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votherm 4
Designed around you
Your meal. Our mission.

Convotherm——燃烧的激情

马尼托瓦(Manitowoc)餐饮设
备——领先全球

如果您曾经使用Convotherm设备工作, 那么就一定知
道: Convotherm以其开创性的解决方案打造最佳的食
材烹制过程。企业坚持“Your meal. Our mission.”的信条,
通过“德国制造“的设备满足您的多样化需求。

而每中设备规格分别拥有六个基本型号。由此将功能
的灵活性和设计的连贯性完美结合, 并成为了该产品类
别中的一大全新亮点。

马尼托瓦餐饮设备集团是马尼托瓦公司的一部分。企业
在餐饮设备领域中开发、生产和销售全球领先的解决
方案。

在Convotherm的背后始终蕴藏着永恒的激情: 追求卓
越, 创造性和活跃的伙伴关系——以及助您取得更大
成功的目标。

马尼托瓦餐饮设备集团能够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用户
和行业知识, 完整的厨房解决方案, 美食经验以及一流
的服务。集团业务遍及全球各地。通过在美洲、欧洲和
亚洲地区的业务活动, 马尼托瓦餐饮设备集团能够为用
户提供各种领先的品牌。

全新万能蒸烤箱系列Convotherm 4为专业化大型厨房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质量。通过简约的设计, 让您在
第一眼就能够体验到该系列产品的顶级技术, 操作的
简便以及极高的卫生标准。连贯而直观的操作逻辑体
现在所有规格的设备之上——对于通常是忙碌而繁杂
的饭店日常工作来说, 无疑是一大优势。可拓展的设计
方案贯穿整个万能蒸烤箱系列产品的七种设备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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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 Cleveland, Convotherm®, Delfield®, Fabristeel,
Frymaster®, Garland®, Kolpak®, Kysor Panel Systems®,
Lincoln, Manitowoc® Ice, McCall®, Merrychef®, Merco,
Moorwood Vulcan, Multiplex®, RDI Servend®, Manitowoc®
Beverage Systems和TRUpour。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了解更多有关马尼托瓦餐饮设备
集团以及我们所能为提供的领先品牌的信息。
您还能够通过网址www.manitowocfoodservice.com查
找到我们的区域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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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therm 4 – designed around you
正因为我们注意倾听客户的心声, 所以, 我们所开发的Convotherm 4完全能够满足您在厨房中的各种
需求。通过easyTouch和easyDial两种设计方案, 让您在手动和自动化流程或最大的个性化之间任意选择。
我们的设计理念的焦点就是易操作性和功能性。

第8–9页
对产品的新定义: 简约的设计与功能性的完美结合
Convotherm 4的全新设计是“现场烹饪（FrontCooking）”的理想之选。产品严格依据“功能至上”这一
基本原则开发而成, 将简约的美学特点与出色的直观操
作性和易于维修性完美结合在一起。

第14–15页
为灵活而安全地进行清洁工作树立了全新的标杆
ConvoClean+和ConvoClean专门为在最低消耗情况下
实现最高灵活性而设计。
真正的全自动化避免了与任何化学物质发生接触。
通过全新的清洁程序以及清洁剂用量灵活选择
功能真正做到了适用于每一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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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7页
降低运行成本——同时兼顾环保
珍惜每一度电和每一滴水。Convotherm 4在节能和
耗水方面表现突出。在德国Eglfing生产基地的生产
采用水力发电和生物质热能, 由此传递出了明确的信
息——从产品的制造开始, 我们就坚持走可持续性发
展之路。

第11页
以打造最佳烹饪效果为焦点
传奇正在延续!
发展到第3代的Advanced Closed System+ (ACS+) 已趋
完美。产品能够创造出最稳定的烹饪效果——始终能
够充分的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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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Touch和easyDial——2种设计方
案, 每种方案包含7种规格

6.10 easyDial

6.20 easyTouch

10.20 easyTouch

12.20 easyDial

20.10 easyTouch

20.20 easyDial

Convotherm 4 easyTouch

Convotherm 4 easyDial

所有的Convotherm 4均拥有最佳的配置

您的选择

几近完美的操作舒适性和安全性。

本身就是厨师!easyDial为手动操作树立了全新的标杆:
所有的输入参数以及全部的辅助功能均可在一个层面
上进行设定并且随时能够观察到。

•开
 创性的设计风格, 是Frontcooking（现场烹饪）的理
想之选
• ACS+: 发展到第3代已趋完美。
• 更小的外形尺寸, 能够为每一个（甚至是极小型）厨房
提供匹配的大小*
• 烤箱门具有双重锁扣（仅限台式设备）
• HygienicCare: 抗菌操作面板门把手和手持花洒——
新设计带来更高的食品安全性
• USB接口集成于控制面板之上
• “Made in Germany”=高质量!

• 隐藏式移门带来更大的空间和工作安全性
• ConvoSmoker: 在easyTouch中集成安装的烟熏功能（
仅限台式设备, 电气型号）
•在
 easyDial中的ConvoClean具有常规全自动清洁程序
清洗系统——并可选用单次清洁剂方案
•用
 于easyDial的以太网/ LAN接口
• Sous-Vide外插式食物探针
•蒸
 汽抽排风机
•带
 有单独的油脂排放装置烧烤型号（仅限台式设备）
•监
 狱用型号
•船
 用型号
•特
 殊电压

easyTouch在整体上为您提供了可观而实用的完整配
置, 9" 高清全触摸屏以及能够依据您的要求进行个性
化调节的功能将会带给您无限的惊喜。
操作设计极其简单——新功能一应俱全:
•A
 CS+带有完美匹配的辅助功能:
- Crisp&Tasty – 1-5级“香脆功能”
- BakePro – 1-5级专业烘焙功能
- HumidityPro – 1-5级加湿功能
- 变速风扇——1-5级调速
•C
 onvoClean+: 带有节能、快速或常规模式的全自动
清洗系统——清洁剂用量灵活选择功能
• 以太网/ LAN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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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easyDial

•A
 CS+带有完美匹配的辅助功能:
- Crisp&Tasty – 1-5级“香脆功能”
- BakePro – 1-5级专业烘焙功能
- HumidityPro – 1-5级专业烘焙功能
- 变速风扇——1-5级调速
• 半自动清洁系统

* 如果规格仍不合适, 请选购我们的迷你型号

7

对产品的新定义:
简约的设计与功能性的完美结合
全新的符合美学标准的设计使得Convotherm 4也十分适用于现场烹饪（Front-Cooking）这一概念。在“功能至上”
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产品的设计在强调简约的同时, 在操作的直观性和维护服务的方便性方面树立了全新的标
杆。
easyTouch——操作界面
作为在万能蒸烤箱领域的高清全触摸屏技术的先锋,
Convotherm在操作舒适性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在
Convotherm 4 easyTouch之上, 您将能够在9"高清全触
摸屏上体验到最现代化的带有可配置操作界面的触控
系统。
• Press&Go: 带有快速选择按钮的自动化烹饪——为您
带来完美而简洁的操作体验。无需输入诸如: 大小、颜
色或中心温度
• 便捷的回温功能: 带有针对点菜、大型宴会和自助餐
的预选项
• 个性化烹饪
• 集成的easySystem, 分为门店和研发模式, 是连锁餐饮
最佳的管理解决方案!
•详
 细的维护保养信息, 以便能够在出现故障时快速且
有效的提供帮助。
• 可储存多大399个烤程, 每个烤程多达20个步骤
•内
 置帮助视频索引
• TrayTimer: 分段计时——从第一批食材到最后一批食
材都精确控制, 最大限度利用了烤箱空间!
• Cook&Hold: 烹饪结束后自动保温功能
• Delta-T烹饪以及低温烹饪: 使食物的品质有显著提高
的长时间低温烹饪方法, 并可预设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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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ial——操作界面
手动操作的全新标杆!
通过智能化的操作设计可借助easyDial快速自行设定烹
制方案。所有功能均显示在一个层面上。在宽大而明亮
的数字显示屏上, 通过中央
控制单元Convotherm-Dial (C-Dial)能够随时对一切一览
无余, 即使距离较远, 也毫无问题。TriColor指示环显示
当前的工作状态: 黄色表示“正在准备“, 红色表示 过程
进行中“, 绿色表示“完成“。
• easyDial回温功能: 最大限度保留了食物的口感和营养
• 99个烤程
• C-Dial和TriColor: 我们的新操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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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造最佳烹饪效果为焦点

ACS+为在所有的Convotherm 4
设备上实现最佳烹饪效率提供了可能。ACS+确保了在
万能蒸烤箱中完美的蒸汽饱和度, 自动水分调节以及烹
饪过程中加热迅速并上色均匀无论是新鲜, 冷冻或是
预先烹制的食品, 一切尽在掌控。即使空间内已满载食
材, 也同样能够达到出色的均匀性、多汁和香脆度。

USB接口
位于设备的正面, 使用简便, U盘可方便插入, 拔除U盘后
盖板自动锁闭, IPX5防水设计
•升
 级简便, 上传及下载烤程, 可读取HACCP等数据

隐藏式移门*
Convotherm独有的设计能够节省空间并且降低受伤
危险:
•为
 工作创造了理想的活动空间
•降
 低操作风险, 防止烫伤
•使
 得带有烤盘车的大型万能蒸烤箱能够被放置在任
何地点, 即便是空间狭窄的地方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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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ACS在功能上如同能够保温和保湿的锅盖。
温度上升极快并且由此达到节能、节水的目的。
全新的ACS+还具备更强大的抽湿功能:
智能化湿度控制系统, 就如收汁时需要拿掉锅盖,
炖煮时盖上锅盖一样简单!

集成安装的预热桥Convotherm 4落地式万能蒸烤箱均
内置该装置:
ACS+的全新以及优化功能
•预
 热桥在保护门框架中自动翻转
• 快速预热, 在无烤盘车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无
 热损失
•安
 全性更高

食品安全
Convotherm全新的抗菌表面科技包括了用户所能够
接触到的全部的重要元件: 烤箱门把手表面, 操作面板
表面手持式花洒表面均是由嵌入银离子的创新性材料
制成:

Crisp&Tasty
最短的时间内, 您将通过热风获得外酥
里嫩的烹饪效果:

风扇速度
为了让甚至是最敏感的食材（如: 奶油泡
芙）也能够达到顶级的效果:

• 1-5级香脆功能
• 可手动选择或预设在烤程内

•风
 扇速度分为5级
•如
 需要, 还可进行预设编程
•出
 色的均匀性即使是在满载时亦是如
此

BakePro
在专业烘焙模式中选择适合您食材的
最佳加湿量, 并可储存在烤程内, 令工作
更简便:

HumidityPro
除了自动调节之外, 通过该新功能, 在万
能蒸烤箱中从30°C起就可以通过一个手
动湿度控制器依据您的个人要求进行单
独设置:

•专
 业的烘焙功能共分5级
•具
 有风扇静止功能及醒发功能, 更甚于
传统烘焙烤箱!
•冷
 冻食品无需在
烘烤前解冻
•亦
 可针对分若干阶段的烘烤过程进行
编程

•分
 5级加湿
•最
 多汁的烹饪效果, 依据您的要求量身
定制
•无
 需输入百分比值
•保
 温效果十分理想

• 所有位于操作区域的部件均带有银离子永久涂层
•永
 久性抗菌效果
• 减少细菌的传播

*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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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中的烹制功能

蒸汽模式: 从30°C至130°C之间的特别有效的蒸汽烹饪,
系统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封闭。获得顶级的效果, 特别是
在烹制蔬菜、面点和鱼类食材时。维生素不会流失, 色
彩保持不变并且氧化作用被降至最低。

蒸烤模式: 从30°C开始具有自动湿度控制功能。系统在
整个烹制过程中保持封闭。食材的自身水分和口味及营
养不会流失。您定将会获得最佳的烹制效果并且将食
物重量流失降至最低
混合烹饪
Closed System富有传奇色彩的“阅兵式“的分类方法（
即: 混合加载不同类型的原料）可将烤猪肉、羊角面包、
鱼类、冷冻蔬菜和蛋糕同时放入炉腔中进行烹制并且
不会发生串味。

满负荷
通过针对每一种设备规格而量身定制的导风板能够实
现空气的均匀分配, 即使在装满的情况下也能够确保
食材的均匀上色:

干烤功能: 从30°C开始, 通过食材自身的水分在整个密
闭的系统中生产略湿的环境, 从而能够将热量迅速、均
匀地传递至食材的核心。只需通过调节Crisp&Tasty就能
够依据您的要求实现“香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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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Dial的回温功能: 通过烹煮让您的
食材恢复新鲜时的状态。

•全
 新的软件控制, 特制固态继电器技术, 全新的空气
流技术以及经过优化的热交换器能够达到最高效的
热交换并将炉腔内温度迅速加热到额定参数——即
使装入冷冻食材, 也是如此。
•全
 新的Crisp&Tasty将炉腔内的水分迅速抽出,
从而达到香、脆!

具有理想的结果和最高的利用率:
•增
 加了厨房流程中的灵活性
•通
 过在ACS+ 万能蒸烤箱中的自动湿度控制功能使得
每一种食材都能够得到适合的水分。

ecoCooking*
节能功能是针对烹制时间较长的食材（如: 煎烤、烤牛
肉和大块烤肉）的理想之选:
•与
 DIN 18873-1标准相比节能高达25%
•低
 温或长时间烹饪能大幅提升食物的品质
• ecoCooking能够在干烤和蒸烤模式中随时切换

easyTouch的回温: 灵活的回温
功能, 带有针对点菜、大型宴会和自助餐的预选项。
由此获得理想的质量。

* 仅限于easy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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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 安全清洁的新标准

ConvoClean+ & ConvoClean
专门针对在最低消耗情况下的最大灵活性而开发设计。借助全新的操作功能和清洁剂用量灵活选择功能——产
品将真正适用于每一种应用方案。仍然保持全自动运行: 避免与化学物质发生任何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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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Clean+ im easyTouch
全自动清洗系统具有
可供选择的节能、快速或常规模式, 卫生标准如您所愿
——如需要, 还可提供清洁剂用量灵活选择功能:

在easyDial中的ConvoClean*
在常规模式下的全自动清洁系统, 顶级卫生标准
如您所愿——如需要, 还可提供可选配单次清洁剂方
案, 节省空间, 更灵活!

•带
 有全自动清洁剂固定用量的4级清洁强度程序
•节
 能模式能够节省清洁剂、能源和水
• 快速模式能够节省时间并且能够在运行期间进行最
快速的清洁。
•在
 常规模式下, 系统的运行结合了各种功能的优点
•通
 过全自动清洁过程保证了最大的安全性
•清
 洁程序最后的蒸汽消毒和烘干确保了卫生标准天
衣无缝
•通
 过手指轻点启动, 整个清洁程序真正做到全自动
•在
 启动清洁过程时不会接触清洁剂

•带
 有全自动清洁剂固定用量的4级清洁强度程序
•在
 启动清洁过程时不会接触清洁剂
•通
 过手指轻点启动, 整个清洁程序真正做到全自动
•通
 过全自动清洁过程保证了最大的安全性
•清
 洁程序最后的蒸汽消毒和烘干确保了卫生标准天
衣无缝

* 在easyDial的选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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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行成本——
同时兼顾环保
珍惜每一度电和每一滴水。Convotherm 4在节能和耗水方面表现突出。能源之星和环境标准ISO14001传递出了明
确的信息——从产品的制造开始, 我们就坚持走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在位于德国的生产基地Eglfing, 从2009年转而采用绿色电能开始, 我们迄今为止已实现CO2减排1百万公斤。

设定值为165°C [min]时在热空气循环运行中的加热时间符合DIN 18873-1 2012-06 6.2*标准
Convotherm 4 10.10

3:00 min

-22 %

P3 10.10		

Convotherm 4 10.10

3:50 min

在热空气循环运行中的空转能耗(显热) [kWh] 符合DIN 18873-1 2012-06 6.3标准*

Convotherm 4 10.10

1,0 kWh

400 ml

-38 %

P3 10.10		

640 ml

能耗, 单位[kWh]

-23 %

Convotherm 4 10.10

P3 10.10		

1,3 kWh

在蒸汽运行中的负荷状态下的能耗[kWh] 符合DIN 18873-1 2012-06 8.3标准*
Convotherm 4 10.10

清洁剂消耗量, 单位[ml]

3,5 kWh

-43 %

P3 10.10		

6,2 kWh

耗水量, 单位[l]
-7 %

2,9 kWh

Convotherm 4 10.10
P3 10.10		

35 l

-44 %

3,1 kWh
P3 10.10		

63 l

在蒸汽运行中的负荷状态下的耗水量[l] 符合DIN 18873-1 2012-06 8.3标准*
Convotherm 4 10.10
P3 10.10

2,3 l

-15 %
2,7 l

* 以下数值经独立机构德国TÜV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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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烤箱底座
台式设备上的底座确保了设备的稳定性, 如需要, 还可
提供移动式底座。您可选择开放式或封闭式型号。

宴会推车
专门针对台式设备和落地式设备而设计, 也适用于叠层
架。带有新型磁性吸合装置的保温罩, 确保了厨房中的
绝对干净和卫生。具有不同餐盘间距的宴会推车为各
种摆放餐盘的方式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特殊配件
Convotherm针对每一种应用方式提供正确的配件:
•信
 号塔能够显示出万能蒸烤箱的状态, 即使用户在较
远处亦能够一目了然。
•隔
 热板确保万能蒸烤箱能够安装在热源（例如: 炉子）
附近。
蒸汽抽排风机
高性能冷凝式抽油烟机让Frontcooking（现场烹饪）成
为可能并且为厨房创造出舒适的工作环境。蒸汽和热
量在烤箱门打开时抽走并冷凝

清洁和保养剂
为了让设备更容易恢复洁净并达到卫生标准, 我们还为
用户提供与ConvoClean完美匹配的保养产品。

ConvoLink
ConvoLink软件包是HACCP和厨房管理的完整
解决方案。该软件被安装在个人电脑上并能够用于
Convotherm 4和+3系列设备。
万能蒸烤箱管理
•通
 过一台电脑最多系统可连接120台Convotherm 4
(easyDial操作界面)
•通
 过电脑对Convotherm 4 进行监控
•通
 过简单的方式编写、操作、上传及下载烤程
HACCP管理
可十分方便地读取HACCP数据并在电脑上显示。此外,
还能够显示巴氏杀菌值。

烤盘及烤架
可提供各种不同材质的烤盘及烤架

• ConvoClean forte (超强洁净力)
• ConvoClean new (中等洁净力)
• ConvoCare (漂清助剂/中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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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THERM ELEKTROGERÄTE GMBH, OVENS & ADVANCED COOKING EMEA, MANITOWOC FOODSERVICE,
TALSTRASSE 35, 82436 EGLFING | GERMANY, T +49(0)8847 67-0, F +49(0)8847 414
WWW.CONVOTHERM.COM, WWW.MANITOWOCFOODSERVICE.COM

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系列产品:
Convotherm万能蒸烤箱

标准式门尺寸(宽x深x高), 单位mm
隐藏式移门尺寸(宽x深x高), 单位mm
GN
烘烤尺寸(600 x 400 mm)
餐盘数量(餐盘运输系统)
安装条件C4 EB/ES
额定功耗
额定电流(3N~400V 50/60 Hz)

标准式门尺寸(宽x深x高), 单位mm
隐藏式移门尺寸(宽x深x高), 单位mm
GN
烘烤尺寸(600 x 400 mm)
餐盘数量(餐盘运输系统)
安装条件C4 EB/ES
额定功耗
额定电流(3N~400V 50/60 Hz)

6.10

6.20

10.10

10.20

875 x 792 x 786

1120 x 992 x 786

875 x 792 x 1058

1120 x 992 x 1058

922 x 792 x 786

1167 x 992 x 786

922 x 792 x 1058

1167 x 992 x 1058

6+1 x 1/1

12+2 x 1/1, 6+1 x 2/1

10+1 x 1/1

10+1 x 2/1

6

–

10

–

15或20个托盘

27或33个托盘

26或32个托盘

48或57个托盘

11,0 kW

19,5 kW

19,5 kW

33,7 kW

15,9 A

28,1 A

28,1 A

48,7 A

12.20

20.10

20.20

1135 x 1020 x 1406

890 x 820 x 1942

1135 x 1020 x 1942

1182 x 1020 x 1406

937 x 820 x 1942

1182 x 1020 x 1942

24 x 1/1, 12 x 2/1

20 x 1/1

40 x 1/1, 20 x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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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或74个托盘

50或61个托盘

98或122个托盘

33,7 kW

38,9 kW

67,3 kW

48,7 A

56,2 A

97,3 A

Manitowoc Foodservice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厨房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之一。
我们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节能、可靠和市场领先的技术。

如要了解更多有关Manitowoc Foodservice公司及其单个品牌的信息,
请访问www.manitowocfood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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