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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全自动咖啡机

zh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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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亲爱的咖啡鉴赏者： 

恭喜您买到这款西门子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使用说明书描述了多款电器的设计，电器具
体细节略有不同。

同时请参见快速参考指南。可将该指南放在
专用存放架	22	上，方便需要时取用。

安全说明 ���������������������������������������������������������� 3
随产品配套提供 ����������������������������������������������5
概述 ������������������������������������������������������������������ 5
在第一次使用之前 ������������������������������������������ 6
控制按键 ���������������������������������������������������������� 7
显示屏 �������������������������������������������������������������� 9
显示设置 ��������������������������������������������������������10
定制 ����������������������������������������������������������������11
儿童安全锁 ����������������������������������������������������12
菜单设置 ��������������������������������������������������������13
使用咖啡豆制作 ��������������������������������������������15
使用咖啡粉制作 ��������������������������������������������16
制作奶泡和热牛奶 ����������������������������������������16
分装热水 ��������������������������������������������������������17
维护和日常清洁 ��������������������������������������������17
保养程序 ��������������������������������������������������������19
节能技巧 ��������������������������������������������������������23
防结霜保护 ����������������������������������������������������23
存储附件 ��������������������������������������������������������23
附件 ����������������������������������������������������������������24
处置 ����������������������������������������������������������������24
保修 ����������������������������������������������������������������24
技术规格 ��������������������������������������������������������24
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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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认真遵守使用说明，妥善保管，以备将来使
用。如果售出电器，请将说明书移交给新主人。这款电器设计用于制
作标准家庭份量，可供家庭或类似于家庭环境的非商业场所使用。类
似家庭的环境包括商店、办公室、农场和其他小型企业内部的员工厨
房，还可以供旅馆或类似住宿设施为客人提供早餐之用。

 ¡ 有电击危险！
本电器只能通过一个带接地线的正确安装的插座连接至交流电源。确
保已正确安装家用电源的保护导线系统。只能按照铭牌上的规定连接
和操作本电器。为避免发生危险，只能由我们的客户服务人员执行修
理工作，如更换损坏的电源线等。

本电器可由	8	岁以上的儿童以及身体、感官或精神有缺陷的人员或
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员使用，前提条件是他们在安全使用本电器方面
得到监督或指导，并能理解所涉及的危险。8	岁以下的儿童应远离本
电器和电源线，禁止他们使用本电器。严禁儿童玩耍本电器。儿童不
能进行清洁和用户维护操作，除非他们已年满	8	岁并在大人的监督
下执行。

切勿将电器或电源线浸入水中。只有在电源线和电器没有损坏时才能
使用。如果发生故障，立即拔下插头或断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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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电器内置永久磁铁，可能影响起搏器或胰岛素泵之类的电子植入式
器件。佩戴了电子植入式器件的人员应与电器前端保持最小	10	cm	
的距离。

 ¡ 有窒息危险！
切勿让儿童玩耍包装材料。
安全存放小型部件，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误吞。

 ¡ 有受伤危险！
不要将手伸进研磨机内。电器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受伤。

 ¡ 有灼伤危险！
奶泡系统变得十分灼热。使用之后，要等它冷下来才能触摸。使用
后，加热元件表面和加热板可能留有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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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电/断电开关	O / I 
 2	定制按键	á 
 3	保养程序按键	à
 4	选择按键	< >
 5	显示屏
  a)	状态栏
  b)	选择栏
  c)	导航栏
 6	显示屏设置旋钮
 7		信息菜单按键	j 
 8 start (开始)	按键	(饮品	/	程序)
 9	 	咖啡出口，高度可调，可旋转
 10	 	奶泡系统，高度可调，可拆卸	 

(牛奶	/热水)
  a)	上半部分
  b)	下半部分
  c)	导奶软管
  d)	导奶管
 11	可拆卸水箱
12	水箱盖子
13	 	量匙卡槽

 14	 	量匙	 
(帮助插入水过滤器)

 15	豆箱
 16	香料盖
 17	研磨度设置旋钮
 18	 	粉末盒	 

(咖啡粉	/	清洁片剂)
 19	萃取单元的门
 20	萃取单元	 
  a)	童锁
  b) 盖板
 21	萃取单元的弹出控制杆
22	 	快速参考指南存放架
 23	接水盘
  a)	面板
  b)	栅格
  c) 咖啡渣容器
 24	电源线卡槽
 25	铭牌标签	(E-No.；FD)

 26	牛奶盒，保温	*
27	暖杯功能	*
 28	 	暖杯功能按键，点亮	*

根据型号：
标有	*	的部件仅在部分型号上配置。

随产品配套提供
(折页上的图 A)

1		 	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2		使用说明书
3		快速参考指南
4		牛奶打泡器

5		水硬度测试条
6		量匙
7		牛奶盒，保温*

概述
(折页上的图 B、C、D、E 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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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使用之前
常规说明
只能在水箱中加入不含碳酸的纯净冷水，且
只能使用烘焙过的咖啡豆	(最好是适合全自
动咖啡机的意式浓缩咖啡豆或混合咖啡豆)。
请勿使用以其他含糖的添加剂包裹、焦化或
处理过的咖啡豆，这会堵塞萃取单元。
本电器可对水硬度设置进行调节。水硬度的 
出厂设置为	4。您可以使用随设备配套提供 
的测试条检查水硬度。如果检查结果显示水 
硬度值超过	4，请接通电器电源，然后更改 
电器上的相应设置	(参见“菜单设置	— 
Water hardness	(水硬度)”)。

安装电器
 ● 将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放在平稳、防水且能
承受其重量的平面上。

重要说明：只能在无霜冻的室内使用本电器  
如果电器运输途中或存放时的温度低于	0°C
请等待至少	3	小时才能开启电器。

 ● 从电源线卡槽	24	内拉出电源插头并插上
推入、拉出电源线，调节电源线长度。为
此，可将电器背部对齐工作平面的边缘，
以便于从上至下拉出电源线或从下至上推
入电源线。

 ● 掀起水箱盖	12。
 ● 取出水箱	11	进行冲洗，然后加入新鲜冷
水。加水时不要超过“max”(最高)	标记。

 ● 重新装回水箱	11，向下用力按到位。
 ● 重新盖上水箱盖	12。
 ● 向豆箱	15	加注咖啡豆。

 ● 按下电源开关	1 O / I。start	(开始)	按键	8 
亮起，不同语言出现在显示屏	5	上。 
可选择以下几种语言： 
 
TE8.. DE 
Deutsch	(德语)	 English	(英语)	 
Français	(法语)	 Italiano	(意大利语) 
 
TE8.. RW 
English	(英语)		 Русский	(俄语) 
Nederlands	(荷兰语)	 Français	(法语)	 
Italiano	(意大利语)	 Svenska	(瑞典语)	 
Español	(西班牙语)	 Polski	(波兰语)	 
Українська	(乌克兰语)	 Magyar	(马札尔语)	 
Türkçe	(土耳其语)	 Dansk	(丹麦语) 
Norsk	(挪威语)	 Suomi	(芬兰语)	 
Português	(葡萄牙语)	Čeština	(捷克语) 
Ελληνικa	(希腊语)  

 ● 使用	<	和	>	按键	4	选择您希望使用的 
显示语言。 

Sprache
Deutsch start
English
Français
  

 
所选语言高亮显示。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所选的语言被
保存。

 ● 显示屏	5	上的品牌标志亮起。这时电器进
行加热并冲洗。咖啡出口	9	处会有一些水
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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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显示屏	5	上的饮品选择符号和	start  
(开始)	按键	8	亮起时，电器准备就绪， 
可以使用。 

Espresso  ËË Í

Â Ã À Á Å Æ

信息：全自动咖啡机的出厂设置按照最佳性
能进行编程。电器在指定的时间后自动关闭	 
(参见“菜单设置	— Auto Off after	(自动 
关闭时间)”)。

说明：如果是初次使用本电器、已运行保养
程序或电器已长久未使用，第一杯咖啡将不
会香气四溢，不应饮用。

第一次使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时，只有在已
经分装过最初几杯后，才能得到浓稠合适的
稳定“奶泡”。

控制按键
通电/断电开关 O / I
通电/断电开关	1 O / I 用于接通或切断电器电
源。电器接通或关断后会自动清洗。

在以下情况下，电器不会启动清洗程序：
 ● 电器开启时仍然温热。
 ● 电器关断之前未吸入咖啡。

当显示屏	5	上的饮品选择符号和	start	(开始  
按键	8	亮起时，电器准备就绪，可以使用。

定制按键 á
电器提供了用于保存和调用咖啡饮品定制设
置的选项。关于如何保存和调用这些设置的
信息，请参见“定制”部分。

保养程序按键 à
短暂按下	à	按键	3，调用保养程序的选项。
请按照“保养程序”部分所述运行程序。
按下并按住儿童安全锁可以激活或取消激活
儿童安全锁，参见“儿童安全锁”。

旋钮
向左或向右转动旋钮	6，在显示屏	5	上进行
浏览，或调整菜单中的参数。

选择按键 < 和 >
按下选择按键	4 <	和	>，上下翻动各级菜
单	(导航栏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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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显示屏	5	用符号指示选项、咖啡浓度和每杯
容量，用文本指示设置、正在进行的程序和
各种信息。可用旋钮	6	和选择按键	4	更改
设置。

所选设置被框起来突出显示。 

Espresso  ËË Í

Â Ã À Á Å Æ

5a

5b

5c

举例：
状态栏	5a	显示饮品种类和浓度设置	55	以
及每杯容量	Î。
选择栏	5b	显示用于饮品选择的符号。
导航栏	5c	内的箭头指示可以找到更多菜单
级别的方向。

详细信息请参见“显示屏”。

开始按键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开始饮品制作或 
启动保养程序。
在饮品制作期间，再次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可以提前停止分装过程。

j 按键和设置
使用	j	按键	7	来显示信息	(短暂按一下)， 
并调节设置	(按住至少	3	秒)。

显示信息
可以在	Info	(信息)	菜单中显示以下信息：

 ● 下一次服务完成的时间。
 ● 咖啡机运行以来分装的饮品杯数。

 ● 短暂按下	j	按键	7，通过	<	和	>	按键	4 
浏览。 

Info 
Descale after. 200 À 
Clean after 200 À 
Change filter in 200 À *
 

Info 
No. of coffees 11 
No. of milk mixes 15 
Amount hot water 2l

*		仅在过滤器开启时才显示。

短暂按下	j	按键	7	返回饮品选择。如果在	
10	秒内没有按下任何按键，则电器自动 
切换回饮品选择模式。

调节设置
参见“菜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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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研磨机
旋转选择钮	17	用于调节从粗磨到细磨的研
磨度设置。

 ¡ 警告！
只能在研磨机运行时对其进行调节！否则，
电器可能会损坏。不要将手伸进研磨机内。

 ● 在研磨机运行期间，转动旋转选择钮	17，
从细磨	(a:	逆时针转动)	到粗磨	(b:	顺时针
转动)	进行调节。 
a b

信息：新的设置在第二杯咖啡后才会变得 
明显。

说明：如果在显示屏上显示信息	Please 
adjust grinding unit to coarser setting! 
(请将研磨机调整为更粗的研磨度设置！)，
说明咖啡豆的研磨度设置过于精细。将研磨
机调节至粗磨设置。

提示：为深焙咖啡豆选择细磨；为浅焙咖啡
豆选择粗磨。

暖杯功能  
(取决于型号)

 ¡  警告！
暖杯器	27	变得非常灼热。

全自动意式咖啡机带有一个暖杯器	27，可通
过按键	28	手动开启或关闭。当暖杯器	27	开
启时，按键	28	点亮。

提示：为了实现最佳暖杯效果，将杯座放到
暖杯器	27	上。

显示屏
显示各种信息
在显示屏	5	中显示各种信息。

例如： 

Espresso  ËË Í
 

Refill water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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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
按下	<	和	>	选择按键	4，在各级菜单中 
选择以下菜单选项：

饮品选择 

Espresso  Ë Í

Â Ã À Á Å Æ

咖啡浓度 (仅适用于咖啡饮品) 

Espresso  Ë Í
5 55 555

每杯容量 

Espresso  Ë Í

Î Ð Ò

按照个人喜好选择每杯容量 

Espresso  Ë Í

Î ± 0 ml

转动旋钮	6	调节菜单中的以下参数：

设置 — 饮品选择：
Â 2	份意式浓缩咖啡
Ã 2	份咖啡
À 意式浓缩咖啡
Á 咖啡
Å 玛琪朵
Æ 卡布奇诺
È 奶泡
É 热牛奶
Ê 热水

设置 — 咖啡浓度：
å 很淡
åå 淡
ååå 标准
ä 浓
ã 很浓
2x å 加倍香浓

2x ååå 加倍香浓	+
2x ã 加倍香浓	++

加倍香浓：
咖啡冲泡的时间越长，释放出的苦味物质和
意外异味越多。这会影响口味，并使咖啡
更不易消化。所以对于超浓咖啡，TE8..	有
专门的加倍香浓功能。在制备了一半饮用量
时，再次对咖啡进行研磨和冲泡，于是只有
宜人的香浓味道才会释放出来。除了小杯的
意式浓缩咖啡	À 、2	份意式浓缩咖啡 
Â	和	2	份咖啡 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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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 每杯容量
Î 小杯
Ð 中杯
Ò 大杯

设置 — 按照个人喜好选择每杯容量
根据所用杯具，可转动旋钮	6	对预设的每杯
容量	Î、Ð	或	Ò	分别进行调节。每杯容量
可根据所选饮品进行调节。显示屏右上角的
符号	Ò	中有一个箭头，指示每杯容量的增
加、减少情况。例如，如果您设置了咖啡 
Á，则会以	ml	(毫升)	为单位指示每杯容量
的调节情况；如果您设置了牛奶咖啡饮品，
如卡布奇诺	Æ，则会以	ml	(毫升)	为单位
指示包括牛奶	(奶泡)	在内的每杯容量的调
节情况。

重要说明：所选择的容量	(毫升)	为近似值，
可能会由于奶泡形成、研磨度或所用牛奶类
型等发生显著变化。

定制
您可在	User settings	(用户设置)	菜单中 
储存多达	6	位用户的档案。所需的咖啡和 
热水温度都储存在用户档案中。

重要说明：“定制”设置	(á	按键	2)	与“菜单
设置”	(j	按键	7)	下的设置不同，反之亦然。

储存或更改用户
 ● 按住	á	按键	2	至少	3	秒钟。

出现如下菜单： 

User settings 
User 1 start
User 2
User 3

 ● 用选择按键选择所需的用户，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显示屏出现如下选项： 

User settings: User 1
Edit name start
Delete name
Coffee temp.

 ● 若要更改用户名，用选择按键选择	 
Edit name	(编辑名称) start	(开始) 
并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显示屏出现如下输入域： 

â ABCDEFGHIJKLMNOPQ 

_ _ _ _ _ _ 

Abort                Store

 ● 转动旋钮	6	选择一个字母或数字。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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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可包含	6	个字符。
若要删除所输入的内容，选择符号	â，然
后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说明：按下选择按键	>	保存输入。按下选
择按键	<	短暂中断过程。

信息：条目可随时重写。
若要删除用户，用选择按键选择	Delete name 
(删除名称)start	(开始)，并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保存温度
 ● 用选择按键选择 Coffee temp.	(咖啡温度)	
或	Hot water temp	(热水温度)。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设置。
 ● 按下	á	按键	2。

设置得以保存。

调用用户档案
 ● 短暂按下	á	按键	2。

出现用户档案菜单： 

Select a profile  

Robert User 1 User 2

 ● 转动旋钮	6	选择一个用户档案，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出现饮品选择菜单： 

Macchiato  Ë Í
Robert À Á Å Æ

 ● 设置饮品、咖啡浓度等	(参见“显示设置”)
 ● 分装饮品	(参见“使用咖啡豆制作”)。
 ● 所选设置得以保存。
 ● 按下	á 按键	2	退出定制菜单。

信息：如果您希望电器自动退出菜单，可按
照“菜单设置	— Exit profile	(退出档案)” 
部分所述进行设置。

儿童安全锁
可以为电器上锁，保护儿童不被烫伤或烧伤

 ● 按住	á	按键	3	至少	3	秒钟。
显示屏	5	显示一个钥匙的图案；儿童安全锁
已启用。 

Espresso  Ë Í

此时电器是不可操作的。

取决于型号： 
暖杯器	27	关闭。

 ● 若要停用儿童安全锁，按住	à 按键	3	至
少	3	秒。钥匙图案从显示屏	5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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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设置
 ● 按住	j	按键	7	至少	3	秒。

这时显示各种设置选项。 

Settings 
Coffee temp.
Hot water temp. <85°C
Exit profile

可使用	<	和	>	选择按键	4	选择各种设置
选项。

说明：您所作的改变自动保存。不必另外确
认。如果在	2	分钟内没有进行任何选择，则
菜单将自动关闭。

可选择以下设置：

Language	(语言)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语言。

Coffee temp.	(咖啡温度)
 ● 转动旋钮	6	设置咖啡温度。除“定制”下的
定制设置外，该设置适用于所有种类饮品
的制作。

Hot water temp.	(热水温度)
 ● 转动旋钮	6	设置热水温度。除“定制”下的
定制设置外，该设置适用于所有种类饮品
的制作。

Exit profile	(退出档案)
 ● 在此您可设置电器自动	(automatic)	或 
手动	(manually)	退出定制功能。

Auto off after (自动关闭时间)
 ● 转动旋钮	6	输入一个时限，在调制好最后
一杯饮品后，经过这个时限，电器就会自
动关闭。

时间可设置为	5	分钟至	8	小时。

Cup warm. off in (暖杯器关闭时间) 
(取决于型号)
在此您可设置一个时限，在该时限后，暖杯
器	27	将自动关闭。

 ● 转动旋钮	6	设置所需时间。

Contrast	(对比度)
可将显示屏	5	对比度设为	–10	至	+10。 
出厂设置为	+0。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设置。

Water hardness	(水硬度)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水硬度值	1、2、3 
或	4。

信息：正确设置水硬度非常重要，这样才能
让电器精确显示应何时运行除钙程序。水硬
度的出厂设置为	4。
您可以使用电器附带的测试条检查水硬度，
或可咨询当地水供应商。

 ● 将测试条短暂浸入水中，1	分钟后查看 
结果。

等级 水硬度
德制	(°dH) 法制	(°fH)

1
2
3
4

1-7
8-14
15-21
22-30

1-13
14-25
26-38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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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filter	(水过滤器)
新的水过滤器在使用前必须经过清洗。

 ● 在量匙	14	辅助下将水过滤器用力压入水
箱	11	中。向水箱内加注水到“max”(最高)	
标记处。

 ● 转动旋钮	6，选择	start	(开始)	并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Place 1 l container	(放置	1	升容器) 
Place suction pipe in container	(将导奶
管放到容器中)start (开始)

 ● 将一个容量为	1	升的容器放在牛奶打泡器	
10	下。

 ● 将导奶管末端	10d	放入容器内。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此时水会流经
过滤器并清洗过滤器。

 ● 接下来，排空容器。
电器再次准备就绪。 

信息：清洗过滤器的同时也激活了	Change	
filter	(更换过滤器)	显示设置。

可以在随附的过滤器说明中找到有关水过滤
器的详细信息。

当	Service – change filter	(保养	—  
更换过滤器)	显示信息出现时，或最迟两个
月后，过滤器不再有效。由于净化装置的原
因，需要进行更新，以免水垢沉积	(这可能
损坏电器)。

水过滤器可从客户服务处	(575491)	获得	 
(参见“附件”部分)。

如果没有新过滤器可用，则将水过滤器设置
为	no	(无)。

信息：如果电器已有很长时间未使用	(例如
外出度假)，则在再次使用之前应清洗过滤
器。为此，分装一杯热水即可。

Transport. lock (运输锁)
 ● 为避免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因霜冻导致损
坏，必须先完全清空电器。

信息：电器必须准备就绪，水箱 11	必须 
装满。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电器将自动清
空管道系统并关断。

 ● 排空水箱	11	和接水盘	23。

Factory reset (恢复出厂设置)
可以取消您的个人设置并复位出厂设置。

 ● 如要激活出厂设置，按下	Start	(开始)	按
键	8。

信息：还可以结合使用各种按键将电器恢复
为出厂设置。此时必须完全关断电器。

 ● 同时按住选择按键	<	和	> 4	以及通电/
断电开关	1 O / I	至少	5	秒。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此时出厂设置被重新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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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咖啡豆制作
此款全自动意式咖啡机可为每杯饮品现磨咖
啡豆。如果可能，请只使用专门用于全自动
咖啡机和意式咖啡机的咖啡豆。为达到最佳
品质，请将咖啡豆放于密封容器内冷冻或 
保存在凉爽的地方。咖啡豆在冻结状态也可
研磨。

重要说明：每天向水箱	11	注入新鲜冷水。
水箱	11	中必须始终有足够的水才能使用 
电器。

提示 (取决于型号)：在暖杯器	27	上预热杯
子，尤其是厚的小型意式浓缩咖啡杯。

只需按下一个按键即可轻松制作各种咖啡 
饮品。

说明：在某些设置下，咖啡分两个阶段制成	
(参见“加倍香浓”)。等待程序全部结束。

制作不含牛奶的饮品
电器必须准备就绪。

 ● 将经过预热的一个或几个杯子放在咖啡 
出口	9	下。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	2	份意式浓咖 
啡 Â、2	份咖啡	Ã、意式浓缩咖啡 À 
或咖啡	Á。

显示屏	5	上显示所选饮品、咖啡浓度设置以
及每杯容量的设置。 

Espresso  Ë Í

Â Ã À Á Å Æ

您可以更改设置	(参见“显示设置”)	或调用和
定制设置	(参见“定制”)。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机器冲泡咖啡，然后分装到杯子里。

制作含牛奶的饮品
电器必须准备就绪。

 ● 将牛奶打泡器	10	的导奶管	10d	深深插入
到牛奶盒	26	中。

 ● 将咖啡出口	9	向右旋转，直到其卡入到位
 ● 将经过预热的玻璃等材质的杯子放在咖啡
出口	9	和牛奶打泡器	10	的下方。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玛琪朵 Å	或	卡布
奇诺 Æ。

显示屏	5	上显示所选饮品、咖啡浓度设置以
及每杯容量的设置。 

Cappuccino  Ë Í

À Á Å Æ È É

您可以更改设置	(参见“显示设置”)	或调用和
定制设置	(参见“定制”)。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首先分装到杯子里的是牛奶。然后冲泡咖啡
并分装到杯子里。

重要说明：干掉的奶渍很难清除，因此在 
使用后务必立即用温水清洁牛奶打泡器	10  
(参见“清洁奶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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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咖啡粉制作
此款全自动意式咖啡机还可使用咖啡粉	 
(不是速溶咖啡粉)	制作咖啡。

说明：使用咖啡粉制作咖啡时不可使用加倍
香浓功能。

制作不含牛奶的饮品
电器必须准备就绪。

 ● 将经过预热的一个或几个杯子放在咖啡出
口	9	下。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意式浓缩咖啡 À 
或咖啡	Á。

 ● 打开粉末盒	18。
 ● 用量匙	14	倒入不超过	2	平匙的咖啡粉。

 ¡ 警告！
不要使用整豆或速溶咖啡。

 ● 关闭粉末盒	18。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机器冲泡咖啡，然后分装到杯子里。

说明：重复该过程可再制作另一份咖啡。如
果在	90	秒内不取用咖啡，冲泡室会自动排
空，以免充注过量。电器清洗。

制作含牛奶的饮品
电器必须准备就绪。

 ● 将牛奶打泡器	10	的导奶管	10d	深深插入
到牛奶盒	26	中。

 ● 将咖啡出口	9	向右旋转，直到其卡入到位
 ● 将经过预热的玻璃等材质的杯子放在咖啡
出口	9	和牛奶打泡器	10	的下方。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玛琪朵 Å	或	卡布
奇诺 Æ。

 ● 打开粉末盒	18。
 ● 倒入不超过	2	平匙	14	的咖啡粉。

 ¡ 警告！
不要使用整豆或速溶咖啡。

 ● 关闭粉末盒	18。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首先分装到杯子里的是牛奶。然后冲泡咖啡
并分装到杯子里。

重要说明：干掉的奶渍很难清除，因此在 
使用后务必立即用温水清洁牛奶打泡器	10  
(参见“清洁奶泡系统”)。

说明：重复该过程可再制作另一份咖啡/牛奶
饮品。如果在	90	秒内不取用咖啡，冲泡室
会自动排空，以免充注过量。电器清洗。

制作奶泡和热牛奶
 ¡ 有灼伤危险！

牛奶打泡器	10	变得非常灼热。使用之后，
要等它冷下来才能触摸。

电器必须准备就绪。
 ● 将牛奶打泡器	10	的导奶管	10d	深深插入
到牛奶盒	26	中。

 ● 将经过预热的玻璃等材质的杯子放在牛奶
打泡器出口	10	的下方。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奶泡 È	或	热牛
奶 É	设置。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奶泡或热牛奶从牛奶打泡器	10	出口流出。

再次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暂时中断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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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当制作热牛奶时，电器可能会发出啸
声。这是由牛奶打泡器的技术原因引起的。

提示：为了获得最好的奶泡，请尽可能使用
脂肪含量至少为	1.5%	的冷牛奶。

重要说明：干掉的奶渍很难清除，因此在 
使用后务必立即用温水清洁牛奶打泡器	10  
(参见“清洁奶泡系统”)。

分装热水
 ¡ 有灼伤危险！

牛奶打泡器	10	变得非常灼热。使用之后，
要等它冷下来才能触摸。

在加入热水之前，必须清洁牛奶打泡器。

电器必须准备就绪。
 ● 将经过预热的玻璃等材质的杯子放在牛奶
打泡器出口	10	的下方。

 ● 转动旋钮	6	选择所需的设置热水 Ê。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Please remove suction hose	(请取下 
导奶软管)	start (开始)

 ● 取下牛奶导奶软管	10c	并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热水从牛奶打泡器出口	10	流出。

再次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暂时中断 
过程。

说明：可以设置热水的温度	(参见“菜单设置”)

维护和日常清洁
 ¡ 有电击危险！

清洁电器之前请拔掉电器电源。
切勿将电器浸入水中。
请勿使用蒸汽清洁器。

 ● 用柔软的湿布擦拭电器的外部。
 ● 不要使用含酒精或酒类的清洁剂。
 ● 请勿使用砂布或清洁剂。 

 ● 一定要立即去除水垢、咖啡、牛奶，清洁
液或除钙液残留物。这种残留物会导致 
腐蚀。

 ● 新海绵布可能含盐。盐会导致不锈钢上 
形成锈膜，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彻底洗净。

 ● 向前拉出接水盘	23	和咖啡渣容器	23c。
取下面板	23a	和格栅	23b。清空并清洁 
接水盘和咖啡渣容器。

 K 勿将下列部件置于洗碗机中清洗： 
接水盘面板	23a、粉末盒	18、冲泡 
装置	20、水箱	11、香料盖	16	和 
不锈钢牛奶盒。

 J 以下部件可以在洗碗机中清洗： 
接水盘	23、格栅	23b、咖啡渣容器	23c
量匙	14 以及牛奶盒盖子的各个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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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下粉末盒	18	并在自来水下冲洗。 

 ● 擦干净接水盘支架的内部。

重要说明：接水盘	23	和咖啡渣容器	23c  
应每天倒空并清洁，以免发霉。

说明：如果电器在开启时是冷的，或者如果
电器在分装咖啡后关断，则电器将自动清
洗。换句话说，系统自行清洁。

重要说明：如果电器长期未用	(如假期后)，
则要彻底清洁整个电器，包括奶泡系统	10 
和萃取单元	20。

清洁奶泡系统
重要说明：使用之后务必立即清洁奶泡 
系统	10！

奶泡系统	10	能够自动进行预清洁	(参见 
“保养程序”)，也可手动清洁。

拆卸奶泡系统	10	进行清洁：
 ● 从电器中向前拉出奶泡系统	10。 

 ● 逆时针方向转动上半部分	10a，从下半部
分	10b	下拆下。 

 ● 用软布和洗涤剂分别清洁各部件。
 ● 用干净的水冲洗所有部件并晾干。
 ● 重新组装所有零部件。然后可将牛奶打泡
器装回电器中，使其卡入到位。 

信息：牛奶打泡器	10	的所有部件也可以放
进洗碗机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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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萃取单元 (图 F)
(也请参见快速参考指南)
除了自动清洁程序外，应定期拆下萃取单元	
20 进行清洁。

 ● 用通电/断电开关	1 O / I 完全关断电器； 
所有按键都不应亮着。

 ● 在底部握住萃取单元的门	19	并打开门。
 ● 将萃取单元	20	上的红色锁	20a	滑到最 
左端。

 ● 完全下压弹出控制杆	21。萃取单元解锁。
 ● 通过凹进把手握住萃取单元	20，然后小心
地拆下。

 ● 拆下萃取单元的盖子	20b，并在自来水下
彻底冲洗萃取单元	20。 

 ● 在自来水下彻底清洁萃取单元筛网。 

重要说明：清洁萃取单元时不要使用清洁剂
也不要将其放入洗碗机中清洁。

 ● 用湿布彻底擦净电器内部，并去除咖啡残
余物。

 ● 晾干萃取单元	20 和电器内部。
 ● 将盖子	20b	装回萃取单元，重新将萃取单
元	20	完全插入到电器中。

 ● 完全上拉弹出控制杆	21。
 ● 将红色锁	20a	滑至最右端，关上门	19。

保养程序
提示：另请参考放在存放架 22	上的快速 
参考指南。

显示屏	5	定期显示如下文本： 
Short rinse milk system  
(快速冲洗奶泡系统)	或 
Service – Descale	(保养	—	除钙)	或 
Service – Clean	(保养	—	清洁)	或	 
Service – calc‘nClean (保养 — 清洁除钙)
应立即使用相应的程序对电器进行清洁或为
电器除钙。可使用	calc‘nClean	(清洁除钙)	
功能将	Descaling	(除钙)	和	Cleaning  
(清洁)	这两个程序结合起来	(参见“清洁除
钙”)。如果保养程序不按照要求运行，电器
可能已经损坏。

 ¡ 警告！
在为每一个保养程序使用除钙和清洁剂时，
请遵照相关说明。切勿中断保养程序！
切勿饮用各种清洁液体。
切勿使用醋、含醋的产品、柠檬酸或含柠檬
酸的产品除钙。
切勿将除钙片剂或其它除钙介质放在粉末盒	
1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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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相应的保养程序	(除钙、清洁或清洁除钙)	
之前，请拆下萃取单元，按说明进行清洁并
装回。

可从我们的客户服务处获得我们特别研发
的、合适的除钙和清洁片剂 (参见“附件”)。

清洁奶泡系统
时间：约	1	分钟 

Cleaning and service 
Short rinse 
milk system start
calc‘nClean 

奶泡系统	10	可以自动进行预清洁。
 ● 按下	à	按键	3。

Short rinse milk system	(快速冲洗奶泡
系统)	start	(开始)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Place glass under frother, place suction 
pipe in glass	(将杯子放在奶泡系统下方，
将导奶管放进杯子)	start	(开始)

 ● 将一只空杯子放在奶泡系统	10	的下方，
将导奶管	10d	的末端放入杯子。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奶泡系统自动
开始清洁。

 ● 此时清空杯子并清洁导奶管	10d。

此外，请定期彻底清洁奶泡系统	(手动或用
洗碗机清洁均可)。

除钙
时间：约	30	分钟。 

Cleaning and service 
Descale start
Clean 

在各种除钙程序运行期间，start	(开始)	 
按键	8	闪烁。
右上方的数字指示程序的进程。

重要说明：如果水箱	11	中有水过滤器， 
需要在运行保养程序之前将其拆下。

 ● 按下	à	按键	3。

Descale	(除钙)	start	(开始)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显示屏	5	将 
指导您完成该程序。

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Place 1 l container	(放置	1	升容器) 
Place suction pipe in container	(将导奶
管放到容器中)	start	(开始)

 ● 将一个容量为	1	升的容器放在牛奶打泡器	
10	下。

 ● 将导奶管末端	10d	放入容器内。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Remove filter	(取出过滤器)	start  
(开始)
信息：如果水过滤器启动，显示屏将提示 
您取出过滤器，然后再次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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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0.5 l water and descaler	(添加	
0.5	升水和除钙剂)	start	(开始)

 ● 将温水倒入空水箱	11，直到水位到达	
“0.5 l”	标记处，然后在水中溶入	2	片 
西门子除钙片剂	00311556。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这时，除钙程
序将运行大约	20	分钟。

Descaling	(正在除钙)

Not enough descaling fluid	(除钙液不够)  
Refill fluid	(重新加入除钙液)	start  
(开始)
信息：如果水箱	11	中没有足够的除钙液，
则显示相应的提示。倒入除钙液，并再次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Clean and refill water tank	(清洁水箱
并加水)	start	(开始)

 ● 清洗水箱	11，然后添加干净水，
至“max”(最高)	标记处。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这时，除钙程
序运行大约	1	分钟，并清洗电器。

Descaling	(正在除钙)

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更换正在使用的过滤器。电器再次准备就绪

重要说明：使用软湿布擦拭电器，立刻清除
污垢残留。这种残留物会导致腐蚀。新海绵
布可能含盐。盐会导致不锈钢上形成锈膜，
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彻底洗净。
彻底清洁牛奶打泡器的导入管	10d。

清洁
时间：约	8	分钟。 

Cleaning and service 
Descale 
Clean start

在各种除钙程序运行期间，start	(开始)	按键	8 
闪烁。右上方的数字指示程序的进程。

 ● 向水箱	11	注水到	“max”(最多)	标记处。
 ● 按下	à	按键	3。

Clean	(清洁)	start	(开始)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显示屏	5	将指
导您完成该程序。

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Position swivel arm	(定位旋转臂)
 ● 将咖啡出口	9	向左旋转，直到其卡入到位

Cleaning	(正在清洁)

Open powder compartment	(打开粉末盒)
 ● 打开粉末盒	18。

Insert Siemens cleaning tablet and 
close drawer	(插入西门子清洁片剂， 
关闭抽屉)

 ● 将一片西门子清洁片剂放入抽屉	18中， 
然后关闭抽屉。

Press start	(按下开始按键)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这时，清洁程
序将运行大约	7	分钟。

Cleaning	(正在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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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电器再次准备就绪。

清洁除钙
时间：约	36	分钟。
“清洁除钙”将除钙和清洁两个独立的功能结
合起来。 
如果两个程序都很快应该运行，则全自动 
意式咖啡机会自动建议采用“清洁除钙”保养
程序。 

Cleaning and service 
Short rinse 
milk system 
calc‘nClean start

不同的清洁除钙程序运行期间，start	(开始   
按键	8	闪烁。右上方的数字指示程序的进程

重要说明：如果水箱	11	中有水过滤器，需要
在运行保养程序之前将其拆下。

 ● 按下	à	按键	3。

calc‘nClean	(清洁除钙)	start	(开始)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显示屏	5	将指
导您完成该程序。

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 将咖啡出口	9	向右旋转，直到其卡入到位

Place 1 l container	(放置	1	升容器) 
Place suction pipe in container	(将导奶
管放到容器中)	start	(开始)

 ● 将一个容量至少	1	升的容器放在牛奶打泡
器	10	下。

 ● 将导奶管末端	10d	放入容器内。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Cleaning	(正在清洁)

Open powder compartment	(打开粉末盒)
 ● 打开粉末盒	18。

Insert Siemens cleaning tablet and 
close drawer	(插入西门子清洁片剂， 
关闭抽屉)

 ● 将一片西门子清洁片剂放入抽屉	18	中，
然后关闭抽屉。

Remove filter	(取出过滤器)	 
start	(开始)
信息：如果水过滤器启动，显示屏将提示 
您取出过滤器，然后再次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Add 0.5 l water and descaler	(添加	
0.5	升水和除钙剂)	start	(开始)

 ● 将温水倒入空水箱	11，直到水位到达	
“0.5 l”	标记处，然后在其中溶入	2	片 
西门子除钙片剂	00311556。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这时，除钙 
程序运行大约	20	分钟。

Descaling	(正在除钙)

Not enough descaling fluid	(除钙液不够)  
Refill fluid	(重新加入除钙液)	 
start	(开始)
信息：如果水箱	11	中没有足够的除钙液，
则显示相应的提示。倒入除钙液，并再次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



23

zh

Clean and refill water tank	(清洁水箱
并加水)	start	(开始)

 ● 清洗水箱	11，然后添加干净水，
至“max”(最高)	标记处。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这时，除钙程
序再运行大约	1	分钟，然后清洁程序运行
大约	7	分钟，并清洗电器。

Descaling	(正在除钙)
Cleaning	(正在清洁)

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更换正在使用的过滤器。电器已经完成除钙
和清洁并再次准备就绪。

重要说明：使用软湿布擦拭电器，立刻清除
污垢残留。这种残留物会导致腐蚀。新海绵
布可能含盐。盐会导致不锈钢上形成锈膜，
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彻底洗净。
彻底清洁牛奶打泡器的导奶管	10d。

说明：如果某个保养程序中断，例如，由于
断电而中断，则按如下步骤操作：

 ● 清洗水箱	11，然后添加干净水，
至“max”(最高)	标记处。

 ● 按下	start	(开始)	按键	8。这时，清洁程
序运行大约	3	分钟，并清洗电器。

Cleaning	(正在清洁)

Empty drip tray	(清空接水盘) 
Replace drip tray	(放回接水盘)

 ● 清空接水盘	(23)	并将其重新插入。
电器再次准备就绪。

节能技巧
 ● 显示屏拥有调光功能，当电器不使用时该
功能自动开启。显示屏变暗。按下任何按
键或旋钮即可再次点亮显示屏。

 ● 不使用电器时，将电器前面的通电/断电开
关	1 O / I 关闭，使电器断电。

 ● 尽量不要中断咖啡或奶泡分装过程。提前
停止一个过程会增加能量消耗，同时接水
盘会更快装满。

 ● 定期为电器除钙，以免水垢蓄积。水垢残
渣会增加能量消耗。

防结霜保护
 ¡ 为避免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因霜冻导致

损坏，必须先完全清空电器。

参见“菜单设置	— Transport. lock  
(运输锁)”。

存储附件
全自动咖啡机有几个专用存放架，可将电器
附件及快速参考指南保存在电器内部。

 ● 若要存放量匙	14，取出水箱	11，把量匙
插入到相应形状的凹槽	13	内。

 ● 若要存放快速参考指南，打开萃取单元的
门	19，将快速参考指南放在专用存放架	
2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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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下附件可从客户服务处获得：

附件 订货号
客户服务

清洁片剂 00311560
除钙片剂 00311556
水过滤器 00575491
保养套装 00576330
带“保鲜”盖的牛奶盒 00576166

技术规格
电源连接	(电压	—	频率) 220-240	V~	50/60	Hz
加热器功率 1600 W
最大静态泵压力 19	bar
最大水箱容积	(不带过滤器) 2�4 L
咖啡豆容器的最大容量 ~	300	g
电源线的长度 100	cm
尺寸	(H	x	W	x	D) 385	x	301	x	458	mm
重量，空载 10-12	kg
研磨机类型 陶瓷表面

处置

 A 以环保方式处置包装材料。本电器
根据有关废旧电子电气设备	(WEEE	
—	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	的欧洲指令	
2012/19/EU	进行标记。该指令规定了
在欧盟范围内有效地回收和再利用旧
电器的框架。有关当前的处置机构，请
询问您的专业零售商。

保修
本电器的保修条款由电器售出国的代表处确
定。具体条款可在售出电器的零售商处获取
当根据保修条款进行任何索赔时，必须出具
销售凭证或收据。

保留变更权利。

原产地：斯洛文尼亚
总经销商：
博西家用电器 (中国) 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山路129号中南国际大厦20、21楼
执行标准：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706.30-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厨房机械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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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显示屏显示	 
Refill bean container  
(重新装满豆箱)，但豆箱	
15	是满的，或者研磨机并
不研磨咖啡豆。

咖啡豆不落入研磨机	 
(咖啡豆过于油腻)。

轻轻敲击豆箱	15。如有必要，
改变咖啡的类型，改用低油咖啡
豆。当豆箱	15	为空时，用干布
清洁。

不分装茶水。 牛奶打泡器	10	或其支架
堵塞。

清洁牛奶打泡器	10或其底座	 
(参见“清洁奶泡系统”)。

奶泡太少或没有，或牛奶
打泡器	10	不吸入牛奶。

牛奶打泡器	10	或其支架
堵塞。

清洁牛奶打泡器	10或其底座	 
(参见“清洁奶泡系统”)。

牛奶不适合进行打泡。 使用低脂牛奶	(1.5%	脂肪)。
牛奶打泡器	10	组装不正确 浸湿牛奶打泡器各部件，然后 

组装起来。
电器中有水垢蓄积。 按说明书所述为电器除钙。

没有达到所选的每杯容量
咖啡分装缓慢，至涓涓细
流，或完全停止。

咖啡研磨过于精细。咖啡粉
过于精细。

将研磨机调节至粗磨设置。使用
粗磨咖啡粉。

电器中有水垢蓄积。 按说明书所述为电器除钙。
咖啡没有奶泡。 咖啡类型不合适。 改用罗布斯塔含量较高的咖啡豆

咖啡豆已不再新鲜。 使用新鲜咖啡豆。
研磨度对咖啡豆不合适。 将研磨设置调整为精细。

咖啡太酸。 研磨度太粗或者所用咖啡粉
太粗。

将研磨机调整至精细设置，或使
用更加精细的咖啡粉。

咖啡类型不合适。 使用烘培度较高的咖啡豆。
咖啡太苦。 研磨度设置太细或咖啡粉

太细。
将研磨机调整至粗磨设置，或使
用更加粗糙的咖啡粉。

咖啡类型不合适。 改变咖啡类型。
如果您无法解决问题，请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您可以在说明书的背面找到热线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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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咖啡尝起来有“糊味”。 冲泡温度太高 降低温度，参见“菜单设置	— 

Coffee temp.	(咖啡温度)”。
研磨度设置太细或咖啡粉
太细。

将研磨机调整至粗磨设置，或使
用更加粗糙的咖啡粉。

咖啡类型不合适。 改变咖啡类型。
显示屏显示	 
Error	(错误)
Please contact hotline  
(请拨打热线电话)

电器出现故障。 请拨打热线。

水过滤器没有在水箱中 
定位。

水过滤器安装不正确。 将水过滤器垂直向下用力压入 
水箱接口。

显示屏显示
Check water tank  
(检查水箱)

水箱没有正确插入或新的水
过滤器没有按照说明清洗。

正确插入水箱或按照说明清洗水
过滤器，然后开启。

水箱中有含碳酸的水。 向水箱加注新鲜的自来水。
咖啡粉不紧实而且太湿。 研磨度太细或太粗，或使用

的咖啡粉不够。
将研磨机调至更粗或更细设置，
或使用	2	平匙的咖啡粉。

显示屏显示 
Clean brewing unit  
(清洁萃取单元)

萃取单元脏。 清洁萃取单元。
萃取单元中咖啡粉太多。 清洁萃取单元	(倒入不超过	2	平匙

的咖啡粉)。
萃取单元机构活动不灵活。 清洁萃取单元	(参见“日常维护和

清洁”)。
咖啡或奶泡质量变化很大 电器中有水垢蓄积。 按说明书所述为电器除钙。
在拆下接水盘时，水滴在
电器的内部底板上。

接水盘拆下太早。 拆下接水盘前，在分装最后一份
饮品后，等待几秒钟。

如果您无法解决问题，请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您可以在说明书的背面找到热线电话号码



 
西门子家用电器产品保修指南

博西家用电器 (中国) 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山路129号中南国际大厦20、21楼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4008899999 
客户服务电子邮箱: careline.china@bshg.com
公司网站： www.siemens-home.cn
本资料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友情提示

–  如果您的机器出现异常现象，在联系客户服务之前，请先参照机器说明书中的《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

进行排查。 

–  如果维修人员上门后发现机器并无故障，即使在包修期内，您也将承担相关费用。 

–  您可以在本指南中找到客户服务的联系方式。 

在上门服务前请提供下列信息： 

详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故障描述、购机及收货日期、产品型号 (E-Nr.)、生产日期 (FD)。 

上述信息有助于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为您省去不必要的开支。产品型号请参见铭牌。

保修说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本机作为家用电

器，自购买收货之日起整机包修 2 年，主要部件包修 2 年。用于生产经营目的、商用、公司集体使用等

用途所购买的家电，其整机及主要零配件自收货之日起包修期为 3 个月，除非购销合同中另有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2.  产品存在瑕疵但不影响产品的性能、功能，也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厂方、商业单位作降价处理的，

其包修条件同上，但因此而降价的部位不予包修。

3.  包修期内，用户修理时必须提供修理产品的有效收货凭证、购买发票和厂方指定的相关三包凭证，三包

包修期自购买收货之日算起。如果收货凭证遗失，按照购买发票日期顺延 7 日作为三包开始日期。如果

收货凭证和购买发票同时遗失且不能提供有效信息，按照出厂日期顺延 45 日作为包修开始日期。

4. 下列项目不属于免费包修范围，应实行收费修理。

– 用户搬运，安装，使用， 维护，保管不当而损坏的。

– 使用电源电压低于 187 伏或高于 240 伏而损坏的。

– 自行或非厂方特约维修点拆修的。

– 无有效购买发票和三包凭证的。

– 购买发票或三包凭证型号与产品型号不符或涂改的。

– 因不可抗据力造成产品损坏的。

– 过了免费包修期的。

5.  由于产品使用环境条件，如电源、水源、温度、湿度等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因素引起的一切损坏及损

失，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

服务保障措施

– 24 小时热线

– 原厂配件

– 全程服务

– 延保计划

联系方式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899999 

客户服务传真：025-84701672

客户服务电子邮箱：careline.china@bshg.com

公司网站：www.siemens-home.cn 2014 年 04 月 02 日



友情提示

–  如果您的机器出现异常现象，在联系客户服务之前，请先参照机器说明书中的《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

进行排查。 

–  如果维修人员上门后发现机器并无故障，即使在包修期内，您也将承担相关费用。 

–  您可以在本指南中找到客户服务的联系方式。 

在上门服务前请提供下列信息： 

详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故障描述、购机及收货日期、产品型号 (E-Nr.)、生产日期 (FD)。 

上述信息有助于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为您省去不必要的开支。产品型号请参见铭牌。

保修说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本机作为家用电

器，自购买收货之日起整机包修 2 年，主要部件包修 2 年。用于生产经营目的、商用、公司集体使用等

用途所购买的家电，其整机及主要零配件自收货之日起包修期为 3 个月，除非购销合同中另有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2.  产品存在瑕疵但不影响产品的性能、功能，也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厂方、商业单位作降价处理的，

其包修条件同上，但因此而降价的部位不予包修。

3.  包修期内，用户修理时必须提供修理产品的有效收货凭证、购买发票和厂方指定的相关三包凭证，三包

包修期自购买收货之日算起。如果收货凭证遗失，按照购买发票日期顺延 7 日作为三包开始日期。如果

收货凭证和购买发票同时遗失且不能提供有效信息，按照出厂日期顺延 45 日作为包修开始日期。

4. 下列项目不属于免费包修范围，应实行收费修理。

– 用户搬运，安装，使用， 维护，保管不当而损坏的。

– 使用电源电压低于 187 伏或高于 240 伏而损坏的。

– 自行或非厂方特约维修点拆修的。

– 无有效购买发票和三包凭证的。

– 购买发票或三包凭证型号与产品型号不符或涂改的。

– 因不可抗据力造成产品损坏的。

– 过了免费包修期的。

5.  由于产品使用环境条件，如电源、水源、温度、湿度等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因素引起的一切损坏及损

失，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

服务保障措施

– 24 小时热线

– 原厂配件

– 全程服务

– 延保计划

联系方式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899999 

客户服务传真：025-84701672

客户服务电子邮箱：careline.china@bshg.com

公司网站：www.siemens-home.cn 2014 年 04 月 02 日

西门子家用电器客户服务保修卡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购买日期

产品型号 发票号码

维修点名称 维修点电话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购买日期 发票号码

产品型号 出厂年月

维修日期 出厂序号

结算第五联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购买日期 发票号码

产品型号 出厂年月

维修日期 出厂序号

结算第四联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购买日期 发票号码

产品型号 出厂年月

维修日期 出厂序号

结算第三联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购买日期 发票号码

产品型号 出厂年月

维修日期 出厂序号

结算第二联

顾客姓名 联系电话

购买日期 发票号码

产品型号 出厂年月

维修日期 出厂序号

结算第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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