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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以包装内实物为准  •



产品简介

2.该产品利⽤快速热空⽓循环来完成各种⻝材的烹饪，使⻝材外表⾯均匀受热，达致接近油炸
的效果，但却更加便捷，健康；

3.产品采⽤触摸式控制⾯板，10�个菜单选择，亦可根据需求⾃⾏调整烹饪温度与时间；

5.产品具备控温、超温保护装置，提锅停机等安全保护机制。

1.产品造型外观时尚、新颖、⼤⽅，并于内腔使⽤⾦属，卫⽣安全⾼级；

4.由于利⽤快速循环热空⽓来完成煎炸，⽐传统的煎炸产⽣的油烟⽓味更少和更节省时间，并
且采⽤可拆卸式⻝物篮具，在⽇常使⽤中易于清洁，既⾼效⼜便捷；

产品结构
1.产品部件

2.控制⾯板

按键名称或图标 功能或显⽰说明
按温度加减键可加减温度，每次单击加减�5℃，
⻓按可快速递增或递减，设置范围�80-200℃；温度键

按时间加减键可加减时间，每次单击加减�1min，
⻓按可快速递增或递减，设置范围�1-60min；时间键

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 空⽓炸锅 产品型号 BP-KZ06
额定电压 220V〜 额定功率 1700W
额定频率 50Hz 额定容量 7.0L
执⾏标准 GB4706.01-2005�/�GB4706.14-2008

本产品已经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

技术参数

热敏电阻

电源控制板

电机

发热管

显⽰板

熔断器微动开关

熔断器

E

N

L

220V~50Hz

技术参数

�切勿在锅体中倒油，因为这可能导致⽕灾危险。
�切勿在产品⼯作时触碰到它的内部。�

警告

�始终将⻝材放置在烤架中煎炸，以免接触到加热元件。

�本产品不适合由�8 岁或以下的⼉童以及肢体不健全、感觉或精神上有障碍或者缺乏相关经
验知识的⼈使⽤，除⾮有⼈已指导他们如何安全使⽤本产品、监督他们掌握安全使⽤⽅法。

使⽤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使⽤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后参考。�

危险

�切勿让⽔或其它液体进⼊该产品，以免发⽣电击。
�切勿将主机泡⼊⽔中或在⽔⻰头下冲洗，因为主机中有电⼦元件和加热元件。

�产品正在⼯作时，不要盖住其进⻛⼝和出⻛⼝。

�在将产品连接电源之前，请先检查产品电压与当地的供电电压是否相符。
可选薯条、鸡翅、鸡腿、整鸡、红薯、

⻥、鸡块、排类、蛋糕、解冻菜单，选中菜单亮起菜单

设定参数后按此键进⼊⼯作状态，在⼯作过程中按此键进⼊暂停状态
按下此键进⼊待机状态，再次按下进⼊通电状态

锅体

⼿柄

进⻛⼝

控制⾯板

定位开关

烤架

出⻛⼝

电源线

主机

温度键 时间键

开始/暂停键
电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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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电源线接触到⾼温的表⾯。

�使⽤产品时，其可接触的表⾯可能会变得很热。

�产品使⽤时必须有⼈看管。

�将产品放在⼀个⽔平、平坦、稳固的表⾯上。

�对本产品使⽤不当，或者将其⽤于专业、半专业⽤途，或者没有根据本⽤⼾⼿册中的说明书
进⾏使⽤，此类情况下保修将失效，本公司对此类损坏概不负责。

�如果插头、电源线或产品本⾝受损，请勿使⽤本产品。

�确保在本产品中烹调的⻝材已呈现⾦⻩⾊，⽽不是⿊⾊或棕⾊，烧焦的部分应该丢弃。切勿
在⾼于�180℃的温度下煎炸新鲜⼟⾖（以尽量减少丙烯酰胺的产⽣）。

�

�切勿将产品靠墙或靠其它产品摆放。产品的后⾯、两侧和上⽅应⾄少留出�10�厘⽶的⾃由空
间，切勿在产品上放置物品。

�当产品已通电或正在冷却时，应将产品及其电源线置于�8�岁以下⼉童触及不到的地⽅。

�切勿将本产品在外接定时器或独⽴的遥控器控制系统的⽅式下运⾏，以免发⽣危害。

�请勿将本产品⽤于本⼿册中说明以外的任何其它⽤途。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修理部或类似部⻔的专业⼈员来更换。

�切勿⽤浸湿的⼿插⼊产品或操作控制⾯板。

�应照看好⼉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产品。

�切勿将产品放置在诸如桌布、窗帘等易燃材料的上⾯或附近。

�在利⽤热空⽓煎炸期间，会从出⻛⼝释放出⾼温蒸汽，⼿部和脸部应与蒸汽和出⻛⼝保持安
全距离，并且在将锅体从产品上挪开时也要注意⾼温蒸汽和热⽓。

�产品必须插⼊有接地的插座，且务必确保其已正确插⼊。

�如果产品冒出⿊烟⽴即拔掉电源，等待产品停⽌冒烟后再将锅体从产品上挪开。

注意

�本产品仅限于正常家⽤。它不得⽤于商店、办公场所、农场或其它⼯作环境的员⼯⻝堂，也不
得由酒店、汽⻋旅馆、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场所及其他住宿环境中的客⼈使⽤。

�产品只能送到由本公司授权的维修中⼼检修，不要⾃⾏修理产品否则产品维修保证书将会
⽆效。

�在处理或清洁产品之前，必须先让产品冷却最少�30�分钟。
�使⽤后务必拔下产品的插头。

⾸次使⽤之前

4.⽤湿布擦拭产品的内部和外部。

2.除去产品上的不⼲胶或标签。
1.除去所有包装材料。

该款空⽓炸锅采⽤热空⽓加热，切勿在锅体中倒油或油脂。

3.⽤热⽔、洗涤剂和⾮研磨性海绵彻底清洗烤架和锅体。
注意：也可以⽤洗碗机清洗这些部件。

使⽤准备

3.将电源线正确插上。

1.将本产品放在稳固、⽔平且平坦的表⾯。
切勿将产品放在不耐热的表⾯上（图�1）。

2.将烤架正确地放在锅体中。

切勿在锅体中倒⼊油或其它液体。
切勿在产品上⽅放置物品，这会阻隔⽓流并影
响热空⽓加热的效果。

使⽤本产品

2.按下菜单键选择菜单，此时亦可按下温度键 

/时间加减键设置所需的⼯作温度和时间� ，
然后按开始� /�暂停键进⼊⼯作模式。请参阅
本章中的“设置”部分以选择合适的温度。
（图�2）

1.将插头插⼊电源插座，短鸣1声提⽰，“电源”
键闪烁，按⼀下“电源”键，其他键亮起，产品
进⼊待机状态。

3.⼩⼼地从空⽓炸锅中拉出锅体。（图�3）

4.将⻝材放于烤架上。（图�4）

注意：放⼊的⻝材量切勿超过锅体容积的�4/5�或
者超过表中所⽰的数量（参阅本章中的“设
置”），因为这可能影响最终的煎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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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放⼊烤架时切勿使⽤产品。
注意：在使⽤后的短时间内切勿触碰锅体，因为它

⾮常烫，只能握住⼿柄以挪动锅体。

5.将锅体滑回到空⽓炸锅主机中。（图�5）

6.按下菜单键选择菜单，您也可以按下温度
/时间加减键⾃主调节烹饪温度和时间。（图�
6）设置完成后按开始键，即开始烹调。在烹
调过程中您按实际情况可以⾃由设定温度
和时间，5秒后以更改的程序完成烹饪，相应
按键常亮。

6

7.某些⻝材在烹调过程中需要中途翻动（参阅本章
中的“设置”部分）。要翻动⻝材，请握住⼿柄将
锅体从产品中拉出，然后再翻动。之后再将锅体
滑回到空⽓炸锅中。（图�7）

8.当烹调完成后，系统发出5�声⻓响，并返回待机状态。此时可将锅体从产品中拉出，然后将其放
置在耐热表⾯上。

9.检查⻝材是否已烹调完毕。
如果⻝材仍需烹调，只需将锅体滑回到产品中，再烹调⼏分钟。

10.将炸烤架中的⻝材全部倒⼊碗或碟中。（图�8）
提⽰：要取出体积较⼤或易碎的⻝材，可以使⽤夹钳将⻝材从烤架中夹出来。（图�9）

11.在⼀批⻝材烹调完毕后，空⽓炸锅可随时开始烹调下⼀批⻝材。

设置
下表将帮助您为想要烹调的⻝材选择基本的设置。
注意：请记住这些设置仅供参考，由于⻝材的来源、⼤⼩、形状和品牌各有不同，我们⽆法保证为

您的⻝材提供最佳配置。
由于快速换⽓技术会即时对产品内的空⽓进⾏重新加热，因此在利⽤热空⽓煎炸时快速将锅体
拉出⼏乎不影响烹调过程。�

�与体积较⼤的⻝材相⽐，体积较⼩的⻝材需要烹调的时间会稍短⼀些。

�在新鲜⼟⾖中添加少许油可让⻝材更松脆，添加油后应将⻝材放置⼏分钟，然后再在空⽓
炸锅中煎炸。

�切勿在空⽓炸锅中烹调含油量极⾼的⻝材，例如腊肠。

�使⽤预发酵⾯团可以⽅便快捷地烹调出夹⼼⻝品，与⾃制⾯团相⽐，预发酵⾯团需要的烹
调时间更短。

�能够在烘箱中烹调的点⼼同样可以在空⽓炸锅中烹调。

提⽰：

�在烹调过程中，中途翻动体积较⼤的⻝材可以提⾼最终的烹调结果，并有助于让⻝材获得
均匀的煎炸。

�你可以使⽤空⽓炸锅重新加热⻝材，要重新加热⻝材，请将温度设置为160℃，烹调时间建
议最⻓为�10 分钟。

�要烹调出松脆的炸薯条，最佳的⻝材量是�6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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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炸薯条

1.将⼟⾖削⽪并切成⼩条；

注意：不要⼀次性将所有⼟⾖条从碗⾥倒⼊烤架，这样可以防⽌最后在煎锅底部留存过多的油份。

2.在碗中浸泡⼟⾖条⾄少�30 分钟，然后将它们取出并放在厨房⽤纸上沥⼲；
3.在碗中倒⼊�1/2 汤匙的橄榄油或花⽣油，放⼊⼟⾖并充分搅拌，直到所有⼟⾖条都均匀上油；

为了获得最佳的效果，建议您使⽤预烘焙薯条（例如冻薯条）。如果要⾃制炸薯条，请按照以下步骤执
⾏操作：

4.⽤⼿或厨具将⼟⾖条从碗中拿出来，让多余的油份留在碗⾥，然后将⼟⾖条倒⼊烤架；

5.按照本章中的说明煎炸⼟⾖条。

清洁
每次使⽤后都应⽴即清洁产品。
锅体、装置、烤架均覆有不粘涂层，切勿使⽤⾦属厨具或研磨性的清洁材料进⾏清洁，因为这可能
会破坏不粘涂层。

1.从电源插座中拔下电源插头，让产品冷却；注意：取出锅体，让空⽓炸锅更快冷却。
2.⽤湿布擦拭产品的外部；
3.⽤热⽔、洗涤剂和⾮研磨性海绵清洗锅体、烤架（可以使⽤除油剂洗去残留的脏污）；

注意：锅体、烤架可⽤洗碗机清洗；
提⽰：如果脏污黏附在烤架上或锅体底部，请在锅体中加⼊热⽔，再添加⼀些洗涤剂，将烤架放⼊
锅体，并让锅体和烤架泡�10�分钟左右；

4.⽤热⽔和⾮研磨性海绵清洗产品内部；

储存
1.拔掉产品的插头，并使其完全冷却；
2.确保所有部件已经清洁并⼲燥；

最⼩-最⼤
⻝材量（g） 时间（min） 温度（℃） 翻动 附加信息

⼟⾖和炸薯条
冷冻的薄薯条 300-800 12-16 190 翻动
冷冻的厚薯条 300-800 12-20 190 翻动

⾃制炸薯条（8*8mm） 300-800 18-30 180 翻动
⾃制⼟⾖条 300-800 18-22 180 翻动
⾃制⼟⾖块 300-800 18-18 180 翻动

薯饼 250 15-18 180
奶油焗⼟⾖ 500 18-22 180

加�1/2�汤匙的油
加�1/2�汤匙的油
加�1/2�汤匙的油

⾁类和家禽
⽜排 100-800 8-12 180
猪排 100-800 10-14 180

汉堡包 100-800 7-14 180
⾹肠卷 100-800 13-15 190
鸡腿 100-800 18-22 180
鸡翅 100-800 12-15 190

点⼼
春卷 100-600 8-10 180

冷冻炸鸡块 100-800 6-10 180
冷冻炸⻥条 100-600 6-10 190

冷冻⾯包屑奶酪点⼼ 100-600 8-10 180
酿蔬菜 100-600 10 175

红薯 500 40-50 180

鸡⽶花 100-600 10-15 190
整鸡 1000-1500 28-32 190
⻥类 300-800 12-15 190

蛋挞 6-9个 15-2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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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材质（牌号/成分） 执⾏标准 检测结果

螺丝

烤架硅胶

锅体/烤架

不锈钢�SUS304

硅胶

涂层：有机硅涂料

GB�4806.9-2016

GB�4806.11-2016

GB�4806.10-2016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空⽓炸锅⻝品接触材料信息表
本产品符合相应⻝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品接触⽤材质及执⾏标准的符合性信息说明如下：

注：1、特殊说明：请严格遵守说明书及产品所附带资料使⽤产品。
��

2、本产品⻝品接触⽤部件包含在上表中，部分机型可能不含个别材料，以实际产品为准。

当您在空⽓炸锅中烹调含油量较⾼的⻝材
时，⼤量油烟将渗透到锅体中，油份会产⽣
⽩⾊的油烟，同时锅体可能⽐正常状态下更
热，这不会影响产品煎炸⻝材的最终效果。

正在烹调含油量较⾼的
⻝材

炸锅冒出⽩烟

锅体中还残留了上次使
⽤后的油污

⽩烟是由于油脂在锅体中加热⽽产⽣的，
确保您在每次使⽤后都正确地清洁锅体。

⽴即拔下炸锅插头。⿊烟表明⻝物正在燃
烧或存在电路故障，待烟雾清除后再拉出
锅体�。若不是⻝物烧焦的问题，请将产品

送检维护

产品异常或⻝物烧焦炸锅冒出⿊烟

新鲜薯条
烹炸效果差 烹炸⽅式不当 参考⾃制炸薯条

炸锅有塑料味 ⾸次使⽤现象
在⾸次使⽤时可能带有塑料味，这是正常现象
请空载执⾏⼀次薯条程序，以清除发热管上的

保护油及塑料味

产品错误代码⼀览

E1 E2 E3

NTC�开路 NTC�短路 超温

出现以上代码请将产品送售后点检修！

故障种类和处理⽅法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的⽅法

产品电源插头没有插上 将插头插⼊有接地的电源插座
还没有按开始键 设置完毕后按开始键，让产品开始⼯作
锅体没有放好 将锅体放回主机，让位开关接通

空⽓炸锅不⼯作

将⻝材分成⼩批放⼊，分成
⼩批可以让煎炸更加均匀

按温度加减键调节到所需的温度设置（参阅
“使⽤产品”⼀章中“设置”部分）

按时间加减键调节到所需的烹调时间（参阅
“使⽤产品”⼀章中“设置”部分）

烹炸的⻝材
没有全熟

烤架中的⻝材量太多

烹饪温度太低

烹饪时间太短

如果某些⻝材处于最上⾯，或者与其它⻝材
交叠（例如炸薯条），则需要在烹调过程的中
途翻动它们，请参阅“� �使⽤说明�”�⼀章中的

“设置”部分

某些⻝材需要在烹调过
程的中途进⾏翻动

⻝材在炸锅中未得
到均匀的煎炸

烹炸的⻝物
不松脆 ⻝物表⾯含油量低 在⻝物上刷少许油以增加其⼝感

⽆法将锅体正确的
滑回到产品中 烤架中的⻝材量过多 切勿让烤架中的⻝材量

超过锅体容积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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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条款：
本产品自购买日起提供一年的保修服务，保修起始日期以所购产品的发票日期为准。在家
庭正常使用情况下，非人为导致的破裂或损坏，购买者可带上保修卡、发票和损坏产品到
指定维修点进行维修服务。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属于免费维修范围：

(1) 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3) 无三包凭证及无有效发票的；

(4) 三包凭证与维修产品型号不符或涂改的；

(5)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2) 非承担三包维修者拆机造成损坏的；

保修期自购买之日的发票日期为准。
超过保修期或不属于免费维修的，本公司都竭诚为您服务。

保修卡：

10

环保清单

×

依据中华⼈⺠共和国《电器电⼦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管
理办法》规定要求，以下提供的是电器电⼦产品部件名称以
及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信息。

有毒有害限⽤物质或者元素含量PPM

部件名称

五⾦类

塑料类

喷涂类

玻璃类

电器类

包材料

其它部件

镉
(Cd)

铅
(Pd)

汞
(Hg)

六价铬
(Cr6+)

多溴联
苯(PBB)

多溴⼆苯
醚(PBDE)

×

×

X�：�表⽰该有毒有害物质⾄少在该部件的某⼀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26572-2011标准规
定的限量要求。

○：表⽰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2011标准规定的限
量要求以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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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司⽣产的产品其材料尽可能使⽤⽆毒⽆害产品，以上含有有害物质材料、物质或元素的部件皆
因全球发展⽔平及⾏业现阶段⼯艺⽔平限制⽽⽆法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替代，如遇技术及物质
材料升级，将持续更新说明书内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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