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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阅读后请保管到可以随时查阅的场所，以便他人使用。本产品仅
限于中国大陆使用，不得用于电源、电压不同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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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此产品时，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2、接通电源前，请先检查本产品所标识的电压
是否与您家中的电压相符。若不相符，请不要
使用本产品,并联络您产品购买的商店。
3、电源线不可悬挂在桌子边缘或者接触高温表
面，以防损坏电源线。
4、本产品不可放置于高温的燃气或电热火炉上
或旁边使用。
5、请不要在无水状态下进行干烧，这样易损坏
发热管。
6、若使用过程中水壶里水量太少或不小心干烧
时，应及时地拔下电源线插头。然后冷却15分
钟，再注入冷水。

7、使用时，应放置于平稳及儿童不易触及的地
方,以防水壶翻倒伤人或损坏水壶。
8、勿将本产品浸入水或其它液体中,以避免发
生火灾、漏电或危及人身安全。
9、开水煮沸后，不要接触壶嘴喷出的蒸汽，也
不要急于打开壶盖，以免被蒸汽烫伤。
10、开关必须复位后水壶才可以再煮水使用。
11、倒开水时，要小心，缓慢，不能倒得太快，
以免开水溅出烫伤人。
12、在水壶没有冷却下来，需要重新灌水时，
打开壶盖时要小心。
13、使用时，不要让儿童靠近产品拉扯电源线
或敲碰水壶，以免被开水烫伤。

14、本产品仅用于煮水，切不可用来装咖啡、
茶、酒精或化学物品。
15、不要接触高温表面，以免被烫伤；但手柄
、开关按钮是安全的。
16、当开关处于工作状态时，不可移动水壶。
17、移动装满热水的水壶时，应十分小心，以
免被烫伤。
18、本产品不可让儿童操作，并且使用时应看
管好小孩，以免烫伤孩子。
19、不可使用非生产厂家所推荐的零配件，以
免引起火灾、漏电或造成其它伤害。
20、不用或准备清洗时,请拔下电源插头；清洗
前必须让水壶先冷却。

21、当煮水时，保证壶盖闭合，不可打开壶盖
，以免烫伤。
22、器具不打算由存在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
缺陷或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儿童）
使用，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进行与
器具使用有关的监督或指导。
23、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
24、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清洗以及维护器具
的工作不应该由小孩来做。
25、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
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业人员更换。
26、器具在清洗前必须取掉连接器；器具再次
使用前必须把器具插座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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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部件及使用说明

壶嘴

钢煲

煲底盖

壶盖提手
壶盖

手柄

开关擎
底座

产品部件27、必须与配套的连接器一起使用。
28、如果电水壶注水太满，沸水可能喷出。
29、警告：盖好盖子，以防蒸汽喷到把手上。
30、警告：当水沸腾时，不要移动壶盖。
31、注意：确保电水壶在移开底座前，关掉电源
开关。
32、器具不得浸入水中。
33、本产品不可在户外使用。
34、保存好使用说明书以备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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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在第一次使用水壶时，建议使用前先把水壶清洁
干净，方法如下：将水壶注入满刻度的水，煮开后
把水全部倒掉，循环操作两次即可使用。

操作步骤：
1. 将水壶从电源底座上提起，向上提壶盖提手打
开壶盖，注水到大身内，然后盖上壶盖。
注意：注入水的容量必须在最大和最小刻度范围
内，如果水量低于最小刻度，煮水时，水容易被煮
干；如果水量超过最大刻度，煮水时，水可能会从
出水嘴喷出。接通电源之前请确保壶盖完全扣合

到位。
2. 将水壶放置于电源线底座上，然后插上电源。
3. 打开开关，指示灯亮起，本机开始工作。当水煮
开后，开关自动弹起切断电源，指示灯熄灭。
注意：请确保开关没有受干涉及壶盖已经闭合，
如果开关受到干涉或壶盖是打开的，水开后水壶
不会自动切断电源。
4. 把水壶从底座上提起，然后可以倒水相应容器
内。
注意：倒开水时，操作要十分小心，且水壶内有热
水时请不要打开壶盖，以免烫伤。
5. 不使用本机时，可以将本机放置在电源底座上，
但必须拔下电源插头。

干烧保护
如果意外地让水壶在无水情况下干烧时，干烧保
护装置会自动切断电源。
出现这种情况时，若需要煲水，请先待水壶冷却
后再注入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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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当煮水时，保证壶盖闭合，不可打开壶盖
，以免烫伤。
22、器具不打算由存在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
缺陷或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儿童）
使用，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进行与
器具使用有关的监督或指导。
23、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
24、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清洗以及维护器具
的工作不应该由小孩来做。
25、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
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业人员更换。
26、器具在清洗前必须取掉连接器；器具再次
使用前必须把器具插座擦干。

清洁之前一定要把水壶的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
上拔下，切不可把水壶或电源底座浸入水中或
打湿，以防出现漏电现象。
外观清洁：用湿软布清洁水壶外表面，再用干布
擦干。
向下推入，直到其完全扣合到位。
注意：不可用化学品、铁质物、木屑或其它研磨
剂来清洗。
清除沉淀物：自来水或非蒸馏水中的矿物质可
能会沉积在水壶底部导致污垢，从而影响水壶
的使用性能。所以请定期对水壶进行除垢操作。
请使用除垢剂并参照其使用说明进行除垢操作。
也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使用白醋除垢：

1. 在水壶里加3杯白醋，再加入水，直至醋水混合
物完全浸没水壶内的沉淀物，浸泡一整晚。
2. 倒出水壶内的混合物，再往水壶内注入纯净水
到最大刻度处，煮开后将水倒掉。再重复几次煮
水操作，直到水壶内没有醋味。

清洁和保养 常见故障排除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水壶不工作

电源插头没有连接好 请检查电源插头连接情况

请到相关售后服务点换后再使用

电源关闭后，若需要煮水，
请先待水壶冷却后再注入冷水
清除水垢后，即可排除故障

将水壶注入适量的水，不能超过水壶内标注
的“最大”刻度线位置，煮开后把水全部倒掉，
循环操作两次即可使用

水垢清洗可使用醋酸、柠檬酸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

电源线损坏

当水壶内干烧，干烧保护装置将自动启动关闭电源

通常是由壶内水垢引起的

可能是水壶在无水或水量不足的状态下使用，
引起干烧保护装置的启动。

首次使用时会有此现象

这是因为当地水质较硬或者水中的
碳酸钙何碳酸镁引起的

水沸腾前
水壶提前自动关闭

水中含有异味

壶体内有水垢产生

原因分析 故障排除

往水壶内重新加入冷水，约2分钟后干烧保
护装置复位，水壶即可重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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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产品名 电热手冲壶
EHA-1363A

220V~50Hz
1100W

0.6L

GB4706.1-2005;GB4343.19-2008

型号

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
额定容量

执行标准

400-828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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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清单

为满足《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要求，以下提供的是电器产品部件名称
以及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信息。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材料/部件名称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Cr(VI) ） 多溴联苯（PBB） 多溴二苯醚(PBDE)

表示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2011(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 示 有 害 物 质 至 少 在 该 部 件 某 一 均 质 材 料 中 的 含 量 由 于 现 有 技 术 及 工 艺 限 制 而 超 出
GB/T26572-2011规定的限量要求。但是上表中打“x”的部件满足欧盟RoHS2.0法规-欧盟电子电
器产品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2011/65/EU法规。

x:
o:

所有在中国销售的电器电子产品必须标有环保使用期限的标识。该标识的环保使用期限是指在正常
使用条件和温度、湿度，并且不包括电池等耗材情况下的使用期限。

温控器组件 o o o o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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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清单

部件名称 材质 执行标准 特殊使用要求
蒸汽口密封圈 硅胶

硅胶
硅胶
硅胶

密封块
蒸汽接头

手柄密封块
不锈钢煲组件

壶盖
螺丝
面盖

手柄固定座
后隔热块

06Cr19Ni10
06Cr19Ni10
06Cr19Ni10
PPHJ730L
PPHJ730L
PPHJ730L

GB4806.11-2016

GB4806.11-2016
GB4806.11-2016
GB4806.11-2016
GB4806.9-2016
GB4806.9-2016
GB4806.9-2016

GB4806.6-2016;GB4806.7-2016
GB4806.6-2016;GB4806.7-2016
GB4806.6-2016;GB4806.7-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