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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安全說明微波是一種與無線電波、電視波、和普通日光
類似的一種能量。正常情況下，微波在大氣中傳播
時會向外擴散並消失，而不會產生任何作用。但是
本微波爐有一根磁控管，其設計目的是為了利用微
波中的能量。供應給磁控管的電力，用來產生微波
能量。

這些微波通過微波爐內的開口進入烹飪區。微
波爐內有一個託盤。微波無法穿透微波爐的金屬爐
壁，但卻可以穿透玻璃、瓷器和紙張等材料，微波
專用烹飪器皿正是用這些材料製成的。

微波爐不能加熱炊具，但是炊具最終會因為食
物產生的熱量而變熱。

您的微波爐是所有家電產品中最安全的產品
之一。當爐門打開時，微波爐會自動停止產生微
波。當微波能量進入食物時，它會完全轉換成熱
能，當您用餐時，不會有任何“殘餘”能量傷害
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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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動觸摸鍵
正確的觸碰方式
錯誤的觸碰方式

控制面板



重要安全说明

重要安全说明
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保留以供日后查阅

这是安全警告标志。该标志提醒可能造成死亡或重伤的潜在危害。所有安全消息须遵照安全警告标志以及“警告”或

“注意”字样。该字样指的是：

该标志提醒可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危险或非安全行为。

该标志提醒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的危险或非安全行为。

警告

警告

警告

注意

不当使用或维修可能接触过多的微波能量，或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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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操作模式一定要使用合适的器皿。

不当使用可能造成微波炉和附件损坏，还可能产生火花和火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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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由非专业维修技术员维修是有害的，因为可能会拆除防止微波能量的护罩。

当本品在组合模式下操作时(针对具有组合功能的微波炉)，由于产生高温，小孩只能在成年人的监护下

使用微波炉。

微波炉损坏时不得操作。微波炉门需要正确地关闭，且不得对(1)门(弯曲)、(2)铰链和插销 (破旧或松

散)、(3)门封条或密封面造成损害，这是尤为重要的。

否则，可能导致有害接触过多的微波能量。

炉门或门封条损坏时，在专业维修技术员维修前，不得操作微波炉。

本品配有电线延长组件或便携式电源插座，便携式电源插座上的电线延长组件须摆放在不易溅水或进水

小孩在得到充分指导，能安全使用微波炉，并了解不当使用造成的危害时，方可在无监护的状况下使用

微波炉。

本品机器附件在使用中变热。应小心谨慎，避免接触加热元件。除非得到持续监护，8岁以下小孩应远

离。

本品在使用中变热。应小心谨慎，避免接触微波炉内加热元件。

不要使用粗糙的擦洗剂或 锋利的金属刮刀清洁微波炉门玻璃，因为这样可能划破表面，导致玻璃破碎。

否则，可能导致过多的微波能量外泄。（门打开时，安全连锁装置自动关闭所有烹调活动。）

微波炉门前不要摆放任何物品（比如洗碗布、餐巾纸等），密封面上不得残留食物或清洁剂。

否则，可能导致过多的微波能量外泄。

请确保正确设定烹调时间，少量食品需要的烹调或加热时间更短。

过分烹调可能导致食物着火， 日后损坏您的微波炉。

微波炉对汤、酱和饮料等液体加热时,

         避免使用窄颈直边容器。

         不要过分加热。

    (特别是奶瓶和婴儿食品罐内食品)。

         搬动容器时要小心。对饮料进行微波加热可能会延迟爆发沸腾，因此在处理容器时要小心。

排风口位于微波炉的顶部、底部或侧面。不得堵塞排风口。

否则微波炉会损坏，烹调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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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微波炉内放置容器前，对液体进行搅拌，并在整个加热中途再搅拌一次。

         加热后，让液体在微波炉内再停留片刻；再次小心搅拌或摇动，在饮用前检查液体温度，以免烫伤        

的位置。不要用力拉扯，弯曲微波炉的电源线。

因为门机构内置安全连锁装置，操作时，不得将门敞开。不要损坏安全连锁装置，这是很重要的。



重要安全说明 5

不要在微波炉空的时候操作。在微波炉闲置时，最好在微波炉内放上一杯水。如果不小心启动了微波

炉，水可以安全吸收所有的微波能量。

不当使用可能损坏微波炉。

除非烹调书上包含您烹调的食物说明，不要烹调纸巾包裹的食品。不要使用报纸代替纸巾烹调食品。

不当使用可能造成爆炸或火災。

/或火災。

火災

火災。

不要使用嵌有金属 （金银）的木制容器或陶瓷容器。一定要去掉金属结。只能使用适合微波炉的器皿。

不要使用再生纸品。

它们可能含有杂质，用于烹调时，可能产生火花及

烹调后，不能立即将托盘和支架置于水中冲洗。否则，托盘和支架可能破裂或损坏。

不当使用可能损坏微波炉。

对于微波炉的摆放，一定要使炉门前部至少离摆放面边缘8厘米，以免本品意外倾翻。

不当使用可能伤害人体，损坏微波炉。

烹调前，土豆、苹果等水果蔬菜要刺破皮。

否则，它们可能爆裂。

不要烹调带壳鸡蛋。带壳鸡蛋 以及全部煮熟鸡蛋不能在微波炉内加热，因为它们可能引起爆炸，即使在

微波炉加热结束后也不能。

压力会在鸡蛋内积聚，引起爆发。

不要试图在微波炉内油炸。

这样可能引起热液突然沸腾，甚至造成 。

如果发现有烟 （冒烟），关闭本品，或拔下插头，让炉门保持关闭状态，以便熄火。

在加热塑料或纸制容器内食品时，请留意微波炉，以防着火。

由于容器可能变质，食品可能从容器中漏出，这样也可能导致

本品操作时可触及的表面温度可能很高。在确认已经不热之前，烧烤模式、空气对流模式 （对于装有该

功能的微波炉）和自动烹调运作模式下，不要接触微波炉门、外箱、后箱、炉腔、附件和碟盘。

除非戴有加厚烹饪手套，否则不要接触。由于它们可能变热，有灼伤危险。

微波炉应该定期清洁，应清除所有食品沉垢。

如果不能使微波炉處於幹凈状态，表面可能劣化，从而负面影响本品寿命，还可能出现危害情形。

只能使用本微波炉推荐的温度探测器。

使用不当的温度探测器，可能无法确定温度是否正确。

本款不提供温度探测器。

本品供家庭使用，亦可用作以下类似情形：

商店、办公室 和其它工作环境的员工厨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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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可能导致 或触电等严重伤害。



6

农舍；

供酒店、汽车旅馆和其它住宿环境的客户使用；

床位及早餐环境

本品仅供家庭使用，不得作为商业用途。

本品使用时不得移动。

如果他们得到以安全的方式使用本品方面的监护或指导，本品可由8岁以上的小孩、身体、感官或精神能

力下降，或缺乏经验和了解的人使用。小孩不得玩耍本品。除非年满8周岁，且得到监护，否则，小孩不

得从事清洗和用户维护作业。

微波炉是用来加热食物和饮料的。食物或衣服烘干以及保温垫、拖鞋、海绵、湿布等加热可能会导致人

身伤害、着火或火災。

火災。

本品不通过外部计时器或单独的遥控系统运作。

遵照爆米花产品厂商提供的正确指示。在爆玉米时，不要让微波炉无人看管。如果玉米在规定时间仍未

爆开，中止烹调。切勿使用牛皮纸袋装爆米花。切勿试图爆开剩下的玉米粒。

过度烹调可能引起玉米着火。

本品必须接地。

只能将电源线插头连接到具有微波炉相同等级和规格要求的接地电源插座。如果您对电源插座接地连接

不确定，应由电气承包商进行检查。切勿剪断电源插头的接地棒。

如果电源线损坏，必须由厂商、其类似资格的服务代理商更换，以免造成危害。

不当使用可能造成严重的电器损坏或触电。

只能使用适合微波炉使用的器皿。

本品不得用于商业餐饮目的。

不当使用可能造成微波炉损坏。

微波炉不得置于柜内。

微波炉为独立使用。

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插头连接，或通过按照布线规则在固定线路安装开关的方式，进行电源连接。

使用不合适的插头或开关可能导致触电或

不要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

本品正在运作时，门或外表面可能变得很热。

。

奶瓶和婴儿食品罐内食品在食用前，应予以搅拌或摇动，温度应予以检查，以免烫伤。

保持微波炉内外干净。有关微波炉清洁情况，请参阅内容“微波炉清洁”。

一定要按照本手册所述安装要求安装微波炉。

不要使用蒸汽清洗器清洗微波炉。

      当心表面过热

如果使用该标志，指的是使用中表面容易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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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7

本品上面不要放置物体 （书、盒子等）。本品可能过热，或着火，或物体可能掉落，造成人身伤害。

微波炉烹调食物和饮料时不允许使用金属容器。

如果製造商指定了适合微波烹饪的金属容器的尺寸和形状，则不适用此要求。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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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包與安裝

使用前須知

1 

2

注意

• 該微波爐不應用於商業餐飲之目的。

3

4 打開爐門時要拉著門把手。將旋轉環放在爐內，再將玻璃託盤放在上面。

5

玻璃託盤

旋轉環

旋轉軸

8 使用前須知

注意
•請勿取下微波爐內的爐腔雲母片。
該雲母片的作用是為了防止食物濺到微波元件上。

遵照這兩頁上的基本步驟，您就能夠快速檢查您的微波爐是否工作正常。請特別注意有關微波爐安裝位
置的指導說明。在拆開微波爐的包裝時，一定要拿掉所有的配件和包裝材料。檢查微波爐，以確保您的微波
爐在運輸過程中未受損壞。

拆開微波爐的包裝，將其放置在平坦的水平面上。

要確保頂部至少留有 20cm 的空間，後部、左側和右側至少留
有 20cm 的空間，以便保持空氣流通。

微波爐的前部應距離檯面邊緣至少 8釐米，以防止傾倒。

微波爐的底部或側面有一個排氣孔。如該排氣孔堵塞，會損壞
微波爐。

如果您在密閉空間或壁櫥內使用微波爐，空氣流通不暢可能會
影響產品散熱。

請將微波爐插頭插入標準的家用插座。確保您的微波爐是連接該插座的唯一家用電器。
如果您的微波爐運行異常，請將插頭從電源插座上拔下來，然後再插回去。

往微波專用容器內倒入 300 毫升（0.5 品脫）水。將容器
放在玻璃託盤上，然後關閉爐門。
如果您對使用何種容器懷任何疑問，請參考微波專用器皿
說明。

*請勿取下
 雲母片

雲母片

將微波爐置於您所選擇的水平位置，且高度應超過 85cm，但



使用前須知 9

6  按下停止/清除按鈕，然後再按開始/確認按鈕，每按一次可設定
30秒的烹飪時間。 

 

7   

您的微波爐現已安裝完畢

8   請將奶瓶和嬰兒食物器皿內的食物攪拌或搖均，並在食用前檢查一下溫度，以免燙傷。

9   在下列情況下按鈕識別功能可能會受到影響：
• 僅按到按鈕的週邊區域。
 用指甲或指尖按按鈕。•

10 

注意

顯示面板會從30秒開始倒計時。
到零時會發出蜂鳴聲。打開爐門，檢測水溫。
如果您的微波爐在工作，水應該是溫熱的。
取出容器時請小心，可能會很燙。

請勿使用橡膠手套或一次性手套。
在用濕毛巾擦拭觸控面板時，擦完後應將觸控面板上的濕氣擦乾淨。

由於本產品的輸出功率相對較高，因此設定的烹飪時間應比普通微波爐（700W, 800W）短一些。
用本產品過度加熱可能會導致爐門上產生濕氣。



變頻解凍鍵
1

保溫

19

0

8

增/減

控制面板

功率(火力)键

軟化

融化

7

優酪乳

開始/確認

智慧診斷

停止/清除

•  

•
  

部件

重新加熱
參見第14頁“重新加熱”

常用菜單
參見第15頁“常用菜單”

10 使用前須知

圖示

在運行微波功能時，顯示面板上將顯示
該圖示。
在運行變頻烹飪功能時，顯示面板上將
顯示該圖示。
在運行變頻解凍功能時，顯示面板上將
顯示該圖示。
在您設定“增/減”時，顯示面板上將顯
示該圖示。
在您進行“快速啟動”時，顯示面板上
將顯示該圖示。
在您設定“輸出功率”時，顯示面板上
將顯示該圖示。
在您設定“重量”時，顯示面板上將顯
示該圖示。

P-10~HI

顯示面板

12



正確的觸碰方式

錯誤的觸碰方式

示例：要增加烹飪時間，可從左向右滑動觸摸鍵。

1. 

2. 

滑動觸摸鍵

觸碰 觸碰

1.

1. 碰觸到滑動觸摸鍵的外面。

2. 用手指甲或指尖觸碰到滑動觸摸鍵。

3. 碰觸滑動觸摸鍵時太快。

2. 

注意

使用前須知 11

通過使用滑動觸摸鍵，您可以設置烹飪時間或者解
凍重量。

用手指觸碰滑動觸摸鍵的
減號（-）鍵。

用手指觸碰滑動觸摸鍵的
加號（+）鍵。

將手指向左滑動，即可減
少時間。

將手指向右滑動，即可增
加時間。

示例：要減少烹飪時間，可從右向左滑動觸摸鍵。

1. 時間設定
• 0~3 分鐘： 設置時間會增加或減少10秒鐘。
• 3~20 分鐘： 設置時間會增加或減少30秒鐘。
• 20~90 分鐘： 設置時間會增加或減少1分鐘。 
• 微波炉烹饪进行中时：剩餘時間會增加或減
                                           少10秒。

2. 設置解凍重量的方式與烹飪時間相同。 將增   
    加或減少0.1 kg。

滑動觸摸鍵兩端的減號（-）和加號（+）鍵可
以像正確的觸摸鍵一樣使用。 如圖所示觸碰觸
摸鍵，您就可以設置烹飪時間或解凍重量。

如圖所示，將您的手指放在滑動觸摸鍵的中央
位置。

如果您如下圖所示碰觸該鍵，則滑動觸摸鍵可能
無法識別。

• 請勿使用橡膠手套或一次性手套。
• 用濕毛巾擦拭觸摸控制面板後，請將控制面板
   上的水分擦幹。
• 當按住觸摸控制面板上的加號（+）和減號（-）
    鍵時，數字會停止增加或減少，必須重新按一
    下。

1. 

2. 

注意

X

O

O



增/減

  
示例：設定2分鐘的大功率烹飪時間

選擇2分鐘的大功率烹飪。

快速啟動

1. 

示例：設定“11:11”

1. 
按 按鈕，以確

 打開爐門。

認顯示“12H”的時間。
（您可以按“+”鍵來選
擇24時模式）

按 按鈕，以確
認顯示“12H”的時間。
（您可以按“+”鍵來選
擇24時模式）

3.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4.  

5. 

1.

2.

設置時鐘

節能模式

按“+”鍵直至顯示面板
上顯示“11:”

按“+”鍵直至顯示面板
上顯示“11:11”

如果您想重新設定時間或者更改各個選項，就
需要拔掉電源線然後重新插上。
如果您不想使用定時模式，
請在插上您的微波爐後按“停止/清除”按鈕。

節能模式可關閉顯示面板以節省電能。
該功能只有當微波爐處於待機狀態才有效，且
顯示面板會關閉。

按 開始/確認 按鈕四次。
微波爐會在您按完四次之前就開始運行。
在 快速啟動 模式下的烹飪過程中，您可以重複
按“開始/確認”按鈕來將烹飪時間延長到最多
99分59秒。

示例：調整重新加熱模式下的烹飪時間（比如，做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

注意
• 在使用定時模式時，顯示面板會一直亮著。

2. 
2. 按 重新加熱 按鈕

直至顯示面板上顯示“5”

4.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5. 滑動

關閉爐門。

3. 按“+”鍵直至顯示面板上
顯示“1.0  kg”。

注意

•

•

當您的微波爐第一次插入插座或者在停電後重新通
電時，顯示面板上的數位會重置為“12H”。

您可以使用 - 或者 + 鍵來調整定時烹飪程式，以更
長或更短的時間來烹飪食物。每按一次 + 鍵可增加
10秒鐘的烹飪時間。每按一次 - 鍵可減少10秒鐘的
烹飪時間。可設定的最長時間為99分59秒。

快速啟動功能允許您使用“開始/確認”按鈕來設置
30秒的大功率烹飪間隔時間。

汤1.0千克）使其延長或縮短開始/確認

關閉爐門。

打開爐門。

12 使用前須知

“+” “-”



微波火力級别

微波火力級别表

使用方法

定時烹飪（手動烹飪）

1.

4. 按“+”鍵，直至顯示面板
上顯示“5:30”，這樣就完
成了5分30秒的時間設定。

5.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2. 

烹飪完成時，以發出提示音。顯示面板上會顯示End 
（結束）字樣。在打開爐門或按下任何按鈕之前，
“End”字樣會一直保持在顯示面板上，同時提示音
也會每隔一分鐘響一次。

燒開水。

給碎牛肉上色。

製作糖果。

烹飪家禽肉塊,魚或蔬菜。

烹飪細嫩肉絲。

重新加熱米飯、麵食和蔬菜。

快速加熱已經做好的食物。

重新加熱三明治。

烹飪火腿、家禽肉和羔羊肉。

烹飪肋排和沙朗牛肉。

對肉類、家禽肉、海鮮食品進行解凍。

烹飪略粗的肉絲

烹飪豬排和烤肉

3.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關閉爐門。

示例：採用P-80 / P-HI的火力烹飪食物5分30秒

該功能允許您按所需的時間來烹飪食物。有10種火

P-80 / P-HI 的火力並按指定的時間來烹飪。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用途

P-HI
(100%)

P-90

P-80

P-70

P-60

P-50

P-40

P-30

P-20

P-10

對水果進行輕微加熱。

對砂鍋菜和主菜進行保溫。

。對黃油進行軟化

對黃油和奶油乾酪進行軟化。

烹飪雞蛋、牛奶和乳酪菜品。

融化巧克力。

烹飪小牛肉。

烹飪整條魚。

烹飪糕點和蛋撻。

火力
級别

打開爐門。

使用方法 13

力級别可供您使用。下面的例子說明的是如何設定

如您未選擇火力級别，則微波爐會以“最大火
力”運行。要設定“最大火力”烹飪，請跳過
前述第2步。

注意
•

按 功率(火力)  鍵直至顯示
顯示“P-80     ”。

（顯示面板上首先會顯示
P-HI 。也就是說，除非之
前選擇了其他的火力設置，
否則微波爐默認的火力就
是“HI”（最大）。

面板上

您的微波爐配備有10種火力級别，從而為您提供最
大的靈活性和烹飪控制功能。下面的表格會告訴您
在不同的火力級别下所烹飪的食物。
• 下面的圖表顯示了供您的微波爐使用的火力級别
    設置。



重新加熱

示例：重新加熱0.2 ᾫ米飯

1. 3. 按 + 鍵直至顯示面板上顯示
“0.2 kg”。

4.  
按 開始/確認 按鈕。2. 按 重新加熱 按鈕直至顯示

面板上顯示“4”。

重新加熱菜單說明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

1 飲料 室溫 微波專用杯

2 微波專用盤松餅 冷凍

兒童鎖

示例：設置兒童鎖

1.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示例：取消兒童鎖

2.             

在關閉“兒童鎖”之後，微波爐即可正常操作。如果已經設置了日常時間，則日常時間會在1秒鐘
後顯示在顯示面板上。

初始溫度

這一獨特的安全功能旨在防止對微波爐進行意外的
操作。一旦設置了兒童鎖，就無法進行任何烹飪操
作。

如果您已經設置了兒童鎖而又觸按了其他按鈕，則
顯示面板上將顯示“Loc”（鎖定）字樣。您可以
根據下方的步驟取消“兒童鎖”。

按住 停止/清除 按鈕不
放，直至顯示面板上出
現“Loc”字樣並且聽到
提示音。

按住 停止/清除 按鈕不放，
直至顯示面板上的“Loc”
字樣消失。

1-2杯
（1杯/
200毫升）

1-4個
（75 - 80克/
1個松餅）

1.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杯內。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
    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1.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盤上。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
    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關閉爐門。

打開爐門。

關閉爐門。

14 使用方法

您的微波爐的功能表已編制好重新加熱食物的程式。只需根據食物的種類以及重量選擇程式，微波爐就會自動
重新加熱。



3 披薩餅 0.2 - 0.5 千克

0.1 - 0.3千克

0.25 - 1.0 千克
（250 克/
1份）

冷藏
微波專用盤

4 米飯 冷藏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碗5 湯 室溫

3.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常用菜單

常用菜單說明

示例：烹飪0.5 千克煎雞蛋

1.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2.  按 常用菜單 按鈕直至顯示
     面板上顯示“4”。 

 1 雞肉清湯 1.0 千克 冷藏 食料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1.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盤上。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
    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1.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碗內。蓋上保鮮膜並留有
    氣孔。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
    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3. 烹飪後，保持覆膜狀態3分鐘。

1.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碗內。蓋上保鮮膜並留有
    氣孔。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
    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3. 烹飪後，保持覆膜狀態3分鐘。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雞腿300克
半根胡蘿蔔，去皮，切成大塊
1只土豆，去皮，切成大塊
半隻洋蔥，切成大塊
2根芹菜，切成1英寸小段
3杯原汁雞湯雞原汁湯
半茶匙食鹽
¼茶匙胡椒粉

1. 取數隻雞腿，洗淨，切成大塊，瀝幹水份。
2. 將所有食料放入微波專用碗內。
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按“開始”。

微波專用碗

打開爐門。 關閉爐門。

使用方法 15

您的微波爐的功能表已編制好自動烹飪食物的程式。只需根據食物的種類以及重量選擇程式，微波爐就會自動
烹飪食物。



椰奶湯 1.0 千克 

1.0 千克 

4 

3 魚丸 
泰式香葉 
胡椒湯 

2 

煎雞蛋 0.5 千克 

室溫 

室溫 

室溫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碗

去骨去皮的雞大腿300克，切成整塊 
2茶匙特級初榨橄欖油 
1湯匙鮮薑末

香菇 30克 ，切碎 
3杯低鈉雞肉湯 
半罐（7盎司）椰奶 
2茶匙魚味沙司 
1湯匙檸檬汁， 
香菜葉用於裝飾， 
配菜用辣椒油（可選） 

細鱗弓背魚200克， 
剁碎2湯匙咖喱醬 
4個泰國茄子，每個切成四瓣 
1 紅辣椒和黃辣椒各1個，切成片 
2份新鮮胡椒粒 
¼杯凹唇姜，切成薄片 
5片卡菲爾檸檬葉，撕碎 
¼杯零陵香 
2茶匙魚味沙司 
1茶匙椰子糖 
3杯水 

350克雞蛋（4~5 個） 
30克洋蔥，切成丁 
20克蘑菇，切片 
15克綠葉蔬菜 
2.5盎司牡蠣 
¼茶匙食鹽 
¼茶匙胡椒粉 
2湯匙植物油 

1. 取一隻雞大腿，洗淨，切成塊。 
2. 將所有食料放入微波專用碗內。蓋上保鮮膜並留有 
    氣孔。 
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按“開始”。 

1. 用少許食鹽和水揉細鱗弓背魚，直到魚肉變得粘稠。 
    置於一旁備用。 
2. 將魚丸和所有食料放入一隻大號微波專用碗內。 
    蓋上保鮮膜並留有氣孔 
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按“開始”。 

1. 沿微波專用碗四周傾斜著搖晃，使油散開。 
2. 把雞蛋、食鹽和胡椒粉放入小碗內拌均。 
3. 將雞蛋混料倒入微波專用碗中，然後均勻地撒上所有 
    其餘的食料。 
4. 蓋上保鮮膜，不留氣孔 
5.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按“開始”。 
6. 做好後對折。 

。 

。 

16 使用方法 



泰式辣海鮮湯 1.0 千克 微波專用碗室溫5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3杯水或原汁湯
2湯匙魚味沙司 
2片卡菲爾檸檬葉
0.5根檸檬香草，只留莖部的白色部分，碾碎
1湯匙大蒜，碾碎後加入食鹽和胡椒粉
380克蝦仁，去皮，去除腸線
15克青蔥，切碎
20克蘑菇，切片 
1個番茄
2湯匙檸檬汁 
15克香菜，切碎
2個泰國辣椒，切成片

1. 取一隻去皮和除掉腸線的蝦仁，洗淨。
2. 將所有食料放入微波專用碗內。蓋上保鮮膜並留有       
    氣孔。
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按“開始”。

4.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3. 

2

1.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2. 按 軟化  按鈕

打開爐門。

關閉爐門。

使用方法 17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盤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1. 打開包裝，放入微波專用盤內。

    開始/確認 按鈕。
3. 黃油要在室溫下備好，用於烹飪。

1. 打開包裝，放入微波專用盤內。

    開始/確認 按鈕。
3. 奶油乳酪要在室溫下備好，用於烹飪。

1. 去掉蓋子和包裝物。

    開始/確認 按鈕。

1

2

3 2~4杯

融化
本微波爐採用小功率來融化食物（黃油、乳酪和巧克力等）。參見下列表格。

示例：融化0.2千克巧克力

4.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3. 

3

1.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2. 按 融化  按鈕

打開爐門。

關閉爐門。

18 使用方法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和重量，然後按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和重量，然後按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和重量，然後按 

3. 冰淇淋會變得足夠軟，以方便舀著食用。



融化菜單說明

黃油 冷藏

乳酪 0.2 - 0.4 千克

0.1 - 0.3千克

冷藏

巧克力 室溫

1

2

3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碗

微波專用碗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1-3份
（100 - 150克
/每份）

1.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碗內。
2.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3. 烹飪後，加以攪拌以使其充分融化。
1. 只能使用加工過的乳酪食品。打開包裝並切成方塊。
2. 把食物放在微波專用碗內。
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4. 烹飪後，加以攪拌以使其充分融化。

1. 只可使用巧克力片或烘焙巧克力塊。
2. 打開包裝，放入微波專用碗內。
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功能表和重量，然後按 
     開始/確認 按鈕。
4. 烹飪後，加以攪拌以使其充分融化。

使用方法 19

優酪乳
該功能允許您使用“優酪乳”按鈕來烹飪優酪乳。

示例：烹飪0.6千克優酪乳。

1. 打開爐門。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2. 按 優酪乳 按鈕直至顯示
    面板上顯示“1”。

3.關閉爐門。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顯示面板上會顯示“5h00”。



優酪乳菜單說明

微熱1 微波專用碗優酪乳

注意 :
可以使用下列類型的奶和優酪乳：

重量範圍代碼 菜單 說明 器皿初始溫度

1. 用熱水徹底清洗適當大小的微波專用碗。
2. 將500毫升奶倒入碗中。

     40 - 50 °C。
4. 向碗中加入100毫升酸乳並充分攪拌。
5. 蓋上保鮮膜或蓋子，將食物放入微波爐內。選擇
    功能表，按“開始/確認”按鈕。
6. 烹飪後，在冰箱中放置大約5小時。
7. 與果醬、糖或水果搭配味道鮮美。

用熱水徹底清洗所有器皿，擦乾後再盛裝優酪乳。
確保在盛裝前奶處於微熱狀態（40 - 50 °C）。
烹飪過程中不要搖晃或攪拌優酪乳，否則會影響優
酪乳的穩定性。
如食料量大於建議量，需增加烹飪時間。

天然原
味酸乳

2%、1% 或
脫脂奶
高鈣奶
豆奶
喝剩下的乳品
過期乳品

喝剩下的
優酪乳
過期酸
乳

500毫升巴氏殺菌全脂奶
100毫升天然原味酸乳

0.6 千克 食料

不可使用可使用
牛奶    

巴氏殺菌
全脂奶

優酪乳 牛奶    優酪乳

●

●

●

●

●

●

● ● ●

●●

●

●

●

保溫功能可將做好的食物保持在正常菜溫下。務必使用熱食進行保溫。使用微波專用器皿。

示例：手動保溫

3.

1.
按
打開爐門。

 停止/清除 按鈕。

2. 

保溫

按 保溫 按鈕直至顯
示面板上顯示“1”。

按
關閉爐門。 

開始/確認 按鈕。
顯示面板上會顯示
“1h30”。

注意：
酥脆類食物（油炸點心、餡餅、卷餅等）在保

微波爐專用蓋。
保溫食物的量宜為1-3份菜的量。

20 使用方法

3. 用最大火力加熱大約2分~2分30秒，直至溫度達到

在最大火力下將食物保溫90分鐘

温時不應加蓋子。濕性食物應當蓋上保鮮膜或



變頻解凍 變頻解凍菜單說明

•

•

（肉類/家禽/魚類/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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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待解凍的食物

2. 

3. 按 + 鍵直至顯示面板上顯示
    ‘1.2 kg’。

4. 
按 開始/確認 按鈕。

1.
按 停止/清除 按鈕。

按 變頻解凍 按鈕
直至顯示面板上顯示‘dEF1’。

使用方法

微波爐中預先設定有四個解凍模式。變頻解凍功
能可為您提供最佳的冷凍食品解凍方法。烹飪指南會

為了更加方便，變頻解凍功能配備有一個內置的
蜂鳴器，可提醒您檢查、翻面、分離、或重新堆放食
物，以獲得最佳的解凍效果。

一共提供有四種不同的解凍等級。

示例：解凍1.2千克肉類

注意：

當您按 開始/確認 按鈕時，顯示面板會切換到解
凍時間倒計時。在解凍過程中微波爐會發出一次提示
音。

聽到蜂鳴提示音後，打開爐門，取出所有已經解
凍的食物並翻面。

将冷凍部份重新放入微波爐內並按 開始/確認 按
鈕，繼續解凍程序。 

將魚、貝類、肉類和家禽從原來的包裝紙或塑膠包裝
中取出。否則，包裝物會使蒸汽和汁液附著在食物表
面，從而導致食物的外表面被烤熟。
將食物放於一淺容器內，或者放在微波爐烤架上，以
接住食物殘渣。

肉類
（dEF1）
0.1 - 2.0 

千克

家禽
（dEF2）
0.1 - 2.0 

千克

魚類
（dEF3）
0.1 - 2.0 

千克

麵包
（dEF4）
0.1 - 0.5 

千克

牛肉

碎牛肉、圓牛排、燉肉丁、腰肉排、
燉肉、肋排，後臀肉，前膀肉、牛肉
餡餅羊肉

切塊、燒烤
豬肉

切塊、熱狗、
排骨、農家帶骨裡脊肉。燒烤、香腸
小牛肉

肉餅（0.5千克，20mm厚）聽到提
示音後將肉翻面。
解凍後，靜置5 - 15分鐘。

家禽

整只、半隻、胸肉（無骨）
童子雞

整只
火雞

胸肉
聽到提示音後將肉翻面。
解凍後，靜置30 - 60分鐘。

魚類

魚片、整個魚排
甲殼類

蟹肉、龍蝦尾、蝦、扇貝
聽到提示音後將肉翻面。
解凍後，靜置5 - 10分鐘。

切片麵包、圓麵包、法棍麵包等。
將切片分開後放在紙巾或平板之間。
聽到提示音後將肉翻面。
解凍後，靜置1 - 2分鐘。

打開爐門。

關閉爐門。

告訴您，會為您正在解凍的食物推薦何種解凍模式。

•

•
•

•

 

食物從微波爐中取出來時，其中間部位應當仍有部分
冰涼。
解凍時間的長短取決於食物冷凍的堅硬程度。
包裝物的形狀會影響食物解凍的速度。薄的包裝物比
厚的包裝物的解凍速度更快。
食物會因其形狀的不同而在解凍程度上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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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專用器皿

在使用微波功能時絕不能使用金屬器皿或帶有金屬飾件的器皿

菜盤

微波無法穿透金屬。而會從微波爐內的任何金屬物體上反射回來，並產生電弧放電，這是一種類似
閃電的恐怖現象。大多數耐熱的非金屬餐具都能在您的微波爐內安全使用。然而，有些餐具中的材料成
分可能會使它們不宜作為微波爐器皿使用。如果您對某種特定的器具有任何疑問，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
以判斷該器皿是否可以在微波爐內使用。

很多種餐具都可在微波爐內安全使用。如有疑問，請參閱製造商的說明書或進行微波測試。不要加
熱任何用油漆粉飾過的菜盤，因為如果油漆含有金屬成分，則會產生電弧。

玻璃製品

塑膠收納盒

這類收納盒可以用來盛裝能夠被快速加熱的食物。但是，這類收納盒不宜用來存放需要在微波爐
內加熱很長時間的食物，因為熱的食物最終會使塑膠盒變形或熔化。

紙質品

使用微波功能時，只要烹飪時間短，烹飪的食物脂肪和水分含量低，紙盤和紙盒使用起來會很方
便、安全。紙巾作為培根等油膩食物的包裝物和烤盤內襯材料，也非常有用。通常來說，應避免使用彩色
紙製品，因為色素可能會揮發。一些回收性紙產品可能含有雜質，在微波爐中使用時可能產生電弧或起
火。

塑膠烹飪袋

只要是專門為烹飪而生產的，烹飪袋也可在微波爐內安全使用。但是，務必要在袋子上開一個口
子，這樣蒸汽才能逸出。使用微波爐時千萬不要使用普通的塑膠袋，因為它們會融化和破裂。

塑膠微波餐具

有各種不同形狀和大小的微波餐具可供使用。在大多數情況下，您可以使用手頭已有的物品，而不
必花錢購買新的廚房用品。

用這些材料製成的容器在使用微波功能時通常都很不錯，但它們應該經過測試以確保安全。

陶器、瓷器和陶瓷

注意事項

·有些含鉛量或含鐵量較高的物品不適合用作烹飪器皿。

·應檢查器具，以確保它們適合在微波爐中使用。

在使用微波功能時，把有疑問的器皿放在盛滿水的玻璃碗旁邊。在最大火力模式下啟動微波功能
1分鐘。如果水變熱了，而該器皿摸上去還是涼的，那麼該器皿就適宜在微波爐內使用。但是，如果水沒有
變熱，而該器皿卻變熱了，說明微波被該器皿吸收了，從而證明它不宜在微波爐內使用。目前在您的廚
房裡可能有很多物件可以用作微波爐內的烹飪器具。請仔細閱讀下面的器皿清單。

耐熱的玻璃製品可在微波爐內安全使用。這類玻璃製品包括所有品牌的烤箱專用鋼化玻璃餐具。
但是，不要使用易碎的玻璃器皿，如玻璃杯或酒杯，因為它們可能會因為食物變熱而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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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特性與微波烹飪

密切注意爐內食物

這樣您就可以看到內部，並查看您的食物的烹飪進展情況。食譜中關於抬高、攪拌等事項的說明應該被
認為是推薦的最低要求。如果食物看上去烹飪得不均勻，只要做一些您認為適當的調整即可。

影響微波烹飪時間的因素

許多因素都會影響微波烹飪時間。食譜中使用的食料的溫度對烹飪時間有很大的影響。例如，用冰
冷的黃油、牛奶和雞蛋做的蛋糕要比用常溫食材做的蛋糕烤焙的時間長得多。有些食譜，尤其是麵包、
蛋糕和蛋奶凍的食譜，建議食物烹飪到八、九分熟時就從微波爐內取出來。

這麼做並非是錯誤的。當這些食物被放置在微波爐外時，通常是蓋上蓋子的，這樣食物在微波爐外
會繼續處於烘焙狀態，因為處於食物外部的熱量會逐漸進入食物內部。如果食物一直放在微波爐內烘
焙，直到熟透，那麼外面的部分就會熟過頭甚至燒糊。您會越來越熟練地估算各種食物的烹飪時間和放
置時間。

食物的密度

蛋糕和麵包等較輕而且多孔的食物，比烤肉和砂鍋菜等較重而且稠密的食物的烹飪時間更短。
用微波爐加熱多孔的食物時一定要小心，這樣食物的外部邊緣才不會變幹變脆。

食物的高度

較高的食物的上半部分，尤其是烤肉，會比下半部分熟得更快。
因此，在烹飪過程中把食物多翻幾次面是明智的做法。

食物的含水量

食物的骨頭與脂肪含量

由於微波產生的熱量會使水分蒸發，所以相對乾燥的食物，如烤肉和某些蔬菜等，在烹飪前應該灑
水或者蓋住以保持水分。

食物的數量

無論您烹飪多少食物，您的微波爐內的微波的數量都是不變的。
因此，您放入微波爐的食物越多，烹飪的時間就越長。記住，當食物份量減半時，至少要減少三分

之一的烹飪時間。

食物的形狀

微波只能穿透約2釐米的食物，當外部產生的熱量向內傳播時，較厚的食物的內部就會變熟。只有食
物的外部邊緣才能由微波能量烤熟；而其餘部分是靠熱傳遞來變熟的。對於要用微波爐烹飪的食物來說，
最糟糕的形狀是厚厚的正方形。

在中心部分還未變熱時，邊角部分卻早就燒糊了。圓形的食物和環形的食物在微波爐裡最容易變熟。

覆蓋物

蓋子能保持住熱量和蒸汽，使食物熟得更快。使用蓋子或微波專用保鮮膜時，可將一隻角折起來，以
防止破裂。

在烹飪過程中應始終观察您的食物。您的微波爐配備有一隻燈，在微波爐運行時，它會自動打開，

當烹飪骨頭或脂肪較多的肉類時，必須小心，以防止肉熟得不均勻或者加热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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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15分鐘或更長時間的豬肉和家禽肉，其自身所含的脂肪會輕微變黃，而採用伍斯特沙司、醬油
或燒烤醬汁等上色醬油將食物烹飪較短時間後，則會呈現一種令人胃口大開的褐色。因為食物中加入的
色醬相對較少，因此食材的原始味道不會改變。

防油紙是一種比蓋子或保鮮膜更為寬鬆的覆蓋物，食物可能會稍微乾燥一些。但因為它比蓋子或保
鮮膜更寬鬆，所以可以讓食物略微更幹透。

攪拌是所有微波加熱技巧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在傳統的烹飪方法中，攪拌食物是為了達到混均的
目的。而在用微波烹飪食物時，攪拌是為了使熱量擴散和重新分配；由於食物通常是從外部開始加熱
的，因此要始終從外部向中心攪拌。

大而高的食物，如烤肉和整只雞，在烹飪時應該翻面，這樣頂部和底部會熟得更均勻。把雞肉和肉
塊切成小塊也是個好主意。

因為微波會被食物的外部所吸收，所以把較厚的肉類、家禽和魚放在烤盤的外緣處是非常明智的做
法。這樣，越厚的食物吸收的微波能量越多，食物就會熟得越均勻。

遮罩

可以將厚重或者密度大的食物抬高，這樣微波可以被食物的底部和中心部分所吸收。

包裹在殼、皮或薄膜內的食物很可能在微波爐內炸裂，除非在烹飪前將其刺穿。這類食物包括蛋黃
蛋清、蛤蚌和牡蠣、以及整只蔬菜和水果等。

食物在微波爐內會熟得很快，所以有必要經常測試一下。有些食物可以放在微波爐內直到完全熟
透，但大多數食物，包括肉類和家禽等，在八分熟的情況下就可從爐中取出，讓其在靜置過程中熟透。
在放置過程中，食物內部溫度會上升5華氏度（3攝氏度）到15華氏度（8攝氏度)。

食物從微波爐內取出後，通常可以放置3到10分鐘。通常，在放置這類食物的過程中會將其蓋住以
保持熱量，除非它們的質地很幹（例如，某些蛋糕和餅乾）。放置一段時間就可以讓食物完全熟透，同
時也有助於味道的渲染與滲透。

單獨的食物，如烤馬鈴薯、小蛋糕和開胃小菜等，如果放在微波爐內，間隔一定的距離，加熱會更均
勻，並且最好是圓形的。不要把食物堆疊在一起。

可以將鋁箔條（可阻擋微波）放置在正方形和長方形食物的邊角處，以防止這些部位加热过度。不
要使用太多的鋁箔，並且要確保鋁箔與盤子固定牢靠，否則，如果在旋轉過程中鋁箔過於靠近爐壁則可
能會在微波爐內產生電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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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診斷™功能

1.  請按照呼叫中心的指示，將電話話筒對準控制面板上的“智慧診斷™”圖示。

2. 

3. 

4. 

請勿觸按任何其他按鈕。

Max
10 mm

注意
•

微波爐清潔方法 / 使用智慧診斷™功能

當產品出現故障時，如果您需要LG電子的服務中心進行準確診斷，可使用該功能。只能使用該功能與服
務代表聯繫，請勿在正常操作過程中使用。

爐門關閉後，按住 停止/清除 按鈕並保持3秒鐘，直至顯示面板上出現‘Loc’字樣。繼續按住 停止

/清除 按鈕5秒鐘，直至顯示面板上出現‘5’。（因此，需要連續按住 停止/清除 按鈕8秒鐘）。
然後，從智慧診斷圖示後面會發出一個提示音。

一旦倒計時結束，提示音就會停止，然後您可繼續與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員進行通話，他們將説明您使
用傳輸的資訊進行分析。

將話筒放置到位，直到音訊廣播完成。顯示面板會顯示倒計時。

注意

· 為了達到最佳效果，在音訊廣播過程中請不要移動話筒。

· 如果呼叫中心代表無法獲得準確的資料記錄，您可能需要重新嘗試。

微波爐清潔方法
1  保持微波爐內部清潔

食物濺出或溢出的液體會粘在爐壁上和密封條與爐門邊緣之間。最好是馬上用濕布把濺出的液體擦
掉。麵包屑和溢出物會吸收微波能量，延長烹飪時間，甚至會損壞微波爐。用濕布擦去掉落在爐門和門
框之間的麵包屑。重要的是要保持這個部位的清潔，以確保密封嚴實。可用浸有肥皂水的抹布擦去油
漬，然後沖洗並擦乾。不要使用刺激性強的清潔劑或研磨性的清潔工具。託盤可用手清洗或者放在洗碗
機內清洗。

2  保持微波爐外部清潔

清潔微波爐之前，應先將電源插頭拔掉，以防止觸電。用肥皂和清潔水清洗微波爐外部，然後用軟
布或紙巾擦乾。為了防止損壞微波爐內的運行部件，不得使水滲入通風孔內。

3  如果爐門內部或外部四周積有水蒸汽，可用軟布擦拭面板。如果食物在大功率狀態下長時間加熱，爐門內
有蒸汽或水汽是正常的，這不是故障。這些水蒸汽最終會蒸發掉。可嘗試蓋住食物或改變火力等级和加
熱時間，以減少凝結在爐門上的水蒸汽。另外微波爐在高濕度環境下運行時也有可能出現水蒸汽凝結的
情況，而並不意味著設備發生故障。

4  爐門和爐門密封條應保持清潔。只能用溫熱的肥皂水清洗，然後徹底擦乾。
不要使用研磨材料，如去污粉或鋼絲球和塑膠塊。
如果經常用濕抹布擦拭，金屬部件會更容易保養。

要清潔控制面板，可將爐
門打開，以防止微波爐意外啟動，然後用濕抹布擦拭後立即用幹布擦乾。清潔後按“停止”按鈕。



操作微波爐時，如果您使用的收音機、電視機、無線局域網、藍牙設備、醫療設備、無線設備等產品採
用的頻率與微波爐的頻率相同，則本產品可能會受到上述設備的幹擾。這類幹擾並不意味著微波或本產品出
現問題或發生故障。因此，可放心使用。但是，醫療設備也可能受到幹擾，所在在本產品附近使用醫療設備
時請務必小心。

疑問解答

26 疑問解答

微波爐燈不亮是怎麼回事？ 微波爐燈不亮可能有幾種原因。或是燈泡损壞了，或是電路
故障。
不能。這些孔洞或開口只能允許光線通過；而不會讓微波能
源通過。

當烘烤、煎炒或水煮雞蛋時，蛋黃可能會因為蒸汽在蛋黃膜
內積聚而爆開。為防止發生這種情況，只需在烹飪前刺穿蛋
黃即可。不要用微波爐加熱帶蛋殼的雞蛋。

微波烹飪完成後，食物在靜置時間內會繼續變熟。這段放置
時間能夠使整份食物熟得更均勻。放置時間的長短取決於食
物的密度。

請再次查閱您的烹飪指南，以確保您遵循的是正確的做法，
並查看有什麼因素能導致烹飪時間發生變化。烹飪指南上的
烹飪時間和加熱設置是建議值，選擇這些建議值有助於防止
熟過頭，這也是在熟練使用微波爐的過程中最常見的問題。
食物的大小、形狀、重量和尺寸都會影響到烹飪時間的長短。
用您自己的判斷和烹飪指南的建議來測試食物的狀況，就像
您用傳統炊具時一樣。

烹飪完成後，風扇可能會繼續運行以便對微波爐進行散熱。
顯示面板上會顯示“COOL”字樣。如果您在烹飪時間結束前
開門或按一次停止，顯示面板上會顯示剩餘的烹飪時間。
這並非故障。

是的。請勿空爐運行。

發出蜂鳴聲是為了確保正確輸入設置

微波能穿透爐門上的顯示面板嗎？

當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按鈕時，
為什麼會發出蜂鳴聲？

空爐運行是否會損壞微波功能？

為什麼雞蛋有時會爆開？

為什麼建議微波烹飪結束後放置一段時間？

為什麼我的微波爐運行起來不像烹飪指南
上說的那麼快？

顯示面板上顯示“COOL”字樣，並且散熱風
扇在烹飪或加熱過程結束後繼續運行。

常見問題 解答



27技術規格

技術規格

限用物质含有情况标示声明书

* 长时间以100％，90％和80％的功率水平运行时，输出功率将逐渐减少，以防止微波炉整机过热。

微波頻率：2450 MHz +/- 50 MHz（第2組/B類）**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
+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O O O O O O磁控管
O O O O O O馬達
- O O O O O電路板組
O O O O O O開關
O O O O O O內部配線
O O O O O O外殼塑膠
O O O O O O金屬部件(含外殼、固定片、螺絲)

- O O O O O電源線

備考1.〝○〞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單元
Unit

設備名稱：微波炉                                                                                         型號(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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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V a.c./60 Hz

最大 950 W *（IEC60705 額定標準）

2450 MHz

544 mm(寬) X 308 mm(高) X 432 mm(深)

1150 W

第2組設備：第2組包含所有ISM射頻設備，在這類設備中，會刻意產生頻率範圍為9千赫至400兆赫的射頻能量，

並且會以或僅以感應和/或電容耦合式電磁輻射的形式使用，用於材料處理或檢測/分析之目的。

B類設備是指適用於家庭住宅的設備，以及直接連接用於住宅用途的建築物的低壓供電網路的設備。

您可以透過官網http://www.lg.com下載用戶手冊。

MS4295DIS

縂額定消耗電功率

MS4295DIS 
電源輸入

微波輸出功率

微波頻率

外部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