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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一：主要特点

1. 抗紫外线技术的镀膜钢化玻璃，采用专利技术的电加热门体除露方式，最大限度保证

    酒品色香味的同时，酒柜展示效果更佳。

2. 专业储酒木搁架，专为葡萄酒设计的最佳排放方式，超大瓶装量，不浪费储存空间。

    可根据饮品的高度、大小调整搁架位置。

3. LED照明灯设计，随时开关照明灯，便于存取物品。

4. 前底脚，后滚轮，移动更方便。底脚可调，方便在不平地面调平。

5. 采用最环保的制冷剂 R600a和对环境无害的新材料和新技术，严格控制有害物质，符

    合欧盟要求。

6. 豪华外观，欧陆风范，暗金色金属拉丝外框，金属弧形门框，高档尊贵尽显。

7. 数字温控，LCD显示，触摸按键调节，尽在掌控，确保最适宜的饮用和储存温度。

8. 多温区：专设红酒区、白酒区、香槟区，一旦拥有，尽享天下美酒。

9. 超低静音，专业防震。

10. 平背内冷设计，节省空间。

11. 自动化霜，化霜水自动蒸发，使用更方便。

12. 宽气候带、宽电压设计。

二：结构简图

注：若图中部件与实物不符，

请以实物为准。

1-电源开关

2-门灯开关

3-活性炭过滤器

4-搁架

5-蒸发器护板

6-排水孔

7-左铰链

8-前底脚

9-门封条

10-玻璃门

11-内灯

12-温度调节触摸按键

13-显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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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放要求

三：使用准备与要求

1.搬运

◆ 产品应装在包装箱内运输，箱体与地面的

倾斜角不小于45度角。

◆ 搬运时从底部抬起，轻搬轻放，千万不可

倒置、横放、翻滚或挤压箱体。

◆ 切不可将门及门把手作为受力部件。

2.放置

◆酒柜与周围墙壁等的距离不小于10厘
  米，门至少能开成105度且侧板和后
  板的热风能自由流通。否则，制冷系
  统的工作状况恶化，耗电量增加。

◆酒柜应水平放置在平坦坚实的地面上，
  否则易产生振动和噪音，若地面不平，
  可旋转调节箱体的底脚螺钉使之保持
  水平。
◆如果门体闭合不严，可使箱体前面的
  底脚螺钉稍高于后面的底脚螺钉以使
  门体后仰。
◆在地毯、聚酯地板上放置时，应在底
  部铺垫木板，否则底部会因散热产生
  变色、褪色。

◆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远离打火
  灶等。
◆避免与汽油、烯料、煤气等接触，否
  则会发生危险。

◆避免放置在潮湿或可能溅到水的地方，
  以防止生锈或削弱绝缘效果。
◆避免放置在温度太低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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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四：安全注意事项

◆ 必须使用单独的三相电源插座及合适
的保险丝，与其它酒柜共用插座会引
起 高 热 起
火。

◆电源线不要被
酒柜自身或其
它重物压住，
以免损坏电源

线，发生意外。

◆ 电源电压要求为187~242V之间，若电
源条件不符合要求，需加500W以上的
稳压器。

◆ 电源应有可靠
的接地，地线不
能与电网零线、
暖气管、煤气管
等构架连接。

◆ 插头应保持清洁、安全插入到底，插头积
尘或插入不紧易造成火灾；

◆ 拔电源线插头时
应手持插头，不得
拉拔电源线，以防
插头内松动或断

线。

◆ 切勿使用
松弛的电
源线、插
头、插座。

◆ 使用前请
仔细检查
电源线有
无破损，
切勿挤压、
改造、拉伸、扭曲和捆扎
电源线，以防漏电起火。

◆ 如果电源软
线损坏，为避
免危险，必须
由制造厂或维
修部或类似的
专职人员来更
换。

◆ 煤气用具泄漏或周围有其它可燃性气

体时，不要触动箱体或插座，要先关

好气阀，并开窗换气。若马上拔掉电

源插头或调

节温度，产生

的电火花就

有可能引起

爆炸，火灾，

烧伤。

◆ 不要在冷藏箱附近使用可燃性喷剂！

保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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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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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在箱体顶部放置盛水容器，以免因
  水溢出而引起露电及其它事故。
◆箱顶上不要放置和使用稳压器等用电
  器。

◆请勿向冷藏箱外侧和箱内直接溅水，可能
  会引起漏电及故障。

◆请勿用湿手触摸蒸发器护板、箱体内壁
  等，否则会冻伤皮肤。

◆严禁存放易燃、易爆、易挥发物品，如酒
  精、橡胶水、汽油、苯、丙烷气体等。
◆禁止在酒柜里使用带电的器具（例如加热
  器、电制冰机），
  否则有爆炸危险。

◆酒柜不能用来存放药品、标本资料、鲜
  花、疫苗及其它有生命活性的物品。

◆不要让小孩子在门上或钻进箱内玩耍，以
  防危险。

◆有焦糊味时应拔下电源线，停止使用，
  查明故障，或与当地销售商联系。
◆切勿擅自拆卸、修理和改造本产品，有
  引起火灾或使其工作异常的可能性。

箱体废弃处理：
◆要拆下门封条，以防止幼儿被误关在里面。
◆发泡层材料为可燃物，废
  弃时应确保其远离火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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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五：使用方法及存储事项

★ 酒品的正确存放

洗净擦干：瓶类包装物品要擦干净外表存放。自然冷却：冷却至自然室温后再存放将

更加节电。留有空间：摆列不能过于紧密，否则影响冷气循环，造成箱内温度分布不

均。瓶子之间不能相反的摆放或触到蒸发器护板。

饮料排放：由于压机室的原因，底部区域不是很深，饮料罐和短的红酒瓶可以储藏在

其中。为了陈列或已经开启的酒，可以直立储藏。酒柜中空气循环产生不同的温度区

域：最暖区域在顶部，最冷区域在底部。从顶部到底部可以储存不同的酒，建议按照

以下顺序：烈性红葡萄酒、柔和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香槟和汽酒。

★ 储藏酒的技巧

1. 打开的酒瓶放在冷藏室储藏前，不要放置在木板箱或纸板箱内。

2. 已经开口的酒瓶在存放时，应保持瓶塞潮湿，使得酒瓶和塞子间没有气缝。

3. 打开的酒瓶应放在小搁架处，因为不会影响空气循环。同时酒瓶上冷凝的空气

    湿度也很快干燥。

4. 饮酒之前，应先“加热”：例如放置柔和红葡萄酒在桌子上 2-5 个小时；红葡萄

    酒在桌上要放置4-5 小时。那样酒的温度就适合饮用了。汽酒和香槟饮用前应该稍

    微冷藏一下。

5. 饮用温度

    提供正确的温度对于品尝和享受您的酒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建议将酒储存在以下的温度：

饮用温度（℃）类种酒萄葡

81波尔图红葡萄酒

71路易世家干红葡萄酒/巴洛洛葡萄酒

61布尔戈尼红葡萄酒/波尔图红葡萄酒

51波特酒

41当年的布尔戈尼红葡萄酒

12当年红葡萄酒

当年博若来红葡萄酒/所有的底残糖白葡萄酒

01多年白葡萄酒/夏得乃白酒

9雪利酒

8当年晚摘白葡萄酒

7卢瓦尔白葡萄酒/波尔多干白葡萄酒

注意：通常酒的冷藏温度稍低于理想中的饮用温度，因为酒倒入杯中温度会很快升高1-2℃。

11

十五：装瓶图

10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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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十二：主要技术参数

敬告：本产品将不断改进，各参数如有变动，请以酒柜背部铭牌为准。

十三：电路图

型号 
气候

类型

防触电保

护类型

有效容

积 (L)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

率(Hz)

额定输入

功率(W)

净重 

(kg) 

外形尺寸 

(mm) 

600×595×850

十四：装箱单 

型号 搁架 使用说明书 文件袋 

JC137 3 1 1 

JC227 5 1 1 

JC297 6 1 1 

JC367 8 1 1 

220V～JC137 N,ST I 137 50 140 47

600×595×1250220V～JC227 N,ST I 227 50 140 60

600×595×1550220V～JC297 N,ST I 297 50 145 70

600×595×1850220V～                     JC367 N,ST I 367 50 150 81

维护保养

6

★巧用节电：

  快速开闭：快速存取，防止冷气过量流失。

  切勿过冷：根据需要调节箱内温度。

  酒柜摆放：将酒柜安装在一个干燥、水平的房间内，但不要被阳光直射或接近热源

（如散热器、炊具等）。如果需要，要使用隔热板。

  注意：药品、标本资料、鲜花、疫苗及其它有生命活性的物品严禁存放。 

 

六：控制板的使用 

★温度控制：长按任意按键3秒钟直到显示屏数码闪烁，显示屏解锁图标点亮，进入解

锁状态，再通过点按温度递增键“＋”或温度递减键“－”选择需要的箱内温度(6℃、

9℃、12℃、15℃、18℃)，设置完毕5秒后，当前设置的温度生效并被储存。用户可根

据实际需要，将温度设置为不同的数值。

★门体加热除露控制：解锁状态下，同时按下“＋、－”两个按键，3秒钟后，显示屏

显示“H”进入自动除露状态，酒柜根据外界环境湿度自动开闭玻璃门加热除露功能。

如显示屏显示“U”，酒柜将关闭玻璃门自动除露功能。注：选择“U”在较潮湿季节

可能导致门体外表面凝露，建议用户选择“H”。 

七：保养与清洗 

清洗：清洗前应先拔掉电源，切勿湿手拔电源插头，以防触电。切勿直接向箱内浇水，

防漏电短路。轻度污染干擦，难于擦掉的污染，用布蘸有中性餐具洗涤剂的水擦拭(洗

涤剂原液会损坏塑料件），擦拭后一定用水将洗涤剂擦洗干净，再用干布擦干水份。

注意：切勿用去污粉、洗衣粉、碱性洗涤剂、硬刷、汽油、酒精、酸、开水等擦拭，清

洗后应检查电源插头是否插紧，插头有无发热，电源线有无损伤。

禁止使用蒸汽清洁器除霜或清洁酒柜，蒸汽会渗透有电部分导致短路。

★保养: 1.箱体表面应保持清洁，要经常除尘，除尘时不可用水喷淋、冲洗，以免影响

电器绝缘性能。

2.要随时擦净沾在门封条上的油、灰尘等污垢，否则日久会使门封条老化，密封不严。

3.为防止压缩机出故障，切断电源间隔 5 分钟后再接通电源。

4.若预先接到停电通知，可在停电前一小时将温控调制最低档。停电后，尽量不要开或少

开门，来电后温控调回至原来位置。 

八：关闭酒柜 

★关闭酒柜：按下电源开关按钮，制冷系统和灯将关闭。 

★酒柜断电：如果酒柜在较长时间内不使用： 

1.拔出主插头；2.清洁酒柜；3.打开酒柜门 



8

故障及排除

十一：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完全不制冷

关开开打闭关柜酒

电源插座有电，电源插头未插牢 插牢插头

保护器或保险丝是否断开 更换保险丝

是否停电

制冷温度不够

食品温度过热或摆放过于拥挤 冷却后放入减少放入量

频繁开门或门未关紧 关紧门

受阳光照射或靠近热源 远离热源位置

周围通风不好 留出周围通风间距

灯不亮
灯接触不良 旋紧灯泡

灯泡出现问题 更换灯泡

噪音大

地板基盘软，箱体倾斜 底下铺垫木板

钉螺脚底整调实不地落脚四

壁墙离远壁墙触接体箱

箱体周围接触其它物品产生振动动音 清除周围异物

※ 若查明上述事项后仍不能解决时，请切断酒柜电源，清洗冷藏箱内外表面，

用布擦干；并及时与离您最近的我公司特约维修点联系或直接拨售后服务电

话。切不可私自拆卸. . . . . . .

玻璃门

外表面凝露
玻璃门电加热功能未开启

请按照第6页，六：控制板
的使用，第二段调节控制板
显示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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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

九：箱内照明灯及其更换

1.更换箱内灯：为防止触电请先切断电源。

2.本照明灯参数为 220V/E14螺口灯泡，用户不得更换为功率超过 15W的照明灯。

3.拆卸时，向上顶起如图所示部位，同时向后推，即可拆下灯罩，更换灯泡。安

装时反之，把灯罩向前推即可安装上。

十：下列现象并非故障

● 周围环境过于潮湿如梅雨季节，玻璃

门表面可能产生凝露现象，并非故障。

● 周围环境过于潮

湿如梅雨季节时，

若开门使用频繁，

偶尔出现箱底接水

盒溢出现象，并非

故障。

● 冷藏箱工作时会听到箱内有流水声，是制

冷剂在系统内流动时的声音，是正常现象。

同时箱内风机会发出声音，这是正常现象。

● 工作时，压缩机会发热烫手，下前罩

会发热，同时风机会发出声音，这是

正 常

现象。

● 冷藏室后壁，蒸发板结霜冷藏室后壁附有

水珠或少量冰，是由于经常或长时间开门，

或含水份多

的食品存放

时没有包装

起来。

后背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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