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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您所想
感谢您选购伊莱克斯电器。您选择的产品蕴含着我们数十年的专业经验和创新。伊莱克斯电器

拥有精巧时尚的外观，体贴周到的设计。每次使用时，都可安心畅享其超凡效果。欢迎来到伊

莱克斯的世界。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

获取使用建议、手册、故障排除和维修服务信息：
www.electrolux.com

如需获得更好的服务，请注册您的产品：
www.electrolux.com/productregistration

要购买适用于您的电器的配件、耗材和原厂备件，请访问：
www.electrolux.com/shop

客户关怀与服务
我们建议使用原厂备件。

联系服务人员时，请确保提供下列信息。

您可在铭牌上找到这些信息。型号、PNC 和序列号。

警告/安全警示信息。

一般信息和温馨提示。

环保信息。

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http://www.electro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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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在安装和使用本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制造

商对因设备安装有误和使用不当所造成的伤害和损

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便在使用设备过程中随时

参阅。

儿童和弱势成人的安全

警告！

存在令人窒息、受伤及永久残疾的危险。

• 对于 8 岁及以上的儿童，存在身体缺陷、感官或精

神障碍或缺乏相关经验及知识的人员，仅应在得到

安全使用本电器的指导和监督并了解所涉及危害的

情况下进行使用。

• 儿童不得玩耍本电器。

• 请将包装材料放在远离儿童的地方。

• 请确保在电器运行或冷却期间儿童和宠物远离本

电器。

• 儿童不得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清洁和维护本电器。

安装

• 确保保温抽屉未受任何损坏。请检查保温抽屉能否

正常打开和关闭。如发现有任何损坏，请联系技术

支持服务人员。

• 电气安装工作必须由合格电气技师根据现行法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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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警告

• 安装期间，请遵守各部分的说明。

• 只有合格人员才能安装本电器和更换线缆。

• 警告：本电器及其接触零件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热。

请小心，避免触碰加热元件。

不得让 8 岁以下儿童靠近，除非一直有人看管。

• 本电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热。请小心，避免触碰电

暖抽屉内的加热元件。

• 警告：接触零件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变热。不得让

幼儿靠近。

• 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来清洁本电器。

• 请勿使用磨砂型洗涤剂或金属刮刀来清洁本电器。

• 电气连接由全极开关控制，此开关能够适应耐受的

工作强度，并且触点间最小间距为 3mm，这可确保

在紧急情况下或清洗保温抽屉时断开连接。如果使

用插头进行电气连接，则必须确保安装后插头使用

方便。

• 电气连接还应按照现行规范正确接地。

• 实施任何维护操作前，务必切断本电器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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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警告！

连接本电器前，请比较电器铭牌上标识的

电源数据（电压和频率）和待连接电源的

相应数据。如果这些数据不匹配，则可能

出现问题。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电气

技师。

警告！

如果电线插头已卸下，则必须由相关技师

安装和连接本电器。请联系了解并遵循现

行安全标准的合格电气技师。对于因安装

或连接有误而造成的任何损害，制造商不

承担任何责任。

警告！

只有将本电器接地，才能保障电气安全。

对于因未安装本电器的保护系统或安装有

误所引起的损害（如电击），制造商不承

担任何责任。

警告！

只有已将本电器安装至固定位置才可进行

使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用户不会接触到

电气部件。

警告！

请勿在任何情况下拆开本电器的外壳。接

触导电部件或变更电气或机械部件可能危

及用户安全并妨碍电器的正常运行。

警告！

维修和维护工作（尤其是涉及带电部件时）

必须由制造商授权的电气技师执行。对于

因非授权人员执行维修和维护工作所引起

的任何人员、动物或财产损害，制造商和

零售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警告！

保修期内进行的维修工作必须由制造商授

权的技师执行。否则，由相关维修引起的

任何损坏均不在保修范围之列。

警告！

安装或维修过程中，必须切断本电器的供

电。为切断本电器的供电，必须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

• 配电盘熔断器/断路器必须断开。

• 插头必须从插座上拔下。从插座上拔下

插头时，请直接握住插头拔出，切勿拉

扯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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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本电器符合现行安全标准。不当使用本

电器可能危及用户安全。

• 首次使用本电器前请仔细阅读操作说

明。这样可避免人身伤害或电器损坏的

风险。

• 电器内的温度可能会达到 80 °C，具体

取决于所选温度和运行时间。从餐具加

热器中取出餐具时，请使用烤箱隔热手

套或烤箱耐热布来保护双手。

• 请勿坐在或靠在保温抽屉上。这会损坏

伸缩滑轨。保温抽屉的最大承重量为

25 kg。

• 请勿将合成材料容器或易燃物品装入餐

具加热器。开启本电器后，此类容器或

物品可能熔化或起火。火灾危险。

• 请勿使用本电器升高厨房室温。达到的

高温可能会引燃本电器附近的易燃物品。

• 请勿使用高压或蒸汽喷流来清洁装置。

蒸汽可能影响电气部件并导致短路。蒸

汽长时间聚积所产生的压力也可能导致

电器表面损伤和各部件损坏。

• 当本电器达到使用寿命而您已停止使用

时，请断开本电器的电源，然后处理电

缆使其无法使用，以免儿童玩耍等带来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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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描述

主要部件

1 温控器 4 把手

2 On/Off 开关 5 防滑垫

3 控制灯 6 保温抽屉烤架 *

EED 14650 / 14700 / 29800

餐具加热器工作原理

本电器配有热空气循环系统。由风扇将电

热元件产生的热量输送至电器内部各处。

恒温器可用于设定并控制餐具需要达到的

温度。

产生的循环流动热空气可快速均匀地加热

餐具。

金属格栅可保护加热元件及风扇。

保温抽屉底部装有防滑垫，可防止碟盘在

保温抽屉打开和关闭时来回滑动。

6

*保温抽屉烤架仅随 EED 29800 型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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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首次使用前 使用餐具加热器

首次使用前，应按照“清洁和维护”一节

中给出的说明来清洁电器内部和外部。

然后将餐具加热器加热至少 2 个小时。为

此，请将温度控制旋钮调至最大位置（请

参阅“选择温度”一节）。

进行此项操作时请确保厨房通风良好。电

器部件采用了专门的产品进行保护。因

此，在首次加热期间将有气味放出。短暂

时间过后，产生的气味和烟雾将消失，上

述现象均不代表存在任何连接错误或电器

故障。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上有恒温器和 on/off 开关。只能

在打开保温抽屉时看到控制面板。

要使用餐具加热器，请按照如下步骤

进行操作：

• 将餐具放入保温抽屉。

• 通过旋转恒温器控制旋钮到合适位置

来选择所需功能。

• 按下开关来开启本电器，开关随即

亮起。

• 关上保温抽屉。

• 请注意，关闭保温抽屉时不要用力过

猛，以免它再次弹开。取出加热好的

餐具前，必须再次按下开关以关闭餐

具加热器。

选择功能

通过旋转恒温器控制旋钮，您可以选择 30

到 80 °C 之间的温度。

请勿强行将恒温器控制旋钮转到“0”位

置以左或最大位置以右，因为这可能损坏

本电器。

达到所选温度后，将停止加热。

当温度下降到所选温度以下时，将再次开

始加热。

温标刻有温度（单位：°C）以及与各种功

能的最佳温度对应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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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C 功能

30°C 解冻

40°C
发面

茶杯/玻璃杯加热

60°C
餐具加热

食物保温

80°C

食物加热

低温烹调

（仅适用于 EED 29800 型号）

加热时间
影响加热时间的各种因素：

• 餐具材质及厚度；

• 装载量；

• 餐具摆放方式；

• 温度设置。

因此无法给出确切的加热时间。

随着您使用本餐具加热器的次数越来越

多，您将了解到适合您餐具的最佳设置。

不过，我们还是给出了下列时间作为恒温

器设置 和餐具均匀加热的参考：

装载量 时间（分钟）

6 人用餐具 30 - 35

12 人用餐具 40 - 45

食物保温和食物加热功能的建议：

将保温抽屉预热 15 分钟，以确保其内部

达到所需温度。

低温烹调（仅适用于 EED 29800 型号）

使用低温烹调功能，可在较长的时间内以

低温缓慢烹熟肉类。

具体烹调时间取决于肉块的尺寸。请使用

玻璃或陶瓷材料的盘子。

准备工作：

• 在本电器中装入盘子以 80°C 预热

10 分钟。

• 在平底锅中放入食用油煎制肉块，然后

将其放在保温抽屉中预热好的盘子上。

将温度设置保持在 8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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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低温烹调（参考值）

应用 重量 在烹调盘上缓慢烘烤 烹调时间

牛肉

全生 1kg 各面，每面 2 分钟 1 小时

一分熟 1kg 各面，每面 3 分钟 1.25 小时

五分熟 1kg 各面，每面 3 分钟 1.75 小时

全熟 1kg 各面，每面 3 分钟 2.25 - 2.5 小时

整块烤牛肉 1kg 各面，每面 3 分钟

3 小时

一分熟

4.5 小时

五分熟

小牛肉

里脊，整个 1kg 各面，每面 2 分钟 1.75 - 2 小时

外脊，整块 1kg 全部 4 面，每面 3 分钟 2 - 2.5 小时

烤肉 1kg 各面，每面 3 分钟 2 - 2.5 小时

肩肉 1kg 各面，每面 3 分钟 2.5 小时

猪肉

里脊，整个 500 - 600g 各面，每面 2 分钟 1.5 小时

外脊 600 - 1000g 翻滚 10 - 15 分钟 2 - 3 小时

羔羊肉

带腰腿肉的羊腿 2kg 各面，每面 4 分钟 3 - 4 小时

腰腿肉的羊腿肉排 2kg 各面，每面 2 分钟 0.75 - 1 小时

里脊 400g 各面，每面 2 分钟 1 - 1.25 小时

如果希望将烹调好的肉类保温，请将温度设置回 60°C。我们建议使用保温功能的时间

不要超过 1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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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容量

装载容量取决于餐具尺寸：

EED 14700 /14800 / 14650 EED 29800

6 人用餐 12 人用餐

6 个 24cm 餐盘 12 个 24cm 餐盘

6 个 10cm 汤碗 12 个 10cm 汤碗

1 个 19cm 菜盘 1 个 19cm 菜盘

1 个 17cm 菜盘 1 个 17cm 菜盘

1 个 32cm 肉盘 2 个 32cm 肉盘

或 或

20 个直径为 28cm 的盘子 40 个直径为 28cm 的盘子

或 或

80 个咖啡杯 160 个咖啡杯

或 或

40 个茶杯 80 个茶杯

或 或

… …



12 WWW.ELECTROLUX.COM

清洁和保养

清洁是日常所需的唯一保养工作。

警告！

清洁前必须断开餐具加热器电源。从电

源插座拔下插头或断开餐具加热器的供

电电路。

请勿使用刺激性或磨砂型清洁剂、磨砂

型海绵或尖锐物体进行清洁，以免造成

掉色或产生划痕。

请勿使用高压或蒸汽喷流来清洁电器。

电器前面板和控制面板

仅可使用湿布来清洁餐具加热器。如果

设备较脏，可在清洗用水中加入几滴洗

洁精。

之后用干布擦干电器表面。

对于不锈钢制前面板的餐具加热器，可

使用处理不锈钢表面的专用产品。此类

产品可在一定时间内防止表面再次变脏。

用软布在表面涂上薄薄一层此类产品。

对于铝制前面板的餐具加热器，请使用

温和的玻璃清洁剂和不起毛的软布。请

水平擦拭，切勿按压表面，因为这样容

易划伤铝制面板。

餐具加热器内部

请用湿布定期清洁餐具加热器内部。如

果设备较脏，可在清洗用水中加入几滴

洗洁精。

之后用干布擦干电器表面。

避免水通过空气循环口进入机器内部。

只有当餐具加热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

使用。

防滑垫

可撤掉防滑垫以便于清洁保温抽屉。

可在热水中加入几滴洗洁精来手洗防滑

垫。彻底晾干。

仅当防滑垫彻底晾干后才可将其放回本

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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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餐具加热器出现故障，该怎么办？

警告！

任何类型的维修必须由专业技师进行。由

非制造商授权的人员进行任何维修都会带

来危险。

联系技术支持前，请检查下列各项：

• 餐具无法充分加热。检查是否：

已开启本电器。

已选择合适的温度。

空气循环口被餐具挡住。

有足够的时间对餐具进行加热。

• 加热时间取决于若干因素，例如：

餐具材质和厚度。

餐具数量。

餐具摆放方式。

• 餐具完全无法加热。检查是否：

可以听到风扇的噪声。如果风扇正在

运转，则表明加热元件损坏，如果风

扇没有运转，则表明风扇损坏。

配电盘熔断器/断路器已经熔断/断路。

• 餐具过度加热，检查是否存在下列状况：

恒温器选择旋钮损坏。

• on/off 开关未亮起，检查是否存在下列

状况：

开关的指示灯损坏。

安装说明

警告！

为了您的安全和正确操作本电器，请在安

装前仔细阅读“安全信息”。

安装前

检查输入电压，确保铭牌上标注的输入电

压与即将使用的电源的输出电压相同。

打开保温抽屉，取出所有配件并拆下包装

材料。

警告！

餐具加热器的前面板可能贴有保护膜。首

次使用本餐具加热器之前，请小心揭下该

保护膜。

确保餐具加热器未受任何损坏。请检查保

温抽屉能否正常打开和关闭。如发现有任

何损坏，请联系技术支持服务人员。

注意：

餐具加热器安装完成后，电源插座应便于

使用。

本餐具加热器只能与制造商指定的电器组

合在一起。

安装

要将餐具加热器和其他电器组合在一起，

安置空间内必须有固定的中间托架，以支

撑两个电器的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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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餐具加热器组合在一起的电器可直接

安放于其上，无需单独的托架。

如需安置与餐具加热器组合的电器，请遵

照相应说明书和安装手册中的说明。

相关安装尺寸在本手册结尾所示的图表中

以毫米表示。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将餐具加热器置于托架上，然后向壁橱

槽位方向滑动，使其居中并与壁橱前边

缘完全对齐。

2. 检查餐具加热器的机架是否水平并平稳

安放在托架上。

3. 打开抽屉，使用随附的螺钉将餐具加热

器固定到壁橱的侧面。

电气连接

电气安装工作必须由合格电气技师根据现

行法规执行。

将餐具加热器连接至输电线前，请检查输

电线的电压和频率是否与加热组件内部铭

牌所示相一致。

电气连接由全极开关控制，此开关能够适

应耐受的工作强度，并且触点间最小间距

为 3mm，这可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或清洗

餐具加热器时断开连接。

如果使用插头进行电气连接，则必须确保

安装后插头使用方便。

电气连接还应按照现行规范正确接地。

警告：

餐具加热器必须接地。

对于因不遵守安装说明所引起的任何人

员、动物或财产损害，制造商和零售商

不承担任何责任。

环保信息

请回收再利用带有此符号的材料。

请将包装材料放在适当的回收箱中加以回

收再利用。请回收再利用废弃电气和电子

器具，为保护环境及人体健康贡献力量。

请勿将标有此符号的电器与生活垃圾

一同处置。请将该产品送到当地的回收站

或联系市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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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EED 14700 / 14800 / 14650

EED 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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