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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

如需產品、配件、替換零件以及服務項目等的其他資訊，請參觀：
www.siemens-home.com 以及線上購物網
www.siemens-eshop.com

: 安全注意事項
請仔細閱讀本手冊。請將指示、安裝手冊和設
備證書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以供日後使用，或
保留給後續擁有者。
從包裝中取出設備後，請先進行檢查。若設備
在運輸過程中發生任何損害時，切勿連接設備，
請與技術援助服務中心聯絡，並提供所造成的
損害之書面通知，否則您將失去任何補償類型
的權利。
本設備必須根據隨附的安裝指示進行安裝。
此設備僅限國內使用。設備僅限用於食品和飲
料的製備。在操作過程中設備必須在監督下使
用。本產品限室內使用。
請勿使用蓋板。這些可能會因過熱而造成意外
事故，如：起火或材料碎裂。
請勿使用不適當的兒童安全防護罩或爐頭保護
器具。這些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本產品不適合與外部定時器或遙控操作搭配使
用。

8 歲以上兒童、身體、感官或心智能力欠佳者、
或欠缺使用經驗與知識者，在使用本設備時，
須由負責其安全並明暸相關風險之人士從旁監
督或指導，以安全地使用設備。
不可讓兒童將此設備當成玩具。除非有人監督，
否則 8 歲以下兒童不可清潔本設備或進行一般
修護工作。
8 歲以下的兒童應與設備和電源線保持安全的
距離。
若您配戴心律調整器或類似的醫療裝置，我們
建議您在感應爐頭運作時，不論是使用設備或
站在設備附近均需小心謹慎。請諮詢您的醫生
或裝置製造商，確認其符合性或任何可能的不
相容性。
火災風險！
■ 熱油和脂肪可能會快速燃燒。絕對不可留下
熱脂肪或油而無人看守。切勿使用水澆熄正
在燃燒的油或脂肪。關閉電爐。小心使用蓋
子、滅火毯或類似的物品來滅火。

火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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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爐變得非常熱。切勿將易燃物品放置於爐
頭上。切勿將物品放置於爐頭上。

火災風險！

■ 設備變熱。請勿將可燃物或噴霧罐直接放在
爐頭下方的抽屜裡。

火災風險！

■ 爐頭會自動關閉，而可能無法再運作；且可
能會在日後無預警開啟。請關閉保險絲盒中
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絡。

灼傷風險！
■ 電爐及周圍區域（若有安裝爐頭環）會變得
非常熱。切勿觸碰到高熱的表面。請讓兒童
保持在安全的距離。

灼傷風險！

■ 電爐加熱，但顯示幕並未運作。請關閉保險
絲盒中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絡。

灼傷風險！

■ 爐頭上的金屬物品很快就會變得非常熱。切
勿將金屬物體（如刀子、叉子、勺子和蓋子）
放置於爐頭上。

火災風險！！

■ 每次使用後，請務必從主開關關閉爐頭。請
勿先移開鍋具，讓爐頭自動關閉。

電擊風險！
■ 不正確的維修極為危險。僅能由我們訓練有
素的售後技術人員進行維修或更換損壞的電
源電纜。若設備有瑕疵，請拔掉產品電源或
關閉保險絲盒內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
心聯絡。

電擊風險！

■ 滲透性濕氣可能會導致觸電。請勿使用任何
高壓清潔機或蒸汽清潔機。

電擊風險！

■ 有瑕疵的設備可能會導致觸電。切勿開啟有
瑕疵的設備。請拔掉產品電源或關閉保險絲
盒內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絡。

電擊風險！

■ 玻璃陶瓷中的裂紋或裂縫可能會導致觸電。
請關閉保險絲盒中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
中心聯絡。

故障風險！
爐頭的下半部分配備了一個風扇。若爐頭下設
有抽屜，則該抽屜不應用於存放小物品或紙張；
一旦風扇吸入這些物品，可能會損壞風扇或干
擾冷卻作業。
抽屜內容物和風扇進氣口應保持 2 公分以上的
距離。
受傷風險！
■ 在雙層蒸鍋中烹調時，爐頭和烹調容器可能
會因過熱而破碎。雙層蒸鍋中的烹調容器絕
對不可直接與裝水的鍋具的底部接觸。請務
必使用耐熱鍋具。

受傷風險！

■ 平底深鍋可能會因鍋底和電爐之間的液體而
突然跳動。請務必保持電爐和鍋底乾燥。

可能會損壞設備的因素
注意！
■ 粗糙的鍋底可能會刮傷爐頭。
■ 避免將空鍋具留置在電爐上，這樣可能會造成損壞。
■ 請勿將高溫的鍋具置於控制面板、指示燈區或爐頭架上。這樣可
能會造成損壞。

■ 堅硬或尖銳的物體掉落在爐頭上，可能會造成爐頭損壞。
■ 當電爐高溫時，若將鋁箔及塑料容器置於其上，可能會導致這些
容器融化。不建議在爐頭上使用層壓薄膜。

概覽
下表列出 常見的損壞：

損壞 原因 措施
污漬 食物溢出 立即使用玻璃刮刀清除溢出的食物。

不合適的清潔產品 請務必使用玻璃陶瓷爐頭專用的清潔產品。
刮痕 鹽、糖和砂 請勿使用爐頭作為托盤或工作表面。

粗糙的鍋底可能會刮傷玻璃陶瓷 檢查鍋具。
褪色 不合適的清潔產品 請務必使用玻璃陶瓷爐頭專用的清潔產品。

與鍋具接觸 請先提起鍋具後再移動。
屑片 糖、含糖量高的物質 立即使用玻璃刮刀清除溢出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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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環境
環保處置
以環保方式處理包裝。

節能建議
■ 請務必針對每個鍋具使用正確的蓋子。不加蓋烹調將會使用較多
的能量。請使用玻璃蓋以查看烹調狀況並避免掀開鍋蓋。

■ 請使用平底的鍋具。鍋底不平整將會使用較多的能量。
■ 鍋底直徑必須符合電爐的大小。請注意：鍋製造商通常會提供鍋
頂的直徑，而鍋頂直徑通常大於鍋底直徑。

■ 針對少量的食物，請使用小鍋；大鍋無法完整使用大量的能量。
■ 烹調時請使用少量的水。這可以節省能源並保留蔬菜中所有的維
生素和礦物質。

■ 選擇 低的火力進行烹調。若火力過強，即浪費多餘的能量。

電磁爐
電磁爐的優點
電磁爐顛覆了傳統的加熱方法；是直接在鍋裡產生熱量。因此，電
磁爐提供了許多優點：
■ 節省烹調和油炸的時間；因為是直接加熱鍋具。
■ 節約能源。
■ 保養和清潔變得更簡單。外溢的食物不會迅速燃燒。
■ 加熱和安全控制；只要控制旋鈕開啟，爐頭即會供應或或切斷電
源。若未事先關閉即移開鍋具，感應電爐即會停止供熱。

廚具
只有鐵磁層鍋適用於電磁爐；這些鍋具可能包括下列材質：
■ 琺瑯鋼
■ 鑄鐵
■ 特殊不銹鋼感應鍋。
若要判斷鍋具是否適合，請使用磁鐵檢查是否會吸附鍋底。
還有其他適用於感應的鍋具類型，其鍋底並不是完全的鐵磁層。

不合適的鍋
切勿使用下列材質的擴散板爐頭或鍋具：
■ 普通薄鋼
■ 玻璃
■ 陶器
■ 銅
■ 鋁

鍋底特性
鍋底的特性可能會影響烹調效果的均勻性。由有住於擴散熱量的材
質料所製成的鍋具（如不銹鋼夾層鍋），可均勻散發熱量，節省時
間和能量。

缺少鍋具或不合適的尺寸
若選定的電爐上沒有放置鍋具，或若鍋具的材質不合適或大小不正
確，電爐指示燈上所顯示的火力將會閃爍。在電爐上放上合適的鍋，
指示燈即停止閃爍。若超過 90 秒，電爐將會自動關閉。

空鍋或鍋底過薄
請勿加熱空鍋，也勿使用薄底的鍋具。爐頭配備內部的安全系統。
然而，空鍋可能會快速升溫，「自動關機」功能可能會來不及反應，
而鍋具可能會達到很高的溫度。鍋底可能融化，損壞爐頭上的玻璃。
在這種情況下，請勿碰觸鍋具，並關閉電爐。若爐頭冷卻後無法正
常運作，請與技術援助服務中心聯絡。

鍋具偵測
每個電爐均有鍋具偵測的下限，這取決於所使用的鍋具材質。因此，
您應該用 適合鍋具直徑的電爐。

設備已根據關於舊電器和電子產品（廢棄電器和電子設備
─ WEEE）的歐盟指令 2012/19/EU 進行標示。該準則確
定了廢舊設備回收和再利用的架構，適用於整個歐盟地區。

當在較小的鐵磁層區域上使用大鍋
具時，只有鐵磁區會加熱，因此，
熱量可能無法均勻地分佈。

若鍋底含有鋁區域，將會減少鐵磁
層區的面積，電磁爐可能會供應較
少的熱量，且可能會難以偵測或完
全偵測不到鍋具。

若要取得良好的烹調效果，鍋具的
鐵磁層區的直徑應符合電爐的大
小。若電爐偵測不到鍋具，則請嘗
試使用較小的電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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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您的設備
若需電爐直徑和火力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 頁。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按下符號即可啟動其對應的功能。
注意 : 請務必保持控制面板的表面乾燥。濕氣會影響正常的運作。

電爐

餘熱指示燈
爐頭針對每個電爐均具備餘熱指示燈，以顯示溫度極高的電爐。當
指示燈亮起時，請避免觸碰該電爐。
儘管爐頭已關閉，只要電爐溫度仍高，指示燈 œ 或 • 將持續亮起。
若在電爐關閉前即移開鍋具，指示燈 œ 或 • 將會與所選擇的火力
交替出現。

控制功能
# 主開關
£ 選擇電爐
0 IIIIIIIIIIII +b 控制面板
0 定時器

指示燈
‚-Š 火力
‹ 功能
•/œ 餘熱
› 快速加熱功能
V 定時器
x 自動關閉

電爐
$ 單一電爐 請務必使用尺寸合適的鍋具。
請務必使用適用於電磁爐的鍋具；參閱合適的鍋具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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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爐頭
本節將說明如何編程電爐。表格中將包含火力和數種菜餚的烹調時
間。

開關爐頭
請使用主開關來開啟或關閉爐頭。
若要開啟：按下 # 符號。主開關上方的指示燈亮起。爐頭即可使用。
若要關閉：按下 # 符號直到主開關上方的指示燈熄滅。有電爐均
已關閉。餘熱指示燈會持續亮著，直到電爐完全冷卻。
注意：所有的電爐均關閉超過 20 秒時，爐頭將會自動關閉。

設定電爐
您可在編程面板中設定所要的火力。
火力 1 = 小火力。
火力 9 = 大火力。
每個火力均有中間設定值；該值會以點作為標記。

設定加熱設定值
爐頭必須開啟。
1.針對所需的電爐點選 ¤符號。顯示幕上的 ‹ 和 N符號隨即亮起。

2.在接下來的 10 秒內，請沿著控制面板滑動手指，直到加熱設定
值顯示幕上出現所需的加熱設定值。

變更火力
在編程區域中選擇電爐，並設定所要的火力。

關閉電爐
在編程區域中選擇電爐，並將其設為 ‹ 電爐隨即關閉，而餘熱指示
燈則亮起。
注意
■ 選擇電爐後 N符號隨即顯示。隨後即可進行調整。
■ 若感應電爐上未放置鍋具，則所選擇的火力指示燈將會閃爍。在
經過一定的時間後，電爐即會關閉。

烹調準則表
下面的表格提供了一些範例。
烹調時間取決於火力和食物類型、重量和品質。因此，表格中的時
間僅是約略值。
加熱果泥、乳脂和濃厚的醬汁時，請偶爾攪拌。
請使用火力 9 開始烹調。

�� ��

火力 烹調時間
融化
巧克力，巧克力外層 1-1. -

奶油、蜂蜜、明膠 1-2 -

加熱和保溫
燉菜（如扁豆） 1.-2 -

牛奶 ** 1.-2. -

在水中加熱香腸 ** 3-4 -

解凍和加熱
冷凍菠菜 3-4 15-25 分鐘
冷凍菜燉牛肉 3-4 30-40 分鐘
慢煮，煨
馬鈴薯餃 * 4.-5. 20-30 分鐘
魚 * 4-5 10-15 分鐘
白醬（如調味醬） 1-2 3-6 分鐘
已攪拌的醬汁（如蛋黃醬、荷蘭醬） 3-4 8-12 分鐘
* 未加蓋烹調
** 未加蓋
*** 經常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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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蒸、煸
米（加入雙倍量的水） 2-3 15-30 分鐘
米布丁 2-3 30-40 分鐘
未削皮的馬鈴薯 4-5 25-30 分鐘
加鹽的削皮馬鈴薯 4-5 15-25 分鐘
麵食 * 6-7 6-10 分鐘
湯 3.-4. 15-60 分鐘
蔬菜 2.-3. 10-20 分鐘
冷凍生食 3.-4. 7-20 分鐘
以壓力鍋烹煮 4.-5. -

燉
肉捲 4-5 50-60 分鐘
燉 4-5 60-100 分鐘
燉牛肉 3-4 50-60 分鐘
用少許油烤／炒 **
牛排，一般或裹麵包粉 6-7 6-10 分鐘
冷凍牛排 6-7 8-12 分鐘
肋排，一般或裹麵包粉 *** 6-7 8-12 分鐘
牛排（3 公分厚） 7-8 8-12 分鐘
雞胸肉（2 公分厚） *** 5-6 10-20 分鐘
冷凍雞胸肉 *** 5-6 10-30 分鐘
漢堡、肉丸（3 公分厚） *** 4.-5. 30-40 分鐘
一般的魚和魚片 5-6 8-20 分鐘
裹麵包粉的魚和魚片 6-7 8-20 分鐘
裹麵包粉的冷凍魚（如魚柳） 6-7 8-12 分鐘
大蝦和小蝦 7-8 4-10 分鐘
冷凍食品（如炒菜） 6-7 6-10 分鐘
煎餅 6-7 分別煎
煎蛋捲 3.-4. 分別煎
煎蛋 5-6 3-6 分鐘
油炸 ** （150-200 公克，每次使用 1-2 公升的油）
冷凍食品（如炸薯條、雞塊） 8-9 一次炸一客
冷凍肉餅 7-8

肉類（如雞片） 6-7

魚，裹麵包粉或麵糊 6-7

生蘑菇，裹麵包粉或麵糊（如金針菇） 6-7

甜食製品（如甜餡餅、水果餅） 4-5

火力 烹調時間

* 未加蓋烹調
** 未加蓋
*** 經常轉動
8



快速加熱功能
快速加熱功能可用於加熱大量的水，速度比火力 Š 還快。

使用限制
若同一組中的另一個電爐並未使用（見圖示）時，則電爐即可隨時
啟用此功能。否則，所選定的電爐的加熱設定顯示幕上將會閃爍 ›
和 Š；然後 Š 的加熱設定值將會自動設定。

啟動
1.選擇火力 Š.

2.按下 @› 上方的編程面板。該功能隨即啟動。

關閉
按下 @› 上方的編程面板。快速加熱功能已停用。
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快速加熱功能可能會自動關閉，以保護爐頭
內部的電子元件。

時間編程功能
此功能可以兩種不同的方法來使用：
■ 自動關閉電爐。
■ 作為定時器。

電爐應自動關閉
在設定的時間過去後，電爐即自動關閉。
設定烹調時間
爐頭必須開啟。
1.選擇電爐和設定加熱設定值。
2.點選 0 符號。所需電爐的x指示燈亮起。定時器顯示幕上顯示

‹‹。若要選擇不同的電爐，請重複點選 0 直到所需電爐的x指
示燈亮起。

3.在接下來的 10 秒內，在控制面板中設定所需的烹調時間。從左
至右可能預設值為 1、2、3..... 多為 10 分鐘。

幾秒鐘後，烹調時間即開始，直到程序結束。
注意 : 所有電爐均可自動編程為相同的烹調時間。每個電爐的編程
時間均獨立推移。
若需自動編程烹調時間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基本設定章節。
自動編程
若先前在編程面板中按下從 1 到 5 的設定，烹調時間將減少 1 分
鐘，若按住，則時間會自動降低為 1 分鐘。
若先前在編程面板中按下從 6 到 10 的設定，烹調時間將增加 1 分
鐘，若按住，則時間會自動增加為 99 分鐘。

變更或取消時間
按下 0 符號數次，直到x指示燈亮起。在編程面板中變更烹調時
間，或設定為 ‹‹。

當設定的時間過去
電爐關閉。聲音訊號響起，且時間編程功能顯示幕將顯示 ‹‹ 約 10
秒。x指示燈亮起。按下 0 符號，即可關閉指示燈並停止蜂鳴聲。
注意
■ 若烹調時間已在數個區域中編程，則可設定為顯示所有時間值。
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下 0 符號數次，直到所需電爐的x指示
燈亮起。

■ 烹調時間可編程至 99 分鐘。

定時器
定時器可設定長達 99 分鐘的時間。此功能獨立於其他的設定，且
不會自動關閉電爐。

編程
1.按下 0 符號數次，直到 W 指示燈亮起。時間編程功能顯示幕中
的 ‹‹ 隨即亮起。

2.在編程面板中選擇所需的時間。 

幾秒鐘後，定時器將開始倒數計時。

變更或取消時間
按下 0 符號數次，直到 W 指示燈亮起。在編程面板中變更烹調時
間，或設定為 ‹‹。

當設定的時間過去
警告嗶聲響起。在時間編程功能顯示幕中顯示 ‹‹，且 W 指示燈亮
起。10 秒後，指示燈熄滅。
按下 0 符號，即可關閉指示燈並停止蜂鳴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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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時間限制
若電爐長時間持續使用，且未變更任何設定，則將觸發自動時間
限制功能。
電爐會停止加熱。在電爐顯示幕上交替閃爍 ” 和 ‰。

按下任何符號後，指示燈隨即熄滅。
電爐現在可重設。使用自動時間功能時，則是受限於所選擇的火
力（從 1 到 10 小時）。

基本設定
設備具有各種基本設定。您可調整這些設定，以滿足您的需求。

存取基本設定
必須關閉爐頭。
1.使用主開關打開爐頭。
2.在接下來的 10 秒內，按住 0 符號約 4 秒。

™ƒ 隨即顯示在螢幕左側，‹ 則顯示在右側。

3.按下 0 符號數次，直到所要功能的指示燈出現在螢幕左側。
4.然後在編程面板中選擇想要的設定。

5.再次按住 0 符號並維持 4 秒以上。
設定隨即將正確儲存。

結束
若要保留基本的設定，請在主開關關閉爐頭。

顯示 功能
™ƒ 聲音訊號

‹確認訊號和故障訊號均關閉。
‚ 僅確認訊號關閉。
ƒ 所有聲音訊號均開啟。*

™† 自動編程設備
‹ 關閉。*

‚-ŠŠ 執行時間。
™‡ 定時器結束訊號的持續時間：

‚ 10 秒 *。
ƒ 30 秒。
„ 1 分鐘。

™ˆ 火力管理功能
‹ = 停用。*

‚ = 1000 W 小火力。
‚. = 1500 W

ƒ = 2000 W

...

Š 或 Š。 = 爐頭的 大火力。
™‹ 重設為出廠設定

‹ 個人設定。*

‚ 重設為出廠設定。
* 出廠設定
10



保養與清潔
本節所包含的建議和警告可引導您清潔和維護爐頭，使其保持在
佳狀態

爐頭
清潔
每次使用後均清潔爐頭。這可避免留在爐頭表面的食物殘渣燃燒。
請等到爐頭確實冷卻，然後再嘗試進行清潔。
請務必使用爐頭專用的清潔產品。請遵循包裝上提供的指示。
請勿使用：
■ 未經稀釋的洗滌液
■ 洗碗機洗滌劑
■ 有研磨作用的產品
■ 腐蝕性產品，如烤箱噴劑或去污劑
■ 可能刮傷表面的海綿
■ 高壓或蒸汽清潔機

去除頑固污漬的 佳方式是使用玻璃刮刀。請遵循製造商的說明。
您可透過技術援助服務中心或從我們的線上商店購得合適的玻璃
刮刀。

爐頭架
為了避免損壞爐頭架，請遵循下列指示：
■ 請務必使用微熱的肥皂水
■ 請勿使用尖銳或研磨性的產品
■ 請勿使用玻璃刮刀

修復故障
故障通常是由於一些小細節所引起。在與技術援助服務中心聯絡之
前，您應先考慮以下建議和警告。

指示燈 故障 解決方法
無 電力供應已被切斷。 使用其他電器以檢查是否停電。

設備並未遵循接線圖正確連接。 檢查設備是否已根據接線圖正確連接。
電子系統故障。 執行上述檢查後，若故障問題並未解決，請與技術援助服務中心聯絡。

“ 閃爍 控制面板受潮，或有物體置於其上。 擦乾控制面板區域或移除物體。
“§ + 數字 /
š + 數字 / 
¡ + 數字

電子系統故障。 從主電源拔下爐頭的插頭。等待約 30 秒鐘，然後再次插上插頭。

”‹ / ”Š 運作時發生內部錯誤。 從主電源拔下爐頭的插頭。等待約 30 秒鐘，然後再次插上插頭。
”ƒ / ”† 電子系統過熱，已關閉對應電爐。 等待直到電子系統完全冷卻下來。然後按下爐頭上的任何符號。*

”… 電子系統過熱，已關閉所有電爐。
—‚ 電源電壓超出正常操作範圍。 請與電力公司聯絡。
—ƒ / —„ 電爐過熱，為了保護其烹調表面已關閉。 等待直到電子系統已充分冷卻，再重新開啟電源。
* 若警告仍持續出現，請與技術援助服務中心聯絡。
請勿將熱水鍋置於控制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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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運作時發出正常的噪音
感應加熱技術是以建立電磁場為基礎，電磁場可直接在鍋底產生熱
能。視鍋具的製造方式而定，可能會產生如下述的噪音或振動：
在變壓器中的深層嗡嗡聲
使用強火力烹調時產生噪音。這是由從爐頭傳遞至鍋具的能量。當
火力降低時噪音即消失或變得微弱。
低沉的呼嘯聲
鍋具空燒時即會產生噪音。在鍋中加入水或食物時噪音即消失。
劈啪作響的聲音
這是因鍋具是由不同材質彼此相疊而引發的噪音。由於不同材質的
相疊，在接觸的表面上發生振動所造成。此噪音來自鍋具，噪音強
度將視食物量和烹調方法而有所不同。

 高音調的呼嘯聲
此噪音主要來自於不同材質彼此相疊所製成的鍋，當此類鍋具同時
在兩個電爐上以 大火力加熱時即會發生這種噪音。只要火力降
低，呼嘯聲即會消失或變小。
風扇發出的噪音
為正確使用電子系統，爐頭的溫度必須加以控制。若要控制溫度，
爐頭偵測到高溫時，所配備的風扇即開啟。爐頭關閉後，若仍偵測
到過高的溫度，風扇亦會運轉。
描述的噪音是正常的現象，這是感應加熱技術一部分，而不是故障
的現象。

售後服務
若您的設備需要進行維修，我們的售後服務將隨時為您提供服務。
我們致力於為您找到 好的解決方案，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力
調用。
E 編號和 FD 編號：
與售後服務聯絡時，請說明設備的 E 編號（產品編號）和 FD 編
號（生產編號）。您可在設備證明書上找到附有這些數字的銘牌。
請注意，即使在保固期內，售後服務工程師到府維修仍非免費的
服務。
您可在隨附的客服清單中找到各國當地的聯絡資料。
預約技師到府服務以及產品諮詢：

製造商的專業技術值得信賴；請放心將您的居家電氣用品交給我
們，其維修工作皆由訓練精良的客服技術人員執行並且使用原廠備
用零件。

英國 0844 8928999 
如果使用英國國家電信公司之室內電話（BT landline），每
分鐘 高收費為3便士。每通電話的接通費 高收取6便士。

IE 01450 2655 
尖峰時間每分鐘 0.03 歐元。離峰時間每分鐘 0.0088 歐元。
12



測試菜餚
此表是為評估機構準備，以適當控制我們的設備。
本表格中的資料是參考 Schulte-Ufer 配件（HZ 390042 電磁爐的
4 件鍋具組），具有下列測量結果：

■ 平底深鍋 Ø 16 公分，1.2 公升，適用於 Ø 14.5 公分的電爐
■ 湯鍋 Ø 16 公分，1.7 公升，適用於 Ø 14.5 公分的電爐
■ 湯鍋 Ø 22 公分，4.2 公升，適用於 Ø 18 公分的電爐
■ 平底煎鍋 Ø 24 公分，適用於 Ø 18 公分的電爐

預熱 烹調
測試菜餚 電爐 火力 時間（分 : 秒） 加蓋 火力 加蓋
融化巧克力
廚具：平底深鍋

Ø 14.5公分 - - - 1 - 1. 否巧克力外層（如 Dr. Oetker 品牌，黑巧克力 55%，
150 公克）

加熱燉扁豆和保溫
廚具：湯鍋
初始溫度為 20°C

燉扁豆 *
總量：450 公克 Ø 14.5公分 9 1:30，不需攪拌 有 1. 有
總量：800 公克 Ø 18 公分 9 2:30，不需攪拌 有 1. 有

罐頭燉扁豆，如 Erasco 扁豆香腸
總量：500 公克 Ø 14.5公分 9 1:30，約1:00後攪拌 有 1. 有
總量：1 公斤 Ø 18 公分 9 2:30，約1:00後攪拌 有 1. 有

製作調味醬
廚具：平底深鍋
牛奶溫度：7 °C

原料：奶油 40 公克，麵粉 40 公克，牛奶 0.5 升（3.5%
的脂肪）和少許鹽

Ø 14.5公分

1. 融化奶油，與麵粉和鹽混合，一起加熱 1 約 3:00 否
2. 加入牛奶並將醬料煮沸，不斷攪拌 7 約 5:20 否
3. 讓調味醬持續煮沸兩分鐘，不斷攪拌 1 否

煮米布丁
廚具：湯鍋
牛奶溫度：7 °C

加熱牛奶，直到開始起泡。變更建議的加熱火力，並將
米、糖和鹽加入牛奶

原料：短粒米 190 公克，糖 23 公克，牛奶 750 毫
升（3.5% 的脂肪）和少許鹽 Ø 14.5公分

8. 約 6:30 否 2 約 10:00
後攪拌 有原料：短粒米 250 公克，糖 30 公克，牛奶 1 公升

（3.5% 的脂肪）和少許鹽 Ø 18 公分

煮飯 *
廚具：湯鍋
水溫 20 °C

原料：短粒米 125 公克、水 300 公克和少許鹽 Ø 14.5公分 9 約 2:30 有 2 有
原料：短粒米 250 公克、水 600 公克和少許鹽 Ø 18 公分 9 約 2:30 有 2. 有

* 配方根據 DIN 44550
*** 配方根據 DIN EN 60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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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煎豬里脊肉
廚具：平底煎鍋

Ø 18 公分 9 1:30 否 7 否里脊肉初始溫度：7 °C

2 塊里脊肉（總重量約 200 公克，1 公分厚）
油炸煎餅 **

廚具：平底煎鍋
Ø 18 公分 9 1:30 否 7 否薄餅麵糊 55 毫升

冷凍油炸馬鈴薯片
廚具：湯鍋

Ø 18 公分 9 直到油溫達到
180 °C 否 9 否原料：葵花子油 1.8 公斤，用於烹調：冷凍薯片 200

公克（如 McCain 123 Frites Original）

預熱 烹調
測試菜餚 電爐 火力 時間（分 : 秒） 加蓋 火力 加蓋

* 配方根據 DIN 44550
*** 配方根據 DIN EN 60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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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制电路组件 × ○ ○ ○ ○ ○ 

显示单元 × ○ ○ ○ ○ ○ 

电源线及连接线 × ○ ○ ○ ○ ○ 

电机、驱动部件及风扇 × ○ ○ ○ ○ ○ 

外壳组件 × ○ ○ ○ ○ ○ 

电磁线圈/加热器 × ○ ○ ○ ○ ○ 

烹饪表面部件 ○ ○ ○ ○ ○ ○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注意：上表包含了本公司生产的此类产品的全部部件，本产品的部件以实际配置为准。 
如您对此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本产品所提供的公司客服电话。 

 
产品环保信息提示性说明 
 
请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使用和维护本产品，不当利用或者处置本产品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 

依照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当您计划将此产品废弃时，请将其交给具有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处理企业进行处理。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信息参照上表。 











GmbH
Carl-Wery-Straße 34
81739 München
G

9000913960
1222766 60610

在Siemens AG商標使用授權下由BSH Hausger te GmbH製造


	EH...M....
	÷目錄
	: 安全注意事項
	請仔細閱讀本手冊。請將指示、安裝手冊和設 備證書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以供日後使用，或 保留給後續擁有者。
	從包裝中取出設備後，請先進行檢查。若設備 在運輸過程中發生任何損害時，切勿連接設備， 請與技術援助服務中心聯絡，並提供所造成的 損害之書面通知，否則您將失去任何補償類型 的...
	本設備必須根據隨附的安裝指示進行安裝。
	此設備僅限國內使用。設備僅限用於食品和飲 料的製備。在操作過程中設備必須在監督下使 用。本產品限室內使用。
	請勿使用蓋板。這些可能會因過熱而造成意外 事故，如：起火或材料碎裂。
	請勿使用不適當的兒童安全防護罩或爐頭保護 器具。這些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本產品不適合與外部定時器或遙控操作搭配使 用。
	8歲以上兒童、身體、感官或心智能力欠佳者、 或欠缺使用經驗與知識者，在使用本設備時， 須由負責其安全並明暸相關風險之人士從旁監 督或指導，以安全地使用設備。
	不可讓兒童將此設備當成玩具。除非有人監督， 否則8歲以下兒童不可清潔本設備或進行一般 修護工作。
	8歲以下的兒童應與設備和電源線保持安全的 距離。
	若您配戴心律調整器或類似的醫療裝置，我們 建議您在感應爐頭運作時，不論是使用設備或 站在設備附近均需小心謹慎。請諮詢您的醫生 或裝置製造商，確認其符合性或任何可能的不 相容...
	火災風險！
	■ 熱油和脂肪可能會快速燃燒。絕對不可留下 熱脂肪或油而無人看守。切勿使用水澆熄正 在燃燒的油或脂肪。關閉電爐。小心使用蓋 子、滅火毯或類似的物品來滅火。
	火災風險！
	■ 電爐變得非常熱。切勿將易燃物品放置於爐 頭上。切勿將物品放置於爐頭上。

	火災風險！
	■ 設備變熱。請勿將可燃物或噴霧罐直接放在 爐頭下方的抽屜裡。

	火災風險！
	■ 爐頭會自動關閉，而可能無法再運作；且可 能會在日後無預警開啟。請關閉保險絲盒中 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絡。


	灼傷風險！
	■ 電爐及周圍區域（若有安裝爐頭環）會變得 非常熱。切勿觸碰到高熱的表面。請讓兒童 保持在安全的距離。
	灼傷風險！
	■ 電爐加熱，但顯示幕並未運作。請關閉保險 絲盒中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絡。

	灼傷風險！
	■ 爐頭上的金屬物品很快就會變得非常熱。切 勿將金屬物體（如刀子、叉子、勺子和蓋子） 放置於爐頭上。

	火災風險！！
	■ 每次使用後，請務必從主開關關閉爐頭。請 勿先移開鍋具，讓爐頭自動關閉。


	電擊風險！
	■ 不正確的維修極為危險。僅能由我們訓練有 素的售後技術人員進行維修或更換損壞的電 源電纜。若設備有瑕疵，請拔掉產品電源或 關閉保險絲盒內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 心聯絡。
	電擊風險！
	■ 滲透性濕氣可能會導致觸電。請勿使用任何 高壓清潔機或蒸汽清潔機。

	電擊風險！
	■ 有瑕疵的設備可能會導致觸電。切勿開啟有 瑕疵的設備。請拔掉產品電源或關閉保險絲 盒內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絡。

	電擊風險！
	■ 玻璃陶瓷中的裂紋或裂縫可能會導致觸電。 請關閉保險絲盒中的斷路器，並與售後服務 中心聯絡。


	故障風險！
	爐頭的下半部分配備了一個風扇。若爐頭下設 有抽屜，則該抽屜不應用於存放小物品或紙張； 一旦風扇吸入這些物品，可能會損壞風扇或干 擾冷卻作業。
	抽屜內容物和風扇進氣口應保持2公分以上的 距離。

	受傷風險！
	■ 在雙層蒸鍋中烹調時，爐頭和烹調容器可能 會因過熱而破碎。雙層蒸鍋中的烹調容器絕 對不可直接與裝水的鍋具的底部接觸。請務 必使用耐熱鍋具。
	受傷風險！
	■ 平底深鍋可能會因鍋底和電爐之間的液體而 突然跳動。請務必保持電爐和鍋底乾燥。

	可能會損壞設備的因素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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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所有的電爐均關閉超過20秒時，爐頭將會自動關閉。

	設定電爐


	設定加熱設定值
	1. 針對所需的電爐點選¤符號。顯示幕上的‹和N符號隨即亮起。
	2. 在接下來的10秒內，請沿著控制面板滑動手指，直到加熱設定 值顯示幕上出現所需的加熱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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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下@›上方的編程面板。該功能隨即啟動。

	關閉
	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快速加熱功能可能會自動關閉，以保護爐頭 內部的電子元件。


	時間編程功能
	電爐應自動關閉
	設定烹調時間
	1. 選擇電爐和設定加熱設定值。
	2. 點選0符號。所需電爐的x指示燈亮起。定時器顯示幕上顯示 ‹‹。若要選擇不同的電爐，請重複點選0直到所需電爐的x指 示燈亮起。
	3. 在接下來的10秒內，在控制面板中設定所需的烹調時間。從左 至右可能預設值為1、2、3.....最多為10分鐘。

	注意



	自動編程
	變更或取消時間
	當設定的時間過去
	注意
	定時器

	編程
	1. 按下0符號數次，直到W指示燈亮起。時間編程功能顯示幕中 的‹‹隨即亮起。
	2. 在編程面板中選擇所需的時間。

	變更或取消時間
	當設定的時間過去
	自動時間限制
	基本設定
	存取基本設定
	1. 使用主開關打開爐頭。
	2. 在接下來的10秒內，按住0符號約4秒。
	3. 按下0 符號數次，直到所要功能的指示燈出現在螢幕左側。
	4. 然後在編程面板中選擇想要的設定。
	5. 再次按住0符號並維持4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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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後服務
	預約技師到府服務以及產品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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