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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雪堰前講您眻细阴講本貌明害 · 以便正谁使用
亚講妥善保存本貌明害以供日俊参考 。

« 言青遵守本貌明雪操作覜程及注意事项 。

« 若雪概出琨故障，講勿自行修理或本公司未授楷的维修部阿修理 。

講直接眠络维修部冉 。

特别注意

本雪攫使用的弯源是SOHz, 可以在187-242V的弯屋波勤翱圃

正常使用如因使用霄源不棠引起冰箱骚生故障和损壤零件峙，

即使是在保修期内亦不能享受免黄维修．





＿使用注意事项

1 • 使用雪概前必须移去所有的包装，包括雪桐底座和
泡沫支塾或所有保颉雪概内各附件的脖带，海绵倏和
泡沫带等亚瞒整前脚使冰箱稳固

注意：打膊包装脚俊如果地面平整，剧不需要瞒整講整脚；
如果地面不平，别把講整脚旋下，取出塾圈，
再講整講整脚到合遮位置使雪堰平穗

2�: 盓盓�=用插座，亚接地绿

＊不能通遇髦括综，煤氯管等接地

可以在187-242V的雹脰波勤范圈正常使用

 警告：如果窀源综损壤湍避免危陳，必摸腺络维修部阿
由荨祡人员修理
滕禁使用多孔插座或任何形式的移勤式插座．

3 霞源中断俊必赁等待5分撞以上，再重新
I •

接通霞源以免捐壤座缩榄

4 • 雪榴内殿禁存放有毒易燃易爆等危除品及
强酸，碱等腐触性物品
（如打火榄氛醴，粘胎剽，汽泊，酒精，稀释剽，印刷油漆等） ．

5 雪榻内存放食物不宜遇密，
． 嗯留有逸富的空简，以利於冷氮野流 ．

注意：不要将玻璃瓶啤酒，欴料
等放入冷淉室，以防淉裂痊生危院．

6 ·講勿 用手鳎摸冷淉食品，以免淉惕手指．
7 ．不要误小孩吊在雪榴冉上或

镶迼雪桐内玩耍以免驳生意外 ．



使用注意季项
8 

9 

10 

搬速

放置

·畏B寺阁不使用雪榻講拔掉霞源插顽，
亚清潔雪栩内部

·箱膳前倰重量不均匀，移勤峙講小心，
亚按本諒明雪的搬速要求操作．

·本雪榴僅祸储存普通家庭食品股酐，
不嗯作祸其他用途

搬暹舆放置］

• 講勿倒置，横放摺座，震勤雪橇
搬逋脖倾斜角度不可大於45度

:可将雪榴稍俊仰（倾斜度不可大於20度），
利用雪榴俊脚滚眭造行短距誰移勤

·雪桐嗯放置在通屈良好的地方

 警告：照先清理好雪攫放置虚周圉的阻凝物，
亚保持通凰装置打膊

• 雪榴要遠誰熟源避免隔光直射

·雪榴顶部距睢不少於30cm,雨制及肯面舆賸的
距誰不少於10cm,亚留出可使雪楷冉打院120度
以上角度的空间以免雪榴打鹃晇雪棍冉碰到
揣壁或其他阻碟物

I • 雪榴避免放置在潮淉或可能溅到水的地方，
以防生辅或减弱绝缘效果

 注意：霓源绵不要被雪栅自身及其它重物座住，
以免损壤霪源综，骚生意外

— 





用巨可根掳璞境溫度及使用需要来瞒筋雪榴溫度溫控器上突出的
指示综舆旋钮上数字野愿棠璞境溫度不同，逄到相同溫度的儅位
要求也不同，用芦可根掳需要绸筋位於冷藏室顶部的绸筋旋钮，封
雪榴内溫度造行股置．

5
储存要陕

冷藏食品講用保鲜纸（膜）包装好，均匀放在雇架上，
以防串味或水份遇分蒸损
瓜果蔬菜嗯放入果箱梩，以保存水份舆新鲜度．

冷藏室内物品揽放不宜太遇密集，照留逸常的空闹，以利於冷氯循璞．

熟的食品愿冷郤至室溫俊再放入雪榴内．

不要把用玻璃容器或其他密封器盛装的物品放入冷淉室， 以防淉裂．

盄量减少鹃，购冉的次数和B寺阁以减少冷氧流失．

蛊可能将需冷淉的食品包装成扁形以利於冷淉和解淉
冷淉的食品解淉俊不宜再冷淉，愿盟快食用
可以洗涤的食品最好清洗乾浮亚擦乾水份俊再储存．

蛊可能使用密封包装盒或保鲜袋包装食品造行冷淉，
迼檬可以保存更畏B寺罔，亚可减睦冷淉室结冰霜的程度
可以将食品按照家庭每次食用的具醴需要，分成逸富的分数迼行冷淉，
便於淉透和解淉

 警告：腋禁在雪概内使用弯器

6

冷淉室需人工除霜（建哉最好每月除霜—次）
富冷淉室内表面结有一定厚度（大於5毫米） 的冰霜峙，嗯拔掉雪榴
雹原，打鹃雪榴冉，取出食物和抽屉，使冰霜解淉 ，否削曾影雹裴冷
效果

． 



雪摺的合理使用

注意：若湍了加快除霜遇程，可在冷淉室内下部放碗熟清水，切勿
用金腾器具和霄加熟器除霜，以免损壤箱鹘或蒸骚器管

警告：不得使用榄械股铺或其他方式加速除霜遇程，
以免损壤裴冷元件．

7
清潔：雪榴内嗯婬常清潔以免痊生龚昧

首先要拔下雪棍外接窀源插顽
用歆毛巾醮溫水或中性清潔荆擦洗，然俊用乾布抹乾

注意：殿禁用水直接冲洗雪植外表面，以免影髻霄器元件的绝缘性能
骰禁用鹘水，去污粉，酸，碱，汽油，腐触性清潔剽，
骰禁使用硬刷等擦洗塑料件．

:單故障的分析舆排除：

非故障琨象：

腰到雪榴有水流暨：迼是裴冷删流勤的暨音．
腮到雪榴驳出“ 啪啪 ＇磐：是雪棍膊停榄遇程中溫度急眯燮化迼成各播
材料熟服冷缩程度不一致相互微微移勤而引起
屋缩榄较烫：雪榴工作特，屋缩榄外骰溫度最高可逢90度
雪榴雨制面较熟：雪福工作晇，雨制的散熟冷凝器平均溫度祸55度左右

雪榴外表出琨霸状凝霞：因湍空氮淉度軗大而形成擦乾即可．
冷藏室内背部结霜因冷藏室制冷管路繁眙冷藏室内胆背部，雪榴敃勤晇
陔虚溫度低於0度故雪榴通行晇曾出琨背部结霜的琨象，
但停榄俊曾自勤化霜

． 



简單故障的分析舆排除 ． 

简單故障的分析輿排除

如果雪攫逋韓不正常，在您要求维修服榜前可先自行榜查下列各贴：
雪攫停止通作

6霍源插顽舆插座是否接鳎良好
(i是否停霍或家中供雹系統保陂断鹃
6雪榴中断霞源倰是否不满5分锺又接通
＊躯缩横一直遍赐不停
6雪栅内溫度軗詈是否迡低
6雪堰冉是否需阴不殿
6附近是否有高溫熟源或受隔光直射
6食品是否揽放迡密，影誓冷氯流通
6是否将遇熟的食品放入冷藏室内

拧藏的食品溫度不理想

6食品是否揽放遇密
6雪榴冉是否未阴阴或鹃敃次数较多
6雪栅是否靠近热源
6雪槽内溫度是否股置遇高
＊冷藏室内食物淉结
6溫度旋钮是否旋至最大位置
＊噪音大
6雪攫包装底座是否未拆除
6雪堰放置是否平穗
6雪堰肯部是否接鳎瞻壁
＊手觽雪栅有麻手的感赍

6地综是否接好
6接地良好但仍有麻手的感觉講立即拔下雹综插颈，亚輿

家霆服榜中心腺繫

 注意：如果按上述方法桩查虐理俊，您的雪榻退不正常，
講壶快舆我们逢品服矜中心腺繫，因湍R600a湍易燃易爆的氮髓，
维修峙不能接筋明火

 器具辗陨俊，嗯妥善虔理或由尊祡人员虐理不腰随便丢橐，
以避免射璞境造成危害或引登其他危院

— 



MT 47
G



MT 47



WARNINGS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2-3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NTROL SETTINGS

OPERATION-TEMPERATURE REGULATION



STORING FOOD AND DRINK

STORING FROZEN FOOD/FREEZING FRESH FOOD

IMPORTANT

DEFROSTING FOOD



CLEANING THE APPLIANCE

PROLONGED PERIODS OF DISUSE

DEFROSTING THE APPLIANCE

THE CARE REQUIRED FOR BEST PERFORMANCE, SUCH AS

TROUBLESHOOTING





WEE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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