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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說明 

本設備僅供室內使⽤。 
設備只能⽤於預設的⽬的。 
對於因操作不當和使⽤不當⽽造成的
任何損壞，製造商不承擔任何責任。 
不要試圖強⾏打開蓋⼦鎖。 
抹⼑僅⽤於將食物從碗中移出。 不要
在⼑⽚運⾏時使⽤它。 
切碎冰、堅果、巧克⼒等硬質後，請
務必檢查⼑⽚是否仍鎖緊。 
切勿將⼿或廚房⽤具插入進料管|25 
為防⽌攪拌⼑⽚組意外掉落，拆卸時
要⼩⼼。 
請⼩⼼將熱液體倒入機器中，因為突
然冒出的蒸汽可能會將熱液體從機器
中噴出 
本設備旨在⽤於員⼯廚房區域和其他
⼯作住宅類型環境。 
清潔主鍋后，必須將主鍋的連接器擦
乾，然後才能再次使⽤ 

感謝您的信任！ 

感謝您購買了 “Heinzelmann CHEF-X” ⾼效能專業多功
能料理機。為了安全使⽤產品，並了解整個產品範圍： 
初次使⽤前請仔細閱讀這份⽤⼾說明。 
請遵守安全說明。 
只能按照以下操作說明使⽤設備。 
保留這份⽤⼾說明以供參考。 

我們希望您能使⽤ “Heinzelmann CHEF-X” ⾼效能專業
多功能料理機時獲得更靈巧、更便捷的烹調體驗！ 

       安全操作說明 

如果設備無⼈看管或不使⽤時，在組
裝、拆卸、清潔之前，必須將設備與
主插頭斷開連接。 
請務必⼩⼼使⽤⾼速功能，以免主鍋
中的熱成分被噴出並可能導致燙傷，
請始終關閉透明頂蓋。 
關閉或暫停後，⼑⽚組件和混合器附
件將繼續旋轉⼀段時間。 您必須等到
所有部件都停⽌⼯作後才能解鎖主鍋
並打開蓋⼦。 
如果本設備的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
造商、製造商的客⼾服務部⾨或類似
的合格專家更換。 
在更換任何部件之前，必須關閉設備
並斷開連接。 
將插頭從插座中拔出之前，請先關閉
設備。 
切勿嘗試⾃⾏打開設備外殼。 
請勿在設備外殼中插入任何物品。 
切勿使⽤製造商推薦的配件以外的配
件。 否則可能會給⽤⼾帶來安全風險
並可能損壞設備。 僅使⽤原裝零件和
附件。 
設備可由⾝體、感官或精神能⼒下
降、或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使⽤，前
提是他們得到了有關以安全⽅式使⽤
設備的監督或指導，並且如果他們了
解所涉及的危險。 本設備不得由兒童
使⽤。 
將設備及其電源線放在兒童接觸不到
的地⽅。 
切勿在無⼈看管下使⽤設備。 
切勿通過繩索搬運設備。

主鍋只能與製造商提供的機器底座⼀起
使⽤ 
警告：不要將液體濺到攪拌機的連接器
上 
使⽤加熱功能後，主鍋會產⽣餘熱

您設備上的符號 

本設備所製造及使⽤的材料是符合食品安全的。

請按照本說明⼿冊中的指導操作機器，否則您將
⾯臨失去產品保修的風險。 
請隨時查看更新的使⽤說明書 
www.heinzelmannpro.com/en/manual 

https://www.heinzelmannpro.com/en/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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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關閉後，設備也沒有完全斷開連
接。 為了完全斷開它，拔掉電源插
頭。 
確保電源線永遠不會有絆倒他⼈的危
險，並且沒有⼈會被夾住或站在上⾯。 
請勿在易爆或易燃材料附近使⽤本設
備。 
使⽤本產品時，請確保電源線不會被夾
住或壓壞。 
從牆壁插座上拔下主插頭時，務必拔插
頭，切勿拔電源線。 
從牆上的插座上拔下主插頭… 

… 如果有故障。 
… 當您不使⽤ Heinzelmann 
CHEF-X 時。 
… 在組裝或拆卸 Heinzelmann 
CHEF-X 之前。 
… 在清潔 Heinzelmann CHEF-
X 之前。 
… 在雷暴期間。 

如果設備或電源線有明顯損壞，請勿使
⽤該設備。 
為避免任何風險，請勿對產品進⾏修
改。 
請勿嘗試⾃⾏修理設備。 如果出現故
障，只能由合格⼈員進⾏維修。 
不遵守這些說明可能會導致⽣命危險。 

         危險！ 切割受傷風險  
請記住，⼑的⼑⽚非常鋒利： 
切勿赤⼿觸摸⼑⽚，以免造成割傷。 
⼿動清洗時，⽔應⾜夠清澈，以便您可
以輕鬆看到⼑，以免⼑⽚非常鋒利造成
傷害。

請注意清潔章節 (see “ |9. 清潔”) 

危險！ 受潮有觸電危險 

底座、電源線和主插頭不得浸入⽔或其
他液體中。 切勿將設備放在流⽔附近。 
防⽌底座受潮、滴⽔和濺⽔。 
如果設備掉入⽔中，請立即斷開主插
頭。 只有這樣才能安全地取回設備。 在
經過認證的技術⼈員檢查設備之前，請
勿使⽤。 
如果液體進入基座，請立即拔出電源插
頭。 再次使⽤之前，請讓經過認證的技
術⼈員檢查設備。 
切勿⽤濕⼿接觸電器或插頭。 

         危險！ 觸電危險 

只有在設備完全組裝好後才能將主插頭
插入牆壁插座。 
僅將主插頭連接到正確安裝且易於接觸
的接地壁式插座，其電壓和頻率符合銘
牌上的規格。 電器插入電源後，牆上的
插座必須繼續易於使⽤，以防萬⼀，可
以立即拔下電器的插頭。  
確保電源線不會被尖銳或熱的物體損
壞。 
請勿將設備放在加熱物體上（汽油、
電、⽊炭炊具等）。將設備遠離任何熱
表⾯和明火。 保持在⽔平、穩定、清
潔、耐熱和乾燥的表⾯上操作和放置設
備。 
請勿將產品放置在櫃檯邊緣或桌邊，以
免發⽣意外。 還要確保放置設備的表⾯
能夠⽀撐內部食物的設備總重量。 
請勿將電源線纏繞在設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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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主鍋時，注意不要碰到⼑刃。 
取出和插入⼑時，確保不要接觸⼑⽚。 
切勿在沒有主鍋的情況下操作設備。 
切勿將⼿伸入旋轉的⼑⽚中。 不要⽤
勺⼦或類似的器具接觸旋轉部件。 保
持長發或寬鬆的衣服遠離旋轉部件。 
請注意，關閉設備後⼑⽚會在短時間內
繼續旋轉。 這尤其適⽤於⾼轉速。 在
⼑⽚完全停⽌之前不要將⼿伸入鍋中。

         火災隱患 
請勿將設備放在加熱物體上（汽油、
電、⽊炭炊具等）。使設備遠離任何
熱表⾯和明火。 保持在⽔平、穩定、
清潔、耐熱和乾燥的表⾯上操作和放
置設備。 

警告 ！ 材料損壞風險

僅將本設備放置在⽔平、乾燥、
防滑和防⽔的表⾯上，以免掉落
或滑落。 
切勿將設備放在熱表⾯上，例如 
熱板。 
攪拌器只能在速度設置為 1 到 4 
的情況下使⽤。 
使⽤攪拌器時不得使⽤按鈕⾼
速。 
使⽤帶蓋的主鍋，否則可能會噴
出液體。 
如果主鍋內還有食物，不要改變
設備的位置。 
切勿將主鍋裝得太滿，否則可能
會彈出內容物。 溢出的液體會流
到表⾯上。 因此，您應該將設備
放在防⽔錶⾯上。 

確保在蒸製過程中，設備中的⽔不會
過多或過少。 
請勿在空機時操作設備，因為這會導
致電機過熱並可能導致損壞。 
只能使⽤原裝配件。 
請勿使⽤任何收斂性或研磨性清潔
劑。 
本設備配備防滑合成腳。 由於家具塗
有各種清漆和合成材料，並且還使⽤
了不同的護理產品，因此不能完全排
除其中⼀些材料含有可能侵蝕和軟化
防滑塑料底座的成分。 如有必要，在
設備下⽅放置防滑墊。 

        危險！ 燒傷危險 
設備的表⾯在操作過程中可能會變
得很熱。 
僅在設備冷卻後運輸設備。  
在清潔或存放之前等待產品冷卻。 
從主鍋上取下蓋⼦時釋放的蒸汽有
燙傷的危險。 
切勿在設備運⾏時取下或打開蓋
⼦。 可能會冒出蒸汽並導致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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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鍋 
2. 帶插頭的電源線 
3. 電源插座 
4. 離合器 
5. 安全開關  
6. 主機 
7. 溫度控制 
8. 速度控制 
9. 開/關 制 
10. 反向 
11. ⾼速  
12. 間斷  
13. 暫停 
14. 時間制 
15. 顯示 
16. ⼑的密封膠圈  
17. ⼑  
18. 蒸籃 
19. 攪拌器 
20. 抹⼑ 
21. 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2. 主鍋蓋 
23. 透明頂蓋 
24. LED 燈   
25.        進料管 

2. 預計功能 
Heinzelmann CHEF-X ⽤於混合、乳化、研磨、均質、奶油、浸泡、果泥、鞭⼦、攪拌、打、切碎、搗碎、燉、褐⾊和
烹飪。 這份⽤⼾說明描述了混合和切碎等基本功能。 

警告！ 材料損壞風險！ 
請勿使⽤本產品切碎⾻頭或⾁荳蔻等堅硬食物。

3.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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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的項⽬ 
1 主機 |6 
1 主鍋 |1 ，附帶: 

⼑ |17 
主鍋蓋 |22 
透明頂蓋 |23 
LED 燈 |24 (參⾒ LED 燈包裝內的 LED 燈說
明) 

1 蒸籃 |18 
1 攪拌器 |19 
1 抹⼑ |20  
1 份使⽤說明 
1 份快速⽤⼾指南 

5. 開箱設置 
1. 移除所有包裝材料。 
2. 檢查以確保所有部件都存在且未損壞。 如果交貨不
完整（如主鍋蓋等）或損壞，請立即與供應商聯
繫。 

3. ⾸次使⽤前清潔設備！ (參⾒ “ |9. 清潔”)  

注意：⾸次運⾏時，設備可能會產⽣⼀些氣味。 這是正
常且無害的。 請確保⾜夠的通風。 

6. 產品註冊和保修 
請掃描⼆維碼或訪問 https://
www.heinzelmannpro.com/en/product-
registration 進⾏產品註冊。 

Heinzelmann CHEF-X 提供 12 個⽉的製造缺陷保修，
不包括⾃然正常磨損，前提是該設備已按照說明使⽤和
維護，並且沒有以任何⽅式被濫⽤或誤⽤。 

我們不對以下損害承擔任何責任 
無知或不遵守說明⼿冊。 
如果在運輸過程中不使⽤原包裝。 

7. 操作設備 
出於安全原因，本章中描述的設置只能在設備完全組裝
後進⾏選擇。 

7.1   電源供應 
將帶插頭的電源線 |2 接到底座的電源插座 |3，然後
將帶插頭的電源線 |2 插入合適的壁式插座。. 設備插
入電源後，牆上的插座必須繼續易於使⽤。 
電源指示燈變為紅⾊，表示設備已接通電源。 聲⾳
信號指示電源連接。 

7.2   啓動和關閉設備 
按 開/關 |9 打開設備。 聲⾳信號響起表示設備已打
開。 
長時間按下 開/關 |9 可關閉設備。 

https://www.heinzelmannpro.com/en/product-registration
https://www.heinzelmannpro.com/en/product-registration
https://www.heinzelmannpro.com/en/product-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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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操作 

按鈕 / 組件 功能 說明

連接到電源 當紅⾊ LED 亮起時，設備處於待機模式。 按 |9 打開設備。

開/關 |9 
當綠⾊ LED 亮起時，設備準備就緒。 

長按可關閉本設備。

選擇所需的功能以開始操作。 

閒置時，電器會在 15 分鐘後⾃動關閉以節省能
源。

⾼速 |11 
按下啟動⾼速功能. 如果選擇了溫度，則⾼速
功能不可⽤。

需要該功能，請按住按鈕。 

攪拌器 |19 不應⽤於⾼速功能。 

使⽤⾼速功能時請保持透明頂蓋開啟。

反向 |10 

⼑⽚以逆時針⽅向運⾏（⼑⽚的鈍側）進⾏攪
拌。 

反向按鈕旁邊的綠⾊ LED 亮起，表示反向已執
⾏。

按下激活，再次按下取消激活。 

反向是間隔運⾏。

間斷 |12

機器以交替速度運⾏。 

間斷旁邊的綠⾊ LED 燈亮起表示間斷已啟動。 

對於 70°C 以上的溫度，出於安全原因，該功
能僅限於速度 1 和 2。

按間斷。 

攪拌器 |19 不應⽤於⾼速功能。 

間斷是間隔運⾏。

暫停 |13

暫時停⽌速度、加熱和時間制。 

聲⾳信號響起後可以打開蓋⼦。 

合上蓋⼦並再次按下暫停鍵，設備以相同的速

度和熱量設置恢復，時間制繼續向上/向下計
數。

按下激活，再次按下取消激活。 

等待暫停上⽅的 LED 燈變為綠⾊並發出聲⾳信
號，然後再打開蓋⼦。 

警告 
如果在 LED 變為綠⾊之前打開蓋⼦，出於安全
原因，設備將被鎖定 90 秒。 90 秒後，您可以
再次選擇所需的設置（熱量、速度、時間制）。

溫度控制 |7

選擇所需的溫度。 

為了開始加熱過程，必須選擇⼀個速度，最低

使⽤速度 1 或反向。

出於安全原因，某些功能僅限於 70°C 以上的溫
度。 

溫度70°C或以上，必須先設置時間制。 請選擇
溫度、時間和速度開始操作。

速度控制 |8 選擇所需的速度。 攪拌器只能在1-4檔使⽤。

時間制 |14 為所需的過程設置倒計時。 設備在設定的時間過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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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設置溫度 
轉動 溫度控制 |7 設置烹飪溫度： 
可調溫度範圍為 37 °C ⾄ 130 °C。 

7.6  設置速度 
轉動 速度控制 |8 設置所需的速度。 
速度可以以 10 為增量進⾏調整。 

警告：  
攪拌器只能在1-4檔使⽤。 如果選擇速度 5 或以上，
在 顯示 |15 上會出現相應的指示。 
以10速攪拌液體時，主鍋 |1 的容量不能超過1升，否
則可能會噴出液體（⾒ “8. 使⽤主鍋”）。 對於⼩於 
10 的速度設置，主鍋 |1 最多可裝滿 2 升。 
在⾼速運⾏（超過速度 4）下，始終將明頂蓋置於鎖
定位置。 

為了開始加熱過程，必須選擇速度設置。 
選擇所需溫度後，溫度變為綠⾊，表示產品正在加

熱。 當達到所需溫度時，溫度變為紅⾊。 聲⾳信號
指示完成。 
每次在低速（低於速度 3）下長時間（超過 30 分
鐘）烹飪時，將明頂蓋倒置。 

7.5  設置時間 
對於低於 70°C 的溫度，不強制設置時間制。 

溫度70°C或以上時，必須設置時間制。 在選擇啟動速度
之前，時間制將閃爍以顯示需要此類設置。 

可調時間範圍為 1 秒⾄ 90 分鐘。 
調整按以下時間間隔進⾏： 
以秒為間隔最多 1 分鐘， 
從 1 分鐘開始，以 30 秒為間隔， 
以分鐘為間隔，從 10 分鐘開始， 
設置的時間顯示在 顯示 |15 上。 

在運⾏過程中，可以更改速度設置。 

7.7  反向 (逆時針旋轉) 
逆時針旋轉⽤於輕輕攪拌不切碎食物。 
逆時針旋轉速度是固定的，不能改變。 
重要信息 – 在按下速度旋鈕刻度盤上選擇的後端之
前，設備會立即以相同的速度設置運⾏。 
提供溫和的攪拌和間歇性停⽌攪拌。 
如果不使⽤倒計時功能，顯示屏最多可顯示 90 分鐘
以進⾏倒計時。 
在運⾏過程中，可以更改設置的時間。 

7.8  ⾼速 
⼀旦按下⾼速按鈕，速度就會增加到最⼤速度。 

警告 : 
⾼速攪拌液體時，主鍋|1的容量不能超過1升，否則可
能會噴出液體。 
使⽤ 攪拌器 |19 時切勿使⽤此功能。 
該按鈕在所有溫度設置中都被阻⽌。 
按著才能啓動 。

設置所需時間後，開始倒計時。 設置的時間⼀到，
電器就會⾃動停⽌。 聲⾳信號指示完成。 
如果不使⽤倒計時功能，顯示屏最多可顯示 90 分鐘
以進⾏倒計時。 
在運⾏過程中，可以更改設置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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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暫停 
按 暫停 |13 可暫時停⽌操作, 並檢查或添加配料。僅當暫
停按鈕上⽅的 LED 變為綠⾊並出現聲⾳時才打開蓋⼦。 

7.9  溢出 
在 主機 |6 中有⼀個溢流孔。 

如果液體從 主鍋 |1 中逸出，這將不會聚集在 主機底座 |
6 中，可以通過溢流孔逸出到下⾯的表⾯。 

8. 使⽤主鍋 
8.1  主鍋刻度

主鍋 |1 的內側有關於溶量的標記： 
底部標記：約 0.5 升 
標記 I：約 1 升 
中⼼標記：約 1.5 升 
最⼤值：約 2 升

警告: 
以 10速或按鈕⾼速 |11 操作時，主鍋 |1 的容量不能超
過1升，否則可能會噴出液體。 ⼩於 10速的操作，主
鍋 |1 最多只能裝滿 2 升。 
始終遵循指導切碎/研磨非常堅硬的成分，例如 最⼤
冰糖 1 次 200g：不要使⽤⾼速（超速 8 或⾼速），
連續操作不要超過 30 秒，否則可能會損壞單元和⼑
⽚。 

註:  
對於某些應⽤，主鍋 |1 的液體量必須⾜夠，以保證
設備正常⼯作。 例如，攪打奶油，⾄少使⽤ 200 毫
升；⽽在打蛋清時，⾄少使⽤兩個雞蛋。 
切碎、磨碎、粉碎和混合配料的體積不應超過碗的⼀
半。 

8.2  ⼑的使⽤和拆卸 
不能在沒有⼑ |17 的情況下使⽤主鍋 |1，因為⼑ |17 將密
封主鍋 |1 的底部。 

危險！ 切割有受傷危險! 
請記住⼑ |17 的⼑⽚非常鋒利。 切勿赤⼿觸摸⼑⽚。 

關上蓋⼦後，再次按下暫停鍵，設備將開始以所選設置
運⾏，時間制將繼續向上或向下計數。 

7.11  間斷  
機器以交替速度運⾏，⽤於設置 1-7。 間斷旁邊的綠⾊ 
LED 燈亮起表示間斷已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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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主鍋 |1 ⽔平放置。 
2. 按下主鍋 |1 下側的解鎖桿 |25，使其指向打開的符
號。 

3. ⼩⼼地將⼑ |17 拉向頂部。 

要插入⼑ |17，請執⾏以下操作：Position the 主鍋 |1 
horizontally. 
1. 從頂部插入⼑ |17。 
2. 請注意⼑ |17 底部的兩個凸輪必須推入主鍋 |1 下⽅
的兩個凹槽 

3. 要鎖定⼑ |17，請移動主鍋 |1 下側的解鎖桿 |25，
使其指向鎖定的符號。 

注意：確保⼑ |17 的鎖定位置正確，否則液體可能會從
主鍋中洩漏。

8.3  裝置主鍋 
1. 將主鍋 |1 放入主鍋的底座中。 
2. 輕輕向下按主鍋 |1，直到⼑ |17 的⿒輪在離合器 |4 中
鎖定到位。 

註:  
如果主鍋 |1 不能向下壓，則稍微“擺動”⼀下，使主鍋 
|1 中⼑ |17 的⿒輪滑入離合器 |4。 
如果主鍋 |1 位置不正確，安全機制會阻⽌設備運⾏。 

8.4  安裝及取出攪拌器 
拌器 |19 ⽤於混合液體食物，例如 攪打奶油、打蛋
清、乳化（例如蛋⿈醬）。 攪拌器 |19 放在⼑ |17
上。 
攪拌器 |19 的翼部位於⼑之間的空間中。 要取下攪拌
器 |19，請將其向上拉出。 

警告 
攪拌器 |19 只能在速度設置為 1 到 4 時使⽤。 
如果使⽤攪拌器 |19，則不得按下間斷按鈕 |12。 
使⽤攪拌器 |19 時，不可使⽤抹⼑ |20。 
添加食物時，確保它不會阻塞攪拌器 |19。 

8.5  蓋上主鍋蓋 
只有正確插入主鍋 |1 才能放置主鍋蓋 |22。 
將主鍋蓋 |22 稍微擰到 主鍋|1 上。

⽤雙⼿按壓並順時針轉動蓋⼦ |22，直到它牢固關
閉。 

只有當蓋⼦ |22 正確關閉時，設備才能啟動。

註: 
為了稍微⽅便關閉蓋⼦，在布上滴幾滴油在主鍋蓋的密

封膠圈 |21。 
為使蓋⼦ |22 正確鎖定到位，關閉蓋⼦時輕輕按壓會有
所幫助。 

  
8.6   ⽤透明頂蓋位置加入配料 
透明頂蓋 |23 ⽤於關閉主鍋|1的蓋⼦和量度成分。 
為了關閉主鍋 |1，將底部有開⼝的透明頂蓋 |23 放入蓋
⼦ |22 中並順時針旋轉將其鎖定到位。 

注意 : 
在取下透明頂蓋 |23 之前，必須將速度降低到設置 1、2 或 
3，以免食材彈出。 

為了在設備運⾏時添加配料，可以將透明頂蓋 |23 移除
⼀⼩段時間。 
要測量配料份量，請將透明頂蓋 |23 倒置並裝入食物。 
可以從外部讀取以毫升為單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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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蒸籃蒸煮 
1. 將⾄少 500 毫升的⽔注入主鍋 |1。 主鍋 |1 只加⽔，加
入食物時不超過最⼤加⽔量2升。 

如果整個食物都被⽔覆蓋，它就會被煮熟。 
如果食物沒有完全被⽔覆蓋，就會被蒸熟。 

2. 將食物裝入蒸籃 |18。 
3. 將蒸籃 |18 放入主鍋 |1。 
4. ⽤蓋⼦ |22 及透明頂蓋 |23 並關閉主鍋 |1。 
5. 使⽤時間制 |14 設置所需的時間。 
6. 使⽤溫度控制器 |7 設置所需的溫度，例如 100 |°C ⽤於
烹飪。 

7. 選擇速度設置 1 可使熱量在⽔中均勻分佈。 設備開始運
⾏。 

8. 設定的時間結束後，發出信號聲，設備停⽌運⾏。 

注意 : 
請勿使⽤任何廚具攪拌食材。 器具可能會進入⼑⽚並造
成損壞。 

  
抹⼑ |20 後部的鉤⼦可以⽤來取出熱蒸籃 |18。 只需鉤住蒸
籃 |18 的⾦屬⽀架，向上拉出即可。 

9. 清潔 
在進⾏任何清潔之前，將主插頭 |2 從牆壁插座上拔
下。 
切勿將主機 |6 浸入⽔中。 
取出⼑ |17 前，先⽤⽔沖洗主鍋 |1 並清除⼑⽚上的食
物碎屑，以便安全取出⼑ |17。 
⼿動清洗時，⽔應⾜夠清澈，以便您可以輕鬆看到⼑

|17，以免被非常鋒利的⼑⽚造成傷害。 

警告 : 
切勿使⽤任何磨蝕性、腐蝕性或劃傷性清潔劑。 這
些可能會損壞設備。

註: 
某些食物或香料（例如咖哩）可能會使塑料部件變

⾊。 這不是設備的缺陷，對健康無害。 

9.1  清潔主機底座 
1. 使⽤清⽔並⽤乾淨的布擦拭。 ⽤濕布清潔主機底座 |6 
的外部。 

2. 在基本主機 |6 再次完全乾燥之前，不要使⽤它。 

9.2  在洗碗機中清洗 
以下部件可以⽤洗碗機清洗： 

主鍋 |1 
透明頂蓋 |23  
主鍋蓋 |22 
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  
⼑ |17  
蒸籃 |18 
攪拌器 |19 
抹⼑ |20 

切勿使⽤洗碗機清潔以下部件： 主機 |6 

9.3  清潔、檢查和更換密封膠圈 
取下⼑ |17 的密封膠圈，及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 進⾏清潔
並檢查它們是否有損壞。 注意其變化（例如撕裂）。 
密封膠圈都可以在洗碗機中清洗。 
損壞的密封膠圈必須更換。 您可以重新訂購新的密封
膠圈（參⾒ “13.如何訂購配件”）。 

  
注意 :  
下次使⽤前，必須重新插入密封膠圈。 不允許在沒有
密封的情況下進⾏操作。 

  

⼑ |17 
1. 從主鍋 |1 上取下⼑ |17（參⾒ “8.2 使⽤和取下⼑”）。 
2. 拉開⼑ |17 的密封膠圈。 
3. 插入清潔過的密封膠圈或新的密封膠圈。 
4. 在再次使⽤設備之前，重新插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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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鍋蓋 |22 
1. 將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 從主鍋 |22 的蓋⼦下⾯拉開。 
2. 將清潔的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 或新的主鍋蓋的密封膠
圈插入主鍋蓋 |22。 

9.4 清洗主鍋 
間斷功能可⽤於清理主鍋和⼑上的食物殘渣。 

9.5  除垢 
⽤⽔蒸時，使⽤的部件上可能會積聚⽔垢，尤其是主鍋

|1。 

正常清潔 
在⼤多數情況下，⽔垢沉積物可以通過在洗碗機中清洗或
⼿動去除。 

輕微的⽔垢沉積 
1. ⽤⼀塊抹了⼀些家⽤醋的布去除輕微的⽔垢沉積物，
這些⽔垢沉積物無法⽤⼿或在洗碗機中進⾏常規清
潔。 

2. ⽤清⽔沖洗。 

主要⽔垢沉積 
警告 :  
不要使⽤市售的除垢劑，甚⾄不要使⽤冰醋酸或醋。 使⽤
以下溫和的⽅法。 
1. 準備 50% 的家⽤⽩醋和 50% 的沸⽔的混合物。 
2. 將此混合物裝入主鍋 |1。 
3. 讓混合物反應 30 分鐘。 
注意：更長的反應時間不會改善⽔垢沉積，但可能會永久
損壞部件。 
4. ⽤清⽔沖洗。 
5. 再次使⽤前，讓部件完全乾燥。 

9.6  存儲 
存放設備時應防⽌灰塵和污垢。

10. 維護 
定期維護 

定期檢查您的 CHEF-X 及其配件（包括主鍋、⼑
⽚、電源線和主鍋蓋的密封膠圈）是否有損壞。 
請勿將 CHEF-X 與損壞的配件⼀起使⽤。 
為防⽌對 CHEF-X 造成任何損壞，請定期檢查進氣
⼝是否被阻塞。 
為了在不使⽤ CHEF-X 時改善通風，請將透明頂蓋
從主鍋蓋上取下。 
長時間燉煮或接觸酸性物質會導致⽣鏽。 因此，請
仔細檢查您的烹飪原料是否有碎屑 
如果長時間浸泡在⽔、其他液體或殘留食物中，可能

會損壞主鍋和攪拌⼑⽚組。 因此，使⽤後請及時清
洗並擦乾。 
攪拌⼑⽚組、主鍋和配件是消耗品，會受到正常的⽔

磨損。 請根據使⽤頻率和⼀般情況及時更換，以確
保完美效果。 
有節制地於機⾝⽤⽔，以防⽌濕氣進入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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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障排除 
11.1  運⾏中的故障 

故障 原因 補救

設備不啟動

主鍋 |1 定位不正確
正確插入主鍋 |1（參⾒“8.3 插入主
鍋”）。

蓋⼦|22 沒有正確放置在主鍋 |1 上。 正確放置蓋⼦ |22。

無電源 檢查主插頭和插座是否⼯作正常。

設備下的液體

⼑ |17 沒有正確插入，導致主鍋 |1 漏
⽔。

正確插入⼑ |17（參⾒“8.2 使⽤和移除
⼑”）

⼑的密封膠圈有缺陷。
插入新密封膠圈（參⾒“9.3 清潔、檢查
和更換密封件”）。

液體從主鍋 |1 溢出，通過底座單元 |12 
的溢流孔 |10 流到表⾯。 （請參閱第 49 
⾴上的“溢出”）

以10速或按鈕⾼速 |11 混合液體時，主鍋 
|1 的容量不能超過1升，否則可能會噴出
液體。 對於⼩於 10 的速度設置，主鍋 |
1 最多只能裝滿 2 升。

液體從主鍋蓋 |22 溢出

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 未正確插入。
正確插入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參⾒
“9.3 清潔、檢查和更換密封件”）。

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 有缺陷。
插入新的主鍋蓋的密封膠圈 |21（參⾒
“9.3 清潔、檢查和更換密封件”）。

設備部件變⾊。
某些食物或香料（例如咖哩）可能會使

塑料變⾊。 這不是設備的缺陷。 不需要補救措施，因為對健康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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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顯示器上的警告信息

顯示 原因 補救措施

蓋⼦打開

蓋⼦|22 沒有正確放置在主鍋 |1 
上。

正確蓋上鍋蓋 |22（參⾒“8.5 蓋
上主鍋蓋”）。

鎖定紅⾊

安全裝置鎖定 90 秒。
操作過程中或未按暫停時打開
蓋⼦。

設備過載。

主鍋內的東⻄太多/太稠，繼續
加熱可能會導致設備過熱。 請
減少主鍋內的裝載量。

E003

設備過熱。
拔下插頭並讓設備完全冷卻。 
之後，就可以使⽤了。

12. 丟棄與環境 
停⽤設備時，不得將產品與其他⽣活垃圾⼀起處理。 相反，您有責任將廢棄設備交給指定的收集點處理。 不遵守此規則
可能會根據適⽤的廢物處理法規受到處罰。 在處置時單獨收集和回收您的廢棄設備將有助於保護⾃然資源並確保以保護
⼈類健康和環境的⽅式回收。 有關可以將廢物丟棄在何處進⾏回收的更多信息，請聯繫您當地的廢物收集公司。 製造商
和進⼝商不直接或通過公共系統負責回收、處理和⽣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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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術規格

模號： HMCX02

電壓： 220 -240V ~

頻率： 50/60 赫茲

防護等級： I

額定功率：
1300W 
(Motor: 1400W, Heating: 1050W)

主鍋 |1 容量 2 升

* 以技術修改為準。

14. 如何訂購配件 
在我們的網站上，您可以找到有關可重新訂購的配件和備⽤件的信息 shop.heinzelmannp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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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 Concepts Limited 

info@heinzelmannpro.com 

我們保留隨時更改本設備技術規格的權利，恕不另⾏通知。 本⽂檔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均不具有合同性

質。 可以隨時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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