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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高速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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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带来更多可能

解锁厨房全新功能
全新 Merrychef conneX® 系列不但能提升服务效率，
缩短外卖取餐队列，还可尽可能增加您的收益。
全新 Merrychef conneX® 系列承载了沉淀 70 余年的高速烤箱专业技术结晶，设计之初便充分考
虑到了操作者的需求及顾客需要。
它集烹饪、焙烤、加热和烧烤功能于一身，是市面上紧凑型高速烤箱中的佼佼者。本产品功能齐
全，借助以颜色区分的 Merrychef 配件，无需更换设备即可为您的餐桌添加蔬菜类佳肴。
Merrychef conneX® 系列配有新一代以数字化方式连接的控制器以及易于使用的触控屏，
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可将品质如一、质量上乘、热气腾腾的食物带给顾客，从而满足顾客之所
需。它令厨房工作人员爱不释手，他们可于食物仍在烹饪时继续提供服务，
避免等餐队伍变成长龙。
为保证高质量和高可靠性，Merrychef 烤箱已通过众多产品和烹调测试。
我们的全球厨师团队可提供持续的烹饪支持，负责售后服务的服务团队更是训练有素，
确保您能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为他们奉上品类繁多的菜单，
并以卓越的服务速度将您的收益提升至新的台阶。

Merrychef conneX 专为
互联而生…
®

它具备标准 Wi-Fi 或以太网连接功能，可访问业内领先
的开放式云平台 KitchenConnect®。
您不再需要在现场管理自己的设备了。可以使用
KitchenConnect® 远程监控您的所有烤箱。无论身在何
处，您都可以创建、修改和更新菜单，并查看设备运行
和使用情况！

早餐

午餐

…训练有素…
…整装待发。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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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萨

三明治

烤土豆

春卷

三文鱼

奶酪意面

肉桂卷

松饼

我们的全球厨师团队为您精心准备了
100 多款美味食谱，您仅需选择食谱，
按下按钮即可。新款操作控制器运行时如同
您的手机一样直观，工作人员可快速熟悉如
何操作 Merrychef conneX® 烤箱，并针对任
何一个订单交付品质稳定的可口美食。

高速烤箱中的全新力作

…美观大气
小巧时尚，适合放置在任何空间中。此系列烤箱
搭载了一块新款 7 英寸高清触控屏，玻璃材质，
坚固耐用，周围饰有高雅美观的前卫设计，
适合放置在任何门店的前厅中。

强大技术

Merrychef conneX® 系列有不锈钢原色或炭黑色供选择，内膛尺寸达 12 英寸
（30.5 厘米），也可选择全新独创的 16 英寸（40.5 厘米）内膛的型号。
您可利用大内膛设计按需烤制品质稳定的优质美味佳肴，还能快速灵活地实
现“批量”烹饪，制作热门菜品，沉着掌控需求波动，避免排队等候。

tri-pleX 技术包含以下功能：
空气通过撞击集尘器板
增大流速功能
+

取得卓越平衡的 tri-pleX 技术具备优异表
现，确保食品能够稳定得到烹制，还能避
免能源上的浪费。

微波

对流

热气冲击

与生俱来的可靠素质
快速

小巧紧凑，功能多样

易于安装

与市面上其他产品相比，本烤箱占地面
积较小，内膛占比较大，烹饪速度较传
统烤箱快
快 80%。
80%

内膛大，占地面积小，节省空间，仅需一
台设备即可烹饪各色佳肴。

UL 认证，无通风，无需排气罩。标准
功率设备，通过低安培电源插头运行。

易于使用

高效节能

无声运行

凭借快速预热、快速冷却以及低能耗待
机的特性，可在未使用烤箱时降低能源
成本。

运行噪音 (< 48 dbA)，能够确保不会打
扰到顾客。

配备预编程菜单和 easyTouch 以图标
操作的触控屏，能够确保得到优质且
可重复烹饪的美味。不但消除了语言
障碍，操作培训时间也显著缩短，同
时还减少了操作错误和食物浪费。
®

为您带来更多可能

新一代 Merrychef
将配件存放于
设备顶部

14 英寸（35.5 厘米）宽
高素质 7 英寸高清触控
屏，易于使用

坚固耐用的玻璃饰边

12 英寸 x 12 英寸（30.5 厘米
x 30.5 厘米）内膛，烤箱外宽
为 14 英寸（35.5 厘米）

24.4 英寸
（61.9 厘米）高

易于清洁，配有经圆角处理
的不锈钢内膛，具备丝滑
触感

低温外壳随时可触
摸，同时消除了设备
周围所需的安全间隙

易于拆卸的前置式空气过滤器

适配 600 毫米台面

USB 记忆棒，用于手
动制作菜单和进行软
件管理

紧凑型高速烤箱中的佼
佼者，烹饪速度飞快。

conneX® 12 - 相较其他烹饪方式快 20 倍
对流

微波

热气冲击

无通风/催化式油烟净化器

插头类型

标准功率
速度快至 15 倍

2200W

1000W

是

是

13/16 安培

高功率，速度快至
20 倍

2200W

2000W

是

是

16/32 安培

尽享由 Merrychef conneX® 12 烹制的可口热菜
12 英寸冷藏的、预先烤制
的薄皮素食披萨

奶酪吐司

1 分
30 秒

中国爆炒大虾

60 秒

排骨、鸡翅和薯条
2 分
20 秒

50 秒

烹饪时间可能会因食物的质量和数量有所不同。

以颜色区分的配件使烤箱
的多功能性得到扩充。

仅需使用以颜色区分
的配件，即可在肉类
和蔬菜类食物之间轻
松切换，而无需中途
清洁设备。

鱼类
蔬菜类
肉类
致敏食物
普通类

www.merrychef.com

新一代 Merrychef
将配件存放于
设备顶部

18 英寸（45.5 厘米）宽
高素质 7 英寸高清触控
屏，易于使用

坚固耐用的玻璃饰边

16 英寸 x 16 英寸（
英寸（40.5
40.5 厘米 x
40.5 厘米）内膛，烤箱外宽达
18 英寸（
英寸（45.5
45.5 厘米）

24.4 英寸
（61.9 厘米）高

易于清洁，配有经圆角处理
的不锈钢内膛，具备丝滑
触感

低温外壳随时可触摸，
同时消除了设备周围
所需的安全间隙

适配 700 毫米
台面

易于拆卸的前置式空气过滤器

USB 记忆棒，用于手
动制作菜单和进行软
件管理

内膛大，占地面积小。可在短
时间内烹制出大量可口佳肴。

conneX® 16 - 相较其他烹饪方式快 20 倍
高功率，速度快至
20 倍

对流

微波

热气冲击

无通风/催化式油烟净化器

插头类型

3200W

2000W

是

是

16/32 安培

Merrychef conneX® 16 为您提供数不胜数的可口热菜
16 英寸冷藏的、预先烤
制的薄皮素食披萨

12 份腊肠卷

4 个马苏里拉奶酪配
番茄三明治

1 分
30 秒

1 分钟

炸鱼条
配薯条

1 分钟

1 分
50 秒

烹饪时间可能会因食物的质量和数量有所不同。

每台烤箱均具有为其量
身定做的 Merrychef 系
列配件，请访问以下网
站了解详情：
https://www.merrychef.com/
products/accessories

将食物置于烤盘垫和托盘中，可使烤箱不易被
食物和油脂弄脏，可显著减少清洁所需时间。

为您带来更多可能

新一代控制器
高清 7 英寸触控屏的背后是智控核心！
您可在电容式触控屏上点按、滚动和拖拽图标，如同操作手机一般。此屏幕十分
直观易用，工作人员能够很快熟悉如何操作这款烤箱。
Recipe Creation

Cookbook

Press & Go

Preheat

Settings

Clean

easy
ToUCH

全新 easyTouch® 软件大大改善了高速烤箱的操作步骤。利用它可轻松自定义显示
屏和烤箱的各项操作，灵活管理工作人员与控制器之间的交互级别，并自由地创
建热餐菜单，以适应繁忙或不太忙的经营情况。

设置 - 根据您的经营情况定制烤箱
滚动浏览设置，从 37 种语言中作出选择，探索丰
富的媒体和音频库以获取食物和说明图像，更改屏
保和操作提示音，甚至修改烤箱清洁偏好。

同时还配有一款烤箱调度程序，可对打开和关闭烤
箱的时间进行编程，并指引员工完成操作，
提高操作效率。

Settings

食谱 - 预先编排的菜单

三层选择系统

三明治，烤土豆…从烤箱中预先编排的 100 多种美味食谱中作
出选择。这些食谱是由厨师们开发并完成测试的，能够即刻将
品质稳定的优秀热食菜单呈现在您的面前。

1. 类别

早餐

午餐

晚餐

Cookbook

Press & Go

2. 产品

“快捷模式”模式专为食谱有限或所忠爱的食谱而设计，
全程仅需单击一个食物图标即可。其他模式可提供多达三
个层级的各种选择，十分灵活。

3. 份数

马苏里拉奶酪
配番茄

2

培根
配香肠

金枪鱼
配奶酪

3

4

快速服务，完整服务和手动模式意味着您可以按需调整烤箱操作，
从锁定食谱防止编辑，到手动调整每位厨师的设置，均可由您自由把控。

食谱创建–
开发或调整食谱
完全灵活的编程功能允许您在创建食谱时为其单独设置温
度、时间、风扇和微波功率，凭借无限制的食谱存储，能够
实现快速烹饪或缓慢烘焙的灵活操作。

Wrap croissant in crisping film

260c

内置统计和诊断功能
Merrychef conneX® 控制器内置有烤箱数据统计功能，可直观呈现烤箱的性能表现，并突
出显示在完成烹饪循环之前开启烤箱门等使用方面的信息。
无论烹饪的是新鲜或冷冻食物，还是处在全天需求高峰，烹饪统计数据使您可以即时掌
控广受欢迎的菜品信息。
内置的服务诊断工具也支持服务工程师快速诊断可能发生的任何故障，能很好降低维修
成本和设备停机时间。

www.merrychef.com

00:20

50%

50%

为互联而生…Wi-Fi 和以太网为标准可用配置

Wi-Fi

开

以太网

连接到 Wi-Fi 或以太网后，只需轻松注册
即可访问 Welbilt 行业领先的开放云平台
KitchenConnect®。其中的洞察分析将有助
于提效、降本和提高菜肴品质。

可在任何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移
动设备上远程监控您所有地点中的厨房设备。
简化食谱更新操作。可随时将单个食谱、新菜单或季节性产品推
送至您的烤箱。
按烤箱、门店或地区获取使用和生产统计数据。
通过监控和改善员工使用情况来提高产品质量，
例如，了解箱门是否在烹饪过程中打开，
以及监控清洁情况。
及时确认技术问题和基本解决方案建议，减少服务呼叫，
并延长设备正常运行时间。

联机菜单管理
您可通过 KitchenConnect® 访问全新在线菜单管理系统。
• 访问全球美食库，在这个包罗万象的资料库中选取食谱，或使用在线食谱创
建工具创建全新食谱/修改现有食谱。
• 将食谱下载到 USB 存储棒，并轻松上传至烤箱。
• 通过 KitchenConnect® 订阅，可直接远程“推送”食谱或菜单，或将之发送
至已连接的烤箱。

KitchenConnect® 访问/订阅
您可在购买烤箱后的前 12 个月内免费订阅 KitchenConnect®。
这将使您能够查看所有烤箱中用于监控和诊断的设备数据，
还可远程将菜单“推送”到您的烤箱中，并管理烤箱设置。
12 个月的体验结束时，您可以选择订阅 KitchenConnect®，
按月或按年续订均可。

为您带来更多可能

所附功能可免除您的后顾之忧

您对产品的满意度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这台设备浓缩 70 多年的高速烤箱设计和制造经验，
质量出众且经过严谨打造，您大可放心使用。
Merrychef conneX® 系列配有内置的自诊断系统，提供全面保修和服务支持，
令您再无后顾之忧。

由 KitchenCare® 提供支持
Welbilt 行业领先的支持服务 KitchenCare® 可提供
• 由授权服务合作伙伴组成的全球网络，提供全面的售后服务。
• 面向现场工程师的 Merrychef 培训和技术支持计划。
• 备件和售后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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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保修选项。

有关购买地点、服务方式以及我们的
旗舰烹饪支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
问 www.merrychef.com或关注
Welbilt公众号

Welbilt 可提供完全集成的厨房系统，而 KitchenCare® 售后零件和服务是产品的坚实后盾。
Welbilt 广受赞誉的品牌组合包括：Cleveland ™、Convetherm®、Crem®、Delfield®、
fitkitchen®、Frymaster®、Garland®、Kolpak®、Lincoln®、Manitowoc®、Merco®、Merrychef®
以及 Multiplex®。

带来创新体验 • www.welbil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