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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umber:  ZTD10XB-8016
 Voltage: 220-240V~ 50-60Hz, 110W-116.5W.

請細閱並保留此說明書

除了本產品提供的配件外，請勿使用其他配件。
此產品包含紫外線發射器。不要凝視光源。如果消毒機
的門打開, 紫外光燈仍然亮起, 或者門有損壞或缺失, 請不
要使用消毒機。
注意 :  此產品的電源插頭是SS145配有13A保險絲。如果
必需更換保險絲，只可使用標明SS145及13A的保險絲。

關於棄置電器及電子設備 (WEEE)
這個在產品及附帶文件上的符號代表舊的電子及電器
產品不應跟其他一般生活垃圾混合。要妥善處理，回
收和循環再造，請把此產品送到指定的收集站。有一
些國家，當你購買新電器時，可以把舊電器退回零售
商。正確棄置此產品可幫助保護寶貴的資源及防止影
響人類健康及環境。請聯絡當地的政府查詢關於就近
的廢棄電器及電子設備(WEEE) 的收集站。在某些國
家，如不正確棄置電器及電子產品有可能會被罰款。
請聯絡當地政府，查詢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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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警告!

你可於 www.tommeetippee.com 找到此說明書。此說明
書內有重要資訊，請小心保存，以作日後參考。 

本產品只供家居使用，請勿在戶外使用。

將產品接上電源前，請檢查你家居的電壓是否與顯示在產
品底部的電壓一致。
請勿把產品浸於水中。為免造成火災、觸電及危害他人，
請勿將電線、插頭及產品浸於水或任何液體中。
不適當使用本產品，會引致火災、觸電及受傷等危險。
本產品不應給兒童使用。請確保本產品及電線遠離兒童。
本產品可供生理、感官或精神有殘障、或缺乏經驗及知識 
(包括兒童)的人仕使用，但必需在適切的監督或指導下安
全使用本產品，並且了解所涉及的危害。不要讓兒童把玩
此產品。
除清潔及除垢外，本產品不需要其他特別的保養工序。清
潔及除垢工序不應由兒童進行。
使用時，本產品的表面會變熱。
請在耐熱的平面上使用本產品。請不要移動運作中的產
品。請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使用本產品。
注意 :  請勿對電器組件進行消毒。請勿觸摸灼熱的表面，
待冷卻後才處理。
如發現產品的電線或插頭有損壞，或產品發生故障，應立
即停止使用。電線如有損壞，應立即聯絡專業電器技師維
修或更換，以免發生危險。
請勿將電線懸掛在廚房工作檯面的邊緣或接觸高溫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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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紫外線 
消毒烘乾儲存機

使用說明
請細閱及保留此說明書 

有疑問? 
請到我們網站

tommeetippee.com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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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 在放入消毒機之前, 請用溫水加清潔劑清洗要消毒的物品, 並用清水沖洗乾淨並瀝乾。
• 不要將濕透的物品放入消毒機中, 因為水會聚集在底部。如果底部有積水或消毒機漏水, 請關掉消毒機

並擦乾水份。
• 把物品放入消毒機內。把所有組件拆開, 並確認所有需要消毒的表面都可看到

  

• 把奶瓶朝上放置, 以幫助發揮乾燥功能。
• 接上電源, 按下開關按鈕, 之後根據您的需要, 選擇不同功能 –僅消毒, 僅烘乾、自動消毒加烘乾, 或儲

存功能。
• 顯示屏會亮起並閃爍, 以顯示所選的功能。計時器會顯示剩餘的運作時間。
• 消毒過程中, 請勿將物品從消毒機中取出。
• 使用時, 熱氣會從消毒機中釋放。手、臉和其他身體部位應遠離消毒機。
• 消毒器使用紫外線, 對眼睛和皮膚會造成損害。請不要直視或凝視紫外光燈。
• 完成後, 計時器將顯示0 並發出響聲。
• 將物品從消毒機內取出。請小心, 因為物品可能仍有餘熱, 尤其是在烘乾之後。
• 如果您希望將物品留在消毒器內, 您可以利用儲存模式，物品將保持無菌狀態。
• 紫外線光管在消毒後會很熱。請勿觸摸。
• 使用後可能會有一些餘熱。請勿觸摸灼熱的表面(如層架), 直到冷卻為止。
• 首次使用時可能會有微弱的氣味。這是正常的。

在紫外線消毒機中消毒的奶瓶,  可能會稍微變黃。但不用擔心，奶瓶仍然可以安全使用。

故障排除 
• 謹記 - 如果您在消毒機運作中途將消毒機的門打開, 消毒機將會暫停運作。如果有此情況, 建議重新開

始運作程序。。
• 如需停止某功能運作, 請按下該功能按鈕, 直到指示燈不再亮起。
• 如果消毒機不能運作, 請讓它冷卻 5 分鐘, 然後嘗試重新啟動。
• 如有物品阻塞了排放口, 請拔下消毒機的插頭, 讓它冷卻 5 分鐘, 然後取出所有物品及重試。 

常見問題  

為什麼要消毒機放在離牆的地方? 
我們建議要有一個 10 cm的距離, 以便通風。這樣可以保護您的工作的桌面和產品。

如果我用儲存模式, 奶瓶可保持無菌狀態多長時間?
在儲存模式下, 消毒機將每 2 小時對產品進行消毒和烘乾, 直至您按下關閉按鈕將消毒機關上為止。

我應該多久沖洗一次過濾網?
這很大程度取決於您的周邊環境。我們建議您在發現過濾網上積聚灰塵時, 便需要清洗或更換過濾網,
確保定期檢查過濾網。

我的海綿過濾網丟失了/損壞了,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替換過濾網?
如果過濾網丟失了或損壞了,你可以使用隨產品附送的備用海綿過濾網。

紫外線光管可以用多久?
飛利浦 G4 TUV 4W T5 紫外線光管可持續使用 6,000 小時 才需要更換。

如何更換過濾網

使用方法
將消毒機放在耐熱的平面上 , 並遠離易燃物及易爆物。
消毒機與牆之間應有最少10cm距離
請勿將電線懸掛在廚房工作檯面的邊緣或接觸高溫表面。
請勿移動運作中的消毒機。
消毒機在運作時, 請勿蓋住消毒機。雙手、面部和其他身體部位要遠離消毒機。 

組件指南 

a. 消毒機
b. 過濾網
c. 電源線
d. 層架

只進行消毒功能
輕按消毒功能鍵一次將進行 35 分鐘消毒, 按兩次將進行 45 分鐘消毒

使用前設置消毒機
首次使用前，請參考組件指南及圖示， 清潔消毒機。
暫不要把消毒機接上電源
1. 將所有組件在從包裝箱內取出
2. 把藍色保護膜從消毒機內取出
3. 打開消毒機的門, 放入消毒架。
4. 使用前, 請用濕布擦拭消毒機
5. 接上電源

清潔及保養
除清潔外，本產品不需其他特別的保養工序。不需要除垢。
切勿讓兒童進行清潔及除垢工序。
請確認消毒機冷卻後才進行清潔。
定期更換過濾網, 您可以用溫水沖洗過濾網及晾乾, 然後重複使用。或您可以使用提供的備用過濾網,
我們建議您每隔 1-2 天定期清潔消毒機,以保持其性能。  
1. 清潔前請關上電源,  等待消毒機冷卻。
2. 使用乾淨的濕布清潔消毒機內外。請勿將消毒機放入水中。 請勿使用醋或其他化學品進行清潔, 因為
這些化學品可能會對產品造成損壞。
3. 用乾淨的濕布抹擦螢幕上的灰塵。  

更換紫外線光管
關上電源並拔下消毒機的插頭。
觸摸前, 確保光管已冷卻

消毒機的背面

過濾網

過濾網放置室門

1. 逆時針轉動光管 90 度

4. 逆時針轉動光管 90 度

5. 插針應鎖定在水平位置

2. 插針現在應該是垂直的, 你可以向下拉，取出光管

3. 將新的光管垂直推入插槽

選擇所需功能

只進行烘乾
輕按烘乾功能鍵 一次將烘乾30 分鐘、兩次烘乾40 分鐘、三次烘乾50 分鐘。

自動模式
按下自動模式鍵,  會先烘乾然後消毒，需時60 分鐘,  包括25 分鐘烘乾及
35分鐘消毒及烘乾

儲存功能
按下儲存功能鍵及任何一個功能鍵, 讓物品儲存在消毒機中。
消毒機將進行一個程式, 每2小時發出5分鐘的紫外線及烘乾5分鐘, 以確保消毒機內的物品
保持無菌。其間, 您可以從消毒機內取出物品, 之後只需再按一下儲存功能鍵, 消毒機會繼
續為餘下的產品保持無菌。

電源開關
按此按鈕可開啟與關閉消毒機

當您按下任何按鈕及開關消毒機門時, 會發出響聲。
您可以關閉按鈕上的聲音, 但是開關消毒機門時的聲音, 是不能關閉的。

按鍵聲音開啟 按鍵聲音關閉

1. 開啟裝置背面過濾網放置室的門
2.  將舊的過濾網取出
3.  如果您想重複使用過濾網, 請用溫水沖洗, 然後晾乾。
4.  或可將新的過濾網從包裝內取出並換上; 亦可將已清洗的過濾網放入過濾網放置室內。過濾網只有

一個方向可以放入放置室內。

溫馨提示
紫外線光管包含可能對環境有害的水印。
請勿壓碎、折斷或打開光管。
不要把紫外線光管與一般垃圾放在一起。
如果您有任何回收問題, 請聯繫當地相關廢物棄置部門。

電磁場
本產品符合所有相關磁場暴露要求適用的標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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