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指南

KD-130系列
泵压式咖啡机

使用说明书



咖啡杯加热盘

冲煮头

冲煮手柄

水位指示器（红色）

防滑橡胶墊

2.5升可拆卸水箱

一杯量不锈钢过滤网注：请以包装内实物为准，
    当产品规格、配件、设计变更时，
    恕不另行通知。



开关键

咖啡热水/蒸汽
模式切换

操作旋钮

硅胶套

蒸汽棒

可拆卸集水盘和水槽

二杯量不锈钢过滤网 咖啡粉压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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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1

惠家在设计和制造产品时非常仔细的考虑到安全，但是产品的使用

者必须小心地使用电器。以下列出使用机器的安全措施：

1．仔细阅读并保存产品使用说明书。

2．请在水平面上放置及操作咖啡机。

3．请勿在水箱缺水时操作机器，只可注纯净水入水箱。水箱的最大容量为2.5升。

4. 切勿在冲制咖啡的过程中或热水正在流出时取走冲煮手柄，以免机内的压力

   突然喷出，导致灼伤。

5．由于蒸汽热水管在打奶泡和出热水时会发热，接触会引起烫伤，因此请避免

   直接接触蒸汽热水管。 

6．机器有问题时应关闭电源和拔下插头。

7．不可让电源线接触到机器发热的部分, 包括咖啡杯加热盘及蒸汽热水管。

8．切勿把手放在蒸汽热水管喷嘴或咖啡冲煮头之下，以免灼伤。

9．在拔插头时必须关闭电源，及不可拉扯电源线。

10.在不使用产品时和清洁前，应关闭电源和拔下插头。

11.只可用通过测试的延长电源插座。

12.应按照产品上注明的电压（交流220V~）下使用产品。

13.产品不要放置在小孩可触摸到的地方。

14.严禁无人看管时启动产品。

15.不要在规定范围外使用产品。

16.不要将产品靠近或放在煤气炉，电热组件或加热炉上及不要放置在其他电器

   产品上面使用。

17.不要让产品的电源线挂在桌旁或接触到任何发热物表面。

18.不可将产品浸入水中。

19.如果电源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应立刻停止操作, 并把机器带到惠家指定的

   维修站由专业人员来更换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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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咖啡机取出水箱 注入纯净水

3

放回水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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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准备

1. 把咖啡机放在干净和水平的桌面上。

2. 确定集水盘及集水盘上盖已放好。

3. 注水入咖啡机水箱。

   从机器前面拿出水箱   。然后用水龙头注入纯净水   。

   注水后,把水箱放回原位   。

4. 将插头插入220V~ 的交流电源插座并接通电源。按‘POWER
   电源’键开动机器  ‘电源POWER’键上的灯会闪烁，这表示

   机器已启动并开始加热。当‘POWER 电源’键上的灯停止闪动

   及长亮时，机器已完成加热，即可以操作   。这情况表示机器

   已进入准备操作状态。

5. 把咖啡杯放到咖啡杯加热盘上预热   。

   注意: 第一次使用或机器很久不使用时, 必须根据以下步骤

         冲洗机器才可使用

6. 把1杯量或2杯量过滤网放进手柄　 。把冲煮手柄放进冲煮

   头　 ,再把手柄尽量向右推向固定位置　 。

7. 放一个大容器在手柄喷嘴之下 　。
8. 旋转旋钮到‘Coffee咖啡’让水流出直到水箱清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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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备注：新机器预热完成后，请先打开热水旋钮，直至热水管道出热

水，关闭热水旋钮后才可以做咖啡和打奶泡。

‘Power电源’灯长亮后
便可以操作(准备操作状态)

按‘Power电源’键
启动机器。 预热时，
‘Power电源’闪烁，
预热完成后灯长亮。

5

把咖啡杯预热

选择适当的过滤网放进手柄

11

987

把手柄放进冲煮头 把手柄尽量向右推，
手柄到中间位置锁紧即可

放一个大容器在
手柄分流嘴之下

单份过滤网
双份过滤网

旋转旋钮到‘Coffee咖啡’
让水流出

10

3



冲制咖啡指引 

预热咖啡杯

1. 把热水注入咖啡杯使其变暖。这有助保持特浓咖啡的泡沫。

   把已预热的咖啡杯放到旁边备用。

注意: 热水接近摄氏100度, 加热咖啡杯时，请小心不要烫伤。

预热过滤网及冲煮手柄

2. 选择适当的过滤网放进手柄   。

提示: 我们建议一杯份量选用1杯量咖啡过滤网; 两杯份量选用2
      杯量咖啡过滤网。

3. 放冲煮手柄于冲煮头下面，并冲热水使其变暖。放手柄在

   冲煮头下面,旋转旋钮到‘Coffee咖啡’让水流出再调至

   Standby预热 位置停止水流    。

4. 用干净的抹布搽干过滤网。

倒入及压紧咖啡粉

5. 用咖啡粉量匙(自备)把已研磨的咖啡粉倒进过滤网   。

6. 把放有过滤网的手柄平置在桌上。用压粉器以平均力

   度压平咖啡粉   ,将压粉器90度转动,使咖啡粉饼表面平滑。

7. 清洁手柄周边的咖啡粉屑   。

注意: a.不要加入过少或者过量的咖啡粉到过滤网。

        (一般是压紧咖啡粉后，压粉器底部应与过滤网的顶环相差

        几毫米)。

      

提示: 

a. 咖啡粉份量及压紧咖啡粉的力度要每次一样。咖啡粉的粗细程度

   是可以调节的。例如要以慢速冲咖啡,应用较细的咖啡粉;

   而快速冲咖啡,则应用较粗的咖啡粉。

b. 确保压粉器是干的, 以免粘着咖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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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择适当的过滤网放进
手柄

14

把已研磨的咖啡粉倒进
手柄

13

放冲煮手柄在冲煮头下
面，并冲热水使其变暖

冲制咖啡

8. 把冲煮手柄放进冲煮头   ,再把手柄尽量向右推至锁紧。

9. 把咖啡杯放在两个分流嘴下面   。

注意: 先检查咖啡机是否已进入准备操作状态。如‘POWER
           电源’键上的灯还在闪动, 表示机器已启动，但仍在

      加热的过程中。

10.开始冲制咖啡时旋转旋钮到‘Coffee咖啡’，停止时，再

   调至‘Standby预热’位置   。

11.预浸功能会在正式冲制咖啡前流出 3次水注到咖啡粉饼。

   预浸后会开始冲制特浓咖啡。

12.检查冲好的特浓咖啡。理想的咖啡是显出深焦糖色。

提示: 当流出咖啡的颜色开始变淡, 便要停止冲制。

13.立即享用咖啡。

咖啡机的保养

14. 把手柄从冲煮头向左推，然后取出手柄。

15. 丢掉用过的咖啡粉   。

提示: 我们建议使用者在每次冲制咖啡后, 用小量清水冲净冲

      煮头, 确保残余的咖啡粉不会附在冲煮头底部。只要旋转

      旋钮到‘Coffee咖啡’键让水流出，停止时，再调至

      ‘Standby预热’便可。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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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压平咖啡粉

16

清洁过滤网周边的咖啡粉屑 把冲煮手柄放进冲煮头

17

21

丟掉用过的咖啡粉

18

把手柄尽量向右推，
手柄到中间位置锁紧即可

19

放咖啡杯在分流嘴之下

20

把旋钮调至‘Coffee咖啡’    
冲制咖啡，完成后调至
‘Standby预热’位置

6



打奶泡指引

打奶泡是把蒸汽打入牛奶中。蒸汽能把牛奶加熱也會讓牛奶接觸空

气而造成乳状泡沫, 使牛奶变得软滑。跟制作特浓咖啡一样，打奶

泡的技巧是需要多次练习的。

提示:特浓咖啡是所有咖啡类饮品的基础, 各种饮品需要的牛奶份量

会有所不同。

按下蒸汽指示灯键, 启动蒸汽模式    ，直至蒸汽指示灯停止闪烁

建议: 先冲制咖啡或使用热水功能, 这样可以配合机器加热的步骤, 

      减少调节温度的时间。

1. 牛奶的份量可根据咖啡的份量及奶壶的大小而定。

   提示: 牛奶的体积会在打奶泡的过程中不断增加。

2. 把冷藏的牛奶倒入不锈钢奶壶至1/3与2/3满之间。

   提示: 打奶泡前, 避免用温水或热水冲洗不锈钢奶壶。

3. 逆时针方向扭动旋钮至‘蒸汽/热水’   ，让残留在蒸汽管的

   水排出。顺时针方向扭动控制旋钮，关掉蒸汽   。

4. 把蒸汽管转动至机器旁   。

5. 把蒸汽管放入奶壶中, 而蒸汽喷嘴深入牛奶下1cm , 再扭动

   控制旋钮至‘蒸汽/热水’  。

6. 用奶壶口支撑着蒸汽管, 保持蒸汽喷嘴放在牛奶下 1cm    。　

   蒸汽会在牛奶中产生漩涡。

注意: 不要只让蒸汽喷射在同一位置，应平均喷射到不同位置，否

      则会产生大的气泡。如遇此情况，应提升奶壶使喷嘴更深入

      牛奶当中。(注：理想的奶泡是软滑浓厚的效果。)

7. 牛奶的份量会在打奶泡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在此情况下，应把奶

   壶往下放及时常保持蒸汽喷嘴在牛奶之下约1cm。当泡沫达到所

   需的量后，提升奶壶直至喷嘴在壶的中央   。

提示: 不同的咖啡饮料所需奶泡份量也不同。如冲制一杯意大利泡

      沫咖啡（Cappucino）比冲制一杯鲜奶特浓咖啡(Flat White)
      需要更多泡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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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蒸汽指示灯键，直
至蒸汽指示灯停止闪烁

把调节旋钮调至蒸汽/热
水键，喷出管道内的水，
直至出蒸汽。

把调节旋扭转到蒸汽预
热位置，把蒸汽关上

把蒸汽管转动至机器旁 把蒸汽管放入牛奶壶中，
让蒸汽喷嘴深入牛奶大
概1cm，然后把调节旋钮
调至‘蒸汽/热水’设定

确认旋钮在预热位置

25

24

8. 当牛奶升温至60-65°C，立即逆时针方向扭动控制旋钮，

   关闭蒸汽功能   。

提示: 建议用温度计跟踪牛奶温度。如没有温度计，可用手掌放

      在奶壶外测温。当牛奶升温至60-65°C，手只能忍受接触

      奶壶表面不超过3秒。

重要事项：避免牛奶升温至72°C, 这样牛奶会被煮开，香味

          会消失。

9.  拿开奶壶，用湿布抹净蒸汽管及喷嘴再让蒸汽喷出   。

    把调节旋扭转到蒸汽预热位置,把蒸汽关上    。

10．把奶壶底部放在桌面上轻轻拍一拍，放出困在牛奶中的气泡。

    之后把奶壶慢慢旋转直到牛奶变得光滑及没有气泡，这样牛

    奶与奶泡才会溶合平均。当打转时，使用者可以清楚看见泡

    沫，有助判断泡沫的多少及状态。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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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8

把奶壶口支撑着蒸汽管，
保持蒸汽喷嘴放在牛奶之
下1cm，蒸汽会在牛奶中
产生漩涡

用湿布抹净蒸汽管及喷嘴，
再让蒸汽喷出

29

提升奶壶直到喷嘴置在
壶的中央

30

把调节旋扭转到蒸汽预
热位置,把蒸汽关上

32

把调节旋扭转到蒸汽预
热位置,把蒸汽关上

9



热水功能可用作调制浓黑咖啡、热巧克力及热茶。

1. 按下‘咖啡/热水模式’, 直至热水模式键指示灯亮起   。　

2. 将杯或容器放在热水管之下,再把调节旋钮调至蒸汽/

   热水设定   。

3. 当得到所需的热水份量，顺时针方向扭动热水控制旋钮，关

   掉热水   。

4. 拿开杯或容器，再转动热水管至集水盘以接着水滴   。

注意: 小心热水或热水管烫伤皮肤。

使用热水功能

33

34

35

36

 

33

36

按热水模式键，直到热
水模式键指示灯亮起，
进入热水模式

转动蒸汽管至集水盘上面

34 35

把杯放置在蒸汽管下面，
再把调节旋钮调至蒸汽/
热水设定

转动调节旋钮调至预热 
位置，关上热水

10



清洁与保养指引

制作特浓咖啡时会萃取咖啡粉中的咖啡油。沉积在咖啡机上的咖啡

油会影响咖啡的味道及机器本身的操作。因此，为了保持咖啡品质

及减少维修的次数，使用者必须时常清洁残留在机器上的咖啡油。

保养的方法十分简单，使用者只需在每次操作后进行以下的步骤：

    让水流出冲煮头

    使蒸汽管喷出蒸汽

    操作后立刻用湿布抹净蒸汽管及喷嘴

    从过滤网丢掉用过的咖啡粉，再清洗过滤网及冲煮手柄上的咖

    啡油

    清空及清洗集水盘

重要：切勿将任何咖啡机部件或配件放到洗碗碟机中清洗。

集水盘及集水盘盖子

经常拿起集水盘上盖及清空集水盘。用水和少许非腐蚀性的

清洁剂清洗集水盘及盖子，之后冲洗及吹干。

冲煮头、冲煮手柄和过滤网

每次用后应以温水冲洗冲煮手柄和过滤网，然后彻底弄干。

为清理残留在冲煮头的咖啡粉屑，应让水从冲煮头流出，再用湿布抹

净冲煮头的内环。

如果过滤网的小孔被咖啡粒堵住，可取出集水盘，取出清洁针, 

将清洁针细端插入过滤网底部的小孔。

冲煮头的橡皮密封圈

冲煮头的橡皮密封圈位于冲煮头的底部。

注意：1.当不使用机器时，不要把冲煮手柄长时间连接着密封圈，

        因这会缩短密封圈的寿命。

      2.密封圈的弹性会随时间减少，所以通常每十二个月便需要

        更换一次。

      3.密封圈质量退化的迹象是它不能扣紧冲煮手柄和有蒸汽

        在冲咖啡的过程中从冲煮头边漏出。

      4.如需购买及更换冲煮头密封圈，请联络惠家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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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与保养指引(续)

咖啡杯加热盘、热水管和机身表面

先用湿布抹净机身表面，然后晾干。千万不可使用钢丝球及任何化

学的清洁剂来清洗机身表面，以免擦花机身。

蒸汽管

保持蒸汽管的清洁会影响蒸汽释放的效率。沉积在蒸汽管的牛

奶焦会削弱机器的打奶泡效果。

重要事项：

1. 在每次使用后，应立刻用湿布抹净蒸汽管及喷嘴, 再开少量蒸汽。

   如牛奶焦附在蒸汽管上，只需用湿布清洁蒸汽管及喷嘴, 把蒸汽

   管转向集水盘，再开蒸汽10秒。如牛奶焦太顽固，可将湿布包围

   着蒸汽管约5分钟，这样使牛奶焦较容易清理。还有污垢的话，可

   重复此步骤。

2. 千万不可使用钢丝球及任何化学的或研磨粉状的清洁剂来清洗蒸

   汽管，以免擦花。如蒸汽管被堵住，清洁针藏于集水盘后面, 

   取出清洁针, 将清洁针粗端从蒸汽喷嘴插入蒸汽管 。如未能完全

   清理蒸汽管，可扭出蒸汽喷嘴，再用水冲出洗蒸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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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理水垢指引

水垢会随时间在那些涉及把水加热的装置上逐渐形成。因此, 咖啡

机亦需要定期清理水垢。清理周期要取决于使用次数而定, 建议每

4-6个月清理水垢一次。

水垢清理溶液 ---- 可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水垢清理溶液:

                        除水垢药片

                        水垢清理溶液

注意: 确保关掉咖啡机电源并拔下插头。

1. 把水箱清洗干净。将1.5公升的纯净水注入水箱, 并放入除垢剂。

   等待除垢剂完全溶化, 这需时5-7分钟   。

如冲煮手柄还连着冲煮头，请拿走它。取出里面的过滤网并在流动的

水下面冲洗,之后放到一旁。用螺丝刀拔起冲煮头内的过滤网并放到

安全地方。

重要事项: 小心不要在拆开冲煮头后丢失过滤网。

清理咖啡机的水垢

2. 在冲煮头下放置容器   ,并按下“ POWER电源”启动机器

   等候数秒钟。

3. 旋转到‘Coffee 咖啡’放水   ，当水箱剩余一半水,再旋转到

  ‘预热’键停止放水   。

4. 选择热水功能并开动15秒   。

5. 等候10分钟，重覆步驟3-4一次   。

6. 清洗水箱，并注入純淨水   。

7. 启动机器   。

8. 旋转到‘Coffee 咖啡’放水直至水箱剩余1/3水   ,再旋转到

  ‘预热’键停止放水。

9.选择热水功能并开动直至水箱没有水，再旋转到 ‘预热’键

   关掉热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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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

除垢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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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排解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咖啡冲煮手柄没有锁紧
 

确保手柄锁紧  

过滤网边沾有咖啡粉 清理过滤网上的咖啡粉  

冲煮头脏 用湿布清洁冲煮头  

冲煮头坏 联系惠家服务中心  

咖啡从冲煮头

或手柄外流出 
 

冲煮头内胶圈破损 联系惠家服务中心  

水箱没水 给水箱内加水

水箱未放到位 将水箱推到对应的位置

蒸汽和热水控制旋钮打开 确保蒸汽和热水控制旋钮在关

闭档位上参考 

没有咖啡流出  

过滤网堵塞，咖啡粉太细或

咖啡粉太紧。 

详见清理水垢指引

拿出过滤网用水清洁，用湿布

将冲煮头清干净放回过滤网，

压咖啡粉不要太紧。 

咖啡粉太细或压太紧 将咖啡粉磨均匀和不能压太紧咖啡流出不顺畅  

机器被污垢堵塞 参考清理水垢指引

咖啡不新鲜  使用新鲜咖啡  

压咖啡粉不够紧 将咖啡粉压紧

咖啡粉太粗 将咖啡豆磨细或换成其它品

牌的咖啡 

咖啡没有咖啡油  

过滤网内咖啡粉量不够 参考冲煮咖啡指引

咖啡压太紧 压咖啡时力度减少  

咖啡粉太细 换粗点的咖啡粉  

咖啡手柄没有锁紧 确保手柄锁定在冲煮头内

参考冲煮咖啡指引 

过滤网顶部有咖啡粉 清理过滤网上的咖啡粉  

冲煮头脏 用湿布清洁冲煮头  

冲煮头坏 联系惠家服务中心  

咖啡手柄从冲
煮头掉出

 

冲煮头内胶圈破损 联系惠家服务中心  

杯子、 咖啡过滤网和咖

啡手柄太冷。 

先把咖啡杯，咖啡过滤网和

咖啡手柄预热。 

咖啡太冷  

牛奶加热温度不够高  确保牛奶达到适当温度，但

不可煮熟 

蒸汽口堵塞 参考清洁与保养指引
 

蒸汽口不出蒸汽

蒸汽模式未选定

 

按动“蒸汽STEAM”键，直到
指示灯亮。 



16

问题 可能原因

牛奶不新鲜 

打奶泡前牛奶温度过高  

奶壶温度过高 

 

蒸汽口堵塞

牛奶已被煮熟  

牛奶泡沫不够浓厚  

蒸汽口打奶位置不对  

压咖啡粉时力度不平均或

咖啡口被堵塞        

咖啡出口份量
不平均

桌面不平 

品种选择有问题

机器未适当清洗

咖啡有焦味  

因咖啡太细,咖啡水流太慢。 

水箱没水 压力泵发出不
正常的声音 水箱未放到位  

冲煮头堵塞  机器不运作  

机器被污垢堵塞 

解决方法 

确保牛奶新鲜  

在使用前确保牛奶温度约4度

最好用不锈钢奶壶，奶壶用冰水

或放入冰箱先降温再使用。

参考清洁与保养指引  

更换新鲜和冰冷的牛奶

蒸汽口放在牛奶以下1CM的位置

压咖啡粉时力度要平均及确保

咖啡口没被堵塞 

重新放平机器  

试用不同品牌的咖啡  

更换水箱水或清洗冲煮头  

更换较粗的咖啡粉

给水箱内加水  

将水箱推到对应的位置

拿出冲煮手柄进行清洁

参考清理水垢指引  

参考清理水垢指引  

如遇疑难问题请打惠家售后服务电话，详见服务卡



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泵压式咖啡机

产品型号: KD-130, KD-130(BK)
额 定 值: 220V~   50Hz   1350W
执行标准 : GB4706.1-2005  GB4706.19-2008
 

    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以备日后查阅!

东莞家尔得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 : 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工业大道一环路11号

         （办公室2楼）

电话 : 0769-81569122

传真 : 0769-81569139

售后服务热线 : 4008803606

电邮 : welhome@gewcorp.com

网址 : www.wpm.hk

注：请以包装内实物为准，
    当产品规格、配件、设计变更时，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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