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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1

• 请确保豆仓在使用时里面没有异物。   

• 使用时请连接豆仓和咖啡研磨机。     

• 使用研磨机时，请勿接触或靠近磨盘。         

• 请将研磨机放置在水平的表面上。      

• 在清洁前，请关机并拔下电源插头。       

• 请勿再次研磨已磨的咖啡粉。 

• 在接触任何研磨部件前请关机并拔下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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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并保存产品使用说明书。

在拔插头时必需关闭电源，及不可拉扯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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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的电源电压必须和标签上的额定电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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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具的指导并且清楚所涉及的危害的情况下方可
以使用本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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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下可以使用本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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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时请小心发热部分的温度。

当咖啡研磨机工作时，请小心看管，切勿离开。

请勿将此机器用于磨咖啡豆以外的其他用途。

不要将产品靠近或放在煤气炉，电热元件或加
热炉上及不要放在其它电器产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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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电线或其他部分损坏，或机器掉下或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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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维修及更换。

不可将咖啡研磨机的部件置于水中或其他液体中。

此电器设计时并没有用于控制外置计时及遥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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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机器指引适用于经过正常清洁后的使用，并且不
要把机器浸泡在水中清洗。

有关机器清洁，请参阅“清洁保养”。

在任何设置的两次研磨后,请让机器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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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电器。以下列出使用机器的安全措施：



ZD-16各部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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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仓
350g大容量透明豆仓，咖啡豆量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研磨状态

磨豆调节器
设有40档大范围的研磨粗细选择,随意调节研磨咖啡豆的粗细程度。

电子粉量计
控制所需咖啡粉量。

手柄支架
配有不同大小的支架,能固定专业咖啡冲煮手柄或咖啡粉盛装盒。

咖啡粉盛装盒
可一次性研磨96克咖啡粉,相当于制作12杯的咖啡容量。

橡皮衬垫

橡皮脚
底部的橡胶脚垫,能防止因震动而发生滑动现象。

专业咖啡冲煮手柄
接粉筒

家用咖啡冲煮手柄
接粉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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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盖

圆锥形刀具
不锈钢材质的圆锥形刀具，意大利式设计。

送粉口
确保咖啡粉可直接送到咖啡粉盛装盒及冲煮把手。

触动按钮
需要研磨时,只需轻轻触碰按钮;松开则自动停止研磨。

铝合金机身

开关
两种研磨操作选择,可选择自动或手动操作方式。

绕线槽
隐藏式电线储线槽,可将电线缠绕在底座下的线槽内。

清理刷 专业咖啡冲煮手柄
定位装置

家用咖啡冲煮手柄
定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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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1. 电子控制粉量计

   一按式操作简单易用，轻松控制
   所需咖啡粉量

3.低速研磨

  结合强力马达及圆锥形刀具,
  低速研磨设计能有效把磨豆时所产生
  之热力减到最小，保留咖啡豆的香味

4. 触碰式研磨

   触碰式按钮能使你有效地按需要研磨
   新鲜咖啡豆, 保留咖啡豆中的精华,
   现磨现用

2. 350克咖啡豆缸

 活动门可紧闭豆缸，除了使用方便
 外还有助保持咖啡豆的新鲜度。



咖啡研磨机的使用操作

使用咖啡研磨机之前,请用湿棉布擦洗机身。
豆仓、豆仓盖、咖啡粉盛装盒用中性清洁液清洗并晾干。

1. 将咖啡研磨机放在一个干的水平表面上。

2. 将豆仓装在磨豆调节器之上,垂直
   插入并按顺时针方向旋紧。
   (见图1)

3. 把咖啡豆放入豆仓中。
   提示: 尽量保持豆仓至少半满。这样可以使
   豆仓有一个足够而且平衡的向磨刀下压力，
   以确保研磨出的咖啡粉达一致的粗幼度。
   注意:此咖啡研磨机仅供磨咖啡豆之用。

4. 将盖子盖在豆仓上。

5. 接通电源并打开开关。

6. 调节磨豆调节器,选择
   研磨粗细程度。
   (见图2)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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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1.不可将磨豆刀具放入水中或其他液体里。

2.不可将磨豆机主机部分放入洗碗机中清洗。

3.该咖啡研磨机只可研磨整粒咖啡豆。



图3

图4

图5

咖啡粉盛装盒

7. 取下咖啡粉盛装盒的上盖,
   将其推入相应尺寸的手柄
   支架中。(见图3)

8. 将开关拨至“ON”的位置。
   (见图4)

9. 当咖啡豆磨完后,将咖啡
   粉盛装盒拿取走,倒出咖啡粉。

10. 将冲煮手柄推入
    手柄支架中。

冲煮手柄(自备)

6



图6

图7

11. 将开关拨至“AUTO”位置。
    (见图6)

12.将冲煮手柄顶住手柄
   支架中间的触动开关。
   (见图7)

13. 将冲煮手柄中的咖啡粉
    用压粉器压平。当装满
    咖啡粉时离开触动开关。

注意: 咖啡豆中有时会有石头、
      树枝等杂物,此类东西
      会堵塞咖啡研磨机。如
      出现堵塞情况,请依照
      “清洁保养”说明中的
      程序清理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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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图10

以一杯或两杯粉量计研磨咖啡

(备注: 有关调整粉量计程序
       请参考第9页的说明)

14. 把接粉筒放在冲煮手柄上(见图8)
    然后把冲煮手柄顶在手柄支架上。

15. 把开关拨至”自动”位置(见图9)

16. 选择电子粉量计上的一杯
    或两杯按钮。

    预先设定的粉量会经送粉
    口落到你的冲煮手柄上

17. 当研磨完成后, 拿开你的接
    粉筒, 然后把冲煮手柄轻轻
    敲在桌面上以确保手柄内咖
    啡粉的均匀度

(备注: 如要微微增加咖啡粉量,
只要把冲煮手柄轻轻顶在定位装
置上的触动开关即可)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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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一杯或两杯粉量计的出厂设定分别是
12秒及20秒。

如要重新设定重设回出厂时的设定，
你只需要执行以下程序:

1. 按住“ P ”程序按钮5秒,然后3个
按钮都会于一秒后闪烁一次。

2. 继续按住“ P ”程序按钮,5秒后
3个按钮闪烁3次,这个时候表示程序已
重设回出厂时的设定。

注意: 设定你的粉量计前,请先阅读前
面的“咖啡研磨机”的使用操作。

设定粉量计

1. 按住“ P ”程序按钮1秒,然后3个
按钮会闪烁一次,这代表你可以调整
粉量计的时间。

2.“ P ”程序按钮会保持光亮(这时
再按“ P ”程序按钮会取消设定程
序)你可按一杯或两杯按钮以调整研
磨的时间, 这时马达会启动，开始
计算研磨时间。

3. 当研磨时间合乎需要时，再单击
已经选择的一杯或两杯按钮以停止
程序设置,马达停止转动，新的计量
时间已经储存 (可设定的时间段-2秒
至40秒)以确保标准的时间，请常清
洁你的咖啡研磨机以保持管道清洁。

重设粉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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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保养

图13

图14

在清洁咖啡研磨机之前必须拔下插头,待其完全冷却后进行。

1. 咖啡研磨机的机身、豆仓、咖啡粉盛装盒的清洁

① 将豆仓从机身上取下,将不使用的咖啡豆放入
   一个密封的盒子中以确保新鲜度。(见图13)

② 用一块湿棉布擦拭外部机身并晾干。

③ 豆仓、咖啡粉盛装盒放入中性清洗液中清洗并
   晾干。

2. 刀具部分的清洁

若咖啡研磨机的使用很频繁,刀具部分需要每三周
清洗一次,以保证咖啡研磨的性能。定期的清洗有
助于刀具部分达到最佳的研磨效果,这对于制作浓
缩咖啡十分重要。

① 确保咖啡研磨机的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拔下插头,
   按住豆仓往逆时针方向旋转,将豆仓取下。

② 将磨豆调节器按逆时针方向旋转,直至不能转动
   为止。
   注意:逆时针转动磨豆调节器,使其身
   上的箭头与机身的箭头对齐。(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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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③ 一手按住机身背后的“开锁”按钮，
   另一手将磨豆调节器按逆时针方向
   旋转，直至箭头与机身上的箭头对齐。
   (见图15)

④ 将顶部的刀具部分从磨豆调节器中
   拿出，用清理刷清理。
   (见图16)

⑤ 将磨豆调节器从机身上取下并
   用清理刷清理。
   (见图17)

⑥ 用清理刷清理刀具部分。
   (见图18)

⑦ 部件清理完毕，将磨豆调节器装回机
身上。

将磨豆调节器上的箭头对准机身背后的
箭头，往下压紧。
(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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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

图20

图21

⑦ 将刀具部分装回磨豆调节器对应的凹
   槽中，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至所需要的
   研磨粗细设置上。
   (见图20)

1. 用螺丝刀把刀具部分两边螺丝扭出。

2. 扭动上刀盘调整粗幼范围。
   (向“FINE”方向扭动会把粗幼范围整体
   向幼调整，向“COARSE”方向会把粗幼
   范围整体向粗调整)

调整粗幼范围

产品名称:咖啡研磨机

产品型号:ZD-16

额定值:220V~ 50Hz 120W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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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规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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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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