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酒櫃使用手冊

❖本產品不適用於無行為能力者（包括兒童）在沒有成人或在監督人監督的
情況下使用，以免使用不當。
❖使用前請詳閱本使用手冊。
❖產品保固服務只針對酒櫃本身而非儲存至酒櫃的內容物。

重要安全警告
在使用電器時， 應當遵守以下基本的注意事項以減少發生火災， 觸電， 和
造成人身傷害的風險， 出於安全因素考慮即使您已經非常瞭解本產品， 也請仔
細閱讀所有說明。
1.本產品是專門用來儲存酒的，
。請嚴格按照本手冊的規定使用本產品，
。將產品
用於本說明書推薦之外的其他用途可能會引發火災

觸電或人身傷害。

2.身體， 感官或心智不全的人士不適宜使用本產品， 缺乏使用經驗和自我意識
的人士同樣不適宜使用，
。若此類人士需要使用， 需要有能對其安全負責的人
士在場監護。
3.電氣設備不是玩具！請將本產品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4.應當監護兒童以確保他們不會擺弄本產品在電器上或附近玩耍， 或者把玩控
制按鈕，
。將電源線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切勿將電源線懸掛在放置本產
品的桌子或操作臺的邊緣。
5.為防止觸電

切勿將本產品

電源線或插頭浸泡在水中或者灑上任何液體。

6.不使用本產品或要將其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以及進行清潔之前， 請
拔下電源插頭。
7.如需切斷本產品電源， 請握住插頭， 將其從牆壁插座中拔出即可，
。切勿通過
拉扯電源線的方式拔出插頭。
8.警告， 請將產品遠離能產生火花的物質，
。切勿在存在爆炸和/或可燃煙霧的環
境中操作本產品。
9.切勿將本產品或其任何零件放在靠近明火
10.如果產品的電源線或插頭已經破損

烹飪或其他加熱產品的地方。

產品發生故障或者以任何方式掉落或

受損， 切勿繼續使用產品，
。如果電源線破損， 必須請製造商或者經授權的服
務中心或類似合格人士進行更換

以免發生危險。

11.請勿使用延長導線連接電器與電源

使用非製造商推薦的部件可能會發生

危險。
12.請將本產品放在乾燥

水準的表面上。

13.如果外殼被取下或者破損

切勿操作本產品。

14.如果交流輸出插座， 接受器）和插頭連接鬆弛可能會造成插頭過熱， 甚至變
形。需聯絡合格的電工更換鬆弛或者磨損的插座。
15.請將本產品放在遠離太陽光照射和有熱源， 火爐， 加熱器， 暖氣片等）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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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警告

本產品無氟氯氰和氟化氫

含有少量異丁烯(R600a)

這是一種環境

友好的製冷劑。本產品在運輸和安裝過程中必須注意不得損壞製冷系統中
的任何零件。洩露的製冷劑可能燃燒和損傷眼睛。
如果出現任何損壞， 避免明火和可能發生火花的任何物品， 切斷電源， 將放
置本產品的房間通風幾分鐘

並且聯絡諮詢服務部門。

17.產品中的製冷劑越多， 安裝本產品需要的空間就越大，
。如果製冷劑洩漏， 而
且產品放在小型的房間中， 就會有易燃氣體聚集的危險，
。每 8 克製冷劑至少
需要 1 立方米的空間。產品中製冷劑的量已在產品內側的參數標牌上做出
說明。
18.警告， 器具周圍或在嵌入式結構裡無阻礙物， 保持通風通暢，
。 如果由於錯
誤使用本產品或者由非合格人員維修本產品導致任何損壞
任何責任。在這種情況下

本公司不承擔

保修擔保或任何其他責任申索均不適用。

19.警告， 除了製造商推薦之外， 不得使用機械設備或其它方式加速除霜過程，
。
20.警告， 不得損壞製冷回路，
。切勿在製冷回路破損的情況下繼續使用本產品，
。
21.警告， 除了製造商推薦使用的類型外， 不得在器具的食品儲藏室內使用電器，
。
22.警告， 為了避免由於器具固定不穩導致的危險， 必須根據說明書的要求來安
裝固定。
23.不要在產品內儲存爆炸性物質

如含有易燃推進劑的氣霧罐。

24.Dometic 酒櫃設計用於家用和類似的用途， 如商店， 辦公室和其他工作環境
的員工廚房， 農舍和在酒店， 汽車旅館和其它住宅類型環境中的場所， 起居
室和早餐場所

餐飲和類似的非零售應用場所。

25.切勿嘗試自行維修或更換產品中的任何零件， 本說明書中特別推薦的除外，
。
所有其他維修服務應當由合格技術人員執行。
26.除授權服務人員之外

任意對酒櫃進行修改或拆修會使酒櫃無法享有原廠

保固。
27.維修結束之後

開始操作之前必須把所有拆下的面板安裝回原處。

28.酒櫃在移動和安裝時， 需要兩名或多名人員，
。不這樣做容易導致背部受傷或
者其他損傷。
29.切勿使用易燃液體清潔本產品的零件，
。這些煙霧易引發火災或者爆炸，
。並且
不要在本產品附近或任何其他產品上存放或使用燃氣或者其他可燃蒸汽或
液體。其煙霧會造成火災或爆炸。
30.切勿用濕手連接或拔出電源插座。
31.建議為酒櫃提供獨立的電源插座

不要使用延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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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如果選擇的型號附鎖

請勿將鑰匙放在酒櫃周圍或者放在兒童可以接觸到

的地方。

警告：為了降低發生火災、觸電或者人員受傷的風險，請在維護保養之前拔下電源
插頭或者切斷產品電源。

請妥善保管此使用說明書如果您遇到任何問題， 請查閱本說明書後面的故
障排除指南，
。指南中列出了幾項常見的疑難狀況， 可視情況自行操作排除故障
或。
一、廢舊電器的報廢處理
請妥善處置本產品的包裝，
。確保任何塑膠包裝材料， 袋子等均得到安全的
處置

並且放置在嬰兒和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注意窒息危險！
製冷設備必須採取專業適當的方法， 按照當地現行之適用於您擁有的舊產

品和新購買之產品在到達使用壽命時的環保法律法規進行妥善報廢處置。
警告， 請確保已磨損的舊電器在報廢處置之前， 先拆掉門， 拔下插頭， 切斷電
源線， 拆下或者破壞任何鎖扣或緊固螺栓， 使產品不能再繼續使用，
。這
樣做， 可以保護兒童， 讓他們在玩耍時不會被困在產品中或者不會受到
任何其他形式的危險，
。切勿將本電器丟置在垃圾場， 因為酒櫃的絕緣材
料中的環戊烷和製冷回路中的製冷劑(R600a)都是易燃的。
二、報廢處理說明：
1.切勿將本產品丟棄在垃圾箱中或者與一般家庭垃圾一併處置。
2.切勿損壞製冷劑回路
3.本產品包裝上的

特別是本產品後面/底部的熱交換器。

符號說明本產品不能按照一般家庭垃圾的處理方法處

置， 而是應當交給電氣電子商品回收點進行處理，
。正確處理本產品有助於環
保， 和人類的健康，
。處理不當會對健康和環境造成危害，
。更多有關產品迴圈
的資訊

可在市政廳

垃圾收集部門或者您購買本產品的商店中獲得。

三、產品特點
1.單溫區

雙溫區嵌入式或者獨立式安裝。

2.連續可調式電子溫度控制：具有數字顯示器和觸控輸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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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個儲藏室的溫度都可以在 5℃至 22℃， 41℉至 72℉）之間進行設置， 並且
溫度可以按華氏度或者攝氏度顯示。
4.可以為紅葡萄酒/白葡萄酒/汽泡酒設定長期適合葡萄酒成熟的儲藏溫度或者
特殊的最佳飲用溫度。
5.動態壓縮機製冷技術通過空氣迴圈確保溫濕度分佈均勻。
6.柔和的白色 LED 照明燈帶有開/關控制可切換運行模式和展示模式及保持關
閉狀態。
7.具有開門提示和故障報警系統。
8.溫度記憶功能， 如果電力中斷， 功率驟增， 斷路器跳開等）後重新恢復電力，
本產品會自動按照最後一次溫度設置點運行。
9.自動除霜

除霜水於內部循環調節酒櫃內溼度。

10.採三層抗 UV 玻璃門， 可以保護您的酒免受紫外光照射， 凝結少， 噪音低，
可以創造誘人的展示效果。
11.黑色金屬外殼和黑色塑膠內襯可以終身使用， 可靠性強，
。黑色內襯可以防止
過度的光照破壞葡萄酒成熟。
12.不銹鋼框架玻璃門
13.除 ST7 型號外

配有不銹鋼把手。

其它型號為拉出式櫸木實木隔架

可以最大限度的靈活容

納各種尺寸酒瓶。
14.全系列酒櫃使用環保性製冷劑和泡沫絕緣氣體。
15.除 ST7 型號外

其它型號均附附安全鎖系統

帶鑰匙。

四、酒櫃安裝-使用之前
1.拆除所有內部和外部包裝，
。用柔軟的布料沾溫水清潔內表面，
。開始時， 產品
可能存在一些殘留的氣味

但是隨著製冷運行

這種氣味會逐漸消失。

2.在將酒櫃連接到電源之前， 請將本產品靜置至少 2 至 4 小時，
。這樣可以避免
製冷系統， 冷煤）由於運輸過程中的搬運而導致發生故障的可能性，
。在此期
間

建議您敞開酒櫃的門

可以順便消除酒櫃裡面殘留氣味。

3.本產品所使用的門可以從左右兩側打開，
。進口時皆為左側開門的形式，
。如您
希望從右側打開， 可致電進口商， 大悲國際有限公司」售後服務部門可為您
提供更換酒櫃門開向的服務（此服務需付費）。
4.把手請安裝在酒櫃預設的螺絲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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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1.本系列產品設計為嵌入式
2.警告

獨立式陳列通用。

本產品只可以在室內使用。切勿在戶外存放或安裝本產品。

3.警告， 本產品不可以安裝在洗衣房內，
。注意避免將本產品安裝在潮濕的區域，
。
4.將您的產品放在平坦且足以支撐本產品的地板上，
。調整酒櫃底部的水平調節
腳座使酒櫃保持水平。
5.崁入式安裝， 建議產品左右兩側均留出 5mm 的空間，後方則留意插座深度
即可， 以方便需要保養服務時方便移出，
。特別注意產品前面下方通風孔處切
忌不能以任何方式覆蓋或者屏蔽住。
6.不要將酒櫃放在陽光直射和接近熱源， 火爐， 加熱器， 電暖氣…等）的地方，
。
陽光照射可能會影響酒櫃箱體表面的烤漆塗層
量。在溫度過低的環境下

而熱源則可能會增加耗電

也有可能會造成本產品不能正常運行。

7.將酒櫃插頭插入專用的， 容易使用的插座中，
。如發生電源或接地的任何問題，
應當求助合格水電工或者本公司授權之特約維修服務中心。
8.重要提示：高溫和高濕度氣候，
。在濕度高的時候， 玻璃門的外表面上可能會
發生凝露現象， 此為正常現象，
。這種凝露會在濕度降低時自動消失，
。為防止
發生凝露現象

建議將酒櫃安裝在通風充足

乾燥或有空調的空間內。

警告：安裝產品時, 請確保插座或電源開關易於觸及以便於日後維修與保養。

六、嵌入式陳列安裝說明
安裝時請確保不要堵塞產品前面的通風孔，
。同時確認酒櫃前方散熱孔至少
有 300 平方公分的面積， 這樣熱氣才可以順利地從電器底部排出， 否則將導致
酒櫃無法散熱

最終致使產品耗電量大。

注意：將產品推入櫃內時

請確保不要纏住產品的電源線。

七、酒櫃整體嵌入式安裝說明
當酒櫃被整體嵌入式安裝時, 整個酒櫃將全部被門遮住， 酒櫃的散熱僅能
依賴櫥櫃內預留的散熱對流的空氣孔， 酒櫃產生的熱空氣從櫥櫃底部預留的通
風口進入， 然後從櫥櫃的背面排出，
。通風口的面積要求至少有 200 平方公分，
。
警告：為了使酒櫃能夠正常運作， 廚櫃底部通風口一定要保持暢通以利酒櫃熱
氣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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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酒櫃半嵌入式安裝說明
安裝時請確保酒櫃下方散熱孔前不要堆放任何東西阻礙酒櫃散熱，
。同時在
安裝前請檢查酒櫃安裝的位置， 以確保酒櫃玻璃門開啟的迴轉半徑無任何阻礙
物

能夠順暢開關。

注意：請勿使用延長線將酒櫃連接到電源上，
。延長線不能保證達到產品的安全
要求(例如存在過熱風險)。另切勿將本產品連接到變頻器上

也不能使

用轉換插座進行連接， 因為這些設備可能會損壞產品的電氣元件，
。電線
必須安全地放在產品後面， 不能隨意擱置或者懸掛放置而不提供任何保
護

且本產品必須接地。

ST7 把手安裝圖示

S17G、S42GS、S46G、SS40DD、S118G 把手安裝圖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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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酒櫃的操作及按鍵說明
在第一次使用酒櫃或者在酒櫃長期斷電之後再次啟動時， 所選擇的溫度會
與 LED 數字顯示器上顯示的溫度發生一定程度的偏差。這是屬於正常現象。
酒櫃運行幾個小時後

各項指標便會恢復正常。

如果插頭被拔出， 斷電或者關閉， 在重新啟動之前， 您必須等待 3 至 5 分
鐘時間。如果您試圖在此時間之前重啟

產品可能不能啟動。

單門單溫式酒櫃 ST7、S42GS 控制面板

單門雙溫式 S17G、S46G、S118G 控制面板

雙門雙溫區 SS40DD 控制面板

顯示上溫區；

顯示左溫區；

顯示下溫區

顯示右溫區

溫度顯示控制
單溫酒櫃在第一次通電時， 會啟動出廠默認的溫度 12℃(54℉)，
。雙溫酒櫃
上/左溫區的出廠設置溫度為 10℃(50℉)
可根據實際需要按

鍵來設置溫度，
。當第一次按這兩個鍵時， 顯示
鍵按一次， 溫度就會增加 1℃/1℉，

器會顯示之前設置的最後一個溫度，
。
或者如果您按

鍵一次

而下/右溫區則為 16℃(60℉)。

溫度就會下降 1℃/1℉。顯示器在您設置過程中

會一直閃爍，
。當溫度設置完成之後， 顯示器會自動恢復顯示櫃內實際溫度，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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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查看設定溫度， 可按

或

按鍵一下， 顯示器數字會顯示所設定

“閃爍”5 秒後恢復顯示櫃內實際溫度。在正常使用過程中

的溫度

酒櫃的溫

度顯示器會顯示酒櫃內實際溫度，
。但若發生下列情況溫度顯示器會閃爍且警報
聲會響起
1. 正在設置不同溫度。
2. 酒櫃內的溫度與設置溫度相差超過 5℃以上。
3. 同一時間放入過多物品。
4. 門沒有妥善關好時。
5. 酒櫃溫度顯示器故障。
注意：當酒櫃溫度顯示器閃爍且警報聲響起時， 請確認酒櫃內溫度是否因故升
高， 避免因高溫而影響酒櫃內所儲藏的酒，
。一旦酒櫃重新達到設置溫度，
警報器就會停止

且相關溫度顯示器也會停止閃爍。若想關閉謷報聲

可以按一下電源

鍵關閉警報器，
。警報聲就會停止，
。但溫度顯示器

仍會繼續閃爍， 直到異常狀況排除為止後恢復正常，
。上下溫層式的酒櫃
如 S17G、S46G、S118G 在設置溫度時下酒櫃溫區設置的溫度必須比上
酒櫃溫區設置的溫度高或者相同，
。為了達到酒櫃使用的最佳性能， 兩個
溫區的設置溫度建議至少相差 4℃。
照明燈(LIGHT)
按

：

標誌的開關控制酒櫃內部照明，
。照明燈另可選擇二種工作模式，
。

預設模式為省電模式， 照明燈只會在門開啟時亮燈，
。另一種為展示模式， 展示
模式主要是為了酒櫃在展場陳列展示需要而設計的，
。此模式會關閉壓縮機和所
有風扇功能， 僅內部照明燈和顯示面板會正常運作，
。如需啟動展示模式， 同時
按住

鍵至少 5 秒鐘時間， 此時指示燈會閃爍 5 次， 確認展示

和

模式已經開啟，
。重複執行上述步驟，可以退出展示模式。本系列酒櫃照明燈為
LED

如需更換或維修 LED 照明燈請聯繫大悲國際有限公司售後服務部門或

者其它通路平台及經銷商。
注意：本產品只可以使用由大悲國際提供的 LED 燈。
電源(POWER)

：
此鍵 5 秒鐘，
。如需開啟酒櫃電源， 請按

如需關閉酒櫃電源， 請按住
此鍵 1 秒鐘。

住

注意：酒櫃門開啟時間超過 60 秒鐘
鍵

警報器就會響起。關門或者按一下電源

都可以關閉警報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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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記憶功能
如果需要暫時性關閉電源

酒櫃會自動記憶最後一次操作的溫度設置。

動態氣候及靜音模式
動態模式可以使酒櫃內部的相對濕度和溫度分佈均勻， 這樣您就可以在相
同的最佳環境中保存您所有的酒類，
。如果您希望用本產品長期儲存酒類， 必須
選擇動態氣候模式，
。此模式可以在酒櫃中模仿自然酒窖， 創造持續的儲酒的氣
候環境。
在動態氣候模式時， 即使已經達到設置溫度， 內部風扇可以使內部空氣均
勻迴圈，
。動態氣候模式不是工廠預設模式， 會產生噪音，
。如需改為動態氣候模
式， 按住下

鍵大約 5 秒鐘即可， 此時酒櫃發出 5 次蜂鳴聲， 確認動態氣

候模式已經開啟，
。如需轉回靜音模式， 按住上
酒櫃發出三次蜂鳴聲

鍵大約 5 秒鐘即可， 此時

確認靜音模式已經開啟。

噪音
本產品是通過壓縮機製冷的，
。壓縮機在壓縮製冷劑的迴圈中會產生噪音，
。
即使當壓縮機停止運行， 因為溫度和壓力變化而產生的噪音也是不可避免的，
。
在壓縮機啟動的瞬間

運行噪音最大

但是隨著運行的穩定

噪音會減小。

當酒櫃發出下列幾項噪音其實正常噪音
1. 汩汩聲

是製冷劑在製冷迴路中流動產生的。

2. 嗡嗡聲， 這是由壓縮機的電機產生的， 在壓縮機啟動的時， 這種噪音在短時
間內會變得比較大。
3. 嘎吱聲

產品內部材料膨脹時產生。

4. 風扇聲

空氣在產品內部流動時產生的。

不正常的噪音往往是由於安裝不正確產生的，
。在任何時候， 製冷管路不可
以與牆壁， 傢俱和其它管路相互接觸，
。當產品是安裝在敞開式廚房或隔牆內時，
噪音會感覺更明顯。這是由於周圍的環境產生的而不是產品本身的問題。
每個人對噪音的感覺與產品安裝的環境和產品的種類有關， 我們的產品是
採用最新的技術嚴格按照國際電器標準生產，
。但是請記住壓縮機發出的噪音以
及製冷劑在系統內流動的聲音是不可避免的。
除霜/濕度測定/通風
Dometic 系列酒櫃具有自動除霜設計。在壓縮運轉週期停止過程中

後壁

後面的蒸發器可以自動除霜，
。除霜後的水會由酒櫃後壁的排水通道收集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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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餘的水通過排水管流入壓縮機上面或旁邊的接水盤中，
。酒櫃的排氣管或壓縮
機產生熱量， 將接水盤中收集的除霜水自動蒸發掉，
。留下的水分收集在酒櫃內
部， 用於提供酒櫃所需濕度，
。此系統可以在酒櫃中產生讓軟木塞保持長期密封
效果所需的適當濕度，
。由於酒櫃關上時並非處於完全密封狀態， 新鮮空氣可以
通過排水管進入，
。空氣由一個或多個風扇驅動， 通過中空的酒架在酒櫃內流通，
。
注意：如果產品在溫度很高或濕度很大的地方頻繁開門， 水汽會大量聚集在蒸
發器上變成霜。如果產品的自動除霜設計不能在 24 小時內將霜清除乾
淨

則需要進行手動除霜。

酒架與酒瓶存放
警告：切勿同時拉出兩個及以上酒架以防止產品傾倒和酒瓶掉落。
警告：為了防止酒瓶從酒架上掉落
警告：為防止損壞門封

切勿將酒架拉出超過緊急止處。

請注意當拉出酒架時

需確保櫃門完全打開。

警告：切勿在酒架的任何部分覆蓋鋁箔或者任何其它可能妨礙酒櫃中充分空
氣流通的材料。
酒櫃所有酒架均採用拉出式設計， 為了便於拿取存放的酒瓶， 可將酒架拉
出大約 1/3。酒架設計有緊急止位功能

可以防止酒架被拉出太多而使得酒瓶

從酒架上跌落，
。許多酒瓶的尺寸和外形都不相同， 因此能存放的實際瓶數可能
會發生變化，
。在存放傳統標準的 750 毫升波爾多酒和多層疊放時， 儲存酒瓶的
容量會接近最大。請留意下列注意事項
1. 如果沒有足夠的酒放滿酒櫃

最好在整個酒櫃內均勻擺放

避免“都在上

面”或者“都在下面”的擺法。
2. 取下或者重新安排可調節酒架的位置， 以便容納更大尺寸的酒瓶， 或者在必
要時通過重疊堆碼放置的方法增加儲酒的容量。
3. 酒瓶需與櫃壁保持一些間隙， 從而讓空氣流通，
。與地下自然酒窖一樣， 空氣
流通對防止發黴和保持酒櫃內的溫度均勻一樣重要。
4. 為了方便空氣流通

切勿過度增加儲酒數量。

5. 避免阻礙內部風扇(位於酒櫃後壁內)。
6. 將酒瓶臥放。
7. 為了避免交叉污染

切勿將其它非葡萄酒儲藏在該產品內。

8. 只能儲藏未開封的酒瓶。

․

10 ․

維護與保養
酒櫃在維修和清潔時務必移除電源插頭， 如不拔下電源插頭， 會導致觸電
或帶來其它人身傷害。
拆卸酒架
1. 如需從酒櫃內將酒架拆下
方時

可以移動酒架到使酒架的凹槽正處於塑膠柱下

將其抬起拿出即可。

2. 按相反的循序執行上述步驟可以將酒架重新安裝回原位。如果是裝配了滑
軌系統的型號

請前後移動滑軌使其與酒架正確嚙合。

濕度控制
Dometic 全系列酒櫃設計皆可維持酒櫃穩定的濕度。但在特殊環境或非常
乾燥的情況下， 即必須在酒櫃中的濕度盒內加一些水，
。以增加酒櫃內的溼度，
。
但臺灣位屬亞熱帶地區

環境多屬悶熱

․

潮溼酒櫃內的加溼盒就用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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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碳空氣過濾器（S17G、S46G、S118G）
活性碳空氣過濾器需要每年更換一次為常耗性零件，
。可向進口商大悲國際
有限公司售後服務部門購買，
。更換方式為抓緊活性碳空氣過濾器， 順時針或者
逆時針旋轉 90°便可將其拆下，
。垂直插入新的活性碳空氣過濾器，
。順時針或者
逆時針旋轉 90°

直至活性碳空氣過濾器卡住。

門鎖（ST7 酒櫃不含門鎖）
鑰匙就在使用手冊的塑膠袋裡，
。將鑰匙插入鎖裡面， 逆時針轉動鑰匙， 便
可打開酒櫃的門鎖，
。如需鎖門， 只要按相反的順序操作即可， 但是需要確保金
屬銷完全插入。取下鑰匙

將其放在安全的地方妥善保存。

節能提示
1. 產品應當安裝在房間內最陰涼的地方

遠離發熱產品

避免陽關照射。

2. 確保產品通風充分。切勿覆蓋通風口。定期清潔冷凝器上的灰塵。
3. 只在必要時開門

且開門時間要儘量短。

4. 有條理地存放酒瓶。
5. 切勿在本產品中裝入過多物品

從而讓空氣可以自由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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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故障

原因

修復方法

酒櫃不運轉

• 酒櫃未連接電源。
• 酒櫃電源未開啟。
• 酒櫃斷路器跳閘或者保險絲燒壞。

• 連接並打開酒櫃電源。
• 打開酒櫃電路斷路器或更換保險絲。
• 與進口商大悲國際客服部門聯繫。

酒櫃不夠冷

•
•
•
•
•
•
•

酒櫃溫度設置不正確。
室外溫度需將產品設置為較低的溫度。
酒櫃開門頻率過高。
酒櫃門沒有關好。
酒櫃門封膠條不能妥善密封。
酒櫃冷凝器太髒。
酒櫃通風孔被堵住或者太髒。

•
•
•
•
•
•
•

檢查酒櫃設置的溫度。
調低酒櫃設置溫度。
沒有必要時，請勿打開酒櫃門。
請將酒櫃門關好。
檢查酒櫃門封條，進行清潔或更換。
如有必要，清潔酒櫃冷凝器。
清除散熱孔前方阻礙物，並清潔灰塵。

酒櫃開啟過於
頻繁

•
•
•
•
•

室溫高於平均溫度即室溫過高。
在酒櫃內放入過量酒瓶。
酒櫃開門過於頻繁。
酒櫃門沒有完全關閉。
酒櫃門封不能妥善密封。

•
•
•
•
•

將酒櫃安裝在陰涼的地方。
讓酒櫃運行多一會，直至達到設置溫度。
如無必要，請勿常時間打開酒櫃門。
將酒櫃門妥善關好。
檢查酒櫃門的密封條，進行清潔或更換。

酒櫃照明燈不亮

• 酒櫃沒有連接電源。
• 酒櫃斷路器跳閘或者保險絲燒壞。
• 在酒櫃控制面板上關閉了照明燈功能。

• 將酒櫃連接到電源上。
• 打開酒櫃斷路器或者更換保險絲。
• 打開酒櫃照明燈功能。

酒櫃振動輻度大

• 酒櫃放置未依照水平放置。

• 調整酒櫃的可調節箱腳，使酒櫃平衡。

酒櫃不斷發出
噪音

當酒櫃壓縮機內製冷劑流動時可能會產生噪音，這是正常的。在每個迴圈結束時，都可能會聽到酒
櫃中製冷劑流動發出的咕嚕咕嚕聲。如果溫度發生波動，內部材料收縮和膨脹也有可能引起劈啪的
聲音。
• 酒櫃放置未依照水平放置。

• 使用可調節箱腳調整酒櫃的水平度。

門不能正常關閉

•
•
•
•

酒櫃未依照水平放置。
酒櫃更換開門方向之後門體安裝不當。
酒櫃門封條太髒。
酒櫃酒架滑出原位。

•
•
•
•

當酒櫃顯示
E1、E2、E3
E4、E5、E6、E7
的錯誤

•
•
•
•
•

“E1”和“E2”表示空氣溫度感測器故障。
“E3”和“E4”表示除霜感測器故障。
“E5”表示除霜加熱器故障。
“E6”表示電磁閥故障。
“E7”表示門開關故障。

• 請致電進口商大悲國際客服部門聯繫。

酒櫃發出警報聲
溫度顯示器閃爍

• 開門時間是否超過 60 秒？如果沒有，，則
溫度升降已經超過或低於設置的溫度。
這種情況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 酒櫃的門打開得過於頻繁；
• 酒櫃通風孔被雜物覆蓋住或者太髒。
• 長時間斷電。
• 在酒櫃中一次性放入的瓶數過多。

•
•
•
•

溫度顯示螢幕出
現， --」溫度顯示
器不斷閃爍

• 酒櫃顯示溫度超出範圍。

• 溫度顯示器顯示的溫度範圍為：0~99℉/9~37℃。如果溫度超出此範圍，就會顯示
圖示“--”。這是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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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調節箱腳調整酒櫃的水平度。
檢查酒櫃門鉸鏈並重新正確組裝。
清潔酒櫃門封條。
檢查酒櫃酒架並重新安裝妥當。

如果是，將酒櫃關上即可。
沒有必要時，不要頻繁的開啟酒櫃門。
清除散阻礙物，清潔灰塵。
讓產品運行一會，直至達到設置溫度。

保固說明
Dometic 酒櫃全系列產品保固一年。酒櫃如發生異常損壞

請與進口商大

悲國際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門聯繫。
維修或保養產品時

請出示以下資訊

1. 帶有購貨日期的發票影本。
2. 當初購買人姓名

酒櫃配送地址

當初收貨人電話。

3. 酒櫃故障原因說明。
保固除外說明：

1. 自行移動酒櫃陳列位置而在運輸或搬運過程中造成的損壞。
2. 酒櫃損壞源於不正確使用或用於非使用說明書中規定的用途。
3. 酒櫃使用不當造成電源的損壞。
4. 因停電造成的損壞。
5. 因自行移動酒櫃位置在安裝過程中安裝不當造成的損壞。
6. 自行拆修或由非進口商授權之維修服務中心進行拆修後的酒櫃。
7. 因不可抗拒力

火災或其它自然災害造成的酒櫃損壞。

8. 酒櫃未經進口商同意而隨意進行修改。
9. 耗材性零件如燈
10.因酒櫃缺陷

層架或塑膠件。

故障所造成對儲存的葡萄酒或其它儲藏物的損壞皆不在保固

中。
注意：酒櫃進口商有權對酒櫃保固條款和規格進行異動而不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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