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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精準分豆
Orion Mini 分豆機可在12秒內完成225克（1/2磅）分豆。且3秒內完成20克分豆時，誤差
範圍在2-3顆咖啡豆內。
 
全自動模式 
全自動模式下，無需按任何按鈕即可完成連續分豆。

直覺式轉盤設計
轉盤設計有三組預設重量，用於儲存不同分豆預設重量，只要旋轉轉盤即可輕鬆轉換。

秤重模式
Orion Mini 分豆機之性能與智能工業電子秤相當，最大秤量達 3000克。

追蹤統計系統
Orion Mini 分豆機可追蹤統計數據，如分豆總數與分豆總重。

Orion Mini 分豆機是專為分配咖啡生豆和咖啡熟豆設計的產品。

基本介紹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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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第一次使用Orion Mini 分豆機之前，請用溫肥皂水沖洗和清潔豆槽，並在清潔後擦拭乾淨。
2. 請將豆槽安裝在頂部。
3. 請將容器放在秤台上，以免發生漏豆意外。
4. 請將充電線連接到Orion Mini 分豆機。
5. 請將咖啡豆放入豆槽。

1. 確認秤台上無異物。
2. 按下電源鍵開機，並將容器放在平台上。
3. 短按電源鍵設定預設重量，並旋轉轉盤調整重量，最後短按電源鍵確認。
4. 按下分豆鍵開始分豆。如顯示[ CUP ] [ rESEt ]，請將容器重置於平台上。
5. 分豆完成後，按電源鍵返回分豆模式。

Orion Mini 分豆機每次分豆可從5克到最多3000克，精確度為+/- 2 咖啡豆（約0.5 克）。
Orion Mini 分豆機有兩種模式 — 手動模式和自動模式。欲切換模式，請長按電源鍵，顯示幕將顯
示當前操作模式。旋轉轉盤以切換模式。

入門使用

開始前

開始操作

一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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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維護保養

充電指示燈

重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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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指示燈會在充電時顯示，並在拔除充電線時熄滅。電池充滿電後，指示燈會開始閃爍。 
如果USB充電線異常，則不會出現此燈號。 

請注意，Orion Mini 分豆機僅適用於包裝內附的AC-DC充電線，且不能使用其他充電線來
充電。

接下來，請按照第二章之說明開始操作。欲充分使用Orion Mini 分豆機功能，請詳閱此說明
書，內含詳細步驟說明、範例及其他資訊。

警告：錯誤操作本產品可能導致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充電指示燈

轉盤

1. 請在秤重模式、且單位為公克時 ，重複按分豆鍵數次直到螢幕顯示 [ CAL] 和 [ 500 ] 交錯閃爍，
表示已進入校正模式。
2. 放置500克砝碼至平台上後，等待校正過程。
3. 當螢幕顯示 [ -End- ] 即表示校正完成。此時可以移除砝碼。

* 除了500克砝碼，也能使用100克、1000克 或2000克砝碼來進行重量校正。



功能 操作說明

清空豆槽 長按 5 秒分豆鍵

停止清空豆槽 短按分豆鍵

返回分豆模式 短按電源鍵

清空豆槽

可透過長按5秒分豆鍵來清空豆槽。進行時會持續出豆直到再次按下分豆鍵。進行前請確認已放
置足夠大之容器來承裝咖啡豆。清空豆槽時，顯示幕左上會亮起「E」指示燈。

在主目錄時，可以依據上述操作選擇不同預設重量或分豆模式，或者使用當前模式開始分豆。

Orion Mini 分豆機有三組預設重量，用於儲存不同分豆預設重量。舉例而言，可以設定預設一 
18克、預設二 20克、預設三 35克，並且可依據上述操作完成不同設定。

Orion Mini 分豆機有兩種模式 — 手動模式和自動模式，並且可依據上述操作完成不同設定。

操作說明

基本操作說明

預設重量設定

手動/自動模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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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說明

開機 短按電源鍵

關機 雙擊電源鍵

切換預設重量 旋轉轉盤

設定預設重量 短按電源鍵、旋轉轉盤、接著短按電源鍵 / 分豆鍵

切換手動 / 自動模式 長按電源鍵、旋轉轉盤、接著短按電源鍵 / 分豆鍵

開始出豆 短按分豆鍵

重置模式 短按電源鍵

清空豆槽 長按分豆鍵

停止清空豆槽 短按分豆鍵

功能 操作說明

進入預設重量設定 短按電源鍵

調整預設重量 旋轉轉盤

儲存設定 短按電源鍵 / 分豆鍵

功能 操作說明

進入手動 / 自動模式設定 長按電源鍵

切換模式 旋轉轉盤

儲存模式 短按電源鍵 / 分豆鍵



此模式為預設分豆模式

模式 1 - 手動分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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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說明

開始分豆 短按分豆鍵

停止分豆 短按分豆鍵

補豆 短按分豆鍵

模式重置 短按電源鍵

1. 旋轉轉盤來選擇預設重量。如需設定預設重量，請按下電源鍵進入預設重量設定，接著以旋轉
轉盤調整數值，最後再次按下電源鍵以儲存數值。
2. 按下分豆鍵即開始分豆，直到達到目標重量（完成分豆後，綠燈恆亮表示分豆結果精確、黃燈
恆亮表示分豆結果少於或超出目標值0.5克以上）。
3. 完成分豆後，如有補豆需求，可再按分豆鍵幾次來補豆。
4. 按下電源鍵開始新分豆。

• 手動分豆模式可根據所選預設重量進行分豆。
• 出現[ NOISE ]訊息時，代表使用時可能動到平台上的容器、或可能觸碰到平台。請再重新進行
分豆。

手動分豆模式中的補豆功能
Orion Mini 分豆機有補豆功能，可在每次完成分豆時手動補上少量豆子。如有補豆需求，可在
分豆結束時再按分豆鍵幾次來補豆。如按一次沒有豆子掉落，可以再多按幾次，直到達到所需的
重量。

模式說明



1. 欲切換成自動分豆模式，請先長按電源鍵，並以旋轉轉盤選擇自動分豆模式，最後再次按下電
源鍵以儲存設定。
2. 選擇或調整預設重量。
3. 按下分豆鍵即會顯示[ rEADY ]，表示已進入預備自動分豆。
4. 再次按下分豆鍵進行第一次分豆，接著自動分豆即會開始。
5. 完成第一次分豆後，移除容器，等待再次顯示[ rEADY ]。
6. 將另一容器放上平台即會開始自動分豆。
7. 如需停止自動分豆模式、或設定不同預設重量，請按下電源鍵離開預備自動分豆。 

• 自動分豆模式下，容器放上平台時即會自動開始分豆，無需按任何按鈕。
• 顯示幕左上會亮起「A」指示燈。
• 出現[ NOISE ]訊息時，代表使用時可能動到平台上容器、或可能觸碰到平台。請再重新進行分
豆。

自動分豆模式中的補豆功能
Orion Mini 分豆機有補豆功能，可在每次完成分豆時手動補上少量豆子。如有補豆需求，可在
分豆結束時再按分豆鍵幾次來補豆。如按一次沒有豆子掉落，可以再多按幾次，直到達到所需的
重量。

自動分豆模式下，容器放上平台時即會自動開始分豆，無需按任何按鈕。顯示幕左上會亮起
「A」指示燈。

預備自動分豆時會顯示 [ rEADY ]。欲離開預備自動分豆模式，請短按電源鍵返回主目錄。

模式 2 - 自動分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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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說明

進入預備自動分豆 短按分豆鍵

開始分豆 短按分豆鍵

停止分豆 短按分豆鍵

補豆 短按分豆鍵

模式重置 短按電源鍵

顯示 操作說明

rEADY 請將容器置於平台上，一旦偵測到容器重量，自動分豆即會開始



秤重模式是Orion Mini 分豆機的智能秤模式，此模式之性能與工業秤相當，最大秤重可達3000
克。可透過旋轉轉盤來切換到此模式，顯示幕左上會亮起「W」指示燈。

• 平台上的物體重量會顯示於顯示幕。
• 在秤重模式下，電源鍵及分豆鍵的功能分別為歸零及扣重。

模式 3 - 秤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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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說明

歸零 / 扣重 短按電源鍵 / 分豆鍵



功能 操作說明

進入模式設定 長按電源鍵

進入功能設定 短按分豆鍵

設定選單 螢幕顯示 選項 預設值

分豆速度 SPEEd FASt, PrEC, grEEn PrEC

零點追蹤設定 trAcE 05, 1 d, 2 d, 3 d, 4 d, 5 d, OFF 1 d

提示聲開關 bEEP On, Off On

預設重量單位 Unit g, oZ g

重量校正 CAL ( 開始進行重量校正 ) -

關於 About ( 查看 Orion 當前韌體版本 ) -

1. Orion Mini 分豆機開機時，長按電源鍵會顯示[ SEt ]，表示進入模式設定。
2. 請再按下分豆鍵以進入功能設定選單。此時會顯示第一項功能設定 [ SPEEd ]。

功能設定

進入功能設定

設定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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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豆速度 [ SPEEd ]
可依據個人對精確度及速度之需求，來調整分豆速度。有三段速可供選擇。
1. PrEC — 精確：中分豆速度、高精確度。（預設值）
2. FASt — 快速：高分豆速度（227克在12秒完成）、中精確度。建議超過100克時使用。
3. GrEEn — 生豆模式：生豆或淺焙豆之專用速度。
按下分豆鍵將會儲存設定並跳回 [ SPEEd ] 。

零點追踨設定 [ trAcE ]
零點追踨能忽略微量的環境影響，使顯示重量在沒有放置物品之下不會有微量的重量值產生。 
1. Off：不建議將此設定關掉，因為秤的零點容易受到溫度影響而產生飄移。 
2. 0.5 d～ 3 d：舉例來說，每 d 為 0.1 g，則 3 d = 3 x 0.1 g，3 d = 0.3 g。當零點追踨設定為 3 d 
時，秤重時若有微量的重量± 0.3 g，會忽略不計。 
3. 本產品預設值為 2 d。 
按下分豆鍵將會儲存設定並跳回 [ trAcE ]。

提示聲開關 [ bEEP ]
1. 提示聲若設定成On有嗶聲，反之設定成Off則靜音。
按下分豆鍵將會儲存設定並跳回 [ bEEP ]。

預設重量單位 [ Unit ]
1. 欲設置為「公克」請選擇 [ 9 ]； 欲設置為「盎司」請選擇 [ o2 ]。
2. 旋轉轉盤以切換預設重量單位選項。 
按下分豆鍵將會儲存設定並跳回 [ trAcE ]。

重量校正 [ CAL ]
請參閱第五頁：重量校正，以詳閱更多資訊。

關於 [ About ]
查看Orion Mini 分豆機當前韌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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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燈 - 分豆進行
綠燈會在分豆進行時閃爍。分豆完成時，閃爍綠燈會轉為恆亮綠燈。

黃燈 - 分豆警示 
黃燈亮時，表示此筆分豆結果少於或超出目標值0.5克以上，此時可以再按幾下分豆鍵來增加咖啡
豆、或是取出一些咖啡豆。

紅燈 - 異常警示
當紅燈亮時，表示Orion Mini 分豆機工作異常，請重開機。如紅燈仍未熄滅，請寫信至我們的客
服信箱 support@acaia.co。

LED 指示燈

按鍵說明

按鍵 功能 操作說明

電源鍵

開機 短按開機

關機 雙擊關機

預設重量設定 短按可進入預設重量設定

手動 / 自動模式設定 長按可進入手動 / 自動模式設定

儲存設定並返回上層 設定模式下，短按此鍵可儲存功能設定並返回上層

分豆鍵

開始分豆 短按開始分豆

清空豆槽 長按 5 秒清空豆槽

停止清空豆槽 短按停止清空豆槽

儲存功能設定並返回設
定目錄

功能設定模式下，按壓此鍵可儲存功能設定並返回設
定目錄

轉盤
切換預設重量 / 模式 旋轉轉盤可切換預設重量 / 模式

調整預設重量 旋轉轉盤可調整預設重量

* 進階操作請詳閱本說明書第六頁起之操作說明。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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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盤

LED 指示燈



錯誤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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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說明

Error 100 代號錯誤

Error 101 EEPROM 錯誤。請聯繫 Acaia 客服

Error 102 AD 讀取錯誤。請聯繫 Acaia 客服

Error 303 無法進行初始重量校正。請聯繫 Acaia 客服

重量超過智能咖啡秤上限

重量低於智能咖啡秤下限

Error 304 重量校正錯誤

Error 802 在歸零重量時，重量已超出最大秤量限制

Error 803 重量不穩定使歸零動作發生錯誤

Error 904 密碼錯誤 ( 預設密碼為 0000)



名稱 Acaia Orion Mini 分豆機

型號 AO201 / AO202

產品尺寸 長 : 30.5 cm 寬 : 20 cm 高 : 35 cm

產品重量 2.57 kg

秤重單位 g, oz

最大秤重 6.6 lbs / 3000 g 

最小秤重 0.1 g

分豆誤差範圍 +/- 0.2 g

顯示面板 LED 點陣式顯示器

輸入電壓 12 Vdc, 2.0 A

電池 可充電鋰電池 7.4V 2600mAh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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