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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您所想

客户关怀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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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产品集独创性和时尚性于一身，在设计过程中想您所想，是您的不二之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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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使用建议、手册、故障排除和维修服务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electrolux.com.cn 或者拨打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10 5801

如需获得更好的服务，请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注册您的产品。

请始终使用原厂备件。
在联系我们的授权服务中心时，请确保提供下列信息：型号、PNC 和序列号。
您可在铭牌上找到这些信息。

警告 / 安全警示信息

一般信息和温馨提示

环保信息

1. 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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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安装和使用本机之前，仔细阅读随附的说明。对于不当安
装或使用本机而造成的任何伤害或损害，制造商不承担任何责
任。请妥善保管操作说明，并置于易于取用的地方，供将来参
考之用。



中文  3

1.1 儿童和弱势群体安全注意事项
•  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可使用本电器。对于 8 岁及以上的未

成年人和存在身体缺陷、感官或精神障碍或缺乏相关经验及
知识的人员仅可在具备相应经验与知识的监护人监督下并了
解所涉及危害的情况下进行使用。 

• 请勿让未成年人玩弄本电器。
•  请确保所有包装材料均远离未成年人并对其进行适当处理。
•  在电器运行或冷却过程中，电器表面及腔体内部温度很

高。请确保在电器运行或冷却过程中未成年人和宠物远离本 
电器。

• 如果本电器具有儿童安全装置，应将其启用。
•  未成年人和存在身体缺陷、感官或精神障碍或缺乏相关经

验及知识的人员不建议对本电器进行任何清洁和用户维护 
操作。

1.2 一般安全要求
•  本机适用于家庭和类似的应用领域，例如：

- 农舍；商店、办公室及其他工作环境的员工厨房区；
- 酒店、汽车旅馆、家庭旅馆和其他住宅类型环境中的顾客。

• 保持本机外壳或者内部结构中的通风口畅通无阻。
•  除了制造商建议的方法外，不要使用机械设备或任何人为措

施加速解冻过程。
• 不要损坏制冷剂回路。
•  除非使用的是制造商建议的型号，否则切勿在本机食品冷藏

室内使用电气装置。
• 请勿使用喷淋水或蒸汽来清洁本设备。
•  请使用湿软布清洁本设备。只可使用中性清洁剂。请勿使用

研磨产品、研磨性清洁垫、溶剂或金属物件。
• 切勿将本机用于存储易爆物（带有易燃推进剂的喷雾罐）。
•  如果电源线受损，必须由制造商、授权服务中心或具备类似

资质的人员进行更换，以免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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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说明
2.1 安装

警告！

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人员安装 
本机。

• 拆除所有包装物和运输螺栓。

• 请勿安装或使用已损坏的设备。

• 按照本机附带的安装说明书操作。

• 设备非常重，搬运时请注意。请始终佩

戴安全手套和配套的鞋子。

• 确保本机周围空气循环畅通无阻。

• 首次安装或者反转机门之后，至少等待 
4 小时之后，再将本机连接到电源。这

样可让油回流到压缩机中。

• 对本机执行任何操作之前（例如反转机

门），先将插头从电源插座拔出。

• 切勿将本机安装在靠近电暖气或灶具、

微波炉或烤箱的位置。

• 切勿将本机安装在阳光直射的位置。

• 切勿将本机安装在过于潮湿或寒冷的位

置（地下室、车库或酒窖）。

• 移动本机时，应通过前边缘抬起，以避

免擦刮地面。

• 本机包含一包干燥剂。它不是玩具。也

不是食物。请立即将它处理掉。

2.2 电气连接
警告！

存在火灾和触电危险。

• 设备必须接地。

• 确保铭牌上的参数与主供电电源的电气

额定值兼容。

• 始终使用正确安装的防电击插座。

• 请勿使用多插头扩展适配器和延长电缆。

• 确保不会损坏电气组件（例如，电源插

头、电源电缆、压缩机）。如要更换电

气组件，请联系授权服务中心或电工。

• 电源线缆高度必须保持低于电源插头的

水平。

• 只有在安装过程结束后，才能将电源插

头插入电源插座。确保在安装后，仍可

方便地插拔电源插头。

• 断开设备与电源的连接时，请勿拉动电

源线，请始终拉动电源插头。

2.3 用途
警告！

存在受伤、烧伤、触电或火灾

等危险。

• 请勿更改本机规格。

• 除非制造商明确说明适用，否则切勿将

电器（例如，冰激凌机）放在本机中。• 
注意切勿损伤制冷剂回路。其中包含异

丁烷 (R600a)，一种非常环保的天然气

体。该气体易燃。

• 如果制冷剂回路损坏，确保房间中没有

明火或点火源。让房间通风。

• 切勿让高温物体接触本机的塑料部件。

• 切勿将软饮料放入冷冻室。这样会对饮

料容器带来压力。

• 切勿在本机中存储易燃气体和液体。

• 请勿将易燃品或者蘸有易燃品的物品放

在本机内部、附近或上面。

• 切勿触摸压缩机或冷凝器。它们很烫。

• 如果手上潮湿或有水，切勿拿取或触摸

冷冻室中的物品。

• 切勿再次冷冻已解冻的食品。

• 请遵循冷冻食品包装上的储藏说明进行

操作。

2.4 内部照明灯
• 本机使用的照明灯类型不适合用于家庭

房间照明

2.5 保养与清洁
警告！

存在人员受伤或设备受损的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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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维护之前，请关闭本机电源，然后

将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

• 本机的制冷装置中含有碳氢化合物；只

有有资质的人员才能维护和重新充注该

装置。

• 定期检查本机的排水情况，如有必要，

进行清洁。如果排水受堵，融化的水将

聚集在本机的底部。

2.6 内部照明灯
警告！

存在人员受伤或窒息危险。

• 断开本机与电源的连接。

• 切断电源线并弃置。

• 拆除柜门卡扣，以避免儿童和宠物被关

在本机内。

• 本机的制冷剂回路和隔热材料均不会破

坏臭氧层。

• 隔热泡沫包含易燃气体。要了解如何正

确报废本机，请与您的市政当局联系。

• 切勿对换热器附近的制冷装置部件造成

损伤。

3. 操作
3.1 控制面板

5

1

678 4 3 2

3.2 显示屏

Off COOL FROST
MATICMATIC

min

A B C D E F G

HIJ KL

A. 冷藏室指示灯

B. 定时器指示灯 / 温度指示灯

C. ON/OFF 指示灯

D. COOLMATIC（速冷）功能

E. Holiday（假日）功能

F. FROSTMATIC（速冻）功能

G. 温度指示灯

H. 冷藏室指示灯

I. 警报指示灯

J. ChildLock（童锁）功能

K. MinuteMinder（倒计时）功能

L. DYNAMICAIR（冷风循环）功能

显示屏

冷冻室升温按钮

冷冻室降温按钮

OK（确认）

Mode（模式）

冷藏室升温按钮

冷藏室降温按钮

ON/OFF（开 / 关）

同时按下 Mode 和降温按钮几秒钟，可以

改变预先确定的按钮声音。次调节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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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机
1. 将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2.  如果显示屏处于关闭状态，请按下本机 
ON/OFF。温度指示器将显示设定的默

认温度。

几秒钟后，警报蜂鸣器可能会

响起。

要重置警报，请参阅“高温 
警报”。

要选择其他设定温度，请参阅“温度调节”

部分。

如果显示屏上出现“dEMo”，请参阅“故

障排除”部分。

3.4 关闭
1. 按下本机 ON/OFF 5 秒钟。显示屏关闭。

2. 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3.5 温度调节
按温度调节器即可设置冰箱温度。默认设

定温度：

• 冷藏室 +5°C
• 冷冻室 -18°C

温度指示器将显示设定的温度。

设定温度将在 24 小时内达到。

断电后，设定温度会得以保存。

3.6 开启冰箱
要开启冰箱，只需按下冰箱温度调节器即

可。要用其他方式开启冰箱：

1. 按下 Mode 直至相应图标出现。

冰箱 OFF 指示灯闪烁。

2. 按 OK 确认。

冰箱 OFF 指示灯消失。

要选择其他设定温度，请参阅

“温度调节”部分。

3.7 关闭冰箱
1. 按下 Mode 直至相应图标出现。

冰箱 OFF 指示灯和冰箱冷藏室指示灯 
闪烁。

冰箱温度指示灯显示横线。

2. 按 OK 确认。

冰箱 OFF 指示灯显示。

3.8 高温警报
冰箱冷藏室温度升高（例如由于之前出现

断电）时，警报图标和冷藏室温度指示灯

开始闪烁，并且蜂鸣器会响起。

按下任何按钮。

蜂鸣器关闭。

冷藏室温度指示灯显示已达到的最高温度

几秒钟，然后再次显示设定的温度。

警报指示灯继续闪烁，直至恢

复正常状态。

3.9 COOLMATIC（速冷）功能
如果需要放入大量温度较高的食物，例如

从商场买回大量食物之后，我们建议启动

COOLMATIC（速冷）功能更快地将食物

冷却，并避免使已经存放在冰箱中的其他

食物温度升高。

1. 按下 Mode，直到相应图标出现。

COOLMATIC（速冷）指示灯闪烁。

2. 按 OK 确认。

COOLMATIC（速冷）指示灯显示。

COOLMATIC（速冷）功能会在大约 6 小
时后自动关闭。

要在该功能自动关闭前将其关闭，重复上

述步骤。

选择不同的冰箱设定温度即可

关闭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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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Holiday（假日）功能
此功能让您能够在长假期间关闭并清空本

机，而不会产生异味。

1. 按下 Mode，直到相应图标出现。

假日指示灯闪烁。温度指示灯显示设定的

温度。

2. 按 OK 确认。

假日指示灯出现。

选择不同的设定温度即可关闭

该功能。

3.11 FROSTMATIC（速冻）功能
FROSTMATIC（速冻）功能可加快新鲜食

物的冷冻，同时保护已经存储的食物发生

不利的升温。

1. 要激活此功能，请按 Mode 按钮，直到

显示相应的图标。

FROSTMATIC（速冻）指示灯闪烁。

2. 按下 OK 按钮确认。

FROSTMATIC（速冻）指示灯显示。

该功能会在 52 小时后自动停止。

要在该功能自动结束之前将其关闭，重复

上述步骤，直到 FROSTMATIC（速冻）指

示灯熄灭。

选择不同的设定温度即可关闭

该功能。

3.12 柜门未关闭警报
如果柜门打开数分钟没有关闭，就会发出

声音警报。柜门未关闭警报状态的指示方

式为：

• 警报标志闪烁；

• 蜂鸣音。

当恢复正常情况后（柜门关闭），警报将

停止。蜂鸣音也可通过按下任一按钮关闭。

3.13 ChildLock（童锁）功能
激活 ChildLock（童锁）功能以锁定按钮，

防止无意操作。

1. 按下 Mode 直至相应图标出现。

ChildLock（童锁）指示灯闪烁。

2. 按 OK 确认。

ChildLock（童锁）指示灯显示。

要取消激活 ChildLock（童锁）功能，请重

复该步骤，直到 ChildLock（童锁）指示灯

消失。

3.14 MinuteMinder（倒计时）
功能

MinuteMinder（倒计时）功能可用来设定

在所需时间发出声音警报，例如在以下情

况下可以使用：在烹制过程中需要将食物

冷却一段时间。

在以下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提醒不要忘记

放在冷冻室内进行快速冷却的瓶子。

1. 按下 Mode 直至显示相应图标。

MinuteMinder（倒计时）指示灯闪烁。

定时器显示设定值（30 分钟）几秒钟。

2.  按下定时调节器，以更改定时器设定值

（1 - 90 分钟）。

3. 按 OK 确认。

MinuteMinder（倒计时）指示灯显示。

定时器开始闪烁 (min)。
在倒计时结束时，MinuteMinder（倒计时）

指示灯闪烁，同时发出声响警报。按下 OK 
关掉声音并关闭该功能。

要关闭该功能，请重复上述步骤，直到 
MinuteMinder（倒计时）关闭。

通过按降温按钮和升温按钮可

以在倒计时期间的任何时刻或

结束时更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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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常使用
警告！

请参阅“安全”章节。

4.1 清洁内部
初次使用设备之前，应先使用微温的水和

中性肥皂清洗冰箱内部以及所有内部附件，

去除新产品特有的气味，然后进行彻底 
干燥。

警告！

请勿使用清洁剂、磨擦粉剂、

漂白粉或油性清洁剂，因为它

们会损伤表面。

4.2 安放箱门搁架
为了能够存放各种规格的食品包装，箱门

搁架可以安放在不同高度上。

1. 沿箭头所示方向缓缓拉出搁架，直到其

完全将其拉出，

2. 根据需要重新安放。

此型号配备可侧向移动的可变贮藏箱。

4.3 可移动搁架
冰箱的内壁上有一系列滑槽，可根据需要

安放搁架。

3.15 DYNAMICAIR（冷风循环）
功能

1. 按下 Mode 直至相应图标出现。

DYNAMICAIR（冷风循环）标志闪烁。

2. 按 OK 确认。

DYNAMICAIR（冷风循环）标志出现。

要关闭该功能，重复上述步骤，直到 
DYNAMICAIR（冷风循环）标志消失。

启用 DYNAMICAIR（冷风循环）

功能将增加能耗。

如果该功能自动启用，将不会

出现 DYNAMICAIR（冷风循环）

标志（请参阅“日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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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请勿将玻璃架移动到蔬菜抽屉

上方，以确保正确的空气流通。

4.4 冷冻新鲜食品
冷冻室适用于冷冻新鲜食品以及长时间储

存冷冻和深度冷冻的食品。

要冷冻新鲜食品，请启用 FROSTMATIC（速

冻）功能，并将待冷冻的食品放入冷冻室。

要冷冻新鲜食品，请至少提前 24 小时启用

FROSTMATIC（速冻）功能，然后将待冷

冻的食品放入冷冻室。

将待冷冻的新鲜食品放入顶层冷冻室。

铭牌（位于冰箱内部的一个标签）上标示

了可在 12 小时内冷冻的最大食品数量。

冷冻流程持续 12 小时：在此期间，请勿添

加其他待冷冻的食品。

冷冻流程结束后，请重新调回至所需的温

度（请参阅“FROSTMATIC（速冻）功能”）。

在此条件下，冰箱冷藏室温度

可能降至 0°C 以下。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将温度调节器重新

设置为更高的温度。

4.5 存放冷冻食品
初次启动时或在停用一段时间后启动时，

先让设备在较高设置下至少运行 2 小时，

然后再将食品放入冷藏室内。

警告！

在发生意外解冻时（例如因为

停电），如果断电时间比技术

特征表中“上升时间”下显示

的时间值长，则解冻食品要尽

快食用，或立即烹饪后重新冷

冻（待冷却后）。

4.6 解冻
深度冷冻或冷冻的食品，在使用之前，可

以放入冷藏室或室温下进行解冻，具体视

操作当时的可行性而定。

小块食品甚至可以从冷冻室取出后直接进

行烹煮，无需解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

需要烹煮较长时间。

4.7 DYNAMICAIR（冷风循环）
DYNAMICAIR（冷风循环）功能，可快速

冷却食物并让冷藏室内的温度更加均衡。

此装置可在需要时自行启动，例如在打开

箱门后或当环境温度过高时自行启动以快

速恢复温度。

可以在需要时手动开启此装置

（请参阅“DYNAMICAIR（冷

风循环）功能”）。

当箱门打开时，DYNAMICAIR
（冷风循环）装置将停止工作；

当箱门关闭时，此装置将立即

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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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冰块制作
本冰箱配备了一个或多个用于制作冰块的
盘子。

请勿使用金属器具取出冷冻室

中的冰块盘。

1. 在冰块盘中装满水

2. 将冰块盘放入冷冻室。

4.9 积冷器
冷藏室配有至少一个积冷器，能在断电之

时延长存储时间。

5. 建议和提示
5.1 正常操作声音
操作期间，以下声音均为正常情况：

•  当制冷剂泵入时线圈发出的微弱的流水

声和起泡声音。

•  当制冷剂泵入时压缩机发生的呼呼声和

脉动声。

•  热膨胀时冰箱内部发出的突然啪啪声

（自然现象，非危险的物理现象）。

•  压缩机启动或停止时温度调节器发生的

微弱的如点击般的声音。

5.2 节能提示
•  不要经常打开冰箱门，若非绝对必要，

也不要打开过长时间。

•  请勿从冷冻室移除蓄冷器。

5.3 新鲜食品冷藏提示
如欲获得最佳性能：

•  不要在冷藏室存放热食或挥发性液体。

•  如果食品味道浓烈，请一定要盖上盖子

或包裹好。

•  摆放好食品，使其周围空气可以自由 
流通。

5.4 冷藏提示
实用提示：

•  肉（所有肉类）：装到适当的包装中并

放到蔬菜抽屉上的玻璃搁架上。肉类最

多可储藏 1-2 天。

•  熟食、凉菜：盖住并放在架子上。

•  水果和蔬菜：彻底清洗，然后放入专用

抽屉中。香蕉、土豆、洋葱和大蒜如果

没有包好，不要存放在冷藏室内。

•  黄油和奶酪：放入特别的密封容器内，

或用铝箔纸或者塑胶袋包好，以便尽可

能多地排出空气。

•  瓶子：盖上瓶盖，存储在冰箱门的瓶罐

置物架或（若有）瓶架上。

5.5 冷冻提示
为了帮助您最好地利用冷冻过程，特提供

一些重要提示：

•  铭牌上标示了可在 12 小时内冷冻的最

大食品数量。

•  冷冻流程会持续 12 小时，在这段时间

内，不应再添加需冷冻的食物；

•   只可冷冻优质、新鲜和彻底清洁的食品；

•  将食品分成小块以便快速、彻底地冷冻，

并且以后解冻时只需取出需要的量；

•  将食品裹在铝箔或塑料保鲜膜中，并确

保包装密封；

•  切勿让新鲜的未冷冻食品接触已冷冻的

食品，以免引起后者温度升高；

•  相对于脂肪较多的食品来说，脂肪较少

的食品保存质量更好，时间更长；盐会

缩短食品的保存时间；

•  如果从冷冻室取出冰块后立刻食用，可

能导致皮肤冻伤；

•  建议在每个包装上标上冷冻日期，以便

您记录存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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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冷冻食品存放提示
为了获得最佳性能，您应该：

•  确保商业冷冻食品在零售商处存放 
恰当；

•  确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冷冻食品从

食品店转到冷冻室内；

•  不要经常打开柜门，若非绝对必要，也

不要打开过长时间。

•  一旦解冻，食品很快就会变质，不宜再

冷冻。

•  不要超过食品生产商标示的存放时间。

警告！

请参阅“安全”章节。

6.1 一般警告
警告！

执行任何维护操作之前，先拔

下本机电源插头。

本机的制冷装置中包含碳氢化

物；因此，其维护和再充注操

作只能由获得授权的技术人员

执行。

本机的附件和部件不适合用洗

碗机洗涤。

6.2 定期清洁

警告！

不要拉扯、移动或损坏机体内

部的管道和 / 线缆。

警告！

小心操作，不要损坏制冷系统。

警告！

移动机体时，应通过前边缘抬

起，以避免擦刮地面。

本设备必须要定期清洁：

1.  使用温水和适量中性肥皂清洁内部及 
附件。

2.  定期检查门密封条并擦抹清洁，确保其

干净无屑。

3. 清洗并彻底干燥。

4.  如果能触及本机后部的冷凝器和压缩机，

则使用刷子进行清洁。

这样可提高本机性能并节省耗电量。

6.3 冷藏室除霜
正常使用期间，每当压缩机电机停止运转

时，冷藏室蒸发器上的霜会自动消除。霜
融化成的水会顺着水槽流到冰箱背部压缩

机电机上方的一个特别的容器中，然后逐

渐蒸发。

必须要定期清洁冷藏室导流槽中间的除霜

水排水孔，以防水溢出并滴到食物上。

6.4 冷冻室除霜
冷冻室不会结霜。也就是说在其运转过程
中，内壁或食品上不会结霜。

6. 养护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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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参阅“安全”章节。

7.1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

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本机不工作。 本机已关闭。 启动本机。

电源插头没有正确连接到电

源插座。

将电源插头正确连接到电源

插座。

电源插座无电。
将其他电器连接到此电源插

座。联系有资质的电工。

本机噪音过大。 本机支承不当。 检查本机是否立稳。

声音或视觉警报开启。
机柜刚开启不久，或温度还

不够低。

请参阅“柜门未关闭警报”

或“高温警报”。

本机内的温度过高。
请参阅“柜门未关闭警报”

或“高温警报”。

柜门未关闭。 关闭柜门。

本机内的温度过高。
请联系有资质的电工或最近

的授权服务中心。

温度显示屏上显示  符号

或  符号而非数字。
温度传感器故障。

请联系最近的授权服务中心

（制冷系统可以继续保持食

品的低温状态，但无法进行

温度调节）。

照明灯不亮。 照明灯当前处于待命状态。 关闭柜门，然后再打开。

照明灯不亮。 照明灯有问题。
请联系最近的授权服务 
中心。

压缩机连续工作。 温度设置不正确。 请参阅“操作”。

7. 故障排除

6.5 闲置期
当本机长期不用时，请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1. 断开本机电源。

2. 取出所有食品。

3. 清洁本机和所有附件。

4. 让柜门保持开启状态，以防产生异味。

警告！

如果希望让本机保持开机状态，

请隔一段时间查看一下，以防

里面的食品因为断电而变质。

我们建议激活 Holiday（假日）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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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同时放入大量食品。
请等待数小时后再检查 
温度。

室温过高。
请参阅铭牌上的气候类 
型表。

放入本机中的食品过于 
温热。

待食品冷却到室温后，再进

行存储。

箱门未关好。 请参阅“关闭柜门”。

FROSTMATIC（速冻）开启。
请参阅“FROSTMATIC（速

冻）功能”。

COOLMATIC（速冷）开启。
请参阅“COOLMATIC（速

冷）功能”。

按 FROSTMATIC（速冻）

按钮或改 变温度后，压缩

机不能马上 启动。

这是正常现象，未发生任何

错误。

一段时间后压缩机才能 
启动。

按 COOLMATIC（速冷）按

钮或改变 温度后，压缩机

不能马上启 动。

这是正常现象，未发生任何

错误。

一段时间后压缩机才能 
启动。

冷藏室内有水流动。 出水口被堵塞。 清洁出水口。

食品阻碍水流入集水盘中。 确保食品不会碰到后板。

地板上面出现水流。
融化水出水口没有与压缩机

上方的蒸发盘相连。

将融化水出水口连接到蒸 
发盘。

无法设定温度。

FROSTMATIC（速冻）功

能或 COOLMATIC（速冷）

功能已开启。

手 动 关 闭 FROSTMATIC
（速冻）或 COOLMATIC（速

冷）功能，或者等到该功能

自动重置后再设定温度。请

参阅“FROSTMATIC（速冻）

功能”或“COOLMATIC（速

冷）功能”。

dEMo 出现在显示屏上。 本机处于演示模式下。

按住 OK 键约 10 秒，直到

听到一声长提示音且显示屏

短时间关闭为止。

本机内的温度过低 / 过高。 温度调节器设定不当。 设定较高 / 较低的温度。

箱门未关好。 请参阅“关闭柜门”。

食品温度过高。
存放食品之前，将食品温度

降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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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建议完成操作后无法

达到预期的效果，请致电最近

的授权服务中心。

7.2 更换照明灯
本机使用长寿命的 LED 内部照明灯。

只有服务人员才能更换照明设备。请联系

您的授权服务中心。

7.3 关闭冰箱门
1. 清洁冰箱门封条。

2. 如果需要，请调整冰箱门。具体请参阅

安装说明书。

3. 如果需要，请更换坏的冰箱门封条。请

联系授权服务中心。

8.1 位置
有关安装的说明，请参阅装配

说明。

要确保冰箱的最佳性能，安置冰箱时请远

离热源，例如散热器、锅炉、直射阳光等。

确保空气可以在机柜后面自由流通。

8.2 安放位置
本机应安装在室内干燥、通风良好、且环

境温度应该与本机铭牌上所示的气候类型

相对应的位置。

气候类型 环境温度

SN +10°C 到 32°C

N +16°C 到 32°C

ST +16°C 到 38°C

T +16°C 到 43°C

在超出此范围的环境下运行时，

某些型号可能会出现功能性故

障。只有不超过温度范围要求

时，才能保证电器的正常运行。

如有任何关于电器安装位置方

面的疑问，请向供应商、我们

的客服或最近的授权服务中心

求助。

8.3 电气连接
•  插入之前，请确保定铭牌上所示的电压

和频率与您的家庭电源相对应。

•  本机必须接地。随附的电源插头提供了

用于接地的插脚。如果家庭电源未接地，

请咨询有资质的电工，根据现行法规将

本机单独接地。

•  如果没有遵循上述安全预防措施，制造

商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 设备符合欧盟 E.E.C. 指令。

8. 安装

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同时存放很多食品。 减少同时存放的食品。

柜门打开太频繁。 仅在必要时打开柜门。

FROSTMATIC（速冻）功

能或 COOLMATIC（速冷）

功能已开 启。

请参阅“FROSTMATIC（速

冻）功能”或“COOLMATIC
（速冷）功能”。

本机内部没有冷气流通。
移动食物，确保内部有空间

让冷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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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通风要求
本机背后必须通风良好。

5 cm min.
200 cm2

min.
200 cm2

警告！

有关安装的说明，请参阅装配

说明。

9. 噪音
正常使用期间，可能会有响声（压缩机、制冷循环）。

BRRR!HISSS!
CLIC

K!

BLU
BB! CRACK!

SSSRRR!

OK

CLICK! CLICK!SSSRRR! SSS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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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术数据
10.1 技术数据

凹进尺寸

高 毫米 1780

宽 毫米 560

深 毫米 550

升温时间 小时 23

电压 伏特 220

频率 赫兹 50

总容积 L 257

冷藏室容积 L 182

冷冻室容积 L 75

BRRR! BRRR!HISSS! HISSS!

BLUBB! BLUBB! CRACK!CRACK!

技术信息位于冰箱外部或内部的铭牌和能

源标签上。



中文  17

11. 环保问题
回收带有该标志  的材料。把包装材料

放入适用的容器以循环利用。帮助保护环

境和人类健康，促进电气及电子产品废物

的回收再利用。请勿将带有该标志  的电

器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将产品退回到您当

地的回收处，或联系您所在城市的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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