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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的信任。

恭喜您拥有本款藏酒柜。本品具有使用方便、性
能可靠、品质卓越等优点，恭喜您拥有了一台一
流的设备。我们衷心地祝愿您使用愉快，更好地
享受葡萄酒带来的乐趣。

一个地区出产的葡萄越少，葡萄酒就越好。

贫瘠、排水良好的土壤最适合酿造好酒。土壤的
性质影响着葡萄的生命力，而葡萄的生命力又反
过来影响着葡萄的品质。气候是影响葡萄酒品质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光线和空气湿度对葡萄
酒风味的形成非常重要。

本款藏酒柜是储藏您珍藏的葡萄酒的不二选择。

葡萄藤是一种极其敏感的植物。从种植到成熟，
以及从采摘到酿酒，都离不开三个因素：光照、
空气湿度和环境温度。即使装瓶后，这种敏感性
也会持续下去。为了充分发挥葡萄酒的风味或保
留其出色的香气，储存条件必须完美——而本款
藏酒柜恰恰提供了最佳储藏条件。

本设备的使用范围

本设备仅适用于冷藏葡萄酒。如用于冷藏商业食
品，则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设备不适用于储
存和冷藏药品、血浆、实验室制剂或类似物质和
产品。任何误用行为都可能导致储藏品发生损坏
或腐败。此外，本设备不适用于存在爆炸危险的
区域。

注意

玻璃门上的水分凝结是高湿条件导致的自然现象，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中，比如炎热的夏季。温湿的环境空气
与温度较低的玻璃门表面接触后，其中的水分便会在玻璃门表面凝结。水分大量凝结时，需擦去玻璃上的水
分，以免水滴到地板上。玻璃门水分凝结不属于产品故障。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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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示与警告

•  本设备不适用于体能、感知能力或智力低下
或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儿童），除非其
安全负责人就设备的使用给予监督或指导。

•  应监督儿童，确保他们远离设备。

•  警告：如电源线损坏，必须由制造商、服务
代理商或类似授权人员进行更换，以免发生
危险。

•  警告：保持设备外围或内置的通风口畅通
无阻。

•  警告：除制造商推荐的方法外，请勿使用机
械设备或其他方法加速融霜过程。

•  警告：请勿损坏制冷剂回路。

•  请勿在设备的储物柜内使用电器。

•  警告：请勿在本设备内存放易爆物质，例如
含有易燃推进剂的气溶胶罐。 

•  警告：火灾/易燃物质风险。

•  本设备仅适用于冷藏食物。如用于冷藏商业
食品，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设备不适用
于存放及冷藏受医疗仪器指令2007/47/EC管
制的药物、血浆、实验室制剂或类似物质及
产品。任何误用行为都可能导致储藏品发生
损坏或腐败。此外，本设备不适用于存在爆
炸危险的区域。

•  为防止设备损伤，应至少由两人进行拆卸并
安装。

•  如设备送达时发现有损坏，请勿连接电源，
立即与供应商联系。

•  如发生任何故障，请拔下插头，使设备断
电。

•  断电时，拔下插头，勿拉电缆。

•  警告：设备的维修和操作仅可由客户服务部
进行，未经授权的操作对于用户来说非常危
险。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更换主电源电缆和
灯。

•  请勿站在底座、抽屉或门上，或在上面放置
任何物品。

•  避免使皮肤长时间接触冷表面或冷冻食品。
否则可能会导致疼痛、麻木和冻伤。如长时间
接触皮肤，应采取防护措施，例如戴上手套。

•  如使用锁定应用程序，请勿将钥匙放在设备
附近或儿童可触范围内。

•  请勿将明火或火源置入本设备。运输和清洗
时，确保制冷剂回路未遭损坏。如有损坏，
应确保附近无火源，并保持房间通风良好。

•  为确保安全运行，请确保按照本使用说明中
的描述进行安装与连接。

•  请勿食用存放时间过长的食物，否则可能导
致食物中毒。

•  本设备适用于封闭区域。请勿在户外或溅
水、潮湿环境中使用本设备。

•  电器中的专用灯具（白炽灯、LED、荧光灯）
仅适用于照亮设备内部，不适用于室内照明。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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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热源，如烤箱或散热器。

•  地板应平整。如地板不平，可通过调整可调脚来弥
补。

•  EN 378 标准规定，安装设备的房间必须有大量
（1m/8g）的 R600a (R290) 制冷剂，避免制冷剂回
路发生泄漏时在房间内形成易燃气体/空气混合物，需
使用的制冷剂数量见设备内的型号牌。

•  设备可根据气候等级设置在特定的环境温度限制内运
行。不得超过温度限制。本设备的最适气候等级见型号
牌。

 气候等级 室温

 ST  16oC to + 38oC

设备的开启与关闭

建议在第一次开启设备之前先进行清洗（请参阅“清洗”）。
将设备连接到主电源—设备开启。

•  关闭设备：按下ON/OFF（开启/关
闭）按钮3秒，温度显示屏熄灭。

•  开启设备：按下ON/OFF（开启/关
闭）按钮，直到显示屏灯亮为止。

操作与控制元件

 � 温度显示屏
 � 温度设定按钮
 � 音响警报信号on/off（开启/关闭）按钮
 � 内部照明灯on/off（开启/关闭）按钮
                  � 儿童安全锁
                  � on/off（开启/关闭）按钮
                  � 通风设备on/off（开启/关闭）按钮

规格

高度：1645mm，宽度：657mm，深度：663mm

电气连接
仅可使用交流电操作设备。

最高容许电压和频率见型号牌。型号牌的位置请见“设备
描述说明”部分。

插座必须正确接地，并通过熔断器加以保护。

跳闸电流必须在 10A 至 16A 之间。

请勿将插座安装在设备后面，而且必须易于接触。

请勿使用延长线或延伸插座连接设备。

请勿使用独立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
为交流/三相电流的设备）或节能插
头。电子控制系统有损坏风险!

概述
制冷剂回路已经过泄漏试验。

本设备可抑制无线电干扰，符合EN 55014 标准，因此符合
EC 87/308/EEC指令。

所有类型和型号均可持续改进，因此制造商保留对装备和
技术的修改权利。

65
7

663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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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设定

降低温度：按下         按钮。

升高温度：按下         按钮。

•  输入温度时，设定的温度
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  也可更改设置，每次可更
改1oC，只需再次按下按
钮即可。

•  最后一次按下按钮后5秒左右，电子控制会自动切
换，显示实际温度。

•  工厂温度设定为+12oC。

如显示屏中出现F1，则表示设备发生故障。请咨询最近的
客户服务点。

音响警报信号

音响警报信号有助于保护葡萄酒免受温度波动过大的影响。

•  门打开超过60秒时就会发出警报声。按下Alarm（警
报）按钮即可关闭音响警报装置。

•  当酒柜内部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即
会发出警报声。温度显示屏将同时闪
烁。按下Alarm（警报）按钮即可关
闭音响警报装置。在查明原因并调整
之前，温度显示屏将持续闪烁。

通风设备

由此可实现与酒窖类似的气候。软木塞可增加湿度，从而
防止干燥。

开启：按下                  按钮和                 按钮

直到显示屏中出现               符号。

关闭：按下                     按钮和                      按钮

直到显示屏上的                符号消失。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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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活性炭过滤器换气

葡萄酒继续成熟的方式取决于周遭环境条件。因此，空气质
量对葡萄酒的保存有着决定性作用。本设备的后壁较低处装
有活性炭过滤器，以确保空气流通，保持最佳空气质量。

建议每年更换一次过滤器。过滤器可从经销商处获得。

更换过滤器：握住过滤器把
柄。向左或向右旋转90o，然
后拆卸。

插入过滤器；使手柄处于垂
直方向。然后向左或向右旋
转90o，直至固定。

清洗

清洗前必须关闭电器。拔出主电源插头。

请勿使用研磨剂、酸性清洗剂以及化学溶剂。建议使用中
性pH值的通用清洁剂。

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因为其具有损伤和损坏设备的风险。

•  请勿使用研磨海绵、洗刷器以及浓缩清洁剂，这些物
品会损坏设备表面，甚至腐蚀设备。

•  使用玻璃清洁剂清洁玻璃表面，并使用市售不锈钢清
洗剂清洁不锈钢表面。

•  用温水和少量清洁剂清洗内部和其他装备，格子架子
上的木饰边除外。

•  确保清洁水不会渗入电气元件。

•  使用布制品擦干所有零件。

•  请勿从设备内部拆卸型号牌；型号牌对于售后服务至
关重要。

融霜

本设备可自动融霜。后壁上形成的水分将排入设备后部的
蓄水池，并通过压缩机的热量自动蒸发。

装备

标签

本设备内的每一层储物柜均配有
标签以及标签架。可标注每一层
储物柜内储存的葡萄酒类型。可
从经销商处获得额外标签。

安装：放置标签架，将标签从侧面滑入。

附加功能

在设置模式下，可设置儿童安全锁或调整显示屏亮度。儿
童安全锁可防止儿童不小心关闭设备。

激活设置模式：

•  按下Ventilation （通风）按钮大约5秒 - Ventilation 
（通风）按钮闪烁 - 屏幕显示“c”，表示儿童安全锁
模式激活。

注：需要调整的数值将闪烁。

•  通过按下Up/Down（上/下）按钮，选择所需功能：

c=儿童安全锁，h=显示屏亮度。

•  现在简单按下Ventilation（通风）按钮来选择/确认相
应功能：

•  对于c（儿童安全锁），按下Up/Down（上/下）
按钮，选择

 c1（儿童安全锁开启）或

c0（儿童安全锁关闭），并通过
Ventilation（通风）按钮确认。
当       符号被点亮时，儿童安全
锁激活。

•  对于h（亮度），按下Up/Down (上/下）按钮选择

h1（最小亮度）至

h5（最大亮度），并通过
Ventilation（通风）按钮确认。

 
退出设置模式：

•  按下On/Off（开启/关闭）按钮退出设置模式；2分钟
后，电子系统将自动切换。正常工作模式再次激活。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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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停用

如设备需停用一段时间，请将其关闭并拔出插头。清洁设
备，并将门打开，以防止产生难闻气味。

故障

本设备可长期使用，工作寿命较长，设备本身不会发生故
障。如在操作过程中发生故障，请检查是否由操作失误造
成。请注意，即使在保修期内，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亦须
由设备所有者承担。

可自行查找原因，排除以下故障：

•  设备无法运作：

- 检查设备是否正确连接电源。

- 熔断器插座是否完整？

•  运转噪音：

- 检查设备是否固定于地面。请注意，制冷回路的流动
噪声无法避免。

•  藏酒柜内部温度过高：

- 根据“温度设定”章节，检查相关设置。

- 独立安装的数字温度控制器读数是否正确？

- 换气是否正常？

- 藏酒柜是否离热源太近？

•  请注意，与其他存储形式一样，标签上的粘合剂可能
会轻微发霉，具体取决于粘合剂类型。可仔细清洗瓶
子上的粘合剂残留物来解决此问题。 

如以上原因均不适用，且无法自行
排除故障，请联系最近的客户服务
部，告知型号牌上的设备型号�、
索引�及设备编号�。型号牌位于
冷藏室的左下角。

清理注意事项

•  包装材料应远离儿童放置——聚乙烯板片和袋子会导
致窒息!

•  请将包装材料返回官方收集站。

旧设备处理：包括应妥善处理一些可重复使
用的材料和易燃材料，不得单纯地按未分类
的生活垃圾处理。

•  针对打算丢弃的设备，应拔出插头并切断连接电缆，
使其无法使用。针对抓手作相应处理，避免儿童打开
及被困于酒柜内部。

•  对于待处理的设备，确保在将其收集或送至市政收集
站之前其制冷剂回路没有损坏。

•  所使用的制冷剂详见型号牌。

•  收集日期或收集站信息可从废物处理机构或当地委员
会处获得。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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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图解

针对750ml波尔多葡萄酒

WKgb 4113: 168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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