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ombi® Classic。
高效生產。 堅固耐用。 
穩妥可靠。



您的想法。 按照您指定
的規則實現。

每天都在挑戰能力極限，同時仍要保持創造力，需要
製作大量食品，同時仍要符合高標準，需要面面俱
到，同時仍要保持專注。 這就是廚師的日常生活。 
還有更好的主意嗎？ 也許可以利用具有多樣化性能的
烹飪系統。 無需過多的準備。 可以煎烤、燒烤、烘
焙、油炸、燜燉、蒸煮。 堅固耐用、便於操作，且適
合專業廚房中繁忙的需求。 讓廚師的想法成為現實。 
穩妥可靠。 由他制定規則。 品質絕佳。

 結果
iCombi Classic。 該解決方案適用於手
藝精通，並需要利用可靠技術應對日常
挑戰的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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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bi Classic。 

性能是所有細節優勢的結合。
iCombi Classic 是一台真正的多功能廚具，它將很快成為您廚
房中不可或缺的幫手。 占地不到 1 m2，可替代眾多傳統的烹
飪設備，堅固耐用、性能強大、實用且高效。 便於使用。 大
量功能可確保高出色的烹飪品質，效果令人驚歎。 如此利用您
作為廚師的經驗，結果始終能夠如願以償。 

 令人信服
一種結合了高生產率和高食品品質
的工具。 

 rational-online.com/sg/iCombiClassic

LED 烹飪室照明設備
信任很寶貴，有效控制更穩妥： 具有高光強

和中性光色，可以快速識別食物的外部烹
飪程度。

清潔和除垢
自動清潔，甚至在夜間清潔，採用無磷酸鹽的清潔片，

並減少清潔劑消耗 - 無與倫比的潔淨。 該護理系統還
可以防止結垢。

 第 10 頁

風扇葉輪
多達 3 個風扇輪以及烹飪室的幾何形狀可確保最佳熱量分配，從

而向食材中輸入大量能量。 獲得一致的結果和高效生產率。
 第 06 頁

ClimaPlus
除濕性能和濕度調節（以 10% 的步幅）的峰值創造了精確

的烹飪室氣候。 迅速獲得結果。
第 06 頁

輕鬆程式設計
多達 100 個程式的單獨程式設計，多階段的
烹飪流程包含多達 12 個步驟。 實現可無限重

複的效果。 
 第 08 頁

操作簡單
具有推送功能的旋轉輪、彩色顯示
幕、使用者介面上有代表性的符號 - 
借此您可以直觀、無誤地開展工作。 

 第 08 頁

經過擴展的網路
可選的 LAN 或 WiFi 介面方便集成到 ConnectedCooking 系統，

即 RATIONAL 莱欣诺® 的聯網解決方案。 如用於集中創建單個
程式和衛生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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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多面手
更高的性能、更高的生產
率、更少的資源消耗。

 rational-online.com/sg/ClimaPlus

得益於測量和控制中心所提供的統一、個性化的烹飪室氣候，iCombi Classic 將
以持續穩定的高水準發揮功能。 得益於強大的新鮮蒸汽發生器，蒸汽飽和度達到
最佳。 得益於強大的除濕功能、更多的風扇葉輪和最佳的烹飪室幾何形狀。 如
此便可以為食物提供精確的能量 - 如有需要，還可以提供尤其強有力的能量。 結
果：裝載量大，所有裝料層均具有出色的均勻性。 能耗和水耗減少多達 10%。 
針對一個目標： 鬆脆外皮、美味的燒烤圖案、香酥的裹面層，讓廚師備受好評。

適合您廚房日常需要的生產力。
獨特的烹飪能力

最高
蒸汽飽和度

最高 105 升/秒

除濕

300 °C
熱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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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獨立編程
結果是否滿意？ 然後儲存最多擁有 12 個
步驟的烹調程序。 此外，您最多可以進行 
100 個烹調程序。 

 實現高度標準化、安全性和品質。

熱空氣操作模式
迴圈熱空氣以單獨調節的風速，從各個側面
繞食材流動。 其性能儲備甚至可以滿足短
時煎烤、低溫冷凍食品（如墨魚、炸薯條）
或烘焙食品在滿負荷裝料時的需求。 

   強大的性能可實現出色的效果。

組合操作模式
熱蒸汽的優點與熱空氣的優勢相結合：烹飪
時間短、煎烤損耗低，且香味四溢、色澤令
人胃口大開。 效果出色。 

  無烹飪損失、不會變乾，同時確保出色
的品質。

可以如此迅速： 短時間後，您便可以超乎想
像地流暢操作 iCombi Classic。 得益於其簡
單的操作、有代表性的符號，以及具備推送
功能的旋轉輪。 輕鬆簡單。

rational-online.com/sg/iCombiClassic

一切皆可調節。 簡單直觀。

蒸汽操作模式
濕度設定為 10% 的即時蒸汽發生器可以產
生衛生的即時蒸汽。 結合恒定的烹飪室溫
度，可確保最佳的蒸汽飽和度和均勻的烹
飪進程。

 
  色澤令人胃口大開、口感緊實，並保留
營養和維他命。

30 –130 °C 30 –300 °C 30 –300 °C

操作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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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 iCombi Classic 的工作多麼嚴峻，自動清潔都能為每種污
染找到正確答案。 強力、輕柔、中等。 使用不含磷酸鹽的清
潔片。 無論白天或晚上。 或進行臨時清潔，甚至不添加清潔
片。 採用護理系統，甚至無需實施成本高昂的水軟化處理和對
蒸汽發生器定期除垢。 可透過顯示螢幕輕鬆快捷地選擇所有清
潔等級，如此清潔程式易如反掌。 

 始終關注一個重點
您始終可以利用在衛生方面令人
放心的烹飪系統輕鬆開展工作。

 rational-online.com/sg/cleaning

始終光芒四射。
有效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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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性。

您可以反覆精打細算： 帳單一目了然。

 一筆合算的投資
透過一筆投資實現極短的投資回
收期，同時在工作時享受更多樂
趣。

rational-online.com/sg/invest

性能更高，消耗更少。 因為您節省了大量的傳統烹飪設備，從
而削減了大量投資成本。 因為您減少了原材料、油脂和能量的
消耗，因此不再需要大量資源。 因為經過環保認證的生產、高
能效的銷售物流和無磷酸鹽的清潔劑代表了可持續的行動，堅
決杜絕泯滅良知的惡念。

您的收益 計算方法 您的額外收入  
每月 每月

請您自己計算 

肉類/魚類/禽類

減少煎烤時的食物損耗，平均可減少高達 
25 %* 的原材料使用。

原料成本
74.628  €

使用 iCombi Classic 的原料成本
55.971  €

= 18.657  €

能源

憑藉較短的預熱時間和現代控制技術，耗電
量最多可減少 70 %*。

消耗
6.300 千瓦時 × 0,70  € 每千瓦時

使用 iCombi Classic 的消耗
1.890  千瓦時 × 0,70  € 每千瓦時

= 3.087  €

油脂

油脂幾乎是多餘的。 您的原料採購和處置
成本最多可降低 95 %。*

原料成本
339 €

使用 iCombi Classic 的原料成本
17 €

= 322 €

工作時間

透過預烹飪、簡便的操作和自動清潔獲得
的利潤。 少 70 小時 × 31 €** = 2.170  €

水質軟化/除垢

自動清潔和除垢功能完全消除了這些成本。

常規成本
435 €

使用 iCombi Classic 的成本
0 €

= 435 €

您每月的額外收入 = 24.671 €

您每年的額外收入 = 296.052 €

* 與傳統的烹飪技術相比。 
** 廚師/清潔工工時報酬的混合計算。

請您親身體驗。
該示例基於一家每天準備 200 份餐的普通餐館，使用
兩台 iCombi Classic 10-1/1 設備。 對比設備不配備 
ClimaPlus。

1312



可持續性。

利於環境，改善收益。

可持續方案節省資源，節約資金： 高效製作和後勤、節能方面
的新標準以及舊設備的返還，對於 RATIONAL 莱欣诺® 而言完
全理所當然。 iCombi Classic 在您的廚房中的可持續性同樣不
言而喻： 與傳統廚房設備相比，您可以節省能源。 減少原材
料的使用。 減少生產過剩。 而且烹飪更健康。

 為了環境
如此您可以實現健康烹飪，並確
保理應得到重視的生態平衡。

 rational-online.com/sg/green

廚房中的日常：艱苦嚴峻。 因此 RATIONAL 莱欣诺
® 組合式蒸鍋堅固耐用，且經過精心製作。 一方面由
德國製造，另一方面由「一人一機」的原則成就這一
點。 這意味著在生產過程中，每個人都對其烹飪系
統的品質負全部責任。 透過型號銘牌上的姓名明確標
識。 我們對供應商的要求同樣嚴格： 重點在於高質
量標準、持續改善，以及確保產品的可靠性和使用壽
命。 如此這款年代久遠的 RATIONAL 莱欣诺® 組合
式蒸鍋已使用 40 多年也完全不足為奇。

久經考驗的產品品質。

iCombi Classic 經
久耐用。 經年累月
的考驗。

 您完全可以信賴它們
適合日常使用、堅固、耐用 - 值得信賴
的合作夥伴。

rational-online.com/sg/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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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細節。

提供一切所需。 至臻至善。

2

如果需要在工作中表現出色，那麼在技術上
也必須裝備精良。 因此 iCombi Classic 配
有：

1 LED 烹飪室照明設備2 設備監控和通過 
ConnectedCooking 下載 HACCP 資料（僅
結合選裝的 LAN 或 WiFi 介面）3 立式設備
的新密封系統4 集成手持噴淋器 5 新鮮蒸汽
發生器6 含有熱反射特殊塗層的雙層玻璃門

另外： LAN / WiFI（可選）、集成式滴液
槽、離心油脂分離

1716



3 4

652

1

 RATIONA 原廠配件
如果效果令人印象深刻，那麼考
慮細緻周到的配件同樣功不可
沒。

rational-online.com/sg/accessories

配件。

為您取得成功保駕護航的合
適配件。

您瞭解流程方法，而 iCombi Classic 是您的工具，為您取得理想結果提
供支援。 即使配備正確的配件。 從具有出色導熱性的燒烤盤，到功能強
大的抽油煙機和冷凝罩，再到實用的底架。 不論這些配件都用於哪種目
的，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堅固耐用，性能強大且高效。 每天都是如
此。 

1 CombiFry 2 花崗岩搪瓷容器 3 平煎
烤鍋 4 煎烤盤 5 烤盤和披薩餅盤 6 多功
能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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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bi Classic 型號概覽。

在工作繁忙時也同樣從容不迫。

iCombi Classic 可提供不同尺寸的規格，其
效能必能滿足您的需求，而不是背道而馳。 
20 或 2,000 份餐？ 開放式烹飪？ 廚房面
積？ 電氣型？ 燃氣型？ 6-1/1？ 20-2/1？ 
您的廚房適合哪種型號？ 

有關選裝件、功能和配件的所有資訊，請造
訪：rational-online.com

iCombi Classic 6-1/1 10-1/1 6-2/1 10-2/1 20-1/1 20-2/1

電力型和燃氣型

容量 6 × 1/1 GN 10 × 1/1 GN 6 × 2/1 GN 10 × 2/1 GN 20 × 1/1 GN 20 × 2/1 GN

每天烹煮份數 30–100 80–150 60–160 150–300 150–300 300–500

縱向裝載層 1/1, 1/2, 2/3, 1/3, 2/8 
GN

1/1, 1/2, 2/3, 1/3, 2/8 
GN

2/1, 1/1 GN 2/1, 1/1 GN 1/1, 1/2, 2/3, 1/3, 2/8 
GN

2/1, 1/1 GN

寬度 850 mm 850 mm 1072 mm 1072 mm 877 mm 1082 mm

深度 (包括门把手) 842 mm 842 mm 1042 mm 1042 mm 913 mm 1117 mm

高度 754 mm 1014 mm 754 mm 1014 mm 1807 mm 1807 mm

進水口 R 3/4" R 3/4" R 3/4" R 3/4" R 3/4" R 3/4"

出水口 DN 50 DN 50 DN 50 DN 50 DN 50 DN 50

水壓 1.0 - 6.0 bar 1.0 - 6.0 bar 1.0 - 6.0 bar 1.0 - 6.0 bar 1.0 - 6.0 bar 1.0 - 6.0 bar

電力型

重量 93 kg 121 kg 131 kg 160 kg 231 kg 304 kg

設備功率 10.8 kW 18.9 kW 22.4 kW 37.4 kW 37.2 kW 67.9 kW 

保險絲 3 × 16 A 3 × 32 A 3 × 35 A 3 × 63 A 3 × 63 A 3 × 100 A

主電力「電壓依各國需求可作變更」 3 NAC 400 V 3 NAC 400 V 3 NAC 400 V 3 NAC 400 V 3 NAC 400 V 3 NAC 400 V

「乾烤」功率 10.25 kW 18 kW 21.6 kW 36 kW 36 kW 66 kW 

「蒸汽」功率 9 kW 18 kW 18 kW 36 kW 36 kW 54 kW 

瓦斯型

重量 101 kg 139 kg 128 kg 184 kg 276 kg 371 kg

用電設備功率 0.6 kW 0.9 kW 0.9 kW 1.5 kW 1.3 kW 2.2 kW

保險絲 1 × 16 A 1 × 16 A 1 × 16 A 1 × 16 A 1 × 16 A 1 × 16 A

主電力「電壓依各國需求可作變更」 1 NAC 230 V 1 NAC 230 V 1 NAC 230 V 1 NAC 230 V 1 NAC 230 V 1 NAC 230 V

進氣口／接頭 3/4" IG 3/4" IG 3/4" IG 3/4" IG 3/4" IG 3/4" IG

天然氣／桶裝瓦斯 G30 *

最大額定熱負荷 13 kW/13.5 kW 22 kW/23 kW 28 kW/29.5 kW 40 kW/42 kW 42 kW/44 kW 80 kW/84 kW

「乾烤」功率 13 kW/13.5 kW 22 kW/23 kW 28 kW/29.5 kW 40 kW/42 kW 42 kW/44 kW 80 kW/84 kW

「蒸汽」功率 12 kW/12.5 kW 20 kW/21 kW 21 kW/22 kW 40 kW/42 kW 38 kW/40 kW 51 kW/53.5 kW

* 為正常運行，請確保相應的接駁流壓：
 天然氣 H G20： 18–25 mbar (0,261–0,363 psi)，天然氣 L G25： 20–30 mbar (0,290–0,435 psi)，液化瓦斯 G30 和 G31： 25–57,5 mbar (0,363–0,834 psi)。
XS 和 202 電力型： ENERGY STAR 將此類裝置版本列入免認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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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Plus
一切皆追求同一個目標： 這樣您
就可以長時間享受一次投資所帶
來的愉悅，並始終從烹飪系統中
獲得最佳效果，也不會苦於創意
枯竭。

rational-online.com/sg/ServicePlus

iCombi 現場體驗。

無需多言，請自己嘗試。

有了充足的理論，請親自實踐，因為親身經歷比任何語言都更
有說服力： 體驗正在運行中的 RATIONAL 莱欣诺® 烹飪系統、
感受其強大功能，並嘗試各種使用方法。 無拘無束地生活就在
您的身邊。 您對自己的需求和應用方案還有疑問，或需要瞭解
更多資訊？ 歡迎致電垂詢，或傳送電子郵件聯絡我們。 關於更
多資訊、詳情、視訊和客戶評論，請造訪 rational-online.com

「參加現場體驗活動之後，
我們決定使用這套烹飪系
統。」

TAMALA 咖啡吧（賽普勒斯，Kiti）
的所有者兼經理 George Kailis

ServicePlus。

一段傳奇友誼的開始。

透過匹配的服務，RATIONAL 莱欣诺® 烹飪系統與您的廚
房渾然融為一體： 首次諮詢、嘗試烹飪、安裝、個人啟
動訓練、軟體更新、ChefLine、針對個性化問題的熱線
等，在 RATIONAL 莱欣诺® 應有盡有。 或者您可以前往 
RATIONAL 莱欣诺® 學院繼續學習。 同時，您還可以隨時聯絡
一家經過認證的 RATIONAL 莱欣诺® 經銷商： 經銷商非常瞭
解烹飪系統，將為您的廚房找到合適的產品。 如果發生緊急情
況，遍及全球的 RATIONAL 莱欣诺® 服務將迅速到位。

 立即聯繫
電話：+65 68095850
info@rational-online.sg

rational-online.com/sg/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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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Cooking Systems Pte Ltd
(a subsidiary of RATIONAL International AG)
2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ark 
#02-15/17 German Centre
Singapore, 609916

Tel +65 68095850
Fax +65 68095899

info@rational-online.sg
rational-online.com xx

.x
x.

xx
x ·

 V
-0

1 
· M

D
S/

Le
no

 · 0
8/

20
 · z

ht
w

_T
W

保
留

由
於

技
術

進
步

而
進

行
更

改
的

權
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