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磨⾖豆機

CG-7310

使⽤用說明書



⼀一. 產品介紹

1. 主機機⾝身

2. 透明上蓋

3. 電源開關按鈕

4. 304不鏽鋼磨⾖豆槽

5. 304不鏽鋼⼑刀頭


額定電壓﹕AC110V/60Hz
額定功率﹕２00W
⽣生產國別﹕中國



⼆二. 性能特點

1. 俐落落不鏽鋼機⾝身外觀。

2. 304不鏽鋼磨⾖豆槽、⼑刀片。

3. 最⼤大⾺馬⼒力力27000rpm。

4. 咖啡⾖豆、中藥材、乾香料等多⽤用途研磨。

5. 單鍵開關操作簡單。

6. 透明上蓋隨時觀察研磨進度。

7. 橡膠防滑底座。

8. 杯蓋電源安全機制。

9. ⾺馬達過熱斷電裝置。


三. 使⽤用⽅方式

1. 將主機放置於平坦安全的位置。

2. 根據個⼈人的需要，將咖啡⾖豆、中藥材、乾香料
等倒入磨⾖豆槽中，所加食材不可超過不鏽鋼磨
⾖豆槽，以最多50公克最佳。


3. 插上電源線插頭，接通電源。蓋上透明上蓋，
按住電源開關按鈕，啟動機器進⾏行行研磨。


1. 為延長產品壽命，連續使⽤用機器不要超過60
秒，⼆二次使⽤用間隔時間不要少於10分鐘。


2. 食材研磨到您所要粗細後，放開電源開關，拔
下電源插頭，打開透明上蓋，將磨好的食材粉
末倒入您的收納容器內。




3. 研磨五穀時候建議先將這些食材炒⼀一下，⼀一則
可以充分去除⽔水分，⼆二則研磨成粉之後沖泡食
⽤用更更有利利於腸胃的吸收。


4. 建議不要研磨含油性的食材或脂肪的食物，如
花⽣生、堅果、⾁肉類。


5. 研磨有強烈味道的食物，如辣椒、香料後請立
即⽤用乾淨的刷⼦子或者⽑毛⼱巾、紙⼱巾清潔乾淨，以
免影響下次研磨時帶上異異味。


6. 透明上蓋髒污，有粉末或者沒有蓋緊，都有可
能導致本產品的電源開關卡住⽽而無法通電，請
務必保持本產品的整潔。


四. 保養和維護

1. 在清潔本產品前，請務必將電源插頭拔下來來。
為避免導致觸電請不要將電源線、插頭或機器
浸入⽔水或其他液體中。


2. ⽤用⽔水和中性的洗滌液清洗上蓋，洗完後請晾
乾。不能將機器放入液體中清洗，也不能將⽔水
倒入研磨杯內清洗。


3. ⽤用乾淨的刷⼦子或者⽑毛⼱巾、紙⼱巾清潔磨⾖豆槽。

4. ⽤用⼀一塊柔軟的布來來清潔機器外部。




五. 注意事項

1. 請勿使⽤用交流110V以外的電源，以免產⽣生觸
電或發⽣生火災的危險。


2. 本產品設計為個⼈人或家庭使⽤用，請勿使⽤用於商
業⽤用途或於室外使⽤用。


3. 使⽤用時請於平坦堅固的平⾯面上使⽤用。

4. 產品使⽤用完後，請立即拔出電源插頭，以避免
發⽣生觸電、漏電、火災等危險。


5. 請勿私⾃自拆卸主機及⼑刀頭組，以免發⽣生危險。

6. 使⽤用時若若遇異異常或故障狀狀態，請立即停⽌止使
⽤用，並聯聯繫本公司客服中⼼心或送回原購買地或
本公司檢修處理理，切勿⾃自⾏行行拆卸、維修或更更改
本產品上的任何配件。


7. 遇電源線損壞時，不可⾃自⾏行行拆卸更更換，須送回
本公司或具相關資格的⼈人員加以更更換以避免危
險。


8. 本產品不可交由孩童單獨使⽤用，以確保孩童不
嬉玩電器。收藏時請確保放置在兒童不能接觸
的場所。


9. 本產品不預期供⽣生理理、感知、⼼心智能⼒力力、經驗
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包含孩童）使⽤用，除非
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
全使⽤用。




六. 常⾒見見問題分析

問﹕為什什麼通電後無法正常運作？
答﹕⾸首先確認插頭插座是否通電，若若有通電尚無法
正常動作，有4種可能﹕

1. 透明上蓋未安裝妥當，請參參照使⽤用⽅方式重新
安裝。


2. ⾺馬達過熱，⾃自動停機保護裝置啟動以避免燒
毀，等待主機冷卻⾄至室溫即可重新使⽤用。


3. 食材過⼤大卡住⼑刀頭，請將食材切⼩小塊再⾏行行使
⽤用。


4. 產品故障，請聯聯繫客服中⼼心維修。

5.

問﹕為什什麼初期使⽤用時會有難聞氣味？
答﹕此屬正常現象，主要是新機⾺馬達的漆包線發熱
導致，使⽤用幾次後即無此現象，如果使⽤用幾次後仍
有此現象，請聯聯繫客服中⼼心維修。

問﹕為什什麼產品運轉時會有噪⾳音或異異常震動？
答﹕產品主要依靠⾼高速旋轉⼑刀片粉碎食材，⾼高速⾺馬
達及食材撞擊都將產⽣生較⼤大的聲響，乃屬正常現
象。如有不同於平時使⽤用的異異⾳音震動，有3種可能性
﹕



1.產品放置不平穩，請將機器放在平穩的地
⽅方。


2.電壓過⾼高或者不穩定，請將插頭插在穩定且
獨立的110V電源。


3.⼑刀片鬆動，請聯聯繫客服中⼼心維修。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the Presence Condition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s 
設備名稱：咖啡磨⾖豆機
Equipment name　             
型號（型式）：
CG-7310,CG-7312,CG-7316,CG-7317,CG-7350,CG-8320,CG-8322,CG-8323,CG-8325,
CG-8328
Type designation (Type)

單元   
Ｕni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鉛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

m
(Cd)

六價鉻
Hexaval

ent 
chromiu

m
(Cr+6)

多溴聯聯苯
Polybromi

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
苯醚

Polybro
minated 
dipheny
l ethers 
(PBDE)

外殼 O O O O O O

線材 O O O O O O

⾺馬達 O O O O O O

開關 O O O O O O

⼑刀頭 O O O O O O

上蓋 O O O O O O

備考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量超出百分比含量量
基準值。
Note1:“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備考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量未超出百分比含量量基準值。
Note 2:“○”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s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
備考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委製 /進⼝口商﹕承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地 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路⼆二段315巷6號2樓樓
客 服 電 話﹕(02)2240-6600
公 司 網 址﹕www.romeocreate.com

http://www.romeocre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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