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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機  特  性  
 
資料銘牌貼在爐具上。茲依序將各種操作予以說明於後。並非所

有內容均與所購的機型有關，請自行選擇適用者。 

 
注  意  
 
1. 使用前，請先仔細詳讀本手冊，其中載有關安裝、使用    

及維護之安全的重要資訊。本手冊必須小心保存，以備

日後參考。  
2. 唯有按照現行規定妥善接地，始能保證本機的電氣安

全。務必確切遵守這些規定，如有任何疑問，即請熟練

技術人員仔細檢查電力系統。如因接地系統不良以致造

成損害，原廠概不負責。  
3. 接線前，檢查資料銘牌上所載的技術特性是否與電力系

統及瓦斯幹管完全相符。  
4. 確保電力系統及插座均有足夠可供輸送本機如資料銘牌

所示最大功率的適當能力。如有疑問，即洽熟練的技術

人員。  
5. 如果插座跟插頭不配，即更換成合用者，應請熟練技術

人員更換，同時也須檢查插座電線能否承受本機所消耗

的功率。  
6. 本機不使用時，須切斷電源、關掉總開關和關閉瓦斯。  
7. 如果本機的電纜受損，限由原廠認可的服務中心換修。  
8. 本機須照原訂用途使用（家庭廚房烹飪用）。  

若另作其它用途 (例如，對房間供暖 )並不妥當，因此有危

險。如因類似不當用途以致造成損害，原廠概不負責。  
9.使用任何電器時，均須遵守若干基本規則：  

A. 手或腳潮濕時切勿碰觸電器。赤腳時切勿使用電器。 
B. 避免使用延長線，或如不可避免時，須採取一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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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預防措施。  
C. 切勿直接拉扯電纜，試圖將它從插座拉出。 
D.   不得讓電器暴露在各種自然力(雨、陽光等)下。 
E.   切勿在無妥善照管的情況下，任由孩童或無行為能力人士

使用電器。 
 
10.清潔或維護本機前，須先從插座上拔掉插頭與關掉瓦斯

等來源。  
11.如發生故障或失靈情形，即關掉本機，關閉瓦斯栓，但切勿試

圖自行修理，必須交由認可的服務中心修理。始終堅持採用原

廠零件。如未遵守這些須知，可能對本機的安全造成危害。 
12.讓任何可能引起危險的機件保持安全是十分重要，尤其

是在孩童可能拿本機玩耍的場合。  
 
 
安裝須知  
 
負責安裝、調整及進行技術維護的熟練技術人員應詳閱以下

須知，確保這些作業均遵照現行規定，以最正確的方式完成。 
 
重要事項  
 
進行所有調整及維護作業前，須先拔掉本機的電源插頭。  
 
安裝規則  
 
瓦斯須由技術人員接裝，以確保瓦斯的供應正常和爐火燃燒

需經妥善調整。這些安裝程序儘管簡單，但郤需慎重處理，

而且對本機的良好運作十分重要。安裝方法必須專業，完全

符合當地現行法規。  
 
安裝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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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場所需充分通風，本機始可妥善運作。  
現場必須裝有抽油煙機或自動啟動式之風扇排煙系統。  
A. 現場必須有可供正常燃燒所需的空氣供應。  
B. 如果密集和長時間使用本機，可能需提供額外的通風。

在此情況下，可打開窗戶或增強抽風機的吸力。  
C. 液化瓦斯比空氣重，所以會沉積和停滯在低處。儲放液

化瓦斯桶的場所必須設有通往室外的開口，以便漏洩的

瓦斯能排出。  
 
安裝  
 
1. 安裝本爐具前應確保安裝位置須遠離易燃材料，必要時得按規

定對爐具周圍提供保護措施。 

2. 本機適合嵌入 3cm~4cm 之間的檯面 

3. 本機附近的廚櫃及鄰近櫃身都必須是可以耐熱的。特別是

貼皮的廚櫃所使用的塗膠需可以耐熱。如果塗層或黏膠

不耐熱，那麼此裝置狹窄部位的塗層可能會變形或脫落。 

4. 為避免背牆過熱，本機安裝位置需距

離牆壁 45mm~50mm 。（見 Fig2） 

5. 為避免油脂或水滲入爐面下，取出防

水條將背膠紙撕下後，將防水條貼於

面板背面四周處。（見 Fig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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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6. 取出固定片（見 Fig3-b）用螺絲（見

Fig3-c）將此固定於底座上，調整

螺將底座與檯面固定好即可。 

7. 將瓦斯接頭旋緊（墊片須放入接頭

與螺牙之間），並連接瓦斯管上緊管束。 

8. 將瓦斯筒開關打開，在瓦斯管與接頭周圍

塗上肥皂泡沫檢查不能有漏氣現象。 

9. 本機電源採交流電壓 110V(AC)，請將線

電源 (咖啡色與藍色接 110V，黃綠色接地) 連接到插頭上。 

10. 本爐具有安全熄火裝置，當外來或人為因素將爐火弄熄，此

爐具將自動切除瓦斯。 

電源線 

藍色 

棕色 

黃綠色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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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爐具在使用中請勿在附近噴灑化學藥劑，因高溫會對藥劑產生

變化甚至氣爆。 

※本爐具下方的抽屜或廚櫃內，不得存放易燃材料製成之物品。 

※請勿在爐具外殼底部 50mm 內存放物品。 

※爐具在點火時請勿觸摸火花。 

※請遵照說明書方式使用與安裝。 

※請使用爐具上標示的燃氣。 

※本爐具除烹調外不得當作其它用途使用。 

※啟用爐具點火時請確認已著火，關閉時請確認已熄火。 

※本爐不能在密閉空間使用。 

※請勿使用具腐蝕性清潔劑，擦拭或清理本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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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需特別注意重要事項：  

1. 將銅圈 (圖 Fig. 1-d)定位放

置好是很重要的。因此，須

正確使銅圈齒狀 (圖 Fig. 1-e)

與鋁底座 (圖 Fig. 1-a)的缺

口 (圖 Fig. 1-b)卡合。  

2. 對於配備安全閥的機型，需

要在爐火點著後，持續下壓

爐火開關旋鈕（H）約 10 秒鐘，這樣便會讓熱電偶達到

熱度，使瓦斯持續供應。【本安全功能主要是：當爐火因

風吹熄或被溢出的湯汁澆滅後，瓦斯會在短時間內被切

除，以避免瓦斯外漏的危險。】  

3. 鍋具、爐火之選擇：  

＊鍋具之選擇應配合爐頭大小來適中搭配。  

＊爐火之調整應適中，過大的火力將形成浪費。  

＊過大的平底鍋具將造成熱幅射反射至爐面與檯面上，此熱度

有可能影響到某些材質之檯面，因而產生龜裂現象，因此建議平

底鍋具的選擇其直徑請勿超過爐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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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本爐具爐面材質為不銹鋼瓦斯爐具，爐火分別為一口單圈中火、

一口單圈小火之二口安全爐具，在操作上與傳統瓦斯爐有些不

同，傳統瓦斯爐當您打開瓦斯旋鈕，點燃瓦斯爐火後即可繼續燃

燒馬上使用，但是此爐具因有安全熄火裝置，因此當您打開瓦斯

旋鈕點燃瓦斯爐火後，還要一直下壓此旋鈕數秒鐘，直到感溫棒

完全受熱才可放鬆此旋鈕，否則感溫棒在沒有完全受熱下會馬上

跳脫，造成瓦斯自動切除因而熄火。（請重新點燃瓦斯爐火，至感

溫棒完全受熱即可正常使用。） 
 

圖示說明： 
 
 
 

 

 

 

 

 
 

 

A：瓦斯爐火頭 B：爐架 C：瓦斯旋鈕 

E：感溫棒 D：點火頭 F：面板 

D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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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請選擇旋紐位置。 

2. 請輕壓此旋紐，旋轉到     位置。 

3. 請下壓此旋紐到最底部，（此時會有點火

動作、聲音，瓦斯因而點燃）當爐火點燃後請繼續下壓此旋紐數秒

鐘，直到感溫棒完全受熱才可放鬆此旋紐。 

4. 需要小火時請輕壓此旋紐，旋轉到    位置。 

5. 關閉爐火請輕壓此旋紐，旋轉到    位置且確認已熄火。 
 
 

 

爐具使用注意事項  

烹飪器皿應該放在爐架與爐頭之正上方，燃燒之火燄若超過

器皿底部將造成浪費，同時可能損壞手柄或使其過熱。 

 

在器皿和爐架之間請勿放置任何東西，如火燄撲滅器、石棉

毯等，否則會對本爐具造成嚴重損壞。 

 

請勿取下爐架將鍋具放在爐頭周圍使用，否則會使火燄聚集

一起而將熱源反射到玻璃爐面上。 

 
8 



請勿使用大器皿或重物，爐架會變形或將火燄反射到玻璃爐

面上。 

 
 

請將器皿放在爐頭中央放好，勿使器皿過偏。 

 
 

請使用本爐具所提供之爐架。 

 

 

爐具的調整  

 
A1) 更換爐嘴： (圖 Fig.13)（因機型而異）  

1. 取下爐架，爐蓋及爐座。  
2. 提起爐具面板。  
3. 旋下螺絲 “F”和退出管件 “R”。  
4. 旋下爐嘴 ”U”，換成適用該種瓦斯的爐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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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空氣調整：  
空氣調整須在燃燒器已點火並將爐火開到最大的情況

下進行。將螺絲 “F”放鬆，利用圖 Fig.14 上的 R 套管

來調整燃燒器的空氣，當 ”X”開口愈大，所得的空氣愈

多，請調整至適當位置。完成調整時，將螺絲 “F”固定

於套管 “R”上。  

 
範例 (圖 Fig.C)：  
 
A. 空氣過量時的爐火：此時爐火小而稀薄。將圖 Fig.14

之套管 R 往前移。（X 值變小。）  
B. 空氣不足時的爐火：此時爐火不規則並帶黃色條

紋。將 Fig.14 之套管 R 往後移。（X 值變大。）  
C. 正常爐火：顏色為淡藍色。Fig.14（X 值正常。）  

F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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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  

等待爐具冷卻後再拆卸或清潔，用一塊布以溫肥皂水清潔面板，

此方法效果最佳，盡量避免使用清潔粉及清潔劑，必要時請用柔

性清潔劑，為了去除頑垢可使用塗上肥皂水的鋼絨刷。  

當須要進一步拆卸清洗爐架、爐頭與瓦斯旋鈕時，請垂直向上提

起其各別配件，此配件可在水龍頭下沖洗，瓦斯旋鈕是塑膠材質，

禁止用鋼質或較硬之材質刷洗，爐頭部份因分佈細小瓦斯孔，沖

洗完畢請去除孔內之水份後擦乾，所有配件清洗後請依序放回定

位。(為了爐具乾淨請每次烹調後請確實清理爐面，如此可防止長

期的污垢，因難以清理而傷害爐面之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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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項目 原因 排除方法 

爐頭點不

著 
1.新安裝時瓦斯管路有空氣。 
2.管路堵塞。 
3.瓦斯筒壓力調節閥故障。 

將空氣排出。 
檢查和清除。 
更換。 

點著後又

熄火 
1.點火時下壓動作不確實。 
2.安全熄火裝置故障。 
3.外來因素(風、水)弄熄。 

瓦斯旋鈕確實下壓到底。 
聯絡維修人員。 
改善外來因素。 

爐頭底下

有火 
1.爐頭混合管路堵塞。 
2.瓦斯壓力過大。 

取出爐頭檢查和清除。 
檢查調節器壓力，必要時

調整之。 
點火有爆

炸聲 
瓦斯壓力過大。 檢查調節器壓力，必要時

調整之。 
紅火 1. 瓦斯壓力過低。 

2. 爐頭髒。 
3. 瓦斯管太長。 
4. 瓦斯筒壓力調節閥故障。 

更換瓦斯筒。 
清洗。 
縮短。 
更換。 

沒有點火

火花 
1.無電源輸入。 
2.點火器故障。 
3.點火頭故障。 

檢查插座。 
聯絡維修人員。 
聯絡維修人員。 

 

維修電話： 

台北 (02)2941-6382 台中 (04)236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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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號 H30NV/IX          
品    名 檯面雙口瓦斯爐 

燃氣種類 
NG1 
1.5kPa 

燃氣總消耗量 4.1 kW  

燃氣消耗量 
大火 2.6 kW   
小火 1.5 kW    

額定電壓 110V 
頻率 60Hz 
消耗功率 0.6W 
熱效率 43% 以上 
製造年月或批號 標示見機體上 

製造廠商名稱 ILVE S.P.A. (ITALY) 
生產國別 ITALY 
進 口 商 民夏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 82 號 1 樓 

電         話 02-29416382 
認證號碼    TA0943136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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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02) 2941-6382  FAX: (02) 8668-8974
	C. 切勿直接拉扯電纜，試圖將它從插座拉出。
	D.   不得讓電器暴露在各種自然力(雨、陽光等)下。
	E.   切勿在無妥善照管的情況下，任由孩童或無行為能力人士使用電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