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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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并保存产品使用说明书。
·请在水平面上放置及操作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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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切勿在冲制咖啡的过程中或热水正在流出时取走咖啡冲煮手柄，以免机内的压力
     突然喷出，引致灼伤。
·由于蒸汽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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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接触蒸汽管及热水管。
·清洁之前或机器有问题时应关闭电源和拔下插头。
·不可让电源线接触到机器发热的部分, 包括咖啡杯加热盘，热水管及蒸汽管。
·切勿把手放在蒸汽管喷嘴、热水管喷嘴或咖啡冲煮头之下，以免灼伤。
·在拔插头时必须关闭电源，及不可拉扯电源线。
·在不使用产品时和清洁前应关闭电源和拔下插头。
·只可用通过测试的延长电源插座。
·应按照产品上注明的电压（交流���V）下使用产品。
·产品未完全冷却时，不可放置在小孩可触摸到的地方。
·严禁无人看管时启动产品。
·不要在规定范围外使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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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电器上面。
·不要让产品的电源线挂在桌旁或接触到任何发热物表面。
·不可将产品浸入水中。
·如果电源线或其它部件损坏，为避免危险，应立刻停止操作。切勿擅自更换，请把
     机器带到惠家指定的维修站由专业人员来更换电源线。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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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杯加热盘
预先加热咖啡杯，便于保存特浓咖啡的
甘甜、香气及泡沫。

蒸汽控制旋钮
用于打开和关闭蒸汽。

温度感应蒸汽管
确保牛奶达到理想的温度，也提高
甜度和口感。温控器和压力泵发出强劲的干蒸
汽可打出细滑浓厚的鲜奶泡沫。���度连接头
使喷嘴能够旋转至理想位置。

冲煮压力显示表
显示冲煮咖啡时的压力,从而让使用者知道
咖啡的质量

专业铜制冲煮头

倾斜式冲煮手柄
改进的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倾斜式手柄在平面
上放置时更稳固。

可拆式集水盘
大容量的可拆式集水盘以合金制成及塑料围边，
不易被咖啡染色。而轻巧及平滑板面则方便清洗。

配件:
所有必需的配件，能帮助冲煮出
理想的特浓咖啡。

一杯量不锈钢过滤网 二杯量不锈钢过滤网 清洁碟

注意: 需使用已冷藏至�度或以下的牛奶
           以确保牛奶口感

KD-���S的各部件名称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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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显示牛奶的温度，帮助咖啡师
每次把牛奶打至完美的温度。

轻微的角度便于观看控制板。

易于使用的控制面板，提供选择手动操作
或利用编程冲煮�和�杯咖啡的份量。

热水控制旋钮

热水管

可拆卸的�升水箱，配有一个防钙化滤水器，
并可以从顶部安装或把它移除。

�.双泵式和加热模块
    让您可同时打奶泡和冲煮咖啡。
�.�� BAR的意大利特浓咖啡泵
     配备泄压系统。
�. 双加热模块
�. PID技术
       精确控制咖啡的水温和蒸汽功能。
�. 预浸功能
     �个方案可供选择。
�. 使用黄铜圈:
    使咖啡机更持久。
�. 高级程式
        来调节水泵和温度设定，使蒸汽
      和性能最佳化。
�. 不锈钢和金属压铸设计
�. 省电模式

咖啡粉压粉器

牛奶温度显示表

电子按钮控制板

用于打开和关闭热水。

释放出热水。

可拆式�升水箱

其它功能

双仪表板，低水位指示灯和大按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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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压力的意大利咖啡泵能使冲煮咖啡的压力一致。配有泄压系统，能把冲煮咖啡后的剩
余压力释放到滴水托盘，可更快速地连续冲煮咖啡。

独立的加热系统，并配备了不锈钢物料和PID技术，有效控制水温。

独特的双泵和双加热模块设计是专为商业用途而设计，可在打奶泡的同时亦能冲煮咖啡。

咖啡压力表测量在冲煮时在冲煮头所产生的压力或阻力。
如指针在压力表上目标区域内，即表示已取得了品质良好的咖啡。这时候，咖啡流动是
丰富而缓慢的。油脂应该是暗黑的金色。

如指针无法到达目标区域，即表示咖啡'萃取不足'，水流量太快，需要相对把咖啡粉研磨
更细或增加咖啡粉的份量。这时候冲煮时间会很短和冲煮出来的咖啡颜色很浅，油脂是褐色。

当指针超越目标区，即表示咖啡过量提取，水流量非常慢，
这是因为咖啡粉研磨太细或咖啡粉的份量过多。在这种情况下，热水接触咖啡粉太久会引致
烧焦味或苦味。这时候咖啡是缓慢地滴漏出来，油脂暗淡。

水箱

萃取标准区

萃取不足区 咖啡压力

一致的冲煮压力

温度稳定性

双泵和加热模块

压力显示表

萃取过量区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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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迅速和稳定喷出� BAR压力的蒸汽打奶泡。蒸汽的温度对于打好奶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蒸汽棒拥有温度传感装置，在打奶泡的过程中，牛奶的温度可清楚显示出来。
由于大多数的咖啡种类都会添加牛奶，这突出打奶泡的重要性。优质的奶泡是光滑、像天鹅
绒般的顺滑和几乎不可见气泡的。正确的温度能提高牛奶的质感和甜味。

牛奶温度表

咖啡冲煮头、手柄和滤网以铜及不锈钢材质制成，适合商业用途。这些材质可使冲煮手柄及
过滤网在冲制咖啡的过程中完全盛载受热膨胀了的咖啡粉﹐使咖啡粉能平均地得到水份及
冲压。

专业大小的咖啡冲煮头及倾斜式手柄

倾斜的手柄使咖啡师在安装和拆卸手柄时动作更加流畅。当手柄放在平面上时滤网能保
持水平线，可使压粉更平稳和提取更均衡。

充满

牛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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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设计让咖啡师冲煮咖啡时更好观察压力，温度。可选择“手动”操作或使用额定�杯
或者�杯咖啡按钮。机器预设的冲制份量为每杯��毫升，而用户可根据个人需要调节设定。

有�个可编程的预浸功能设置，以帮助提取完美的咖啡。
预浸功能被编入“手动”、“�杯”或“�杯”冲煮咖啡的操作。

�. 稳定 - 从开始到结束提供一个稳定的水温和流量。
�. 渐进 - 注入少量的水然后提供一个稳定的水流量。
�. 注入 - 先注入少量的水，然后是一个很短的注入，最后提供一个稳定的水流量。

防钙化水箱过滤器可减少水中杂质，冲煮的咖啡味道及香味得以保持。加上杂质不会累积
在水箱内，清洁频率亦可减少。

防钙化的水箱内可注入�升容量的水，水箱中的过滤器建议家庭用户�个月更换一次，而
商业用建议�个月更换一次。

备注： 更换过滤器请联系服务卡上惠家服务点电话。

备注： 咖啡机没有过滤器，也可以正常操作，过滤器也很容易取出。

电子操作按钮板

预浸功能

防钙化水箱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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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准备

�.  把咖啡机放在干净水平的桌面上。
�.  确定集水盘及集水盘上盖已放好。
�.  注水入咖啡机水箱。使用者可用以下不同方法注水:
    a) 打开咖啡机顶部的水箱盖,然后用水壶将纯净水注入水箱。 
    b) 打开活动背盖, 拿出水箱。然后用水龙头注入纯净水。注水后,把水箱放回原位及
         关上水箱盖。
�.  将插头插入���V的交流电源插座并接通电源。按“     ”键开动机器。“     ”键上的灯会亮起，
      这表示机器已开动及开始加热。当“     ”键上的白灯停止闪动及转成稳
      定的白灯时， 机器已完成加热， 即可以操作。这时候，在“MANUAL”、“      ”及“           ”键上
      会亮起稳定的白灯。
      注意: 在开动咖啡机之前, 须确保蒸汽及热水功能是关掉的。
�.  把咖啡杯放到咖啡杯加热盘。
      注意: 第一次使用或机器很久没被使用时, 必须根据以下步骤冲洗机器才可使用:
�.  把�杯量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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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位置。
�.  放一个大容器在手柄分流嘴之下。
�.  当机器完成加热后,“     ”键上的白灯停止闪动及转成稳定的白灯，“MANUAL”、  “      ”及
     “           ”键上会亮起稳定的白灯, 这表示机器可以操作。
      提示:“     ”键上的白灯还在闪动,表示机器已开动但仍在加热的过程中。
�.  按下“MANUAL”键并让水流出直至水箱清空。
      注意: 本机的安全系统已设置机器每流出���毫升的水便自动停止。因此,使用者需要重
      按“MANUAL”键让水再次流动。

8



按下“     ”键开动机器后有“哔”一声，然后“     ”键上的灯会亮起白光及开始闪动，这表示  机器已
开动及开始加热。
備注：在开动机器之前，须确保蒸汽控制旋钮及热水控制旋钮调至"关"的位置。
当机器到达准备模式时，“     ”键停止闪动，在“     ”、“MANUAL”、“     ”和“          ”键上会亮起稳
定的白灯，这时机器已完成加热，即可以操作。

机器在停止操作的�小时后，便会自动进入节能模式。当在节能模式时，所有键上的显示灯会
转暗。机器�小时没操作后，机器会有"哔"一声，然后自动关掉电源。
在节能模式下按任何键可随时返回正常工作。

“MANUAL”键容许咖啡师手动控制冲煮咖啡的时间。
只需按一下“MANUAL”键，冲煮程序就开始，预浸之后，咖啡会冲煮出来。再按一下

“MANUAL”键，便可停止冲煮。
备注：当使用手动模式操作时，“     ”和“          ”键的灯会关掉，“    ”和“MANUAL”键的灯会仍
然亮着。

预设冲制一杯咖啡份量为��毫升  。
提示：我们建议一杯份量模式选用
一杯量咖啡过滤网。
按一下“    ”键开始冲煮咖啡，
首先会有预浸，然后便会冲煮出咖啡。
到达一杯份量(��ml)后，程式便会停止。

备注：在使用一杯份量模式时，
“MANUAL”及“           ”键上的灯会关掉，

而“    ”及“     ”键上的显示灯
会继续亮起。

注意：机器在操作时，如要停止当前操作，
可以随时按下“MANUAL”，“      ”
或“          ”键。

电源开关

节能模式

手动模式 (MANUAL)

一杯份量（SINGLE ESPRESSO）

图�

图�

操作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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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冲制一次咖啡份量为��毫升。
提示：我们建议二杯份量选用
           二杯量咖啡过滤网。

按一下“           ”键开始冲煮咖啡，
首先会有预浸，然后便会冲煮出咖啡。
到达二杯份量(��ml)后，程式便会停止。

备注：在使用二杯份量模式时，“手动”
           及“     ”键上的灯会关掉，而
           “    ”及“          ”键上的显示
           灯会继续亮起。

注意：机器在操作时，如要停止当前操作，
           可随时按下“MANUAL”、
           “     ”或“          ”键。

把蒸汽旋钮调至“ON”的位置后，强烈
和持久的蒸汽便会放出，用作打奶泡。

把蒸汽旋钮调至“OFF”位置便可关闭
蒸汽。

提示：关于日常维护，我们建议在每次
           打奶泡后，可用微湿的布去清洁
           蒸汽棒尖端上的牛奶残渣。
           再次打关蒸汽开关，空喷一次，把
           蒸汽棒残留的牛奶喷出。

把热水旋钮调至“ON”的位置后，热水
使会立即释出。

提示：此功能可预热咖啡杯或
           冲泡茶饮。

二杯份量（DOUBLE ESPRESSO）

蒸汽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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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热水把咖啡杯预热，可协助保存咖啡的油脂，也可保持咖啡的温度。可用咖啡
机上的热水功能预热咖啡杯，也可以把杯子放在机顶盖上温杯。

用热水预热冲煮手柄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低温的冲煮手柄会令冲煮出来的咖啡温度降低。

用热水去预热冲煮手柄和过滤网的简单方法是，先把过滤网放进冲煮手柄内，然后把手柄放
在冲煮头下，按下“MANUAL”键让热水流出，之后反转手柄让熱水冲洗上下两边，充分预热。
有需要时可以再重复一次上述程序，以确保预热效果。抹干过滤网才把咖啡粉放入过滤网。

预热

�. 抹干过滤网。
�. 使研磨均匀咖啡粉，直接放入过滤网的中心。
�. 把过滤网中的咖啡粉填平至过滤网边缘。
�. 使用压粉器在过滤网的上面压下，轻轻转动压粉器。
�. 把滤网周边的咖啡粉拨开，可立即使用。
备注：正常一杯份粉碗可以放入��-��克粉，二杯份粉碗可以放��-��克粉。

咖啡杯

冲煮手柄和过滤网

份量和压粉

·每次锁定手柄之前，都必需清洗冲煮头，除去在冲煮头上的咖啡残渣。

冲煮时可以根据这些因素控制和判断咖啡的质素：
�．预浸时间：加压的水通过咖啡粉的时间。
�．冲煮出的咖啡颜色应该是黑褐色。
�．阻力 - 咖啡呈现一个丰厚的像蜂蜜般滴漏出来的形态。
�．均衡的提取 - 咖啡流速非常慢或过快都是不均衡提取。
�．颜色变化 - 当黑褐色的咖啡变化为油脂或光色，这表示咖啡的味道和油脂已提取，这
通常发生在��-��毫升之间。

冲煮咖啡

制作咖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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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奶泡的指引

通过蒸汽棒把空气正确注入牛奶，便可制造出有质感的奶泡，
这视乎蒸汽棒位置和怎样去移动奶缸。

�. 用新鲜的冷藏牛奶和一个干净的牛奶壶。
�. 注入适量牛奶。
�. 清洁蒸汽棒。
�. 把牛奶壶对着蒸汽棒，将蒸汽棒咀刚好放在牛奶的表面之下并偏离中心一点。
�. 放出蒸汽。
�. 慢慢地把牛奶壶倾斜来打出所需的泡沫量。
�. 这时能听到"嘶嘶"的声音，代表空气正在打入牛奶中。
�. 当你找到一个位置来调较出合适的奶泡后，把牛奶壶保持稳定，并等待牛
     奶温度升至��-�� ℃ 。
�.请谨记在这过程中必需保持牛奶旋转并在相同的位置。
�� .当牛奶达到所需的温度时，关闭蒸汽。从蒸汽棒取出牛奶壶，用干净的湿布擦
      拭蒸汽棒，并快速的开和关蒸汽，清除蒸汽棒内的牛奶。
��.如有大气泡在牛奶上，可轻轻拍打牛奶壶以消除这些气泡。
��.旋转牛奶壶，把牛奶和泡沫混在一起。
��.拿起咖啡杯，把  奶泡稳定地倒入杯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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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与保养

制作特浓咖啡时是要抽取咖啡粉中的咖啡油。但这些咖啡油在机器上的沉积会影响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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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上的咖啡油必须时
常清洁。保养的方法十分简单，只需每次后进行以下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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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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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拿起集水盘上盖及清空积水盘。用水和少许非腐蚀性的清洁剂清洗集水盘及盖子，之后
冲洗及晾干。

每次用后应以温水冲洗过滤器手柄和过滤网，然后彻底晾干。
清理残留在冲煮头的咖啡粉屑，按手动开关，冲煮头出水，冲洗冲煮头�秒，关闭手动开关﹐
再用湿布抹凈冲煮头内环。如果过滤网的小孔被咖啡粒堵住，可用细的硬毛刷清理。

冲煮头的橡皮密封圈位于冲煮头的底部，这是在冲咖啡时密封手柄和冲煮头的距离。

备注：当不使用机器时，我们建议不要把冲煮手柄长时间连接着密封圈，因这样会缩短密
封圈的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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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圈弹性
退化的迹象是它不能扣紧冲煮手柄或者有蒸汽在冲咖啡的过程中从冲煮头边漏出。

备注：如需购买及更换冲煮头密封圈，请联系服务卡上惠家服务点电话。 请勿自行更换。

先用湿布抹净机身表面，然后抹干。千万不可使用钢丝球及任何化学的或研磨粉状的清洁剂
来清洗机身表面，以免擦花。

集水盘及集水盘盖子

冲煮头、冲煮手柄和过滤网

冲煮头的橡皮密封圈

咖啡杯加热盘、热水棒和机身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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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蒸汽棒的清洁对蒸汽功能的效率非常重要。沉积在蒸汽棒的牛奶焦会削弱机器的打奶泡
功能。

重要事项： 在每次使用后，应立刻用湿布抹净蒸汽棒及喷嘴，再开少量蒸汽。如牛奶
                     垢附在蒸汽棒上，只需用湿布清洁蒸汽棒及喷嘴，把蒸汽棒转向集水盘，
                     再开蒸汽��秒。如牛奶垢顽固，可将湿布包围着蒸汽棒约�分钟，这样
                     使牛奶垢较容易清理。如果还有污垢，可重复此步骤。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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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
                     以免擦花。如蒸汽棒被堵住，可在背盖后面取出配件的清洁针，把清洁针
                     从喷嘴插入蒸汽棒。如未能完全清理蒸汽棒，可扭出蒸汽喷嘴，于流动的
                     水中再用蒸汽针清理。

蒸汽棒

冲煮头的清洁
由于咖啡油会在冲煮头内慢慢沉积而影响咖啡味道及机器本身的操作，所以必须定期清洗冲
煮头。清洗周期要视乎使用次数而定，我们建议每�个月清洗一次。

�．首先是把水箱拉出，用水龙头注入冷水后，放回机内。
�．在机顶活动背盖内侧取出清洁碟子。
�．把�杯量过滤网放进手柄。
�．将清洁碟子放在�杯量过滤网上。
�．在清洁碟子上放上清洁药片。然后把冲煮手柄放进冲煮头，再把手柄尽量向右推与冲煮
     头锁紧。
�．放一个大容器在冲煮手柄之下。

开始清洗冲煮头

�．将插头电源插座并接通插座电源。
备注：虽然机器接通电源，但请确保机器的电源是关掉的，这样电子控制板上的显示
           灯应该是不亮的。
�．同时按下“      ”及“           ”键。按着“      ”及“           ”键的同时，按一下“     ”键。当控制板的显
     示灯从左到右闪动时，放开“      ”及“           ”键。
备注：控制板的显示灯会继续从左到右闪动，直到清洁程序完毕，约�分钟。
备注：在清洁的过程中，其它操作模式会被暂时关闭，直到清洁程序完毕。如需中途
           停止清洗，可关闭电源插座。
�．当清洗程序完结时，控制板的显示灯会停止闪动，并会发出下"哔"声。之后，“MANUAL”、
     “     ”及“           ”键上的显示灯会亮起，这表示咖啡机已可操作。
��．把集水盘清空。
��．把冲煮手柄向左推，从冲煮头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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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清洁碟子在�杯量过滤网上取出，然后放回原处。
��．取出冲煮手柄上的�杯量过滤网，冲净及抹干。
��．咖啡机已准备好使用。

冲煮头和蒸汽棒的矿物层清理

�．把水箱取出，清洗干净，然后放回水箱。
�．用螺丝刀拔起冲煮头内的过滤网，然后一边冲水一边清洗。
�．把冲煮头内的过滤网装回，用螺丝锁上。
�．放一个大容器在冲煮头下，把蒸汽棒对准容器，使水和蒸汽都落在容器内。
�．把蒸汽旋钮调至“ON”的位置

重要：当清理时，请关掉热水棒。

�．接通电源。

备注：接通电源后，请先不要按“     ”开动机器，机器上应没有灯亮着。

�．按紧“      ”和“PROGRAM”键，然后按一下“     ”键，然后再放开“     ”和“PROGRAM”键，这时
     控制板上的灯会从左至右闪动。

以下其中一样会发生：

a) 如咖啡机短时间前曾被使用，发热块的温度需要降低后才可进行矿物层清理，这样才
     能有适当水温来进行清理。
b) 或 如咖啡机开始有“哔”的响声，这表示随时可进行矿物层清理，请到第�个步骤。

�．请使用以下其中一项:
　A．除矿物层药片
         将�公升的温水注入水箱，并放入�粒药片。等待药片完全溶化。
　B．矿物层清理溶液
         将�公升的温水注入水箱，并加入两小匙的矿物层清理溶液，然后放回水箱。
　C．醋
         将�公升的温水注入水箱，并加入�大汤匙的醋，然后放回水箱。

重要：请确定蒸汽旋钮调至“ON”的位置。

�． 按“     ”键开始进行矿物层清理。
��．蒸汽水泵和咖啡泵会开始注入除矿物层溶液(约��秒)。
��．两个泵会同时停止(约�分钟)，让溶液产生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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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机会重复以上操作��次，需时大约��分钟。
��．在第��次操作完结时，会有“哔”一声和“      ”的键会闪动。
��．拿出水箱，把它冲水以确保全部的清理溶液被冲走。也把集水盘的水倒出并放回原位。
��．重新注入新鲜的水并放回机器内。
��．按“     ”的键。
��．蒸汽水泵和咖啡泵会开始注入清水(约�-�分钟)，这时控制板上的灯会从左至右闪动。
��．在完成清理程序后，会有�下“哔”声，然后咖啡机会进入“待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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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咖啡机

�. 准备冲煮手柄。选择�杯量过滤网放进手柄及把已研磨的咖啡粉倒进手柄里。用压粉器压
     平咖啡粉。把冲煮手柄放进冲煮头，再把手柄尽量向左推至固定位置。
�. 放一个咖啡杯在两个冲煮喷嘴之下。
�. 按下“PROGRAM”键，启动设置模式。在使用者启动设置模式后,
     按“     ”键开始冲制咖啡，当得到理想份量时, 按下“     ”键停止冲制。机器会发出�次
     哔声，代表新的一杯份量设定已储存。

重设至默认值

�. 将插头插入交流电源插座并开通电源。

注意: 虽然机器接通电源，但请确保机器的电源是关掉的，这样电子控制板上的显示灯应该是
           不亮的。

�. 按下“MANUAL”按钮不放。
�. 仍然按住“MANUAL”按钮，单击“     ”按钮，然后松开“     ”按钮。
�. 咖啡机会发出四次哔声，表示机器已重设，接着会自动启动。

�. 准备冲煮手柄。选择�杯量过滤网放进手柄及把已研磨的咖啡粉倒进过滤器里。用压粉器压
     平咖啡粉。把冲煮手柄放进冲煮头，再把手柄尽量向左推至固定位置。
�. 放�个咖啡杯在两个冲煮喷嘴之下。
�. 按下“PROGRAM”键，启动设置模式。在使用者启动设置模式后,
     按“          ”键开始冲制咖啡，当得到理想份量时, 按下“          ”键停止冲制。机器会发
     出�次哔声，代表新的一杯份量设定已储存。

设定一杯份量模式

设定两杯份量模式

预浸模式设定

浸润: 少量的水先被释放到咖啡粉饼进行一小段时间的浸润，然后才让稳定的水流冲入进行
           萃取。此模式属于默认值。

恒定: 从开始到结束也提供不变的水温和流量。

渐进: 少量的水先被释放到咖啡粉饼，然后才让稳定的水流冲入进行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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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沖煮的水温设定

咖啡机已经把冲煮头位置的水温校准到��°C。然而水温仍然可以作 +/-�°C 的调整。

�.确保咖啡机已插入交流电源插座并开通电源。

注意: 不要按咖啡机上的“     ”键

�.按下“      ”按钮不放。
�.仍然按住“      ” 按钮，单击“     ”按钮，然后松开“      ”按钮。

以下的一个按钮将亮起，代表您已启动了发热器的水温设定功能 ；

      = 默认值
           = +�°C
PROGRAM = +�°C
MANUAL = -�°C
      = -�°C

�.确保咖啡机已插入交流电源插座并开通电源。
注： 不要按咖啡机上的“     ”键
�.同时按下“MANUAL”及“      ” 按钮。
�.仍然按住“MANUAL”及“      ” 按钮，单击“     ”
按钮，然后松开“     ”。

以下的一个按钮将亮起，代表您已启动了预浸程序设计功能 ；

      = 浸润(默认值)
           = 渐进预浸
MANUAL = 恒定预浸

如果没有按任何键，此灯将亮起 � 秒后自动返回出厂默认值。咖啡机接着开启。

�.根据你的要求，按下并松开下面
    其中一个按钮:

恒定 = 按下 MANUAL 按钮
浸润 = 按下“      ”按钮
渐进 = 按下“           ”按钮

当新的预浸程序被设定后，
咖啡机会发出两次哔声。

�.咖啡机会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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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按任何键，此灯将亮起 � 秒后自动返回出厂默认值。咖啡机接着开启。

�. 根据所需要的温度，按下并松开下面其中一个按钮:

+�°C = 按下“           ”按钮
+�°C = 按下“PROGRAM”按钮
-�°C = 按下“MANUAL”按钮
-�°C = 按下“     ”按钮

当新的温度被设定后，咖啡机会发出两次哔声。

�.咖啡机会自动启动。

蒸汽设定
此咖啡机的蒸汽温度在强度及持续性方面已经足够打出细密奶泡。但是蒸汽的温度仍然
可以作 +/-�°C 的调整。

�.确保咖啡机已接上电源

注意: 不要按咖啡机上的“     ”键

�.按下“           ”按钮不放。

�.仍然按住按钮“           ”，单击“     ”按钮，然后松开“     ”按钮。

以下的一个按钮将亮起，代表您已启动了发热器的蒸汽设定功能 :
  
      = 默认值
           = +�°C
PROGRAM = +��°C
MANUAL  = -�°C
      = -��°C

如果没有按任何键，此灯将亮起 � 秒后自动返回默认值。咖啡机接着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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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所需要的蒸汽温度，按下并松开下面其中一个按钮:

+�°C = 按下“           ”按钮
+��°C = 按下“PROGRAM”按钮
-�°C = 按下“MANUAL”按钮
-��°C = 按下“     ”按钮 

当新的温度被设定后，咖啡机会发出两次哔声。

�. 咖啡机会自动启动。

蒸汽泵速率
此咖啡的蒸汽泵速率被定为�.�秒开和�.�秒关。修改蒸汽泵速率让你把蒸汽调整得较湿或者较干，
帮助发出强力而持续的干蒸汽来打出细腻奶泡。蒸汽泵速率（关闭时间）可以作正负�.�秒的
调整。

�.确保咖啡机已接上电源

注意: 不要按咖啡机上的“     ”键

�.按下“PROGRAM”按钮不放。

�.仍然按住按钮“PROGRAM”，单击“     ”按钮，然后松开“     ”按钮。

以下的一个按钮将亮起，代表您已启动了发热器的蒸汽设定功能 :
  
      = 出厂设置
           = -�.�秒关
PROGRAM = -�.�秒关
MANUAL  = +�.�秒关
      = +�.�秒关

如果没有按任何键，此灯将亮起 � 秒后自动返回默认值。咖啡机接着开启。

�. 根据你的要求，按下并松开下面其中一个按钮:

-�.�秒关 = 按下“           ”按钮(发出湿蒸汽)
-�.�秒关 = 按下“PROGRAM”按钮 (发出更湿蒸汽) 
+�.�秒关 = 按下“MANUAL”按钮 (发出干蒸汽) 
+�.�秒关 = 按下“      ”按钮 (发出更干蒸汽)
当新的蒸汽泵速率被设定后，咖啡机会发出两次哔声。

�. 咖啡机会自动启动。 20



重设机器至默认值
�. 将插头插入交流电源插座。

注意: 机器需处于关机状态。

�. 按下“MANUAL”按钮不放。
�. 仍然按住“MANUAL”按钮，单击“     ”按钮，然后松开“     ”按钮。
�. 咖啡机会发出四次哔声，表示机器已重设，接着会自动启动。

省电模式
咖啡机在闲置�小时后会自动切换到省电模式。在省电模式之下，所有的按钮灯光将会变暗。
再经过�小时的闲置情况下机器会鸣响一次然后自动关闭。

由闲置进入省电模式的时间是可以调整的。

�.确保咖啡机已接上电源

注意: 不要按咖啡机上的 “     ”键

�. 同时按下“MANUAL”及“ PROGRAM”键不放。

�.仍然按住“MANUAL”及” PROGRAM”键，
  单击“     ”按钮，然后松开“     ”键。

以下的一个按钮将亮起代表您已启动了省电模式的时间设定功能 ；

       = �小时后耗电量下降，闲置�小时后关机(默认值)
            =  闲置��小时后关机
PROGRAM = 不会关机
MANUAL  = 闲置�小时后关机
       = 闲置��分钟后关机

如果没有按任何键，此灯将亮起 � 秒后自动返回默认值。咖啡机接着开启。

�.根据所需要的省电模式，按下并松开下面
其中一个按钮:

��小时 = 按下“           ”按钮
�小时  = 按下“MANUAL”按钮
��分钟 = 按下“     ”按钮

当新的省电模式被设定后，
咖啡机会发出两次哔声。

�.咖啡机会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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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泵压式咖啡机
产品型号： KD-270S
                   KD-270S (WH)
                   KD-270S (RD)
                   KD-270S (BK)
                   KD-270S (CS)

(各型号操作使用相同，仅外观颜色不同)

额定值： ���V~   ��Hz   ����W
执行标准： GB����.�-����  GB����.��-����

注意：当产品变更时，恕不另行通知。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以备日后查阅!
           产品请以包装内实物为准。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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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办公室�楼）
电话 : ����-��������
售后服务热线 : ����������
电邮 : welhome@gewcorp.com
网址 : www.wp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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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免费保修

Ver. Cod.: KD-���SSeries-�C-IB-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