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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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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小心地使用电器。

以下列出使用机器的安全措施：

1. 请仔细阅读并保存产品使用说明书。

2. 使用时，请把机器放在平坦的桌面上。

3. 环境温度应在10°C到32°C之间（50°F到90°F之间）。

4. 请勿在水箱缺水时操作机器﹐只可注清洁的冷水入水箱。水箱的最大容

   量为800毫升。

5. 由于蒸汽棒在打奶泡时会发热﹐请避免直接碰到蒸汽棒﹐以免烫伤。

6. 在不使用机器，或者清洁机器前，或者机器有问题时，一定要拔下插头。

7. 不可让电源线接触到机器发热的部分﹐如蒸汽棒。

8. 切勿把手放在蒸汽棒喷嘴之下﹐以免灼伤。

9. 在拔插头时必须先关闭电源，不可拉扯电源线。

10.不要使用延长电源插座﹐除非插座经过合格技术员或维修员测试及检验。

11.连接的电源电压必须和功率标签上的额定电压相同。

12.如有儿童或行动不便人士在旁﹐使用此机器需严格看管。

13.严禁无人看管时启动机器。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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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电器

   产品上面。

15.不要把电线放在桌子边缘和工作台面上﹐不要接触发热物的表面。

16.如果电线或其它部分损坏﹐或机器坠落后或损坏，为避免危险，应立刻停

   止操作。切勿擅自更换，请到惠家指定的维修站由专业人员来检查﹐

   维修及更换。

17.小心热水或蒸汽在连接部份溢出或泄漏。

18.身体、感官或精神方面有缺陷或者缺乏知识经验的人须在有人监督或获得

   有关安全使用本机器的指导并且清楚所涉及的危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本机器。

19.本产品为居家用途设计﹐而类似的应用包含:

   - 店家的员工厨房﹑办工室与其他居住场所;

   - 农舍;

   - 供住宿的饭店﹑汽车旅馆与其他居住场所;

   - 摆放床位与供应早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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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不要把机器浸入水中。

21.如电线损坏﹐为防止意外发生﹐必需由制造商﹐维修部门或合格人士

   更换。

22.不要用粗糙的百洁布清洁蒸汽棒﹐以防蒸汽棒受损。

23.为防止沉积在喷嘴的牛奶形成焦垢阻塞蒸汽棒﹐使用后务必立即清洗。 

24.错误的使用机器，会增加潜在发生意外的危险。

25.小心发热部分在使用后残留的余温。

26.8岁或以上的小孩须在有人监督或获得有关安全使用本器具的指导并且

   清楚所涉及的危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本机器。清洁及维修需由大于

   8岁的小孩和受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请把机器及其电线放于8岁以下小

   孩接触不到的地方。



MS-130T各部件名称

1. 水箱盖
2. 可拆式 800 毫升水箱
3. 水箱放置入口
4. 蒸汽奶泡机主体
5. 电源线
6. 控制面板
7. 防烫蒸汽管

8. 总电源开关制
9. 减压去水口
10. 可拆式集水平台
11. 可拆式集水盘
12. 不锈钢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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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特点

控制面板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

显示屏
蒸汽按钮

清洁按钮 温度调节按钮

预设菜单按钮

高功率发热器系统

设有4 bar压力泵专门发出蒸汽，配合高功率发热器，
确保打奶泡时有稳定不间断的蒸汽输出。

提示

同时按    和    可以改变摄氏及华氏温度显示单位。

1. 打开总开关(机器左下方)
ON OFF

P1 P2

惠家的专业蒸汽奶泡机让顾客在家居厨房中亦能随时自制出
餐厅水准的饮品。

蒸汽奶泡机身主要以不锈钢制成﹐坚固耐用。此机的发热器于
操作时能提供持久蒸汽输出﹐容许使用者不断制作奶泡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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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清洁/清洁程序按钮



提示

温度设置范围是
40°C - 99°C
(104°F - 210°F)

注意

每次打奶泡后，机器会自动返回上一次使用的目标温度。
但是，当用家按下P1或P2，上一次的目标温度会被覆盖。

提示

在释放蒸汽时，
用家可按    停止
蒸汽释放。

警告

小心热水 !
当完成打奶泡后，泄压出水口会有机会排出热水。

2. 机器预热

3. 温度

4. 进行打奶泡

显示屏会闪烁 “- - - -” 数分钟 ,
代表机器正在预热。当机器预热完成时 ,
会显示上一次使用的温度。

设定菜单预设按钮
1. 长按P1或P2按钮不放，机器会显示

P1或P2的已设定温度。
2. 按    或    调较目标温度。
3. 放开P1或P2按钮，机器会发出三

下响声以示成功储存。
4. 按P1或P2按钮快速设定目标温度。

1. 设定温度后，按下    开始打奶泡。
此时，显示屏会显示当前液体温度。

2. 在过程中，显示屏温度会随着当前
液体温度而上升；直至达到目标温度
时，机器会自动停止释放蒸汽。

设定暂时性目标温度
按    或    调较目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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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回复待机状态，显示屏会显示上一次使用的目标温度。

在每次完成打奶泡后，短按清洁按钮进行
短暂清洁，机器会释放6秒蒸汽，把残留
在蒸汽管的牛奶释放。然后请使用海绵或
干净的布，把残留在蒸汽棒和喷嘴上的牛
奶抹走。

5. 完成打奶泡

保修条款并不接受以下情况 :

1. 没有使用纯净水或没有定期清洁，而于加热块内形成的水垢。

2. 没有定期使用清洁剂清洗蒸汽棒，而形成的倒塞问题。

6. 使用后清理

警告

在蒸汽棒未被完全关掉前，绝不要从液体中移走。

为防止堵塞，每次使用后，必须使用短暂清洁功能清洗。

蒸汽最长释放时间为4分钟。如果液体在4分钟后没有达到
目标温度，它会自动停止释放蒸汽。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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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谱

热牛奶
1. 加入 200g 牛奶
2. 加热至 65°C

热可可
1. 加入 200g 牛奶
2. 加入 15g 可可粉在牛奶上
3. 加入适量糖
4. 加热至 80°C 即完成

热抹茶拿铁
1. 加入 200g 牛奶
2. 加入 6g-8g 抹茶粉
3. 加入适量糖
4. 加热至 80°C 即完成

牛奶

牛奶

可可粉

牛奶

抹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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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清洁

产品规格

蒸汽棒

集水平台和集水盘

拆除集水平台和集水盘 , 倒去集水盘中的水 , 用清水或不含腐蚀性的清洁剂
洗净和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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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蒸汽奶泡机
产品型号：MS-130T
额定电压 : 220V~
额定频率 : 50 Hz
额定功率 : 1450W

执行标准 : GB4706.1-2005 GB4706.19-2008

1. 放置一个盛水容器在蒸汽棒下方。
2. 如需要，把清洁剂放入水箱。
3. 按    3秒进入清洁程序。
4. 显示屏会出现“CL”代表经已进入清洁模式。
5. 按    开始清洁。机器会开始持续和有规律地释出

热水。
 6. 清洁程序会在水箱没水时停止。此时 , 显示屏会出现 
“FILL”，用家可以重新加水以继续或长按    离开
清洁程序。

7. 离开清洁程序后，机器会重新加热供用家使用。

提示

如使用清洁剂，请谨记确保清洁剂已完全被释出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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