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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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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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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的小孩和受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请把机器
及其电线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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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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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工作豆仓容量不可超过���g。•



ZD-��系列各部件名称

�. 豆仓盖
�. 咖啡豆仓
�. 刻度盘
�.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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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仓固定螺丝
��. 安全开关螺丝*
��. 可闭合豆仓门
��. 研磨调节杆

��. 主电源开关
��. 研磨调节解锁按钮
��. 风扇
��. 金属外壳

*须把安全开关螺丝拧紧才可启动机器。

�. 出粉口
�. 可调手柄支架
�. 触动开关
�. 托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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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准备

在使用咖啡研磨机前，请使用湿布把机身外身擦拭干净。用清水洗净咖啡豆仓，
然后彻底晾干。

注意 :
- 不可将磨豆刀具放入水中或其他液体里。
- 该咖啡研磨机只可研磨整粒咖啡豆。
- 须把安全开关螺丝拧紧才可启动机器。

�. 把咖啡豆仓安装到研磨机上，把豆仓固定螺丝拧紧(图�)
�. 把咖啡豆放入豆仓中。

提示：我们建议保持豆仓至少装满四分之一(见图�)，这将确保更一致的研磨效果。

�. 将豆仓盖盖好并打开豆仓门。
�. 确保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插上电源。
�. 配合所使用的冲煮手柄，调整手柄支架高度。(图�)
�. 按住刻度调节按钮，调整研磨调节器到所需的刻度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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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系列拥有三种模式：单杯模式/双杯模式/手动模式。按一下相应的按钮进入所需
模式；按下其他模式的按钮即可切换模式。

单杯模式

�. 把冲煮手柄放置在手柄支架。(图�)

�. 按下单杯模式(             ) ，单杯模式指示灯会亮起，
     显示屏会显示研磨时间(图�)。

�. 再次按下单杯模式(             ) 开始研磨单杯份量的咖啡。
     研磨咖啡时可用手柄按住触动开关开始研磨。
     松开触动开关暂停研磨。
     再次按住触动开关可继续研磨。

�. 显示屏上的时间归零后会自动停止研磨。
     请参阅“设定研磨时间”调整研磨时间。

控制面板说明

咖啡研磨机的使用操作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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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杯模式指示灯

单杯模式/減少

显示屏

双杯模式/增加

手动模式/确定

双杯模式指示灯



双杯模式

�. 把冲煮手柄放置在手柄支架。(图�)

�. 按下双杯模式(               ) ，双杯模式指示灯会亮起，
     显示屏会显示研磨时间(图�)。

�. 再次按下双杯模式(               ) 开始研磨双杯份量的
     咖啡。研磨咖啡时可用手柄按住触动开关开始研磨。
     松开触动开关暂停研磨。
     再次按住触动开关可继续研磨。

�. 显示屏上的时间归零后会自动停止研磨。
     请参阅“设定研磨时间”调整研磨时间。

手动模式

使用控制面板

�. 把冲煮手柄放置于手柄支架。(图�)

�. 按下手动模式(               ) 。(图�)

�. 再次按下手动模式(               ) 开始研磨，显示屏
     会显示研磨时间。

�. 再按一次手动模式(               ) 停止研磨。

使用触动开关

�. 把冲煮手柄放置于手柄支架。(图�)

�. 用手柄按住触动开关开始研磨(图�)，
     显示屏会显示研磨时间。

�. 放开触动开关停止研磨。

图�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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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设定研磨时间

单杯模式

�. 按住单杯模式(             ) 直至显示屏数字开始闪烁。(图�)

�. 按               减少�.�秒研磨时间; 按                增加�.�秒研磨时间。

�. 按下                储存设定。(图�)

双杯模式

�. 按住双杯模式(              ) 直至显示屏数字开始闪烁。(图�)

�. 按               减少�.�秒研磨时间; 按                增加�.�秒研磨时间。

�. 按下                储存设定。(图�)

�. 关上豆仓门。

�. 研磨残留在咖啡研磨机的咖啡豆。

�. 把电源开关关上。

�. 拔下插头。

�. 把豆仓固定螺丝拧开，将豆仓取下。

�. 按住刻度调节按钮，把磨豆调节器顺时针
     转至拧紧。(图��)

�. 按住刻度调节按钮，把磨豆调节器逆时针
     转至原本的刻度。(图��)

�. 装上及锁紧豆仓。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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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设定



�. 按住刻度调节按钮，把磨豆调节器逆时针
     旋转数圈直至松开。(图��)

�. 取出及清理残粉挡片。(图��) �. 取出及清理出粉口。(图��)

图��

图��

�. 移除磨豆调节器。(图��)
     清理磨豆调节器、刀盘及研磨室。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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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保养

注意：
• 在清洁咖啡研磨机之前必须拔下插头，待完全冷却后再清洁机器。
• 不要把机身任何部分浸入水或其他液体中或洗碗机中。

 

• 不要使用研磨清洁剂。

咖啡豆仓
�. 关上豆仓门后把豆仓取下，将未使用的咖啡豆放入一个密封的容器以保持新鲜。
�. 用湿棉布擦拭机身外部并晾干。
�. 用中性清洁液清洗豆仓并晾干。

  

研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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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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ZD-��, ZD-��(WH), ZD-��(BK)

额定电压:   ��� V~

额定频率:   �� Hz

额定功率:   ���W

咖啡研磨机

ZD-��/ZD-��(WH)/ZD-��(BK)
只有颜色差异, 操作方法相同

注意：请以包装内实物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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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标准: GB����.�-����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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