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TTC-1PB

單口電陶爐
使用及安裝說明書

德 國 創 新 機 能 家 電



02

注意
	  

※本手冊包含安全安裝重要資訊，可協助你有效率的使用本產品。

　 請將手冊放在容易接近的安全地方，以便未來的你或任何不熟悉本產品操作的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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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電陶爐使用、安裝與保養手冊

親愛的客戶：

非常感謝您選購本產品。

我們確信這項以高品質材料製作，功能實用的設備可滿足您的需求。

請仔細閱讀此手冊中的說明，以得到設備的最佳效能。

製造商不為任何本手冊的副本或印刷錯誤負責，並在不影響基本功能與安全

性以及使用者權益的前提下，保留在有必要或需要時修改產品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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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熱區說明

加熱元件      三重加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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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方式

觸控控制爐面

加熱元件的可調整熱度共有 9級。當接上電源後，
電爐控制元件會進行自動校準程序。隨後電陶爐即

進入待機模式。所有加熱區皆會關閉，顯示面板維

持熄燈。

現在可選擇您欲使用的熱度等級。加熱元件的熱度

可以 ( - )鈕降溫，以 ( + )鈕升溫。

熱度一共分為1至9級。「1」是最低，「9」是最高。

以開啟／關閉鈕關閉加熱元件後，「H」會顯示在
面板上，表示加熱區在 30分鐘內仍有餘熱，以免
造成意外。

若有雙重或三重加熱元件

雙重或加熱元件的外圈無法獨立運作。這兩種加熱

元件有三種操作方式。第一種是使用內圈加熱，另

一種是同時使用內圈與外圈。內圈可按下對應操作

鈕開啟，但若要開啟所有加熱元件，則需要先開啟

內圈，再開啟外圈。

第三種方式，三重加熱元件，則是開啟所有加熱區。

1.開啟

●  按住開啟／關閉鈕兩秒鐘，您會聽到開啟聲。所

有數字區都會顯示「0」。

2. 調高／調低／重設熱度

●按下「+」鈕調高熱度，最高可到 9級。
●同時按下「-」鈕與「+」鈕可將熱度重設至「0」。
●按住對應按鈕時，熱度會在 0.5秒後自動升高／降 
  低。
●每次熱度調整都會響起短暫電子音。

3. 選擇／取消雙重／三重加熱區

●按下雙重加熱區按鈕，操作面板上之雙重加熱區  
   LED燈號會亮起。之後再按下三重加熱區按鈕。
●再次按下雙重加熱區按鈕，操作面板上之雙重加 
  熱區 LED燈號會熄滅。

4. 電陶爐加熱功能

此功能可定時保持最高熱度。

4.1. 開啟加熱功能
在熱度「9」時再按下「+」鈕可開啟加熱功能。此
時顯示表的熱度「9」旁會有小數點閃動。
接著需在 10秒內按「-」鈕選擇 1到 8之間的熱度。
10秒後會發出嗶聲，此時小數點會停止閃動，表示
熱度設定完成，加熱功能已開啟。若熱度設為「0」
或「9」，加熱功能將會取消。
下表說明最高熱度的持續時間。

熱度 1 2 3 4 5 6 7 8
時間

(分 )
1 3 4'48 6'30 8'30 2'30 3'30 4'30

表 1 加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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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取消加熱功能
加熱功能在設定時間結束後會自動關閉，或可由使

用者自行取消。

當加熱功能自動關閉後，顯示表上的小數點會熄

滅，熱度會維持在所選熱度。

若使用者要自行取消加熱功能，可藉由選取加熱

區，並按下 [+]或 [-]鈕取消。顯示表會顯示新的選
取熱度，小數點也會消失。

 

5. 面板鎖定

●按住「鎖定」鈕兩秒鐘後，「鎖定」LED燈號會 
   亮起。
●「鎖定」鈕可在電陶爐開啟或關閉時啟動。

警告：在鎖定狀態時電陶爐無法被開啟。

6.面板解除鎖定

●按住「鎖定」鈕兩秒鐘後，「鎖定」LED燈號會 
   熄滅。
●關閉鈕永遠有效，在鎖定狀態下也可關閉加熱區。 

7. 餘熱提示燈

●在關閉狀態時，對應數字表會顯示「H」表示餘熱。
●在開啟狀態時，若先選定了熱度「0」，對應數字 
   表會輪流閃爍「0」與「H」。
●「H」燈號的持續時間長短取決於熱度與烹煮時
    間。 

8. 自動關閉安全功能
●若加熱區為開啟狀態，熱度在一段時間內都未改

   變時，對應的加熱區會自動關閉。自動關閉時間
   取決於熱度。

9. 關閉系統 

●按住「開啟／關閉」鈕兩秒鐘，會聽到電子音，

   顯示表會熄滅或持續顯示「H」。
●無論選定模式為何，「開啟／關閉」鈕永遠有效。

10. 特殊功能

●若有一個以上的按鈕同時被按下，控制面板將鎖

   定。
●「開啟／關閉」鈕的功能永遠有效。

●若所有爐面的熱度皆為「0」，5秒後系統會自動
   關閉。
●若有按鈕被按住超過 30秒，系統會自動關閉。如
   此時按鈕持續被按住則警報聲每隔 30秒會響起，
   直到按鈕鬆開為止。鎖定功能仍會持續有效。

11. 按鍵鎖 

11.1. 按鍵鎖
按下 [按鍵鎖 ]鈕可開啟 (關閉 )按鍵鎖功能。若按
鍵鎖的 LED燈號亮起，代表按鍵面板已鎖上。
在選擇加熱等級後或爐面關閉時皆可開啟鎖定功

能。若爐面為開啟狀態，則除 [開啟／關閉 ]鈕與
按鍵鎖外的所有按鈕都會鎖住。若爐面為關閉狀

態，則除按鍵鎖外，包括 [開啟／關閉 ]鈕的所有
按鈕都會鎖住。

 

11.2. 解鎖按鍵面板
若按鍵面板已鎖定 ([按鍵鎖 ]燈號亮起 )，按住按鍵
鎖鈕會將按鍵鎖功能關閉，按鍵鎖燈號也會熄滅。

11.3. 自動按鍵鎖
在開啟控制面板、所有加熱區關閉，而有加熱區設

定定時後，一分鐘後按鍵鎖會自動鎖上。

12. 使用定時器 (所有加熱區同步定時 )

定時可定於 1分鐘到 99分鐘間。可同時定時所有
加熱區，並設定不同熱度 (0⋯9)。定時器在最後一
分鐘時會以秒顯示。

在以下狀況時，[+增時 ][-減時 ]鈕會鎖上：
●爐面關閉時，

●按鍵鎖開啟時 (按鍵鎖燈號亮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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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開啟定時
在定時器關閉時，可按下定時按鈕 [+增時 ][-減時 ]
開啟。定時表顯示「00」，對應熱度表顯示「t」與
熱度，代表加熱區已被選取。

12.2. 選擇已定時加熱區
在定時後，定時功能會開始等候選擇加熱區。若未

選擇熱度，嗶聲會響起與熱度表旁 LED燈號會顯示
開啟，而若先選擇熱度，定時表會開始閃爍，等候

選擇時間。

使用者一次只可選擇一個加熱區。

只可在定時器關閉時選擇加熱區。

在設定定時前，必須先選擇加熱區。在定時器等候

選擇加熱區時，如果按下定時按鈕 [+增時 ]或 [-減
時 ]，定時器將會關閉。
若在 10秒內為選擇加熱區，定時器將會關閉。

12.3. 選擇時間
在選擇定時器的時間時，可按下定時按鈕 [+增時 ]
或 [-減時 ]定於 1分鐘到 99分鐘間。嗶聲會響起，
時間會增減 1分鐘。
若按住 [+增時 ]或 [-減時 ]鈕，數字增減速度會自
動加快。這可節省選擇定時的時間。

已定時的加熱區燈號會亮起，定時表在選擇時間內

會閃爍。

若在 10秒內未選擇時間，定時器會關閉。
若選擇時間為「00」，10秒後定時器會關閉。

12.4. 開始倒數計時
在按下 [+增時 ]或 [-減時 ]鈕 10秒後，定時就會
開始倒數計時。

12.5. 更改定時
在定時器倒數時，進行以下步驟可隨時調整時間：

●按下 [+增時 ]或 [-減時 ]鈕開啟定時器功能。
●選擇想要調整時間的加熱區。

●按下 [+增時 ]或 [-減時 ]鈕更改對應定時器的時
   間。 

鬧鈴可隨時由使用者關閉，在響起的一分鐘間亦

可。當定時器鬧鈴響起時，按下觸控面板的任何按

鈕即可關閉鬧鈴。

 

12.7. 關閉定時器
若需取消加熱區的定時功能，使用者必須先按下 [+
增時 ]或 [-減時 ]鈕開啟定時器功能，然後按下任
何加熱區鈕，選擇欲關閉的加熱區。如要關閉，必

須按 [-減時 ]鈕將數字調至「00」，或同時按下 [+
增時 ]與 [-減時 ]鈕。
12.8. 選擇其他加熱區
按照以下步驟選擇其他已定時加熱區：

●按下 [+增時 ]或 [-減時 ]鈕。
●選擇想要調整時間的加熱區。

●選擇時間。

●選擇加熱區的熱度。

12.9. 加熱區定時器的顯示字樣
加熱定時器顯示其開啟的對應 LED燈號，顯示表內
燈號「t」與熱度輪流閃爍。「t」在 10秒內會顯示
5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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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區 1 定時器 加熱區 2 時間 (秒 )

「t」閃爍
+LED燈

加熱區時間

1
熱度 5秒

熱度 +LED
燈

加熱區時間

1
熱度 5秒

12.10. 顯示多個加熱區定時器
所有已定時的加熱區都有其對應的定時 LED燈號。
下表是各個顯示已定時加熱區的順序：

加熱區 1 定時器 加熱區 2 時間 (秒 )

「t」閃爍
+LED燈

加熱區時間

1
熱度 +LED
燈號

5秒

熱度 +LED
燈

加熱區時間

1
「t」閃爍
+LED燈

5秒

13. 自動關閉

如果熱度在一定時間內沒有經過調整，相對應的加

熱區就會自動關閉。加熱區可持續的時間取決於選

擇的熱度。

熱度 最大時間 (小時 )
1 10
2 5
3 5
4 4
5 3
6 2
7 2
8 2
9 1

 
表 3 加熱區自動關閉時間 

手動關閉加熱區

同時按下加熱區鈕 [+加溫 ]與 [-降溫 ]鈕，關閉對
應的加熱區，加熱表會顯示熱度 0。也可以按住 [-
降溫 ]鈕直到熱度變為 0。
 

14. 關閉設備

爐面處於任何模式時，按下 [開啟／關閉 ]鈕可關
閉設備。

在關閉爐面時，會發出嗶聲，在表示餘熱的「H」
燈號熄滅後，所有加熱區顯示表都會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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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名稱
觸控面板 
調節標準

可用烹飪

VT TC 1P B (TW) 
加熱元件

三重加熱區

1 融化奶油、巧克力等

1-3 加熱液體，保溫菜餚

3-4
加熱食物、解凍食物、烹煮水

果、豆類等

4-5
加熱食物、解凍食物、烹煮水

果、豆類等

5-6 烹煮含醬汁肉類、魚類、豆類

6-7
烹煮烤肉、烤魚；烹煮牛排、

蛋類

7-9 油炸、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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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依照圖 3正確使用器具：
●將鍋具放置在加熱區後再開啟電源。
●使用底部平坦結實的鍋具。
●使用與加熱區範圍相同直徑的鍋具。
●在放置於加熱區前，先將鍋具底部擦乾。
●請勿在玻璃表面上滑動鍋具，以免損傷表

  面。
●在使用加熱區時，請讓孩童遠離加熱區。確

  定鍋具的把手正確朝內放置。注意過熱脂肪
  或油脂可能會燃燒。
●使用後的加熱區留有餘熱；勿離開加熱區，

  勿碰觸加熱區以免燙傷，直到顯示燈熄滅才
  代表安全。
●若玻璃龜裂，請切斷設施電源。
●請勿使用塑膠或鋁材質鍋。
●請勿將爐具當作支撐物。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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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理

在進行任何清理作業前，請先拔除設備電路。

電陶爐
如欲保持表面潔淨光亮，我們建議您使用含矽保養

劑。保養劑可保護爐面表面。

在每次使用後爐面保有餘溫時，清理表面。

請勿使用鋼絲絨、研磨劑或具腐蝕性清潔劑清理。

以下根據髒污程度建議清理方式：

●輕微髒污：使用濕抹布即可擦拭乾淨。

●燒焦物或污漬可使用特殊刮刀 (圖 4)清除；小心
  使用以免受傷。
●油漬或鍋子滿溢而出造成的髒污可使用醋或檸檬

  酸清理。
●注意勿讓糖或糖類物沾染表面。不慎發生

  時，請關閉爐具，以熱水與刮刀清理表面。
●長期使用後，可能會因錯誤的清理與使用方式，

  而出現金屬光或刮痕。刮痕難以去除，但不會影
  響到爐具的正常使用。

請勿使用蒸氣清潔器清理。

圖 4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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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裝

安裝技術說明

以下安裝、更動與維護僅可由合格技師進行。

錯誤安裝可能會傷害他人、動物或器物，造成無可

挽回的損失。

在設備壽命間，設備的安全設定或調整只能由製造

商或認可的業者進行。

尺寸表 (mm單位 )

型號 爐具整體尺寸 工作台切出空間

A mm B mm C mm(+00.5) D mm(+00.5)

VT TC 1P B (TW) 450 520 420 500

嵌入 

在將爐具取出包裝後，確認設備的完整性。如有疑

慮，請勿使用設備，並聯絡合格人員。

請讓孩童遠離所有包裝物 (紙箱、泡沫塑料、釘針
等 )。
依照圖 6在廚房工作台上留出空間，確認爐面兩側、
側面牆壁、後面牆壁與上方牆壁的尺寸對應爐具 (參
照圖 6與圖 7)。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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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爐具下附有密閉封條。請確定封條正確安裝未露出

空隙；封條可防止水分滲入。請依照說明固定封條：

●用螺絲「F」在爐具上固定鉤子 (見圖 7-10)。
●翻轉爐具，將封條拿出，請注意透明保護物須留 
  在密封條上。將密封條「E」正確貼在爐面邊緣 (圖
  8)，密封條外側才可與爐具外側邊緣黏合。封條尾
  端必須完整黏合，不可重疊。
●將封條統一黏貼在爐具上，用手指按壓緊實。

●撕開封條的保護紙，將爐具放進工具台開口中。

●為避免碰觸到爐面的過熱底部造成危險，在安裝

  時必須放入木板，以螺絲固定，並距離爐底至少
  70mm(見圖 11)。
  

警告：

注意將塑膠板黏貼至家具的黏合膠必須要能

承受至少 150℃的溫度，避免嵌板掉落。
須注意此設備為 Y型。因此後側、側面牆壁，
與周圍表面必須要耐 75k超溫。 

在未受保證安全的成人進行監督或指導的狀況下，

不可由孩童、肢體或心理殘障人士，或缺乏使用經

驗的人使用此設備。

應監督孩童，不可讓孩童遊玩此設備。 

電路連接

電路連接必須符合當地的電路與安裝法規。

在連接電路前請確認：

●電路系統的電力與輸出電力與設備的最高電力相

  符 (參照設備底部的規格標籤 )。
●輸出電路與所有電路系統都依照法規連接上「地

  線」。如未連接，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若設備未附上輸入線路，以適用的電線連接線路  
  (見表 5)，依照圖 12讓「地線」的長度長於「活
  線」。 

當輸入系統連接至插座後：

●連接至輸入電路。若未提供線路，將適用規格標 
  籤的普通插頭接上。根據圖 12連接線路，確保符
  合下列事項： 

L字樣線路 (活線 ) = 棕色電線
N字樣線路 (中線 ) = 藍色電線
符號         (地線 ) = 黃綠色電線
爐具可藉由三相電源運作。根據圖例連接線路，確

保符合下列事項：

L1字樣 (活線 ) = 棕色電線
L2字樣 (活線 ) = 黑色電線
L3字樣 (活線 ) = 黑色電線
N字樣 (中線 ) = 藍色電線
符號        (地線 ) = 黃綠色電線
若電線損傷，必須由製造商、服務專員，或其他合

格人員進行更換，以免發生意外。

●輸入線路需固定，使溫度永遠不超溫 75K。
●請勿使用可能會造成過熱的線路縮減或修改。

●在嵌入後，必須可接觸輸出線路。

當線路直接連接至輸入系統後：

●在設備與系統中安裝全極開關，符合設備電壓，

  與接點距離至少 3mm。
●「地線」不須由經由開關。

●可另外使用靈敏度高的開關保護線路連接。

圖 7

圖 10 圖 11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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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以適當的地線安裝方式固定地線。

警告： 

我們所有的產品都遵照歐盟規範 EN 60 335-1與
EN 60 335-2-6以及其他修正案規劃與建立。
此設備根據以下歐盟指令製作：

●2004/108/EC 電磁兼容性規定。
●2006/95/EC 電子用品安全規定。 

連接圖例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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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術支援與備用零件

此設備於出廠前，經過專家與專業詳細檢測與調整，以保證最佳性能。

任何後續所需之修理與更改僅能由合格人員進行，細心作業。

因此，在需要修理與更改時，請聯絡業者或離您最近的售後服務中心，詳述

故障的類型與持有的設備型號。

注意，原廠備用零件僅有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與授權零售商店提供。

上述資料印於設備零件的資訊標籤或包裝標籤上。

上述資訊可讓技術人員獲取適當備用零件並介入修復。建議您填寫下列表單。

商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系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代理

優氏集團

客林渥股份有限公司
歐洲進口廚衛產品事業部

總公司

TEL 02-2794 2588
FAX 02-2794 3789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福吉街 101號 1樓 
TEL 04-2706 6066
FAX 04-2706 6067

高雄分公司

TEL 07-345 3919
FAX 07-350 2900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360號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 38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