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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ope是Prima Musa品牌的鼓舞女神。

乾淨利落的線條喚起女性優雅與優雅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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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
1.1  仔細讀
在使用機器之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的全部內容。
您購買的意式濃縮咖啡機是採用最新一代的方法和技術構思和製造的，可確保隨時間推移的質量和可
靠性。
本手冊是指導，使您可以了解選擇我們品牌的優勢。 在內部，您將找到有關如何最好地使用機器，如
何使其保持高效以及在出現問題時如何操作的所有新聞。
請仔細保存本手冊。 萬一丟失或損壞，請向製造商索要。

1.2  如何使用本手冊
製造商保證有權對產品進行任何更改和/或改進，而無需與客戶進行任何溝通。 可以保證本手冊反映了
機器上市時的最新技術水平。
我們藉此機會邀請親切的客戶向我們的聯繫方式報告對產品和手冊進行改進的任何建議。

1.3  一般警告
• 取出包裝後，請檢查設備的完整性，如有疑問，請勿使用，並直接與經銷商或分銷商聯繫。
• 包裝元件不得放在兒童夠不到的地方，並且必鬚根據現行法規進行處理。 我們建議您保留包裝，直
到保修到期。
• 使用機器之前，請確保電源電壓符合機器銘牌上的指示。
• 必須由有效的人員按照有效的安全規定進行安裝。
• 僅當按照現行安全標準的要求將設備連接到有效的接地系統時，設備的安全才是總的。 電氣系統必
須配備適當的差動開關（斷路器）。 檢查這些要求很重要，如果有疑問，請請有資格的人員對系統進
行準確的檢查。 由於電氣安裝和/或安裝不充分而造成的任何損壞，製造商概不負責。
• 安裝設備時，必須由合格人員按照現行安全法規的要求安裝合格的保護開關，且觸點打開距離應為3 
mm或更大。
• 不建議使用帶有多個插座的延長線或電源適配器。 如果必須使用它們，請僅使用簡單或多個適配器
以及符合當前安全標準的延長電纜。 切勿超過簡單適配器和擴展板上指示的功率值（kW），以及適配
器上指示的最大功率值。
• 意式濃縮咖啡機用於製備熱飲，例如咖啡，茶，熱牛奶。
本設備嚴格用於設計用途。 任何其他用途均被認為是不適當的，因此是危險的。 對於因不正確和不合
理使用引起的任何損壞，製造商概不負責。
• 電氣設備的使用必須符合安全行為規則：

- 手或腳潮濕時，請勿觸摸設備。
- 請勿赤腳使用設備。
- 請勿在用於淋浴或浴室的房間中使用延長電纜。
- 請勿拉扯電源線以斷開設備的連接。
- 請勿進入機器內部。
- 請勿在沒有外部零件的情況下使用機器。
- 請勿將液體灑在機器上。
- 請勿讓兒童使用機器或無法使用機器。
- 確保在通風良好，衛生且照明良好的地方使用機器。

• 機器和主開關的空間和通道必須保持自由狀態，以使用戶能夠不受任何限制地進行干預，並在必要時
能夠立即離開該區域。
• 放置並安裝機器時，應留有足夠的空間，以使機器的各個側面都通風良好，並應為操作員提供良好的
操縱性。
• 請勿使用機器上的噴水器進行清潔。 必須按照本手冊中的指示進行清潔操作。
• 進行任何維護操作之前，請使用主開關關閉電源。
• 如果發生故障或故障，請立即關閉設備，立即聯繫專業技術人員，請勿嘗試任何形式的干預和/或維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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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維修只能由製造商或製造商授權的技術人員或中心進行。 僅可使用原始配件。 不遵守此標準可
能會嚴重危害設備的安全性和功能，並可能導致保修有效性失效。 
• 機器內部有一塊電池，以避免在電源中斷的情況下丟失編程數據。
• 如果電源線損壞，則用戶不能也不可以更換電源線，關閉機器並斷開電源線的連接，並只能與中心或
專業人士聯繫進行更換。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本設備，建議將其與電源斷開連接，並請有資格的人員將其清空。
• 為了確保機器的良好效率及其正確的功能，必須遵循製造商的說明，並由合格人員對所有安全設備進
行定期定期維護。
• 切勿用手或身體其他部位朝蒸汽，熱水，咖啡分配端子的方向暴露。 蒸汽和水離開機器可能會導致
灼傷。
• 在機器不斷運轉的情況下，請小心處理蒸汽棒，熱水棒和過濾器支架，並僅在所提供的過熱零件處使
用。
• 杯子和杯子必須在乾燥後才放在特殊的杯子加熱表面上。
• 請勿使用暖杯器放置餐具或類似物品。
• 本設備不適用於肢體，感官或精神能力較弱的人，兒童以及沒有該設備經驗或知識的人使用。
• 必須對兒童進行監督，不要讓他們玩耍本產品。
• 僅在5°至40°C的溫度下使用機器。
• 未經授權擅自改動機器的任何部分都將使保修無效。  

1.4  保證
機器享有12個月的保修，不包括電氣組件和易損件。
2.  介紹
本產品的生產符合2006/42 / CE指令第2.1段中對農業食品機械的要求。
意式濃縮咖啡機僅用於專業用途，設計用於製備熱飲，例如咖啡，茶，卡布奇諾咖啡，熱牛奶等。如
果模型有兩組或更多組，則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進行使用： 該機器可同時容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能
夠無縫分配飲料，並保證大量使用。

3.1  電源
所指示的設備電源必須用適合人類食用的水製成，並要符合安裝地點現行的規定。 系統的所有者和/或
操作員必須向安裝人員確認水是否滿足上述要求。

3.2  使用材料
在安裝機器期間，必須使用機器隨附的組件和材料。 如果需要使用其他組件，安裝人員必須驗證其適
用性，並適合與水接觸以供人食用。

3.3  液壓連接
安裝人員必須按照安裝地點現行有效的標准進行液壓連接。

3.4  激活
在安裝結束時，必須激活設備並將其恢復到正常工作狀態，並使其至少待機30分鐘。
隨後，必須關閉設備並使其冷卻，然後必須將設備內部的水完全排空，以消除任何初始雜質。
隨後，必須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再次向設備註水。
重新打開機器電源，等待其達到使用狀態，然後執行以下操作：
• 對於每個咖啡組，進行連續輸送以從迴路中排出至少0.5升的水。
• 通過使用專用噴槍連續供水來排掉鍋爐中的全部水，2組至少排放6升，3組至少排放8升。
• 從每個單獨的蒸汽棒中連續排放至少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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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維護和修理
在進行維護和/或修理後，所使用的組件必須確保維持最初為設備設想的衛生和安全要求，這種情況僅
使用製造商提供的原裝組件即可發生。
維修或更換涉及與水和/或食物接觸的零件的組件後，必須重複第3.4點中所述的步驟
如果不使用機器和/或重新安裝，請在使用前重複第3.4點中所述的步驟。

4.1  描述

4.2  技術數據
機器銘牌固定在左前側。 機器數據在機器包裝上也可見

4.3  按鍵
在下圖中，您將找到各個按鍵功能的描述。

  

K1GR1 - 1杯意式濃縮咖啡
K2GR1 - 1中咖啡

K3GR1 - 2濃咖啡
K4GR1 - 2中咖啡

K5GR1 - 手動點膠
K6GR1 - 熱水

5.  機器準備
機器的準備工作和安裝操作只能由合格人員進行。 安裝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安裝人員警告”一章中給
出的指示。
未經技術人員執行所有安裝操作而使用機器將使保修失效。

 

 

K1GR1             K2GR1 K3GR1            K4GR1 

 

K5GR1 

 

K6GR1

a                     a                     a                     a1            2           3           4 

 

 

4.  機器說明

 1. I開關
 2. 蒸汽龍頭
 3. 按鍵
 4. 顯示
 5. 杯架網格
 6. 蒸汽噴槍
 7. 釀造集團
 8. 壓力計
 9. 工作計劃
10. 過濾器和過濾器支架
11. 升杯
12. 可調腳
13. 扔水

電源供應

吸收功率

鍋爐容量

寬度

深度

高度

安全閥校準

鍋爐工作壓力
供水壓力

V

W

Lt / gal UK

cm / inc

cm / inc

cm / inc

bar / psi

bar / psi
bar / psi

230 - 400

4.500

14 / 3,70

72 / 28,35

58 / 22,83

54 / 21,26

2,00 / 29,01

0,8 ÷ 1,4 / 11,6 ÷ 20,3
1,5 ÷ 5 (MAX) 21,8 ÷ 72,5 (MAX)

2組

重量 Kg / lbs 76 / 168

1

2
2

3 34 5

6

6

7

7

8

9
10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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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的更新
如果機器閒置一周以上，則有必要更換整台機器中的水，並按照3.4點指示進行操作。

7.  開啟機器
在以下情況下，打開機器電源之前，請確保鍋爐內的水位足夠（從光學水平面看，位於機器內部的右
側，可通過移除右側或杯架支撐網格看到）。 手動加載時，請確保水平不足和/或缺少水平，以避免電
阻過熱。 機器配備有一個系統，該系統可在水位不足和/或不存在的情況下中斷電加熱器的電源，並在
為電阻供電之前自動將水裝入鍋爐。
打開水龍頭水龍頭和機器水龍頭。
將開關轉到位置1或打開。
等待機器執行所有檢查和檢查（任何電氣和電子故障，將鍋爐注滿）。
顯示屏（如果有）顯示鍋爐內部的水位和鍋爐內部的蒸汽溫度，它們在完全運行時必須穩定在120°C左
右。如果存在，還將顯示各個組的溫度。
在機器加熱階段，防減壓閥可能會釋放蒸汽幾秒鐘，直到關閉為止。

8.  初步操作
在用來研磨咖啡的機器旁邊有一個研磨機劑量器是很重要的。 為了獲得優質的意式濃縮咖啡，建議不
要保留大量咖啡豆，並遵守製造商指示的有效期。 切勿研磨大量咖啡，建議僅研磨每天使用的咖啡量
。 不要購買和/或使用已經磨碎的咖啡，因為它會迅速變質。
向咖啡過濾器中加入一定量的研磨咖啡（約6至8克），然後用專用壓力機將其壓縮，將咖啡過濾器支
架鉤到組上，而不必關閉太多，以避免密封件快速磨損。 出於同樣的原因，建議在每次將過濾器固定
器安裝到組之前清潔過濾器的邊緣。
在使用機器之前，請先將幾個空的分配器與已安裝的過濾器支架一起放掉，以釋放迴路中存在的任何
空氣，並使分配器組完全加熱。
此外，還應使用不同的研磨測試進行一些咖啡分配，以檢查最適合的研磨並檢查咖啡機的工作壓力。 
煮咖啡時，切勿從組中取出過濾器支架，否則有灼傷的危險。

9.  咖啡準備
將裝有咖啡的過濾器支架鉤到組中，將一個或多個杯子放在噴嘴下方，按所需的分配開關以獲取咖啡
分配，當達到編程數量時，咖啡將自動停止，或者可以通過按以下按鈕預先停止 分配開關（分配時間
由製造商設置，以獲取正確的咖啡量，分配時間可以由操作員或技術人員根據機器編程章節的說明進
行更改）。
將一個或多個杯子放在壺嘴下方，然後按所需的加料按鈕，等待咖啡分配（在交付過程中，與按下的
按鈕相對應的LED保持點亮。
要提早停止咖啡交付，請在LED點亮的情況下按按鈕。

10.1  熱水輸送
將水壺放在熱水棒下，然後按下熱水按鈕（所有鍵盤上的功能均處於激活狀態），並等待供水結束，
如果熱水量不足，請再次按熱水按鈕，以供水 可以通過按熱水按鈕提前停止。
請勿觸摸熱水噴嘴，與矛接觸可能會導致灼傷並損壞人，物和動物。

10.2  蒸汽運送
將蒸汽棒插入待加熱的液體中，並操作操縱桿或水龍頭旋鈕，將操縱桿放回中心位置或分配後關閉旋
鈕。
逆時針旋轉旋鈕打開水龍頭，使蒸汽逸出，順時針旋轉旋鈕關閉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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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垂直移動操縱桿（如果購買的型號提供），可以連續打開蒸汽，手動將操縱桿返回中心位置以停
止輸送蒸汽。 水平移動操縱桿可打開蒸汽，並在釋放操縱桿時自動關閉蒸汽。

為了獲得最佳的群集，建議僅加熱要使用的牛奶，一旦加熱，則必須將牛奶完全從水壺中倒出，而不
要重新加熱。 要起泡的牛奶必須處於室溫且溫度不低於4°C。

每次使用蒸汽棒之前，請通過操作水龍頭至少2秒鐘來排出蒸汽棒內部的冷凝物。

僅將蒸汽棒浸入牛奶中，時間必須嚴格加熱牛奶。

小心處理蒸汽棒，使用特殊的防垢橡膠，與噴嘴接觸，蒸汽會引起灼傷並損壞人，物和動物。

每次使用後，請用柔軟的濕布清潔噴槍，蒸汽棒上殘留的牛奶殘留會促進細菌和黴菌的繁殖，對人體
有害。 請勿使用清潔劑清潔蒸汽棒。

切勿在關閉機器的情況下打開浸入牛奶或其他液體中的蒸汽棒的水龍頭，該機器配有防真空和防吸閥
，如果閥門發生故障，牛奶會被吸入鍋爐中，從而嚴重損壞鍋爐。 機器本身（與服務中心聯繫）。

11.  暖杯
將要加熱的杯子放在保溫杯頂部，該頂部通過機器內部鍋爐產生的熱量感應加熱。 不能調節杯子的加
熱溫度。 請勿將潮濕的杯子或盛有液體的杯子放在杯子加熱表面上，否則液體會從杯子加熱表面上的
開口溢出到咖啡機內部，從而可能嚴重損壞咖啡機。 萬一液體濺入機器內部，請立即關閉機器電源，
並從電源上拔下插頭，並與服務中心聯繫。

12.2  按鍵

K1GR1, K1GR2, K1GR3:

K2GR1, K2GR2, K2GR3:

K3GR1, K3GR2, K3GR3:

K4GR1, K4GR2, K4GR3:

K5GR1, K5GR2, K5GR3:

第一次咖啡劑量按鈕

第二咖啡劑量按鈕

第三咖啡劑量按鈕

第四個咖啡劑量按鈕

連續鍵/編程

第1、2、3組

第1、2、3組

第1、2、3組

第1、2、3組

第1、2、3組

鍵

K1GR1

附加功能

+ (更多)

功能說明

數值的“增加”功能或與正在編程的參數有關的“預
設”選項的選擇

注意：如將在特定段落中更好地指定的那樣，在進行編程時，屬於第1組按
鈕面板的某些鍵執行特定的功能（與交付的功能不同）：

K2GR1 - (減) 數值的“減小”功能或與要編程的參數有關的“預設
”選項的選擇

K3GR1
ENTER
輸入

編程中某些操作的確認功能

K5GR1
- (MENU)

菜單
待編程參數的選擇/選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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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LED

K1GR1, K1GR2, K1GR3:

K2GR1, K2GR2, K2GR3:

K3GR1, K3GR2, K3GR3:

K4GR1, K4GR2, K4GR3:

K5GR1, K5GR2, K5GR3:

LED首個咖啡劑量按鈕

LED第二咖啡劑量按鈕

LED第三杯咖啡劑量按鈕

LED第四咖啡劑量按鈕

LED連續鍵/編程

第1、2、3組

第1、2、3組

第1、2、3組

第1、2、3組

第1、2、3組

13.  開啟機器
通過外部主開關為機器供電，機器將返回到斷開網絡連接之前的“ OFF”或“ IDLE-ON”狀態
（請參閱“電源發生故障時的步驟”）。
機器啟動後，顯示屏會短暫顯示已安裝軟件的版本（x.yy）。

13.1  關閉狀態（機器關閉但已供電）
關閉劑量後，顯示屏將顯示單詞OFF，時間和日期：

OFF 
hh:mm 

day 

- 所有輸出均被禁用
- 除技術編程功能外，所有功能均被禁用

IDLE ON狀態

13.2 打開
要打開劑量，請按K3GR1按鈕。

在“ IDLE-ON”狀態下，劑量會檢測相對於液位和最小液位探
頭的狀態； 如果探頭檢測到鍋爐中缺水，則通過激活EVLIV填充
電磁閥和PUMP來進行填充，直到恢復正確的水位為止
（填充超時-請參閱警報段落）。
加註完成後，加熱被激活（請參見“鍋爐加熱”段）
如果檢測到正確的水平，或者在恢復正確水平之後，則傾向於
使劑量能夠進行咖啡劑量選擇或可能的咖啡劑量編程（請參閱
以下段落）。

分配許可不得達到鍋爐中的設定點溫度。

顯示屏顯示以下消息：

hh:mm

Max 

Min

T°Cald

day

xxxxxxxxxxxxxxxxx
T°gr1 T°gr2 T°gr3

它在哪裡

hh =當前時間（0÷23）
mm =當前分鐘 
day =星期幾 
xxxxxxxxxxxxx = 您選擇的客戶名稱，功能狀態，警報……。 從

右向左流動
T°grx = 組溫度 
T°cald = 鍋爐溫度
Max = 鍋爐水位 
Min = 最低鍋爐水位

在“ IDLE-ON”狀態下，所有指示燈均亮起

              
1 a                  

 
2
a

 

                          a                      a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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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關掉
要關閉劑量，請先按住K5GR1鍵，然後緊隨K3GR1鍵。

14.  彩色圖形RGB顯示
RGB圖形顯示允許選擇所需的背景顏色，以及可以在“技術編程”中設置的顏色。

14.1  正常模式
在正常模式下，顯示屏具有黑色背景和彩色文字。

14.2  倒車模式
在正常模式下，顯示屏具有彩色背景和黑色字母。

15.2  交貨
從閒置狀態開始，按下屬於您要分配的組的四個劑量鍵之一（例如K1GRx），EVx分配電磁閥和PUMP
均通電，開始分配階段。
泵和電磁閥將保持活動狀態，直到達到先前編程的產品數量（體積計數脈衝）為止。
在沖泡咖啡期間，與所選劑量按鈕相關的LED保持點亮。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xxxxxxxxxxxxxxxx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scrolling custom name
T°gr1 T°gr2 T°gr3

hh:mm

Max 

Min

T°Cald

day

xxxxxxxxxxxxxxxxxx
T°gr1 T°gr2 T°gr3

 

3

1 a                   2a 

a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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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a a

a a

開始交付

在分配過程中，顯示屏將顯示填充了杯子的
劑量的圖標：

MaxLiv 

Min

T°Cald

T°gr1 T°gr2 T°gr3
xxxxxxxxxxxxxxxxx 劑量完成後，顯示屏將使圖標保持顯示5秒鐘。

注1：該劑量允許同時分配該劑量所需的所有組中的咖啡，茶和蒸汽。 顯示屏顯示第一個選定劑量的圖

注意2：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在每次交付開始時，RGB顯示板

15.3  在執行階段停止咖啡沖泡
在按下與分配產品有關的組的鍵盤上的任何劑量鍵之前，有可能在到達與編程的體積計數器相關的脈
沖之前中斷正在進行的輸送。
此操作立即使EVx輸送電磁閥和PUMP斷電，中斷產品輸送並將劑量返回到IDLE-ON狀態

1 2

3 4

a a

a a

停止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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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預先註入
可以以這樣的方式配置劑量：相對於體積對照咖啡劑量的輸送在預浸之前進行。
在劑量開始時，在時間t1（打開）之後，電磁閥組EVx關閉並在時間t2（關閉）保持關閉，然後才重新
通電以使劑量按計劃結束。 定時開/關不適用於PUMP執行器。
通過按下體積控製劑量鍵之一，在“正常”分配週期之前，先進行短時噴水，以在實際分配步驟之前
潤濕咖啡片。
注意：可以在“技術編程”中為所有咖啡劑量設置t1（開啟）和t2（關閉）的時間。 如果一個或多個
數據設置為零，則即使該數據處於活動狀態也不會執行！ 有關啟用的信息，請參見技術編程。

 

EVx

泵

t1 (上) t2 (關) 預定劑量

總交貨期

15.5  連續模式下的咖啡沖泡
從IDLE-ON狀態開始，通過按劑量鍵K5GRx（連續/編程）之一，EVx輸送電磁閥和PUMP都將通電，從
而開始輸送階段。 與選定劑量按鈕相關的L5GRx LED在咖啡分配期間保持點亮狀態。

1 2

3 4

a a

a a

開始交付

要以連續模式停止分配，請通過按下用於分配產品的組的鍵盤上的任何劑量按鈕來執行STOP劑量。 電
磁閥和泵的斷電伴隨著信號LED的熄滅而發生。

1 2

3 4

a a

a a

停止送貨
當達到最大產品數量時，連續交付會自動停止（如果不執行停止）； 當達到6000個脈衝時，可以在體
積模式下控制此數量，也可以通過傳遞超時來控制該數量（請參閱ALARMS段落）。

重要說明：連續的“連續”循環的開始是在K5GRx鑰匙的釋放（對編程階段處5秒的處罰）上，而不是
在其壓力上。
在另一隻手上，可能的停止位置是在按下按鈕本身時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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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茶循環
15.7  交貨
通過按下茶劑量（K6GRx）的按鈕，茶電磁閥（EVTEA）被激活，開始輸送熱水。 對應於所按按鈕的
LED（L6GRx）點亮會突出顯示該操作。

1 2

3 4

a a

a a

開始交付

在循環開始時，將激活一個計時器
，一旦達到編程階段中設置的值，
該計時器就會中斷產品的供應。

在分配過程中，顯示屏上會顯示充
滿了杯子的運行劑量圖標。
劑量完成後，顯示屏將使圖標保持
顯示5秒鐘。

注1：該劑量允許同時分配該劑量所需的所有組中的咖啡，茶和蒸汽。 顯示屏顯示第一個選定劑量的圖
標。
注意2：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在每次交付時，RGB顯示板背面
的蜂鳴器都會發出聲音信號。

15.8  在執行階段停止交付茶
通過按下用於開始分配茶劑量的相同按鈕，有可能在達到編程時間之前中斷正在進行的交付。

1 2

3 4

a a

a a

停止送貨

此操作立即使EVTEA電磁閥斷電，
中斷產品輸送並將劑量恢復到
IDLE-ON狀態。

警告：
劑量提供三種不同的茶劑量（每組一個）

15.9  茶+水泵
可以將茶水輸送與泵結合使用（請參閱技術編程）。

15.10  蒸汽泵交貨週期
通過適當放置在蒸汽棒上並連接到STLVAP輸入口的溫度探頭，測量被蒸汽加熱的液體的溫度。

按下K6GRx鍵（在“技術編程”中
選擇的組的一個，請參見段落）將
激活EVVAP，直到達到在“模擬編
程”中設置的溫度（請參見以下段
落）。

1 2

3 4

a a

a a

開始交付

但是，您可以通過按蒸汽按鈕提前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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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蒸汽按鈕可以繼續分配已達到設定溫度的蒸汽。
如果在120秒的超時時間內未達到溫度，則蒸汽供應將自動終止。
注1：該劑量允許同時分配該劑量所需的所有組中的咖啡，茶和蒸汽。 顯示屏顯示第一個選定劑量的圖
標。
注意2：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在每次交付時，RGB顯示板背面
的蜂鳴器都會發出聲音信號。

16.  水平管理和調整
16.1  最低級別的探針
上電時，加液將檢測相對於最小液位探頭的狀態。 在缺水的情況下，ON / OFF / HEATING / TEA執行
器（客戶將隨意連接到遙控開關和/或功率繼電器）將保持斷電狀態，以防止加熱元件空轉。

注意：開機時，將在大約6秒鐘後啟用最低液位探針的控制。

Max 

Min

T°Cald

Boiler Empty
T°gr1 T°gr2 T°gr3

!
（紅色顯示背景）

每當放置在鍋爐中的最低液位探針在3秒鐘內未檢測到液
體存在時，將其開/關/加熱/ TEA2斷電以保留加熱元件，
並顯示消息“'BOILER EMPTY''” 在顯示器上
當最低液位探頭連續3秒返回以檢測到水的存在時，將重
新啟用ON / OFF / HEATING / TEA2執行器，因此加熱和
警報在顯示屏上消失。

注意1：最小液位探測器不執行填充控製或管理任務，因為此功能由液位探測器執行。 （下一段）

注意2：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如上所述，每次發現最低液位探
頭時，除了顯示屏上的信號外，RGB顯示板背面的蜂鳴器 還將報告聲音信號。 ，通過5次連續的“嗶

16.2  等級探針
在加電時，給料將檢測相對於放置在鍋爐中的液位探頭的狀態，並在必要時（缺水）通過給EVLIV填充
電磁閥和PUMP通電來安排執行填充階段 直到鍋爐中的水位恢復正確為止。
（在可編程的灌裝階段預見到超時-請參見技術編程）
注意：打開系統電源後，大約6秒鐘後將啟用電平控制和調節。

只要放置在鍋爐中的液位探針在3秒鐘內未檢測到
液體的存在，便通過為EVLIV加載電磁閥和PUMP通
電來安排填充階段。 當探頭再次返回以連續3秒鐘
識別出水的存在時，通過關閉EVLIV加載電磁閥和
PUMP的電源來中斷填充階段。

     
 

 

鍋爐水平儀 EVLIV +泵=開

     
鍋爐水準 EVLIV + 泵=關

SLIV最低SLIV

最低SLIV SLIV
EVLIV

EVLIV

泵

泵

填充階段不影響同時選擇咖啡，茶或蒸汽以及對其
進行新編程的可能性。 只有超時與填充階段相結合
的干預才會抑制鍵盤和執行器的功能。

在對鍋爐中的水位進行第一次調節時，在啟動ON / 
OFF / HEATING / TEA2繼電器之前要先等待水位探
頭。

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通過技術編程中的參數來更改液位探頭的靈敏度：

-> 低靈敏度
-> 中靈敏度
-> 高靈敏度

150  kΩ
400 kΩ
1 MΩ

例如在軟化劑的存在下
普通水
例如在山水或水平玻璃的情況下



Calliope 第13頁

17.  加熱蒸汽鍋爐和咖啡鍋爐 *
17.1  特徵
*僅在具有多鍋爐系統的機器上

劑量控制蒸汽鍋爐和最多3個咖啡鍋爐的加熱。
  

 
 

 

 

蒸汽鍋爐

鍋爐

抵抗性

NTC第一小組

NTC第二組

NTC第三小組

NTC鍋爐抵抗性IDLE-ON中啟用了所有鍋爐的加熱控制；
每個都使用一個NTC型探頭和一個4÷30Vdc低壓命
令，這些命令會激發固態繼電器（SSR）型執行器
或特定的雙向可控矽模塊，進而控制加熱電阻器。
在第一種設置中，只有在達到鍋爐內的溫度後才激
活加熱，以保護電阻。

在所有其他情況下，如有必要，加熱是活動的，除
非發現最低液位探針...會立即阻止加熱。

在激活組加熱器期間，電阻符號出現在顯示屏上

hh:mm

Max 

Min

T°Cald

day

xxxxxxxxxxxxxxxxx
T°gr2 T°gr3T°gr1

當此符號出現在顯示屏上時，表示加熱已激活

順序加熱
該系統提供了通過技術菜單（參見專用章節）啟用“順序加熱”功能的可能性，該功能菜單在僅激活
一組加熱SSR時，優先於咖啡鍋爐的SSR輸出，即

在從技術菜單中禁用“順序加熱”功能的情況下，系統（咖啡鍋爐+組）中存在的SSR的管理之間將沒
有優先級約束。
警告：
-在第一個設置中（溫度未達到最大容量），鍋爐將優先考慮加熱。
-在不進行咖啡處理的情況下進行任何蒸汽或茶水分配的請求都將使鍋爐溫度保持激活狀態，而與咖啡
組加熱器是否處於激活狀態無關

17.2  PID調整（默認設置）
默認溫度調節是根據稱為PID的算法進行的。
決定溫度調節的常數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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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常數
積分常數
衍生常數
比例範圍

Kp
Ki
Kd

是在PID之外管理PID
的範圍，在ON / OFF
模式下控制電阻

三個常數和比例範圍必鬚根據電阻的功率特性，鍋爐的大小，射流，其分散度等來適應每種類型的咖
啡機，這通常是一項工作 這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獲得最佳結果。
“設定值或T°SET”定義為鍋爐必須正常運行的溫度

-如果在加熱或維護階段溫度在T°SET附近波動過大，且其峰值未隨時間降低，則有必要降低比例
常數：Kp

-如果在維護階段溫度在T°SET附近波動過大，且振盪時間很長且峰值不會隨時間降低，則有必要
降低積分常數：Ki

-如果在加熱或維護階段溫度波動過大且通常大於T°SET，但隨時間降低，則有必要降低導數常數
：Kd

-如果在加熱過程中溫度趨於保持在T°SET值以下，並遠離它，則需要增加微分常數：Kd
-如果在加熱過程中溫度趨於恆定地保持在T°SET以下，則有必要增加比例常數Kp並略微增加積分
常數Ki

-如果在維護階段溫度趨於保持低於或高於T°SE T的值，則有必要增加積分常數Ki並稍微增加比例
常數Kp

（有關參數設置，請參見TECHNICIAN編程）

17.3  滯後2°C的開/關調節僅適用於蒸汽鍋爐
蒸汽鍋爐的溫度調節也可以在另一種模式下進行，更準確地說，具有2°C的滯後。電阻由ON / OFF / 
RISC / TEA2執行器控制（客戶將已將其連接到遙控器） 和/或功率繼電器任意設置），在達到設定的
溫度T°SET時會斷電（請參閱技術編程），並且在溫度降低2°C時會重新通電。為避免在干預閾值上產
生振動 過濾器也已插入。
要激活此功能，必須在技術編程中將所有pid常量設置為0（請參見專用段落）。

17.4  關閉和打開個人組
可以通過先按K5GRx鍵然後立即按K2GRx鍵來關閉組中各個鍋爐的加熱。 顯示OFF，而不顯示溫度。

1 2

3 4

a a

a a

1°
2°

  

hh:mm

Max 

Min

T°Cald

day

xxxxxxxxxxxxxxxxx
OFF T°gr2 T°gr3

假設關閉第1組，我們將有：
要打開加熱裝置，請先按K5GRx按鈕，然後立即按K1GRx按鈕。
按照技術編程中所述的特定步驟，可以關閉蒸汽鍋爐的加熱。

 

    PID                             T°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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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經濟模式
當超過“經濟時間”下技術菜單中設置的不活動時間時，將激活經濟模式。
經濟模式可將蒸汽鍋爐的tset自動降低到技術菜單所設置的值（請參見專用段落）。
在經濟模式下，顯示屏將顯示文字“ ECO”，而不是蒸汽鍋爐溫度（顯示屏右側）。
經濟模式在以下情況下被禁用：
1.測得的溫度比設定的經濟值tset低2°C
2.任何交貨
3. 液位探頭未檢測到水，並且加載階段已激活

18. 計劃和閱讀

18.1 咖啡劑量編程
可以按照以下步驟修改和存儲與咖啡體積劑量有關的數量

1. 在IDLE-ON狀態下，按K5GRx鍵（1..3）並按住5秒鐘； 檢查LED L5GRx（1..3）從固定到閃爍的過渡

顯示屏顯示文字

hh:mm

Max 

Min

T°Cald

day

xxxxxxxxxxxxxxxxx
T°gr1 T°gr2 T°gr3

1 2

3 4

a a

a a

按鍵壓力> 5秒

Flashing

3. 一旦達到您要設定劑量的咖啡量，請按鍵盤上與要編程的組有關的任何“咖啡”按鈕，以停止分配
產品，從而取消對EVx + PUMP的激勵。
以體積計的脈衝表示的新劑量值存儲在EEPROM中。
同時，相對於已編程劑量的LED熄滅，其餘LED點亮； 因此，無需重複輸入操作即可進行剩餘劑量（如
果啟用，還可以進行茶和蒸汽劑量）的編程（請參見第1點）。

1 2

3 4

a a

a a

開始交付

帶領

燈滅

2.在30秒內（從編程階段退出超時），按下與可以編程的4種劑量相關的任何鍵（例如K1GRx）。 在編
程期間，與K5GRx鍵相關的LED以及劑量LED保持點亮（在我們的示例L1GRx中）。 EVx + PUMP執行
器在咖啡劑量編程的整個過程中都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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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對一個組進行編程期間，其他組將保持禁用狀態，如果啟用，則茶水和蒸汽的輸送也將保持
禁用狀態。

1 2

3 4

a a

a a

停止送貨

EVx + 泵=關 

· 要進行剩餘咖啡劑量的編程（如果尚未超過30秒的編程超時時間），請依次重複步驟2和3。

· 在編程階段超時（30秒）的情況下，要繼續執行該程序，必須重複第1、2和3點中描述的整個序列

· 如果您決定返回到編程環境，則與“已編程”劑量有關的ILED將熄滅。 但是，這不會阻止對已編程
劑量進行“新”編程（如果在編程後已執行了劑量的ON / OFF操作，則無法驗證此條件）。

重要：
為了方便起見，總是自動將在第一組上執行的編程傳送給所有其他組。 但是，這不會影響通過第1、2
和3點所述的操作獨立於第一個組編程其餘組的可能性，也不會彌補由於杯中可能存在的“流體差異”
而引起的杯中水差異。 各種團體。

18.2  如果不再激活濃咖啡劑量...
解決問題
如果在編程體積劑量後不再進行，則不能歸因於無法按劑量存儲劑量，但實際上由於某種原因，劑量
本身可能沒有受到來自 體積計數器，因此已編程了等於0個脈衝的劑量。
重要且驗證編程期間所選劑量的LED不會閃爍

可能的原因是在：
-容積計連接錯誤
-與另一組交換的體積計
-水路不工作
-咖啡過濾器和堵塞的水通道需要清潔
-電磁閥組不允許足夠的水通過
-咖啡粉太細或壓得太緊，可能會過濾掉少量水

18.3 茶量編程
可以按照以下步驟修改和記憶與茶劑量有關的數量（通過定時控制）：

警告： 
如果激活了“預注入”功能（請參見專用參數），則在任何情況下，編程階段的劑量都可以啟用此特
殊功能。 因此，在停止當前付款之前，請先完成相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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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IDLE-ON狀態下，按K5GRx鍵（1..3）並保持5秒鐘； 檢查LED L5GRx（1..3）從固定到閃爍的過渡
。
顯示屏在xxxxxxxxxxxxxx區域顯示``30秒內選擇劑量設置''字樣。
2.在30秒內（從編程階段退出超時），按與茶劑量相關的K6GRx鍵。 與K5GRx鍵相關的LED保持點亮
在茶劑量編程的整個過程中，將啟用EVTEA執行器。
3.達到您要設定劑量的茶量後，按先前使用的K6GRx鍵停止分配產品，並隨之取消EVTEA的激勵。
記憶與茶劑量持續時間有關的新時間。

·要進行其他茶劑量的編程（如果未超過30秒的編程超時時間，並且您已通過按K5GR1鍵從組1進入編程
環境），請依次重複步驟2和3。
·如果在編程階段發生超時（30秒），要繼續執行該程序，必須重複第1、2和3點中描述的整個序列。
·如果您決定返回到編程環境，則與“已編程”劑量有關的LED熄滅。 但是，這不會阻止對已編程劑量
的“新”編程（如果在編程後已執行了劑量的ON / OFF操作，則無法驗證此條件）。

重要：
在第一組進行的茶劑量編程永遠不會自動轉移到所有其他組。 要對其餘組的茶劑量進行編程，只需重
複第1、2和3點中所述的操作即可。
注意：在對茶進行編程期間，其他茶的分組和交付保持禁用狀態。

18.4  時鐘編程
在IDLE-ON狀態下，按K5GRx鍵（1..3）並按住5秒鐘； 檢查LED L5GRx（1..3）從固定到閃爍的過渡
顯示屏顯示'Clock Adjust'字樣。

注意：當顯示“劑量設置”屏幕時，按住K5GRx按鈕（1..3）進入“時鐘調整”階段。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lock adjust 

按K3GR1（ENTER）確認

1 2

3 4

a a

a a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lock adjust 
hh.mm  XXXXXXXXX 

hh在哪裡=當前時間（0 ... 23）
mm =當前分鐘
XXX =星期幾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然後使用K5GR1進行確認。
再次按K5GR1鍵將切換到自動點火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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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自動開/關-自動切換開/關
可以定義劑量的自動打開和關閉時間以及每週的關閉日。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Auto ON/OFF 
aaa : hh.mm  

它們按以下順序編程：
-點火時間（AAA =開）
-點火分鐘（AAA =開）
-關閉時間（AAA =關閉）
-分鐘關機（AAA =關閉）

要從一個切換到另一個，請按K5GR1按鈕。
可以設置1次打開和1次關閉，並且在一周中的所有日期都有效。
如果您不希望自動打開或關閉自動開關，請轉到相應的時間編程，然後按K1GR1（+）或K2GR1（-），
直到顯示屏上出現以下內容：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Auto On/Off 
On : --.-- 

Auto On/Off 
Off : --.-- 

要么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當顯示屏上顯示時間00時按K2GR1（-）或當時間23時按K1GR1（+））。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已禁用點火，則還自動禁用關機和休息日，按K5GR1會跳過相關設置並直接進入下一個參數。 因
此，只能通過上一段中所述的步驟手動進行打開和關閉。
-如果啟用點火開關，則按K5GR1切換到關閉設置，然後在必要時切換到關閉日期。

18.6  休息日
可以定義每週休息日，其中劑量忽略自動點火，只能手動打開。
自動關閉功能在休息日也有效。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losed On
xxxxxxxx

使用K1GR1（+）或K2GR1（-）選擇日期（XXX）。
如果您不想放假，請選擇“ ------------”。

18.7  消費讀物，公升，維護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lock adjust 

再次按K5GR1鍵將切換到計數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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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unters 

按K3GR1（ENTER）按鈕確認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Litres 
xxxxx  

顯示了到那時為止使用的升數。

按K5GR1鍵轉到該時刻為止執行的循環數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Service 
xxxxx 

按下K5GR1按鈕，將顯示截至該刻為止分配的咖啡總量。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ffees total 

xxxxx 

按K5GR1鍵滾動瀏覽所有計數，並顯示每組中各個劑量的總計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zzzzzz Gr:y 
xxxxx 

它在哪裡 y =是組
zzzzz =咖啡的種類

xxxxx =咖啡數量

19.  技術編程
進入與技術編程有關的環境後，就可以設置特定的參數或功能。
要訪問技術編程，請轉至“關閉”狀態，然後連續10秒鐘按K5GR1鍵。

在關閉狀態下按10秒

31 2 4a a a a

K5GR1K1GR1 K2GR1 K6GR1K3GR1 K4GR1

MENÙENTER

6個按鈕面板

注意：

只能從組1的按鈕面板中訪問技術編程和編程操作。

通過以前述模式訪問技術編程，第一個“技術”參數出現在顯示屏上，即“顯示模式”：

輸入 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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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Modo Display 
xxxxxxxxxx 

其中xxx =正常或反向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了調整圖形顯示對比度的可能性：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ntrast 
Xxxxxxxxxx 

xxx =從0到60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處於ON狀態的圖形顯示背景的顏色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lor state ON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圖形顯示背景的顏色選擇在關閉狀態下顯示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lor state OFF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語言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Language 
xxxxxxxxxx 

其中xxx =英語，意大利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名稱字樣並在顯示屏上顯示：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Name 
xxxxxxxxxx 

如果要更改，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選擇字母。 當閃爍的光標下的字母/符號/數字是所需
的時，請按K3GR1（ENTER）鍵確認字母/符號/數字，然後繼續選擇下一個字母/符號/數字。

可用字符的排列

blank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_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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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入下一個菜單，請按K5GR1（MENU）鍵。
顯示電話號碼的設置，如果出現某些警報，則必須顯示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Service Phone 
xxxxxxxxxx 

其中xxx是組成電話號碼的數字。

如果要更改，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在閃爍的光標下方的數字為所需的數字時選擇所需
的值，必須按K3GR1（ENTER）鍵以確認數字並移動 繼續下一個。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MENU）；然後按Enter。
顯示劑量上使用的KEYPAD TYPE的設置，並將其應用於3組使用的所有按鈕面板。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eyboard type 

Esp Caf 2Es 2Caf 

當所使用的按鈕面板類型為：時，選擇“ Esp-Caf-2Es-2Caf”：

K5GR1K1GR1 K2GR1 K6GR1K3GR1 K4GR1

6個按鈕面板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eyboard type 

Esp 2Es Caf 2Caf 

設置完按鈕面板的類型後，按K5GR1（MENU）鍵可切換到允許啟用或禁用劑量編程的顯示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Doses setting 

xxxxxxxx 

其中xxx可以是“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ntinuos Key 
xxxxxxxx 

其中xxx可以是“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顯示在“連續K5GRx”按鈕上啟用或禁用茶葉交付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Fifth tea key 
xxxxxxxx 

其中xxx可以是“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啟用TEA DISPENSING WITH PUMP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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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Tea Water 
xxx 

xxx可以是“是”或“否”

如果要更改，則需要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安裝在RGB顯示器背面的蜂鳴器的管理選擇，並以聲學方式顯示（如果啟用）系統提供的所有耗材
的啟用。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Buzzer 
XXXXXXX 

其中xxxxxxx可以被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選擇在哪個組上設置K6GRx按鈕將激活蒸汽傳遞而不是茶的選項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Steam Boiler Gr. 

x 

其中x可以是“ 0”或“ 1”或“ 2”或“ 3”
0 =禁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預輸液功能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PreBrewing 
xxxxxxx 

其中xxx可以是“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通過按K5GR1（MENU）鍵啟用預釀功能，可以設置打開和關閉參數。

第一個可編程的接通時間是與鍵K1GR1，K1GR2，K1GR3有關的時間（在圖形顯示示例中，我們指的是
類型為Esp-Caf-2Es-2Caf的鍵盤）。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PreBrew.  xx sec 
yyyyy      z.z 

它在哪裡：
xx =開或關
zz =總預輸液時間
yyyyy =濃咖啡，2杯濃咖啡，咖啡或2杯咖啡
0.1÷5的值，以0.1秒為單位。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LEVEL SENSITIVITY設置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ProbeSensivity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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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可以是：
靈敏度低150kΩ（低）
中等靈敏度400KΩ（平均）
靈敏度高1MΩ（高）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在空閒狀態下打開或關閉LED的可能性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Led idle 
xxxxxxxx 

其中xxx可以是“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啟用組的CHRONO DISPLAY FUNCTION的可能性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Group Chrono 
x 

其中x可以是“ 0”或“ 1”或“ 2”或“ 3”
0 =禁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如何管理蒸汽鍋爐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SteamBoilerHeat. 
xxxxxxxxx 

xxxxxxxxx =溫度控制（通過pid /遲滯控制）
僅視覺溫度（僅度數顯示）
禁用（關閉）
byPressureSwitch（通過壓力開關加熱，目前無法管理）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是否啟用“順序加熱”功能的選擇，如果啟用該功能，則啟用SSR蒸汽鍋爐輸出後（如果啟用）將
優先於要停用的組的SSR輸出。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Sequent. Heating 
xxxxx 

其中xxxxx可以被禁用或啟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設置有效週期數（允許的交貨）的選擇，超過該數量將生成警報

the display shows in the foreground
Service Cycles 

xxxxx 

其中xxx可以是0000到99000之間的數字，以1000為步長
當xxx等於0000時，該功能被禁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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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顯示以度為單位或以華氏度為單位的溫度的選擇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Temperature 

°X 

°X可以是“°C”或“°F”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BOILER SETPOINT TEMPERATURE設定T°SET。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Boiler Temperat. 
xxx°C           yyy°F 

其中xxx是從80÷125°C到st和p 1°C的可選值。
其中yyy是176÷257°F至sep 1°F之間的可選值。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 PID溫度參數”的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P    ki    kD 
xx.x  y.yy  zz.z 

其中xx.x是比例校正常數
其中y.yy是積分校正常數
其中zz.z是導數校正常數
每個值都可以以0.1的步長從0.1÷99.9°C中選擇。

默認情況下，此規則是具有以下參數的PID：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P    ki    kD 
08.0  0.15  10.0 

為了實現2°C的遲滯調節，必須將所有k都設為0，例如：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P    ki    kD 

00.0  0.00  00.0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MENU）。

顯示與設定點溫度比較的PID調節範圍的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PID setting 

x°C 

其中x是以度為單位的值，並且是2÷20°C中的可選值，以1°C為步長。
超出此範圍，調節始終處於開/關狀態。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經濟功能設定點溫度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Economy temper.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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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x是從80÷128°C到st和p 1°C的可選值。（如果設置為°C）
其中yyy是從176÷262°F到sep 1°F的可選值。（如果設置為°F）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經濟功能激活時間的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Economy Time 
xxxxx 

其中xxx是1到999分鐘之間的可選值，以1分鐘為步進。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咖啡機上當前有多少個加熱組的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Heating Group. 
Z 

其中Z可以是“ 0”或“ 1”或“ 2”或“ 3”
0 =禁用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每個組的SETPOINT TEMPERATURE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GroupTemperatur z
xxx°C           yyy°F 

其中z是組1或2或3
其中xxx是從80÷125°C到st和p 1°C的可選值。
其中yyy是176÷257°F至sep 1°F之間的可選值。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OFF-SET溫度設置顯示在咖啡機上。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Offs.TSet  Coffee 
x.x°C          z.z°F 

其中x.x是選定的偏移值，以°C為單位
其中z.z是選擇的相應偏移值，以°F為單位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用於組的PID溫度控制的參數的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P    ki    kD 
xx.x  y.yy  zz.z 

其中xx.x是比例校正常數
其中y.yy是積分校正常數
其中zz.z是導數校正常數
每個值都可以以0.1的步長從0.1÷99.9°C中選擇。
注意：這些值對所有3組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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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    ki    kD 
3.0  0.15  4.0 

為了使磁滯調節為2°C，必須將所有k都設為0的示例：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kP    ki    kD 
0.0  0.00  0.0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MENU）。

它顯示與組的設定點溫度相比較的PID調節範圍的設定：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PID setting 
x°C 

其中x是以度為單位的值，並且是2÷20°C中的可選值，以1°C為步長
超出此範圍，調節始終處於開/關狀態。
注意：該值適用於所有3組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轉到下一個參數的顯示，請按K5GR1（
MENU）。

顯示鍋爐水位填充的超時設置，超過此設置會生成警報：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FillingUp T-Out 

xxx 

可選值：從10÷250'（以1分鐘為間隔）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K1GR1（+）或K2GR1（-）鍵。

要進入下一個菜單，請按K5GR1（MENU）； 轉到“軟件過濾器的升”設置。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Water Filter 
xxxx 

其中xxxxx是從0到5000的可選值（以1升為單位）

如果要更改參數，請使用鍵K1GR1（+）或K2GR1（-）

再次按K5GR1（MENU）鍵將退出TECHNICIAN編程階段。

注意：進入技術編程環境後，要退出該環境，必須按K5GR1（MENU）鍵滾動瀏覽所有菜單，直到返
回OFF狀態。

20.  特殊功能
20.1  洗
可以通過首先按K5GRx按鈕並在緊隨K1GRx按鈕之後立即為每個組激活洗滌功能。

1 2

3 4

a a

a a

1°

2°

Max 

Min

T°Cald

xxxxxxxxxxxxxxxxx
T°gr2 T°gr3T°g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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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組的電磁閥和散佈了3秒暫停的泵被激活，連續5次輸送，每次大約10秒。

注意：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 BUZZER”功能，則每次洗滌時，除了顯示屏上
的指示外，RGB顯示屏背面的蜂鳴器還將同時發出聲音信號 卡。

20.2  計時表
可以在技術編程中激活CHRONO功能（請參見段落）。
它使您可以在顯示屏上查看以秒為單位的咖啡沖泡時間。 一旦激活劑量，顯示屏就會顯示專用於組溫
度的零件。

假設要在第1組交貨，我們將有：

MaxLiv 

Min

T°Cald

xx T°gr2 T°gr3
xxxxxxxxxxxxxxxxx

其中xx是即使體積計數器脈衝未到達也增加的秒數。
從最後一次分配結束後，該顯示將保留5秒鐘，之後顯示返回以顯示寫入IDLE-ON

21.1  鍋爐中的超時時間（填充）
當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FillingUp Time-Out
T°gr1 T°gr2 T°gr3

!
（紅色顯示背景）

表示已超過鍋爐水位填充時間。

實際上，只要水位探針檢測到缺水（未發現探針），就會啟用填充階段（EVLIV + PUMP）。

如果EVLIV + PUMP持續通電的時間超過技術編程中設置的超時時間，則該劑量將禁止其所有主要功能
。 鍵盤被禁用，所有執行器均被禁止進行任何操作。

按鈕面板上的所有LED均開始閃爍（½亮，½滅），並且顯示屏變為紅色，以可視方式指示用戶進入
警報階段。

1 2

3 4

a a

a a

1 2

3 4

a a

a a

1 2

3 4

a a

a a

LED閃爍

按鈕組1 按鈕組2 按鈕組3

LED閃爍LED閃爍
要退出警報信號，必須關閉然後再打開劑量。

注意：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如上所述發生加載超時警報
時，除了按鈕面板LED指示燈的閃爍信號外，還會同時發出間歇性聲音信號 。 由RGB顯示板背面的蜂
鳴器發出。

通過移除並恢復劑量的電壓來重置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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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短路蒸汽鍋爐溫度探頭
如果蒸汽鍋爐溫度探頭短路或溫度連續5秒鐘高於某個特定值，則會發出警報指示，並停止加熱。

告警閾值為140℃。

閃爍的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Alarm Boiler Temp.
T°gr2 T°gr3

!

T°gr1

(紅色顯示背景) 

其中x是組

注意：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上述顯示介入時，RGB顯示板
背面的蜂鳴器將同時發出5聲連續蜂鳴聲。

當溫度恢復到可接受的值時，警報消失。

21.3 蒸汽鍋爐溫度探頭斷開或中斷
如果蒸汽鍋爐溫度探頭斷開或中斷或確定溫度在0°C附近，則會在5秒鐘內發出警報，並停用加熱功能
。

Max 

Min

T°Cald

Steam Boiler T.ProbeUnconnect
T°gr1 T°gr2 T°gr3

!
(紅色顯示背景) 

其中x是組

注意：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上述顯示介入時，RGB顯示板
背面的蜂鳴器將同時發出五聲連續的嗶嗶聲。

當溫度恢復到可接受的時，警報消失。

21.4 無體積計脈衝
當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xxxxxxxxxxxxxxxxx
T°gr1 T°gr2 T°gr3

x

表示未接收到與激活的組（x）相對應的體積計數脈衝。
實際上，該劑量在開始每個體積劑量（在供應和編程階段都為EVx + PUMP）之後，通過檢測由其發送
給微控制器的脈衝來驗證體積計數器的正確操作。

1 3 42 a a

LED閃爍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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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出現上述顯示時，RGB顯示板
背面的蜂鳴器將同時發出蜂鳴聲，並連續發出5聲嗶嗶聲。

體積計數器無脈衝1分鐘（體積計數器超時）後，當前劑量自動停止。

21.5 短路電源的電壓表
當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xxxxxxxxxxxxxxxxx
T°gr1 T°gr2 T°gr3

當指示出現在顯示屏上時...表示由於某種原因，體積計的電源與參考質量發生了短路。
在這種情況下，不接收體積計脈衝，並且如果選擇了劑量，則“體積計脈沖不足”警報優先於具有短
電路電源的體積計警報

21.6 短電路中的鍋爐組溫度探頭
如果GROUP TEMPERATURE PROBE發生短路，或者溫度連續5秒鐘高於某個特定值，則會顯示警報並
停用加熱功能。

告警閾值為140℃。

閃爍的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Alarm Temper. Group  x
T°gr2 T°gr3

!

T°gr1

其中x是組

注：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出現上述顯示時，RGB顯示板
背面的蜂鳴器將同時發出蜂鳴聲，並連續發出5聲嗶嗶聲。

當溫度恢復到可接受的值時，警報消失。

21.7 鍋爐溫度問題組斷開或中斷
如果GROUP TEMPERATURE PROBE斷開或中斷或確定溫度在0°C附近，則會在5秒鐘內發出警報，並
停用加熱功能。

閃爍的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ProbeUnconnect Group x
T°gr1 T°gr2 T°gr3

!
其中x是組

注：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出現上述顯示時，RGB顯示板
背面的蜂鳴器將同時發出蜂鳴聲，並連續發出5聲嗶嗶聲。

當溫度恢復到可接受的值時，警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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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過濾器警報和重置
當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ChangeWaterFilt phone number 
T°gr1 T°gr2 T°gr3

其中“電話號碼”是設置為建議的電話號碼
…表示已超過技術編程中設置的可過濾升的值

注意：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干預此信號時，RGB顯示卡
背面的蜂鳴器都會連續5次發出嗶嗶聲。

要重置此信號，只需同時按住K3GR1和K4GR1鍵即可輸入劑量。

1 2

3 4

a a

a a

K5GR1 K1GR1 K2GR1

K6GR1 K3GR1 K4GR1

在系統啟動中按鍵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Filter Reset 

21.9 服務/維護和重置警報
當顯示屏顯示...

Max 

Min

T°Cald

Service  phone number 
T°gr1 T°gr2 T°gr3

其中，“電話號碼”是建議設置的電話號碼，這意味著已超過在“技術編程”中可以執行的循環（分
配的咖啡）中設置的值。

注意：如果從技術菜單（請參閱專用章節）啟用了BUZZER功能，則每次干預此信號時，RGB顯示卡
背面的蜂鳴器都會連續5次發出嗶嗶聲。

要重置此信號，只需同時按住K1GR1和K2GR1鍵即可輸入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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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a a

a a

K5GR1 K1GR1 K2GR1

K6GR1 K3GR1 K4GR1

在系統啟動中按鍵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Service Reset 

21.10 單次總復位
單次總復位
要清除此信號，必須轉到Totals Reading菜單中的Technical Programming，然後同時按下K1GR1和
K2GR1鍵3秒鐘。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Coffees total 

1 2

3 4

a a

a a

K5GR1 K1GR1 K2GR1

K6GR1 K3GR1 K4GR1

按鍵3秒鐘

Coffees total 
Total Reset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注意：無法重置從每個組的每個單個鍵進行的所有交付的總和中得出的總數

注意：消耗量重置操作不會重置消耗量的讀數； 對於此重置，請參閱相應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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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默認數據預設
出廠預設允許您完全刪除數據存儲器，並為所有存儲的數據插入標準值。
例如，必須在對微處理器進行編程（板上的OBP程序）之後執行該操作。
要執行默認數據預設，只需執行以下操作：
1 ) 關閉咖啡機 
2）等待3秒
3）按住組1的K1GR1 + K3GR1 + K5GR1鍵
4 ) 恢復機器電源
5）在相關的LED亮起後鬆開按鍵
6）斷開機器電源
7）等待3秒
8）恢復咖啡機的電源

1 2

3 4

a a

a a

僅第一組按鈕

開機時同時按

預設完成後，顯示屏將顯示：

顯示屏顯示在前台
Preset values

completed

要恢復正常操作，必須斷開並恢復電源。
出廠預設還清除所有計數器，包括執行的總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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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默認參數

參數
顯示模式

默認值
正常

對比 31 
顏色開啟狀態 “淺藍”
顏色關閉狀態 “藍色”

語言 Italiano 
名稱 3D5 Orchestra 

電話協助  - - - - -  
鍵盤類型 Esp   Caf   2Esp   2Caf 
劑量方案 已啟用
連續鍵 已啟用

第五匙茶 殘障人士
混合水 沒有
蜂鳴器 殘障人士

蒸汽棒組 0 ( 殘障人士 )  
預輸液 殘障人士
靈敏度 平均

LED閒置 已啟用
計時組 3 

加熱蒸汽鍋爐 檢查溫度
順序加熱 殘障人士
保養週期 0000 

溫度 °C 
鍋爐溫度 117°C 

KP   KI   KD 8.0   0.15   10.0 
PID調節 5°C 
經濟溫度 110°C 
經濟時間 60分鐘
加熱組 3 

第一組溫度 117°C 
第二組溫度 117°C 
第三組溫度 117°C 

Offs TSet咖啡 0.0°C 
KP   KI   KD 3.0   0.15   4.0 

PID調節 10°C 
填充超時 120 
淨水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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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源跌落事件中的程序
如果發生電源故障，則當電壓恢復時，計量將恢復電源故障時的狀態（空閒或關閉）。
任何正在進行的付款都將中止。
所有劑量數據保持存儲。

24.  拿好咖啡的提示
為了獲得高質量的咖啡，重要的是所使用的水的硬度度必須為4-5°f（法國度）。 如果硬度超過這些值
，建議使用軟化劑。
如果水的硬度值低於4°f，請避免使用柔軟劑。
如果水中的氯味特別明顯，我們建議安裝特定的過濾器。
我們建議您不要儲存大量咖啡豆，切勿研磨大量咖啡，不要準備分配器中容納的咖啡量，並在白天盡
可能使用它，不要購買已經磨碎的咖啡，因為咖啡會迅速變質。
在機器長時間不活動（2-3小時）後，執行幾個分配週期。
不斷進行清潔和定期維護。
如果要改變咖啡的種類，建議聯繫技術支持以調節水溫。
根據環境濕度調整咖啡研磨度。

25.  風險清單
本節介紹瞭如果用戶不遵守特定的安全標準，可能會面臨的一些風險。
必須始終將設備連接到有效的地球系統。
如果不這樣做，則該設備可能被證明是危險的放電源，因為它不再能夠將任何漏電排放到地面。 電力
危險。
請勿使用流動的水進行洗滌。
直接在機器上使用自來水和/或加壓水也會不可逆轉地損壞電氣和電子部件。 切勿使用水槍清洗機器的
任何部件。
注意蒸汽位和熱水
使用時，蒸汽和熱水棒會過熱，並取代潛在的危險源。 燒傷。
小心處理這些零件。 不要將蒸汽或熱水直接噴射到身體的各個部位。
請勿干預帶電機器
在機器上進行任何作業之前，必須使用電源開關將其關閉並將機器與電源斷開。 機器通電後，切勿卸
下任何車身面板。
如果不使用該設備，必須通過斷開電源線，關閉機器進水龍頭並將機器中的水排空來使其不工作。
對於斷開操作，建議依靠合格的人員。
清空之前，請勿對液壓系統採取任何措施
當系統中仍然有水和壓力時，應避免涉及液壓系統和相關鍋爐的所有乾預措施。 必須先關閉入口水龍
頭並讓所有單個沖泡組在短時間內工作，以將其清空。 關閉機器，打開蒸汽棒上的水龍頭，降低鍋爐
內部的壓力，然後打開鍋爐排水口。
電器的使用
此濃縮咖啡機是一種專用設備，任何其他用途均應視為不正確，因此很危險。 它不允許兒童和/或無能
力和/或沒有經驗的人使用。
不遵守上述規則可能會嚴重傷害人，物和動物。
機器仍連接到電網並且帶電時，切勿在電氣和電子系統上工作。
在執行任何操作之前，通過斷開其與網絡的連接來完全停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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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檢查和維護
為了確保隨時間推移獲得完美的效率和安全性，必須進行維護活動。 建議每年至少一次向協助服務中
心要求對機器進行一次常規檢查。
如下表所示，執行以下檢查和維護操作。

介入
壓力計

每週 每月

保持鍋爐中的壓力處於0.8至1.4 bar之間。

壓力計
檢查咖啡沖泡過程中的水壓，檢查壓力表指示
的壓力，壓力必須在8至10 bar之間。

過濾器和過濾器
檢查過濾器的磨損狀態，檢查過濾器邊緣是否
損壞，並檢查杯子中咖啡渣的殘留量

磨床
檢查研磨咖啡的劑量（每衝程6至8克之間），
並檢查研磨程度。 研磨機必須始終具有鋒利的
邊緣，如果地面上灰塵過多，則表明其性能惡
化。 我們建議每400/500千克咖啡或圓錐形研
磨機每800/900千克咖啡更換一次平面研磨機
。

水軟化劑
機器液壓迴路中石灰石的形成表明再生已被忽
略。 在水非常硬的地方要小心，有必要在更短
的間隔內進行再生，以及在大量消耗茶或其他
熱水的情況下。

! 如果無法解決故障，請關閉機器，並要求進行干預以尋求技術協助。 請勿進行任何維修干預

! 必須由專門的技術人員對設備進行消毒，以免此類操作導致釋放對食物有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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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清潔用品
為了使設備保持良好的衛生狀態和效率，必須對功能部件和配件以及車身面板進行一些簡單的清潔。 
此處給出的指示被認為對咖啡機的正常使用有效。 如果連續使用機器，則必須更頻繁地進行清潔操作
。
清潔機器之前，建議關閉機器電源，然後等待其冷卻。

清潔用品
每月過濾器和過濾器

每週 每月

每天通宵整夜，將過濾器支架浸入熱水中進行
清潔，以使咖啡中的脂肪沉積物溶解，然後用
冷水沖洗所有東西。
每週進行相同的洗滌10分鐘。 在熱水和特殊洗
滌劑中。
過濾器支架的清潔不足會導致沖泡咖啡的質量
下降以及過濾器支架的正確功能。
注意：僅將過濾器支架杯浸入。 避免將手柄浸
入水中。
車身
用蘸有溫水的布清潔車身面板。 避免使用會刮
傷身體表面的研磨性清潔劑。

蒸汽發射器
每次使用後，通過短暫的真空分配來清潔噴槍
，並用蘸有溫水的布清潔噴槍。

送貨組
如下所示清洗組：
-使用盲孔過濾器支架
-將適當的清潔劑倒入盲孔過濾器中，並鉤住過
濾器支架
-進行一系列噴霧，直到干淨的水從排水管中流
出
-從組中取出過濾器支架，並至少交貨一次，以
消除洗滌劑殘留

淋浴間和淋浴間
用熱水清潔淋浴器和淋浴器支架。 這可以通過
鬆開螺絲並從衝煮器組中卸下兩個組件來實現

蒸汽發射器
檢查端子並用小針頭將出口孔恢復乾淨。
每周至少一次對噴槍進行內部清潔
-將噴槍浸入盛有水和特定清潔劑的水罐中
-用噴槍中的蒸汽加熱溶液
-讓噴槍冷卻，使其浸入溶液中至少10分鐘
-重複操作2或3次，直到排出牛奶殘渣

為了清潔操作，始終使用完全清潔和衛生的衣服

為了確保熱飲水機的正確操作和衛生，必須遵循適用於此目的的清潔功能和產品

請勿將機器浸入水中

切勿使用鹼性洗滌劑，溶劑，酒精或粘性物質

設備的拆卸必須由專業的技術人員進行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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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故障和相關補救措施

問題
機器已關閉

原因 補救

機器動力不足 開啟機器

供水水龍頭關閉鍋爐沒有水 打開液壓網絡的水龍頭

電氣或衛生系統故障鍋爐中水過多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噴槍噴塗機被堵塞
蒸汽不會消失

清潔蒸汽棒的噴嘴

機器已關閉 開啟機器

供水水龍頭關閉缺貨 打開液壓網絡的水龍頭

排水管損壞，分離或堵
機器漏水

檢查並恢復托盤排水管的

鍋不瀝乾 檢查下水道排水

電氣或液壓系統故障咖啡太熱或太冷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咖啡研磨得太粗糙太快分配咖啡 調整咖啡研磨

咖啡研磨得太細了咖啡交付太慢 調整咖啡研磨
臟釀集團

濕咖啡渣

用盲孔過濾器清洗設備

沖泡組太冷 等待小組完全熱身

咖啡研磨得太細了 調整咖啡研磨

咖啡磨得太老了 用另一杯新鮮咖啡代替

液壓系統故障壓力表指示不合格壓力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過濾器支架髒了
杯子裡有地面

清潔過濾器支架
過濾孔磨損 更換過濾器支架

咖啡研磨不合規 調整咖啡研磨

咖啡研磨得太粗糙
咖啡杯咖啡裡的杯子髒了

調整咖啡研磨

過濾器邊緣損壞 更換過濾器

電子系統故障電子系統的方框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泵故障泵洩漏水

泵故障電機突然停止或熱保護器超載

泵故障泵的額定容量以下

泵故障泵很吵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要求技術援助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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