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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炸锅
使用说明书

型号.：MF-TN40A

（炸锅容量：4 升）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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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使用本空气炸锅可以更健康地烹制您最喜爱的食材和小食。炸锅采用热空气与高速空气
循环（快速热风）及顶部烤架的组合，以健康、快捷、简便的方式烹制各种美味佳肴，
可360度全方位加热大多数食材而无需用油。

主要部件的介绍

电源指示灯
加热指示灯

进气口定时器

温度旋钮

炸篮释放按钮

炸篮把手

煎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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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并妥善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危险
- 切勿将内置电气元件和加热元件的外壳浸入水中，不要在水龙头下冲洗。
- 切勿让任何水或其他液体进入器具内，以免触电。
- 务必将食材放在炸篮里，避免与加热元件接触。
- 设备运行时，不要盖住进气口和出气口。
- 不要在煎锅里装满油，可能会引起火灾。
- 炸锅工作时切勿触摸设备内部。

警告
- 本设备不适合身体、感官缺陷或智力低下或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士（包括8岁以下儿 

童）使用，除非 在其监护人的监督或指导下使用。
- 在连接设备前，请检查设备上所指示的电压是否与本地电源电压相对应。
- 如果插头、电源线或设备本身损坏，请不要使用设备。
- 如果主电线损坏，必须联系制造商、代理商或有资质的其他等同人员更换，以避免危

险。
- 应监督儿童，确保他们远离本设备。除8岁以上儿童在监护下外，否则儿童不得进行清

洁和维护。
- 当设备开启或冷却时，请将设备及其主电线置于8岁以下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
- 保持主电线远离热表面。
- 请勿用湿手将设备插入电源或操作控制面板。
- 只需要将设备连接到接地的壁式插座上。一定要确保插头正确插入插座。
- 切勿将本设备连接到外部计时器开关或单独的远程控制系统，以免发生危险情况。
- 切勿将本设备放置在易燃物品上或附近，例如桌布或窗帘。
- 请勿将设备靠墙放置或靠在其他设备上。设备的背面、侧面和上方均留出至少10cm的

空间。不要在设备上放置任何物品。
- 请勿将本设备用于本手册所述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
- 勿让设备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运行。
- 在热空气煎炸过程中， 会通过出风口释放出热蒸汽。 请将手和脸与蒸汽和出风口保持

安全距离。 另外从设备上取下煎锅时， 小心被热蒸汽烫伤。
- 使用过程中，设备表面可能会变热。
- 使用设备后，设备内的金属盖会变得很烫，避免与设备内的热金属接触。
- 如发现设备冒出黑烟，请立即拔掉插头。 等待烟雾散去时方可将煎锅从设备上取下。 



使用前准备
1. 将设备置于稳定、水平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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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将设备置于水平、平坦、稳定的表面。
- 此设备仅供一般家用。它不适用于商店、办公室、农场或其他工作环境中的员工厨房。 

也不 适用于酒店、汽车旅馆、民宿以及其他商业环境。
- 如果设备使用不当，或用于专业或半专业用途，或未按照用户手册中的说明使用，则无

法为您办理售后，我们亦不承担任何损坏责任。
- 使用后一定要拔掉设备插头。
- 使用后让设备冷却约30分钟后再处理或清洗。
- 确保将烹制食材从炸锅取出时是金黄色的，而不是黑色或棕色。清除烧焦的残渣。
- 设备内部有微型开关，烹制时将煎锅拉出，设备将自动断电。

 过热保护
- 本设备具备过热保护系统，如果内部温度控制系统出现故障，过热保护将自动开启，设

备关闭。拔掉电源线。让设备自行冷却后送到授权服务中心进行维修。

自动关机
本设备配有定时器。当定时器计时到零时，设备会发出铃声并自动关闭。要手动关闭设
备，请将定时器逆时针旋转至零的位置。
 注意：如果煎锅在烹制过程中被拉出，设备也会自动关闭。（定时器仍在计时中）

电磁场 （EMF）
本设备符合所有有关电磁场（EMF）的标准。如按照本用户手册中的说明妥善使用，本
设备是安全的。

首次使用
1. 拆除所有包装。
2. 从设备上取下所有贴纸或标签。
3. 用热水、洗涤液和非研磨性海绵彻底清洗炸篮和煎锅。

注： 也可用洗碗机清洗这些部件。
4. 用湿布擦拭设备内外部。

这是一个空气炸锅，主要依靠热空气工作，请勿在煎锅里装满油或炸用脂油。



请勿将设备放于不耐热的表面。
2. 把炸篮正确放在炸锅内。
3. 把煎锅放进设备里。

注意：煎锅必须正确放入炸锅内，否则设备将无法工作!
4. 将主电线和插头插入接地的壁式插座。

勿在煎锅里装满油或其他液体。
勿将任何物品放在设备顶部。
勿在设备两侧的进气口处放置任何物品，这会影响气流，进而影响热空气的煎炸效果

设备的用法
本款空气炸锅可烹制多种食材。请参考下文的“设置”表。

热空气煎炸
1. 将电源插头插入接地的壁式插座。
2. 把煎锅从空气炸锅中拉出。
3. 把食材放进炸篮里。

注意：请勿将炸篮装满或超出建议的量（请参阅本章“设置”一节），装得过多可能
会影响最终煎炸的效果。

4. 把煎锅推回空气炸锅里。
勿在未放炸篮时使用煎锅。
如果煎锅未正确地固定在空气炸锅上，设备将无法工作!

注意：使用期间和使用后的一段时间内，炸锅会变得很烫，切勿触摸 。只可握住煎锅
的手柄。

5. 把温度控制旋钮调到所需的温度。要确定合适的温度，请参阅本章的“设置”一节
6. 确定各种食材所需的烹制时间（见本章“设置”一节）。
7. 将定时器旋钮转到所需的烹制时间，设备开始工作

当设备处于冷却状态时，将烹制时间增加3分钟。
注意：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让设备在未放食材的情况下预热。在这种情况下，将定
时器旋钮调到3分钟以上，等待加热灯熄灭（大约3分钟后）。然后将食材放入炸篮，
把定时器旋钮调到所需的烹制时间。

a.电源灯和加热灯亮起。
b.定时器开始倒数设定的烹制时间。
c .在热空气煎炸过程中，加热灯会不时地亮起又熄灭。这表明加热元件被打开和关闭

以保持设定的温度。
d .将煎炸食物留在煎锅底的油回收。

8. 有些原料需要在烹制过程中摇匀（见本章“设置”部分）。抓住手柄将煎锅从炸锅中
拉出，摇匀后把煎锅推回空气炸锅里继续烹制。

注意：摇动时不要按手柄上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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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您听到计时器铃声时，设置的准备时间已经过了。将煎锅从设置中取出，放在一个耐热的
表面上。

注意：您也可以手动关闭设备。 把温度控制旋钮调到0的位置，或直接把煎锅拉出来即可。

10. 检查一下食材是否烹制好。
如果食材尚未烹制好，只需把煎锅放回设备里，再把定时器多调几分钟即可。

11. 要取出较小食材（如薯条），按下炸篮释放按钮，将炸篮从煎锅内取出即可。

勿在炸篮还未与煎锅分离时将炸篮倒置 ，如果倒置煎锅底残留的多余油脂都会漏到食物上。

热空气煎炸后，煎锅和食物都是热的。 对于有些烹制的食材，蒸汽可能会从煎锅中逸出。

热空气煎炸后，煎锅内部及金属盖都是热的，避免接触。

12. 将篮内食物倒入碗中或盘内

13. 当一批食物烹制完成后， 可立即用空气炸锅烹制下一批 。

14. 如果你想同时烹饪两种食材，可以用炸篮分隔器把它们隔开，防止串味。

设置
下表可帮助您选择要烹饪食材的基本设置。

小贴士：为了减轻重量，你可以把炸篮从煎锅里取出，只摇动炸篮。要做到这一点，可把
煎锅从设备中拿出， 放在一个耐热表面上，并按下手柄的按钮。

小贴士： 你可以把定时器调到烹制时间的一半，这样计时铃会响起提醒你需要摇匀食材 。
然而，这意味着你必须在摇匀食材后重新设置定时器 。

小贴士：如果你将定时器设置为完整的烹制时间, 在烹制完成之前不会响铃提示, 可随时取
出煎锅检查食物的烹制情况, 煎锅拿出时电源将自动关闭,  煎锅放回设备时将自动恢复工作
（这种情况下，计时器仍保持计时状态）。

小贴士：要取出较大或易碎的食材，可用一把钳子把食物从篮内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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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 较小的食材所需的烹制时间通常比较大的食材稍短。
- 较大量的食材只需将烹制时间稍延长一点，而较少量食材只需将烹制时间稍缩短一些。
- 在烹制过程中适当摇匀较小食材，可防止煎炸不均，使烹制结果更佳。
- 加些油到新鲜的土豆里可以使土豆变脆。加入油后几分钟内，将食材放入空气炸锅中煎炸。
- 切勿在油炸煎锅内烹制特别油腻的食材，例如香肠。
- 可以放入烤箱烹制的小食也可用空气炸煎锅制作。
- 炸薯条的最佳量是一次500克。
- 使用预制面团，可快速方便地制作点心。预制面团的烹制时间也比自制面团稍短。
- 如果你想烤蛋糕或乳蛋饼，或者想炸易碎的材料或填料食材，可以把烘焙罐或烤盘放在空气

炸锅里。
- 你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重新加热食物。要重新加热食物，将温度设置为150”C，最多加热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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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记住这些设置仅供参考。由于食材的来源、大小、形状及品牌各有不同，我们
不能保证提供您的食材的最佳设置。

由于快速热空气技术可以瞬间将设备内的空气重新加热，所以在热空气煎炸过程中，短
暂的将煎锅从设备内拉出基本不会对煎炸过程产生影响。

土豆与薯条
 薄冷冻薯条
厚冷冻薯条

自制薯条（8X8mm）

自制薯角
自制薯块
土豆饼

奶油烤土豆
猪肉 & 家禽肉

牛肉
带骨猪排
汉堡包

香肠肉卷
鸡腿

鸡胸肉
小食
春卷

冷冻鸡块
冷冻鱼条

 冷冻面包屑奶酪点心

蔬菜陷点心
烘焙

摇匀
摇匀
摇匀

摇匀
摇匀
摇匀
摇匀

摇匀
摇匀

加半匙油

加半匙油
加半匙油

最小-最
大量

温度（V） 是否
摇匀

其他信息时间 
（分)



小贴士：如果 炸篮或煎锅底上有油污，在煎锅内放入热水加一些洗洁精。再把炸篮放在煎锅
里， 浸泡大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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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薯条
自制薯条，请参考以下步骤。

1. 把土豆削皮，切成条。
2. 把土豆条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干。
3. 在碗里倒入1/2汤匙橄榄油，放入土豆条搅拌， 使其均裹上一层油。
4. 把土豆条从碗里拿出放到炸篮里。

注意：不要一次性地把所有土豆条从碗内倒入篮内， 防止过多的油落入煎锅底。
5. 按照本章的说明煎炸土豆条。

清洁
每次使用后请清洗炸锅。

煎炸后，请不要在清洗前接触热金属表面。清洗前先让设备冷却!

不可使用金属厨具或研磨性清洁材料清洗煎锅、篮和分隔器，以免损坏不粘涂层。

1. 从壁式插座上取下电源插头，等待设备冷却。
注意：取下煎锅，让空气炸锅快速冷却。

2. 用湿布擦拭炸锅外部。
3. 用热水、洗涤液和非研磨性海绵清洗煎锅和炸篮。

4. 用非研磨性海绵沾水清洗设备内部。
5. 用清洁刷清除加热元件上的食物残渣

可以使脱脂液洗去残留的污垢。

注意：炸篮和分离器可以用洗碗机清洗。

注：  空气炸锅处于冷却状态时，使用时请将烹制时间额外加3分钟。

蛋糕 
乳蛋饼 
松饼
甜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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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1.  拔掉设备插头，让其自然冷却。
2. 确保所有部件清洁干燥
3. 将空气炸锅置于干净且干燥的地方。

环境
切勿在设备到其使用寿命时，将设备连同一般生活垃圾一并弃置，而应置于指定收集点
以便回收。这种做法有助于保护环境。

质保和服务
如果您需要服务或信息或有任何疑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联系您的供应商。

故障排除表
问题

空气炸煎锅不
工作

空气炸锅所烹
制食材未煎炸

成功 

空气炸锅内食
材煎炸不均

油炸点心出煎
锅时不酥脆

不能将煎锅正
确地放入设备

内

可能的原因
未插入电源

未设定计时器

煎锅未正确地置于设
备内

过热保护开启

炸篮内食材过量

设置温度过低

烹制时间过短

有些食材在烹制过程
中需要摇匀

你使用的可能是需要
以传统油炸煎锅烹制

的食材

炸篮内食材过多

炸篮未正确放于煎锅
内

解决方案
 将电源插头插入接地壁式插座 

 将定时器旋钮旋至所需的烹制时间，使设备  
工作

 将煎锅正确地推入设备。

使用尖物品按下设备底部的重置按钮.

在炸篮内放入较少食材。少量食材可以煎炸得
更均匀

将温度控制旋钮旋至所需的温度 (见“设备使
用”一章的“设置”一节)。

将定时器旋钮旋至所需烹制时间 (见“设备使
用”一章的“设置”一节)。

容易掺杂在一起的食材（如薯条）需要在烹制
中进行摇匀 ( 见“设备使用”一章的“设置”

一节)。

使用烤箱点心或在点心表面刷上一些油，达到
更酥脆的效果

不要将炸篮装得过满，参考上面的“设置”表

将炸篮按入煎锅内，直到听见咔哒一声。



10

设备冒出白烟

 

空气炸煎锅内
新鲜薯条煎炸

不均

新鲜薯条出煎
锅时不酥脆

正在烹制多油食材.

煎锅内仍有之前使用所
残留的油脂 

未使用适当的土豆

煎炸之前未适当清洗土
豆条

薯条的酥脆度取决于油
的用量和水分

当你用空气炸锅煎炸多油食物时，会有大量的
油漏入煎锅内。 油会产生白烟，煎锅会比平时
升温更高。这不会影响设备或最终烹制结果。

 煎锅内油脂由于加热导致白烟。 确保每次使用
后及时清洗炸煎锅

使用新鲜土豆，确保它们在煎炸中不松散。

适当冲洗土豆条，去除土豆条表面的淀粉。

放油之前，一定要使土豆条沥干水分

将土豆条切小一些可以更酥脆
适当加一点油可以更酥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