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SK

烹饪和保温烤箱
型号 1200-SK

标准功能
• 脚轮（两 [2] 个刚性连接，两 [2] 个旋轴连接且带制动）

• 两 (2) 个单点，可拆卸的直探针

• 承滴盘和带排放管的滴油盘

• 高级型号配备可编程的触摸屏控制

• 简单型号配备可编程的控制

• 高级型号配备 HACCP 数据收集功能

• 通过USB端口轻松上传/下载菜谱

• 高级型号配备 SureTemp™ 恢复加热功能

• 两 (2) 个不锈钢侧边架，带十五 (15) 个烤盘位置，中心间距 36mm

• 可拆卸的外部承滴盘

• 木片盘和木片样品包 

GN 1/1 — 530mm x 325mm x 65mm

GN 1/2 — 265mm x 325mm x 65mm

每个炉腔的最大重量：54 kg  
每个炉腔的最大体积：56.8 升

包括六 (6) 食品架（每个炉腔 3 个）。需要额外的食品
架才能达到最大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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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炉腔容量

显示高级控制

烟熏烤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注入实木的浓厚味道。不需要压力烹饪或
人工烟熏味。 

柔和、低慢的 Halo Heat® 技术均匀环绕在食物周围，无需使用极热的
部件、增加湿度或添加风扇。这种可控、均匀的加热方式可以在整个热
烟熏过程中保持精确的温度，让食物的质量更好，保温时间更长。

通过简单或高级控制采用时间或探针进行烹饪。探针感知内部产品温
度，在达到设定的温度时，自动将烤箱从烹饪模式转为保温模式。

无需人工介入、可以整夜烟熏和保温，并且操作简单，能节省人工成本，
提高效率。

先进的控制功能，设计简明，用户界面直观友好并且菜谱可编程，让每
次烹饪都能遵循标准。 

ChefLinc™ 是基于云的远程烤箱管理软件，精简流程并以数据驱动的解
决方案最大化利润（仅限高级控制）。

ISO 9001：2015 年认证。

配置（每项选择一种）

型号
	■ 简单
	■ 高级 

	■ 以太网选项 (5032090)
箱门选项
	■ 右开门，固体门，标准
	■ 右开门，窗式门
	■ 左开门，固体门
	■ 左开门，窗式门

特殊探针配置（如适用）
	■ 多点探针 (5017133)

电气
	■ 120V, 1Ph
	■ 208-240V, 1Ph
	■ 230V, 1Ph

脚轮和支脚
	■ 89mm 脚轮，两 (2) 个刚性连接，两 (2) 个旋轴连接且带制动，可选 

(5027133)
	■ 127mm 脚轮，两 (2) 个刚性连接，两 (2) 个旋轴连接且带制动，可选 

(5027112)
	■ 152mm 支脚，一组四 (4) 个
	■ 152mm 地震支脚，一组四 (4) 个

可选配件（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

减震器和把手
	■ 周边减震器
	■ 推/拉把手套件

其他探针
	■ 真空探针 (PR-36576)
	■ T 型把手探针，高级型号每个炉腔最多六 (6) 个 (PR-46998) 
	■ 直探针，高级型号每个炉腔最多六 (6) 个（烤箱附带两 [2] 个） 

(PR-46999)
滴油盘，食品架，支架
	■ 带排放管的滴油盘 (5025893)
	■ 不带排放管的滴油盘 (1034371)
	■ 加大容量的外部滴油盘 (5030659)
	■ 食品架，不锈钢 (SH-2325)
	■ 肉块架，上肋 (HL-2635)
	■ 肉块架，蒸汽架（自助餐厅）(4459)

清洁剂
	■ 一 (1) 瓶 32 盎司的 Alto-Shaam 无腐蚀性清洁剂 (CE-46828)
	■ 六 (6) 瓶 32 盎司的 Alto-Shaam 无腐蚀性清洁剂 (CE-46829)

配件，杂项
	■ 带钥匙的门锁 (5028755)
	■ HACCP 数据记录器，针对简单控制型号（高级控制型号为标准配置）

木片，0.9 kg 包
	■ 樱桃 (WC-22540) ⬜ 枫木 (WC-22544)
	■ 苹果 (WC-22542) ⬜ 核桃木 (WC-2828)

Lifetime Warranty

在所有烹饪和保温加热部件上
（不包括人工）



烹饪和保温烤箱
型号 1200-SK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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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高 x 宽 x 深）
每个炉腔

净重 装运尺寸（长×宽×高） 装运重量

683mm x 479mm x 673mm 188 kg 991mm x 991mm x 1372mm 234 kg

烤箱应安装在水平表面。

切勿将烤箱安装在可能遭受蒸汽、油脂、滴水、高温
或任何其它严重有害条件影响的区域。

参见当地的安装规则了解对烟熏器通风的要求。

显示简单控制和 89mm 
脚轮

显示减震器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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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和保温烤箱
型号 1200-SK

热量 温度

电气

烹饪温度范围： 
94°C–163°C

保温温度范围：  
29°C–96°C

1200-SK 烟熏器
1200-SK 电压 相位 赫兹 美国线规 IEC 安培 断路器（安培） 千瓦 插头配置 认证

208‒240V** 208 1 60 8 — 33 50 6.9

Alto-Shaam 提供许多
常用的电源线和插头配

置。请联系厂家以获取选
项信息。

240 1 60 8 — 37 50 8.9
230V 230 1 50/60 8 — 36 50 8.3

230 1 50/60 8 — 25 32 5.7*
380-415V 380 3 50/60 10 2.5 20 25 7.7

415 3 50/60 10 2.5 22 32 8.9

电气连接必须符合所有适用的国家、省级和地方规范。 
*降低功率配置。 
**要求使用专用电路。

热量排放
1200-SK 热增益，

BTU/小时
热增益，

千瓦
1,662 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