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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须知!   重要须知!   
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

本用户指南中提及的型号可能未在所有市场上销售且会变更。如需
详细了解贵国现行销售的型号及规格，请您访问本指南封底列出的当地
网站或者联系当地的斐雪派克经销商。



2 安全与警告安全与警告

 警告！警告！

割伤危险割伤危险
小心 - 面板边缘锋利。

如果不遵守此告诫，可能会导致损伤或者割伤。

 警告！警告！

火灾危险火灾危险
请勿使用转接器、减径接头或者分路装置把烤箱连接到电源上。

如果不遵守此忠告，可能会导致过热、燃烧或者火灾。

 警告！警告！
触电危险触电危险

在进行任何维护或者修理之前，切记断开烤箱的电源。

必须与良好的接地系统连接。

内线系统的改动必须由合格的电工进行。

如果不遵守此忠告，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触电。

重要安全说明重要安全说明
  为了避免危险，请在安装或者使用此电器之前仔细地阅读并遵守这些说明。为了避免危险，请在安装或者使用此电器之前仔细地阅读并遵守这些说明。
  请您为安装此电器的人员提供此信息 - 这样可降低安装成本。请您为安装此电器的人员提供此信息 - 这样可降低安装成本。
  此电器的安装以及与电源的连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按照安装说明及所有适用的本地建此电器的安装以及与电源的连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按照安装说明及所有适用的本地建

筑与电气规程。如果此电器的安装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任何保证或者责任索赔无效。筑与电气规程。如果此电器的安装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任何保证或者责任索赔无效。

安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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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及维护 操作及维护 

嵌入式烤箱精心设计，以保证正常烹饪过程中的操作安全。请您在使用烤箱时谨记下列
各项警告及安全说明：

 警告！警告！
  

灼热表面危险灼热表面危险

使用烤箱时，可接使用烤箱时，可接近的部分可能会变热。近的部分可能会变热。
为了避免灼伤和烫伤，务必让小孩远离烤箱。为了避免灼伤和烫伤，务必让小孩远离烤箱。
请勿触摸烤箱内的灼热表面。请勿触摸烤箱内的灼热表面。
处理灼热表面时，如烤箱搁板或者碟子，请使用烤箱专用手套或者其他保处理灼热表面时，如烤箱搁板或者碟子，请使用烤箱专用手套或者其他保
护装置。护装置。
打开烤箱门时务必小心。打开烤箱门时务必小心。
请在取出或者放回食物之前让热气或者蒸汽逸出。请在取出或者放回食物之前让热气或者蒸汽逸出。
如果不遵守此忠告，可能会导致灼伤和烫伤。如果不遵守此忠告，可能会导致灼伤和烫伤。

 警告！警告！
  

触电危险触电危险

在进行任何清洁或者维护之前，切记断开烤箱的电源。在进行任何清洁或者维护之前，切记断开烤箱的电源。

否则，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触电。否则，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触电。

重要安全说明重要安全说明
  隔离开关：保证烤箱连接到装有隔离开关的电路上，该隔离开关可使烤箱的电源完全断开。隔离开关：保证烤箱连接到装有隔离开关的电路上，该隔离开关可使烤箱的电源完全断开。
  不得让小孩子玩弄家用电器。不得让小孩子玩弄家用电器。
  小孩或者身体残疾限制其电器使用能力的人士应在责任人的指导下使用。指导人员应能够正确小孩或者身体残疾限制其电器使用能力的人士应在责任人的指导下使用。指导人员应能够正确

使用此电器且不给自身或者周围的事物带来危险。使用此电器且不给自身或者周围的事物带来危险。
  安全的食物处理：烹饪前后，尽可能缩短食物在烤箱内停留的时间，以免被有机物污染；否则安全的食物处理：烹饪前后，尽可能缩短食物在烤箱内停留的时间，以免被有机物污染；否则

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高气温期间，应格外注意。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高气温期间，应格外注意。
  烹饪期间请勿在烤箱底板上放铝箔、碟子、盘子、水或者冰；否则将对瓷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烹饪期间请勿在烤箱底板上放铝箔、碟子、盘子、水或者冰；否则将对瓷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坏。坏。  
  请勿站在烤箱门上，或者在烤箱门上放置重物。请勿站在烤箱门上，或者在烤箱门上放置重物。
  请勿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擦洗剂或者锋利的金属刮刀清洁烤箱门的玻璃；否则将会划伤表面，从请勿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擦洗剂或者锋利的金属刮刀清洁烤箱门的玻璃；否则将会划伤表面，从

而可能会导致玻璃破碎。而可能会导致玻璃破碎。
  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清洁烤箱的任何零部件。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清洁烤箱的任何零部件。
  注意：控制面板作为烤箱冷却系统的一部分，其下面可能会吹出热气。注意：控制面板作为烤箱冷却系统的一部分，其下面可能会吹出热气。
  请勿在烤箱内保存可燃物质。请勿在烤箱内保存可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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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图仅用于图示说明

2.5毫米

16-20毫米

产品及橱柜尺寸(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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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整机高度* 450**

B 整机宽度 595

C 整机深度(不包括拉手和旋钮) 556

D 底盘高度 436

E 底盘宽度 536

F 底盘深度 532

G
烤箱框架及控制面板深度 
(-底盘正面与烤箱门正面的距离，不包括旋钮)

22

H 门全开时的深度(从控制面板正面开始测量) 289

I 腔体最小内宽 560

II 腔体总宽度 600

J 腔体内高 440**

JI 腔体总高度 455**

K 腔体最小内深 550

L 齐平安装橱柜间隙 22

注意：如果在烤箱上面安装炉灶，须保证按照炉灶制造商的说明为炉灶预留充足的间隙。

*所有的高度测量值包括安装的底脚。

**如果安装下镶边装饰延伸组件，产品的总高度(A)增加25毫米(即增加到475毫米)。因此，腔体的高度(J
和JI)也需增加25毫米(即分别增加到465毫米和4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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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品及橱柜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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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烤箱之前，请您保证：在安装烤箱之前，请您保证：
 柜面和烤箱腔体垂直以及尺寸满足要求
 安装将遵守所有的间隙要求以及适用的标准和规程
 固定配线中安装一个适当的隔离开关以完全断开电源，其安装和位置应遵守本地的布线规则和

规程。隔离开关必须采用核准类型并在各级里(或者各个有效[相位]导体，如果本地的配线规则
虑及此要求变更)提供3毫米气隙触点间隔

 安装烤箱后，用户应易接近隔离开关
 电源线在腔体内的自由长度至少达1.5米(但不超过2米)，以方便安装和维修
 如果烤箱与背面的墙壁齐平，烤箱接线插座(若安装)在烤箱外面
 烤箱被搁在能够支撑其重量的表面上
 从底板开始的高度适合用户的需要
 如果不确定安装事宜，请您咨询本地的建筑主管当局以及查看各项细则

在安装烤箱之后，请您保证：在安装烤箱之后，请您保证：
 烤箱门可完全打开且无任何阻碍
 电源线不接触任何热的金属零部件
 用户易接近隔离开关
 按照安装说明完成安装之后，填写‘最终检查表’

拆开烤箱的包装拆开烤箱的包装

 拆下所有的包装材料并安全可靠地处理。请您尽量回收各项物品。
 当您从纸板箱中取出烤箱时，将其放在木块或者类似的支撑物上，以免损坏下部镶边装饰。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请您格外注意不要损坏烤箱的下部镶边装饰。空气循环正确以及烤箱门能够毫无阻碍的开/关请您格外注意不要损坏烤箱的下部镶边装饰。空气循环正确以及烤箱门能够毫无阻碍的开/关

非常重要。制造商对安装错误所导致的损坏概不负责。非常重要。制造商对安装错误所导致的损坏概不负责。
 您可除去底脚，但须保证烤箱不损伤下部镶边装饰。

图2 下部镶边装饰的正确和错误布置
底脚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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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1 (L  )2

解开，以打开盖子

1

2

卸下螺钉，
以打开电缆夹

烤箱与电源的连接烤箱与电源的连接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烤箱与电源的连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进行。
 烤箱必须接地。

在连接烤箱的电源之前，检查：在连接烤箱的电源之前，检查：
 内线系统是否适合烤箱功率(参看铭牌上的规定)
 电源是否与铭牌上给定的值一致
 在电源线使用的H05RR - F或H05VVF与跨3 × 1.5毫米的截面积

安装说明安装说明

型号 功率 电压

OB60NDEX1 2550 W 22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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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烤箱固定在橱柜上把烤箱固定在橱柜上

11 把烤箱放入准备好的腔体。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请勿通过门拉手提升烤箱。请勿通过门拉手提升烤箱。

22  完全打开烤箱门。
33  用提供的螺钉把烤箱固定在橱柜上。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螺钉请勿拧得太紧。螺钉请勿拧得太紧。
  请勿用硅树脂或者胶水把烤箱封入橱柜。否则，日后维修难以进行。斐雪派克将不承担拆除烤请勿用硅树脂或者胶水把烤箱封入橱柜。否则，日后维修难以进行。斐雪派克将不承担拆除烤

箱的费用，也不负责拆除烤箱引起的损坏。箱的费用，也不负责拆除烤箱引起的损坏。

2.5毫米

图3 把烤箱固定在橱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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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接线图

电路图索引

F1 烤箱开关
TE 烤箱温控器
LF 烤箱灯

PR 烤箱编程器
S1 线路指示灯
S2 温控器指示灯
TL 热过载
TL1 热过载
M 接线板
C 顶部元件
G 烤架元件
S 底部元件
CF 冷却风扇
V 风扇
T 接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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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检查表最终检查表

由安装工填写由安装工填写
  

 确定烤箱水平并固定到橱柜上。

 检查并确认下部镶边装饰未损坏。

 慢慢地打开烤箱门到全开位置，检查门底部与下部镶边装饰之间的间隙是否足够，以保证空

气循环正确。如果下部镶边装饰被损坏，弄直镶边装饰并保证烤箱门能够完全打开且无任何阻

碍。

 开启烤箱的电源。时钟显示区里的 0.00 将闪烁。

 按照用户指南中‘初次使用’章节的说明告知用户设置时钟，调节烤箱。

 

 安装工姓名：安装工姓名：

  安装工签名：安装工签名：

  安装公司：安装公司：

  安装日期：安装日期：

  

  将本说明书留给用户将本说明书留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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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按钮

   设置定时器

   设置自动烹饪的烹饪时间

   设置自动烹饪的停止时间

   设置时钟，使烤箱返回手动模式，取消自动烹饪

  减少时间和减小嘟嘟声音量

   增加时间
 

 照明图标 照明图标

AUTO 闪烁：烤箱即将设为烹饪或者时钟需设置(断电后)

AUTO 持续亮：烤箱设为自动烹饪

  定时器工作

当设置自动烹饪的停止时间后，AUTO 闪烁以及定时器发出嘟嘟声： 

程序错误(时间位于烹饪开始与停止时间之间)

 

时钟设置时钟设置

初次连接时或者断电后，显示区里的 0.00 和AUTO将闪烁。
1 按 。
2 按  和  直到时间正确为止。 

温度旋钮温度旋钮 功能旋钮功能旋钮

温度指示灯温度指示灯时钟显示时钟显示 功能指示灯功能指示灯

控制按钮控制按钮

 图5 时钟显示和控制按钮

图4 控制面板

烤箱控制及时钟设置烤箱控制及时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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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烤箱之前，请您：
11 阅读本用户指南，尤其注意‘安全与警告’章节。
22 拆下所有的附件和包装材料。保证去掉所有表面上的保护膜。
33 设置时钟。时钟设置后烤箱才能够工作。
  有关说明参看‘烤箱控制及时钟设置’。

44 调节烤箱：
  如图6所示滑入搁板和烤架盘。把它们安装在侧架的金属丝之间，且安全停止装置槽口 

  朝下及位于背面。
  按下述时间以最高温度加热烤箱(参看‘烤箱使用’)：

   

   使用  60分钟

   使用  30分钟

   使用  15分钟
 

  调节期间将会发出与众不同的气味。这是正常现象，但应保证厨房的通风良好。

55 待烤箱冷却后用一块湿布蘸温和的清洁剂把烤箱擦干净并使其彻底干燥。

图6 搁板和烤架盘的正确位置

搁板位置搁板位置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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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烹饪 开始烹饪

11 选择功能。
  烤箱灯将亮。
  功能指示灯也将亮。

22 设定温度。
  温度指示灯将亮。当烤箱达到设定温度时，温度指示灯将熄灭。
  烹饪期间，温度指示灯可能会亮然后再熄灭，这是由于烤箱保持设定温度。

完成烹饪后完成烹饪后

 把功能和温度旋钮都转动到关闭(O)位置。

如果AUTO闪烁或者持续亮，按  使烤箱返回手动模式。 

 注意：
 如果在烹饪期间要改变功能，须在改变功能之前把温度旋钮设置在关闭(O)位置。
 冷却风扇可在烹饪期间的不同时间启动，从控制面板下面吹出热气。即使关掉烤箱后，冷却风

扇可能会继续运行。这是正常现象。

 

烤箱的使用烤箱的使用

图7 转动功能旋钮 图8 转动温度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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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灯烤箱灯

只有烤箱灯亮。在所有的烹饪功能下该灯均亮。

烘焙烘焙

这是传统的烘焙方法。在此功能下，最好一次只烘焙一个搁板。此功能最适合于需要烘焙
几个小时的大蛋糕和食品。 

 烤架烤架

使用此功能时，关好烤箱门，且设定温度不高于225°C。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当您希望快
速烹饪食品到呈现棕(褐)色时，使用最上面的搁板(如烤面包片)。

除霜除霜

只有烤箱风机启动。在此功能下，温度设为0。风扇使空气在烤箱周围循环，从而使除霜
速度提高约30%。注意：此功能不用来烹饪食品。

风扇强制通风风扇强制通风

稳定的温度确保烘焙物充分胀起。饼干外面松脆而中间耐嚼，肉类和禽肉表面呈现棕(褐)
色，咝咝的响，味道鲜美，且汁多肉嫩。

风扇烤架风扇烤架

使用此功能时，关好烤箱门，且设定温度不高于220°C。此功能最适合于烤肉质鲜嫩的肉
类和禽肉。烘烤体积较大的东西时，如整鸡，使用下部的搁板。

加热加热

此功能用来使食物保温以及加热盘子和食物碟子。要把冷的食物加热，把温度设为
150°C，当食物滚热后把温度调低到70-100°C。注意：此功能不用于烹饪食物，且设定温度不
得高于150°C。

风扇烘焙风扇烘焙

此功能最适合于需要上面呈现棕(褐)色的菜肴(如烤宽面条)以及烘焙时间少于1个小时的单
碟小蛋糕或者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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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安全的食物处理：烹饪前后，尽可能缩短食物在烤箱内停留的时间，以免被有机物污染；否安全的食物处理：烹饪前后，尽可能缩短食物在烤箱内停留的时间，以免被有机物污染；否

则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则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高气温期间，应格外注意。

烘焙注意事项：
 烘焙之前预热烤箱。
 请勿在烤箱底板上放任何东西，包括水或者冰。
 在烘焙之前，取下脂肪过滤器。

使用脂肪过滤器的注意事项：
 只有在使用FAN BAKE (风扇烘焙)、FAN GRILL (风扇烤架)或者FAN FORCED (风扇强制通风)功能

烘烤肉类和禽肉时才使用脂肪过滤器。这帮助您保持烤箱清洁以及减少飞溅和烟雾。
 脂肪过滤器在每次使用后都必须清洁。参看‘保养及清洁’章节。
 在烘焙之前取下脂肪过滤器。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如果脂肪过滤器在每次使用后不进行清洁，油脂堆积将会阻塞风扇元件并缩短其寿命。如果脂肪过滤器在每次使用后不进行清洁，油脂堆积将会阻塞风扇元件并缩短其寿命。

烤箱功能烤箱功能

图9 脂肪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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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您都可使用定时器，即使您不使用烤箱。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定时器不关闭烤箱。定时器不关闭烤箱。

设置定时器设置定时器

11 按 . 0.00 将显示，  图标将开始闪烁。
22 按  和  设置您希望的时间(直到23小时59分，
 增量为1分钟)。
 几秒钟后，时钟将显示时间，  图标持续亮。

 定时器开始倒计时。

查看剩余时间查看剩余时间

按 。

取消定时器取消定时器

11 按 。
22 按 ，直到时间置零 0.00 
 几秒钟后，时钟将显示时间。 

当设定时间结束时

 定时器将发嘟嘟声，  图标将闪烁。按 ，即可停止嘟嘟声和关闭定时器。
 几秒钟后，时钟将显示时间。

调节嘟嘟声音量调节嘟嘟声音量

按  听下一级音量的大小。最后选择的音量将储存。

图10 时钟显示及控制按钮

定时器的使用定时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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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设置为自动烹饪烤箱设置为自动烹饪

11 设置烤箱：设置烤箱：
  检查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否正确(如12:07)。
  选择功能和设置温度。烤箱将开启。

22 设置烹饪时间：设置烹饪时间：
  确定烹饪食物将花费的时间，必要时，
   考虑预热时间(如40分钟)。
  按 。
  使用  和  设置烹饪时间。
   显示屏里将显示AUTO。

33 设置停止时间：设置停止时间：
  确定您希望准备好食物的时间(如13:30)。
  按 。
  使用  和  设置停止时间。

您可手动开启烤箱以及通过设置停止时间将其设为自动关闭(上述第3步)。

当设为自动烹饪时当设为自动烹饪时
 如果烹饪开始前有时间，烤箱将关闭，时钟显示区里将显示当前时间和AUTO，表示烤箱设为

自动烹饪。注意：冷却风扇可能保持开启状态。
 烤箱将在要求的时间(如12:50)自动开启以及在设置的停止时间(如13:30)自动关闭。
 要查看剩余的烹饪时间，按 。
 要查看设置的停止时间，按 。
 要取消自动烹饪，按   并将功能和温度旋钮转动到0 (关闭)位置。

当到达停止时间时当到达停止时间时
 烤箱将关闭，定时器将发嘟嘟声，AUTO将闪烁。

11 按 ，即可停止嘟嘟声并使烤箱返回手动模式。 

22 把功能和温度旋钮转动到 O (关闭)位置。

图11 时钟显示及控制按钮



18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在进行任何清洁或者维护之前，切记断开烤箱的电源。在进行任何清洁或者维护之前，切记断开烤箱的电源。

  当清洁后重新开启电源时，您必须设置时钟。当清洁后重新开启电源时，您必须设置时钟。
  请勿使用会造成腐蚀的清洁剂、布或者清洗布清洁烤箱的任何零部件。一些尼龙洗刷器也可能请勿使用会造成腐蚀的清洁剂、布或者清洗布清洁烤箱的任何零部件。一些尼龙洗刷器也可能

会造成划伤。检查标签。会造成划伤。检查标签。
  为了清洁拆卸并重新安装烤箱不同零部件的相关说明，参看以下各页。为了清洁拆卸并重新安装烤箱不同零部件的相关说明，参看以下各页。
  在进行清洁之前，确定烤箱的温度适于触摸，无烫伤危险。在进行清洁之前，确定烤箱的温度适于触摸，无烫伤危险。
  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

对象对象 方法方法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一般性建议一般性建议  每次使用后把烤箱擦干净。

 当烤箱的温度适于触摸而无烫
伤危险时，立即擦去溢出物。

 A避免在烤箱表面上留下碱性或者A避免在烤箱表面上留下碱性或者
酸性物质(如柠檬汁、醋或者咸的酸性物质(如柠檬汁、醋或者咸的
溢出物)。溢出物)。

  请勿使用氯基或者酸基清洁产品请勿使用氯基或者酸基清洁产品

不锈钢表面不锈钢表面 1 用一块布蘸温和的家用清洁剂
或者不锈钢清洁剂擦去污物。

2 擦干表面。
3 使用适当的不锈钢擦光剂。

如果有腐蚀性的清洁剂溢到烤箱门拉如果有腐蚀性的清洁剂溢到烤箱门拉
手或者旋钮上时，立刻擦干净。手或者旋钮上时，立刻擦干净。

玻璃表面玻璃表面 用湿布或者玻璃清洁剂擦干净。 请勿使用有腐蚀性的擦洗剂或者锋利请勿使用有腐蚀性的擦洗剂或者锋利
的金属刮刀，因为它们会划伤表面，的金属刮刀，因为它们会划伤表面，
从而可能会导致玻璃破碎。从而可能会导致玻璃破碎。

烤箱腔体(瓷漆)烤箱腔体(瓷漆) 1 拆下烤箱的所有附件：所有的  
搁板和托盘、侧架及脂肪过滤
器。

2 拆下烤箱门(参看以下各页上的
说明)。

3 用家用清洁剂或者氨基清洁剂
把烤箱内部擦干。

4 用湿布擦干净，并使其完全干
燥。

如果使用‘非定制的’烤箱清洁剂如果使用‘非定制的’烤箱清洁剂
时，切记遵守制造商的说明。时，切记遵守制造商的说明。

侧架、烤箱搁板、侧架、烤箱搁板、
托盘托盘

 使用清洁剂和热水溶液清洁这
些零件。这也对洗碗机是安全
的。

 如果很脏，用热水和生物洗衣
粉溶液浸泡，使清洁更加容
易。

保养及清洁保养及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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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对象 方法方法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脂肪过滤器脂肪过滤器  如果稍微变脏：用洗碗机清洗

 (正常循环).
 如果很脏：

1 浸在容器的水下面。
2 添加两汤匙洗衣粉。
3 煮沸。
4 浸泡30分钟。
5 用干净的水冲洗，然后擦干。

每次使用后进行清洁。如果不清洁过每次使用后进行清洁。如果不清洁过
滤器，油脂堆积将会阻塞风扇元件并滤器，油脂堆积将会阻塞风扇元件并
缩短其寿命。缩短其寿命。

橡胶密封框架烤箱橡胶密封框架烤箱
腔体腔体

用湿布蘸温和的清洁剂极轻地擦
干净。

 注意不要在清洁时取下或者移动注意不要在清洁时取下或者移动
橡胶密封条。橡胶密封条。

 注意不要在橡胶密封条上喷任何注意不要在橡胶密封条上喷任何
烤箱清洁剂或者其他有腐蚀性的烤箱清洁剂或者其他有腐蚀性的
清洁剂，因为这可能会损坏橡胶清洁剂，因为这可能会损坏橡胶
密封条。密封条。

旋钮旋钮 1 用湿布蘸温和的清洁剂擦干
净。

2 用一块软布完全擦干。

请勿在旋钮上使用不锈钢或者烤箱清请勿在旋钮上使用不锈钢或者烤箱清
洁剂，因这可能会损坏其涂层。洁剂，因这可能会损坏其涂层。

拆卸和重新安装侧架拆卸和重新安装侧架

图12 烤箱腔体内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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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和重新安装烤箱门的窗格玻璃拆卸和重新安装烤箱门的窗格玻璃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外部的窗格玻璃不可拆卸。外部的窗格玻璃不可拆卸。
  小心窗格玻璃较重。小心窗格玻璃较重。
  把拆下的窗格玻璃放在安全、柔软的表面上。把拆下的窗格玻璃放在安全、柔软的表面上。

拆卸窗格玻璃拆卸窗格玻璃

1  完全打开门。1  完全打开门。

3  关门，直到控制杆钩住门。3  关门，直到控制杆钩住门。

2  打开控制杆。2  打开控制杆。

4  拆卸密封条。4  拆卸密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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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滑出内部的窗格玻璃。5  滑出内部的窗格玻璃。 6  稍微向上滑动中间的窗格玻璃， 6  稍微向上滑动中间的窗格玻璃， 

 将其从底夹上取下 将其从底夹上取下

7  提起下缘，然后取下窗格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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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橡胶垫是否在正确的位置。2  检查橡胶垫是否在正确的位置。

3  检查窗格玻璃抬起的方法是否正 3  检查窗格玻璃抬起的方法是否正 

 确。 确。

1  确定打开的控制杆牢牢地钩住门。1  确定打开的控制杆牢牢地钩住门。

重新安装窗格玻璃

1

4  把窗格玻璃插入顶夹，然后降低，滑 4  把窗格玻璃插入顶夹，然后降低，滑 

 入底夹。 入底夹。

1 2

1

3

5  检查橡胶垫是否在正确的位置。5  检查橡胶垫是否在正确的位置。 6  检查窗格玻璃抬起的方法是否正 6  检查窗格玻璃抬起的方法是否正 

 确。 确。

1



23 保养及清洁保养及清洁

7  把窗格玻璃插入导轨，并将其滑到底 7  把窗格玻璃插入导轨，并将其滑到底 

 部保持器。 部保持器。

F

导轨

8  更换密封条。8  更换密封条。

9 完全打开门，关闭控制杆。9 完全打开门，关闭控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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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和重新安装烤箱门拆卸和重新安装烤箱门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小心，烤箱门较重！小心，烤箱门较重！

拆卸烤箱门拆卸烤箱门

1  完全打开门。1  完全打开门。

3  固定门。3  固定门。

5  分离铰链，拆下门。5  分离铰链，拆下门。

2  打开控制杆。2  打开控制杆。

4  关门，直到控制杆钩住门。4  关门，直到控制杆钩住门。

重新安装烤箱门重新安装烤箱门

按相反的顺序重复上述步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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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烤箱灯更换烤箱灯

注意：烤箱灯泡更换不在保修范围内。

11 让烤箱腔体和烤架元件冷却。

22 重要须知！重要须知！
在继续操作之前断开烤箱的电源。在继续操作之前断开烤箱的电源。

33   把灯罩拧下来。
44   旋下灯泡，并安装适合于高温(300°C)的新灯泡。灯泡规格如下：230-240V，50Hz，E14以及 功

率与换下的灯泡相同(查看压印在灯泡上的功率值)。
55   重新拧上灯罩。
66   重新接通烤箱的电源。

图13 拆卸烤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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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电话请求服务或者帮助之前…在打电话请求服务或者帮助之前…

检查您可自行进行的各项操作。参看安装说明及用户指南，并检查：

11 产品的安装是否正确。
22 您是否熟悉其正常操作。

如果您在检查上述两项后仍然需要帮助或者零件，请您参看保修及服务页上的保修详细信
息，或者向最近的授权服务中心求助，或者通过封底列出的本地网站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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