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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安装
• 因未遵守以下要求而导致人或宠物受伤或者财产

受损，制造商对此不负责任。
警示！要继续设备安装，请参阅“安全信息”。

警告！安装过程必须遵守产品所在国家的现行
法律、条例、指令和标准（电气安全规则与法
规，依照法规进行正确的回收等）！

• 避免将设备安装在靠门的位置和窗户下面，因为
开门和开窗时可能将热炊具从电磁炉上打翻。

• 确保设备没有在运输中损坏。请勿连接损坏的 
设备。

• 如果设备在运输中损坏，请勿安装设备。
• 请勿使用延长线连接电磁炉，请勿让电线跨过工

作区。
• 请勿改变规格或改装产品。存在受伤和设备损坏

风险。
警告！严格遵守电气连接说明。

电气连接
• 在连接之前，检查铭牌上的设备额定电压是否与

电源电压相符。此外，请检查设备额定功率，并
确保室内的电气安装规格符合此设备的额定功率
（请参阅“技术数据”一章）。

• 铭牌位于电磁炉的外壳下部。
警告！电流导致的受伤风险。

• 插头与插座连接松动和不正确连接可导致端子 
过热。

使用之前：
使用前请阅读以下说明。

• 请使用标准电源插座，并定期检查插座以防损坏。
• 请勿自行或由非合格人员打开设备。设备维修只

能由相关服务代理商或具有类似资质的技术人员
完成。

• 请检查电源线和插头。如果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请勿使用设备。请勿用湿手拔插头。

• 请勿使用延长电源线，只能使用主电源插座。
• 如果设备长时间未使用，请先开启设备以使电子

组件稳定运行 10 分钟。随后便可开始操作设备。
• 请勿在水、火附近或潮湿区域使用设备。本设备

仅供家庭在室内使用。
• 首次使用前，请去除所有包装、贴纸和薄膜。
• 每次用完后用控件关闭烹饪区，不可依靠浅锅检

测器。

• 灼伤风险！请勿将金属物体，例如刀子、叉子、
勺 子 和 锅 盖 放 在 烹 饪 表 面 ， 因 为 这 些 物 体 会 
发烫。

警告！火灾危险！过热的脂肪和油会非常快速
地点燃。

警告！装有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的用户应使上身
与启动的电磁烹饪区至少相距 30cm。

警告！请勿用湿手操作设备，并保持控制板
表面干燥。控制面板按键上的大量水会导致
其失灵。

警告！如果表面破裂，应关闭设备以避免触电。

使用期间及使用之后：
请阅读以下说明，以防止燃烧和事故。

• 请将本设备仅置于平坦且坚固的表面上。
• 请监督儿童，以免其摆弄设备。
• 设备运行时，请勿在面板上放置以下任意物品。

a) 不锈钢
b) 铁
c) 铸铁
d) 铝
e) 盖子和搪瓷
f) 刀子、叉子或勺子
g) 用铁、不锈钢、铸铁或铝做的盘子
h) 空炊具

• 加热期间，请勿在设备上部附带炊具的情况下搬
动或移动设备。

• 加热期间请保持利于通风的周围环境。
• 请勿将任何电线或金属物体插入设备的进气口或

出气口。
• 如何保护面板

a) 谨防重物掉落到面板上。
b) 请勿向面板上倾倒水、酸或任何液体。
c) 请勿在面板上用火烧任何物体。
d) 未使用设备时，请勿将任何发烫炊具置于 

其上。
e) 如果设备表面（面板）破裂，请立即关闭其电

源以免触电，然后将其退给最近的宜家商店。
f) 使用期间有些炊具可能发出噪声。轻轻移动炊

具，噪声可能消失或减小。如果未消失，请更
换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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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运行时，请勿将其置于地毯、布料或纸质材
料上。

• 请勿触摸热面板。即使电源关闭，在余温指示器
熄灭之前面板仍是热的。

• 请勿通过拉拽电缆来拔出设备插头。
• 请先关闭设备电源并使其冷却，然后再拔出插

头。如果打算长时间不使用设备，请拔下电源线
插头。

• 使用后，请将炊具与设备分开放置。

如何避免设备损坏
• 玻璃陶瓷可被掉落物体砸坏或被炊具碰坏。
• 铸铁、铸铝制成的炊具或底部损坏的炊具在表面

滑动时会刮伤玻璃陶瓷。
• 玻璃陶瓷如果掉在地上也会损坏。
• 为避免损坏炊具和玻璃陶瓷，请勿将炖锅或煎锅

烧干。
• 如果炊具是空的或在无炊具条件下请勿使用烹 

饪区。
• 切勿将铝箔铺在设备的任何部位。切勿将塑料或

任何其他可熔化材料放在设备中或设备上。
警告！使用后应保持产品与电源插座的连接，
直至风扇和热指示器关闭后方可断开电源。

丙烯酰胺的相关内容
重要！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烧糊的食物，尤其是
含淀粉的产品烧糊后会因丙烯酰胺而形成健康风
险。因此，我们建议尽量使用最低温度烹饪，不要
将食物烧糊。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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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等级设置
1. 在运行期间按下  或  可控制功率等级。
2. 按下  后，功率等级将直接升至“2000”。按下

后可将功率等级从“2000”降至“150”。
3. 按下  后，功率等级将从“150”开始上升。按下

后可将功率等级从“150”升至“2000”。

油炸功能
按下油炸功能键后，电磁炉可立即达到最大功率 
输出。
1. 电磁炉处于正常加热模式时，按下油炸功能键，

指示灯将亮起并显示“HI”。这表示电磁炉当前处
于油炸功能，并会以最大功率加热。在油炸功能
模式下，无法通过按下  或  调整功率等级。

2. 当电磁炉处于油炸功能模式时，按下油炸功能
键，指示灯将熄灭并显示 W 中所述的前一功率
等级。这表示您已将电磁炉切换回正常加热模式
设置。

锁定功能
在烹饪区运行时，可锁定控制面板，以便清洁电磁
炉。此功能可防止意外更改功率等级设置。电磁炉
仍可通过“开/关”键关闭。

激活锁定
1. 设置所需功率等级。
2. 按下锁定键 3 秒。当锁定键指示灯亮起并发出声

响时，此功能即已激活。

停用锁定
1. 按下锁定键 3 秒。当锁定键指示灯熄灭并发出声

响时，此功能即已停用。
2. 功率等级将返回上一设置。

儿童锁功能
电磁炉不运行时也可使控制面板保持锁定。该功能
可防止设备误操作。

激活儿童锁
1. 用“开/关”键激活设备。请勿设置任何功率等级。
2. 按下锁定键 3 秒。当锁定键指示灯亮起并发出声

响时，此功能即已激活。
3. 使用“开/关”键停用设备。

停用儿童锁
1. 按下锁定键 3 秒。当锁定键指示灯熄灭并发出声

响时，此功能即已停用。

自动关闭
以下情况下，该功能自动关闭电磁炉：
• 所有烹饪区都关闭。
• 开启电磁炉后，请勿在 30 秒内设置功率等级。
• 烹煮 2 小时后或出现过热（例如，浅锅被煮干）

时，请勿关闭烹饪区或修改功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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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具指南

使用哪些锅体
仅使用底部由铁磁材料制成且适用于电磁炉的锅体
和浅锅：
• 铸铁
• 搪瓷钢
• 碳素钢
• 不锈钢（但非全部）
• 带铁磁涂层或铁磁板的铝

要确定锅体或浅锅是否合适，请查看  符号（通常
压印于底部）。您也可持握磁铁靠近底部。如果磁
铁被下侧吸附，则此炊具可用于电磁炉。

为确保最佳效率，请始终使用底部平坦的锅体和浅
锅，以便热量均匀分散。如果底部不平，则将影响
功率和热传导。

如何使用

适用于不同烹饪区的锅底的最小直径

为确保电磁炉正常运行，锅体必须覆盖电磁炉表面所
示一个或多个参考点，且必须具有合适的最小直径。

请始终使用最适配锅底直径的烹饪区。
烹饪区 推荐炊具直径 [mm]
中后烹饪区 120-200

空置或薄底锅体/浅锅
请勿在电磁炉上使用空置或薄底锅体/浅锅。否则，
在温度过高时，其将无法监控温度或自动关闭， 
从而会损坏浅锅或电磁炉表面。如果出现此情况，
请勿触碰任何组件，而应等待所有组件冷却。

如果出现错误消息，请参阅“故障排除”。

提示/小技巧

烹饪期间发出噪音

当烹饪区激活时，其可能会发出短暂的嗡嗡声。 
这是所有陶瓷玻璃烹饪区的特性，它不会损害设备
的功能或寿命。噪音强度取决于所用炊具。如果引
起很大干扰，则可能需要更换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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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与清洁

警告！关闭设备，在断开电源之前让设备冷却
降温。

警告！关闭设备，在清洗之前让设备冷却降温。

警告！为安全起见，请勿使用蒸气喷射器或高
压清洗机清洗设备。

警告！尖锐物体和研磨清洗剂会损坏设备。 
每次使用后利用水和洗涤液清洗设备并除去残
留物。还应清除残余清洁剂！

玻璃陶瓷上无法去除的划痕或深色污渍不会影
响设备功能。

去除残留物和顽固残余：
• 包含糖、塑料和锡箔残留的食物应立即清除，最

佳的玻璃表面清洗工具是刮刀（本设备不含刮
刀）。将刮刀以一定角度放在玻璃陶瓷表面，滑
动刀片以去除残留物。用湿布和少量洗涤液擦拭
设备。最后，使用干布将设备擦干。

• 应在设备降温后使用玻璃陶瓷或不锈钢专用清洁
剂清除水垢圈、水渍圈、油垢、发亮金属色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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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设备无法运行。

家中电源没电或短路。
插座电源连接不正常。 检查电磁炉电源，以进行正确连接。
设备开启后已过去 10 秒。 再次开启设备。

儿童锁已开启。 停用儿童锁。（请见“儿童安全装置” 
章节）。

同时触摸多个传感器按键。 只触摸一个传感器按键。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炊具不适用于电磁炉。 更换为适合电磁炉的炊具。
烹饪区无炊具，或炊具直径小于 120mm。 将炊具放在烹饪区。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炊具是空的（干烧）或烹饪温度过高。
关闭设备，在 5 分钟后重新启动。如果  
E2 仍然存在，请联系最近的宜家商店。进风口和出风口堵塞。

周围温度过高。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主电源超过 AC 275V。 更换为与产品相匹配的电源。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主电源低于 AC 100V。 更换为与产品相匹配的电源。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设备的温度传感器失灵。 请联系最近的宜家商店。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炊具是空的（干烧）或烹饪温度过高。 让设备冷却并防止干烧。

设备停止运行。
错误指示： 内部异常 关闭设备，在 5 分钟后重新启动。如果 

E0 仍然存在，请联系最近的宜家商店。

当电磁炉通电且检测到错误时错误代码显示。E 和数字间歇性显示（1 秒）。

如果出现故障，请尝试遵循故障排除准则进行解
决。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请联系最近的宜家商店。

如果您错误地操作设备，即使在保修期内经销
商也可能无法提供免费维修。



执行标准：GB4706. 1-2005,GB4706. 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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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保修

宜家的保修期有多长？

自你在宜家购买产品的日期起算，一般保修期为
两（2）年。需提供原始销售收据 购买凭证。
如果保修期内进行过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不会延
长产品的保修期限。

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