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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使用和清洁说明

硅胶刮刀说明

当刮刀正确匹配时，顶部应与锁定盖齐平。
通过和向上拔起时进行比较来检查是否正确匹配。

在匹配锁定盖时检查刮刀的方向。从锁定盖的底部来看的时候，
硅胶刮刀应该正如上方的插图显示的那样在没有突出的情况下与下部匹配。

硅胶刮刀在初次使用之前需要清洗。您可以在清洗时让其安装在锁定盖上，
但是如果您需要移除或替换它，请遵照下述说明。

错误

错误

正确

正确 错误

底部视角 底部视角

移除：轻轻地从顶上拔出刮刀来移除
并且从锁定盖的槽中滑出。

安装：把刮刀对准锁定盖的槽
并轻轻地推入槽中。

在从底部拉出时，
推动顶部来固定第一个倒钩。

继续沿着刮刀的顶部下推，
同时轻轻地拉动来固定全部倒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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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了使Formula Pro®能够正常工作，
请务必遵守以下四点：

1. 正确组装锁盖和奶粉盒部件。
2. 保持奶粉高度高于最低线。
3. 必须每天或每冲调4瓶奶粉后清洁漏斗
    和奶粉盒底侧。
4. 确保漏斗和奶粉盒部件完全干燥后
    才能组装。

       如未能正确安装和清洁FORMULA 
PRO®，将导致奶粉配放不当。

请阅读使用说明，并认真按照分步骤
说明进行清洁、安装和使用。

警告：如果您的孩子是低出生体重的早产儿或存在免疫功能缺陷，
请在使用本机前咨询您的儿科医生。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 220V-240V 50/60Hz                                                   功率: 20W

型号: FRP0045           加热器功率: 500W

电源线

控制面板

轴

奶粉容器盖

奶粉容器

水箱盖

漏斗

漏斗罩

漏斗室

底座底座

水箱

瓶格栅 滴水盘

搅拌轮

锁定盖

上部测量轮

下部测量轮

Formula Pro® 控制和指示灯
保存本说明

无水量警告LED灯
漏斗流出
警告LED等

水温指示LED灯

水量指示LED灯

水量选择按钮 开始按钮

停止按钮

奶粉容器零件：

硅胶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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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之前请清洗

第一次使用之前
请彻底清洗

请勿放置在蒸汽
消毒器或洗碟机中。
请勿将电气组件
浸入水中。

第一次使用之前
请清洗

请勿放置在蒸汽
消毒器或洗碟机中。

请勿放置在蒸汽
消毒器或洗碟机中。

第一次使用之前请清洗

第一次使用之前请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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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Pro
组件

®
安全使用说明。
• 本设备不可浸入液体中。
• 仅供家庭使用。
• 如果电源线损坏，必须由制造商、服务代理或类似的专职人员进行更换，以免发生危险。
• 本设备可供8岁及以上儿童使用，但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以确保他们使用正确并了解
  相关的危险。除非儿童年满8岁并且得到监督，清洁和用户维护不应由儿童完成。
  请确保产品及电线远离8岁以下儿童的接触。
• 本设备可供身体、感官或精神上有障碍及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人士使用，
  但需要在监督或给予相关设备使用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确保其使用安全并了解相关的危险。
• 请照看好儿童，请勿使用设备进行玩耍。

     提醒：
对于年龄未满6个月的婴儿，请始终使用适用于婴幼儿的瓶装水来配制配方。自来水和/或
未经消毒的奶瓶可能会对您婴儿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每次只配制一瓶，立即食用，并请
严格遵守所有的说明。请不要保留吃剩的配方混合。在喂养时请始终抱住婴儿。婴儿在无
人照看时可能导致窒息。

在使用自来水之前请煮沸以便消毒。



示例：
组装好的测量轮，
设为#5

示例：
组装好的测量轮，
设为#5

奶粉容器设置–第一次使用之前 清洁内部零件–第一次使用之前-未加奶粉
清洗：漏斗、漏斗罩、水箱内部和所有奶粉容器零件（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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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之后，请确保在组装之前所有的奶粉容器零件都已完全晾干。

使用300ml或更大的容器来接水。

顺时针转动奶粉容器
盖使其进入锁定状态。

您的Formula Pro现已准备就绪，可加入奶粉。

注入蒸馏水到最大高度。

根据Formula Pro
中包含的图表

选择测量轮的1-10设置。

将奶粉容器盖放置在
所示的奶粉容器处。

确保拉环在后部。

同时按下测量轮的上部和下部，这样就可在上部测量轮的窗口上看到您奶粉的设置号码。
现在您就已完成测量轮的组装了。

请始终使用干净和经过消毒的奶瓶、奶嘴或其他喂食工具。
在消毒奶瓶之前请洗净并烘干双手。
每次按需制作配方，请勿保留配方混合供下次使用。

现在请勿加入奶粉。
在将奶粉放入Formula Pro®
之前请按照
下一页的步骤操作，
运行内部清洁循环。

插入机器，并将电源开关
转到打开位置。

按4次盎司按钮来选择
300ml尺寸

按下开始按钮开始冲洗。

在加满300ml水之后，
Formula Pro 将会停止。
除去容器中的水。1. 十分重要！请将锁定盖的

前端放置在奶粉容器的拉环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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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a
根据您的奶粉类型设置测量轮。

在设置好奶粉容器之后，运行清洁循环以冲洗内部零件。

设置奶粉容器和零件。

将奶粉容器放置在底座上，
“最低”和“最高”线朝向前方。

将组装好的测量轮放置在奶粉容器中。

1

2

2. 按下后端，
使得孔口滑到轴上方。

将搅拌轮放置在奶粉容器中，
与轴对齐并按下，
使其与锁定盖相接触。

5a 6

下部测量轮上的数字下部测量轮上的数字
请勿加入奶粉。

请勿加入奶粉。

按照第5页和第6页的步骤准备Formula Pro®奶瓶。

插入无误时，锁定盖应该是这样的。 
请确保锁定盖的前端位于奶粉容器拉环下。

锁定盖必须正确安装，否则机器
将加入错误容量的奶粉。

3



奶瓶配制（续）

在婴儿停止从瓶中饮用之后，请丢弃所有剩下的配方混合物。

在机器运行时不要移走水箱、漏斗或奶粉容器。
在喂给婴儿时要一直握住瓶子。不要把瓶子撑起来让您的婴儿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饮用。

奶瓶配制将在下一页中进行介绍。

将奶粉轻轻且平稳地倒进奶粉容器中。请勿超过最高线。
请勿填满奶粉容器或满溢。

在闭合盖子之前，可使用奶粉容器盖的3根臂杆将奶粉搅拌均匀。

5 6

有些奶粉会结块。
要一直检查结块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摇晃进行溶解。

检查温度⋯

1 2
将水加至最高线处， 请始终使用适合
婴幼儿配方 配制的煮沸后冷却的
水或瓶装纯净水。

将奶粉加到奶粉容器中并关闭盖子。

调节除霜水盘来让瓶子尽可能地靠近漏斗口。
这能确保不会有配方溅到瓶子外面。

高瓶子矮瓶子

3

根据瓶子高度选择除霜水盘的
正确高度。通过举起和拔出来移除。

通过推入和推下来安装。

水箱中的加热器将对水进行加热，并且只要机器仍接通电源，
将持续保温。如果您使用冷水或室温水重新注满水
箱并需立即使用机器，当水加热完成后即可使用（黄灯闪烁）。

如果您在水加热完成之前水温仍较低或为室温时就运行机器，
请始终确保配方已正确混合，并检查是否存在结块。

关于水温

黄灯闪烁 = 水正在加热

绿灯常亮 = 
水温热并已就绪

温度指示灯

黄灯和绿灯交替闪烁 = 
倒入水箱中的水
过热或过冷。

   请勿将热水注入水箱。如果您在之前将水煮沸，
在将其注入水箱之前请等待水冷却到体温或室温。

要想得到最短的加热时间，请使用室温或冷水注入水箱。
绿灯和黄灯闪烁意味着注入水箱中的水温度过高或过低。
当绿灯和黄灯闪烁时，机器将不会工作。
如果您不想花费过多时间等待水加热完成，
请勿使用存储在冰箱中的水。

机器会将配方分配到瓶子中
并且在完成时自动停止。

通过按毫升按钮来选择瓶子的大小。每按一次，
容量会增加60毫升。 当选定需要的毫升大小时，按开始来分配配方。4 5

6 7 8

检查混合配方的等级。

奶瓶配制

等级可能会由于额外的奶粉量
或瓶子商标/标记的缘故而
显得略微更高一点。

按照这几页中的步骤准备Formula Pro®配方奶瓶。

⋯并喂给婴儿。

在每完成4奶瓶后漏斗上的警示LED灯会亮起以提醒您清洗漏斗及奶粉容器的底面。
遵照下一页上的清洗说明来清洗并重置漏斗LED灯。



日常清洗

漏斗、漏斗罩和奶粉容器的底面每天必须清洗一次（如果每天使用机器的话）。
请遵照下述步骤来每天清洗Formula Pro®的零件。

通过拔出和拔下来移除漏斗和漏斗罩。

擦拭的底面粉末容器。

在漏斗已经移除并且奶粉容器连接到机器的情况下，
用干燥的纸巾或干燥的软布通过在奶粉容器底面的洞里和漏斗
室做圆周运动来擦拭所有干燥的配方奶粉。

始终确保漏斗和漏斗罩在置入机器之前是完成干燥的。

通过举起漏斗罩
来把漏斗罩从漏斗上移除。

彻底冲洗和漂洗漏斗与漏斗罩。 
漏斗和漏斗形罩
都是顶级机架洗碗机是安全的，
也是安全的蒸汽灭菌

在清洗之前拔掉设备的插头。请勿使用研磨垫清洗机器。

不要使用湿透或潮湿的布料来清洗漏斗室或奶粉容器的底面。

始终遵照说明书并且注意奶粉厂商标签上的保质期。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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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清洗提示LED灯

在每完成4奶瓶后，漏斗LED灯会闪烁以提示移除并清洗漏斗。
如果在没有清洗漏斗之前按下了开始按钮，
Formula Pro会一直发出哔哔声并且漏斗LED灯会继续闪烁。

移除漏斗。（漏斗LED灯会亮起。）遵照清洗和晾干漏斗的说明并将其放回机器中。
LED灯会在漏斗被重置时熄灭。

用户贴士

在水加热循环的任何时刻都能够使用Formula Pro®，但是并非所有的奶粉都能够在凉水或室温水里充分混合。
始终检查是否有结块， 并且轻轻地摇晃和转动关上的奶瓶来让奶粉和水完全混合。

如果有任何奶粉从容器溢出到Formula Pro
或水箱和底座之间，用一块干净、
干燥的布擦拭掉奶粉以保持表面清洁。

始终确保奶粉水平面高于搅拌轮顶部。
当搅拌轮的四根水平杆中的任何一根透过奶粉可见时，
您应当继续装填奶粉容器。
请勿在奶粉水平面低于标注在奶粉容器上的最低线时使用机器。

当搅拌轮的臂杆可见
时请继续装填。

如果在重新装填奶粉容器时奶粉呈圆锥状，
轻轻地用奶粉容器盖底部的3根臂杆来搅平奶粉。
始终确保奶粉水平面低于最高线，
请勿在奶粉容器中塞满奶粉。

在关上盖子前
确保奶粉没有
高于最高线。

月度清洗
奶粉容器零件、水箱和底座应当每月清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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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底座应当用潮湿的软布或
海绵擦拭并立即晾干。请勿
浸没底座或在水中或其
他液体中接通插座。

在清洗后请晾干机器底座。
请勿将其置于洗碟机、
微波炉或烤炉中。

水箱应该用温和的
清洁剂和软布或海绵
每月清洗一次。在重新
注入干净的纯净水之
前彻底漂洗水箱的
内部。用一块干净的
湿布擦拭水箱的外部。
请勿浸湿水箱或把
水箱底座的电子元件
弄湿。如果水箱底座的
电子元件受潮了，
在放回底座之前请彻底风干。 请勿
把水箱放在洗碟机里。

奶粉容器和奶粉容器零件应当通过
清空所有剩余奶粉（奶粉可以留下来
重新注入）的方式来每月清洗一次，
并且应当使用温和的清洁剂和软
布或海绵进行清洗。不要把奶粉

容器放在洗碟机里。

1



检修
情况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机器不启动

分配配方的温度太冷。 水尚未被加热到正确的温度。

奶粉容器内的奶粉水平面太低。

奶粉黏在了奶粉测量轮上。

测量轮设置到了针对奶粉类型的
错误数量。

等待加热器加热水箱里的水。
控制面板“温度”部分的绿色LED
灯会在达到正确水温时亮起。

确保硅胶刮刀已经安装。

确保测量轮设置到了针对您的
奶粉类型的正确数量。

锁定盖未被锁定在奶粉容器
内的拉环下。

检查锁定盖并确保边缘锁定在
奶粉容器内的拉环下。见第3页，
步骤5以了解细节。

用更多的奶粉继续装填奶粉容器。

装置未插电

装置未开启。

漏斗被移除或未完全插入。

水箱被移除或未完全固定。

水位线低于“最低”线

奶粉容器被移除或未完全固定。

奶粉容器盖未完全关上。

奶粉容器盖放反了。

顺时针方向扭动奶粉
容器盖来完全关上。

确保奶粉容器盖外边缘上的
拉环对着机器的背面并且连接
了紧急开关。见第4页，
步骤1和2以了解细节。

水箱里的水太冷了。
（绿色和黄色的温度LED灯在闪烁）。

水箱里的水太热了。
（绿色和黄色的温度LED灯在闪烁）

让水加热或将更温热的水
倒入水箱以更快提高温度。

让水变凉或将更冰凉的水
倒入水箱以更快降低温度。

插入漏斗或向前推漏斗
直到与机器齐平。

把水箱放在底座上或把水箱推到底。

水箱未完全固定。 把水箱在底座上推到底。

水箱未完全固定。 把水箱在底座上按到底。

在水箱中加水。

把奶粉容器放在底座上
或把奶粉容器推到底。

确保插头安全地插入了
电源输出口中。

把装置下后方的开关
从关闭调至开启

检修
情况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分配的奶粉不足

分配了太多奶粉。

未分配水

清洗加热板并使用纯净/蒸馏水。

关闭电源，从奶粉容器中取出奶粉，
检查并清理任何障碍物，
重新开启电源并恢复正常使用。

水箱加热板上产生水垢。

未为配方分配水。
当按下开始时黄色和
绿色温度LED灯会闪烁。

反复使用富含矿物质的水。

奶粉容器的零件卡住了。

奶粉积聚在漏斗
盖和奶粉容器底面。

水箱已满，红色的
请勿加水灯亮起。

每5-6瓶或至少一天一次
频繁地清洗漏斗盖和奶粉容器
底部。

频繁使用且没有清洗奶粉容器
的底面。见第7页，步骤4以了解细节。

9 10

漏斗罩没有笔直地放在漏斗上
或没有完全下推。

把漏斗罩前部的拉环对准漏斗
的凹槽并完全推下漏斗罩。

漏斗不能完全适应
漏斗室。

测量轮设置到了针对奶粉类型的
错误数量。

确保测量轮设置到了针对您的
奶粉类型的正确数量。

如果您使用上面的故障排除表无法排除机器故障，请不要将Formula Pro®退回商店。
请联系您所在国家的客户服务部。（客服详情请见封底。）

漏斗和奶粉容器底面的洞要求清洗。 遵照第7页上的步骤清洗并晾干
漏斗和奶粉容器底面的洞。

当按下开始按钮时，
漏斗LED灯闪烁，
Formula Pro发出哔
哔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