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說明書

業務用 電磁調理器

型號: CT-25A 

電源規格: 220V, 60Hz, 2.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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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示

使用前請詳讀下列指示

1. 使用單獨之電源插座

2. 進風口不可阻塞,需保持進風順暢

3. 使用大於12cm,小於26cm之鍋具.

4. 使用後玻璃面有餘溫.請勿觸碰玻璃板面. (電磁爐本身由烹飪過程產生高溫,但是鍋具的熱

度會傳回玻璃板面,導致玻璃板面有餘溫)

5. 不可空鍋加熱, 空鍋加熱可能導致鍋具鍋底變形,且會啟動電磁調理器之過熱保護裝置.暫

時停止加熱.

6. 放置電磁爐於水平之平面,後方與牆壁或其他物體保持10cm(4”以上之距離,以保持適當之

散熱環境.

7. 不可放置任何物體在進風口或者排氣口,否則可能導致短路或故障現象.

8. 避免短路,不可將機台或者電源線浸於水中或者其他液體中

9. 周圍有兒童時候,應有成人在旁監督,以預防危險.

10. 機台有任何故障時候,請勿操作.請與服修人員聯絡,安排檢修.

11. 非原廠提供之配件可能導致故障,請勿使用.

12. 電源線請勿靠近熱源

13. 請勿將電磁調理器靠近烤箱瓦斯等明火熱源處附近.

14. 不可加熱罐頭,加熱未開罐之罐頭可能導致爆炸.

15. 加熱中,或者爐面有鍋具時,請勿移動電磁爐.

16. 使用後請拔除電源線,並且清理爐具如下, (保養清洗前先拔掉電源，且不可用水清洗)

玻璃板面:  以濕布沾水擦拭, 請勿使用腐蝕性的清潔劑;  

機台: 請以柔軟之抹布擦拭控制面板 

17. 請勿做為烹飪以外之用途.

18. 不使用時,請拔除電源.

19. 儲存時候,請勿於上方放置重物儲存.

請妥善保存此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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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爐加熱原理

電磁爐是利用電磁感應原理發熱，

加熱方式無需透過空氣傳導熱源，

可直接由烹調容器發熱，加熱效率極高

適用鍋具說明

適用鍋具

1. 鐵鍋
2. 生鐵鍋
3. 不銹鋼鍋
4. 法郎鍋
鍋具底部可導磁

鍋具底部為平面

鍋具底部平面面積大於12cm(4.75”), 小於26cm (10.25”) 

Stainless Steel 
Pan 

Iron Pan (Iron 
Griddle) 

Enamel Pan Stainless Steel 
kettle 

Iron pan 

Stainless steel fry 
pan 

不適用鍋具

1. 鍋具底部小於5cm (2”)
2. 不銹鋼鍋具,但底部為鋁材質
3. 陶瓷鍋具
4. 玻璃鍋具
5. 鋁鍋具
6. 銅鍋具
7. 有腳墊之鍋具,底部不平之鍋具

Ceramic Pan Aluminum Pan Bottom not flat Dia smaller than 12 
cm 

Pan with l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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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此陶瓷玻璃係特殊之材質,非常堅固,但是,萬一有裂縫時,請切斷電源,暫停使用,並通知您
的服修人員處理.

2.此電磁調理器有小物檢知功能,但是,為避免不當使用之潛在危險,請勿將刀叉等金屬物品
放至於爐面上,.

3.請勿將信用卡或者錄音帶錄影帶等磁性物體放置於爐面上.以避免毀損.
4.科學家證實設計良好.且正確使用之電磁爐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但是,對於心律調整器佩
帶者,請與使用中之電磁爐保持60cm (2’)之距離,以避免不適.

5.請勿將銅箔,或者鐵板等物質放置於爐面上’
6.放置電磁爐於水平之平面,後方與牆壁或其他物體保持10cm(4”以上之距離,以保持適當之
散熱環境.

7.不可放置任何物體在進風口或者排氣口,否則可能導致短路或故障現象.
8.爐面有水漬時,請立即擦拭乾淨.

安全裝置

逾時自動關機

鍋具擺放於電磁爐面,連續加熱兩小時,假設兩小時之中,使用者沒有任何操作指令,則機器判
斷使用者已經離開¸將自動關機以保護安全.  

無鍋自動關機

加熱中將鍋具移開超過60秒,機器將自動關機(若於60秒內將鍋具放回爐面,則機器將自動恢
復加熱) 

鍋具檢知功能

放置不適用鍋具於台面,加熱燈不會亮起,可做為適用鍋具檢知功能.  

小物檢知功能

放置小於5cm之鍋具於台面,機器不會加熱.刀叉等小物放至於檯面時亦然,小物檢知功能將
判斷為小物,不加熱(惟,當大量之小物放至於檯面時,機器可能誤判為可加熱物體.故仍請勿將
金屬餐具或其他物體置於爐面,以避免不當之加熱)  

過熱保護功能

當鍋具過熱,持續超過60秒,機台會自動停止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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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開機

1. 將此機台接於220v, 60Hz之插座

2. 放置適當之鍋具于爐面

3. 按下on/off開關.此時火力段數指示燈會亮起.

4. 加熱指示燈將可顯示此鍋具是否為適用之鍋具.如果加熱燈亮起,表示這是適用之鍋

具.假設加熱燈不亮起,表示此鍋具不適用.

火力控制模式,  

開始烹飪 (加熱模式) 

3.順時鐘方向旋轉旋鈕,火力段數可以從第一段調整到第9段.

4.放置適用之鍋具於爐面中央,旋轉旋鈕到需求之火力段數.第一段為功率最低之段數,第9段為

功率最高之段數. 

5.加熱指示燈將可顯示此鍋具是否為適用之鍋具.如果加熱燈亮起,表示這是適用之鍋具.假設加

熱燈不亮起,表示此鍋具不適用. 

6.此機台有”過熱保護功能”之設計,當爐面溫度高於250°c (+/- 20°c)時,機器會自動關機.當爐面

溫度或者機體內部溫度逐漸降低時,機器會自動恢復加熱. 當放置空鍋於爐面時,爐面溫度會快

速升高,此時安全裝置將會啟動,暫時停止加熱.此時加熱燈將會閃爍,表示過熱保護功能已經啟

動. 

定溫功能

7. 定溫功能: 按下”加熱/定溫”選擇鍵,選擇定溫功能.此時定溫功能指示燈開始閃爍;

8. 顯示燈並且顯示出選擇之溫度.例如,當顯示燈位於220時, 表示此時之定溫設定為220

°C .

9. 當剛剛開始切換到定溫模式時,定溫指示燈會持續閃爍,表示此時尚未達到設定之溫度.

10.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定溫指示燈停止閃爍,此時表示已達設定之溫度.

11. 可以使用”+” “-“按鍵,來設定所需之溫度段數.

12. 可以使用加熱/定溫切換鍵,改變加熱模式或者定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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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型號 CT-25A 

1. 電源開關

2. 加熱中指示燈

3. 加熱功能指示燈

4. 定溫功能指示燈

5. 定溫功能選擇按鍵

6. 加熱功能選擇按鍵

7. 火力段數/溫度段數顯示燈

8. 火力段數旋鈕

1 4 5 6 

7 

8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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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尺寸

1. 加熱區

2. 玻璃板

3. 底殼

4. 旋鈕

5. 加熱中指示燈

6. 加熱功能指示燈

7. 定溫功能指示燈

8. 進風口

9. 出風口

10. 脚墊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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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電氣規格

型號 CT-25A 電磁調理器 
電壓 220伏特 ~ 60Hz 
爐面 (陶瓷玻璃)  Approx. 273mm X 273 mm x 4 mm (厚度4mm) 
額定最大功率 Max. 2,500瓦 
功率調整範圍 約 300瓦 ~ 2,500瓦  
功能 ü 火力段數1 ~ 9段; 約300瓦~2500瓦 

ü 定溫設定: 五段60/80/140/180/220度C 
安全裝置 ü 逾時保護功能 (2小時無指令自動關機)) 

ü 無鍋自動關機(60秒) 
ü 適用鍋具自動偵測 
ü 小物檢知功能 
ü 過熱保護功能 

外觀尺寸 328mm(W) X 422mm(D) X 105mm(H) (包括腳墊高度) 
備註 工作頻率為 20 ~ 35 K Hz. 
故障排解

1. 當此電磁爐工作不當時,不一定是故障.請先檢查下列事項,
2. 如果有故障事項,請立刻與服修站連絡

如果 ...... 可能是 ...... 
當電源啟動,加熱燈卻不亮 電源插座/端子台鬆脫 

磁式開關跳電, 
停電中

加熱指示燈不亮 鍋具不適用

無法加熱 鍋具未置放於中央加熱區

鍋具底部面積小於5cm  
過熱保護功能已經啟動

機器忽然停止加熱 環境溫度過熱,  
進氣口或排氣口被阻塞,無法散熱  
過熱保護功能已經啟動

故障排解

錯誤模式偵測 (以蜂鳴器聲音判斷故障現象) 
如果機台自動關機,請留意蜂鳴器聲音以判斷故障現象) 
如果………. 可能是………  
沒有任何蜂鳴器聲音,突然關機  1. 機內過熱保護

對策:  
待機器冷卻後,稍後再試. 

2. 突波保護
對策: 
立刻重開機試試看

持續60秒短嗶聲,一長嗶聲  無鍋 (鍋具不適用) 

一長嗶聲(bi…………..) 
九短嗶聲(bibibibibibibibibi) 

空鍋加熱

對策:  
移開空鍋,或鍋內加水或食物  

一長嗶聲(bi…………..) 
二短嗶聲(bibi) 

熱敏電阻故障

      對策: 
         聯絡服修中心,安排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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