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说明书适用于美的商用厨房设备电烘箱系列产品

具体型号请参见适用型号说明

产品执行标准：GB4706.1-2005

                         GB4706.52-2008

                         GB4806.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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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外形尺寸 温度范围 净重KG

见铭牌 见铭牌 见铭牌 见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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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
    采用上下发热管，8管平衡发热，独立控温，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更好。

微电脑控制，准确可靠
    采用微电脑控制，数码显示温度，上火温度与下火温度可调节。温度精准，具备
恒温功能。

标准型定时设计
    90分钟可调定时，带蜂鸣提示声，精准到每秒烘焙。

安全环保
    机身采用全不锈钢外壳，方便清洁，符合卫生标准。

使用范围广
    最高温度300℃,使用于烤西点、面包、蛋糕、比萨、烤肉等，是家庭、酒吧、
西餐厅、宾馆首选产品。

使用方便
    双玻璃门设计，照明灯有防爆功能，配备耐高温不占用空间。烘焙状况清晰可
见，不用担心食物烤焦。

高效节能

    采用上下发热管，8管平衡发热，独立控温，超厚保温层，保温效果更好。

微电脑控制，准确可靠

    采用微电脑控制，数码显示温度，上火温度与下火温度可调节。温度精准，具备

 恒温功能。

标准型定时设计

    90分钟可调定时，带蜂鸣提示声，精准到每秒烘焙。

安全环保

    机身采用全不锈钢外壳，方便清洁，符合卫生标准。

使用范围广
    最高温度300℃,使用于烤西点、面包、蛋糕、比萨、烤肉等，是家庭、酒吧、

西餐厅、宾馆首选产品。

使用方便

    不锈钢双玻璃门设计，照明灯有防爆功能，配备耐高温不占用空间。烘焙状况清晰可

见，不用担心食物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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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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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明书不适用。

   2、感应加热源损坏：维修工作只能由制造厂培训过的或推荐的人

         员来完成。

   3、器具不得使用喷射水流清洗。也不可将机器泡在水中，清洁时

         要注意不要让水流入开关,以防漏电。

   4、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

         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5、整机远离热源、煤气和酒精等易燃物品。

   6、机器接地线路（有标志），不可以取消接地线，机器维修后必

        须恢复原状。

   7、烘炉不能露天存放和使用，不能再特别潮湿或有水源滴漏的场

         所安装使用。

 1、烘焙的后背和两侧必须保留至少30cm的间距，或自行安装排气管道，以保障烘炉

       排气畅通。

 2、 烘箱的安装与调试，应与专业人员或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员进行。

 3、 烘箱在工作时不得进行清洁工作，更不得用汽油擦拭。

 4、 若器具出现故障请立即断开电源停止使用，并且不要触摸器具，请专业人员维修。

 5、 器具在使用期间可触及部分可能会发热，儿童及器官或智力有缺的人应远离，并禁

        止儿童玩耍器具。

 6、  不得损坏电源线。使用电源线时不得弯曲、拉伸、扭转、打结。不得用重物扣压、

        夹击电源线。

 7、  清洁、维修、移动本机时，一定拔掉电源插头。

 8、  不可用湿手接触开关、插头。

 9、  本机电缆若因老化或其它原因需要更换时，请务必采用耐油柔韧护套电缆，不轻

        于普通的氯丁橡胶或其它等同的合成橡胶护套软线(IEC245中代码YZW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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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K-C1P1A属于带插头器具）其余设备属于“永久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

        具,连接电烘炉的开关必须是漏电保护继电器。

11、严禁增长电源线长度，以免造成火灾。

12、设备使用前必须可靠接地！烘炉外壳上的“等电位连接端子”用于烘炉的重复接

        地。

13、使用的电源必须与产品铭牌上所标注的电源参数相符，并根据电器原理图接线。

14、清洗时必须切断电源，注意使用中性清洗剂。同时使用柔软抹布擦洗，防止划伤

        表面。

15、器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电烘炉内的发热单元，以免烫伤和灼伤；

        工作结束后取出食物时务必戴好耐高温保护手套，以免烫伤。

16、工作结束后，打开器具门时会有热气喷出，不要离器具太近，以免热气烫伤。

17、不可将易燃物质（例如烟雾剂）放置在器具的里面和下面；使用器具时，不得在

        其附近喷晒烟雾剂，必须始终有人看管。

18、请不要使用松动或接触不良的电源插座，否则易导致触电、短路、起火等危险。

19、不要使用粗糙洗剂或锋利的金属刮刀清洁烘箱门的玻璃，如果烘箱门的玻璃表面

        被擦伤，这样做会导致玻璃粉碎。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永安路6号

邮政编码：528311

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315

委托生产商：广州威尔宝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汀根村工业二区8号

产品执行标准：GB4706.1-2005  GB4706.52-2008 GB4806.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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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的处理

故障现象 分析原因 处理方法

电源指示灯不亮
1.灯泡烧毁

2.电源没有电或保险丝熔断

3.未按工作选择开关

1.更换灯泡

2.维修线路或更换保险丝

3.按下工作选择开关

炉温不能自动达到

恒温及保温
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太低

2.温控仪损坏

1.检查或维修供电线路

2.更换温控仪

烘饼、糕点时色泽不一或有生

有熟，炉温上升慢。烘烤时间

比正常用时要长

1.电源缺相、线松动或保险丝断

2.发热管连接线烧断或发热管内

   电阻丝烧断

1.处理缺相电源，拧紧电源线

2.把发热管任一端的连接线断开,

   用万能表 电阻档RX10档测量，

   不通的更换新发热管

电热产品有毒有害物质申明

依据《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GB/T 26572-2011（也称为中国

RoHS 2.0），以下部分列出了本产品中可能包含的有害物质的名称和含量。

部分名称
    铅

（Pb）

    汞

（Hg）

    镉

（Cd）

  总铬

（Cr）

  总溴

（Br）

开关

电源线

发热管

线组件

指示灯

紧固件

金属外壳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0：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IEC62321)规定的要

     求以下

X：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含量超出GB/T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但是上表中打X的表部件，其含量超出是因为目前业界还没有成熟的可替代的技术。

             环保使用期限

在产品本体上标示的该标志表示环保保护使用期限10年。

电子电气产品的环境保护使用期限是指电子电气产品中所含的有害物质或元素不会向外

部泄露或出现突然变异，并且电子电气产品的用户在使用该电子电气产品时也不会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人体、财产带来严重损害的期限。

《废弃电器电子电器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提示性说明

为了更好地关爱及保护地球，当用户不再需要此产品或产品寿命终止时，请遵守国家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相关法律法规，将其交给当地具有国家认可的回收处理资质的厂商

进行回收处理。

1.所有的电源设备必须由专业人员根据安全标准去安装

2.检查安装地方：

  ①产品一定要放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地面倾斜度不超过5度。

  ②建议产品后背和两侧离墙或障碍物距离30cm。

  ③请远离易燃物。

  ④请将产品装在一个通风良好，配备有良好灭火器材的地方。

  ⑤产品顶部不得堆放杂物。

3.滑轮：

  ①保证4个滑轮在紧贴平整的地面上,不得架起或悬空。

  ②选好安装位置后,把滑轮的紧固装置锁紧,防止滑轮移动。

4.电器连接:

  ①对电源线地连接一定要依照电器安装标准,必须采用接地漏电保护继电器连接。

  ②电缆线连接必须牢固系紧并固定好。

  ③连接时请按照电路图操作。

电烘箱食品接触材料信息 

请根据说明书要求正常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食品接触用材料及部件符合 GB 4806.1-2016、GB 9685-2016 及相应

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具体信息如下： 

材质 用途 执行标准 备注 

铝盘 烤盘、烘烤存放食品 GB 4806.9-2016 
烤盘为可选配件，使

用温度 40℃～350℃ 

备注： 

注 1：所列产品为可能接触食物部品，不宜作为容器长期存储食品；  

注 2：本系列产品包含以上食品接触材料及部件，但部分机型可能不含个别材

料及部件，以实际产品为准。 

注 3:铝盘不适用于与酸接触。 

3

产品名称 商用电烘箱
产品型号 MK-C1P1A MK-C1P2A MK-C2P2A MK-C2P4A MK-C3P6A

额定电压 220V~ 220V~ 220V~ 380V 3N~ 380V 3N~

额定频率 50Hz 50Hz 50Hz 50Hz 50Hz

额定功率 3kW 7KW 6kW 14kW 21kW

防水等级 IPX3 IPX3 IPX3 IPX4 IPX4

温度范围 0~300℃ 0~350℃ 0~300℃ 0~350℃ 0~350℃

产品尺寸 921X650X445mm 1210X820X580mm 921X650X780mm 1210X820X1240mm 1210X820X1495mm

内膛尺寸 620X500X200mm 870X630X210mm 620X500X200mmX2 870X630X210mmX2 870X630X210mmX3

净重 38kg 70kg 66kg 126kg 167kg

执行标准 GB4706.1-2005/GB4706.52-2008/GB4806.1-2016

注：如有技术变更，请以产品上的铭牌为准，不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技术参数



产品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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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洁机器前先将电源切断，柜体内外必须保持清洁。

2.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必须由供应商或生产厂家的专业人员维修和更换配件。

3.每日停止生产后，请将温控器设定值归零，这样可以避免下次合闸时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4.下班前先断开电源再将炉膛内的食品残渣清理干净，以免影响传热及食品卫生。

5.观察窗玻璃沾有油烟时请及时擦洗。

6.烘炉长时间不使用时，应断开总电源，以保安全，电源线路经常检查，勿使松动。

7.清洁时严禁用水冲洗或喷淋机器。

注意事项和使用环境

  安装及调试工作应由持有正式合格电工证的专业人员进行。

  检查使用电源电压是否与本机铭牌标志一致，各接线部分是否牢固，安装接地线是否牢靠（烘炉电

  源线应接在有防漏电和保护装置的专用开关上）。

  不要用力拉拽电源线，防止电源线脱落引起漏电和触电事故。

  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取放烘烤物品时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免灼伤或烫伤。

  工作场所应保持空气流通、干爽，烘炉不宜被阳光直接照射及放在潮湿或有腐蚀性物品和气体的场

  所，不得在烘炉旁堆放易燃物品。

  在运输过程中，烘炉应小心轻放，防止剧烈震动，不得倒置，包装好的烘炉不应长期露天存放，应

  放在相对湿度小于85%，通风良好及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需要临时露天存放的，应采取防雨及

  相应保护措施。

  当开机如果显示错误字母或警告音时，请检查线路连接。

  请不要在干扰高发的地方使用设备。

  请不要将设备安装在温度超标的地方。

  第一次使用时请把上下火调节到250℃，关门空烤50分钟，空烤过程中炉膛内有烟冒出属正常现象。

本产品用于餐馆、食品店、医院和诸如面包房、肉食店之类的商业企

业，本产品不作为一般家庭使用。

电路图

标志说明

此标志表示柜门面板及玻璃

表面温度较高

请勿在工作时触摸

为等电位标志，等电

位端可作等电位联

结用



技术参数

电路图

温控器的操作

面火工作指示灯

面火开关与指示灯

底火工作指示灯

底火开关与指示灯

定时器开关与指示灯

面火温度显示

面火调节键

底火温度显示

底火调节键

时间显示

定时时间调节键

照明灯开关

电源开关

设置菜单的操作
假如设定菜单面火，底火为250℃，时间为10分钟，则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连接好电源，按“     ”一下，启动电烘箱。

2.在面火温度，按“     ”“     ”键将显示温度调为250℃。

3.在底火温度，按“     ”“     ”键将显示温度调为250℃。

4.在计时设置，按“     ” “    ”键将显示计时时间调为10分钟。

5.当温度到达设定温度后，按“     ”一下，计时开始，当倒计时结束后烘箱会发出蜂鸣

   声表示烘烤结束。

6.按“    ”键一下可启动照明功能（重按一下或30秒后自动关闭）

控制器故障说明

显示代码 故障代码定义 可能导致的原因

面火热电偶故障 热电偶未接或接线处松动造成开路

底火热电偶故障 热电偶未接或接线处松动造成开路

5

爆炸图



爆炸图 爆炸图爆炸图

门拉手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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