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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膠刮刀說明

當刮刀安裝好後，頂部應與鎖緊裝置齊平。
比較上圖檢查是否安裝恰當。

嵌入鎖緊裝置後，檢查刮刀的方向。如上圖所示，
從鎖緊裝置底部看，矽膠刮刀應該在下面且無突出。

首次使用矽膠刮刀前應進行清洗。清洗時可以將矽膠刮刀放在鎖緊裝置內不安裝，但如需移除或替換，
請依照以下說明進行。

錯誤

錯誤

正確

正確 錯誤

底視圖 底視圖

移除：從頂部將其輕輕提起並
從鎖緊裝置的槽內滑出。

安裝：將刮刀與鎖緊裝置的
槽對齊並輕輕推入槽內。

從底部拉出時，
從頂部推使第一個倒鉤就位。

沿著刮刀頂部繼續推，
使全部倒鉤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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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為了使Formula Pro®正常工作，
您必須遵循以下4個要點：

1.正確組裝鎖緊蓋和奶粉瓶。
2.保持奶粉在最低線以上。
3.每天或製作4瓶奶之後，
    清理奶粉瓶的漏斗和底面。
4.在組裝前確保漏斗和整個奶粉瓶都
    完全乾燥。

       錯誤組裝和未妥善清潔FORMULA 
PRO®可能導致不正確的配比。

閱讀安裝手冊並認真跟隨每一步清洗、
組裝和使用的指令。

警告：如果您的寶寶屬於低體重早產兒或有免疫缺陷，
請在使用機器前諮詢兒科醫生。

安裝、使用及清潔說明



技術資料 
電源電壓：220V-240V 50/60Hz                                                    電機功率：20W

型號: FRP0045               電熱功率: 500W

電源線

控制面板

輪軸

奶粉盒蓋

奶粉盒

水箱蓋

漏斗

漏斗蓋

漏斗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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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

奶瓶隔 滴水盤

攪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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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測量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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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Pro® 控制及指示燈

請妥善保存本說明

無水警告燈 溢出警告燈

水溫指示燈

水量指示燈

水量選擇鍵 開始鍵

停止鍵

奶粉盒零件

矽膠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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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前清洗

首次使用前全部清洗

首次使用前清洗。
請勿放置在蒸汽
消毒機或洗碗機內。
請勿將電力組件
浸在水中。

首次使用前清洗

請勿放置在蒸汽
消毒機或洗碗機內。

請勿放置在蒸汽消毒機或洗碗機內。

首次使用前清洗

首次使用前清洗

2

Formula Pro
組件

®

       警告：
對於6個月以下的嬰兒，必須使用適合嬰兒食用的瓶裝水。自來水和/或未消毒的嬰兒奶瓶
可能對嬰兒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每次只準備一個瓶子，立即喂給嬰兒並仔細遵循所有說
明。請勿保留殘留的嬰兒混合食品。請在餵養時抱著孩子。在無人照看嬰兒時餵養可能造
成窒息。

安全使用說明
• 本產品不得浸入液體中。
• 僅供家庭使用。
• 為避免危險，如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造商及其服務代理機構或類似資質人員替換。
• 8歲以上的兒童可以使用本產品，但必須對其進行安全使用說明及指導，
  並確保其瞭解存在的風險。清潔及使用維護不得由兒童進行，除非該兒童年齡在8歲以上，
  並在監管指導下進行。請將本產品及電源線放在8歲以下的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 身體、感官、或精神有缺陷者或缺乏相關知識和經驗者可以使用本產品，
  但必須對其進行安全使用說明及指導，並確保其瞭解存在的風險。
• 請進行監督，避免兒童玩耍本產品。

自來水在使用之前必須煮沸進行消毒。



例如：將組裝
測量輪設置為#5。
例如：將組裝
測量輪設置為#5。

奶粉盒安裝——首次使用前 在使用前且未加奶粉之前清洗內部零件。
清洗：漏斗、漏斗蓋、水箱內及所有奶粉盒零件（見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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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後，在組裝前確保所有奶粉盒零件完全乾燥。

放置300毫升或更大的容器
用於接水。

順時針扭動奶粉盒蓋到如圖位置。

現在您的 Formula Pro® 就可以使用了。

加入蒸餾水到最大線。

使用 Formula Pro 內附的
表格選擇測量輪設置選項1-10。

如圖，將奶粉盒蓋放在奶粉盒上。

確保護耳在背面。

同時按上下測量輪，奶粉設置數字將顯示在上測量輪窗口。現在就已經組裝好測量輪了。

必須使用乾淨且消過毒的瓶子、奶嘴或其他餵養設備。
處理消過毒的瓶子前必須清洗並擦幹手。
按需準備瓶子，請勿保存已混合的食物稍後使用。

先別加入奶粉。
在 Formula Pro® 
加入奶粉之前，根據下頁
的步驟運行內部清洗。

插上電源並打開開關。

按盎司鍵4次來選擇
300毫升大小。

按開始鍵進行清洗。

Formula Pro® 將在放出
300毫升水後停止。

將容器中接到的水倒掉。非常重要！將鎖緊裝置的
正面邊緣放在奶粉盒耳片下。
按下背面邊緣使孔
順著輪軸滑下。

1
1 2

64 53 54

2 2a
將測量輪設置為與奶粉類型相配。

安裝好奶粉盒之後，運行內部清洗程式來清潔內部零件。

安裝奶粉盒及零件

將奶粉盒放在基座上，
“最低”和“最高”線這一面向前。

將組裝好的測量輪放在奶粉盒內。

1

2

將攪拌輪放入奶粉盒，
與輪軸對齊並按下，
使其接觸到鎖緊裝置。

5a 6

下測量輪上的數字下測量輪上的數字
請勿加入奶粉。

請勿加入奶粉。

按照第5頁和第6頁的說明使用 Formula Pro® 來沖奶。

正確安裝後的鎖緊裝置應如圖所示。  
確保鎖緊裝置正面邊緣在奶粉盒護耳之下。
必須正確安裝鎖緊裝置，否則奶粉量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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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整滴水盤的高度，使瓶子盡可能地靠近漏斗出口。
這樣可以避免液體灑出來。

高奶瓶低奶瓶。根據瓶子的高度選擇正確的滴水盤
高度。安裝時按下，取出時提起。

接上頁

餵奶結束後，丟掉已沖好的剩餘奶粉。

切勿在機器運行時移除水箱、漏斗或奶粉盒。
餵奶時必須抱著孩子。切勿將奶瓶支好後無人看管時餵奶。

接下頁

將奶粉輕輕地平均地倒入奶粉盒。切勿超過最大線。
切勿壓緊奶粉盒內的奶粉或過量。

在蓋上奶粉盒蓋之前，可以使用蓋子上的3個耳將其放均勻。

5 6

有些奶粉會結塊。
因此請檢查是否結塊，

如有必要請搖晃來溶解結塊。
測試溫度⋯

1 2
倒水至最大線。 必須使用適合嬰兒食用的沸水、

涼開水或瓶裝水、純淨水。 將奶粉倒入奶粉盒內並蓋上蓋子。

只要電源打開，水箱內的加熱器會加熱水並保溫。
如果你重新加入了涼水或室溫水並需要立即使用機器，
則可在加熱時使用（黃色閃爍）。

如果使用涼水或室溫水，在水加熱好之前，
請確保奶粉已經混合好並檢查是否有塊狀物。

有關水溫

黃燈閃爍=水加熱中

固定綠燈=
水溫合適且已準備好

溫度指示燈

黃燈和綠燈閃爍=
倒入水箱的水
太熱或太涼

    切勿將熱水加入水箱。如要在本產品內使用沸水，
請待其晾涼至體溫或室溫再倒入水箱。

為了減少加熱時間，請使用室溫或涼水加入水箱。
綠燈和黃燈閃爍代表加入的水太熱或太涼。在綠燈和黃燈閃爍時，
機器不會運行。如果您不想等太長時間，
請勿將保存在冰箱中的水加入水箱。

機器會執行沖奶，
沖好後會自動停止。

按下毫升按鈕來選擇奶量。
每按一下，會增加60毫升。

選好奶量後，按開始進行沖奶。
4 5

6 7 8

檢查沖好的奶粉。
根據加入奶粉的量或品牌的不同，
          奶粉可能會稍稠。

沖奶
根據以下步驟使用 Formula Pro® 來沖奶。

⋯後喂給孩子。

每沖制4瓶奶後，漏斗警示LED就會亮起，提醒您清潔漏斗和奶粉容器底側。
請按照下頁的清潔說明，清潔並重置漏斗LED。



日常清潔
（如果每天使用本產品，）漏斗、漏斗蓋和奶粉盒內部必須每天清洗一次。

根據以下步驟進行 Formula Pro® 零件的日常清洗。

向下按移除漏斗和漏斗蓋。

清洗奶粉盒內部。

移除漏斗並將奶粉盒連接在機器上之後，使用乾燥的
紙巾或乾燥的軟布以劃圈的方式將奶粉盒內部和漏斗隔的奶粉擦乾淨。

在放入機器之前，確保漏斗和漏斗蓋完全乾燥。

向上提起漏斗蓋使其從漏斗上移除。 徹底清洗漏斗和漏斗蓋。

清潔前請拔下電源。請勿使用研磨墊清洗本產品。

切勿使用濕的或潮的布來清潔漏斗隔或奶粉盒內部。

請依照說明並注意製造商標籤上的奶粉的有效期7 8

1

4

2 3

漏斗清潔提示LED

每沖制4瓶奶後，漏斗LED就會閃亮，提醒卸載並清潔漏斗。
如果按下啟動按鈕而未事先清潔漏斗，Formula Pro®就會鳴響，
而漏斗LED則會持續閃亮。

卸載漏斗。（漏斗LED將會亮起。）按照說明清潔、擦乾漏斗，
然後重新裝入機器。漏斗裝回後，LED燈將會熄滅。

溫馨提示

Formula Pro® 可以在水加熱過程中的任何時候使用，但並非所有奶粉都能在涼水或室溫水中混合良好。
因此請檢查是否有結塊並搖晃，或輕輕搖動蓋好的瓶子，使奶粉完全融化在水中。

如有任何奶粉濺出容器，濺到Formula Pro®
上面或水箱與基座之間，用潔淨的幹布拭去奶粉，
保持表面乾淨。

請確保奶粉量在攪拌輪之上。如果您能夠看到攪拌輪四個水準臂中任何一個，
那麼就該添加奶粉了。如果奶粉量在奶粉盒的最低線以下，請勿使用本機器。

能看到攪拌輪時，添加奶粉。

如果在添加奶粉時，奶粉形成圓錐形的堆，
使用奶粉盒蓋底部的三個臂輕輕將奶粉抹平。 
始終將奶粉量保持在MAX（最大量）刻度線以下，
切勿將奶粉容器裝滿奶粉。

蓋上蓋子之前，
要確保奶粉不高於
MAX（最大量）
刻度線。

蓋上蓋子之前，
要確保奶粉不高於
MAX（最大量）
刻度線。

每月清潔
奶粉盒零件、水箱和基座需要每月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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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基座需要使用柔軟的
濕布或海綿擦洗並立即擦幹。
切勿將基座浸入水或其他液體中。
清潔後擦幹基座。切勿將基座放入
洗碗機、微波爐或烤箱內。

水箱需要每月使用
溫和的清潔劑
和軟布或海綿清洗。
在重新裝入乾淨的純
淨水之前，徹底擦洗
水箱內部。使用乾淨的
濕布擦洗水箱外側。

切勿將水箱浸入水中，或弄濕水箱基座的
電子元件。如果弄濕了水箱基座的電子元件，
在重新放入基座之前需要徹底風乾。
切勿將水箱放入洗碗機。

奶粉盒和奶粉盒零件需要每月清潔，
清空殘留的奶粉（可以保存起來
下次使用），並使用溫和的清潔劑和

軟布或海綿來清潔。
切勿將奶粉盒放入洗碗機。

1



故障排除
情況 可能原因 修理

無法開機。

沖好的奶粉溫度太低。 水未加熱到正確溫度。

奶粉盒內的奶粉量太低。

奶粉卡在了奶粉測量輪內。

測量輪的設置不適合該奶粉類型。

待加熱器加熱水箱中的水。
當中達到正確溫度時，
控制面板上的綠燈會亮。

確保安裝了矽膠刮刀。

確保測量輪根據奶粉類型
進行正確設置。

鎖緊裝置未能鎖定在奶粉盒耳片下。 檢查鎖緊裝置，確保其鎖定在
奶粉盒耳片下。詳見第3頁第5步。

在奶粉盒內加入更多奶粉。

未插電。

設備未打開。

漏斗移除或未能完全插入。

水箱移除或未能完全固定。

水量低於“最低線”。

奶粉盒移除或未能完全固定。

奶粉盒蓋未能完全合上。

奶粉盒蓋反了。

順時針扭動奶粉盒蓋使其完全蓋上。

確保奶粉盒蓋外沿的耳片面向
機器背面且扭上了安全開關。
詳見第4頁第1和2步。

水箱中的水太涼。（綠燈和黃燈閃爍）。

水箱中的水太熱。（綠燈和黃燈閃爍）。

待其恢復室溫或加入稍熱的
水使其溫度快速升高。

待其恢復室溫或加入涼水
使其溫度快速降低。

插入漏斗，或將漏斗從上方
推入機器中。

將水箱放在基座上或完全推下。

水箱未完全固定。 將水箱向下完全推進基座。

水箱未完全固定。 將水箱向下推進基座。

向水箱中加水。

將奶粉盒放在基座上或完全推下。

請確保插頭安全接入插座中。

將設備下後方的開關打開。

故障排除
情況 可能原因 修理

奶粉量不足。

奶粉量太多。

未能配水

清潔解熱板並使用純淨水/蒸餾水。

關掉電源，將奶粉從奶粉盒中取出，
檢查並清除障礙物，
重新打開電源後正常操作。

水箱加熱板上結垢。

未能配水或奶粉。
按開關鍵後黃燈和
綠燈閃爍。

使用富含礦物質的水造成。

奶粉盒零件卡住了。

奶粉累積在漏斗
蓋和奶粉盒內部。

水箱加滿，但紅燈亮
顯示無水。

經常清洗漏斗蓋和奶粉盒底部，
每沖奶5-6次清洗一次或至少
每天清洗一次。

經常未經清洗奶粉盒內部
就使用機器。詳見第7頁第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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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上的漏斗蓋不直或未完全按下。 將漏斗蓋的耳片與漏斗的凹口對齊，
將漏斗蓋完全推下。

漏斗未能完全嵌入
漏斗隔。

測量輪的設置不適合該奶粉類型。 確保測量輪根據奶粉類型
進行正確設置。

如果您使用以上的故障診斷排除圖還不能修復機器問題，
請不要將Formula Pro®退回店鋪。請聯繫您的國家所在的客戶服務部門。（請在底面查看詳細的客戶服務資訊。）

漏斗和奶粉容器底側的洞口
需要清潔。

按照第7頁的步驟，擦乾漏斗以及
奶粉容器底側的洞口。

按下啟動按鈕時，
漏斗LED閃亮，
Formula Pro®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