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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在安装和使用之前，请先阅读电器的 
使用说明。
这些装配说明中的图片仅用作参考 
指南。
如果不遵守本手册中的要求，制造商不
承担任何责任。

安全说明
所有与安装、调整和燃气类型改装有关
的操作都必须由获得授权的安装工程师
根据适用的规定、标准以及燃气和电力
提供商的要求执行。
开始工作前，断开电器的电源和气源。
如要改为使用其它燃气类型，建议与技
术支持服务部联系。
本电器仅供家庭使用。本电器不能安装
在游艇或篷车中。
在安装之前，需要检查当地的燃气配送
条件 (燃气类型及压力) 是否与电器的调
整相兼容。电器的调整条件写在标签或
铭牌上。
按照现行规定及通风要求，本电器只能
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切勿将本电器
连接到燃烧产物清除设备上。
电源电缆必须和设备连为一体，以避免
接触烤箱或灶具的灼热部分。
接通电源的电器必须接地。
请勿擅自改动电器内部元件。如有必
要，致电我们的技术支持服务部。

安装之前
本电器属于 3 类产品，符合 EN 30-1-1 
规范中关于燃气型电器：嵌入式电器的
规定。
这些独立的电器可通过接头配件与其它
同类电器和/或同型号的传统灶具组合 
使用。
参见目录以了解详细情况。
电器旁边的设备必须由非易燃材料制
成。金属覆层以及用于粘附它的粘胶必
须耐热。
本电器不能安装在冰箱、洗衣机、洗碗
机或类似设备上方。
烤箱上必须有电动冷却风机才能在其上
方安装灶具。
在烤箱安装手册中查看其尺寸。
如果安装了抽油烟机风机，则必须遵守
安装手册中的说明，始终确保到灶具的
距离至少为 650 mm。

准备厨柜 (图 1-2)
在工作台切出合适尺寸的槽口。
如果灶具为用电气型或混合型 (燃气和电
力)，且下面没有烤箱，在距离灶具底部 
10 mm 处放一块阻燃的隔板 (例如金属
或胶合板)。这样可以防止意外触及灶具
底部。
如果灶具为燃气型，建议在相同距离处
放一块隔板。
在木质工作台上，为切割表面涂抹一层
特殊胶水。这样可以防止工作台下方 
受潮。

安装电器
夹具和胶密封件 (位于灶具下方) 出厂
时已安装好：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拆除它
们。密封件确保整个工作台防水并防止
水渗透。
为了将电器安装到厨柜中，首先将灶具
放置在正确位置，然后松开每个夹具，
使它们都能活动自如 (不必完全松开它
们)。
插入灶具并使其居中。
按压灶具各边，直到其整个侧边获得稳
固支撑。
转动并完全拧紧夹具。
图 3
拆除灶具
关断电器的电源和气源。
拧下夹具，然后按照与安装相反的顺序
进行拆卸。

燃气连接装置 (图 4)
燃气灶进口接头端有 1/2" 的螺纹， 
可实现：
- 固定式连接。
- 使用柔性金属管的连接。这种情况
下，有必要在水密歧管出口与气源之
间插入附件 (427950)和密封件 (代码 
034308)。图 4a。
这种情况下，您必须避免管路接触正在
插入的橱柜活动部分 (例如抽屉)，并避
免进入任何可能被占用的空间。
如果需要水平连接气源，我们的技术
支持服务部可以为您提供 L 型管 (代码 
173018) 和密封件 (代码 034308)。 
图 4b。
警告！如果连接发生了移动，请检查 
密封性。
有泄漏危险。
在连接发生移动后，制造商不对任何连
接泄漏负责。

电气连接 (图 5)
检查电器的电压和电源是否与电气安装
相兼容。
灶具自带电源电缆 (带或不带墙壁插座)。

提供最小触点间隔为 3 mm 的全极断路
开关 (不适用于用户能触及插头接口的 
情况)。
带插头的电器只能连接到正确安装了接
地线的插座上。
本电器具有“Y”型接线：电源电缆只
能由技术支持服务部更换，用户不能 
更换。必须遵守电缆类型和最小横截面
要求。

改变燃气类型
如果国家规定允许，可以改动本电器以
适合使用其它类型的燃气 (参见铭牌)。
进行这种改动所需的组件包含在随附 
的改造套件中 (取决于型号)，可从我们
的技术支持服务部获取该套件。步骤 
如下：
A) 更换灶具上快速、半快速以及辅助燃
烧器的喷嘴 (图 6)：
- 拆除锅架、燃烧器盖和扩散器。
- 使用我们技术支持服务部提供的扳手更
换喷嘴 (代码 424699)，从燃烧器上拆卸
喷嘴或对其再安装时要特别小心，确保
喷嘴不会掉落。
确保喷嘴完全拧紧，以保证密封。对于
此类燃烧器，无需进行初级空气调节。
B) 更换双焰燃烧器的喷嘴 (图 7)：
使用夹具装配系统将玻璃面板和框架固
定到灶具的支撑台。拆卸玻璃面板和框
架时必须遵守以下步骤：
- 拆卸所有的燃烧器盖和锅架。图 7a。
- 通过拆下螺丝释放用于将电器固定到橱
柜的前部夹具。图 7b。
- 拧松燃烧器上的螺丝 (图 7c-7d)，并拆
下各自外壳上的控制旋钮。
使用由我们的技术支持服务部提供的拆
卸杆 483196。要释放前部夹具，根据 
灶具型号，在图 8 中显示的区域使用拆
卸杆。
切勿对没有镶边或边框的玻璃边缘使用
拆卸杆！
- 要释放后部夹具，小心地提起整个玻璃
面板和框架，如图 8a 所示。
更换外焰喷嘴 (图 9a)：
- 拧松紧固螺丝，向后移动衬套将其释
放，以轻松触及主喷嘴。图 a1。
- 向左转动外焰喷嘴以将其拆下。 
图 a2-a3。
- 拧入新的外焰喷嘴。图 a3-a4，如 
表 II 所示。

衬套 L2 的距离。图 a5。
- 拧紧紧固螺丝。图 a6。

- 根据表 I  中显示的 Z 值调整气流调整



更换内焰喷嘴 (图 9b)：
- 从螺纹部件 M2 上拧下部件 M3； 
为此，反方向握住螺纹部件。
- 从部件 M2 上拆下管路。图 b2。
- 从部件 M1 上拆解部件 M2 和 M4。 
图 b3-b4。
- 从部件 M2 上拆下内焰喷嘴 M4。
图 b5-b6。
- 根据表 II 拧入新的内焰喷嘴 M4。 
图 b6-b7。
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装回所有组件。

调整气阀
将控制旋钮调到最小位置。
从气阀拆除控制旋钮。图 10。
它具有一个柔性橡胶阀加强环。只需用
螺丝起子的尖头按压该密封件，便可触
及操作气阀调整螺丝。图 10a。
切勿拆除阀的加强环。
如果无法触及旁通螺丝，按照“更换双
焰燃烧器的喷嘴”中的描述拆卸玻璃面
板和框架。图 7。
使用平头螺丝起子转动旁通螺丝来调整
最小环设置。
根据电器将要使用的燃气类型 (参见 

A：拧紧旁通螺丝。
B：拧松旁通螺丝，直到燃烧器的气流
正确：
在最大和最小设置之间调节控制旋钮
时，燃烧器不会熄灭，也不会形成 
倒焰。
C：旁通螺丝需要由授权的安装工程师
更换。
D：请勿触碰旁通螺丝。
装回所有密封件以形成电气密封非常 
重要。
这些装置可以防止液体和灰尘进入 
电器，因此对于电器的正常工作至关 
重要。
装回控制旋钮。
切勿拆除气阀轴。在出现故障时，更换
整个气阀。
警告！完成之后，指示燃气类型的标签
必须靠近铭牌位置。

表 II ) 执行相应的措施：



gas mbar Qn (kW) m3/h g/h
"Z"

(mm)
Qr (kW)

G20 20 125 2,80 0,267 - - 39 0,60

G30 29 83 2,80 - 203 - 39 0,60

G31 37 83 2,80 - 200 - 39 0,60

G20 20 93 1,90 0,181 - - 29 0,40

G30 29 70 1,90 - 138 - 29 0,40

G31 37 70 1,90 - 136 - 29 0,40

G20 20 171 6 0,572 - 4 - -

G20 20 69 - - - - 27 0,30

G30 29 115 6 - 435 11 - -

G30 29 47 - - - - 27 0,30

G31 37 6 - 428 11 - -

G31 - - - - 2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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