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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注意事项

1.1 预期用途

1.1.1 咖啡机
– 本 A300 为制备饮料的商用机器，可用于餐饮服务、办公室和其他类似环境。

– A300 专用于研磨咖啡整豆、适合自动设备使用的粉末和鲜牛奶。

– 根据相关说明书和技术数据，A300 可用于调制各种饮料。

– A300 可用于室内操作。

请注意
– A300 不适用于在户外使用。

1.1.2 附加装置

制冷装置
– 当使用本咖啡机制作咖啡饮料时，制冷装置可专门用于冷藏牛奶。只能使用预先冷藏的牛奶（2–

5 °C 或 36–41 °F）。

– 仅可使用 Franke 牛奶系统清洁剂。

请注意
– 其他清洁剂可能会在牛奶系统中留下残留物。

1.2 使用咖啡机的前提条件
– A300 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 每个 A300 操作者必须先阅读和理解本手册。但这些内容不适用于自助服务部分。

– 必须始终监管自助咖啡机，以保护用户安全。

– 在操作 A300 或附加装置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并理解本手册。

– 如果对各种功能不熟悉，不得使用 A300 或附加装置。

– 如果 A300 或附加装置的连接线受损，不得使用 A300。
– A300 或附加装置未按预定要求进行清洁或加注前，不得使用 A300。

–禁止 8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A300 和附加装置。

–儿童或具有较低身体、感官或心理能力的人员在无监护情况下不得使用
A300 和附加装置，亦不得将 A300 和附加装置当做玩具。

–禁止儿童清洁 A300 和附加装置。

1.3 根据 ANSI 的安全说明解释
必须遵守这些安全说明，以确保人身安全和保护物质产品。

符号和警示词代表危险的严重程度。

警告
警告表示可能存在危险。危险表示存在迫切危险，如果不避免，将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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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小心表示存在危险，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程度的人身伤害。

注意
注意提醒您关注损坏机器的风险。

1.4 有关使用咖啡机的安全问题

警告
存在火灾危险
如果电源线过载，产生的热量将会引发火灾。

a) 切勿使用电源插座、多插孔插座或电线延长线将咖啡机连接到电源。

警告
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受损的电源线、管道或按压装置可能导致触电。

a) 禁止将任何受损的电源线、管道或按压装置连接至电网。

b) 更换损坏的电源线、管道或按压装置。
如果电源线已永久组装，请联系维修技术人员。如果电源线不是永久组装的，请订购并使用新的原
装电源线。

c) 确保机器和电源线远离煤气炉、电炉和烤箱等任何发热表面。

d) 确保电源线未被夹住，并且不会在尖锐边缘上发生摩擦。

警告
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进入机器中的液体/湿气或泄漏可能导致触电。

a) 不得将液体或蒸汽射流对准机器。

b) 请勿在机器上倾倒任何液体。

c) 请勿将机器沉浸在液体中。

d) 若发生泄漏或液体/湿气进入仪器中，请断开机器电源。

警告
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若电气系统操作、修理或维修不当，可能导致触电。

a) 电气部件的维修应由服务技术人员使用原装备件进行。

b) 维修工作仅可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授权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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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存在窒息危险
塑料包装材料可能会造成儿童窒息。

a) 确保儿童不要接触塑料包装材料。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清洁过程中会释放热水。

a) 在此过程中，双手应远离喷嘴和喷咀。

b) 请勿将任何物品放置于盛水栅上。

c) 如果烫伤：请立即冷却受伤部位，并根据受伤的严重程度就医。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热饮料可能会造成烫伤。

a) 请始终小心处置热饮料。

b) 仅可使用合适的饮料容器。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清洁过程中高温液体和蒸汽散逸，可能会造成烫伤。

a) 在此过程中，双手应远离喷嘴和喷咀。

警告
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如果有异物进入磨豆机或研磨机，其碎片可能会被弹出，从而造成人身伤害。

a) 切勿将任何物件插入磨豆机或研磨机内。

小心！
割伤/压伤
粉末料斗的送料机可引起割伤或压伤。

a) 清洁粉末料斗时须格外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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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清洁剂的刺激性危险
清洁药片、牛奶系统清洁剂和除垢剂会导致皮肤或眼部刺激性危险。

a) 遵守对应清洁剂标签上的危险警告。

b) 避免发生眼睛和皮肤接触。

c) 在接触清洁剂后，应清洗双手。

d) 清洁剂不得混入饮料内。

小心！
由于细菌形成而损害健康
不充分清洁可能会导致食物残渣在机内和出口处积聚，从而污染产品。

a) 机器在未根据说明书清洁前不得使用。

b) 应按说明书要求每日清洁机器。

c) 请告知操作人员必要的清洁措施。

小心！
由于细菌形成而损害健康
如果长期不使用机器，残渣可能在机内积聚。

a) 如果长期不使用机器（超过 2 天），请清洁机器。

小心！
霉菌形成
霉菌可能在咖啡渣上形成。

a) 每天至少清空并清洁渣桶一次。

注意
水垢沉积导致机器损坏
如果水质硬度设置不正确，咖啡机内会沉积水垢。水垢沉积可能对咖啡机造成损坏。

a) 试运行期间测量水质硬度。然后，在菜单 试运行 中设置测得的水质硬度。使用测量条确定水质硬
度 [} 23].

如要对机器进行除垢，仅限于使用 Franke 提供的除垢剂浓缩物（货品编号 560.0589.837）。这样可
以保证可靠的除垢效果。

a) 确保您及时订购除垢器浓缩物，以便在咖啡机操作面板上出现提示时立即对咖啡机除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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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号解释

2.1 手册中使用的符号

2.1.1 方向

符号 说明
使用五步法清洁部件。

该符号表示提示、技巧及附加信息

附加步骤的前提条件

精细研磨

粗制研磨

优化饮品质量的信息

附加步骤的结果或中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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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中使用的符号

2.2.1 控制面板和用户界面上的符号
如果发生错误，排除故障 [} 54] 控制面板上将亮起代表受影响部件的符号。

符号 名称 说明
Franke 图标 调出维护级别

维护保养/清洁 机器必须清洁干净且/或维护保养

咖啡豆 磨豆机已空或安装不正确

渣桶 渣桶必须清空

冲洗 咖啡机必须冲洗或咖啡机冲洗

饮品

支付 支付有效

数据传输 数据已传输

个别饮品计数器

个性化 修改饮料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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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名称 说明
信息

闲置

待机 将机器切换至待机模式

门 门开启。

维护保养/配置/管理

机器设置

语言 设置语言

原料设置 设置原料

访问权限 管理用户权限

除垢 为咖啡机除垢

编辑 编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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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名称 说明
饮料设置

系统信息

计数器

滤水器

盛水盘 盛水盘已满或安装不正确

水箱 水箱已空或丢失

粉末原料 粉末料斗已空，或插入不正确

牛奶 牛奶容器已空或安装不正确

2.2.2 用于导航和操作的符号

符号 名称 说明
取消按钮 取消制作

选择下一页/上一页 滚动浏览多页菜单

开始按钮 开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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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错误信息描述
 无法制作突出显示的饮品。控制面板上的点亮符号向您提示错误信息。

如果整个系统受故障影响，错误信息会自动显示。

关闭

渣桶门开启。 请关上门。

2018-09-06
11:35

错误信息颜色代码
临时中断

系统仍可使用全部功能

系统功能受限

部分或所有原料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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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货内容
交货内容会有不同，具体取决于设备的配置。其它配件可从零售商处直接获得或从瑞士亚尔堡的
Franke Kaffeemaschinen AG 购买。

在出厂之前，咖啡机已进行咖啡和粉末测试。因此，A300 可能会出现咖啡、粉末或水的痕迹。

货品说明 货品编号
除垢剂浓缩物 560.0589.837

清洁药片（中国） 567.0000.016

水质硬度量条 560.0004.060

清洁刷 560.0003.728

管刷

（选购件 SU05）

560.0001.019

清洁刷 560.0003.716

微纤维布料 560.0002.315

收集容器（仅在没有废水接合配件的机器上） 560.0612.966

手动设定 560.0595.504

单牛奶喷嘴

请参见随附的安装说明

560.061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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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识

4.1 铭牌位置

4.1.1 咖啡机

咖啡机的铭牌位于右侧内壁。

4.1.2 制冷装置 SU05

制冷装置的铭牌位于内壁左侧。

4.2 类型代码

4.2.1 咖啡机

类型代码 说明
A300 咖啡机（全自动设备）

系列：A

总尺寸：300

1G 1 台研磨机

2G 2 台研磨机

1P 1 个粉末定量装置

2P 2 个粉末定量装置

S1 蒸汽管

W3 内部水箱

W4 SHUI GUAN JIE HE PEI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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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附加装置

类型代码 说明
FM EC FoamMaster（温牛奶和温奶泡）

MS EC 带 EasyClean 自动清洁系统的牛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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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器说明

5.1 咖啡机
简介
A300 咖啡机有多种选装件可用。请注意，您所购置的咖啡机的外观可能与下方所示配置不同。

磨豆机

粉末料斗（选购件）

热水喷嘴

操作面板（8" 英寸触摸屏）

带有盛水栅的盛水盘

手动插入盖

杯平台

（选购件）

水箱

蒸汽管（选购件）

门锁

5.1.1 版本

供水 饮品类型
装有自来水连接的 A300 A300 NM

A300 MS EC

A300 FM EC

装有水箱的 A300 A300 NM

A300 MS EC

A300 FM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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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标准：
– 8 英寸触摸屏

– 一台研磨机（左后）

– 热水喷嘴（左）

– 自来水接合配件或水箱

– 自动除垢系统

5.1.3 选项
– 磨豆机额外装置

– 单粉末定量装置

– 双粉末定量装置

– 蒸汽管 S1（仅 MS EC 型配置）

– 渣滓排出装置（仅与自来水管连接结合）

– 门锁

– 可锁定咖啡豆和粉末料斗

– Franke Digital Services（弗兰卡数字服务）

5.2 附加装置

5.2.1 配备 EasyClean 的制冷装置部件

牛奶容器

门锁

温度显示屏

清洁容器

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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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用户界面

1

2

17:11
08.03.2018

1 使用 Franke 图标在维护级别和饮品选择
之间切换

2 向前或向后滚动

5.4 快速选择操作模式

快速选择操作模式是自助服务的标准设置。选定饮品后，即在饮品选项已激活的情况下，他/她可在第
二步操作中进行调整。

用户界面的结构
– 第 1 级：饮品选择，多达 5 页；每页可显示 6 个、12 个或 20 个饮品按钮

– 第 2 级：修改饮品，选择饮品选项，开始饮品制作程序

个体适应性
– 显示：每页显示 2x3、3x4 或 4x5 种饮品

– 饮料的个别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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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

6.1 准备工作
安装地点
– 安装地点必须满足所允许环境条件的要求，且不得位于室外。

– 机器安装的表面必须平整。

– 标题为 A300 的尺寸 [} 21] 的部分介绍了关于空间要求和孔尺寸的详细信息

电气接头
– 在机器的安装地点必须永久性安装插座。

– 插座必须具有合适的连接负载和保险丝。所需连接值可在咖啡机的铭牌上找到。

– 咖啡机的电力连接必须使用剩余电流断路器 (RCCB) 进行保护。

– 电源插座必须在电源线所及范围内。

– 不得使用延长线来连接插座。

废水接合配件（选购）
– 废水接合配件必须配备虹吸管。

– 虹吸管必须位于废水软管所及范围内。

– 虹吸管和废水软管的位置必须低于咖啡机本身。

– 与虹吸管的连接必须使用软管的自由流动部分。

固定式水接合配件（选购）
– 自来水接合配件必须位于水软管所及范围内。

– 自来水接合配件必须干净并经过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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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300 的尺寸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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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馈入装置 顶部和后部的间隙

仅限于咖啡渣滓排出选
购件

最小间隙
– 离后壁：50 毫米
– 上方：200 毫米（用于进料和拆除磨豆机）

– 向右：100 毫米（用于打开机门）

6.3 供水要求

6.3.1 水管结合配件
水压 80–800 kPa（.8 - 8.0 巴）
流量 > .1 升/秒
水温 < 25 °C
连接到主水管结合配件 联管螺母 G3/8 和金属软管 l = 1.5 m

只能使用提供的软管套件连接

– 主水管结合配件必须满足技术数据的要求并符合适用联邦、州和地方法规。

– 电源水管结合配件必须带有防回流装置。

– 主水管结合配件必须配备截流阀和止回阀，带有可供检查的上游过滤器。过滤器必须可以拆除，进
行清洁。

– 不得使用脱钙系统的水。

– 过滤器至少 100 环路/英寸 (UL)

6.3.2 水质
总硬度： 4–8° dH GH（德国总硬度）

7–14° fH GH（法国总硬度）

4.2–8.3 GPG

70–140 ppm（毫克/升）

碳酸盐硬度 3–6° dH KH / 50–105 ppm（毫克/升）

酸含量/pH 值 6.5–7.5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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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含量 < 0.5 mg/l

氯含量 < 30 mg/l

TDS（溶解固体总量） 30–150 ppm（毫克/升）

导电率（实测值） 50–200 µS/cm (microsiemens)

铁含量 < 0.3 mg/l

– 颜色：透明

– 口味：新鲜、纯正的味道

– 香气：无可感香气

– 水中无生锈颗粒

6.3.3 使用测量条确定水质硬度

注意
水垢沉积导致机器损坏
如果水质硬度设置不正确，咖啡机内会沉积水垢。水垢沉积可能对咖啡机造成损坏。

a) 试运行期间测量水质硬度。然后，在菜单 试运行 中设置测得的水质硬度。

正在使用的水质硬度级别决定了滤水器的容量（仅与自来水管连接结合）和除垢周期之间的水量。在机
器程序中设置硬度级别后，咖啡机将自动提示您在正确的时间对机器进行除垢。

使用中的水质硬度级别决定了滤水器的容量。如果机器程序中的硬度级别已知，会自动请求在正确的时
间更改过滤器。

包装好的水质硬度测量条

1. 将测量条从包装中取出。

2. 将测量条浸入水中 1 秒。

3. 轻轻地晃掉多余的水。

ð 测量条的颜色将发生改变。

4. 1 分钟后，读出水质硬度级别。水质硬度
级别与红色区域的数量相对应。

5. 将测得的结果输入机器上的维护菜单 水设
置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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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表；无滤水器咖啡机除垢提示

硬度级别 测量条上显示的结
果

水质硬度 之后的除垢提示 之后的强制除垢

1 1 x 红色 >5° dH/>6°e/>9°fH 100 升 125 升

2 2 x 红色 >10° dH/>13°e/
>18°fH

80 升 100 升

3 3 x 红色 >15° dH/>19°e/
>27°fH

60 升 75 升

4 4 x 红色 >20° dH/>25°e/
>36°fH

40 升 50 升

5 5 x 红色 >25° dH/>31°e/
>45°fH

20 升 25 升

硬度级别 测量条上显示的结果 水质硬度
1 1 x 红色 >5° dH/>6°e/>9°fH

2 2 x 红色 >10° dH/>13°e/>18°fH

3 3 x 红色 >15° dH/>19°e/>27°fH

4 4 x 红色 >20° dH/>25°e/>36°fH

5 5 x 红色 >25° dH/>31°e/>45°fH

6.4 设置和准备咖啡机
1. 检查包装是否存在运输损坏。

2. 取出设备。

3. 检查交货是否完成（查看 交货内容 和订
单）。

注意
过热损坏
如果机器周围和上方的间隙太小，热量可能会积聚在机器内，从而导致故障。

a) 保持规定的安装尺寸和间隙。

b) 请仔细确认间隙未被堵塞。

6.5 连接供水

注意
水损坏
如果自来水连接不正确，则可能导致水损坏。运营公司负责确保正确实施自来水连接。

a) 请兼顾关于 水管结合配件 [} 22] 的列出数据。

b) 检查自来水连接中是否有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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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扳手 (19 mm)

1 咖啡机 2 带密封件的滤网

3 咖啡机配件 4 水系统配件

5 密封件 6 水软管

1. 彻底冲洗水管和供水管道，去除任何污垢或
残渣。

2. 将带滤网的水软管连接到咖啡机上。

3. 将带密封件的水管连接到水系统上。

4. 将螺钉接头紧紧固定。
 

5. 打开供水管路。

6. 检查自来水接合配件是否存在泄漏情况。

6.6 连接废水配件
ü 存在用于固定废水软管的部件。

1. 将废水软管连接到咖啡机上。

2. 将废水软管插入虹吸管（卫生隔离层），以
便有一个至少为 50 mm 的自由流动路径
[1]。虹吸蒸馏器需要进行通风。

3. 将废水软管固定在此位置 [箭头]，以防止
其进一步滑入虹吸管或意外拉出。

4. 将水倒入盛水盘中，并检查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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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连接电路

警告
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连接不带接地故障保护装置的电源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a) 确保电源连接受接地故障保护装置保护。

警告
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若电气系统操作不当，可能导致触电。

a) 允许经过培训的合格电工操作电气系统。经过训练的人员只能在经过培训的合格电工的指导和监督
下操作电气系统。

警告
可能因触电而导致致命伤害
受损的电源线、管道或按压装置可能导致触电。

a) 禁止将任何受损的电源线、管道或按压装置连接至电网。

b) 更换损坏的电源线、管道或按压装置。
如果电源线已永久组装，请联系维修技术人员。如果电源线不是永久组装的，请订购并使用新的原
装电源线。

c) 确保机器和电源线远离煤气炉、电炉和烤箱等任何发热表面。

d) 确保电源线未被夹住，并且不会在尖锐边缘上发生摩擦。

1. 在电路中安装保险丝。 2. 单独将每台设备连接到电网。

3. 激活电路。

6.8 开启机器

1. 短暂按下按钮 [1]。

ð 机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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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首次开启机器
机器连入电网后，便会自动开启。首次打开机器时，软件将引导您完成在机器试运行时需要配置的基本
设置。之后可以变更所有的基本设置：

配置 [} 29]

1. 接通机器电源。

ð 机器启动并启动安装向导。

2. 取下屏幕上的保护膜。

3. 按照操作面板上的说明配置基本设置 – 见
下表。

设置语言、时间和日期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语言 – de（德语）

– en（英语）

– fr（法语）

– ...

有 33 种语言可用

语言可立即切换

12/24 小时显示 12 小时

24 小时

时间

– 小时

– 分钟

0 – 23/0 – 11

0 – 59

配置小时

配置分钟

日期

– 日

– 月

– 年

0 – 31

0 – 12

2019 – 9999

设置日期

设置月

设置年

时区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时区

供水设置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水质硬度 硬度级别 1 - 5 输入测得的水质硬度 使用测量条

确定水质硬度 [} 23]

有水箱的咖啡机和连接到电源但
没有滤水器的咖啡机必须设置水
质硬度

滤水器 – 是

– 否

仅与自来水连接相连

滤水器滤水量 滤水器类型

选择列表

根据所用滤水器和水质硬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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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插入除垢剂盒

1. 取出渣桶。

2. 使用钥匙打开门锁（选购件）。

3. 按下内部锁定装置并打开机门。

4. 旋松除垢剂盒上的螺钉盖。

5. 拆下密封。

6. 从下方以一定角度将除垢剂盒插入红色双管
中。

7. 关上门。

8. 插入渣桶。

7.2 用原料补充容器
仅显示根据 A300 配置可用的原料。

所需的研磨粗糙度取决于饮料制备方法、使用的烘焙咖啡类型和咖啡饮料。制作意式浓缩咖啡、奶油咖
啡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最好使用单独的研磨机。这样，每种不同类型的烘焙咖啡都能够设置特定的研
磨粗糙度。设置研磨粗糙度 [} 36]

使用原料填充容器
左咖啡豆料斗

右咖啡豆料斗

粉末料斗位置 2

牛奶

意式浓缩咖啡，中度烘培

中度烘培

粉末巧克力

全脂牛奶

奶粉
粉末料斗位置 4

后退 下一步

1. 向容器中填充定义的原料。

2. 按下 继续。

ð 您现在已配置了最重要的设置，并准备制
作您的第一杯饮料。

若要调节标准饮品，请按左上方的“Franke（弗兰卡）”标识。另请参见标题为 饮料设置 [} 30]
的章节。

您可以随时使用“维护”菜单更改咖啡机试运行时配置的任何设置。配置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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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

8.1 调出维护级别

1. 点击左上角的 Franke 图标。

2. 输入 PIN。

3. 按 确定。

8.2 PIN 码
出厂时已分配默认 PIN 码：

所有者 专家 操作者
默认 PIN 1111 2222 7777

我的 PIN
 ...  ...  ...

关键保护饮品和 开/关机器 的 PIN 码可以使用所有者身份在 我的设置>访问权限菜单中查看和更改。

8.3 我的设置

机器设置

资源

饮料设置

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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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饮料设置

Espresso Caffè Latte Cappuccino Milchkaffee

Café Crème Latte macchiato Schokolade Chococcino

Teewasser Milch Espresso Dampf

导出/导入 饮品分类

编辑 隐藏 复制 可调节 开启

操作 输入/功能 备注
导出/导入 – 备份产品供应包 (POP)

– 加载备份

– 将饮料设置备份到 U 盘上，例如在软件更新之
前

– 将饮料设置从 U 盘中加载到咖啡机中

饮品分类 – 更改饮品的位置

– 设置要显示的饮品数量（2 x 3、3 x 4 或 4 x
5）

1. 按下饮品分类按钮。

2. 按下您想要移动的饮品。

3. 按下饮品所需的位置。

编辑 修改突出显示的饮品

显示/隐藏 显示或隐藏可用饮品

复制 复制现有饮品，作为变体的基础

可调节 – 是

– 否

激活/停用。激活此功能后，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修
改饮品：

– 杯子大小

– 咖啡豆类型，如果设置了一种以上咖啡豆类型

– 风味强度

快速选择操作模式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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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饮品

咖啡

第一种咖啡豆类
型

咖啡豆数量

水量

水温

意式浓缩咖啡，拼配
（左）

预冲泡配置文件

关闭 中短 长

1

2

3
4

卡布奇诺

1 激活饮品 2 原料（咖啡、牛奶等）

3 配置参数 4 滑动控制

8.3.2 设置原料
可以随时对咖啡机用原料补充容器 [} 28]试运行时配置的设置进行更改。

对于每个容器，将存储可用原料的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

分配原料

设置原料

左咖啡豆料斗

右咖啡豆料斗

粉末料斗位置 3

牛奶

意式浓缩咖啡，中度烘培

中度烘培

粉末巧克力

全脂牛奶

奶粉
粉末料斗位置 4

准备牛奶类型 1 设置奶泡配置

1. 如要向容器中分配原料，按下预设的原料类
型。

2. 从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原料类型。

3. 为所有容器重复此程序。

4. 如需填充牛奶管路，选择准备牛奶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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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奶泡配置
在 A300 FM EC 中，您可以为紧实奶泡和液态奶泡配置奶泡配置（标准设置：液态奶泡 10% 空气，紧
实奶泡 35% 空气）。

设置奶泡配置

全奶，紧实热奶泡

全奶，液态热奶泡

空气百分比

空气百分比

奶泡设置

奶泡设置

测试

测试

1. 按下设置奶泡配置。

2. 使用滑动控制调节紧实奶泡和液态奶泡中的
空气百分比。

3. 点击 Test 查看奶泡是否具备您需要的质
量。

4. 如有必要，重复该程序。

8.3.3 机器设置

语言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语言 – de（德语）

– en（英语）

– fr（法语）

– ...

有 33 种语言可用

语言可立即切换

日期和时间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12/24 小时显示 12 小时

24 小时

日期

– 日

– 月

– 年

0 – 31

0 – 12

2019 – 9999

设置日期

设置月

设置年

时间

– 小时

– 分钟

0 – 23/0 – 11

0 – 59

配置小时

配置分钟

时区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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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器
设置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节能 – 激活

– 关闭

如果激活，则可以设置等待时间

范围：15 - 120 分钟

自动开启/关闭 – 激活

– 关闭

– 开启或关闭计时器

– 使用 PIN 码调整计时器

调整计时器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操作 – 自动开启

– 自动关闭

选择计时器操作

小时 0 ‑ 23 设置启动/关闭时间

分钟 0 ‑ 59

每周一重复操作 – 是

– 否

根据当天激活/停用计时器

...

每周日重复操作

水设置
供水设置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滤水器可用 – 是

– 否

– 是：显示滑动控制以输入水过滤器的使用持续
时间/水量（取决于使用的过滤器）

– 否：设置水质硬度

水质硬度 硬度级别 1 - 5 使用滑动控制设置测得的水质硬度 使用测量条确
定水质硬度 [} 23]

有水箱的咖啡机和连接到电源但没有滤水器的咖啡
机必须设置水质硬度

出厂设置

参数 数值范围 备注
恢复为出厂设置 所有设置（包括您自己的饮品）将会丢失！

将饮品恢复为出厂
设置

您自己的饮品设置将会丢失！

系统信息

类别 值
总版本 目前安装的机器软件版本

子系统版本

机器 机器类型

序列号 [序列号]

FPC 目前安装的 Franke 产品目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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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值
POP（产品供应包） 目前安装的产品供应包版本（产品定位/分类）

许可 Franke Digital Services（弗兰卡数字服务）的
激活许可，如有

以太网设备 A

IP 地址

MAC 地址

8.3.4 访问权限
角色分为以下层次结构：服务技术人员 > 所有者 > 操作员 > 维护人员。

任务和权限

操作 维护技术人员 所有者 专家 操作者
更改 PIN 码并激活
测试饮品

是（对于所有角
色）

是（对于低级别角
色）

否 否

添加/更改/删除/适
应饮品

是 是（缩小范围） 否 否

查看计数器 是 是 是 否

执行清洁 是 是 是 是

更新软件（U 盘）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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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注和清空

9.1 加注机器

注意
粉末料斗加注不正确
粉末料斗加注不正确制作的饮品可能会有缺陷，机器可能因此而受损。

a) 将咖啡豆装入粉末料斗。

b) 将适合自动咖啡机的粉末装入粉末料斗。

容器位置

1 磨豆机位置 1 2 磨豆机位置 2

3 粉末料斗位置 3 4 粉末料斗位置 4

9.2 使用和储存烘焙的咖啡豆
在最佳的杯内饮品质量方面，所用咖啡豆的新鲜程度是关键因素。

– 如需准备饮品，要等到开始制作的最后一刻，再将烘焙好的咖啡豆倒进磨豆机中。这样可以确保最
大程度保留咖啡的风味。倒入的量足够在同一天内接下来几个小时里使用即可。磨豆机并非存储容
器。

– 请始终正确关闭磨豆机。打开的咖啡包在使用后，务必重新妥善密封好。

– 将烘焙好的咖啡存放在凉爽、干燥的地方，避免日光直射。请勿将它存放在制冷装置中。

– 需要多少烘焙咖啡豆，便订购多少 – 定期订购少量咖啡，确保喝到的总是最新鲜的咖啡。

– 选择小包装，例如 250 克或 500 克，而非 1 公斤装。这样，可以避免存储打开的咖啡包，或是磨
豆机中留有太多的咖啡豆。

监控在特定时间段内（例如，在一周内）的使用量。记下何时需要重新补充以及补充的量，并使用此信
息确保您始终拥有新鲜的咖啡豆可供使用。标注每个磨豆机的最大补充水平，例如，使用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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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加注咖啡豆

警告
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如果有异物进入磨豆机或研磨机，其碎片可能会被弹出，从而造成人身伤害。

a) 切勿将任何物件插入磨豆机或研磨机内。

1. 提起磨豆机盖子。

2. 添加咖啡豆。

3. 盖上盖。

9.4 设置研磨粗糙度
可为每个研磨机单独调整研磨粗糙度。默认设置：中心。

– 要实现更精细的研磨，将调整杆向右转动。

– 要实现更粗糙的研磨，将调整杆向左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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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加注粉末

1. 提起粉末料斗盖子。

2. 装入适合自动咖啡机的粉末。

3. 盖上盖。

9.6 加注水箱

注意
损坏机器
将牛奶倒入水箱中可能会损坏机器。

a) 水箱只得注入水。

b) 如果水箱中不慎注入了牛奶，请断开机器电源并联络服务部。

优质的 水质 [} 22] 对于饮料质量以及机器的经久耐用和可靠操作来说十分重要。

1. 打开盖子。 2. 提起并取出水箱。

3. 如有必要，清洁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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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4. 将清水注入水箱，直至水位到达刻度线。水
质 [} 22]

5. 将注满的水箱放回原位并盖好盖子。

9.7 加注牛奶

小心！
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中的细菌
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中的细菌可能会损害健康。

a) 请勿使用任何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

b) 只能使用经高温消毒或可供长期保存的牛奶。

注意
损坏机器
使用不正确的液体可能会损坏机器。

a) 仅往牛奶容器中倒入牛奶。

b) 用水和温和的清洁剂清洗牛奶容器。

注意
受影响的饮料品质
未正确调配牛奶会引起质量问题。

a) 仅可使用干净的容器盛装牛奶。

b) 仅可使用预先冷却的牛奶 (2–5 °C)。

c) 请务必先将双手消毒或佩戴一次性手套，然后方可接触牛奶容器内部、牛奶软管以及牛奶盖。

在完成清洁或加注程序后，牛奶系统的准备工作以半自动方式进行。请注意事件消息中的说明。事件消
息可通过控制面板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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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加注用于 SU05 的牛奶

1. 打开门。

2. 启动制冷装置。

ð 会显示当前冷却室的温度。

3. 移除带有吸管的牛奶容器盖并将其放置在干
净的表面上。

4. 在容器中灌入最多 5 升冷牛奶。

5. 更换牛奶容器盖子。

6. 将牛奶容器滑入到冷却室。

7. 关上门。

9.8 清空渣桶

注意
霉菌形成
咖啡残渣可能导致霉菌形成。

a) 每天至少清空并清洁渣桶一次。

1. 取出渣桶。 2. 倒空渣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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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洁并擦干渣桶。 4. 插入渣桶。

9.9 清空粉末料斗

注意
粉末污染
粉末料斗中可能会掉落粉末。

a) 运输粉末料斗时，请确保始终关上粉末料斗，并将其竖直放置。

1. 取出渣桶。

2. 使用钥匙打开门锁（选购件）。

3. 按下内部锁定装置并打开机门。

4. 拉动锁定装置。

5. 提起并取出粉末料斗。

6. 清空粉末料斗。

7. 在更换空的粉末料斗后，将锁定装置推入。

8. 关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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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功能障碍
如果粉末料斗未能正确锁定，可能汇损害咖啡机操作和饮品质量。

a) 将锁定装置滑入。

9.10 清空制冷装置

小心！
由于细菌形成而损害健康
不充分清洁可能会导致食物残渣在机内和出口处积聚，从而污染产品。

a) 机器在未根据说明书清洁前不得使用。

b) 应按说明书要求每日清洁机器。

c) 请告知操作人员必要的清洁措施。

注意
变质的牛奶
冷却不足或卫生条件欠佳都会导致牛奶变质。

a) 只能使用预先冷却的牛奶 (2.0-5.0 °C)。

b) 制冷装置处于工作状态才可以在其中储存牛奶。非运行时间（例如，过夜），请将牛奶放入制冷装
置中。

c) 每日清洁一次机器和制冷装置。

d) 请务必先将双手消毒或佩戴一次性手套，然后方可接触抽吸软管、牛奶容器内部以及牛奶盖。

e) 请务必将带有吸管的容器盖只放置在干净的表面上。

注意
牛奶系统堵塞
不合适的清洁布所产生的纤维可能会进入系统并造成堵塞。这可能会损坏机器。

a) 使用微纤维布料来清洁牛奶容器。

1. 打开门。 2. 取出牛奶容器。



9 | 加注和清空 Franke Kaffeemaschinen AG

42 用户手册 A300

3. 将牛奶存放在制冷装置中，或在必要时将其
弃置。

4. 清洁牛奶容器、接触牛奶的部件和冷却室。

5. 插入干净的牛奶容器。

6. 如果不再需要，请关闭制冷装置。关闭制冷
装置后，不要关上制冷装置的门，而应稍稍
打开，以防产生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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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制作饮料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热饮料可能会造成烫伤。

a) 请始终小心处置热饮料。

b) 仅可使用合适的饮料容器。

10.1 采用“快速选择”模式分配饮料
1. 将合适的饮料容器置于喷嘴下方。

Cappuccino

11:35
2020-05-27

2. 选择饮品。

ð 将出现饮品概览。

3. 选择所需的饮品。

4. 按下绿色按钮，开始制作程序。

ð 饮料已制作好。

Cappuccino

11:35
2020-05-27

ð 当饮品准备好后会显示饮品选择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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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洁

11.1 简介
如果想要获得完美的咖啡品质，就需要彻底地清洁咖啡机。每日至少清洁咖啡机一次，如有必要，可更
频繁地清洗。

自动清洁程序涉及清洁咖啡机和制冷装置。

所需配件
– 清洁药片

– 微纤维布料

– 清洁刷组

– 收集容器（仅在没有废水接合配件的机器上）

带牛奶系统咖啡机所需其他配件

– 牛奶系统清洁剂

– 带 SU05：清洁容器

注意
受污染的配件
受污染的配件可能会对机器的功能和制备的饮料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a) 使用五步法清洁配件。

b) 请遵循这些配件的适用说明。

咖啡机的可拆卸部件不可用洗碗机清洁。

需要手动清洁的其他区域
– 冷却室的内表面

– 门内侧，唇式密封圈

– 牛奶容器，牛奶容器盖子

– 吸管，吸嘴

– 粉末料斗

每周清洁 [} 46]

11.1.1 五步法

1. 使用刷子或油漆刷来去除粗颗粒污物。

2. 将部件浸泡在滴有温和清洁剂的热水中。

3. 清洗部件。

4. 彻底冲洗部件。

5. 擦干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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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卸部件

11.2 启动清洁程序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清洁过程中高温液体和蒸汽散逸，可能会造成烫伤。

a) 在此过程中，双手应远离喷嘴和喷咀。

清洁周期完成后，机器会切回到维护级别或节能模式。我们的维修技术人员可为您设置所需的选项。

1. 点击左上角的 Franke 图标。

2. 输入 PIN 码。PIN 码 [} 29]

3. 按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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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设置

计数器

清洁与维护

4. 选择 清洁与维护。

清洁咖啡机

咖啡机除垢

冲洗咖啡机

擦拭保护

5. 按下  清洁咖啡机。

6. 通过是确认消息，以开始清洁程序。

7. 请按照用户界面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并选择下
一步确认各个步骤。

ð 机器会显示下一个步骤。

对于没有废水接合配件的机器，需准备好收集容器，并在屏幕上出现相应提示时将其放在盛水栅上。

11.3 每周清洁
除每日清洁程序外，至少每周清洁一次本部分列出的机器组件。如果您发现机器脏污或堵塞，请立即清
洁。清洁时，请遵守清洁说明书。

11.3.1 清洁水箱（如有）
每天查看水箱，检查有无污渍和水垢。如有污渍或水垢，请立即清洁。

1. 取出并清空水箱。

2. 使用五步法清洁水箱。



Franke Kaffeemaschinen AG 清洁 | 11

用户手册 A300 47

11.3.2 清洁粉末料斗（如有）

1. 取出渣桶。

2. 使用钥匙打开门锁（选购件）。

3. 按下内部锁定装置并打开机门。

4. 拉动锁定装置。

5. 提起并取出粉末料斗。

6. 清空粉末料斗。

7. 用布清洁粉末料斗。必要时使用清洁剂。用
干布擦拭料斗内部。

8. 更换粉末料斗。

9. 将锁定装置推入。

10.关闭机门并插入粉末料斗。

11.3.3 清洁盛水盘和盛水栅

注意
泄漏的液体
适用于带有废水接合配件的机器！在带有废水接合配件的机器上，如果盛水盘中有残留水，则在取下盛
水盘时可能会发生漏水。

a) 在取下盛水盘之前，应确保排出残留水。

1. 使用五步法清洁盛水盘和盛水栅。 2. 彻底清洁盛水盘盖底侧的投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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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水盘的后部 [1]（内侧和外侧）必须干净且干燥。如果不干净或不干燥，可能导致盛水盘液位传感器
发出错误警报。

如果咖啡机与废水系统相连，则盛水盘后部会有两个 O 形环 [2]。必须用水将其浸湿，以便盛水盘可
以正确锁定到位。否则，电容传感器无法探测到盛水盘。

11.3.4 清洁屏幕

1. 按下左上方的设置符号。

2. 选择清洁与维护。

3. 选择擦拭保护。

ð 该操作界面会锁定 20 秒。

4. 用潮湿的布清洁表面。

11.3.5 清洁机器表面

1. 使用潮湿的布清洁机器表面。 2. 如有必要，使用温和的清洁剂。注意！ 不
要使用磨蚀性清洁剂。

11.4 冲洗咖啡机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清洁过程中会释放热水。

a) 在此过程中，双手应远离喷嘴和喷咀。

b) 请勿将任何物品放置于盛水栅上。

c) 如果烫伤：请立即冷却受伤部位，并根据受伤的严重程度就医。

冲洗操作不能替代日常清洁工作！必须进行清洁以防止残留物在咖啡和牛奶设备中积聚。

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后，以及在开启或关闭之时，本机可以进行自动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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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左上角的 Franke 图标。

2. 输入 PIN 码。PIN 码 [} 29]

3. 按 确定。

我的设置

计数器

清洁与维护

4. 选择 清洁与维护。

清洁咖啡机

咖啡机除垢

冲洗咖啡机

擦拭保护

5. 按下 冲洗咖啡机 并确认。

ð 正在冲洗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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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保养套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咖啡机的某些部件可能会磨损或者特别脏，需要更换。甚至还未等到维修技师进行计
划维护工作之前，便已经出现磨损或是脏污。我们编制了有关部件的列表，方便您轻松重新订购。您可
以自行更换下列部件。

图片 数量 货品编号 货品说明 备注
1 560.0001.696 冲泡模块，直

径 43，带 0.6 毫
米孔口

冲泡模块侧面的标签上可以找到货
品编号。以下部分说明了必要的步
骤。

更换冲泡装置 [} 50]

1 560.0001.697 冲泡模块，直
径 50E，带 0.6
毫米孔口

冲泡模块侧面的标签上可以找到货
品编号。以下部分说明了必要的步
骤。

更换冲泡装置 [} 50]

1 560.0593.645 FCS4070 FM EC 起
泡剂端头

参见铭牌，查看版本（FM 或
MS）。铭牌位于机器内侧。

咖啡机 [} 15]

1 560.0594.309 MS EC FCS4070 起
泡剂端头

参见铭牌，查看版本（FM 或
MS）。铭牌位于机器内侧。

咖啡机 [} 15]

1 560.0589.901 FCS4070 双牛奶喷
嘴

FM 和 MS 版本是相同的

1 560.0613.850 单牛奶喷嘴

1 560.0001.074 组装好的吸管，300
毫米

SU05 制冷装置牛奶吸取管路

配备 EasyClean 的制冷装置部件
[} 18]

1 560.0486.469 软管，直径
9/5x1000 MVQ

其他所有牛奶系统吸管均为
1000 毫米。按要求缩短软管。
KE200 制冷装置要求软管长度为
400 毫米。

1 560.0001.187 混合器仓 用于粉末系统

1 560.0580.820 混合器仓盖 用于粉末系统

2 560.0578.001 O 型圈 13x1.5
EPDM

带排水的盛水盘密封圈

仅适用于带有自来水接合配件的版
本

11.5.1 更换冲泡装置

1. 清空机器，断开电源。

2. 从机器中取出渣桶。

3. 打开机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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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逆时针转动松开冲泡模块锁。 5. 向前拉动取出冲泡模块。

6. 插入新的冲泡模块。

7. 顺时针拧紧冲泡模块锁定机构。

8. 关闭机器门。

9. 将渣桶放回机器。

10.接通咖啡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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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垢
为持续保持杯内饮品的高质量，确保咖啡机可靠运行，机器必须定期进行除垢。为此，A300 具有自动
除垢系统。如果必须进行除垢，咖啡机会在操作面板上指示该信息。新的节能加热元件中很容易积聚水
垢。

如要对机器进行除垢，仅限于使用 Franke 提供的除垢剂浓缩物（货品编号 560.0589.837）。这样可
以保证可靠的除垢效果。

a) 确保您及时订购除垢器浓缩物，以便在咖啡机操作面板上出现提示时立即对咖啡机除垢。

12.1 重复除垢间隔
在试运行 A300 时，会提示您测定水质硬度，并将水质硬度输入软件 使用测量条确定水质硬度
[} 23]。该值用于计算下一次机器需要进行除垢前的水量。

无滤水器咖啡机
达到计算的水量或最迟在操作 12 天后，将显示除垢提示。在首次显示除垢提示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A300 2 天。超过此期间后，咖啡机在进行除垢前不可用。

带自来水连接和滤水器咖啡机
操作 12 天后，将显示除垢提示。首次显示除垢提示后，可继续使用 A300，直到剩余水量用尽。超过
此期间后，咖啡机在进行除垢前不可用。

12.2 除垢
如果必须进行除垢，操作面板上会显示消息。可以关闭消息，以免影响操作。以下选项可用于启动除垢
程序：

– 下次进行清洁时除垢（默认设置）

– 独立于清洁而除垢 – 在特定的时间自动启动除垢

– 手动启动除垢

注意
停止除垢
适用于带水箱的咖啡机：如果水箱为空或盛水盘已满，则无法进行自动除垢。

a) 清洁/除垢前清空盛水盘。

b) 清洁/除垢前补充水箱。

c) 按照操作面板上的说明书，将盛水栅上的清洁容器定位。

12.2.1 清洁后除垢
在默认设置条件下，需要进行除垢时，在下次进行清洁后会直接启动，无需任何进一步确认。操作人员
无需任何额外操作。根据咖啡机型号的不同，除垢大约需要 15 - 25 分钟。如果需要进行除垢，系
统在清洁程序开始前会检查是否有足够的除垢剂浓缩物。如果除垢剂浓缩物不足，将显示更换除垢剂盒
的提示。插入除垢剂盒 [} 28]

12.2.2 独立于清洁而除垢
为了防止除垢程序中断操作，维修人员可以设置除垢过程超出工作时间后可运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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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手动开始除垢

警告
存在烫伤危险
除垢过程中高温液体和蒸汽散逸，可能会造成烫伤。

a) 在此程序中，双手应远离喷嘴和喷咀。

1. 点击左上角的 Franke 图标。

2. 输入 PIN 码。PIN 码 [} 29]

3. 按 确定。

我的设置

计数器

清洁与维护

4. 选择 清洁与维护。

清洁咖啡机

咖啡机除垢

冲洗咖啡机

擦拭保护

5. 选择除垢。

ð 自动除垢程序开始，并显示关于后续需要
采取步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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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排除故障

13.1 错误消息
如果发生错误，根据错误类型，控制面板上的某个符号会高亮显示为特定颜色。用户可以按下该符号，
显示带有更多信息和故障排除指引的窗口。

关闭

您的咖啡豆储罐已空。 请添加咖

啡豆

2020-05-27
11:35

指导信息

如果出现严重错误，那么必须重启机器。

a) 重启机器 [} 55]。

b) 如果机器不能启动，请检查电源。

c) 如果机器不能启动或您无法修复错误，请联系维修技术人员。

13.1.1 错误信息颜色代码
临时中断

系统仍可使用全部功能

系统功能受限

部分或所有原料被锁定

13.2 咖啡机故障排除
错误消息/问题 可能原因 措施
盛水盘已清空，仍然显示
错误消息 E663 盛水盘已
满

传感器信号因盛水盘中有残留物质
而受到干扰

清洁并擦干盛水盘内部。同时还要清洁
并擦干盛水盘的安装托架

因盛水盘后部潮湿而导致传感器信
号干扰

清洁并擦干盛水盘后部

牛奶被冷冻 冷却装置的目标温度设置过低 将目标温度设置提高 1–2 °C

– SU05 制冷装置：按住温度控制器
的“设置”按钮，直到目标温度闪
烁。使用导航按钮提高目标温度。使
用“设置”按钮确认新的目标温度。

– KE200：温度控制器位于 KE200 后
部。使用该控制器设置所需的温度

牛奶被冷冻（制冷室内有
水）

制冷装置门的密封不防泄漏 确保正确安装密封，且机门正确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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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问题 可能原因 措施
未达到制冷装置的牛奶温
度

制冷装置附近的空气循环不足 确保制冷装置和墙壁间留有最小的必要
间隙（至少 50 毫米）

未配给除垢剂浓缩物（错
误消息 E409）

除垢剂盒密封损坏或堵塞，或除垢
剂盒已空

检查除垢剂盒补充水平。检查带密封圈
的红色适配器，清理任何除垢剂结晶。
再次运行除垢程序

即使除垢剂盒未空，仍需
更进行更换

除垢剂盒密封损坏或堵塞 插入新的除垢剂盒，检查带密封圈的红
色适配器，并清理任何除垢剂结晶

流量计错误 1（错误消息
E79）

水流中断 检查水箱/自来水连接接头

如果在分配饮品时出现错误消息，则冲
泡模块滤网可能堵塞

– 提高研磨粗糙度和/或减少研磨量

– 取出冲泡模块并冲洗干净

– 启动咖啡机清洁程序

触摸屏未正确响应 机器软件过载 有两种不同的故障排除方法：

– 方法 1：按住操作面板右手边的红色
按钮 10 秒钟，进行重启

– 方法 2：断开咖啡机电源。等待
1 分钟后，重新接通咖啡机电源。
快速按下操作面板右手边的红色按
钮，打开咖啡机

未探测到水箱内的水位 水箱内壁有残留物质或沉淀 彻底清洁并冲洗水箱

无牛奶，或仅有奶泡 吸管/牛奶管路泄漏 检查喷嘴插件的位置，如有必要，清洁
喷嘴插件。SU05 制冷装置：检查吸管接
头上的 O 形圈。检查吸管，如有必要，
进行更换

牛奶未正确从牛奶喷嘴中
流出

在上次清洁时，牛奶喷嘴安装不正
确

启动咖啡机清洁程序，按照触摸屏上的
说明安装牛奶喷嘴。牛奶喷嘴也属于保
养套装的一部分 – 请参见 保养套装
[} 50]

13.2.1 重启机器

1. 按住按钮 [1] 10 秒钟。

ð 机器将重启。

ð 将显示开机界面。

13.3 饮品质量相关问题帮助
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补救措施
咖啡味道不新鲜 研磨太粗糙 选择更细的研磨 设置研磨粗糙度

咖啡太少 增加咖啡量 饮料设置 [} 30]

温度太低 升高温度 饮料设置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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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可能的补救措施
咖啡不新鲜 使用新鲜咖啡

磨豆机未正确锁定 检查磨豆机锁定装置 加注咖啡豆
[} 36]

咖啡味道奇怪 研磨不良 联络客户服务

最低咖啡用量 磨豆机中倒入少量咖啡豆

煮咖啡豆 更换咖啡豆

清洁剂残留物 冲洗机器

杯子不洁 检查洗碗机

水质不良（氯、硬度等） 检查水质 水质 [} 22]

咖啡味苦 温度太高 降低咖啡温度 饮料设置 [} 30]

研磨太细 选择更粗的研磨 设置研磨粗糙度

咖啡量太少 增加咖啡量 饮料设置 [} 30]

烘焙过深 使用轻度烘焙的咖啡

咖啡发酸 温度太低 升高咖啡温度 饮料设置 [} 30]

烘焙太浅 使用重度烘焙的咖啡

研磨太粗糙 选择更细的研磨 设置研磨粗糙度

粉末产品的品质一致性 粘稠 用较少的粉末和较多的水

过稀 用较多的粉末和较少的水

粉末结块或潮湿 清洁并烘干粉末系统

粉末产品味道 太甜 用较少的粉末和较多的水

不够甜 用较多的粉末和较少的水

味道奇怪 清洁粉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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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数据

14.1 符合 DIN 18873-2:2016-02
以下数据假定电源电压为 230 伏。

每小时产能 单杯制备
(杯/小时)

双杯制备
(杯/小时)

意式浓缩咖啡 124 163
咖啡/奶油咖啡 80 92
热水（200 毫升） 96 -

卡布奇诺 91 130
拿铁玛琪雅朵 96 116
牛奶咖啡 93 113
热巧克力 102 -

14.2 咖啡机技术数据
重量 约 25 千克，具体取决于设备

磨豆机容量 – 无加长料斗的磨豆机：1 x 0.5 千克 或

2 x 0.25 千克
– 带加长料斗的磨豆机：1 x 1.1 千克 或

2 x .55 千克
粉末料斗容量 粉末料斗：0.5 千克

双桶粉末容器：2 x 0.5 千克
水箱 4.8 升
环境条件 湿度：最大 80%

环境温度： 5-32 °C
噪音排放 <70 dB(A)

14.3 咖啡机电气连接
类型 电压 连接 额定功率 保险丝 频率

A300
(FCS4070)

220-240 V 1L N PE 2100–2400 W 10 A 50-60 Hz

100 V 1L N PE 1400 W 15 A 50-60 Hz

110-127 V 1L N PE 1200–1500 W 15 A 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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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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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O SHU  13

YAN SE DAI MA  13

电力连接  57

粉末料斗  57

连接

电动  57

磨豆机  57

清洁  46

手动设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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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排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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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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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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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垢剂盒

插入  28

除垢  52

到期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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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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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O MIN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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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IN 码  2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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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基本设置  27

机器

开启  26

首次开启  27

重新启动  55

JIAO HUO NEI RONG

手动设定  14

K
咖啡豆

存储  35

加注  36

KA FEI JI

KAI XIANG  24

清洁  46

开始按钮  12

KONG ZHI MIAN BAN  10

L
类型代码  15, 16

连接供水管路  25

连接

电气  26

M
铭牌  15

N
奶泡配置

设置  32

牛奶喷嘴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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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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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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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水  25

Q
清洁

配件  44

取消按钮  12

确定水质硬度  23

S
水垢  8

自来水接合配件

要求  22

水箱

插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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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22

T
提示  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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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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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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