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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重要的保護措施 

在使用您的 Blendtec® Stealth™ 攪拌機前，請仔細閱讀所有的指示。

1.1 安全認證

Stealth 攪拌機及配件均獲 ETL 認定符合 UL 標準 (ANSI/UL 763) 2012/01/31 期， 
並符合 CSA 標準 C22.2 第 195 期： 1987/03/01.

1.2 健康認證

Stealth 攪拌機和配件均獲得 NSF International (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認證。

1.3 避免接觸移動零件 

讓雙手、頭髮和衣服遠離所有移動零件。在操作期間，確保所有器具遠離驅動插口和
攪拌機葉片。當攪拌機運轉時，切勿將手放入攪拌機廣口瓶中，或用手添加物質。如
果攪拌機馬達正在運作，絕不將廣口瓶放入驅動插口。當攪拌機正在運作時，請勿搖
動它。到運作完成之前，都要讓攪拌機廣口瓶維持直立向上。這些預防措施將能防止
個人傷害和損壞攪拌機。

1.4 電源線預防事項

不要使用損壞的電源線或插頭來操作攪拌機。如果電源線已損壞，一定要由 Blendtec 
或其中一家合格的服務代理商進行替換，以避免造成危險。不要讓電線懸在操作檯的
邊緣。該機器絕不可與延長線搭配使用。在移除隔音箱、更換攪拌機位置或進行清潔
前，請先拔下攪拌機的插頭。

1.5 電源線插座

請確保為攪拌機提供動力的插座，永遠方便取得及使用。

1.6 電路預防措施

不要在與攪拌機相同的電路上使用其他電氣設備，不然您可能會造成電路超載，而且
損壞攪拌機電子零件或燒斷電路保護器。

1.7 進水損壞及不當使用

防止液體滲入馬達底座相當重要。馬達底座本身在設計上會使液體改向，以防止其滲
入。但在某些大量溢出或缺乏適當清潔程序的情況下 (請參閱第七節)，液體有可能滲
入馬達外罩中。請務必立即清理在馬達上、流理台四周和隔音箱底座 (若已使用) 下方
的所有溢出物。否則液體可能會被牽引至馬達中，而提早發生故障。這種故障原因被
視為不當使用，並未涵蓋於保固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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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攪拌機葉片 

攪拌機葉片相當尖銳，請小心處理。

1.9 不適合用於 攪拌機廣口瓶的物質

絕不可將金屬 (例如器皿)、石頭或其他硬物，放入攪拌機廣口瓶中。此類物質足以造
成傷害與損壞。此類物品所造成的損壞不在保固範圍內。

1.10 使用 攪拌機蓋子

為防止攪拌機的食材飛出廣口瓶造成一團亂，攪拌之前請務必用蓋子蓋緊攪拌機。

1.11 非 Blendtec 銷售的附加裝置

請勿使用任何非 Blendtec 銷售的附加裝置，來操作攪拌機。將此類附加裝置與攪拌
機搭配使用，將會使保固失效，並可能造成火災、觸電或傷害。

1.12 如果在大量使用之後碰觸金屬底座，請格外小心

在多次循環後，攪拌機的金屬底座可能會變燙。在大量使用之後，請避免碰觸底座。

1.13 清潔馬達底座 

切勿用水刀清潔馬達底座，或將底座浸在水中。否則將使保固失效。

1.14 馬達的維修和調整

攪拌機馬達並未包含可由使用者自行調整或自行維修的零件。必須由 Blendtec 合格
的服務代理商進行所有的維修和調整。移除馬達底座護蓋或維修攪拌機將會使保固無
效。

1.15 裝置故障與損壞

如果攪拌機故障，停止使用攪拌機。請致電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國際客戶應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如果攪拌機因任何方式摔落或損壞，立刻將其送回至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國際客戶則請送回至 Blendtec 合格服務代理商)，以便進行
檢查、修復、電氣或機械調整或可能的更換事宜。

保存這些指示，作為未來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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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組件總覽

2.1 攪拌機馬達底座

2.2 控制表面
亮起的電容式觸控表面，採用直覺易用的介面和微調的攪拌控制功能。

馬達外罩 
會容納所有的元
件，並實現最佳的
聲音與氣流控制效
果，以便更低溫、
更寧靜地運作。切
勿取下馬達外罩。

攪拌機馬達 
含有可讓攪拌機運
轉的機械，包括電
動馬達和傳動列。

控制表面 
電容式觸控 LED  
介面，並配有直覺
的控制圖示和資訊
螢幕。

驅動插口 
與廣口瓶葉片軸直
接驅動耦合。插口
為終身保固。

捲動 (可見於程式設定模式)

電源

模式

滑桿控制列

預先程式設定的循環按鈕

取消/離開

瞬轉

選擇 (可見於程式設定模式)

USB 連接埠 
連接至快閃記憶體
裝置，以輕鬆快速
地進行程式設定。

圖 1.馬達底座

圖 2. 控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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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攪拌機廣口瓶組件

2.4 隔音箱
隔音箱在設計上能減少攪拌機運轉時的噪音，提供您最寧靜的攪拌體驗。

2.5 電源規格
Blendtec Stealth 具有下列電源規格。

型號 (110/120 伏特) 安培 瓦特

在流理台上的 Stealth (CQB) 15 1800

在流理台隔板上的 Stealth (IQB) 15 1800

需使用專用的 20 安培式斷路器或保險絲，來保護 Blendtec 110/120 伏特的攪拌機。

廣口瓶 
以安全耐用、不含酚甲烷的 Eastman Tritan™ 
共聚酯製成，能提供最佳的效能和安全性，而
且清晰看見。

葉片組件 
以不銹鋼製成，其設計能確保快速一致的攪
拌效果。

蓋子 
方便處理，並能在高速運作下迅速移除。

圖 3. 攪拌機廣口瓶組件

圖 4. 隔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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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220/240 伏特) 安培 瓦特

在流理台上的 Stealth (CQB) 8 1800

在流理台隔板上的 Stealth (IQB) 8 1800

需使用專用的 10 安培式斷路器或保險絲，來保護 Blendtec 220/240 伏特的攪拌機。

第三節：拆封

3.1 包裝中的物品
您應該會收到下列物品：

• Stealth 攪拌機底座

• 含蓋子的攪拌機廣口瓶

• 隔音箱

3.2 將攪拌機拆封 

• 從紙箱中拿出攪拌機馬達底座、隔音箱元件、廣口瓶和蓋子。

• 解開電源線。

• 檢查任何阻擋攪拌機馬達底座通風孔的包裝材料，並將其移除。

• 檢查所有的物品，確認在運送途中沒有發生損壞。

• 如果發生任何損壞，請立即致電 1-800-BLENDTEC 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適用於美國客戶)，或 Blendtec 其中一個合格的服務代理商 (適用於國際客戶)。

注意：請保留所有包裝以作為將來存放或運送之用。 

3.2 記錄序號和運送日期
在下方的空白處，記錄攪拌機底座序號和購買日期。

攪拌機序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購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次聯絡 Blendtec 或其合格服務代理商時，請參考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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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安裝

4.1 安裝在流理台上
• 為攪拌機選擇一個靠近插座的位置。並請考慮食材的臨近性、您希望攪拌機與客
人距離多近，以及可用的檯面空間。 

• 在流理台上放置攪拌機時，請放置在不會阻擋側邊上的進氣通風孔和攪拌機後方
之排氣的位置。

• 確保裝置上方和四周具有足夠的空間，能讓隔音箱順暢無阻地移動 (請參閱圖  
5 的測量數值)。

• 將裝置的插頭，插入具有適當電氣保護機制的插座中。

4.2 安裝在流理台隔板上的相關準備
注意：您可以將 Blendtec Stealth 攪拌機，放置在和之前置於流理台隔板上的 
Blendtec 攪拌機一樣的空間中。只要記得確保隔音箱有適當的間距就好 (請參閱圖  
5 的測量數值)。

• 確認希望擺放攪拌機的位置。請考慮食材的臨近性、您希望攪拌機與客人距離 
多近，以及可用的檯面空間。並請確保插座方便取得及使用。

• 確保此位置能滿足所有的空間需求 (參閱圖 5 和圖 6)。

圖 5. 攪拌機尺寸

24.4"

(620 毫米)

4.1"

(104 毫米)

9.0"

(230 毫米)

8.5"

(217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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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理台隔板厚度不能超過 ¾ 英吋 (19 毫米)。如果流理台隔板比較厚，將會
妨礙馬達通風。

 ▶ 如果安裝的攪拌機不只一個，請在攪拌機之間預留自中心算起 14-16 英吋 
(356-506 毫米)。

 ▶ 如果安裝隔音箱，請在隔音箱與牆壁之間至少空出 5½ 英吋 (140 毫米)，並
在流理台隔板和任何櫃檯式細木家俱之間至少空出 26 英吋 (660 毫米)。

 ▶ 如果細木家俱的高度較低，請確保具有足夠的氣流。 

• 攪拌機會將周圍的空氣吸至馬達上方的通風孔中，然後透過馬達底部 
的通風孔來排空熱氣。一定要有充分的空氣量在馬達四周流通，以利 
冷卻。 

• 流理台隔板和櫥櫃的下一層之間至少應有 6½ 英吋 (165 毫米) 的空間，
讓馬達底部和下方層架之間至少保留 3 英吋 (76 毫米) 的空間。不應關上
細木家俱；它應該要讓空氣自由地從櫥櫃空間的外面流入裡面。塑膠袋
和杯子等物品的儲放位置，應至少與馬達底部相距 3 英吋 (76 毫米)。

• 在流理台隔板上割出 4³/8 英吋 (111 毫米) 寬、57/8 英吋 (149 毫米) 長的洞 (請 
參閱附錄中的流理台隔板孔洞範本)。4³/8 英吋端一定要與機器操作員平行。 

注意：請在切割前，再次檢查確定所有空間需求及測量數值皆準確無誤。

 

圖 6. 安裝在流理台隔板上時的間隙

最大厚度  
¾ 英吋

最低間隙 
3 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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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裝在流理台隔板上
• 透過流理台隔板中的孔洞來饋入電線。

• 輕輕地將攪拌機裝置放入孔洞。

• 確保墊片已正確地安放，並平貼在流理台表面上，而且不受外罩所擠壓。

• 將裝置的插頭，插入具有適當電氣保護機制的插座中。

第五節：操作

注意：請參閱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ducts/stealth_blender，以取得
本節所提供資訊的最新內容。 

5.1 操作總覽
• 觸摸電源圖示 ，以啟動攪拌機。

• 提起隔音箱的蓋子。

• 將攪拌機廣口瓶放在馬達底座上，並確保它完全固定在底座上，而且廣口瓶蓋子
已關緊。

• 關上隔音箱的蓋子。 

• 在控制表面上觸摸所需的攪拌循環次數或瞬轉圖示 ，或在滑桿控制列上觸摸所
需的位置。

• 如果觸摸取消/離開圖示 ，可在程式設定的時間結束之前停止攪拌循環或手動
操作。

5.2 自動循環操作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 Blendtec 攪拌機會預先程式設定多個攪拌機設定檔，其內含各
種能滿足您需求的攪拌循環。Blendtec 是使用程式設定攪拌循環的先鋒，讓操作員在
最少的訓練、試驗以及出錯次數下，達到一致的攪拌效果。Blendtec Stealth 具有 42 
個程式設定的攪拌循環可供選擇。以下是 Stealth 已預先程式設定的四個設定檔和附
帶的攪拌循環。 

多功能設定檔

按鈕 1：小杯奶昔

按鈕 2：義大利冰沙/中杯奶昔

按鈕 3：小杯瑪格麗特/冰卡布奇諾

按鈕 4：中杯冰沙 4

按鈕 5：大杯冰沙 4

按鈕 6：以速度 7 攪拌 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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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沙設定檔

按鈕 1：含新鮮水果的小杯冰沙

按鈕 2：中杯冰沙 4

按鈕 3：義大利冰沙/中杯奶昔

按鈕 4：中杯冰沙 3

按鈕 5：大杯冰沙 4

按鈕 6：以速度 7 攪拌 50 秒

咖啡設定檔

按鈕 1：小杯瑪格麗特/冰卡布奇諾

按鈕 2：大杯冰卡布奇諾

按鈕 3：小杯雪泥/奶昔

按鈕 4：義大利冰沙/中杯奶昔

按鈕 5：大杯冰沙 2

按鈕 6：以速度 7 攪拌 50 秒

奶昔設定檔

按鈕 1：小杯奶昔

按鈕 2：義大利冰沙/中杯奶昔

按鈕 3：含冷凍水果的奶昔

按鈕 4：大杯奶昔 1

按鈕 5：大杯奶昔 2

按鈕 6：大杯奶昔 3

當您首次啟動攪拌機時，多功能設定檔將是攪拌機上正在作用的設定檔。(若要變更作
用中的設定檔，請參閱第 5.4.1 節。)若要使用設定檔中的其中一個攪拌循環，請遵循
以下步驟：

• 觸摸模式圖示  以進入自動運作模式，以便在控制表面上顯示數字 1-6 (請參閱
圖 7)。LED 螢幕將會指出目前選擇了哪一個設定檔。(若要啟動不同的設定檔，
請參閱第 5.4.1 節。) 

• 觸摸與所需的攪拌循環相對應的控制表面數字。LED 螢幕之後會顯示倒數計時秒
數 (也就是此循環還有幾秒會結束)。 

• 若要提早停止循環，請觸摸 。 

• 如果啟用暫停循環功能 (請參閱第 5.4.7.3 節)，可以暫停循環，然後繼續執行此
循環。 

 ▶ 若要啟動攪拌循環然後予以暫停，請在控制表面上觸摸適當的攪拌循環數
字；當馬達啟動時，控制表面只會顯示與選擇的攪拌循環相對應的攪拌循環
次數。 

 ▶ 在應該暫停循環時觸摸攪拌循環次數。 

 ▶ 若要重新啟動循環，請再次觸摸攪拌循環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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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手動操作

觸摸  可從自動操作模式切換成手動操作模式。在手動操作模式下，滑桿控制列會取
代控制表面上的數字按鈕。滑桿控制列能讓您藉由觸摸此控制列，或沿著它移動您的
手指，來達到所需的速度。攪拌機將會連續運轉 90 秒。若要在手動操作模式下進行
瞬轉，請觸摸 ；螢幕將顯示「~Pulse @ Speed 7」(以速度 7 瞬轉)。然後觸摸並按
住  以進行瞬轉。 

5.4 進階程式設定與診斷

程式設定模式可用來進行下列動作：

• 選擇設定檔

• 變更預先程式設定的循環次數

• 檢查攪拌循環數目

• 檢查診斷錯誤記錄

• 使用經由 Blendtec 的線上程式設定工具設計的自訂設定檔

若要進入程式設定模式，觸摸並按住  三秒。控制表面上將顯示捲動箭頭圖示  和
選擇圖示 ，而且 LED 螢幕將會顯示主選單。使用  和  捲動至所需的功能，然
後選擇此功能。以下列出了主選單上提供的選項 (編號方式如同攪拌機中所示)：

1. 設定檔

(1.) 標準設定檔

1. 冰沙

2. 咖啡

3. 多功能

4. 奶昔

(2.) 自訂設定檔 

電源

模式

滑桿控制列

預先程式設定的循環按鈕

取消/離開

瞬轉

圖 7.控制表面

選擇 (可見於程式設定模式)捲動 (可見於程式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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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攪拌循環

(1.) 標準攪拌循環

(2.) 自訂攪拌循環

3. 循環數目

4. 診斷數目

5. USB 隨身碟

(1.) 匯入設定檔

(2.) 匯出作用中設定檔

(3.) 匯出數目

6. 設定

(1.) 隔音箱安全模式

(2.) 螢幕待機

(3.) 攪拌循環暫停

(4.) 滑桿鎖定

7. 攪拌機資訊

1. 小杯雪泥/奶昔

2. 義大利冰沙/中杯奶昔

3. 小杯奶昔

4. 含冷凍水果的奶昔

5. 小杯瑪格麗特/冰 

卡布奇諾

6. 含新鮮水果的小杯冰沙

7. 中杯冰沙 1

8. 大杯冰卡布奇諾

9. Salsa 醬

10. 中杯冰沙 2

11. 中杯冰沙 3

12. 中杯冰沙 4

13. 大杯冰沙 1

14. 大杯冰沙 2

15. 大杯冰沙 3

16. 大杯冰沙 4

17. 大杯冰沙 5

18. 大杯奶昔 1

19. 以速度 1 攪拌 50 秒

20. 以速度 2 攪拌 50 秒

21. 以速度 3 攪拌 50 秒

22. 以速度 5 攪拌 50 秒

23. 以速度 7 攪拌 50 秒

24. 以速度 9 攪拌 50 秒

25. 以速度 1 瞬轉

26. 以速度 2 瞬轉

27. 以速度 3 瞬轉

28. 以速度 5 瞬轉

29. 以速度 7 瞬轉

30. 以速度 9 瞬轉

31. 麵糊

32. 碎冰/奶昔

33. 大杯冰沙 6

34. 冰淇淋

35. 全果汁

36. 湯品

37. 超濃冰沙 1

38. 大杯奶昔 2

39. 超濃冰沙 2

40. 超濃冰沙 3

41. 大杯奶昔 3

42. 超濃冰沙 4

43. 停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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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要從任何子選單區域返回主選單，請輕點  直到顯示主選單螢幕為止。

5.4.1 選擇所需的設定檔
若要選擇設定檔，請遵循以下步驟：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第一個選單項目為「Profiles」(設定檔)。觸摸  以選擇此選單項目。 

• 然後，為了選擇其中一個已預先在攪拌機上程式設定的標準設定檔，請觸摸  
以選擇「Standard Profiles」(標準設定檔)。若要選擇線上設計的自訂設定檔 (請
參閱第 5.4.5 節)，觸摸  以捲動至「Custom Profiles」(自訂設定檔)。 

• 在選擇標準或自訂設定檔類別之後，觸摸  以捲動瀏覽該類別內的設定檔，並
觸摸  以選擇所需的設定檔。 

• LED 螢幕將會列出選擇的設定檔，並列出「Make this the active profile?」(將它
設為作用中設定檔？) 問題。觸摸  (這會讓攪拌機載入此設定檔)，或觸摸  
以返回上一個選單。

5.4.2 變更程式設定循環按鈕
載入所需的設定檔之後，請完成以下步驟，以變更此設定檔中的其中一個攪拌循環：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觸摸  以捲動至第二個選單項目 (「Blend Cycles」(攪拌循環)) ，然後觸摸 。 

• 在下一個螢幕上選擇第一個或第二個選項。第一個選項 (「Standard Blend 
Cycles」(標準攪拌循環)) 會列出在攪拌機上預先程式設定的循環。第二個選項  
(「Custom Blend Cycles」(自訂攪拌循環)) 會列出可線上設計 (請參閱第 5.4.5 
節) 和匯出至攪拌機的自訂循環。觸摸 ，選擇第一個或第二個選項。 

• 觸摸  以捲動至所需的循環，然後觸摸 。 

• 然後，LED 螢幕會提示您選擇您想為此循環，指定控制表面上的哪一個次數。請
觸摸該次數，然後觸摸 ，為按鈕設定您所選擇的循環。 

在自訂此數字按鈕並返回操作模式之後，設定檔名稱後面會緊接一個星號，表示已為
一個或多個數字按鈕指定了非預設循環的攪拌循環。 

在變更循環按鈕之後，如果攪拌機載入另一個設定檔，然後重新載入了前一個設定
檔，則設定檔將會載入預設循環，而不會載入透過完成以上步驟所指定的循環。若要
永久變更設定檔，請進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將修改過的設定檔匯出至 USB 隨身碟，然後在攪拌機中匯入此設定檔。 

• 使用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gram 中 的工具編輯設定檔，然後將
設定檔匯出至攪拌機 (請參閱第 5.4.5 節)。

您也可以使用此方法停用設定檔的數字按鈕：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觸摸  以捲動至第二個選單項目 (「Blend Cycles」(攪拌循環)) ，然後觸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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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個螢幕上選擇第一個選項 (「Standard Blend Cycles」(標準攪拌循環))。然
後，觸摸  以捲動至標準攪拌循環選單中的最後一個項目 (「Disable Button」 
(停用按鈕)) ，並觸摸 。 

• 然後，LED 螢幕會提示您選擇您想停用控制表面上的哪一個次數。觸摸該次數，
然後觸摸  以停用選擇的次數。 

當您返回自動操作模式時，設定檔名稱後面會緊接一個星號，表示已停用一個或多個
數字按鈕。此外，停用的按鈕不會顯示在控制表面上。 

在變更循環按鈕之後，如果攪拌機載入另一個設定檔，然後重新載入了前一個設定
檔，則設定檔將會載入所有啟用的次數。若要永久停用設定檔的數字按鈕，請進行下
列其中一個動作： 

• 將修改過的設定檔匯出至 USB 隨身碟，然後在攪拌機中匯入此設定檔。 

• 使用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gram 中 的工具停用次數按鈕，然後
將修改過的設定檔匯出至攪拌機 (請參閱第 5.4.5 節)。

5.4.3 檢查攪拌循環數目

您可以檢閱總循環次數、每個控制表面數字的循環次數、瞬轉按鈕的已用次數，和滑
桿控制列的已用次數。(注意：瞬轉數目指的是瞬轉集。例如，連續觸摸  5 次將登
錄為瞬轉 1 次。如果依序觸摸 、循環次數和 ，將登錄為瞬轉 2 次。) 

若要檢閱這些次數，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觸摸  以捲動至第三個選項 (「Cycle Counts」
(循環數目))，然後觸摸 。觸摸  可檢視每個類別內循環的次數。觸摸  可返回
上一個選單。

5.4.4 檢查診斷錯誤記錄

您可以檢閱已記錄在攪拌機上的診斷錯誤。若要檢閱這些錯誤，觸摸並按住  三秒，
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觸摸 

 以捲動至第四個選單項目 (「Diagnostic Counts」(診斷數目)) ，然後觸摸 。觸
摸  以捲動瀏覽錯誤類別，藉此檢視每個類別內已發生多少錯誤。觸摸  可返回上
一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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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使用經由 Blendtec 的線上程式設定工具設計的自訂設定檔和循環

除了使用攪拌機上預先程式設定的設定檔和循環以外，您還可以建立包含目前 Blendtec 
循環或自訂循環的自訂設定檔，讓您進一步迎合貴公司獨特的需求。有關輕鬆制訂自訂
設定檔和循環的指示，請造訪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gram。 

5.4.5.1 將自訂設定檔和循環匯入攪拌機

一旦您完成線上指示並將自訂設定檔傳輸到 USB 隨身碟後，請依照下列步驟將此設
定檔匯入攪拌機： 

• 使用 Phillips 螺絲起子卸下在攪拌機右側頂端的 USB 蓋。

• 將 USB 隨身碟插入攪拌機的 USB 連接埠。 

• 如果攪拌機處於手動或自動操作模式，會在 LED 螢幕上自動載入 USB 隨身碟選
單。如果 LED 螢幕已進入程式設定模式，請前往主選單、觸摸  以捲動至第五
個選單項目 (「USB Flash Drive」(USB 隨身碟))，然後觸摸 。 

• 在 USB 隨身碟選單上，觸摸  以選擇第一個選項 (「Import Profile」(匯入設定
檔))。 

• 觸摸  以捲動瀏覽隨身碟中的項目，並找到所需的自訂設定檔 (依預設，會命名
為「stealth.bpf」)。(注意：旁邊帶有 + 號的項目為資料夾；如果自訂設定檔位
於某個資料夾內，請觸摸  以開啟此資料夾並檢視當中的檔案。)觸摸  以選
擇所需的檔案。 

• LED 螢幕接著會詢問是否要匯入所選的檔案。觸摸  以開始進行匯入程序。 
匯入檔案後，攪拌機會將檔案中的設定檔自動載入為作用中的設定檔。

• 將 USB 隨身碟從攪拌機上卸除，並用 Phillips 螺絲起子在 USB 連接埠上旋緊 
USB 蓋。

5.4.5.2 使用安全攪拌機功能

在透過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gram 建立或修改設定檔時，其中一個
選項主要是用來保護攪拌機的安全。如果選擇該選項，一旦您將設定檔下載至 USB 
隨身碟並將設定檔匯入攪拌機，將會停用某些進階程式設定功能。受保護的設定檔會
成為攪拌機上的作用中設定檔，無法將其他設定檔設為作用中設定檔，也無法將新的
設定檔匯入攪拌機 (除非該設定檔是透過您的線上帳號建立)。除此之外，無法在攪拌
機上變更設定檔裡的攪拌循環，也無法修改攪拌機隔音箱安全設定、待機時間和攪拌
循環暫停設定。若要將這些功能解鎖，請完成下列步驟：

• 請至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gram 登入您的帳號。 

• 編輯受保護的設定檔，選擇選項以關閉安全攪拌機模式，或建立一個關閉安全攪
拌機模式的新設定檔。 

• 將設定檔匯入 USB 隨身碟，接著依照第 5.4.5.1 節的指示將此檔案匯入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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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匯出設定檔和攪拌機統計資料

您也可以將設定檔和攪拌機統計資料 (例如循環數目、錯誤、設定和韌體版本)  
匯出至 USB 隨身碟。將設定檔匯入 USB 隨身碟後，您可將這些設定檔傳輸至  
www.blendtec.com/commercial/program。藉由將設定檔傳輸至 Blendtec 的程式
設定網站，您公司的人員之後可在其他位置存取這些設定檔。接著，這些人員可將設
定檔匯出至 USB 隨身碟，並在其所在位置將設定檔匯入 Stealth 攪拌機中。匯出攪拌
機統計資料是儲存診斷資訊的一種方法，如果您的攪拌機出現問題，Blendtec 的客戶
服務中心和修復專家便會使用此方法。

5.4.6.1 匯出和傳輸設定檔

若要匯出設定檔和將其傳輸至 Blendtec 的程式設定網站，請完成下列步驟：

• 確定您要匯出的設定檔是攪拌機內的作用中設定檔。

• 使用 Phillips 螺絲起子卸下在攪拌機右側頂端的 USB 蓋。

• 將 USB 隨身碟插入攪拌機的 USB 連接埠。 

• 如果攪拌機處於手動或自動操作模式，會在 LED 螢幕上自動載入 USB 隨身碟選
單。如果 LED 螢幕已進入程式設定模式，請前往主選單、觸摸  以捲動至第五
個選單項目 (「USB Flash Drive」(USB 隨身碟))，然後觸摸 。  

• 在 USB 隨身碟選單上，觸摸  以捲動至第二個選項 (「Export Active Profile」 
(匯出作用中設定檔))，然後觸摸  以選擇該選項。 

 ▶ 如果匯入此檔案的 USB 隨身碟已內含  
sth-prof.bpf 檔案 (因為 USB 隨身碟已匯入某個設定檔)，LED 螢幕會詢問 
是否要將作用中設定檔匯出至 USB 隨身碟，並覆寫 USB 隨身碟上現存的 
sth-prof.bpf 檔案。如果您要覆寫 USB 隨身碟上的檔案，請觸摸  以開始
進行匯出程序。如果您不要覆寫 USB 隨身碟上的檔案，請觸摸 。 

 ▶ 如果要匯入檔案的 USB 隨身碟尚未內含 sth-prof.bpf 檔案，LED 螢幕會詢
問是否要將作用中設定檔匯出至 USB 隨身碟。觸摸  以開始進行匯出程
序。觸摸  可返回上一個選單。

• 匯出程序完成後，將 USB 隨身碟從攪拌機上卸除，並用 Phillips 螺絲起子在 
USB 連接埠上旋緊 USB 蓋。 

• 將 USB 隨身碟插入電腦 USB 連接埠，並造訪 www.blendtec.com/
commercial/program。依照網站的指示說明將設定檔傳輸到網站。

5.4.6.2 匯出攪拌機統計資料

若要將攪拌機統計資料匯出至 USB 隨身碟，請完成下列步驟：

• 使用 Phillips 螺絲起子卸下在攪拌機右側頂端的 USB 蓋。

• 將 USB 隨身碟插入攪拌機的 USB 連接埠。 

• 如果攪拌機處於手動或自動操作模式，會在 LED 螢幕上自動載入 USB 隨身碟選
單。如果 LED 螢幕已進入程式設定模式，請前往主選單、觸摸  以捲動至第五
個選單項目 (「USB Flash Drive」(USB 隨身碟))，然後觸摸 。  



 16

• 在 USB 隨身碟選單上，觸摸  以捲動至第三個選項 (「Export Counts」(匯出
數目))，然後觸摸  以選擇該選項。LED 螢幕接著會詢問「Export counts to the 
sth-cnts.csv file?」(將數目匯出至 sth-cnts.csv 檔案？)。觸摸  以開始進行匯
出程序。

• 匯出程序完成後，將 USB 隨身碟從攪拌機上卸除，並用 Phillips 螺絲起子在 
USB 連接埠上旋緊 USB 蓋。

5.4.7 攪拌機設定：隔音箱安全模式、待機時間、攪拌循環暫停和滑桿鎖定
您也可以變更攪拌機上的各種設定，包括啟用和停用隔音箱安全功能、變更攪拌機切
換至待機模式前的等待時間，以及啟用和停用攪拌循環暫停功能。下方將會探討這些
功能。

5.4.7.1 隔音箱安全模式

隔音箱安全功能會提示您務必在馬達運作期間關閉隔音箱的蓋子。啟動隔音箱安全模
式時，如果您觸摸控制表面按鈕以讓馬達開始運作，但隔音箱的蓋子並未關閉，LED 
螢幕會顯示「The lid is open. Start blender?」(蓋子已開啟。要啟動攪拌機？) 的訊
息。請關閉蓋子，讓馬達開始運作；或者，如果要在蓋子開啟的狀況下啟動攪拌機，
請觸摸 。當馬達開始在蓋子關閉的狀況下運作，如果您在運作的期間提起蓋子，馬
達將會關閉。 

若要啟用或停用隔音箱安全功能，請完成下列步驟：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觸摸  以捲動至第六個選單項目 (「Settings」(設定))，然後觸摸 。 

• 觸摸 ，以選擇第一個選項 (「Enclosure Safety Mode」(隔音箱安全模式))。 

• 如果觸摸 ，可在停用和啟用隔音箱安全功能之間進行切換。 

• 觸摸  可返回上一個選單。

5.4.7.2 螢幕待機時間

您可以變更攪拌機切換至待機模式前的等待時間 (15 分鐘、1 小時、6 小時或 12 小
時)。若要選擇新的待機時間，請完成下列步驟：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觸摸  以捲動至第六個選單項目 (「Settings」(設定))，然後觸摸 。 

• 觸摸  以捲動至第二個選項 (「Screen Standby」(螢幕待機))，然後觸摸 。 

• 觸摸  以捲動至所需的待機時間。觸摸  以選擇所需的選項。 

• 觸摸  可返回上一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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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3 攪拌循環暫停

攪拌循環暫停功能讓您能在自動模式下啟動攪拌循環、暫停此循環 (例如需要添加更
多食材)，然後以原先暫停時的速度，從當時的時間繼續執行此循環。例如，如果您啟
動「小杯奶昔」攪拌循環，然後在最後剩 30 秒時暫停此循環，當您繼續執行此循環
時，攪拌機會從第 30 秒以相對應的攪拌速度開始執行此循環。如果停用了攪拌循環
暫停功能，則無法暫停攪拌循環，只能停止此循環 (觸摸 )。 

若要啟用或停用攪拌循環暫停功能，請完成下列步驟：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觸摸  以捲動至第六個選單項目 (「Settings」(設定))，然後觸摸 。 

• 觸摸  以捲動至第三個選項 (「Blend Cycle Pause」(攪拌循環暫停))，然後觸
摸 。 

• 如果觸摸 ，可在啟用和停用攪拌循環暫停功能之間進行切換。 

• 觸摸  可返回上一個選單。

5.4.7.4 滑桿鎖定

滑桿鎖定功能可讓您停用手動操作 (即控制表面上的滑桿列)。當啟用功能時，只能使
用攪拌機內的設定檔來操作攪拌機。若要啟用或停用此功能，請完成下列步驟：

• 觸摸並按住  三秒，以進入程式設定模式。控制表面將顯示  及 ，而 LED 
螢幕將顯示主選單。 

• 觸摸  以捲動至第六個選單項目 (「Settings」(設定))，然後觸摸 。 

• 觸摸  以捲動至第三個選項 (「Slider Lockout」(滑桿鎖定))，然後觸摸 。 

• 如果觸摸 ，可在啟用和停用滑桿鎖定功能之間進行切換。 

• 觸摸  可返回上一個選單。

第六節：疑難排解

請參考下列內容以排除 Stealth 所出現的問題。如果遵循下列指示後仍無法解決問
題，美國客戶應致電 1-800-BLENDTEC 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國際客戶則應
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

沒有電力 (攪拌機將無法啟動)
• 確保裝置的插頭已插入插座。

• 檢查大樓之斷路器開關或保險絲，確定它設定在 ON 的位置。

• 拔出電源線，然後再次插上。 

「Touch Error」(觸控錯誤)
如果觸摸到控制表面按鈕旁邊的空間或側邊，LED 螢幕會顯示「Touch Error」(觸控
錯誤) 訊息。為避免出現此訊息，在觸摸所需的按鈕時請觸摸其中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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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Overtemp.Condition Detected (錯誤：偵測到過熱的狀況)
拔除攪拌機的插頭，讓攪拌機冷卻直到錯誤訊息重設為止。馬達過熱是因過度使用所
造成，若繼續使用可能會導致馬達永久受損。

Error:Overload Condition Detected (錯誤：偵測到超載的狀況)
• 移除廣口瓶，並啟動攪拌機以判斷問題是否和廣口瓶或馬達有關。

• 移除廣口瓶後，請針對馬達底座上的插口以及廣口瓶上的葉片組件，檢查其內部
或周邊是否阻塞。

• 重設錯誤。請觸摸 ，或拔除電源線然後再將其重新插上。

• 將廣口瓶牢牢置於馬達底座上，然後觸摸  進行瞬轉，讓葉片迅速轉動混合物。

• 確定未在廣口瓶中裝入過硬或過厚的食材。

Error:Temperature Sensor Not Detected (錯誤：未偵測到溫度感應器) 
Error:Zero Crossing Not Detected (錯誤：未偵測到過零) 
Error:Reset Error Detected (錯誤：偵測到重設錯誤) 
Error:Read/Write Error Detected (錯誤：偵測到讀取/寫入錯誤) 
Error:Motor control Error Detected (錯誤：偵測到馬達控制錯誤) 
Error:Touch Controller Not Detected (錯誤：未偵測到觸控控制器) 
Error:Touch Controller Output Is Invalid (錯誤：觸控控制器輸出無效)
重設錯誤。請觸摸 ，或拔除電源線然後再將其重新插上。

噪音量重大變化

決定噪音來源為馬達底座還是廣口瓶。

馬達：  將廣口瓶自馬達底座取下，並啟動馬達。如果馬達噪音過大，請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國際客戶請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

廣口瓶：  在廣口瓶中裝入 16 盎司 (475 毫升) 的水，並將其置於底座上。使用  讓
馬達運轉幾秒。改用另一個不同的廣口瓶，判斷聲音是否會隨著特定的廣
口瓶而變化。如果某個廣口瓶的噪音過大、葉片組件似乎鬆脫，或用手轉
動此組件時出現砂砂聲，請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國際客戶請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

沒有攪拌或攪拌後的質感令人不甚滿意

• 當食材太冷或太硬時，攪拌器的葉片會在氣穴中自由空轉，此問題稱之為空穴
現象。要修正這個問題，方法是減少冰、增加液體，和/或確保食材絕不低於 
10SDgrF (-12SDgrC)。

• 增加循環時間。如果飲料混合得宜，但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攪拌，請試著延長
循環時間，或是使用  以延長攪拌時間。

• 確定將廣口瓶完全固定在攪拌機底座上。

• 確定葉片已牢牢地固定至驅動軸。一隻手握住驅動軸，並嘗試用另一隻手旋轉葉
片。(請小心，葉片很鋒利。) 如果葉片轉動但驅動軸沒有轉動，請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國際客戶請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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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表面無反應

• 用濕抹布擦拭控制表面，以去除任何液體或堆積的顆粒。

• 拔出電源線，然後再次插上。

第七節：每日清潔

7.1 攪拌機廣口瓶
• 將熱的自來水及 1-2 滴洗碗肥皂液加入廣口瓶中。 

• 將蓋子緊緊置於廣口瓶上。將廣口瓶放在馬達底座上，並觸摸  13 秒。 

• 以清水將廣口瓶和蓋子中的所有肥皂液沖洗掉。

• 若將以上下倒置的方式貯存廣口瓶，清潔後請搖動廣口瓶以去除當中的多餘水分。 

注意：可將 WildSide™ 和 FourSide™ 廣口瓶堆疊以節省空間。

7.2 讓攪拌機廣口瓶長期保持衛生
• 在攪拌機廣口瓶中，裝滿已依照製造商之規格稀釋的消毒劑，以根據當地的法規

為廣口瓶消毒。可以使用妥當稀釋的漂白水。 

• 讓稀釋的消毒劑留在廣口瓶內 5 分鐘。

• 將廣口瓶內的消毒劑清空。 

• 若將廣口瓶上下倒置來貯存，清潔後請搖動廣口瓶以去除當中的多餘水分。

7.3 馬達底座和隔音箱的清潔

• 清潔前，請確定已拔除攪拌機的插頭。 

• 如有必要，可依照下列步驟移除隔音箱以進行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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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隔音箱的蓋子，用雙手將蓋子上的樞接處向外拉 (參見圖 8)。此步驟將能使
塑膠彎曲到得以展開和清潔其安裝凸片的程度。

可藉由類似方式移除隔音箱底座，亦即將隔音箱底座向外拉，並將外壁彎曲到足
以清潔安裝凸片 (參見圖 8)。 

• 用乾淨的濕抹布擦拭馬達底座的塑膠外罩、墊片、金屬頂端以及隔音箱。可使用
溫和而無磨損性的萬用清潔劑。

• 可使用棉花棒或牙籤清潔驅動插口。

7.4 清潔秘訣和預防事項

• 請勿使用研磨材料來清潔攪拌機馬達底座、廣口瓶或隔音箱，這將會鈍化並刮傷
表面。

• 請勿使用各種水刀來清洗馬達底座。

• 絕對不可將馬達底座浸入水中，如此會使保固失效。

• 避免將攪拌機廣口瓶浸入水中超過 5 分鐘。水若是穿透下方廣口瓶密封，將會減
少廣口瓶的使用壽命。若將廣口瓶上下倒置來貯存，清潔後請搖動廣口瓶以去除
當中的多餘水分。

• 若是要長期存放廣口瓶，將少量的食品級用油 (如植物油) 抹於葉片組件周圍的密
封，廣口瓶的內側和外側皆要。

圖 8. 移除隔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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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保固和維修

8.1 保固內容
請參見保固卡以獲得更多資訊。

8.2 進水損壞及不當使用

防止液體滲入馬達底座相當重要。馬達底座本身在設計上會使液體改向，以防止其滲
入。但在某些大量溢出或缺乏適當清潔程序的情況下 (請參閱第七節)，液體有可能滲
入馬達外罩中。請務必立即清理在馬達上、流理台四周和隔音箱底座 (若已使用) 下方
的所有溢出物。否則液體可能會被牽引至馬達中，而提早發生故障。這種故障原因被
視為不當使用，並未涵蓋於保固範圍內。

8.3 購買國家/地區

保固只適用於向授權銷售代理商購買此設備時的所屬國家/地區。於購買國家/地區境
外使用設備將使所有明示或默示的保固失效。如果客戶選擇使用原售貨國/地區境外的
本地服務中心，客戶理應支付零件、人工、運送、關稅、稅收等必要費用，方可修復
設備和送回設備。

8.4 維修程序

如果您在使用 Blendtec 攪拌機時遇到任何困難，而且在遵循第 7 節的疑難排解步驟
後依然沒有解決問題，請立即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 (國際客戶請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 以診斷問題。請準備好您的序號，以及問題的相關說明。不要
嘗試自行修復。若交由非 Blendtec 合格服務代理商的人員進行修復，將會使保固無
效。許多問題都能透過電話輕鬆快速地解決。如果問題無法透過電話解決，您的攪拌
機可能需要進行更換。

如果攪拌機在保固期內，Blendtec 將免費修復或更換攪拌機。並不包含表面的損壞及
濫用情形。

如果您的攪拌機已過保固期，但您希望請人修復攪拌機，請聯絡 Blendtec 客戶服務
中心 (國際客戶請聯絡 Blendtec 的合格服務代理商) 以取得指示說明。我們會向您收
取服務費用。

當您運送攪拌機至 Blendtec 客戶服務中心或合格的服務代理商 (無論在保固期內或已
過保固期) 時，請同時隨附下頁中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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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 門市號碼：

地址：

電話號碼：

序號 (可在馬達底座的下面看到)：

循環數目 (參見第 5.4.3 節)：

購買日期： 購買地點：

問題說明：

修復/更換攪拌機時須一起寄送的表格

(請影印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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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刻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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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流理台隔板孔洞範本

5 7/8 英吋 (149.22 毫米)

4³/8 英吋 (111.12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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