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提醒！
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並妥善保
管，以備日後之需！

警告：使用前請先將所有塑膠袋與包裝材料拿開並
且處理掉，且遠離兒童可拿取之處。

SN0001710

當此產品無法再使用時，不可當成一般垃圾處理，應將其送往專門處理電器和電子裝置的廢棄物處理站，或是在您購買同類電器時，將產品給予經
銷商。當此產品無法再使用時，使用者有責任將其送往專門的廢棄物處理站。如果廢棄的電器有正確地分類回收，就能以環保的方式重新再利用、
妥善處理及處置；這樣可以避免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負面影響，並有助於材料的回收。

如果產品有任何損壞需要修理，請參考購買本產品之國家的相關規定。正常使用所導致的磨損不包含在保固範圍內。

ARTSANA公司保留不需提前通知，可隨時修改本使用手冊內容的權利。若無ARTSANA公司書面授權，嚴禁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複製、傳播、轉
載本手冊或將其翻譯為其它語言。

SterilNatural 
2合1電子蒸氣消毒鍋

備考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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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1.外殼塑料

2.電線元件

(不含金屬插頭)

3.電線元件-

  金屬插頭

4.電路板元件

5.螺絲零件

6.外殼元件

型號（型式）：FS6000設備名稱：2合1電子蒸氣消毒鍋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單元Ｕ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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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超出
0.1w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全警告
安裝前注意事項
‧本產品僅限家庭使用，且必須遵守說明書使用。請勿用於本說明書限定之外
   (奶瓶、奶嘴及所有哺育配件的消毒)的其他用途。任何不當使用，都可能會
   導致危險。
‧本產品僅可在室內使用，請勿置於日曬、雨淋及其他不良氣候條件的場所。
‧本產品不可讓孩童使用，請將產品及電源線放置在孩童無法碰觸的地方。
‧請勿讓孩童把本產品當作玩具玩耍。
‧除非有監護人陪同或有成人指導，否則嚴禁孩童、身體、感官或智力有缺陷
   的人及對產品缺少使用經驗的人員使用本產品。
‧如原物主將本產品出售或給予第三方使用者，必須同時附上使用說明書。且
   在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所有警示標籤以及本說明書。
‧警告：本產品必須使用備有接地線裝置的電力系統，以確保安全。
‧本產品只可放在平坦穩固且孩童無法碰觸的平面(地面)上使用。
‧請勿將產品直接靠近熱源，或放置在高溫表面、壁爐或電爐上，也不要直接
   放在平滑表面或對潮濕/高溫敏感的地方。
‧請勿將欲消毒之物品直接放在加熱盤上。
‧請注意標有   符號的零件，表示在使用時會達到高溫。
‧使用過程中，本產品因水加熱而產生高溫蒸氣，因此請務必留意。在加熱過
   程時上蓋孔洞會有高溫蒸氣冒出，因此手臂和臉部請勿靠近，以免灼傷。
‧剛完成消毒時，因本機內部和表面仍處高溫，請特別小心，以免灼傷。
‧警告：當消毒完成後，請等待數分鐘再取下消毒鍋上蓋。取下蓋子時請特別
   小心，以免被沸騰的蒸氣或水珠灼傷。
‧請勿遮蔽住上蓋排氣孔。
‧請勿用水或其他液體浸泡或弄濕插頭、電器或電線。
‧不使用消毒鍋時，請關閉總開關，並將電源線插頭從插座上拔除，請勿用拉
   的方式拔除。
‧在移動、清潔、存放、保養前或不使用本產品時，請確保消毒鍋已完全降溫
   且插頭已拔除
‧嚴禁孩童、身體、感官或智力有缺陷的人及對產品缺少使用經驗的人員對本
   產品進行清潔和保養的工作。
‧此電器不得浸水，以免導致危險或造成產品毀損。
‧若電源線損壞時，必須從製造廠商或其服務處取得的特別電源線或配件加以
   更換。
‧以上的使用說明可在Chicco官方網站(www.chicco.com)上取得。

    警告
‧請勿將本產品、相關配件和任何包裝材料(塑膠袋、紙箱等)放在孩童可碰觸
   到的地方，其並非玩具且可能產生危險。
‧使用之前，必須檢查本產品及相關配件是否損壞。如有損壞，請勿繼續使用
，應與專業人員或經銷商聯絡。
‧剛完成消毒時，本產品內部的溫度仍處高溫，請格外小心！拿取已消毒的物
   品前，請先等待其冷却，以免灼傷。
‧注意！在本產品消毒過程中，若因其它原因導致供電電源中斷，消毒流程將
   會無法完成。此時置於本機內之物品，消毒尚未完全，建議您再重新啟動一
   次。
‧若不再使用消毒鍋，請將主開關(g)切換至0(關閉)位置，並將插頭從插座上
   拔除來關閉產品。
‧本產品僅可使用專用工具打開，請勿自行打開或維修。只能使用相同的電源
   線來更換本機配備的電源線，且必須由專業技術人員或聯絡ARTSANA公司
   來執行，若使用非本機配備的電源線，可能導致嚴重危險。
‧請勿將不適合高溫消毒的物品放入消毒鍋。請先確認消毒鍋的使用電壓(標   
   示請詳見消毒鍋底部電壓說明)是否與將使用的電源電壓一致。
‧將產品插頭連接到便於接觸的電源插座上。
‧消毒鍋零件配件沒有放入時，請勿啟動本產品。
‧請勿在加熱器中沒有水的情況下使用消毒鍋。
‧消毒時，只能加水，請勿在容器內加入水以外的其它液體。
‧溫度過熱時，本產品會自動斷電，請再按壓一次啟動按鈕重新加熱消毒。
‧對於將不可微波或無法高溫消毒的物品/零件放入消毒鍋，或未遵守法規和/
   或本產品貼標或說明書中的規定，因而造成的人員傷害及物品損壞，
   ARTSANA公司概不負責。
‧如果您對產品說明書仍有疑問，請與經銷商或ARTSANA公司聯繫。

   

 

SterilNatural 2合1電子蒸氣消毒鍋

親愛的顧客：
非常感謝您選擇本產品。SterilNatural 2合1電子蒸氣消毒鍋可根據需要消毒
物品的多寡來調整容量大小，且不占空間，分為兩種尺寸配置：全配型及簡
易型。

本產品使用天然蒸氣且無任何化學成分，所以消毒過程非常安全及穩定，其
操作也極其方便簡單。本產品的兩種尺寸配置可以適用於所有Chicco的奶瓶
和吸乳器(必須是可以使用高溫蒸氣消毒的零件)，以及市面上大部分品牌的
奶瓶和吸乳器。
使用起來非常方便，全配型最多可放入六個Chicco 330毫升/11盎司的奶瓶和
相關配件(奶瓶圈蓋、奶嘴和奶瓶)。簡易型最多可放入兩個Chicco 330毫升
/11盎司的奶瓶和相關配件。

如果使用非Chicco的奶瓶，消毒物品的多寡可能要少於上述數量。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並妥善保管，以備日後之需。

零件組成圖(如圖1)
a) 上蓋
b) 物品放置盤
c) 本體
d) 底座
e) 加熱盤/底盤
f) 電源線
g) 啟動按鈕*
g1) 加熱指示燈
h) 總開關(ON/OFF)

    警告：啟動按鈕不是關閉按鈕。如果需要關閉設備和/或中斷消毒循環，
必須使用總開關(h)。
※使用啟動開關(g)之狀況如下：
1) 欲開啟消毒流程時，先將總開關(h)開啟，再按下啟動按鈕，使機器開始加
熱。
2) 當溫度過熱時，本產品會自動斷電，請再按壓一次啟動按鈕重新加熱消毒
。
3) 當有任何狀況發生，造成消毒流程中斷(停電、過熱、水量調整等)，請再
按壓一次啟動按鈕重新加熱。

如何組裝消毒鍋
本消毒鍋可使用兩種不同的尺寸配置：全配型及簡易型。

1) 全配型(如圖2)
最多可放入六個Chicco 330毫升/11盎司的奶瓶和相關配件。
將以下配件按順序疊在底座(d)上來組裝：本體(c)、物品放置盤(b)和上蓋(a)
。
2) 簡易型(如圖3)
最多可放入兩個Chicco 330毫升/11盎司的奶瓶和相關配件或其他小物品。
將以下配件按順序疊在底座(d)上來組裝：物品放置盤(b)和上蓋(a)。

如何準備及使用本產品
將物品放入消毒鍋前，請徹底清洗所需要消毒的物品。
消毒奶嘴：
‧為了避免手指汙染已消毒完的奶嘴，建議在奶嘴放到物品放置盤(b)前，先
   固定在奶瓶圈蓋上。
‧將奶瓶蓋略為傾斜地放在已經組裝好的奶嘴上方，使蒸氣能夠進入奶瓶蓋        
   裡。

消毒奶瓶
‧全配型：將奶瓶垂直，瓶口朝下放，最多可放入六個Chicco 330毫升/11盎
   司的奶瓶，其相關配件可放在物品放置盤(b)。
‧簡易型：將奶瓶平放，最多可放入兩個Chicco 330毫升/11盎司的奶瓶。為

 了使蒸氣順利地進入奶瓶裡，請注意不要讓配件堵住瓶口。

    警告：當把配件放在物品放置盤(b)上，請檢查上蓋(a)是否有蓋緊。

在第一次使用消毒鍋前，請在沒有奶瓶或任何配件的情況下，進行一次空
箱消毒。
在第一次使用消毒鍋時，可能會有異味產生，屬於正常現象，並非產品故
障或損壞。

    警告：在第一次使用消毒鍋時，當打開總開關(h)時，無須按下啟動按鈕
(g)也會自動加熱，這是正常現象。

1) 本產品不能放在孩童可碰觸的場所，只可放在平坦穩固、對熱與/或潮濕
不敏感的平面上使用，且不能離電源插座太遠。
2) 將上蓋(a)、物品放置盤(b)和本體(c)自底座上移開(如圖4)。
3) 將水倒入加熱盤/底盤(e)中，直到達到以下的刻度(如圖5)。
‧全配型：120ml
‧簡易型：80ml

注意：若使用蒸餾水則會顯著減少加熱板上的水垢堆積。
4) 根據所需要的配置組裝消毒鍋 (請參考“如何組裝消毒鍋”)
5) 將需要消毒的物品放在消毒鍋內 (請參考本章第一部份)
6) 將電源線(f)插在插座上。
7) 將總開關(h)調至位置I (開啟)，來啟動消毒鍋。接著按下啟動按鈕(g)，當
加熱指示燈(g1)亮了，則會開始將水加熱。

注意：消毒時間只需5分鐘，但不包含升溫時間。

8) 當消毒完畢後，消毒鍋會自動關閉。接著，請將總開關(h)調至0 (關閉)，
並拔掉電源線(f)。
9) 完成消毒後，請稍等幾分鐘再將消毒完畢的物品從機器內取出。拿取時
請小心，以免被沸騰的蒸氣或水珠灼傷。在碰觸消毒好的物品前，請先清
潔雙手。
10) 請等消毒鍋完全冷卻後，再啟動新的消毒流程。無論是全配型或簡易型
的消毒時間，都可能因為奶瓶和配件的數量、大小、類型及加熱盤/底盤(e)
內的水量而有所差異。

注意：已消毒完畢的物品在上蓋(a)未打開的情況下，消毒鍋內可保持24小
時的消毒效果。如果在使用過程中或使用後將上蓋(a)打開，則立刻失去其
消毒效果。

清潔與保養
1. 必須在本產品完全冷却的情況下進行。
2. 將全配型和簡易型內殘留的水倒掉(如圖6)，請小心不要弄濕插頭和/或電
源線(f)。
3. 使用軟布擦乾加熱盤/底盤(e)、本體(c)、物品放置盤(b)和上蓋(a)。

去除水垢
消毒鍋在正常使用過程中，加熱盤/底盤(e)可能會堆積水垢，其大小和密度
取決於水質的硬度。底盤累積過多水垢可能降低產品性能並造成損壞。
因此，建議至少每周除垢清潔一次，或當發現有水垢堆積在加熱盤/底盤(e)
時就清除。

1. 將大約200毫升之等量的水與白醋混合，並倒入加熱盤/底盤(e)中。
2. 等待溶液發揮作用，直到水垢溶解(大約一個晚上)。當容器浸在水-白醋
溶液時，請勿開啟消毒鍋。
3. 清空加熱盤/底盤(e)的溶液。
4. 使用軟布清除殘留的溶液。並在加熱盤/底盤(e)內倒入200毫升飲用水，
然後再倒掉，清洗數次。最後，再次使用前，用軟布仔細的擦乾消毒鍋。

    警告：請勿將全配型和簡易型的消毒鍋放在流水下清洗。

問題排除

問    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消毒鍋沒有完成消毒流程/
發出噪音

消毒鍋無法啟動

消毒完畢後，奶瓶上留有污垢

消毒時間比包裝標示或
說明書上的時間久

過多的水垢堆積在加熱盤/底盤(e)上 使用白醋去除加熱盤/底盤(e)上的水垢
(參考“去除水垢”)

沒有插電

插頭沒有正確地插入

總開關(h)被調至0位置(關閉)

檢查電源是否有電

確認插頭是否正確連接且狀態良好

將總開關調至I位置(開啟)

過多的水垢堆積在加熱盤/底盤(e)上 使用白醋去除加熱盤/底盤(e)上的水垢
(參考“去除水垢”)

過多的水垢堆積在加熱盤/底盤(e)上 使用白醋去除加熱盤/底盤(e)上的水垢
(參考“去除水垢”)

加熱盤/底盤(e)內的水量過多 在加熱盤/底盤(e)內加入正確的水量，
並再重新啟動一次消毒鍋
(參考“如何準備及使用本產品”)

重要提醒：若上述解決方案無法解決您所遇到的問題，請與經銷商或ARTSANA公司聯絡。

技術規格
代碼：00007392000440 型號：FS6000 電源：110V  頻率：60Hz  功率：450W 中國製造

全配型 簡易型

符號說明

=警告

=使用者說明

=請參閱本說明書

=僅限室內使用

=警告！高溫蒸汽

=警告！高溫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