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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說明書用途
本出版物包含，型號 "Tribute" 飛輪食品

切片機的安裝、使用及維護說明。

本說明書為保障用戶的使用安全及本機的

耐用性，請詳閱本說明手冊，並遵照指示

使用及保養。

1.2. 說明書保存及注意事項
本手冊應確實交付機器的使用者，並將其

存放乾燥處，以便有問題時可供查詢，並

建議保留一份副本。

與製造商或授權代理服務中心連繫時，請

參閱ID標示牌數據和中文序列號，以利協助

處理產品相關問題。

製造商規範，在機器的使用期間必須保存

本手冊，如有必要（例如：損壞甚至部分

影響諮詢等 ），用戶必須購買一份副本說

明書，在轉售機器的情況下，要求用戶通

知製造商新用戶的連絡資訊。

1.3. 切片機使用及用途說明
請遵守製造商提供的機器的使用方法，且

原組裝配置為製造商唯一允許的配置。請

勿嘗試以不符合本說明手冊提供的方式使

用機器。

切片機僅可用於切割食品，並請依照後方

段落指出的食品類型和尺寸限制，使用本

產品。

製造商拒絕承擔任何因未正確閱讀或理解

本手冊內容，所造成的人員的使用問題與

使用不當的責任；或用戶自行進行的任何

修改和維修，使用非原廠零件或部件而引

起的任何責任。

VOLANO TRIBUTE

如有任何疑問，請立刻聯繫製造商或授權
代理客戶服務中心。

2. 總則

2.1 機器的使用限制及其安全規範
本機器的切片設計是有食品類型和大小限

制，如下段章節3.2、3.3和3.4所述

機器使用的環境條件

使用環境必須按照下方資訊:

- 溫度：從-5°C到40°C

- 最大相對濕度溫度：95％

本機器的使用，不能在戶外的場所或在接

觸到蒸氣、煙霧或腐蝕性粉塵的地方，有

火災或爆炸的危險性，並且無論任何使用

場所皆需有防爆設備。

一般安全規範

切片機只能由已仔細閱讀並了解本說明手

冊所有資訊的人員使用。使用者須年滿

18歲並具備完善的心理和生理狀況，並

且有能力和技能（具備正確使用能力和維

護所需要的簡單機械和電氣部件知識）方

可以操作本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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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守以下安全說明 :

 - 依照“安裝說明”部分中的說明安裝機器。

 - 將機器安裝在任何非使用相關的操作人

員，特別是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 使用機器時請注意安全，注意不要分心。

 - 不要穿寬鬆的衣服或袖口寬鬆的衣服，如

有必要，使用適當的帽子來保護頭髮。

 - 在進行切片操作時，不要讓任何人靠進機

器。

 - 不要自行拆卸，蓋住或更換與機身符合的

放置板，如有損壞，請及時更換。

 - 不要自行拆下保護裝置，也不要自行更換

或移除。

 - 僅可切割允許類型的物品。不要試圖切割

任何禁止物品。

 - 保持機器周圍的區域和操作人員地板清潔

與保持乾燥。

 - 請勿將機器當作支撐物，且不要放置任

何與正常切割操作無關的異物。

 - 當發生故障時，或疑似故障情況，例如:不

正常的運作，異常噪音等，請立即關閉機

器並尋求授權維修人員的協助。

 - 請使用防撕裂手套進行清潔和維護操作。

 - 只有當放置板完全縮回（遠離刀片）並且

觸輪完全向操作者移動時，才能放置或移

動準備要切片的物品。

- 不允許使用非製造商提供的配件。

 - 請聯繫製造商或授權服務人員進行任何特

殊維護操作（鏈條，刀片等）更換。

2.2. 保固及製造商責任
為保證機器順利運行，及產品正確的運

用，與本說明手冊中包含上述說明。

製造商不承擔以下直接和間接的責任：

- 未遵守手冊中的說明進行操作

- 由未閱讀並理解本說明書內容的人員
使用

- 安裝地點未符合規定

- 自行進行機器的修改或修理

- 使用非製造商提供的零件或使用非原裝
備件

- 特殊事件

若機器的轉移並無附上說明手冊，製造商
的責任即自動失效。

如果機器轉售給其他歐盟國家的二手用
戶，則主要用戶有責任提供本手冊的副
本，並需符合買方國家的語言和正確
的翻譯。

在機器轉移的情況下，原用戶需通知製造
商新用戶的資訊，以便得知重要的信息。

本出版物的原文，以義大利文書寫，是

解決與歐盟語言的解釋與翻譯有關的任何

爭議的唯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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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者注意事項
為保障用戶的保固權益，用戶必須嚴格遵

守本說明手冊中特別指出的注意事項：

 - 始終在規定使用範圍內操作本產品

 - 經常進行維護及持續保養

- 指定已閱讀本手冊且經過培訓的人

員操作本產品

2.4. ID 標示牌
如下圖，ID標示牌位於機器上：

 - 製造商、機器和技術數據之ID標示牌位
於機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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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技術規格表

底座 (可選購):
- 高度  ........................................................ 800 mm
- 重量  ............................................................ 47 kg

供應和配件
除非另有需求，機器隨附以下文件和配件：

-安裝使用和維護說明手冊

-配件：觸輪滑動導軌潤滑油

型號  Tribute
A 192 mm
B 230 mm
C 180 mm
D 420 mm
E 330 mm
F 465 mm
G 702 mm
H 540 mm
I 670 mm

型號  Tribute
尺寸 (圓形)         192 mm
尺寸 (矩形)            230x180 mm
最大切片厚度                3 mm
切片刀直徑    300 mm
重量   45 Kg
尺寸 (體積)                              500x400x800 mm

3. 技術規格及特色

3.1 尺寸對照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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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以切片的食品

如下所示：

 - 所有類型的冷盤（生、熟、燻）

 - 去骨肉類（不低於+ 3°C 的生或熟的
肉類）

 - 麵包和奶酪（顯然可以切片的類

型，例如Gruyere，Fontina奶酪等）

3.4 禁止切割的物品

切片機執行不能切片的物品會對財產和人身

造成嚴重破壞，如下所示：

 - 冷凍食品

 - 深層冷凍食品

 - 含骨頭的食材（肉和魚）

 - 一般蔬菜類

 - 任何其他類型的非食用物品

注意:  請勿嘗試切割任何禁止類型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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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介紹

4.1  開啟包裝

檢查包裝是否完好無損。如有損壞，請立即

通知托運人或本地代理商。

從包裝中取出機器：

- 從頂部打開紙板箱

- 取下機器的保護外殼

警告:

包裝部件（紙箱，墊片等）是相當於城市固

體廢棄物，因此很容易丟棄。但建議按照當

前的回收條例分開處理該包裝部件（廢物分

離）。

請勿隨意丟棄產品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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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機安裝:

- 小心的取出機器

- 放置在準備安裝的位置

機器及底座安裝:

- 小心的取出機器

- 將機器放置於底座上

- 調整底座上的安裝位置

9



VOLANO TRIBUTE

4.2. 主要零件

1. 托肉盤

2. 護刀板

3. 頂壓釘桿

4. 放置板(進料盤)

5. 觸輪

6. 飛輪操作手柄

7. 飛輪

8. 基座

9. 刀片保護板

10. 頂部垂直滑動 夾具

11. 進料盤_快速推進桿

12. 進料盤_推進手輪

13. 切片厚度調整器

14. 刀盤保護裝置

15. 支撐腳架

16. 刀片

17. 磨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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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產品說明
該切片機的設計和製造旨在提供使用、清

潔和日常維護過程的最大安全性。

使用不鏽鋼或其他已經充分防氧化的材

料，以及可能與切片的食品接觸的所有部

件的精心設計，以確保衛生程度。極高的

切割精確度和容量，以及結構的堅固性和

可靠性。

該機器基本上由基座、垂直設置的圓形

刀片和平行於刀片的滑動組及支撐板所

組成。

產品支撐板本由基座和放置板組成 ，該

放置板相對於刀片正交滑動以便切割食

品。放置板還配有可調節高度的自鎖裝

置，以便在切片過程中將食品固定在必

要的位置（頂部夾具 ） 。

觸輪移動和刀片旋轉完全是手動的。使

用飛輪操作手柄讓飛輪旋轉，槓桿將移

動觸輪 ，同時鏈條將帶動刀片旋轉。

在觸輪向前行進期間，平行於刀片進行

產品切割。切片的厚度可以通過機械裝

置調節，該機械裝置在觸輪每次返回行

程 時自動啟動，使滑動放置板與食品在

橫向方向上朝向刀片移動，使用預先設

定的刻度值進行切片。

所有機器部件均由輕質鋁合金、不鏽鋼

和塑料材料製成，用於食品用途，符合

現行衛生 法規。該機器配有磨刀器，易

於使用和安全性。可以取下支撐板，磨

刀器和刀盤保護裝置進行清潔。

4.3.1 使用過程中的風險
請勿在身心狀態不佳的情況下使用此切片
機；當切片機正在運作時請勿讓任何人靠
近。
要非常小心的置放欲切片食品，切勿分心!

只能切割允許被切片的食品，切勿嘗試去切
禁止切片的物品。

在進行切割、清潔、上潤滑油保養或是磨刀
時，請務必戴上防撕裂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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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裝說明

5.1  機器安裝
如果不使用底座（可選購），請將機器安

裝於適合支撐機器重量的水平桌面上，並

且保持乾燥。

見章節3.1，以確保飛輪運作時，觸輪移動

或切片產品的裝載沒有障礙。

5.2  操作說明

5.2.1 使用飛輪

順時針轉動飛輪（1）帶動觸輪隨支撐板移

動，同時刀片旋轉。

VOLANO TRIBUTE

5.2.2 切片厚度調整

可以通過在刻度尺上槓桿（2）來調整切片

厚度。 調整範圍：見章節3.2。

5.2.3. 進料盤推進手輪

此手輪（3）可以讓您將食品與放置板快速

移動到刀片上，或在切割操作之後將其移

開，以及進行細微調整。

5.2.4 進料盤快速推進桿
該桿（4）可以讓您在切割操作時將食品與

放置板快速移向及移開刀片，或向下移動並
將其保持在適當位置。

該操作比用手輪（3）執行時更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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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切片機的使用

6.2 啟用切片功能

- 啟動飛輪，請順時針旋轉（不要逆時針轉

動飛輪，以免造成機器嚴重損壞。

- 在觸輪行進期間（遠離操作人員）時，食

品將進入刀片和護刀板中切片，並落在托
肉盤上。

- 在觸輪返回期間（朝向操作人員），將
放置板沿橫向移動到刀片上，以預定值

使用切片厚度調整。

6.1  裝載切片食品
- 啟動飛輪（1），將觸輪（2）完全向
前（朝向操作人員）。

- 使用操作手柄（4）或快進桿（5）完全反

向（遠離刀片）滑動放置板（3）。

- 將待切片的食品放在放置板上，用頂
部夾具（6）將其鎖定，方便調節高度。

- 通過從0到10的刻度的切片厚度調

整器（7）來調整所需的切片厚度。

-  使用快進桿或手輪將放置板及食品向
前（朝向刀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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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切片機清潔

6.3.1 總則
每天需至少徹底清潔一次機器，或必要時

更頻繁地清潔機器。長時間或一段時間不

使用後，必須在使用前清潔。

注意切割危險!

請使用防撕裂手套，並謹慎執行所有操
作。不可分心!

 - 取出托肉盤（1）

 - 鬆開旋鈕（2）抬起放置板（3）及其頂

部夾具。

使用溫水（不低於+30℃的溫水）和可生

物降解的發泡洗滌劑，清潔所有拆卸的部

件及機器主體等，並使用柔軟的海綿布擦

拭，如有必要，可使用尼龍刷進行尖銳部

分和頂部區域的清潔，並在溫水沖洗後，

用柔軟的海綿布擦乾。

注意: 請勿使用水柱或蒸氣等任何類似方式
清潔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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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總則

操作人員可以執行的維護操作：

- 定期磨刀：

磨刀的頻率和持續時間，取決於設備的使
用（操作時間和切片物品）

- 觸輪和放置板滑動導軌潤滑：每週一次

僅限委託給製造商授權製服務人員的操作：

-   刀片更換、磨刀器更換、鏈條更換

-  修理和/或重新安置基座下方的部件

7.2 磨刀器操作說明

在切割功能變鈍後，請立即進行如下操作：

注意: 切割危險! 請使用防撕裂手套，並謹慎

執行所有操作。不可分心!

-  鬆開磨刀器鎖定旋鈕（1）

-  抬起磨刀器並將其旋轉180°

- 小心地降低磨刀器，刀片將自動位在兩個
砂輪之間

-  重新鎖定旋鈕（2）

-  旋轉飛輪，同時按下按鈕（3）約10-15秒

-  停止旋轉，並在背光中驗證刀刃上是否形
成輕微毛刺狀

-  將飛輪重新設置為旋轉狀態，同時按下按
鈕（4）2-3秒

-  將磨刀器恢復到原來的位置

注意：不要對去毛刺操作（4）過度施

力（超過2-3秒），以防止損壞刀刃的

彈性。

7. ›保養及維修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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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潤滑劑使用說明

-  在桿(1) 和齒輪連接處，以及切

片厚度調整鈕(2)上滴入一些油

-  在孔（3和4）中滴入一些油

-  將油分別滴在（6和7）的位置

-  在飛輪與切片機機身連接處滴

入一些油（5）

-  簡單試轉飛輪

注意：僅可使用透明凡士林油，
 

請勿使用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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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拆卸切片機

這些機器由以下部分組成：

- 機身由鋁合金結構組成

- 不鏽鋼嵌件和各種部件

- 塑料等。

如需第三方進行拆卸作業時，僅能委託合
格的受權企業處置上述部件。

在自行拆卸的情況下，請對各類型的部件
進行分類，並交給授權企業進行處理。

始終遵守切片機使用國及地區的現行法規。

注意: 請務必諮詢製造商或授權服務人員，
理解刀片的拆卸和後續處理方式，以便保障
安全地進行作業。

請勿在禁止進入的區域內（障礙或標誌）
進行廢棄物丟棄，此行為將造成嚴重的人
身危險，特別是對於兒童和動物。以上，
所有責任都需由使用者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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