顯示所選的產品。
4. 看到所選的產品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選擇一項產品。
電腦顯示 modify? (修改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5.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或是  (2 no) 按鈕以返回 LEVEL 2
PROGRAM (層級 2 設定)。
電腦左邊會顯示 LOAD COMP (裝載補償)，右邊顯示 4 或其他數值。這是這項產品的建議靈敏
度設定值。
注意事項：我們強烈建議，切勿調整這項設定值，因這可能對產品造成負面的影響。
6. 如果變更這項設定，請輸入 0 -9 其中任一數字。
7. 按一下  (2) 按鈕以接受選項。
8. 按二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31

4.13.2 E-LOG 模式
E-LOG 模式是用來檢視油炸鍋最近遇到的十個錯誤代碼。這些代碼是從 1 - 10 排列的，最
近一次的排在第 1 個。顯示時間、日期和錯誤代碼。
1. 請執行第 4 - 29 到 4 - 30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會顯示 e-LOG。
2.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接受選項。
電腦左邊會顯示 NOW (現在)，右邊顯示目前的日期和時間。
3. 使用  按鈕以捲動最近遇到的十個錯誤代碼，並以「A」到「J」的
順序排列。一旦顯示最後一個錯誤後，使用  按鈕，將畫面捲回到
最上面。
如果沒有任何錯誤，電腦會顯示 NO ERRORS (無錯誤)。錯誤是依照 A 到 J 的位置顯示，發生
錯誤的一邊 (如果是分桶槽)，錯誤代碼與時間會和日期交替顯示。顯示錯誤代碼並顯示
「L」，代表分桶槽左邊發生錯誤，顯示「R」代表分桶槽右邊發生錯誤 (範例：A R E06
06:34AM 12/09/08)。錯誤代碼列於本手冊第 7.2.5 節。
4. 按二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3.3 密碼設定模式
密碼模式可讓餐廳經理依各種模式和層級變更密碼。
1. 請執行第 4 - 29 到 4 - 30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會顯示 password SETUP (密碼設定)。
2.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接受選項。
電腦會顯示 fryer setup (油炸鍋設定)。
3.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a. FRYER Setup (油炸鍋設定) – 建立進入油炸鍋設定模式的密
碼。(預設值為 1234)
b. usage (用法) – 建立進入用法模式以重設用法統計數字的密
碼。(預設值為 4321)
c. level 1 (層級 1) – 建立進入層級 1 模式的密碼。(預設值為 1234)
d. level 2 (層級 2) – 建立進入層級 2 模式的密碼。(預設值為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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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接受選項。
電腦顯示 modify? (修改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5. 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FRYER SETUP (油炸鍋設定)，然後右邊的 NEW PASSWORD (新密碼) 會閃爍三
秒鐘，顯示 1234 或目前密碼。
6. 使用 0 - 9 數字鍵以輸入新密碼或重新輸入現有
密碼。
7. 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CONFIRM (確認)，右邊顯示 1234 或新密碼。
8.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確認。

電腦左邊會顯示 PASSWORD SETUP (密碼設定)。右邊是空白。
9. 重覆步驟 3-8 以變更或確認油炸鍋的設定、用法、層級 1 與層級 2 的密碼。
10. 再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3.4 警示音調模式
共有 9 段警示音調的音量調整，音調則可調整成 3 種頻率。使用不同的頻率區分蛋白質油炸
站或薯條油炸站。
1. 請執行第 4 - 29 到 4 - 30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會顯示 alert tone (警示音調)。
2.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volume 1-9 (音量 1 - 9)，右邊顯示 9。
3. 使用數字鍵來設定音量大小。從 9 段音量當中選
擇，1 代表最輕聲，9 代表最大聲。
4. 按一下  和  按鈕以捲動到 tone 1-3 (音調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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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左邊會顯示 tone 1-3 (音調 1-3)，右邊顯示 1。
5. 使用數字鍵來設定 1 到 3 的音調頻率。
6. 按一下  (2) 按鈕以返回產品 level 2 program (層級 2 設定) 提
示。
7. 再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3.5

過濾提示前時間

提示過濾之前，AIF 過濾模式採用 2 種措施。一種是檢查本節調節的烹調循環，另一種是檢
查在下節 4.13.6「過濾時間」中調整的時間。 過濾提示會由先發生者 (即已經過的循環
數，或者已經過的時間) 所啟動。
FILTER AFTER (過濾提示前時間) 選項是用來設定顯示過濾提示之前，已發生料理循環的次
數。
1. 執行第 4 - 29 到 4 - 30 頁的步驟 1 至 3。
捲動到 FILTER AFTER (過濾提示前時間)。
2. 看到 FILTER after (過濾提示前時間) 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
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filter after (過濾提示前時間)，右邊顯示 0 或其他數字。
3. 使用從 0 到 9 的 數字鍵，輸入出現過濾提示之前
的烹調循環次數 (例如將每 12 個循環輸入成 12)。
電腦左邊會顯示 filter AFTER (過濾提示前時間)，右邊顯示 12。
4. 按一下  (2) 按鈕以返回產品 level 2 program (層級 2 設定) 提
示。
5. 再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3.6

過濾器時間

FILTER time (過濾器時間) 選項是用來設定出現過濾提示之前已經過的時間。這個選項對低
量儲存很有用，在低量儲存中，所需的過濾頻率，要比料理循環產生的頻率還要高。
1.請執行第 4 - 29 到 4 - 30 頁的步驟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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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動到 FILTER TIME (過濾器時間)。
2. 看到 FILTER TIME (過濾器時間) 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filter time (過濾器時間)，右邊顯示 0。
3. 使用 從 0 到 9 的數字鍵，輸入過濾器提示間的小
時數 (例如將每隔 2 個小時輸入成 2)。
電腦左邊會顯示 filter time (過濾器時間)，右邊顯示 02。
4. 按一下  (2) 按鈕以返回產品 level 2 program (層級 2 設定) 提
示。
5. 按一下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4 INFO (資訊) 模式
INFO (資訊) 按鈕是用來顯示資訊及瀏覽選單。按一下會顯示每個桶槽的復原時間。
按住 INFO (資訊) 按鈕不動三秒鐘，會顯示用法、過濾器統計數字及最近一次的料理循環。
若要進入 INFO (資訊) 模式：
1. 按住  (INFO) (資訊) 按鈕三秒鐘。
電腦會顯示 info mode (資訊模式) 三秒鐘，接著變為 filter stats (過濾器統計數字)。
2.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滿桶槽配置
a. filter stats
請見第 頁 4-35
b. review usage
請見第 頁 4-36
c. last load
請見第 頁 4-37
分桶槽配置
a. filter stats
b. review usage
c. last load L
d. last load R

請見第 頁 4-35
請見第 頁 4-36
請見第 頁 4-37
請見第 頁 4-37

注意事項：
使用  和  按鈕在選項內的天數之間移動。
按一下  和  按鈕，以移往其他的選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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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選擇所選的選單項目。

4.14.1

過濾器統計數字模式

過濾器統計數字模式會顯示每日的桶槽過濾計次及跳過的過濾器數，及每次發生過濾器提示
的平均料理循環數。
1. 請執行第 4 - 34 到 4 - 35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顯示 filter STATS (過濾器統計數字)。
2.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今天是星期幾，右邊顯示今天的日期。
3. 使用  和  按鈕以捲動記錄；自今天開始並可回溯至一個星期以
前。

4.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滿桶槽配置
a. DAY (TUE), DATE (07/03/07) - 今天星期幾與日期。
b. fIltErEd # day， – 過濾桶槽的次數與天數。
c. flt bpsd # day， – 略過過濾器的次數與天數。
d. flt avg day， – 每個過濾器的平均料理循環次數與天數。
分桶槽配置
a. DAY (wed), DATE (03/20/07) - 今天星期幾與日期。
b. l fIltErEd # DAy – 桶槽剩餘的過濾次數與天數。
c. L flt bpsd # day, – 略過左邊桶槽過濾器的次數與天數。
d. L flt avg day, – 每個過濾器/左邊桶槽的平均料理循環次數與天數。
e. R filtered # day， – 過濾右邊桶槽的次數與天數。
f. R flt bpsd # day, – 略過右邊桶槽過濾器的次數與天數。
g. R flt avg day, – 每個過濾器/右邊桶槽的平均料理循環次數與天數。
5. 按一下  (2) 按鈕以返回 INFO MODE (資訊模式)，再變為 filter
stats (過濾器統計數字) 提示。
6. 再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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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檢視用法模式

檢視用法會顯示每個桶槽運作的總料理循環數、每個桶槽運作料理循環的次數、尚未完成就
離開料理循環的次數、桶槽已經開啟的小時數，及最近一次重設用法的日期。
1. 請執行第 4 - 34 到 4 - 35 頁的步驟 1 至 3。
捲動到 review usage (檢視用法)。
2. 看到 review usage (檢視用法) 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電腦左邊會顯示 USAGE SINCE (用法開始時間)，再變為最近一次重設用法的日期與時間。
3.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滿桶槽配置
a. usage since time, date - 自最近一次重設的日期與時間以來的用法。
b. total cooks # – 所有產品的料理循環次數。
c. quit cook # – 前 30 秒鐘內離開料理循環的次數。
d. on hrs # – 桶槽已經開啟的小時數。
e. reset usage – 重設用法計數器。
分桶槽配置
a. usage since time, date - 自最近一次重設的時間與日期以來的用法。
b. total cooks # – 所有產品的料理循環次數。
c. quit cook # – 前 30 秒鐘內離開料理循環的次數。
d. L on hrs # – 左桶槽已經開啟的小時數。
e. R on hrs # – 右桶槽已經開啟的小時數。
f. reset usage – 重設用法計數器。
4. 如果重設用法統計數據，請返回步驟 3，並捲動到 RESET USAGE (重設用法)，否則跳到
步驟 7。
電腦顯示 reset usage (重設用法)。
5.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選擇所選的選單項
目。
電腦會顯示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6. 使用數字鍵輸入 4321。注意事項：代碼是可以變更
的。

4

3

2

1

(4321)
電腦顯示 RESET USAGE COMPLETE (重設用法完成)，再變為 REVIEW USAGE (檢視用法)。跳
到步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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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  (2) 按鈕以返回 INFO MODE (資訊模式)，再變為 filter
stats (過濾器統計數字) 提示。
8. 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4.14.3

最近裝載模式

最近裝載模式會顯示最近一次料理循環的資料。
1. 請執行第 4 - 34 到 4 - 35 頁的步驟 1 至 3。
電腦會顯示全桶槽配置的 last LOAD (最近一次裝載)，或分桶槽配置的 load l (左邊裝載)
或 Load r (右邊裝載)。
2. 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
3. 按一下  和  按鈕，以在下列之間捲動：

滿桶槽/分桶槽配置
a. PRODUCT fry – 最近一次料理的產品。
b. STARTED 02:34PM – 最近一次開始料理循環的時間。
c. actual 3:15 – 包括延長時間的實際料理時間。
d. progtime 3:10 – 設定的料理時間。
e. Max temp 337° – 料理循環期間所記錄的最高油溫。
f. Min temp 310° – 料理循環期間所記錄的最低油溫。
g. avg temp 335° – 料理循環期間所記錄的平均油溫。
h. heat on 70 - 熱源開啟時間佔料理時間的比例。
i. ready yes – 顯示開始料理循環程序前，油炸鍋是否已回到適當的溫度。
注意事項 – 上述數字都是範例。他們並不反映實際情況。
4. 按一下  (2) 按鈕以返回 INFO MODE (資訊模式)，再變為 filter
stats (過濾器統計數字) 提示。
5. 再按一次  (2) 按鈕以離開。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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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五章：過濾說明
5.1

簡介

FootPrint Pro 過濾系統能在其他一組的油鍋仍在運作時，安全且有效率地過濾一個油鍋裡的
油。
第 5.2 節說明過濾系統使用前的準備作業。第 5.3 節說明系統的操作。
警告
現場監督人員須負責確保操作人員瞭解操作熱油過濾系統固有的危害，特別是過濾、排油及
清理程序等方面。
警告
濾墊或紙張「必須」每天更換。

5.2

做好過濾器的使用準備

1. 將過濾器排放盤從機箱內拉出，移除
碎屑盤、固定環、濾墊 (或濾紙) 與過
濾器隔板。(請見圖 1) 以多功能超濃
縮液溶劑及熱水，清潔所有的金屬零
件，然後使其充分乾燥。

Crumb
麵包屑盤
Tray

Hold-Down
固定環
Ring

濾墊或
Filter Pad or
Paper
濾紙
Screen
隔板

除了清潔、進入內部，或讓起酥油棄
置設備 (MSDU) 放在排放管下方以
外，切勿移除排放盤蓋子。如果使用
2004 年一月前製造的 MSDU，請參
見第 4 - 16 頁的說明。

過
濾器
Filter
Pan
排放盤

2. 檢查過濾器排放盤的連接配件，以確
保兩個 O 形環狀況良好。(請參見圖
2)

圖1

檢查過濾器的連接配件
O 型環。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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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後，以相反順序將金屬過濾網放在排放盤底部中央處，接著將濾墊放在隔板上，以確保
濾墊的粗糙面朝上。請確認濾墊是放在過濾器排放盤壓紋隆起處之間。然後將固定環放
在濾墊最上方。如果使用濾紙，則將一張濾紙放在排放盤最上方，所有的面都要重疊。將
固定環放在濾紙上方，然後將環往排放盤方向下放置，讓紙在推向排放盤的底端時，在環
的周圍向上反折。然後將 1 包濾粉 (8 盎斯) 灑在濾紙上。
4. 重新將碎屑盤安裝在排放盤前方。(請參見圖 1 )
切勿在濾墊上使用濾粉。
5. 將過濾器排放盤推回油炸鍋內，放在油炸鍋下方。請確保「A」是顯示在模組介面板 (MIB)
上。過濾系統現在可供使用。
危險
請勿一次將一鍋以上的量排放到內建的過濾設備，以避免熱油溢流和潑灑，並造成嚴重的灼
傷、滑動與掉落。
危險
配備過濾系統之油炸鍋內的碎屑籃，必須在每天油炸結束後，將其內含物清空並倒入防火的
容器內。如果令其浸泡在特定的起酥油材質裡，某些食物細粒會自燃。
警告
請勿將油炸籃或其他懸掛的用具，對著油炸鍋接合條敲打。露出的接合條是要用來密封油炸
容器之間的連接處。為了敲掉起酥油而將油炸籃子對著接合條敲打，會讓接合條扭曲，對其
密封功能有不良影響。這是用來有更緊密的貼合，而且只能在清潔時移除。
5.3 自動間歇過濾 (AIF)
在料理循環執行的循環數或時間達到預先設定的值後，自動間歇過濾 (AIF) 功能會自動過濾
油鍋。
M3000 電腦能控制 LOV™ 油炸鍋上的自動間歇過濾 (AIF)
系統。在執行料理循環達預先設定的次數或時間後，電腦會
顯示 FIltEr now? (現在過濾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藍
色 LED 燈會同時亮起。一旦開始過濾循環，LED 燈會熄
滅。如果選擇 NO，或開始執行料理循環，藍色 LED 燈會熄
滅，不久之後，會再次提示要開始過濾。
1. 按一下  (1) YES 以開始過濾，和按一下  (2) NO 以取
消過濾。

如果油位太低，電腦會顯示 OIL LEVEL TOO LOW (油位太低) 並交替顯示 YES。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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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ES 以確認該問題，並返回料理閒罝模式。查看 JIB 油位是否太低。如果 JIB 油位不
低，這個情況又持續發生，請連絡您的授權服務代理商。
如果選擇 YES，畫面會顯示 SKIM VAT (移除桶槽碎屑) 十秒鐘，再變為 CONFIRM，並交替
顯示 YES NO。透過由前往後的動作，將浮在油上的碎屑移除，儘可能移除每個桶槽裡的碎
屑。這對延長油的使用壽命與品質是相當重要的。
注意事項：如果選擇 NO 以回應 FILTER now (現在過濾) 或 CONFIRM (確認) 的提示，就
會取消過濾，油炸鍋會恢復正常運作。一旦「FILTER AFTER」(以後過濾) 計數符
合後，會顯示 FILTER now (現在過濾) 的提示訊息。這個順序發生的程序會重覆
進行，直到您選擇「yes」。
如果過濾器排放盤未完全裝好，電腦會顯示 INSERT PAN (裝入排放盤)。一旦過濾器排放
盤完全被推至定位，電腦會顯示 SKIM VAT (移除桶槽碎屑)。
2. 當選擇  (1) YES 之後，就會開始執行自動過濾循環程序。在此過程中，油炸鍋會顯示
DRAINING, WASHING (排放中、清洗中) 和 FILLING (裝填中) 的訊息。
注意事項： 多個桶槽同時過濾的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一旦過濾完畢，電腦顯示畫面會改為 low temp (低溫)，直到油炸鍋達到設定點。
一旦油炸鍋到達設定點，電腦會顯示變更後的產品名稱或虛線，油炸鍋即準備好可以使用。
完整的過濾流程大約耗時四分鐘。
注意事項：如果過濾期間，過濾器排放盤被拉出來，過濾流程會停止，等到排放盤重新安置
定位時，就會恢復過濾。
危險
讓所有東西遠離排放管。關閉致動器可能造成損壞或人員受傷。

5.3.1 自動需求過濾
自動需求過濾功能是用來以手動方式啟動自動過濾。
1.

油炸鍋的溫度必須在設定點溫度。電腦開機
後，按住 FLTR (過濾) 按鈕不動三秒鐘。

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Auto Filter (自動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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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filter NOW? (現在過濾嗎？)並交替顯示 YES/NO。
3. 前往第 5 - 2 頁 5.3 節的步驟 1 以繼續執行。

5.4
自動間歇過濾 (AIF) 的故障排除
5.4.1 不完整的過濾
如果更換濾墊之後，AIF 程序失敗，就會產生錯誤訊息。請參照第 5 -6 頁的圖表以清除錯
誤。
電腦會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已經滿了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模組介面板 (MIB) 會顯示三條橫線。
1. 如果桶槽是滿的，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電腦會返回料理
閒置模式或 OFF (關閉) 模式。
如果鍋子沒有完全滿，則繼續下一道步驟。
2. 如果鍋子沒有完全裝滿，按一下  (2 NO)。

當泵浦再度運轉時，電腦會顯示 FILLING (裝填中)。當泵浦停止之後，電腦會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滿了嗎？) 並再度交替顯示 yes no。如果桶槽是滿的，請至步驟 1。如果桶槽
沒有完全裝滿，則繼續進行。
3. 如果鍋子沒有完全裝滿，按一下  (2 NO)。

當泵浦再度運轉時，電腦會顯示 FILLING (裝填中)。當泵浦停止之後，電腦會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滿了嗎？) 並再度交替顯示 yes no。如果桶槽是滿的，請至步驟 1。如果桶槽沒
有完全裝滿，則繼續進行。
4. 如果鍋子沒有完全裝滿，按一下  (2 NO)。如果這是第二次連續發
生的不完整過濾，請跳到步驟 8。
電腦會顯示 CHANGE FILTER PAD? (更換濾墊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以及響起警示音。
5. 按一下  (1 yes) 以繼續。
如果墊子壽命到期*，大多數情況下，若按下  (2 NO) 會讓油炸鍋返回
料理模式達 4 分鐘或 15 分鐘，最後以 CHANGE FILTER PAD? (更換
濾墊？) 作為結束，並交替顯示 YES NO。 這個動作會重覆進行，直
到您選擇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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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將顯示 REMOVE PAN (移除排放盤)。
*注意事項：如果濾墊更換時間到期 (一般是每 25 小時)，CHANGE
FILTER PAD? (更換濾墊嗎？) 的訊息會每 15 分鐘重覆顯示，而不是
每 4 分鐘。
6. 移除排放盤。電腦顯示會改為 CHANGE PAD (更換濾墊)。更換濾墊，並確保過濾器排放
盤已經至少離開機箱往前拉了 30 秒。一旦排放盤已經在外面達 30 秒，電腦會顯示 OFF
(關閉)。請確保排放盤是乾的，而且正確組裝。將過濾器排放盤推進油炸鍋。請確保
「A」是顯示在模組介面板 (MIB) 上。
7. 打開電腦電源。電腦會顯示 low temp (低溫)，直到油炸鍋到達設定點。
8. 如果連續發生六次過濾錯誤，止回閥會關閉，電腦會顯示 SERVICE REQUIRED (需要維
修)，並交替顯示 YES 及發出警示音。
9. 按一下  (1 yes) 以關閉警示音及繼續。
電腦會顯示 SYSTEM ERROR (系統錯誤) 及錯誤訊息 15 秒鐘，再變
為 SYSTEM ERROR FIXED (系統錯誤已修復)，並交替顯示 YES NO。
10. 按一下  (2 NO) 以繼續料理。打電話給您的授權服務代理商，以
進行維修並重設油炸鍋。錯誤訊息會每隔 15 分鐘重覆顯示，直到
修好為止。此時自動過濾功能和自動滿油功能會被停用，直到油炸
鍋重設為止。

5.4.2 排放管堵塞錯誤
在自動過濾期間，當油位感測器偵測到油並未完全自油鍋排出的時候，就會發生排放管堵塞
的錯誤。這可能因為排放管堵塞或油位感測器故障。請使用第 5 -7 頁的圖表，遵照電腦畫面
上的說明以清除錯誤訊息。
當發生這個情況時，電腦會顯示 CLEAR DRAIN (清理排放管) 15 秒鐘，再變為 IS DRAIN
CLEAR? (排放管清理了嗎？)，並交替顯示 YES。
1. 使用油炸鍋的附件清理排放管裡的碎屑，並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2. 電腦顯示 DRAINING (排放中)。一旦油位感測器偵測到油已排出後，就會恢復正常的自動
過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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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過濾器錯誤流程圖
IS VAT FULL?
Yes/no
(桶槽已經裝滿了嗎？
是/否)

SERVICE
REQUIRED
YES
(需要維修
是)

是

否
是
FILLING
(裝填中)

IS VAT FULL?
Yes/no
(桶槽已經裝滿了嗎？
是/否)

ERROR
MESSAGE
DISPLAYED
（顯示的錯誤訊息）

恢復正
常運作

是

打電話給授權
的維修技師

否

FILLING
(裝填中)
是

IS VAT FULL?
Yes/no
(桶槽已經裝滿了嗎？
是/否)

ENTER
CODE
(輸入代碼)

是
SIXTH CONSECUTIVE
FILTER ERROR (第六次
連續出現的過濾器錯誤)

TECH
ENTERS
CODE (TECH
輸入密碼)

否

Change filter pad?
Yes/no
(更換濾墊嗎？
是/否)

否

油炸鍋會返回料理模式
達 15 分鐘。

是

此圖表顯示排解過濾問題的流程。當發
生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時，畫面會顯示提
示：

移除排放盤
否

如果濾墊更換時間到期，
油炸鍋會返回料理模式達
4 分鐘或 15 分鐘。

SYSTEM ERROR
FIXED? Yes/no
(系統錯誤已修復
嗎？是/否)

更換濾墊

更換濾墊，並確保過濾
器排放盤已被拉出至少
30 秒。

1.過濾器墊堵塞，
2.過濾器泵浦跳脫或有瑕疵，
3.接取管上的 O 型環有洩漏，
4.排放閥/致動器故障，或
5.止回閥/致動器故障。
如 果 電 腦 顯 示 SERVICE REQUIRED
(需要維修)，大多數情況下，在對
SYSTEM ERROR FIXED? (系 統 錯 誤 已
修復嗎？) 提示問題回答 NO 之後，就
可使用油炸鍋。電腦會顯示 YES NO。
錯誤訊息會每隔 15 分鐘重覆顯示，直
到技師修好並重設油炸鍋為止。

5-6

5.4.4 排放管堵塞或油位感測器故障流程圖
自動或強制過濾
止回閥開啟，泵浦開
啟，排水閥開啟
DRAINING (排放中)

75 秒

感測器偵測
出「AIR」
(空氣) 嗎？

是

正常過濾流程持
續進行

是

正常過濾流程持
續進行

否
排放閥關閉，又再度開啟
DRAINING (排放中)

60 秒

感測器偵測
出「AIR」
(空氣) 嗎？
否

「CLEAR DRAIN」(清理排放管) 會顯示
10 秒鐘，並且會響起警示音。
IS DRAIN CLEAR? (排放管清理了
嗎？) 畫面會交替顯示 YES (是)
再按一次 YES (是)，會以清理工具清
理排放管，並且桶槽正在排放。
DRAINING (排放中)

60 秒

感測器偵測
出「AIR」
(空氣) 嗎？

VAT EMPTY? ( 桶槽空了
嗎？) 電腦會顯示「YES/NO」

是

正常過濾流程持
續進行
CLOGGED DRAIN YES- OFFFILL VAT FROM DRAIN PAN?
YES/NO (排放管堵塞 YES- OFF從排放盤注油至桶槽？是/否)

否

否

REMOVE PAN- IS
PAN EMPTY? YES/NO
(移除排放盤 - 排放盤 否
是空的嗎？是/否)
是

是
電腦會顯示「OIL SENSOR FAIL - YES」(油感
測器故障 - 是) (E-log 中的第 E24 項錯誤)

是

否
否

是
FILLING-IS VAT FULL? YES/NO
(裝填 - 桶槽滿了嗎？)

正常運作

SERVIE REQUIRED OIL SENSOR FAIL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YES/NO. IS VAT
FULL? YES/NO - SYSTEM ERROR FIXED?
YES/NO. (需要維修油感測器故障從排放盤注油
至桶槽？是/否。桶槽滿了嗎？是/否 - 系統錯誤
已修復嗎？是/否。) 如果是「NO」(否)，油炸鍋
電源會關閉。此油鍋不允許使用任何過濾器。其
他油鍋允許使用過濾器。打電話請人維修。

OFF (關閉)

FILL VAT FROM DRAIN PAN? YES/NO
(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嗎？是/否)

是

否

按一下「YES」(是)。

油感測器故
障= 6x

FILLING-IS VAT FULL? YES/NO
(裝填 - 桶槽滿了嗎？)

REMOVE PAN- IS PAN EMPTY? YES/NO
(移除排放盤 - 排放盤是空的嗎？是/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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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FILLING-IS
VAT FULL? 否
YES/NO
(裝填 - 桶槽
滿了嗎？)

5.4.5 過濾器忙碌中
當畫面顯示 FILTER BUSY (過濾器忙碌中)，模組介面板 (MIB) 正等著過濾另一個桶槽或清除
另一個問題。請稍候 15 分鐘，看看問題是否已經改正。如果不是，請打電話給當地的授權
服務代理商。
危險
請勿一次將一鍋以上的量排放到內建的過濾設備，以避免熱油溢流和潑灑，並造成嚴重的灼
傷、滑動與掉落。
警告
過濾器泵浦配備了手動重設開關，以備過濾器馬達過熱或發生電力故障時使用。如果這個開
關跳脫，在嘗試重設開關之前，請先關閉過濾器系統的電源，並讓泵浦馬達冷卻 20 分鐘 (請
見下圖)。
警告
當重設過濾器泵浦的重設開關時，請務必小心，並穿戴適當的安全護具。重設開關時務必小
心，才能避免因為操縱排放管和油鍋時太過輕率，而造成嚴重燒傷的憾事。

過濾器泵浦重設開關

5.5

手動過濾或一天結束時的過濾 (MAINT FLTR)
注意事項
必須每天更換過濾墊或紙張。

危險
請勿一次將一鍋以上的量排放到內建的過濾設備，以避免熱油溢流和潑灑，並造成嚴重的灼
傷、滑動與掉落。
請確保每天確實更換過濾墊或紙張，以保持系統正確運作。
1. 油炸鍋的溫度必須在設定點溫度。電腦開
機後，按住 FLTR (過濾) 按鈕不動三秒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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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會顯示 fIltEr menu (過濾器選單) 三秒鐘，接著變為 Auto Filter (自動過濾)。
2. 按一下  (INFO) (資訊) 按鈕以捲動到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
器)。

3. 當看到想要的選項顯示後，按一下  (1)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maInT fIltEr? (維護過濾器？) 並交替顯示 YES NO。
4.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開始手動過濾程序。如果電腦顯示
CLOSE DISPOSE VALVE (關閉棄置閥)，請關閉 RTI 棄置閥。按
一下  (2 NO) 按鈕以離開。

如果無任何排放盤就定位，電腦會顯示 INSERT PAN (裝入排放盤)，直到偵測到排放盤為
止。電腦會顯示 filtering (過濾中)，並且油會從油炸鍋排出。
危險
讓所有東西遠離排放管。關閉致動器可能造成損壞或人員受傷。

電腦顯示會改為 scrub vat complete? (桶槽擦洗完成了嗎？)並交替顯示 YES。
5. 使用毛刷刷洗桶槽，並於完成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
續。
電腦會顯示 IS OIL SENSOR CLEAN? (油位感測器已經乾淨了
嗎？)並交替顯示 YES。
6. 使用防刮片清理洗油位感測器後，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
續 (請參見第 6 - 5 頁的 6.6.2 節)。
電腦會顯示 wash vat? (清洗桶槽嗎？)並交替顯示 YES。
7.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washing (清洗中)。
止回閥會開啟，排放盤裡的油會沖刷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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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過器的泵浦會關機，電腦會顯示 wash again? (要再清洗一次
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8.

如果鍋子裡的碎屑已經全部清理乾淨，按一下  (2 NO) 按鈕
以繼續，並跳過再次清洗的循環程序。如果碎屑還在，按一下
 (1 yes) 按鈕，過濾器泵浦會再運轉 30 秒鐘。這道循環程序
會重覆進行，直到按下  (2 NO) 按鈕為止。

電腦會顯示 rising (沖洗中)。排氣閥會關閉，過濾器泵浦會繼續運轉，並且補充鍋子的
油。
排氣閥會一直保持開著，電腦會顯示 rinse again? (要再沖洗一
次嗎？)並交替顯示 yes no。
9.

如果鍋子裡已經沒有碎屑，按一下  (2 NO) 按鈕以繼續，並
且跳過再次沖洗的循環程序。如果想要再次沖洗，按一下 
(1 yes) 按鈕，沖洗程序就會重複執行。這道循環程序會重覆
進行，直到按下  (2 NO) 按鈕為止。

危險
讓所有東西遠離排放管。關閉致動器可能造成損壞或人員受傷。

電腦會顯示 polish? (要拋光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10. 按一下  (1 yes) 按鈕以繼續。
此時會啟動過濾器泵浦。排放閥和止回閥會開啟，油會經過油鍋打入。電
腦會顯示 POLISHING (拋光中) 並交替顯示 5 分鐘倒數計時器。當計時器
倒數計時結束時，過濾器泵浦會關機。若要離開拋光程序，按一下  (2
NO) 按鈕。
電腦會顯示 fill vat? (要裝滿桶槽嗎？) 並交替顯示 yes。
11. 按一下  (YES) 按鈕以繼續。
電腦會顯示 FILLING (裝填中)。
排氣閥會關閉，過濾器泵浦會啟動，並且補充油鍋的油。當油鍋裝油時會
出現氣泡，止回閥會關閉，泵浦會關機。一旦系統確認油位後，必要時，
滿油泵浦會加油。
電腦會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已經裝滿了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12. 如果鍋子已經滿了，按一下  (YES) 按鈕。按一下  (2 NO) 按鈕，
讓泵浦再運轉一次*。如果桶槽裡的油位尚未全滿，請檢查過濾器排放
盤，以查看大部分的油是否均已經回流。排放盤可能仍有少量的油。
電腦會再度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已經裝滿了嗎？) 並交替顯示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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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一下  (YES) 按鈕。
電腦顯示 OFF (關閉)。
*注意事項：過濾保養程序後，留一些油在排放盤上是正常的，而且油位
可能不會回到過濾保養程序開始前的位置。針對兩次補充桶槽油的提示問
題都回答「YES」(是) 之後，桶槽會啟用自動滿油功能，以補注過濾期間
任何流失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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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六章：預防性維護
6.1 油炸鍋預防性維護檢查作業與服務
危險
配備過濾系統之油炸鍋內的碎屑籃，必須在每天油炸結束後，將其內含物清空並倒入防火的容器
內。如果令其浸泡在特定的起酥油材質裡，某些食物細粒會自燃。

危險
在油炸過程中或當油鍋裝滿熱油時，切勿嘗試清潔油炸鍋。如果清水碰觸到已加熱到油炸溫度的
油，會導致油噴灑出來，造成周圍人員嚴重的灼傷。
警告
請使用麥當勞公司多功能濃縮劑。使用前，請詳讀使用說明和預防措施聲明。要特別留意清潔劑的
濃度，和清潔劑留在食物碰觸面的時間長短。

6.2

日常檢查與維護

6.2.1 檢查油炸鍋和配件是否有損壞
檢查是否有鬆脫或磨破的電線與軟線、洩漏、油鍋內部或機箱內部有異物，以及油炸鍋和配件是否有尚未
準備好以進行操作及安全操作的任何跡象。

6.2.2 清潔油炸鍋機箱內外 - 每日
使用乾淨的乾布清潔油炸鍋機箱內部。擦拭所有可觸及的金屬面及元件，以移除累積的油污和灰塵。
使用浸泡過麥當勞公司多功能濃縮劑的乾淨溼布，清潔油炸鍋機箱的外部，移除油炸鍋機箱的油污、灰塵
和棉絮。用乾淨的濕布擦拭。

6.2.3 清潔內建的過濾系統 - 每日
警告
只有系統裡已放入油料時，才能操作過濾器系統。
警告
切勿使用過濾器排放盤，將用過的油輸送到棄置區。
警告
切勿將清水排入過濾器排放盤。清水會損壞過濾器泵浦。
除了每日使用熱水和麥當勞公司多功能濃縮劑的混合液清潔過濾器排放盤以外，您購買的 FootPrint Pro
過濾系統，不需要定期的預防性維護檢查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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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注意到系統泵浦打油的速度很慢或是根本沒在打油，請檢查過濾器排放盤隔板是否在排放盤的底
部，濾墊是否在隔板的上方。檢查過濾器排放盤右前方配件上是否有兩個 O 型環，而且狀況良好。

6.3

每週檢查與維護

6.3.1 清潔油炸鍋後方
根據維護要求卡裡詳列的程序，清潔油炸鍋後方。關閉並中斷瓦斯。使用手動瓦斯關閉閥來關閉供應的瓦
斯。手動瓦斯關閉閥位於快拆接頭前的供應管線上。接著經由快拆接頭，從油炸鍋斷開瓦斯管線。

警告
為了確保能安全有效地操作油炸鍋和罩子，必須將供應罩子電力的 120 伏特線路電氣插頭，完全接
上並且鎖在其針腳和套管插座。

6.3.2 清潔油炸鍋 - 每季
危險
切勿用空的油鍋操作此裝置。點燃火爐之前，油鍋必須先裝滿水。無法照做者將損壞油鍋，並可能
導致火災。

6.3.2.1

油鍋深層清潔 (煮沸)

正常使用油炸鍋期間，油鍋內部會漸漸沈澱炭化油。這層薄膜的移除應該要遵照 Kay Chemical 內附的
「油炸鍋深層清潔程序」說明，定期進行深層清潔 (煮沸) 程序。有關在電腦中設定深層清潔 (煮沸) 操作
程序的具體細節，請參見第 4-25 頁。

危險
排放到適當的棄置容器之前，先讓油冷卻到 100°F (38°C) 或更低溫度。
警告
在這道程序進行期間，一定要有人在旁監管油炸鍋。如果溶劑溢流，請立即將 ON/OFF 開關切換至
OFF (關閉) 位置。
危險
裝入油料前，請確保油鍋已經完全沒有任何一滴水。當油被加熱到烹調溫度時，油鍋裡的水會造成
噴灑。

6.3.3 清潔過濾器排放盤，可拆卸式零件和配件
與油鍋一樣，過濾器排放盤、可拆卸式零件與配件 (如籃子、沈澱物托盤或魚尾板) 上會累積沈澱的炭化
油。
用乾淨的乾布擦拭過濾器排放盤，以及所有可拆卸式零件與配件。使用浸泡過麥當勞公司多功能濃縮劑的
溼布，移除累積的炭化油。徹底沖洗每個零件並使之乾燥。請勿使用鋼絲絨或具研磨性的墊子，清潔這些
零件。擦洗造成的刮痕會讓日後的清潔更難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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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雙週檢查與維護

6.4.1 檢查 M3000 電腦設定點的準確度
1. 將優質的溫度計或高溫計探針插入油中，尾端碰觸油炸鍋溫度感測探針。
2. 當電腦畫面顯示一連串的虛線「----」或產品名稱 (代表油鍋的內容物已經在烹調範圍內)，請按一下
開關，以顯示溫度探針所感測到的油溫。

3. 按二次

開關以顯示設定點。

4. 請留意溫度計或高溫計上的溫度。實際溫度和高溫計讀數的差異應該在 ± 3ºC 之內。如果不在此範圍
內，請聯絡原廠授權的服務代理商前來協助。

6.5

每季檢查與維護

6.5.1 清潔燃燒風機的組合件
1. 斷開風機線束的連接，卸下四顆風機固定螺帽。
風機
(請參見下圖 1 )
組合件
固定螺帽

佈線連接

圖1
2. 卸下將風機馬達組合件固定至風機外殼的三個扣件，並分開兩個元件。(請參見圖 2 )

移除這些扣件。
Remove
these fasteners.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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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保鮮膜包覆馬達，避免水進到裡面。將除油劑或清潔劑噴灑到風機輪與風機外殼上。使其浸泡 5 分
鐘。使用熱自來水沖洗輪子和外殼，然後用乾布擦乾。(請參見圖 3 )

Wrap
the motor and wires
用保鮮膜或塑膠袋
with plastic wrap or a
包覆馬達及電線。
plastic bag.

Blower
Housing
風機外殼
Blower Wheel
風機輪子

圖3
4. 移除風機馬達組合件的保鮮膜。重新組裝風機馬達組合件和風機外殼。重新將風機組合件安裝到油炸
鍋中。
5. 重新安裝風機罩或罩子組合件。
6. 根據第三章第 3.1.2 節描述的程序，點燃油炸鍋。
7. 等到火爐至少點燃 90 秒之後，透過燃燒空氣風機每一側的火爐觀察口觀察火焰。(請參見圖 4 )

左側觀察口
右側觀察口在馬達後方

圖4
當火爐的歧管壓力符合第 2-7 頁中的適用表格數據，且火爐顯示明亮的橘紅色光，這表示氣體/瓦斯混合
比例已獲適當的調整。如果觀察到藍色火焰，或火爐表面上出現黑點，代表需要調整氣體和瓦斯的混合比
例。
在馬達對面、火爐外殼側面上有一片以兩顆鎖定螺帽固定的板子 (請參見下頁的說明)。鬆開螺帽到足以移
動板子的程度，接著調整板子的位置以打開或關閉進氣口，直到看到亮橘紅色的光為止。請小心握住板子
不動，並將鎖定螺帽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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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 CE
SOME
CE認證的風機組合件可按
BLOWER ASSEMBLIES
此方式設定
MAY
BE CONFIGURED THIS WAY

典型風機組合件
TYPICAL BLOWER ASSEMBLY

請更換 O 型環
有關更換過濾器連接處上的 O 型環的具體細節，請參見麥當勞公司的 MRC 卡。

6.6

半年檢查與維護

6.6.1 清潔瓦斯閥通氣管
注意事項：出口外銷到 CE 認證國的油炸鍋，不需要這道程序。

1.
2.
3.
4.
5.

將油炸鍋電源開關與瓦斯閥設定為 OFF (關閉) 位置。
小心地鬆開連接瓦斯閥的通氣管螺絲。注意事項：通氣管可能要拉直，才方便卸下。
將一條普通的捆綁鋼絲穿過管子，以移除任何阻塞物。
取下鋼絲，向管內吹氣，確保已經通暢無礙。
重新安裝管子並將其折彎，讓開口朝下。

6.6.2 清潔油位感測器
1. 選擇過濾器選單中的「排放到排放盤」選項，將油排出。
2. 請使用防刮片來清除感測器的炭化油 (請見右邊的照片)。
3. 選擇過濾器選單中的「從排放盤注油至桶槽」選項，使油回流。

6.7

年度/定期系統檢查

此用具應定期由合格的服務人員檢查與調整，這是定期廚房維護計畫的
其中一項作業。
Frymaster 建議原廠授權服務技術人員至少一年檢查下列項目：

6.7.1 油炸鍋
•

檢查機箱內外部與前後，看看是否有過多的油。

•

確認凝固油的碎屑或累積物不會阻礙煙道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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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火爐和相關元件 (即瓦斯閥、母火總程裝置、點燃裝置等) 狀況良好，且運作正常。檢查所有瓦斯
連接處是否有無洩漏，並確認所有接頭皆已適當地鎖緊。

•

確認火爐歧管壓力符合設備額定值銘板上所指示的數字。

•

確認高溫限制溫度探針已妥善連接、緊固且運作良好，而且探針護套齊全且妥善安裝。

•

確認元件箱組件 (即電腦、變壓器、繼電器、介面板等) 狀態均良好，且無油料與其他碎屑。檢查元件
箱佈線並確認接頭鎖緊，且佈線狀態良好。

•

確認所有的安全性功能 (即重設開關等) 都存在，且運作正常。

•

確認炸鍋狀態良好無洩漏，且炸鍋絕緣配件為可使用狀態。

•

確認線束與連接皆緊密且狀態良好。

6.7.2 內建過濾系統
•

檢查所有回油與排放管線有無洩漏，並確認所有連接皆緊密。

•

檢查過濾器排放盤有無洩漏及是否乾淨。如果碎屑籃裡累積大量的碎屑，請告知設備擁有人/操作人
員，每日應將碎屑籃的內容物倒入防火容器裡並加以清潔。

•

確認所有 O 型環和密封都存在，且狀態良好。如果 O 型環和密封磨損或損壞，請進行更換。

•

按下列方式檢查過濾器系統是否完好：
−

確認過濾器排放盤蓋子都存在，且已適當安裝。

−

過濾器排放盤清空之後，將每個桶槽設定在「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選項 (請見 4-21 頁的 4.11.3
節)，一次設定一個。選擇「從排放盤注油到桶槽」選項來啟動過濾器泵浦，藉以確認每個油止回
閥運作正常。確認在泵浦啟動後，相關之油鍋的烹調油是否出現氣泡。

−

確認過濾器排放盤已經適當準備好可以過濾了，接著選擇「排放到排放盤」(請參見第 4-20 頁的
4.11.2 節) 選項，將油鍋裡加熱到 177°C 的油排入過濾器排放盤中。現在使用「從排放盤注油
到桶槽」選項 (請參見第 4-21 頁的 4.11.3 節)，讓所有油回到油鍋裡 (藉由烹調油裡的氣泡判
斷)。當所有油都回流時，按一下檢查按鈕。油鍋應在大約 2 分 30 秒後就會補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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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第七章：操作人員故障排除
7.1

簡介

本章為一些設備操作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常見問題，提供簡易的參考指南。接下來的故障排
除指南是為了幫助您改正，或者至少精確診斷出設備的問題。儘管本章涵蓋絕大部分通報過
的常見問題，但您仍有可能遇見其他的問題。在這些例子中，Frymaster 技術服務人員將盡
全力幫助您找出問題並且加以解決。
當您在排除故障問題時，請永遠先從最簡單的解決方案開始，再用更複雜的解決方案來排除
故障。最重要的是，始終試著建立清楚的思路，思索發生問題的原因。改正措施的其中一
環，就是採取相關步驟以確保不會重蹈覆徹。如果因為連接不良而產生控制器故障，請檢查
其他所有的接頭。如果保險絲繼續燒斷，請找出原因。始終謹記在心，小元件的故障往往暗
示更重要元件或系統，可能發生故障或其功能運作異常。
如果您對接下來要採取的適當行動有任何疑問，請立即打電話給 Frymaster 技術服務部門，
或當地的 Frymaster 原廠授權服務代理商，以尋求協助。

打電話給服務代理商或 Frymaster 熱線 (1-800-551-8633) 之前，請先做到以
下事項：
•
•
•
•
•

確認電線插頭已插妥，斷路器已開啟。
確認已適當連接瓦斯管線快拆接頭。
確認任何瓦斯管線關斷閥已開啟。
確認油鍋排放閥已完全關閉。
準備好油炸鍋的型號和序號，方便技師協助您處理。

危險
熱油會造成嚴重灼傷。在本裝置裝滿熱油，或將某個容器的熱油移往另一個容器時，切勿嘗試
移動本裝置。
危險
維修過程中，應將此設備斷電，但進行電路測試須用電時除外。執行這些測試時，需極為小
心。
本裝置可能有一個以上的電源連接點。維修之前，斷開所有電源線的連接。
電子元件的檢驗、測試與修理，應只能由授權服務代理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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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油炸鍋的故障排除

7.2.1

電腦和加熱問題
問題

可能的原因

校正措施
A. 按下 ON/OFF 開關以將電腦開機。
B. 確認已插妥油炸鍋插頭，斷路器沒跳
脫。
C.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
求協助。

A. 電腦尚未開機。
電腦上沒有畫面。 B. 油炸鍋沒電。
C. 電腦或其他元件故障

M3000 於過濾後
顯示 IS VAT
FULL? (桶槽滿了
嗎？) YES NO。

過濾器因以下原因發生錯誤：濾墊
或濾紙髒了或堵塞、過濾器泵浦堵 請遵照第 5 -4 到 5 - 6 頁的說明以清除過濾
塞、過濾器排放盤元件安裝不當、 器錯誤。如果問題仍在，打電話給您的原
O 型環磨損或遺失、冷油或過濾器 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泵浦高溫過載。

M3000 畫面顯示 IS
DRAIN CLEAR? (排放 排放管堵塞，油無法排出。

管清理了嗎？)

使用油炸鍋的附件清除排放管，並按一下
 (1) YES 按鈕。接著會恢復過濾。

過濾器錯誤已經發生，濾墊堵塞、
變更濾墊，並確保排放盤已經從油炸鍋移
已經出現 25 小時的濾墊變更提
出至少 30 秒。請勿忽視 CHANGE FILTER
示，或是在前一次提示時未變更濾
PAD (更換濾墊) 的提示。
濾墊嗎？) 墊。
A. 排水閥尚未完全關閉。
A. 檢查模組介面板 (MIB) 的狀態 - 確保已
經顯示 A。
B. 瓦斯閥尚未開啟。
C. 手動瓦斯關閉閥已經關閉。
B. 將瓦斯閥旋鈕轉到 ON (開啟) 的位
D. 瓦斯管線上的快拆接頭配件連接
置。
不當。
C. 確認管線內任何的手動關閉閥和瓦斯主
E. 燃燒風機堵塞或故障。
閥均已開啟。
油炸鍋不會加熱。
D. 確認彈性瓦斯管線上的快拆接頭配件均
已牢牢地連接至油炸鍋。
E. 確認燃燒風機正在運轉。如果不是，請
打電話給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前來維
修。如果燃燒風機功能止常，按照本手
冊第六章的說明進行清潔和調整動作。
油炸鍋正一如往常地運
按照本手冊第六章的說明，進行清潔和調
作，但烹調時復原很 燃燒風機髒了或堵塞。
整動作。
慢。
A. 燃燒風機髒了或堵塞。
A. 按照本手冊第六章的說明，進行清潔和
調整動作。
油炸鍋正一如往常地運 B. 瓦斯閥通氣管 (僅限非 CE 認證)
作，但當火爐點燃時，
髒了或堵塞。
B. 按照本手冊第六章的說明，進行清潔動
作。
會發出砰的一聲。
C. 燃燒風機故障。
C.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
移除並恢復電腦的電源。如果問題仍在，
電腦鎖住。 電腦錯誤。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求
協助。
M3000 畫面顯示
misconfigured 油炸鍋安裝時的電源類型設定不正 設定適當的電源類型。按下 1234 以進入
energy type (電源
確。
設定環境，適當地設定油炸鍋。

M3000 顯示 CHANGE
FILTER PAD? (變更

類型設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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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錯誤訊息和顯示問題
問題

M3000 畫面顯示 hot-hi-1。

M3000 畫面顯示 REMOVE
DISCARD (移除並丟棄產品)。
M3000 畫面顯示 RECOVERY
FAULT (復原故障)，並發出警示
音。

M3000 顯示錯誤的溫度刻度
(華氏或攝氏)。

M3000 畫面顯示 hELP HI-2
或 High limit failure
(高溫限制功能故障)。
M3000 畫面顯示 TEMP PROBE
FAILURE (溫度探針故障)。

M3000 畫面顯示 HEATING
FAILURE (加熱功能故障)。

M3000 顯示 SERVICE
REQUIRED (需要維護)，之後
接著錯誤訊息。

7.2.3

可能的原因
油鍋溫度高於 210ºC (或者在
CE 認證國家/地區中高過
202ºC)。

校正措施
立即關閉油炸鍋電源，打電話給您的
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卸下並丟棄產品。按下包含錯誤之畫
已經開始產品的料理作業，其
面底下的料理按鈕，以移除錯誤。嘗
設定點與目前的桶槽溫度不
試料理產品之前，重設桶槽的設定
同。
點。
按一下  按鈕以清除錯誤與關掉警示
音。瓦斯最長的復原時間是 2:25。如
復原時間超過最長的時限。
果錯誤仍在，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
服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同時按住  與  不動，直到出
現 TECH MODE (TECH 模式 為止，
以便在 F° to C° 溫度之間切換。請輸
設定的顯示選項不正確。
入 1658。電腦顯示 OFF (關閉)。
將電腦開機以檢查溫度。如果未顯示
想要的刻度，請重複執行。
高溫限制功能故障

立即關閉油炸鍋電源，打電話給您的
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溫度測量電路的問題，包括探
關閉油炸鍋電源，打電話給您的原廠
針或損壞的電腦線束或連接
授權服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器。
如果管線裡有空氣，則啟動過程中出
瓦斯閥關閉、電腦故障、變壓 現這個訊息是正常的。請檢查瓦斯閥
是否開啟。如果問題仍在，關閉油炸
器故障、高溫限制恆溫器開
鍋電源，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
啟。
業者，以尋求協助。
按一下 (2 NO) 以繼續料理，並且打
已經發生需要維修技師處理的 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
求協助。在某些情況中，可能不允許
錯誤。
進行料理作業。

過濾問題
問題

可能的原因

在每次料理循環後，油 「過濾提示前時間」的設定不正確。
炸鍋會進行過濾。

MAINT FILTER (手動
溫度過低。
過濾器) 不會啟動。

校正措施
在層級 2 時重新輸入「過濾提示前時
間」數值後，變更或覆寫「過濾提示前
時間」的設定。請見 4 - 33 頁的 4.13.5
節。
確保在開始 MAINT FILTER (維護過

濾器) 之前，油炸鍋是在設定點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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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M3000 畫面顯示
filter busy (過濾器
忙碌中) 。
排放閥或止回閥保持開
啟。

過濾器泵浦不會啟動或
汞浦在過濾時停止。

M3000 畫面顯示
INSERT pan (裝入排
放盤)。

自動過濾功能不會啟
動。

過濾器泵浦能夠運轉，
但油回流的速度非常
慢。

可能的原因
校正措施
A. 另一道過濾循環或濾墊變更程序仍 A. 等到前一次的過濾循環結束後，再
然在進行著。
開始另一道的過濾循環。如果看見
提示，請變更濾墊。
B. 模組介面板 (MIB) 尚未完成系統檢
查。
B. 請等待 1 分鐘後再試一次。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
尋求協助。

A. AIF 板已經故障。
B. 致動器已經故障。

A. 確認電源頭的插頭已完全插入，且
斷路器沒跳脫。
B. 如果馬達過熱，以致於幾秒鐘以後
A. 電源線未插入插座或斷路器跳脫。
都無法碰觸，代表高溫過載開關已
B. 泵浦馬達已經過熱，造成高溫過載
經跳脫。先讓馬達冷卻至少 45 分
開關跳脫。
鐘，接著再按下馬達重設開關 (請
C. 過濾器泵浦中有堵塞。
見第 5 - 7 頁)。
C.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
以尋求協助。
A. 將過濾器排放盤拉出，再重新裝入
油炸鍋裡。
A. 過濾器排放盤尚未完全放在油炸鍋 B. 確保過濾器排放盤的磁鐵已經就定
裡。
位，如果遺失，請更換。
B. 過濾器排放盤的磁鐵遺失。
C. 如果過濾器排放盤的磁鐵沒有完全
C. 過濾器排放盤開關不良。
吸住開關，而電腦持續顯示
INSERT pan (裝入排放盤)，此時
開關可能已經損壞。
A. 請確保油位高過滿油位感測器。
B. 請 確 保 模 組 介 面 板 (MIB) 是 在
A. 油位過低。
「A」的自動模式。將油炸鍋電力
B. 檢查模組介面板 (MIB) 是否不在手
重複打開和關閉。
動模式。
C. 查看模組介面板 (MIB) 蓋子是否未 C. 卸下與更換蓋子後，看看是否會啟
動過濾動作。
損壞且未壓到按鈕。
D. AIF 停用功能已被設定為「是」， D. 在層級 1 中將 AIF 停用功能設定為
「否」。
藍燈不亮。
E. 過濾器的繼電器已經故障。
E.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
者，以尋求協助。
A. 移除過濾器排放盤裡的油，並且
更換濾墊，確保過濾器隔板是在
濾墊下方。
A. 過濾器排放盤元件安裝不當或尚未
如果使用濾墊，請確認粗糙面朝
準備好。
上。
確認 O 型環就在濾墊連接配件
上，而且狀態良好。

M3000 畫面顯示 OIL
SENSOR FAIL (油位 油位感測器可能已經故障。

感測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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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者，以
尋求協助。

7.2.4

自動滿油問題
問題

油鍋滿油溫度低。

可能的原因
設定點不正確。

確保設定點正確。

A. 發生過濾器錯誤。
B. 發生需要維護的錯誤
其中一個桶槽不會加滿 C. 電磁閥、泵浦，腳位問題、RTD 或
油。
ATO 問題。

油炸鍋不會加滿油。

7.2.5

A.
B.
C.
D.

校正措施

油鍋溫度過低。
油溫過冷。
JIB 沒油 (黃燈亮起)
發生需要維護的錯誤

A. 適當清除過濾器錯誤。如果問題
仍在，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
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B.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
者，以尋求協助。
C.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
者，以尋求協助。
A. 油鍋溫度必須在設定點。
B. 確保 JIB 裡的油高過 21°C。
C. 確保 JIB 不會沒油。更換 JIB 並且
重設黃色 LED 燈。
如果問題仍在，打電話給您的原
廠授權服務業者，以尋求協助。
D.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
者，以尋求協助。

散裝油系統的問題
問題

可能的原因
A.

B.
A.
B.
JIB 不會裝填油。
C.
D.
E.

設定程序不正確。
另一項功能正在進行。
棄置閥尚未完全關閉。
散裝油槽是空的。
電磁閥、泵浦或開關問題。

C.

D.
E.
JIB 或桶槽裝填油的速 A. 泵浦或線路問題已超出操作人員的故 A.
障排除範圍。
度很慢。

A.
油鍋不會裝填油。 B.
C.
D.

設定程序不正確。
棄置閥尚未完全關閉。
散裝油槽是空的。
RTI 泵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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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措施
以中斷連接與重新連接 5 針腳控
制電源線的方式，將油炸鍋電力
重複打開和關閉。
過濾功能，或其他任何過濾器選
單功能是否正在進行，或是
「 FILTER NOW? 」 ( 現 在 過 濾
嗎 ？ ) 顯 示 「 YES/NO 」 、
「 CONFIRM YES/NO 」 ， 或
「SKIM VAT」，請等到程序完成
後再試一次。
確保棄置閥柄已被推到完全關
閉。
打電話給您的散裝油供應商。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
者，以尋求協助。
連絡您的散裝油供應商。

A. 以中斷連接與重新連接 5 針腳控
制電源線的方式，將油炸鍋電力
重複打開和關閉。
B. 確 保 棄 置 閥 柄 已 被 推 到 完 全 關
閉。
C. 打電話給您的散裝油供應商。
D. 打電話給您的原廠授權服務業
者，以尋求協助。

7.2.6

錯誤日誌代碼

代碼
E03
E04
E05

錯誤訊息
ERROR TEMP PROBE FAILURE
HI 2 BAD
HOT HI 1

E06

HEATING FAILURE

E07
E08

ERROR MIB SOFTWARE
ERROR ATO BOARD

E09

ERROR PUMP NOT FILLING

E10
E11
E12
E13
E14
E15

ERROR DRAIN VALVE NOT OPEN
ERROR DRAIN VALVE NOT CLOSED
ERROR RETURN VALVE NOT OPEN
ERROR RETURN VALVE NOT CLOSED
ERROR AIF BOARD
ERROR MIB BOARD

E16
E17
E18
E19
E20
E21

ERROR AIF PROBE
ERROR ATO PROBE
未使用
M3000 CAN TX FULL
INVALID CODE LOCATION
FILTER PAD PROCEDURE ERROR (變
更濾墊)
OIL IN PAN ERROR

E22

解釋
溫度探針讀數超出範圍
高溫限制讀數超出範圍。
高溫限制溫度超過 210°C (或在 CE 認證國家/地區
裡，超過 202°C)
高溫限制電路裡的元件 (如電腦、介面板、接觸器
或開放式高溫限制器) 故障。
內部模組介面板 (MIB) 軟體錯誤
模組介面板 (MIB) 偵測到 ATO 板失去連線；ATO
板故障
髒污的濾墊需，需要更換，或先前跳過而未處理；
過濾器泵浦問題
排放閥當時試著開啟，漏掉確認動作
排放閥當時試著關閉，漏掉確認動作
止回閥當時試著開啟，漏掉確認動作
止回閥當時試著關閉，漏掉確認動作
模組介面板 (MIB) 偵測到 AIF 不存在；AIF 板故障
料理電腦偵測到模組介面板 (MIB) 失去連線；模組
介面板 (MIB) 故障
AIF RTD 讀數超出範圍
ATO RTD 讀數超出範圍
失去電腦之間的連線
更新期間 SD 卡被移除
25 小時計時器已經到期，或髒污過濾器的邏輯運
算已經啟動
模組介面板 (ＭIB) 已經重設「油在排放盤內」的旗
標。

E23
E24
E25

過濾期間，桶槽沒有清空
油位感測器故障。
復原時間超過最長的時限。

CLOGGED DRAIN (瓦斯)
OIL LEVEL SENSOR FAILED (瓦斯)
RECOVERY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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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附錄 A：RTI (散裝油) 說明
注意事項：本手冊的散裝油系統之裝油與棄油用法說明，適用於 RTI 系統。這些說明可能不適用於其
他散裝油系統。

A.1.1

散裝油系統

散裝油系統具有大尺寸儲油槽，一般位
於餐廳後方，與油炸鍋上的後方歧管相
連接。廢油是從油炸鍋透過位於底部的
配件打入處理槽，而新油則從油槽透過
位於正上方的配件打入油炸鍋內 (請參
見圖 1)。取下烤盤 RTI 將連接管曝露
在外，接著將 RTI 連接管接到油炸鍋
(請參見圖 2)。
在將設備安裝從 JIB 改為散裝 (Bulk)
後，必須將油炸鍋系統的電源關閉後再
打開。
LOV™ 油炸鍋是專門用於散裝油系統
而設計的，具有一個 RTI 內附的隨機
新油壺。取下外蓋，將標準配件插入油
壺，使金屬蓋置於油壺口之上。油是通
過同一個配件被打進或打出油壺的。
(請參見圖 3)。

新油管的連
接
廢油管的連接
RTI 佈線連
接 (棄置標籤
後方)。

警告：
圖2

請勿將「熱油」或「使用
過油」添加入 JIB。

瞬間開關是用來重設 JIB 低油量 LED，也是用來充填
RTI 系統內的油壺。重設過 JIB LED 燈後，按下瞬間
開關 (開關位於 JIB 上方) 不動，能讓操作人員從散裝
油的儲油槽裝填油壺 (請參見圖 4)。
如果要為油壺裝填油，請按下 JIB 的重設按鈕不動，
直到油壺的油填滿為止，然
後再放開。*
注意事項：請「勿」讓油壺
的油溢出。

圖3

有關從散裝系統充填桶槽油
的作法說明，請參見第 4 - 22
頁的 4.11.4 節內容。
圖4

* 注意事項：從按下 JIB 按鈕到 RTI 幫浦開始啟動，大約需要 12 秒的時間。可能需要等候 20
秒才會看見 JIB 的油位開始上升。一般來說，裝填滿 JIB 大約需要 3 分鐘的時間。
裝填分裝桶槽大約需要 1 分鐘，而加滿桶槽則需要 2 分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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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附錄 Ｂ：JIB 的固態起酥油製備選項
1. 打開油炸鍋的右門，然後取下 JIB 機箱內的支具。
2. 使用內附的螺帽，將校正托架裝在 ATO 盒形支具底部。請
參見圖 1。
3. 將熔化設備置於機箱前方。
4. 將熔化設備的凸片滑入校正導引槽。請參見圖 2。
5. 當熔化設備插入校正導引槽時，將內部的儲油庫排放盤插
入托盤。請參見圖 3。
6. 將熔化設備蓋子放在設備上面，再將吸油管的螺紋接頭滑
入吸油母插座。請參見圖 4。
7. 使用內附的螺絲，將熔化設備接到兩側已附洞孔的外緣軌
道底部。請參見圖 5。
8. 在熔化器的背面上，接上白色的兩針腳連接器，並將黑色
連接器插至圖 6 所示的電源插座盒。
9. 請確認熔化設備的電源開關是轉至「ON」(開啟) 位置。請
參見圖 7。

圖 1: 將校正托架裝在 ATO 盒形支具底部。

圖 2: 將熔化器置於機箱內，然後將凸片插入
校正導引槽。

圖 4: 將蓋子放在排放盤上面，再
將吸油管滑入吸油母插座。

圖 3: 將內部的儲油排放盤插
入熔化設備裡。

顯示低油位時，按下橘
色按鈕能重設系統。

圖 5: 將熔化設備接到兩側的軌
道。

熔化設
備的電
源開
關。
圖 6: 接上白色的兩針腳連接器，並將黑色連接器插入變電箱，
如圖所示。* 請注意黑色接頭的位置可能與照片的不同。

圖 7: 組裝完畢的熔化設備已就定
位，如圖所示。

BIGLA30 SERIES GEN II LOV™ 瓦斯油炸鍋
附錄 C：固態起酥油熔化設備用法
重設儲油系統

•

請確認已經開啟起酥油熔化設備的電源。

•

請將熔化設備填滿起酥油。

•

請等候 2-3 小時，待固態起酥油融化。請勿
嘗試在滿油系統裡仍有未融化的油時，使用
滿油系統。在熔化設備裡的起酥油成為液態
之前，油炸鍋就需要用油的話，儲油槽低油
位燈就會亮起。

•

一旦起酥油完全融化時，請按住橘色的重設
按鈕，以關燈並重設滿油系統。

•

「請勿」將熱油加入起酥油融化器。儲油
槽的溫度不應該超過 60℃。將少量的固
態起酥油加到儲油槽內，確保槽內有足夠
的油來運作滿油系統。

•

為了獲得最佳成果，整夜都不可關閉固態
起酥油融化設備的電源。

•

如果系統達到溫度上限，融化設備的電源
開關也可用來重設開關。

熔化設備
的電源開
關

小心地抬起以
加入起酥油。

警告
固態起酥油加熱器的表面很燙。請勿
以雙手直接碰觸。將起酥油加入融化
器時，請穿上保護衣物。

Frymaster, L.L.C., 8700 Line Avenue, Shreveport, Louisiana 71106
電話 1-318-865-1711

傳真 (零件) 1-318-688-2200

美國印製

服務熱線
1-800-551-8633

(技術支援傳真) 1-318-219-7135
819-7038
2012 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