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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 Maestria B/C/D520
CN: 220V, 50Hz, 2100 W
KR: 220V, 60Hz, 2100 W
AU/HK/NZ/SG: 220-240V, 50-60Hz, 2300W

max

19 bar
7 kg
1.4 L
32 cm

30 cm

10

3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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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OFF button
놹낅2Q2ᚎ뱱
電源開關
開關
电源开关

6. Removable cup support
뇑阥閵鱚뼑뢪덵덵鲵
可移動咖啡杯支架
可移動咖杯杯架
可移动杯托

2. Lever
ꆽ
拉杆
拉桿
手柄

3. Indication Lights
븑겑麦
指示燈
指示燈
指示灯

7. Cup heater
뢪閵꾩韥
暖杯器/ 咖啡杯加熱器
暖杯器
暖杯器

4. Espresso and Lungo dials
꾅걙뺹ꆽꭁ꿵ꊲ隕鲙넩꽱
浓缩咖啡及大杯咖啡旋钮
濃縮咖啡及長杯咖啡撥盤
浓缩咖啡及大杯咖啡旋钮

Ribs *(2)

5. Coffee outlet
뢙뻱띉띑霡
咖啡出口
咖啡杯架
咖啡出口

8. Aeroccino dial
꾅꽩ꈑ렍鬭鲙넩꽱
Aeroccino 撥盤
鮮奶攪拌器按鈕
电动搅奶器旋钮

9. Water tank
ꓱ몦먡
水箱
水箱
水箱

10. Aeroccino
꾅꽩ꈑ렍鬭넩꽱
Aeroccino
鮮奶攪拌器
电动搅奶器

11. Maintenance unit
ꐉ넭뫥髁걙냕鲐
護理組件
維護套件
可维护组件

12. Power cord and storage
놹낅뤉麑꿵놵녚ꭁ
電線及收藏格
電源線及收納槽
电源线和线槽

Lid *(4)

Spout *(3)

Capsule container:
10–14 capsules *(6)
Milk Frother *(5)

Drip tray and grid *(7)

*(2) 鶁띑ꜵ / 裂口 / 鼓起線 / 凸起毂位
*(3) 늱鸚넩/ 噴嘴 / 噴嘴 / 喷嘴
*(4) ꁑ领 / 咖啡機上蓋 / 上蓋 / 电动搅奶器上盖
*(5) 끥냕阥븽韥/ 鮮奶起泡器 / 鮮奶攪拌器 / 搅奶器
*(6) 롖걅뢝묁넩骽 (10~14 闑롖걅) / 咖啡粉囊容器 (10-14 個粉囊) / 膠囊回收盒 (可容納 10-14 顆膠囊) / 胶囊盒 (可盛放 10 到 14 个咖啡胶囊)
*(7) 麑ꍲ뱭ꆽ넩꿵鞭ꍡ麑 / 滴水盤及柵格 / 滴水盤與格柵 / 滴水盘及金属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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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Intl.
HK Trad.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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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Manual
操作說明書
使用说明书

KO
TW

ꩡ끞ꐺ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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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presso, an exclusive system creating the perfect Espresso, time after time.
All Nespresso machines are equipped with a unique extraction system that guarantees up to 19 bar pressure. Each parameter has been calculated with great precision to ensure that all the aromas
from each Grand Cru can be extracted, to give the coffee body and create an exceptionally thick and smooth crema.
髙걙뺹ꆽꭁꎙ꿹꙲뼑꾅걙뺹ꆽꭁꌱ뗲눥뼍鱉鵺뗲놶넭겑걙묑
ꑝ麕髙걙뺹ꆽꭁ뇑븽꾅鱉ꎙ끥魇냵꼊ꇚ 뜑鲵EDU 냱ꈑ녆鶎뼍鱉뱮뽽ꗐ냵띉띑겑걙묑넩녚뗞鷍꽩넽걪鱽鲙閶閶넍韥ꯕ놶끉ꭁ麙냵
閶鞭ꅆ먡ꋱ넍ꑝ麕껹ꈑꍽ麙넩쀊겙뼍陁븑뾹鷍隕뢙뻱넍ꗉ黉꿵鲙ꌭ뢙뻱閵샾驩驱ꯍ꽻鱉ꖵ鵹闅隱闅鶎놶넭ꜵ麑ꆡ끩먡ꆽꍽꌱ꾥
띑뼍韥낹뼩ꎙ끥뇊ꖵ뼍陁陹ꩥ鷍꽩뎆鱽鲙

CONTENT/ ꑞ뗝
7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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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REPARING YOUR MACHINE FOR FIRST USE/
ꏭ겕냹뙍넁ꩡ끞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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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PREPARATION/ 뢙뻱띉띑뼍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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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 HEATER/뢪閵꾩韥
BARISTA: AEROCCINO USE/ꗉꍡ걙멵꾅꽩ꈑ렍鬭ꩡ끞

16 – 20 RECIPES/ ꆽ겑뻱
21
MENU MODES/ꐉ鰩ꑝ麑
22

EMPTYING MODE/ ꟹ끥韥ꑝ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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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 CLEANING/隵ꍡꗄ뙢ꭁ

24 – 25 DESCALING/黉걙뢵넱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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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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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THE NESPRESSO CLUB/髙걙뺹ꆽꭁ먩ꆲ꾥ꄲ뙍
DISPOS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꺥ꆽ韥뙍ꍡꗄ쀍陲ꚩ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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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ABORATION: ECOLABORATION.COM/
꾅뤑ꄱꚩꆽ넩ꬍECOL ABOR ATION.COM

30

LIMITED WARRANTY/ 뇑뼑놶ꚩ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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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 Y PRECAUTIONS
Caution – The safety precautions are part of the appliance. Read them carefully before using your new appliance for the first time. Keep them
in a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and refer to them later on.
Caution – When you see this sign, please refer to the safety precautions to avoid possible harm and damage.
Information: when you see this sign, please
take note of the advice for the correct and
safe usage of your appliance.

fully aware of the dangers involved. Cleaning
and user maintenance shall not be made
by children unless they are older than 8 and
they are supervised by an adult.
t5IFBQQMJBODFJTJOUFOEFEUPQSFQBSF
t,FFQUIFBQQMJBODFBOEJUTDPSEPVUPGSFBDI
beverages according to these instructions.
of children under 8 years of age.
t%POPUVTFUIFBQQMJBODFGPSPUIFSUIBOJUT t5IJTBQQMJBODFNBZCFVTFECZQFSTPOT
with reduced physical, sensory or mental
intended use.
t5IJTBQQMJBODFIBTCFFOEFTJHOFEGPSJOEPPS capabilities, or whose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is not sufficient, provided they
and non-extreme temperature conditions
are supervised or have received instruction to
use only.
t1SPUFDUUIFBQQMJBODFGSPNEJSFDUTVOMJHIU
use the appliance safely and understand the
effect, prolonged water splash and humidity. dangers.
t5IJTJTBIPVTFIPMEBQQMJBODFPOMZ*UJT
t$IJMESFOTIBMMOPUVTFUIFEFWJDFBTBUPZ
not intended to be used in: staff kitchen
t5IFNBOVGBDUVSFSBDDFQUTOPSFTQPOTJCJMJUZ
areas in shops, offices and other working
and the warranty will not apply for any
environments; farm houses; by clients in
commercial use, inappropriate handling or
hotels, motels and other residential type
use of the appliance, any damage resulting
environments; bed and breakfast type
from use for other purposes, faulty
environments.
operation, non-professionals’ repair 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instructions.
t5IJTBQQMJBODFNBZCFVTFECZDIJMESFOPG
at least 8 years of age, as long as they are
supervised and have been given instructions Avoid risk of fatal electric shock and fire.
t*ODBTFPGBOFNFSHFODZJNNFEJBUFMZ
about using the appliance safely and are

remove the plug from the power socket.
t0OMZQMVHUIFBQQMJBODFJOUPTVJUBCMF FBTJMZ
accessible, earthed mains connections.
Make sure that the voltage of the power
source is the same as that specified on
the rating plate. The use of an incorrect
connection voids the warranty.
The appliance must only be connected
after installation.
t% POPUQVMMUIFDPSEPWFSTIBSQFEHFT DMBNQ
it or allow it to hang down.
t, FFQUIFDPSEBXBZGSPNIFBUBOEEBNQ
t*GUIFTVQQMZDPSEJTEBNBHFE JUNVTUCF
replaced by the manufacturer, its service
agent or similarly qualified persons, in order
to avoid all risks.
t*GUIFDPSEJTEBNBHFE EPOPUPQFSBUFUIF
appliance.
t3 FUVSOUIFBQQMJBODFUPUIFNespresso Club or
to a Nespresso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GBOFYUFOTJPODPSEJTSFRVJSFE VTFPOMZBO
earthed cord with a conductor cross-section
of at least 1.5 mm2 or matching input power.
t5 PBWPJEIB[BSEPVTEBNBHF OFWFSQMBD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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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ance on or beside hot surfaces such
as radiators, stoves, ovens, gas burners, open
flame, or similar.
t"MXBZTQMBDFJUPOBIPSJ[POUBM TUBCMFBOEFWFO
surface. The surface must be resistant to heat
and fluids, like water, coffee, descaler or similar.
t%JTDPOOFDUUIFBQQMJBODFGSPNUIFNBJOTXIFO
not in use for a long period. Disconnect by
pulling out the plug and not by pulling the cord
itself or the cord may become damaged.
t#FGPSFDMFBOJOHBOETFSWJDJOH SFNPWFUIFQMVH
from the mains socket and let the appliance
cool down.
t/FWFSUPVDIUIFDPSEXJUIXFUIBOET
t/FWFSJNNFSTFUIFBQQMJBODFPSQBSUPGJUJO
water or other liquid.
t/FWFSQVUUIFBQQMJBODFPSQBSUPGJUJOB
dishwasher.
t&MFDUSJDJUZBOEXBUFSUPHFUIFSJTEBOHFSPVTBOE
can lead to fatal electrical shocks.
t%POPUPQFOUIFBQQMJBODF)B[BSEPVTWPMUBHF
inside!
t%POPUQVUBOZUIJOHJOUPBOZPQFOJOHT%PJOH
so may cause fire or electrical shock!
Avoid possible harm when operating the
appliance.
t/FWFSMFBWFUIFBQQMJBODFVOBUUFOEFEEVSJOH
operation.
t%POPUVTFUIFBQQMJBODFJGJUJTEBNBHFEPSOPU

operating perfectly. Immediately remove the plug
from the power socket. Contact the Nespresso
Club or Nespresso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examination, repair or adjustment.
t"EBNBHFEBQQMJBODFDBODBVTFFMFDUSJDBM
shocks, burns and fire.
t"MXBZTDPNQMFUFMZDMPTFUIFMFWFSBOEOFWFSMJGU
it during operation.Scalding may occur.
t%POPUQVUöOHFSTVOEFSDPòFFPVUMFU SJTLPG
scalding.
t%POPUQVUöOHFSTJOUPDBQTVMFDPNQBSUNFOUPS
the capsule shaft. Danger of injury!
t8BUFSDPVMEøPXBSPVOEBDBQTVMFXIFOOPU
perforated by the blades and damage the
appliance.
t/FWFSVTFBEBNBHFEPSEFGPSNFEDBQTVMF*GB
capsule is blocked in the capsule compartment,
turn the machine off and unplug it before any
operation. Call the Nespresso Club or Nespresso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JMMUIFXBUFSUBOLPOMZXJUIGSFTIBOEQPUBCMF
water.
t&NQUZXBUFSUBOLJGUIFBQQMJBODFXJMMOPUCF
used for an extended time (holidays, etc.).
t3FQMBDFXBUFSJOXBUFSUBOLXIFOUIFBQQMJBODF
is not operated for a weekend or a similar period
of time.
t%POPUVTFUIFBQQMJBODFXJUIPVUUIFESJQUSBZ
and drip grid to avoid spilling any liquid on
surrounding surfaces.

t% POPUVTFBOZTUSPOHDMFBOJOHBHFOUPSTPMWFOU
cleaner. Use a damp cloth and mild cleaning
agent to clean the surface of the appliance.
t5 PDMFBONBDIJOF VTFPOMZDMFBODMFBOJOHUPPMT
t8
 IFOVOQBDLJOHUIFNBDIJOF SFNPWFUIF
plastic film and dispose.
t5 IJTBQQMJBODFJTEFTJHOFEGPSNespresso coffee
capsules available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Nespresso Club or your Nespresso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 MMNespresso appliances pass stringent controls.
Reliability tests under practical conditions are
performed randomly on selected units. This can
show traces of any previous use.
tNespresso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instructions without prior notice.
Descaling
tNespresso descaling agent, when used correctly,
helps ensure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your
machine over its lifetime and that your coffee
experience is as perfect as the first day. For the
correct amount and procedure to follow, consult
the user manual included in the Nespresso
descaling kit.
SAVE THESE INSTRUCTIONS
Pass them on to any subsequent user.
This instruction manual is also available
as a PDF at nespresso.com

껽놹ꯍ렎

EN
KO

늱넍ದ껽놹ꯍ렎냵뇑븽넍넱ꜵꜹ넺鱽鲙뇑븽냹ꩡ끞뼍겑韥놹꾅ꩡ끞ꗞꙊ隱껽놹ꯍ렎냹
넲隕늵ꯍ뼍겢겑꿙띉쁹꾅뇑븽ꩡ끞Ꙋ냹뗭눥뼍韥낹뼩ꩡ끞ꐺꌱ뗳韥갡끩隨꾅ꚩ隵
뼍겢겑꿙
늱넍ದ넩븑겑ꌱꚩ겑ꐩ꼱韥鷕ꯍ넽鱉ꩶ뼩ꌱꗞ덵뼍韥낹뼑껽놹ꯍ렎냹뗭눥뼍겢겑꿙
뇊ꚩದ넩븑겑ꌱꚩ겑ꐩ
넍뼑ꩡ끞렝鲵ꗄ껹렝냹
놶놽뼍隕껽놹뼑뇑븽
뇑險뼍鱉겑꾅넍ꩡ끞
ꩡ끞ꗞꙊ꾅鲵뼑눥꽭냹
ವꏭ겕냹껽놹뼍陁ꩡ끞뼍鱉
뗭눥뼍겢겑꿙
ꗞꙊ隱ꏭ겕ꩡ끞겑ꗑꪒ뼕ꯍ
ವ넩뇑븽냵ꩡ끞ꐺ꾅黥ꄱ
넽鱉낹뾍끉ꭁ꾅鲵뼩띞ꜹ뼑
넁ꊁ麙냹늵ꟹ뼕ꯍ넽鵹ꈒ
껽驩ꌱꗐ냵쁹껽놹꾅鲵뼑
ꎁ麙꽩눁걪鱽鲙
덵鵹ꗄ闅鵺넩넩ꊹ덹陲끥
ವ넩뇑븽냹끞鵹넩뀭넍ꑞ놶꾅
ꩩ넩ꩶ넍꽩ꍥ넩麙鵹ꏭ겕냹
ꩡ끞뼍덵ꍽ겢겑꿙
ꩡ끞뼕ꯍ鵹넽걪鱽鲙놶놽뼑
ವ넩뇑븽냵넱ꩶ놶넭꿝鵹넍
덵鵹ꗄ闅鵺넩넩ꊹ덵덵껿냵
겙驩꾅ꎁꩡ끞뼍鵹ꈒ
陲끥꾉ꏭ겕넍뙢ꭁ驍냕덵
陹鷍꽽걪鱽鲙
ꚩꯍꌱꩩꖭꎁ넍껹넩麙꾅陁
ವ뇑븽냹덶ꩡ集넩驍
겑멙덵ꍽ겢겑꿙
덵ꭂ놶냱ꈑꓱ넩ꎃ넩밵鱉隨 ವꏭ겕隱놹낅뤉麑ꌱꩩꖭꎁ
ꗄ걪鵹閵魇냵隨냱ꈑꜵ뫥ꏱ
꽩ꍥ넩麙넍ꭅ넩鲴덵껿鱉
隨꾅낹렍겑멙겢겑꿙
隨꾅ꚩ隵뼍겢겑꿙
ವ넩뇑븽냵閵뇊끞
ವ겡겕넩ꮕ꼲뼍阥驍闅閶
閵놹뇑븽넺鱽鲙鲙넁隱闎냵
韥鱚꾅ꓭ뇑閵넽阥驍뇊겕놶
쀍陲꾅ꩡ끞뼍鵹ꈒꎁ麙꽩
鱚ꇚ넩ꜵ눦뼍阥驍陲뾍鿅鱉
덵덵껿꼍걪鱽鲙ꎙ녚ꩡꓩ겙 덵겒넩ꜵ눦뼑ꩡꅁ麙넩
鿅鱉냕ꩡ뼑韥멵鞱ꓩ쀍陲넍 ꏭ겕냹ꩡ끞겑꾉ꏭ겕냹
덶낅끞늱ꗞ魂녚뿭묉ꑝ묉
껽놹뼍陁ꩡ끞뼍鱉ꗞꙊ隱
ꗄ韥멵ꯎꗊ겑넍믡ꯎ闒꾅
ꏭ겕ꩡ끞겑ꗑꪒ뼕ꯍ넽鱉

낹뾍끉ꭁ꾅鲵뼩띞ꜹ뼑
껽驩ꌱꗐ냵쁹ꩡ끞뼍阥驍
뇊ꩶ넭넍闅鵺뼍꾅ꩡ끞鷕ꯍ
넽鵹ꈒ뼩꼱뼞鱽鲙
ವ껹넩麙넩ꏭ겕냹闋隕
녚驑렍덵껿鵹ꈒ뼩늱겢겑꿙
ವ뇑눥ꩡ鱉꽩齕뼑눺ꌍ넍
ꩶ꽺놶ꑞ놶넍ꩡ끞넩驍
뇑븽넍ꜵ놶놽뼑랝鞾넩驍
ꩡ끞鲙ꌭ끞鵹ꈑ넍ꩡ끞
녍ꑰ鷑녆鶎險넭鷍덵껿냵
놹ꓭ閵꾅넍뼑ꯍꍡ鿅鱉鞭꾅
黥ꌭ隕녚냱ꈑ넭뼑뻱뼩驍
ꭅꩶ꾅鲵뼩꽩齕뼑뗺넹鵹
덵덵껿냱ꐥ뇑븽ꚩ덒꾅
뼩鲮鷍덵껿걪鱽鲙

렍ꐺ놶넭놹韥闅놹ꩡ隕ꗄ
쀉녡꾽ꗞꯍ렎
ವꟹꩶ겑댾겑뇑븽넍놹낅
뻁ꆡ鞭ꌱ놹낅ꭁ룈꾅
꤆껹늱겢겑꿙
ವ뇑븽뻁ꆡ鞭꾅ꎓ鱉넩끞뼍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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갡끩뇆덵鷑뤍꫱뱭꾅
꾥陥뼩ꩡ끞뼍겢겑꿙뇑븽꾅
븑겑鷑놹韥鞑陞븑겑ꩡ뼢隱
ꩡ끞뼍겑鱉덵꾢넍놹꼊넩
鶎넱뼑덵쀊넭뼍겢겑꿙녍ꑰ鷑
꾥陥ꈑ넭뼑뇑븽隕녚냵뇑븽
ꚩ덒꾅뼩鲮鷍덵껿걪鱽鲙

놹꼊꾅ꎓ鱉뇆덵鷑뤉麑ꎁ
ꩡ끞뼍겢겑꿙
ವ뇑븽넍ꭅꩶ냹ꗞ덵뼍韥낹뼩
驑ꗞ韥驑ꈑ꿙Ʂ閵걙ꆽ넭덵
麦ꃝ阥끩꾩넩ꗑꪒ뼍鱉
韥韥꾅ꏵꍡ낹렍겑멙겢겑꿙
ವ뼢ꩶꯍ뵾넍껽뇊놶넩隕ꗍꗍ뼑
븑ꐩ꾅렍뼍겢겑꿙ꗍꗍ뼑
ꗍ麑겑뇑븽냹렍뼑쁹놹낅냹
븑ꐩ냵꾩韥ꗄꓱ뢙뻱
꾥陥뼍겢겑꿙
黉걙뢵넱ꍶ끞꼖麦隱闎냵
ವ놹낅뤉麑ꌱ驕렩ꈑ끩ꑝꍡ
꼖뙩ꌍ꾅녍陡黉鱉隨넩꽩꼱
낹ꈑ鲮韥덵ꍽ겑隕놹낅
뼞鱽鲙뱮섽낅ꑞ냱ꈑ
뢵넩Ꟊ냹隕뇊겑멙阥驍
ꎁ麙꽩덹閵霡낹꾅낹렍겑멙덵
鱍꽩ꃝꍡ鵹ꈒ뼍겢겑꿙
ꍽ겢겑꿙뢙뻱驍ꓱ넩ꩽ阥驍
ವ놹낅뢵넩Ꟊ냹꾩隱
髍렍ꐩ閵霡꾅ꙵ뿊넩ꪒ韭ꯍ
띊띊뼑隨냱ꈑꜵ뫥ꏵꍡ
넽걪鱽鲙
ವ

녚
겑閹ꩡ끞뼍겑덵껿냹陲끥
낹렍겑멙겢겑꿙
놹낅뻁ꆡ鞭ꌱ꠱늱겢겑꿙놹낅
ವ뇑險鷑놹낅뤉麑閵ꭅꩶ鷑
뻁ꆡ鞭ꌱ꠹鼁鱉놹낅뤉麑ꌱ
陲끥ꑝ麕낹뾍냹ꗞ덵뼍韥
鲮陝꠱덵ꍽ겢겑꿙놹낅
낹뼩뇑눥ꩡ驍髙걙뺹ꆽꭁ꾅
뤉麑閵ꭅꩶ鷕ꯍ넽걪鱽鲙
險넭鷑ꟹ걙꽺뙩驍덶낅꾅
ವ뙢ꭁꗄ뇊ꟹꌱ뼍韥놹꾅놹낅
넍뼩霅뙩鷍꽩꼱뼞鱽鲙
뻁ꆡ鞭ꌱ꠱뇑븽넩겒鵹ꈒ뼩
ವ놹낅뤉麑閵ꭅꩶ鷑陲끥
늱겢겑꿙
뇑븽냹녆鶎겑멙덵ꍽ겢겑꿙
ವ놽鲵뇋냵ꭅ냱ꈑ놹낅뤉麑ꌱ
ವ뼩鲮뇑븽냵ꯍꍡꌱ낹뼩
ꎁ덵덵ꍽ겢겑꿙
髙걙뺹ꆽꭁ먩ꆲ냱ꈑ
ವ놽鲵뇑븽鿅鱉뇑븽넍넱ꜵꌱ
ꚩ驩늱겢겑꿙
ꓱ넩驍鲙ꌭ꼖뙩꾅鲩鞭덵
ವ뤉麑꾥녚넩뻹끉뼕陲끥
ꍽ겢겑꿙
놹鵹뙩鲝ꐩ넩뜑ꭁ뼑PP
넩ꩶ넭뇆덵鷑뤉麑鿅鱉넺ꇚ ವ놽鲵뇑븽鿅鱉뇑븽넍넱ꜵꌱ

겒韥ꫭ뙎韥꾅高덵ꍽ겢겑꿙
ವ놹韥꿵ꓱ넩뼝颍뼍ꐩ
렍ꐺ놶넭놹韥闅놹냹꼱韥뼕ꯍ
넽걪鱽鲙
ವ뇑븽냹ꜹ뼩뼍덵ꍽ겢겑꿙
驩ꜵ꾅隕꼊넍놹ꌍ閵섅ꌩ隕
넽걪鱽鲙
ವ뇑븽넍뱽껽꾅鲙ꌭꓱ덽냹
高덵ꍽ겢겑꿙쀉녡驍렍ꐺ놶넭
闅놹넍낅넭넩鷞鱽鲙
뇑븽ꩡ끞겑껽놹ꯍ렎
ವ뇑븽넩녆鶎닆꾅鱉녅ꍡꌱ
ꟹ끥덵ꍽ겢겑꿙
ವ뇑븽꾅ꭅꩶ넩넽阥驍녆鶎넩
꿹꙲뼍陁鷍덵껿鱉鲙ꐩ
ꩡ끞뼍덵ꍽ겢겑꿙댾겑
놹낅뻁ꆡ鞭ꌱ놹낅ꭁ룈꾅
꤆걪鱽鲙阵ꩡꯍꍡ鿅鱉
꼲閹넍눥뇊냹낹뼩髙걙뺹ꆽꭁ
먩ꆲ냱ꈑ꾥ꄲ늱겢겑꿙
ವꭅꩶ鷑뇑븽냵闅놹쀉ꩶ
쀉녡ꌱ꼱韥뼕ꯍ넽걪鱽鲙
ವ뼢ꩶꭅ녖넩ꌱ꿹놹섽鲠隕
놽鲵ꈑꏭ겕넩녆鶎닆넱鼁
ꭅ녖넩ꌱ꾩덵ꍽ겢겑꿙쀉ꩶ냹
넺냹ꯍ鵹넽걪鱽鲙
ವ쀉ꩶ넍낹뾍넩넽鱉뢙뻱
띉띑霡꾅ꭅ閵ꄲ냹鲵덵
ꍽ겢겑꿙

ವ롖걅ꩲ넺霡鿅鱉롖걅
ꩲ넺뭪ꈑ꾅ꭅ閵ꄲ냹高덵
ꍽ겢겑꿙ꜵꩶ넍낹뾍넩
넽걪鱽鲙
ವꭅꩶ鷍꽽阥驍ꑝ꽆넩ꙵ뿊鷑
롖걅냹ꩡ끞겑롖걅넩뇑鲵ꈑ
ꁠꍡ덵껿껹롖걅늱낹ꈑ
섍ꆡ驩ꍥꓱ넩뇑븽넍隕녚냹
꼱韥뼕ꯍ鵹넽걪鱽鲙
ವꭅꩶ鷍꽽阥驍ꑝ꽆넩ꙵ뿊鷑
롖걅냵놽鲵ꈑꩡ끞뼍덵
ꍽ겢겑꿙ꎁ꼲롖걅넩롖걅
ꩲ넺霡꾅阭ꇙ뇑阥閵鷍덵
껿鱉陲끥鴉넩ꩶ녆鶎겑멙덵
ꍽ겑隕뇑븽놹낅냹駹隕
놹낅뻁ꆡ鞭ꌱ꠵쁹
髙걙뺹ꆽꭁ먩ꆲ냱ꈑ꾥ꄲ
늱겢겑꿙
ವ겕뼑넁끞ꯍꈑꓱ뭪냹
뗹끶鱽鲙
ವ녚韥閹ꩡ끞뼍덵껿냹陲끥
샩閵麦 ꓱ뭪냹ꟹ낁
늱겢겑꿙
ವ뇑븽냹늱ꎅ鿅鱉ꟹ걬뼑겑閹
鶎껽 꼲겑閹넩ꩶ ꩡ끞뼍덵
껿꼍냹陲끥ꓱ뭪넍ꓱ냹
霅뙩뼩늱겢겑꿙
ವ꼖뙩閵뇑븽늱ꙵꗉ鲚꾅
궔껹덵鱉阸냹ꗞ덵뼍韥
낹뼍꾡麑ꍲ뱭ꆽ넩ꗄ麑ꍲ

鞭ꍡ麑꽻넩뇑븽냹ꩡ끞뼍덵
ꍽ겢겑꿙
ವ꽩齙눺ꌍ넍闊뼑ꫭ뇑驍
ꫭ뙎뇑鵹ꩡ끞뼍덵ꍽ겢겑꿙
ꯑ뼑ꫭ뙎뇑꿵뇋냵뙑냹
넩끞뼍꾡뇑븽븑ꐩ냹頝騌넩
鲛껹닂鱽鲙
ವ頝騌뼑뙢ꭁ鵹霡ꌱ넩끞뼩
ꏭ겕냹뙢ꭁ뼍겢겑꿙
ವ뇑븽냹顱驩겕쁹뻁ꄱ걙벦
뻹ꌹ냹뇑阥뼑쁹
ꩡ끞뼍겢겑꿙
ವ넩뇑븽냵꿙덶髙걙뺹ꆽꭁ
먩ꆲ냹뭪뼩뇑險鷍鱉
髙걙뺹ꆽꭁ뢙뻱롖걅냹낹뼩
陹鷍꽽걪鱽鲙
ವꑝ麕髙걙뺹ꆽꭁ뇑븽냵
꽹陞뼑븽덽隵ꍡ뼍꾅
ꪒꩥ鷍隕넽걪鱽鲙놶놽뼑
눥阩뼍꾅겕ꉥꫦ묁걙뱭ꌱ
낹뼍꾡넹넍ꈑ몒鷑
뇑븽麙꾅鲵뼑묁걙뱭閵
넩ꊹ덵隕넽냱ꐥ넩ꈑ넭뼩
閹뿮ꐼꐼ뇑븽麙냵뢙뻱
閵ꊝ驍ꓱ녅霢麦넩놹꾅
ꩡ끞뼽鴍阸闎넩ꚩ넱ꯍ鵹
넽걪鱽鲙
ವ髙걙뺹ꆽꭁ鱉ꩡ놹뭪ꚩ꽻넩
ꩡ끞ꐺ驩끞냹ꙵ陲뼕ꯍ
넽걪鱽鲙

黉걙뢵넱ꍶ
ವ髙걙뺹ꆽꭁ黉걙뢵넱ꍶ
멙뱭ꌱ뇑鼁꾅뇊쀊뼍陁
ꩡ끞뼍ꐩ뇑븽ꯍꐺ鶎껽
놶놽뼍陁녆鶎뼝냵ꓱꈕ뢙뻱
陲뾍鿅뼑뇑븽냹뙍넁ꩡ끞뼑
驕뙍ꆱ꿹꙲뼍鵹ꈒꚩ녚뼍鱉
阸냹鵹끭ꯍ넽걪鱽鲙뇊쀊뼑
꽆隱놽뗝鱉髙걙뺹ꆽꭁ
黉걙뢵넱ꍶ멙뱭꾅麙꽩넽鱉
黉걙뢵넱ꍶꩡ끞ꐺꌱ
뗭눥뼍겑韥ꗉꅂ鱽鲙

EN
KO

ꚭꩡ끞ꐺꌱ
녍ꚩ隵뼍겢겑꿙

뇑븽냹ꩡ끞뼕鲙ꌭꩡ끞녅꾅陁
ꩡ끞ꐺ鵹闎넩놹鲡뼩
늱겢겑꿙
ꚭꩡ끞ꐺ鱉
ZZZQHVSUHVVRFRP꾅3')
볁넱ꈑꗐ냱겙ꯍ넽걪鱽鲙

10
11

PREPARING YOUR MACHINE FOR FIRST USE/ ꏭ겕냹뙍넁ꩡ끞겑
First read the safety precautions to avoid risks of fatal electrical shock and fire.
렍ꐺ놶넭闅놹ꩡ隕ꗄ쀉녡ꌱ꾽ꗞ뼍韥낹뼩韥韥ꌱꩡ끞뼍겑韥놹꾅껽놹ꯍ렎냹끥넲꽩늱겢겑꿙
1. Fully insert cup support into upright position, remove
maintenance unit and water tank.
뢪덵덵鲵ꌱ麙꽩꿡ꍥ쁹ꐉ넭뫥
髁걙냕鲐ꗄꓱ뭪냹뇑阥뼞鱽鲙

2. Adjust cord length and store excess under machine with
3. Close lever and plug into mains.
cord storage fixation.
ꆽꌱ驩ꍡ隕놹낅뻁ꆡ鞭ꌱ꾥陥
놹낅뤉麑韭넩ꌱ눥뇊뼑쁹꾡ꜹ넍뤉麑
뼞鱽鲙
鱉ꏭ겕뼍ꜵ넍뤉麑놵녚ꭁ꾅高꽩닂鱽鲙
늱ꏭ겕븑ꐩ넍ꭅꩶ냹ꍾ韥낹뼍꾡ꏭ겕
냹ꜵ麑ꆡ끩븑ꐩ꾅꾻냱ꈑ鯊셁쁹넩녆
꽺냹뼍겢겑꿙

4. Rinse and fill water tank with potable water.
Reposition water tank and maintenance unit.
頝騌뼑ꓱꈑꓱ뭪냹껰隕넁끞ꯍꈑ
뗹끶鱽鲙ꓱ뭪隱ꐉ넭뫥髁걙냕鲐
냹녚뗞뼞鱽鲙

5. Switch machine on
놹낅냹룢鱽鲙

7. Set Lungo button to 5 and press to rinse the
machine. Repeat 3 times.
ꊲ隕鲙넩꽱냹꾅낹렍겑멝쁹뱱냹鯁ꆡ頝騌
뼑ꓱꈑꏭ겕驩ꜵꌱ껰꽩驺鱽鲙ꗍꚪ뼞鱽鲙

#MJOLJOHMJHIUTIFBUVQ TFD
ꜽꠐ넩頑ꠖ넹꾽꾩닆
25뚽 
Steady: ready
룑뇭넽넁늵ꟹ鷝

6. Lift cup support and place container (min. 0.5 L) under
coffee outlet.
뢪덵덵鲵ꌱ麙꽩꿡ꍥ쁹뢙뻱띉
띑霡껹ꅍ꾅끞韥 뜑ꭁ0.5 L ꌱ魈걪
鱽鲙

8. Follow steps in cup heater section to rinse the cup heater
before first use.
뇑븽냹ꩡ끞뼍겑韥놹꾅뢪閵꾩韥ꜵ
ꜹ냹뗭눥뼍겑꽩뢪閵꾩韥ꌱ뾮霽늱
겢겑꿙

/05&BVUPNBUJDQPXFSPòNBDIJOFTUPQTBVUPNBUJDBMMZBGUFSNJOVUFTPGOPOVTF5PDIBOHFUIJTTFUUJOHWJTJUBVUPTIVUPòTFDUJPOJO
menu mode page 21.
늱녅鶎놹낅顱뎅ꜹ鶎껽ꩡ끞뼍덵껿냱ꐩꏭ겕넩녅鶎냱ꈑ顱뎆鱽鲙뇊냹ꗉ饭겑ꇙꐩꐉ鰩ꑝ
麑꾅녅鶎顱뎅ꜵꜹ냹뗭눥뼍겢겑꿙

COFFEE PREPARATION/ 뢙뻱띉띑뼍韥
1. Rinse and fill water tank with potable water.
ꓱ뭪냹頝騌뼑ꓱꈑ껰냵쁹넁끞ꯍꈑ
뗹끶鱽鲙

2. Reposition water tank .
ꓱ뭪냹녚뗞뼞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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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ose lever and switch machine on.
ꆽꌱ驩ꍡ隕놹낅냹룢鱽鲙
#MJOLJOHMJHIUTIFBUVQ TFD
ꜽꠐ넩頑ꠖ넹꾽꾩닆
뚽
Steady: ready
룑뇭넽넁늵ꟹ鷝

4. Lift lever and insert the capsule.
ꆽꌱ麙꽩꿡ꍡ隕롖걅냹高걪鱽鲙

5. Close lever and place cup under coffee outlet.
ꆽꌱ驩ꍡ隕뢪냹뢙뻱띉띑霡껹ꅍ
꾅魈걪鱽鲙

6. Cup support can be turned up right to support Macchiato
glass.
ꍽ멙껹鿅냕ꍡ뢪냹ꩡ끞뼍ꇙꐩ뢪덵덵鲵
ꌱ꿡ꇙ鶁ꇙ魈걪鱽鲙

7. Turn dial to desired coffee
level and press button to start
brewing.
鲙넩꽱냹鶁ꇙ낅뼍鱉
뢙뻱꽆냹몒쁹
뱱냹鯁ꆡ뢙뻱ꌱ띉띑
뼞鱽鲙

8. The preparation will stop automatically, or press any
coffee button to stop the preparation at any time.
뢙뻱띉띑넩꿹ꊁ鷍ꐩ녅鶎냱ꈑꏽ
띚鱽鲙뢙뻱띉띑鵹닆껹ꓩ뢙뻱
뱱냹鯁ꆡ뢙뻱띉띑냹닆鲝뼕
ꯍ넽걪鱽鲙

9. Remove cup. Lift and close lever to eject capsule into
container.
뢪냹뇑阥뼞鱽鲙롖걅냹롖걅뢝묁넩骽
ꈑꗥ띑뼍韥낹뼩ꆽꌱ麙꽩꿡ꇭ鲙驩
ꍲ鱽鲙

1:1:2525mlml
2:2:3030mlml
3:3:4040mlml
4:4:5050mlml
5:5:6060mlml

1:1:7070mlml
2:2:9090mlml
3:3:110
110mlml
4:4:130
130mlml
5:5:150
150mlml

/05& during heat up (blinking lights), you can press the coffee button. Coffee will start to flow automatically when machine is ready.
늱꾽꾩뼍鱉鶎껽 ꜽꠐ넩頑ꠖ넹 뢙뻱뱱냹鮹ꌩꐩ꾽꾩넩꿹ꊁ鷑쁹녅鶎냱ꈑ뢙뻱ꌱ띉띑
뼞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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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 HEATER/ 뢪閵꾩韥
$"65*0/EPOPUQSFTTEPXOPODVQIFBUFSXJUIIBOETBUBOZUJNF/05& the cup heater is meant only to heat up your
Espresso cup, and should not be for any other usage.
늱넍놽鲵뢪閵꾩韥ꌱꭅ냱ꈑ鮹ꌩ덵ꍽ겢겑꿙늱뢪閵꾩韥鱉꾅걙뺹ꆽꭁ뢪냹鴥
끥鱉끞鵹ꈑꎁꩡ끞뼍겢겑꿙
87° C
1. Ensure maintenance unit is in place, and grid is
properly clipped on the base before using cup heater
to avoid leakage.
鮹ꯍꗞ덵ꌱ낹뼍꾡뢪閵꾩韥ꌱ
ꩡ끞뼍韥놹꾅ꐉ넭뫥髁걙냕鲐
ꗄ鞭ꍡ麑閵녍녚뗞鷍꽩넽鱉덵
쀊넭뼍겢겑꿙

2. Cup heater is always in ready mode
(except during heat up). Take cup and
place it upside down on cup heater
뢪閵꾩韥鱉ꗉꈑꩡ끞뼕ꯍ
넽걪鱽鲙 꾽꾩겑ꌱ뇑뀭뼍隕 
뢪냹鹙뎆꽩뢪閵꾩韥낹
꾅魈걪鱽鲙

3. 3 ribs must be pressed down simultaneously to
activate flow of water.
闑넍鶁띑ꜵꌱ鶎겑꾅鯁ꆡꃝ阥끩
ꓱ냹ꜹꩡ뼍鵹ꈒ뼞鱽鲙

5. 0ODFKFUIBTTUPQQFE SFNPWFDVQBOEQMBDFJUPODVQ
support to start your coffee.
ꜹꩡ閵ꏽ띉ꐩ뢙뻱ꌱ띉띑뼍韥

$"65*0/LFFQDVQQSFTTFEEPXOPOSJCTEVSJOH 낹뼩뢪덵덵鲵낹꾅鴥낁덹뢪냹
꿡ꇙ魈걪鱽鲙
entire heat up to avoid injury. Removing cup
form the 3 ribs will stop the flow of water.
鴥끥鱉鶎껽ꜵꩶ냹ꗞ덵뼍韥낹뼩뢪
냹鶁띑ꜵ麙낹꾅꿡ꇙ껹ꅍꈑ녍鯁ꆡ
닂鱽鲙뢪냹麙ꐩꜹꩡ閵ꏽ띚鱽鲙
/05& water from cup heater is collected in drip tray. When red water level indicator rises above grid, empty drip tray.
늱뢪閵꾩꾅ꩡ끞鷑ꓱ냵麑ꍲ뱭ꆽ넩꾅ꑝ넩陁鷞鱽鲙ꠝ閹ꯍ낹븑겑韥閵鞭ꍡ麑낹ꈑ꿡ꄱ
꿙ꐩ麑ꍲ뱭ꆽ넩ꌱꟹ낁늱겢겑꿙
/05& maximum, 2 functions run simultaneously: coffee & Aeroccino – Coffee & Cup heater – Cup heater & Aeroccino (coffee preparation is
on hold until cup heating operation is finished).
늱뜑鲵闑넍韥鱚ꎁ鶎겑꾅녆鶎뼞鱽鲙뢙뻱띉띑ꗄ꾅꽩ꈑ렍鬭뢙뻱띉띑ꗄ뢪閵꾩韥
뢪閵꾩韥ꗄ꾅꽩ꈑ렍鬭 뢪鴥끵녆꽺넩騒驕鼁頁덵뢙뻱띉띑넩ꚩꌍ鷞鱽鲙 

4. A jet of hot water (about 20 ml) heats a standard
Nespresso Espresso cup within 5-10 seconds.
ꃝ阥끩ꓱ 꼲PO 넩ꜹꩡ鷍ꐩ
븑늵髙걙뺹ꆽꭁ뢪냹a뚽넩
驩꾅鴥끶鱽鲙

BARISTA: AEROCCINO USE/ ꗉꍡ걙멵꾅꽩ꈑ렍鬭ꩡ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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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SJTLPGFMFDUSJDBMTIPDLBOEöSF.BLFTVSFUIFCPUUPNPGUIFNJMLGSPUIFSBOEDPOOFDUPSBSFESZ6OQMVHBQQMJBODFCFGPSF
drying connector!
늱넍闅놹ꗄ쀉녡넍낹뾍넩넽냱ꕵꈑ끥냕阥븽韥ꗄ꾥陥ꜵ꾅ꓱ韥閵꽻鵹ꈒ뼍겢겑꿙꾥陥
ꜵꌱ阩눥겑멙韥놹꾅놹낅뻁ꆡ鞭ꌱ꠱겢겑꿙
$"65*0/TQMBUUFSFENJMLNBZDBVTFCVSOT"MXBZTVTFMJEXJUINJMLGSPUIFS
늱넍ꃝ阥끩끥냕閵밵ꐩ쀉ꩶ냹넺냹ꯍ넽냱ꕵꈑ뼢ꩶꁑ领냹鲠隕ꩡ끞뼍겢겑꿙

PARTS/ ꜵ븽麙
Lid & Lid seal

ꁑ领ꗄꁑ领ꖵ붅隕ꓩ

Whisk

샍걙먡

MAXIMUM FILLING LEVEL INDICATOR/ 뜑鲵뗹끵ꆽꙝ븑겑

Max. milk

뜑鲵끥냕

Max. foam

뜑鲵끥냕阥븽

PREPARATION/ 녡ꊁ

/05& make sure to clean your Aeroccino before and after
each usage.
늱꾅꽩ꈑ렍鬭鱉ꩡ끞놹隱쁹ꎙ뙢ꭁ뼍
겢겑꿙

5*1BMXBZTVTFDPME GSFTI GVMMGBUPSTFNJTLJNNFENJMLBUSFGSJHFSBUPSUFNQFSBUVSF
(about 4°C).

벶뼢ꩶ뗝閵끩덵ꗞ냹뇑阥뼍덵껿냵驾녚隕꿝鵹 
r& 넍ꪒ끥냕驍놵덵ꗞꪒ끥냕ꌱꩡ끞뼍겢겑꿙

Jugs maximum level for:
Max. milk: 1 Nespresso Recipe Glass
Max. foam: 1 Nespresso Recipe Glass/or
2 Nespresso Cappuccino Cups

꾅꽩ꈑ렍鬭ꖵ먡놵鞭넍뜑鲵ꆽꙝ
뜑鲵끥냕闑넍髙걙뺹ꆽꭁꆽ겑뻱鞵ꄱ걙
뜑鲵끥냕阥븽闑넍髙걙뺹ꆽꭁꆽ겑뻱鞵ꄱ걙
鿅鱉闑넍髙걙뺹ꆽꭁ렩븭렍鬭뢪

Aeroccino

꾅꽩ꈑ렍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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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ES/ ꆽ겑뻱
1. Cold, velvety milk froth
뗝闆隕ꜵ麑ꆡ끩끥
냕阥븽

1.

4.

2. Warm velvety milk froth
黥ꃰ뼍隕ꜵ麑ꆡ
끩끥냕阥븽

Attach whisk.
샍걙먡ꌱ녚뗞뼞鱽鲙

1MBDF"FSPDDJOPPOCBTF
/05& Aeroccino is always in ready
mode.
꾅꽩ꈑ렍鬭ꌱ녚뗞뼞鱽鲙
늱꾅꽩ꈑ렍鬭鱉꾽꾩꽻넩
ꗉꈑꩡ끞뼕ꯍ넽걪鱽鲙

7. 1SFTTUIF button on the Aeroccino dial.
꾅꽩ꈑ렍鬭鲙넩꽱넍 뱱냹
鮹ꌺ鱽鲙

2.

3. Warm, dense milk froth
黥ꃰ뼍隕덹뼑끥
냕阥븽

1PVSNJMLVQUPEFTJSFEMFWFMJOEJDBUPST
depending on recipe.
ꆽ겑뻱꾅黥ꄱ낅뼍鱉
ꆽꙝ븑겑頁덵끥냕ꌱ
黥ꌺ鱽鲙

4. Warm milk
黥ꃰ뼑끥냕

3.

1MBDF-JEPO"FSPDDJOP
꾅꽩ꈑ렍鬭ꁑ领냹鲠
걪鱽鲙

5. Light on machine will light up blue or red, depending
on which recipe dial is turned to.
ꏭ겕넍븑겑麦넩ꆽ겑뻱鲙넩꽱몒꾅
黥ꄱ볁ꅆ鿅鱉ꠝ闊냱ꈑꠐ驞鱽鲙

6. Select desired recipe by turning dial to right
preparation (see recipes above).
꾅꽩ꈑ렍鬭鲙넩꽱냹놶놽뼑낹렍ꈑ
鶁ꇙ 낹둲넍ꆽ겑뻱ꜵꜹ뗭눥 낅뼍鱉
ꆽ겑뻱ꌱ몒뼞鱽鲙

8. Aeroccino stops automatically when preparation is done.
1SFQBSBUJPODBOCFTUPQQFEBUBOZUJNFCZQSFTTJOH
turning the button or removing the Aeroccino.
녆鶎넩꿹ꊁ鷍ꐩ꾅꽩ꈑ렍鬭鱉녅鶎냱
ꈑꏽ띚鱽鲙뱱냹鮹ꌩ阥驍鶁ꍡ阥驍
鿅鱉꾅꽩ꈑ렍鬭ꌱ麙꽩꿡ꇙ꽭뇑麕덵
녆鶎냹ꏽ띑ꯍ넽걪鱽鲙

9.

$"65*0/UPBWPJESJTLPG
burn, handle unit only by
ribbed area. Serve and
proceed with cleaning (see
cleaning section).
늱넍쀉ꩶ냹ꗞ덵뼍韥낹
뼩놵鞭넍隝넩덹ꜵꜹꎁ
냹넩끞뼍꾡鲙ꊮ鱽鲙ꩡ
끞쁹꾉ꗉꈑꗉꈑ뙢ꭁ뼩
닂鱽鲙 뙢ꭁꜵꜹ뗭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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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RECIPES/ 먩ꅍ겒ꆽ겑뻱

CAPPUCCINO/ 렩븭렍鬭

CAFFÉ LATTE/ 렩뵍ꄱ齱

1SPQPSUJPOT
1 Espresso capsule
Topped up with hot milk froth

1SPQPSUJPOT
1 Lungo capsule
Topped up with hot milk

1SFQBSFBO&TQSFTTPJOB$BQQVDDJOPDVQBOEUPQVQXJUIIPUNJMLGSPUI
Intense: Ristretto Grand Cru / Light: Rosabaya de Colombia Grand Cru

1SFQBSFB-VOHPJOBUBMMHMBTT NM BOEUPQVQXJUIIPUNJML
Intense: Fortissio Lungo Grand Cru / Light: Vivalto Lungo Grand Cru

녡ꊁ
꾅걙뺹ꆽꭁ롖걅闑
ꃝ阥끩끥냕阥븽뼑뢪

녡ꊁ
ꊲ隕롖걅闑
ꃝ阥끩끥냕뼑뢪

렩븭렍鬭녉꾅꾅걙뺹ꆽꭁꌱ늵ꟹ뼑쁹ꃝ阥끩끥냕阥븽냱ꈑ뢪냹
閵麒뗹끶鱽鲙
덹뼍陁麑겙陲끥ꍡ걙뱭ꆽ鿅꾥뼍陁麑겙陲끥ꈑꩡꗉ꼱

韩뢪 PO 꾅ꊲ隕ꌱ늵ꟹ뼑쁹ꃝ阥끩끥냕ꈑ뢪냹閵麒뗹끶
鱽鲙
덹뼍陁麑겙陲끥붡ꌩ벥겑꿙ꊲ隕꾥뼍陁麑겙陲끥ꟹꗑ뭕
ꊲ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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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RECIPES/ 먩ꅍ겒ꆽ겑뻱

LATTE MACCHIATO/ ꄱ齱ꍽ멙껹鿅

2.

3.

1SPQPSUJPOT
1 Espresso capsule
Topped up with hot milk froth
Fill a tall glass with hot milk froth (300 ml). Top up with an Espresso preparation.
Intense: Indriya from India Grand Cru / Light: Volluto Grand Cru
녡ꊁ
꾅걙뺹ꆽꭁ롖걅闑
ꃝ阥끩끥냕阥븽뼑뢪
ꃝ阥끩끥냕阥븽(300 ml) 냱ꈑ먥뢪냹뗹끶鱽鲙꾅걙뺹ꆽꭁ뢙뻱
ꌱ띉띑뼍꾡ꍽꓩꍡ뼞鱽鲙
덹뼍陁麑겙陲끥넭麑ꍡ꼱꾥뼍陁麑겙陲끥ꚱꊝ뭕

ICED CAPPUCCINO/ 껹넩걙렩븭렍鬭

1.

1SPQPSUJPOT
1 Espresso capsule
Crushed ice cubes
Topped up with cold milk froth
1SFQBSFBO&TQSFTTPJOBUBMMHMBTT NM BEEGPVSPSöWFDSVTIFEJDFDVCFT1SFQBSFUIF
cold milk froth and carefully add three or four tablespoons to top off the glass.
Intense: Arpeggio Grand Cru, Light: Livanto Grand Cru
녡ꊁ
꾅걙뺹ꆽꭁ롖걅闑
꽱넁눥閶ꐼ闑
뗝閵끩끥냕阥븽뼑뢪
꾅걙뺹ꆽꭁ뼑녉냹韩냕ꍡ녉(300 ml) 꾅高隕 4~5闑넍꽱넁눥
閶냹高걪鱽鲙뗝閵끩끥냕阥븽냹 3~4 벥걙븱눥겡걙ꆲ陁꽮꽩
ꍽꓩꍡ뼞鱽鲙
덹뼍陁麑겙陲끥껹ꌩ뵍덵꿙꾥뼍陁麑
겙陲끥ꍡꗍ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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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MET RECIPES/ ꖭ겒閵ꆽ겑뻱

ICED VANILLA CARAMEL COFFEE/ 껹넩걙ꗉ鲅ꄱ렩ꄱꐑ뢙뻱
1SPQPSUJPOT
2 Volluto Espresso capsules
1 scoop of vanilla ice cream
2 teaspoons of caramel syrup
1 teaspoon of chocolate chips
Topped up with hot milk froth

2.

3.

녡ꊁ
ꚱꊝ뭕꾅걙뺹ꆽꭁ롖걅2闑
ꗉ鲅ꄱ껹넩걙먡ꍱ걙릦
렩ꄱꐑ겑ꆲ벥걙븱
뚽뤑ꍴ렞벥걙븱
ꃝ阥끩끥냕阥븽뼑뢪

1SFQBSFUIFIPUNJMLGSPUI BEEUIFDBSBNFMTZSVQUPJUBOETFUBTJEF1SFQBSFUXP&TQSFTTP ꃝ阥끩끥냕阥븽냹늵ꟹ뼑쁹렩ꄱꐑ겑ꆲ냹띉閵뼍꾡뼑둲냱ꈑ
coffees into a cup and pour them into a cold glass (350 ml). Immediately add the scoop of ice 렍낁魈걪鱽鲙꾅걙뺹ꆽꭁ鸅녉냹띉띑뼑쁹뗝閵끩냕ꍡ녉(350 ml)
꾅꿣陝鲩냵쁹ꗉꈑ껹넩걙먡ꍱ걙릦냹高隕뼑둲냱ꈑ렍낁魝鴍
cream and top up with the hot milk froth. Decorate with chocolate chips.
ꃝ阥끩끥냕阥븽냱ꈑ뢪냹뗹끩쁹뚽뤑ꍴ렞냱ꈑꍽꓩꍡ뼞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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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MET RECIPES/ ꖭ겒閵ꆽ겑뻱

AFTER EIGHT® COFFEE/ AFTER EIGHT®뢙뻱

2.

3.

1SPQPSUJPOT
1 Livanto Espresso capsule
After Eight® mint chocolate
/PVHBUDIPDPMBUF
Topped up with hot milk froth

녡ꊁ
ꍡꗍ뭕꾅걙뺹ꆽꭁ롖걅闑
After Eight®ꗊ뼍ꎐ뚽뤑ꍴ
鮹閵뚽뤑ꍴ
ꃝ阥끩끥냕阥븽뼑뢪

1SFQBSFUIFLivanto capsule into an Espresso cup. Top it up with hot milk froth. Sprinkle
shavings of nougat chocolate on top and add an After Eight® chocolate to the milk froth to
finish. Serve immediately.

꾅걙뺹ꆽꭁ ꍡꗍ뭕 ꌱ띉띑뼍꾡꾅걙뺹ꆽꭁ녉꾅鲩냵쁹ꃝ阥끩
끥냕阥븽냱ꈑ뢪냹뗹끶鱽鲙鮹閵뚽뤑ꍴꗊ뵭냹鞭낹꾅ꦁꇙ늵
쁹After Eight®뚽뤑ꍴ냹끥냕阥븽꾅高꽩ꍽꓩꍡ뼞鱽鲙ꗉꈑ麑겢
겑꿙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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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 MODES/ ꐉ鰩ꑝ麑
1. To enter menu modes, press and hold the Espresso button
while turning the machine on (middle light steady orange).
ꐉ鰩ꑝ麑ꈑ麙꽩閵겑ꇙꐩ꾅걙뺹ꆽꭁ뱱
냹鮹ꌭꩶ몑꾅ꏭ겕냹룑겢겑꿙 閵끩鴥
븑겑麦넩늱쀞ꩾ냱ꈑ룑뇭넽걪鱽鲙 

Set Espresso dial to:
꾅걙뺹ꆽꭁ鲙넩꽱뇊

2. Set the dials to the required settings (see 3. 0ODFTFMFDUFE QSFTTUIF-VOHPCVUUPOUPDPOöSN NJEEMFMJHIUTUFBEZ
chart below).
to confirm, and blinks orange accordingly to selected number).
몒뼽냱ꐩ뼑鴉ꊲ隕뱱냹鯁ꆡ쀊넭뼞鱽鲙
鲙넩꽱냹낅뼍鱉뇊꾅낹렍겑
閵끩鴥븑겑麦넩쀊넭냹낹뼩陹ꭂ룑뇭넽阥驍
멙겢겑꿙 껹ꅍ鵹븑뗭눥 
몒鷑뿭꾅黥ꄱ늱쀞ꩾ냱ꈑ頑ꠖ넺鱽鲙 

Set Lungo dial to:
ꊲ隕鲙넩꽱뇊

1:

"VUP4IVU0ò
녅鶎顱뎅

1: 9min, 2: 30min, 3: 60min, 4: 2hrs, 5: 8hrs
1: 9ꜹ, 2: 30ꜹ, 3: 60ꜹ, 4: 2겑閹 5: 8겑閹

2:

8BUFS)BSEOFTT
ꓱ넍陲鵹

1: hard, 2: medium, 3: soft
1: 陲ꯍ, 2: 닆ꯍ, 3: 꾥ꯍ

3:

Emptying
ꟹ끥韥

See emptying section
ꟹ끥韥ꑝ麑ꜵꜹ냹뗭눥뼍겢겑꿙

4:

Descaling
黉걙뢵넱ꍶ

See descaling section
黉걙뢵넱ꍶꜵꜹ냹뗭눥뼍겢겑꿙

5:

Reset To Factory Setting
險녚띑뼍뇊냱ꈑ뚽韥쀉

Simply press the lungo button to reset to factory setting (power save: 9 min, water hardness level: hard).
ꊲ隕뱱냹鯁ꆡ險녚띑뼍뇊냱ꈑ뚽韥쀉뼞鱽鲙 놽놹ꑝ麑ꜹꓱ
陲鵹陲ꯍ 

/05&XIFOJONFOVNPEFZPVDBODIBOHFCFUXFFOPQUJPOTXJUIPVUFYJUJOHFBDIUJNF5PFYJUNFOVNPEF QSFTTBOEIPMEUIF
Espresso button for 5 seconds (steady coffee lights confirm exit).
늱ꐉ鰩ꑝ麑꾅ꎙ꿪ꬍ뇊냹낹뼩ꐉ鰩ꑝ鸅ꌱ驍闉鲙麙꽩꿡뻹끉꽻넩꿪ꬍ閹꾅뇊
냹ꗉ饵ꯍ넽걪鱽鲙꽭뇑麕ꐉ鰩ꑝ麑ꌱꠕ뇭驍閵겑ꇙꐩ꾅걙뺹ꆽꭁ뱱냹뚽閹鮹ꌺ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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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 YING MODE/ ꟹ끥韥ꑝ麑
/05& your machine should be emptied before an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non-use.
늱꿙ꅠ鶎껽ꩡ끞뼍덵껿냹陲끥ꗍ麑겑ꏭ겕꾅驝껹넽鱉ꓱ냹ꟹ낁늱겢겑꿙
1. While in menu mode, set Espresso button to position
3 for emptying.
ꏭ겕냹ꟹ끥韥낹뼩ꐉ鰩ꑝ麑꾅꾅걙
뺹ꆽꭁ鲙넩꽱냹꾅낹렍겑멪鱽鲙

2. Remove water tank and lift lever.
ꓱ뭪냹뇑阥뼑쁹ꆽꌱ麙꽩꿡ꍲ鱽鲙

3. 1SFTT-VOHPCVUUPOUPFNQUZNBDIJOF SFBEZXIFO
coffee lights stop blinking).
ꏭ겕냹ꟹ끥韥낹뼩ꊲ隕뱱냹鮹ꌺ鱽
鲙 뢙뻱뱱麙넩頑ꠖ넹냹ꏽ띉ꐩ늵ꟹ
鷑阸넹 

5. 1SFTTEPXOPOSJCTUPBDUJWBUFUIFøPXPGXBUFS
and empty the cup heater system.
闑넍鶁띑ꜵꌱ鶎겑꾅껹ꅍꈑ鯁
ꆡꃝ阥끩ꓱ넩ꜹꩡ鷍鵹ꈒ뼍꾡
뢪閵꾩韥驩ꜵꌱꟹ끶鱽鲙

6. )PMEDVQEPXOVOUJMNBDIJOFTXJUDIFTPòBVUPNBUJDBMMZ
to indicate end of emptying.
ꟹ끵냹ꍽ렍隕ꏭ겕넩녅鶎냱ꈑ顱덽鼁
頁덵뢪냹鮹ꌩ隕넽걪鱽鲙

COFFEE & CUP HEATER / 뢙뻱ꗄ뢪閵꾩韥
4. Take cup and place it upside down on cup heater.
뢪냹鹙뎆꽩뢪閵꾩韥낹꾅魈걪鱽
鲙

$"65*0/IBOEMFDVQXJUIBDMPUI
to avoid risk of burn.
$"65*0/IBOEMFDVQXJUIBDMPUIUPBWPJE
risk of burn.

/05& appliance will be blocked for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after emptying.
늱ꟹ끵쁹꾅鱉꼲ꜹ閹ꏭ겕냹ꩡ끞뼕ꯍ꽻걪鱽鲙

CARE & CLEANING/ 隵ꍡꗄ뙢ꭁ
1. To remove maintenance unit from machine, lift cup
support in upright position.
ꐉ넭뫥髁걙냕鲐냹녚뗞 뇑阥 뼍韥낹
뼩뢪덵덵鲵ꌱ낹ꈑ꿡ꍲ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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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intenance unit can be removed in one piece and
assembled/disassembled for easy cleaning. Cup heater
grill can be removed for cleaning.
ꐉ넭뫥髁걙냕鲐냵뼑꾅顱驩ꜹꍡ
뼍꾡갲陁뙢ꭁ뼕ꯍ넽걪鱽鲙뢪閵
꾩韥넍鞭ꍩ鵹뇑阥뼍꾡뙢ꭁ뼞鱽鲙

AEROCCINO CLEANING/ 꾅꽩ꈑ렍鬭뙢ꭁ뼍韥
Do not use any strong cleaning agent or solvent cleaner. If cleaning by hand, avoid using sharp objects, brushes or abrasives. Make sure to clean the Aeroccino after each usage to avoid
build up of milk and residue. Aeroccino jug is dishwasher safe: 60° C. Do not place directly over dishwasher pin as may cause damage to inner coating.
꽩齙눺ꌍ넍闊뼑ꫭ뇑鵹ꩡ끞뼍덵ꍽ겢겑꿙ꭅꫭ뙎냹뼕鼁꾉驕렩ꈑ끩ꓱ뙩驍ꭉ鿅鱉꾥ꍽ뇑ꌱꩡ끞뼍덵ꍽ겢겑꿙끥냕ꗄ끥냕
뗁顱韥閵꾅꽩ꈑ렍鬭꾅鯁꽩Ꝏ덵껿鵹ꈒꩡ끞놹쁹ꎙꗉꈑ뙢ꭁ뼍겢겑꿙꾅꽩ꈑ렍鬭놵鞭鱉겒韥ꫭ뙎韥 뜑鲵r& ꌱ넩끞뼍꾡
ꫭ뙎閵鱚뼞鱽鲙驩ꜵ뤉벺꾅ꭅꩶ냹늹ꯍ넽냱ꕵꈑ겒韥ꫭ뙎韥뻵낹꾅덶뇆阥렍겑멙덵ꍽ겢겑꿙

1. Remove Aeroccino from base and take out whisk
(no tools required). Remove seal from lid to clean
both parts.
ꙕ넩걙꾅꾅꽩ꈑ렍鬭ꌱ뇑阥뼍隕샍걙
먡ꌱꡂ鱽鲙 ꙹ鵹넍鵹霡뻹끉꽻넁 ꁑ
领꾅ꖵꚾ隕ꓩꌱ뇑阥뼑쁹ꁑ领隱ꖵ
ꚾ隕ꓩꌱ頝騌넩껰꽩髪鱽鲙

2. With extreme care, rinse and clean the inner part of
3. 0ODFDMFBO DMJQCBDLXIJTLUPJOOFSCBTFPGKVHUPBWPJEMPTT
the jug with a damp and clean cloth.
ꜹ겙냹ꗞ덵뼍韥낹뼩뙢ꭁ쁹꾅샍걙먡ꌱ
꾅꽩ꈑ렍鬭놵鞭껽둲꾅녚뗞뼩닂鱽鲙
놵鞭껽둲냵뜑鲵뼑늱넍ꌱ韥끭꾡띊
띊뼍隕頝騌뼑뼾늱ꈑ鲛껹늵쁹ꓱꈑ껰
꽩驺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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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ALING MODE/ 黉걙뢵넱ꍶꑝ麑
/05& duration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Steady orange middle light indicates descaling is needed.

늱꼲ꜹ閹덹뼾鷞鱽鲙黉걙뢵넱ꍶ넩뻹끉뼍ꐩ閵끩鴥븑겑麦넩늱쀞ꩾ냱ꈑ陹ꭂ룑뇭넽걪鱽鲙

1. Turn machine off and set Espresso button to 4 and Lungo
button to 1.
ꏭ겕냹駹隕꾅걙뺹ꆽꭁ鲙넩꽱냹꾅
ꊲ隕鲙넩꽱냹꾅뇊뼞鱽鲙

2. 0QFOBOEDMPTFUIFMFWFSUPFKFDUUIFDBQTVMF
롖걅냹뇑阥뼍韥낹뼩ꆽꌱ꾩꽽鲙閵
鲠걪鱽鲙

3. Empty drip tray and the used capsule container.

4. To enter descaling mode press the Espresso button while
turning the machine on. Middle light steady orange to
confirm descaling mode.
꾅걙뺹ꆽꭁ뱱냹鮹ꌭꩶ몑꾅ꏭ겕
냹룑黉걙뢵넱ꍶꑝ麑ꈑ麙꽩闆鱽鲙
黉걙뢵넱ꍶꑝ麑ꈑ麙꽩閵ꐩ閵끩鴥븑
겑麦넩陹ꭂ늱쀞ꩾ냱ꈑ룑뇭넽걪鱽鲙

5. Fill water tank with 2 Nespresso descaling liquid
agents and the rest with water.
ꓱ뭪꾅髙걙뺹ꆽꭁ黉걙뢵넱ꍶ끞꼖냹
闑高냵쁹ꓱ냹띉閵뼍꾡ꓱ뭪냹뗹끶
鱽鲙

6. 1MBDFBDVQPODVQIFBUFSBOEIPMEEPXOPOSJCTVOUJMESJQ
tray is close to full. Empty the drip tray, replace and continue
process until middle and right light turn steady. Empty drip tray
again and replace.
뢪閵꾩韥낹꾅뢪냹鹙뎆꽩魈隕麑ꍲ뱭ꆽ
넩閵뗥鼁頁덵闑넍鶁띑ꜵꌱ鶎겑꾅
껹ꅍꈑ鯁ꆡ닂鱽鲙麑ꍲ麑ꆽ넩ꌱꟹ끩쁹
閵끩鴥븑겑麦隱꿙ꌭ둲븑겑麦넩陹
ꭂ룑뇭넽냹鼁頁덵ꗍꚪ뼞鱽鲙鲙겑麑ꍲ뱭
ꆽ넩ꌱꟹ끩쁹녚뗞뼞鱽鲙

7. 1MBDFBDPOUBJOFS NJO- CFMPXDPòFFPVUMFU
뢙뻱띉띑霡껹ꅍ꾅뜑ꭁ뼑 1.5 L 넩ꩶ냹
鲩냹ꯍ넽鱉ꟽ끞韥ꌱ魈걪鱽鲙

8. 1SFTT-VOHPCVUUPOUPTUBSUEFTDBMJOHDPòFFPVUMFU
Right light blinks.
걙뢵넱ꍶ뼞鱽鲙꿙ꌭ둲븑겑麦넩頑
ꠖ넺鱽鲙

9. A mix of start and stop operations will occur. Do not touch
machine during this operation until water tank is empty.
띉띑隱ꏽ띙鶎녆넩ꗍꚪ鷞鱽鲙ꓱ뭪넩
ꟹ낁덽鼁頁덵韥鲙ꍲ鱽鲙

麑ꍲ뱭ꆽ넩꿵롖걅뢝묁넩骽ꌱꟹ끶鱽
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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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ill up water tank with drinking water.
10. 0ODFEPOF SJHIUMJHIUXJMMTUPQCMJOLJOH BOEMFGU
will start to blink. Empty and rinse drip tray, capsule
넁끞ꯍꈑꓱ뭪냹뗹끶鱽鲙
container and water tank, and replace.
頑ꠖ넹냹ꏽ띉隕뀱둲븑겑麦넩頑ꠖ넩韥
겑녆뼞鱽鲙麑ꍲ뱭ꆽ넩롖걅뢝묁넩骽ꗄ
ꓱ뭪냹ꟹ끩쁹頝騌뼑ꓱꈑ껰꽩닂鱽鲙

12. Turn Lungo dial to 2 for rinse mode.
ꏭ겕驩ꜵꌱ頝騌뼑ꓱꈑ껰꽩驩
韥낹뼩ꊲ隕鲙넩꽱냹냱ꈑ
鶁ꍲ鱽鲙

14.
13. Repeat step 6 one time to rinse the cup heater system.
/05&: Make sure to rinse cup after to get rid of any
descaling residue.
鲝陹ꌱ뼑鴉ꗍꚪ뼍꾡뢪閵꾩韥ꌱ뾮
露鱽鲙
늱黉걙뢵넱ꍶ녉ꌍꓱ냹뇑阥뼍韥낹뼩뢪
냹頝騌뼍陁뾮露鱽鲙

15. 0ODFTUFBEZMJHIUT FNQUZDPOUBJOFSBOEESJQUSBZ
and replace.
븑겑麦넩陹ꭂ룑뇭넽냱ꐩ롖걅뢝묁넩骽
꿵麑ꍲ뱭ꆽ넩ꌱꟹ끩쁹鲙겑녚뗞뼞鱽鲙

Replace empty container as per step 7 and
press Lungo button to rinse coffee outlet.
鲝陹꾅뙍ꆱꟽ끞韥ꌱ霅뙩뼑쁹
뢙뻱띉띑霡ꌱ뾮霡韥낹뼩ꊲ隕

16. Machine is now ready for use.
넩뇑ꏭ겕냹ꩡ끞뼕ꯍ넽걪鱽鲙

$"65*0/5IFEFTDBMJOHTPMVUJPODBOCFIBSNGVM"WPJEDPOUBDUXJUI
FZFT TLJOBOETVSGBDFT/FWFSVTFBOZQSPEVDUPUIFSUIBOUIF
Nespresso descaling kit available at the Nespresso Club to avoid
damage to your machine. The following table will indicate the
NespressoEFTDBMJOHLJU3FG$#6
髙걙뺹ꆽꭁ黉걙뢵넱ꍶ멙뱭3FG$#6
descaling frequency required for the optimum performance of your
machine, based on water hardness. For any additional questions you
Water hardness:
Descale after:
may have regarding descaling, please contact your Nespresso Club.
늱넍黉걙뢵넱ꍶ끞꼖냵냕뼩뼕ꯍ넽냱ꕵꈑ鮽 ꓱ넍陲鵹 靁녚黉걙뢵넱ꍶ겑韥ꗄ겑閹
隱뻱ꜵ꾅鲴덵껿鵹ꈒ늱넍뼞鱽鲙ꏭ겕ꭅꩶ냹
ꗞ덵뼍韥낹뼩髙걙뺹ꆽꭁ먩ꆲ꾅霡넺뼍겙ꯍ
(40 ml)
넽鱉髙걙뺹ꆽꭁ黉걙뢵넱ꍶ멙뱭넩뀭넍鲙ꌭ
뇑븽냵ꩡ끞뼍덵ꍽ겢겑꿙鲙넁븑鱉ꓱ넍陲鵹
fH
dH
CaCO3
800
60 min
20
36
360
mg/l
꾅黥ꄱ뜑놶넍ꏭ겕ꩡ끞냹낹뼩뻹끉뼑黉걙뢵
2400
90 min
18
10
180 mg/l
넱ꍶꟽ鵹ꯍꌱ驍멵驺鱽鲙띉閵놶넭뇊ꚩ閵뻹
0
0
0 mg/l
3200
120 min
끉뼑陲끥髙걙뺹ꆽꭁ먩ꆲ냱ꈑꓭ넍뼍겢겑꿙

fH

French grade
뺹ꅆ걙麦鞾

dH

German grade
鵺넱麦鞾

CaCO3 Calcium carbonate
멹ꩥ렱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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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BLESHOOTING
ALARMS (ERROR AND DESCALING)
/PMJHIUT

£ 5IFNBDIJOFIBTTXJUDIFEPòBVUPNBUJDBMMZQSFTT0/0''CVUUPO
£ Check the mains: plug, voltage, fuse.

/PDPòFF OPXBUFS

£ Check the water tank, if empty, fill with potable water.
£1SFTTDPGGFFCVUUPOTFWFSBMUJNFTVOUJMUIFDPGGFFXBUFSDPNFTPVU NBZPDDVSPOGJSTUVTF BGUFSFNQUZJOH BMPOHQFSJPEPGOPOVTF 

Coffee is not hot enough.

£1SFIFBUDVQ%FTDBMFUIFNBDIJOFJGOFDFTTBSZ

Irregular blinking lights on Aeroccino dial £ Clean base and bottom of Aeroccino jug.
when Aeroccino positioned on base.
/PMJHIUTPO"FSPDDJOPEJBMXIFO"FSPDDJOP £ Clean base and bottom of Aeroccino jug.
positioned on base.
The lever cannot be closed completely.

£ Empty the capsule container / Check that there is not a capsule blocked inside the machine.

Leakage or unusual coffee flow.

£ Check that the water tank is in position. Clean coffee outlet.

Steady middle orange light.

£ Descaling needed.

/PDPòFF XBUFSKVTUDPNFTPVU EFTQJUF
inserted capsule).

£ In case of difficulties, call the Nespresso Club.

Machine switches itself off automatically.

£ To save energy the machine will turn itself off after 9 minutes of non use.
£ See paragraph on ‘Menu Modes’ to change this setting. See ‘menu modes’ pag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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ꓭ뇑뼩陥
陲隕麙 꾅ꆡꗄ黉걙뢵넱ꍶ
ꜽ넩麙꽩꿙덵껿걪鱽鲙

£ꏭ겕넩녅鶎냱ꈑ顱눁걪鱽鲙212))뱱냹鮹ꌺ鱽鲙
£놹낅꾥陥냹쀊넭뼞鱽鲙뻁ꆡ鞭놹꼊뺝댽麦

뢙뻱驍ꓱ넩驍꿙덵껿걪鱽鲙

£ꓱ뭪냹쀊넭뼍隕ꟹ꽽냱ꐩ넁끞ꯍꈑ뗹끶鱽鲙
£뢙뻱驍ꓱ넩驍꿡鼁頁덵뢙뻱뱱냹꾡ꆡ鯁ꆡꚺ鱽鲙 ꏭ겕냹뙍넁ꩡ끞겑ꏭ겕ꟹ끥韥녆꽺
 쁹ꩡ끞겑鿅鱉녚韥閹ꩡ끞뼍덵껿꼍鲙閵ꩡ끞겑ꗑꪒ뼕ꯍ넽걪鱽鲙 

뢙뻱閵띞ꜹ섽ꃝ阶덵껿걪鱽鲙 £뢪냹ꖭꍡ鴥낁魈걪鱽鲙뻹끉뼍鲙ꐩ黉걙뢵넱ꍶ냹덹뼾뼞鱽鲙
꾅꽩ꈑ렍鬭ꌱꙕ넩걙꾅녚뗞뼍 £꾅꽩ꈑ렍鬭놵鞭뀭ꜵꗉ鲚ꐩ隱꾅꽩ꈑ렍鬭ꙕ냱걙ꌱ頝騌넩鲛껹닂鱽鲙
ꐩ꾅꽩ꈑ렍鬭鲙넩꽱넍븑겑麦
넩ꜽ鞑렎뼍陁頑ꠖ넺鱽鲙
꾅꽩ꈑ렍鬭ꌱꙕ넩걙꾅녚뗞뼩 £꾅꽩ꈑ렍鬭놵鞭뀭ꜵꗉ鲚ꐩ隱꾅꽩ꈑ렍鬭ꙕ냱걙ꌱ頝騌넩鲛껹닂鱽鲙
鵹꾅꽩ꈑ렍鬭鲙넩꽱꾅븑겑麦
넩룑덵덵껿걪鱽鲙
ꭅ녖넩ꌱ꿹놹섽驩ꍩꯍ꽻걪
鱽鲙

£롖걅뢝묁넩骽ꌱꟹ끶鱽鲙ꏭ겕껽둲꾅롖걅넩ꍾ뾵넽덹껿냵덵쀊넭뼞鱽鲙

鮹띑鿅鱉ꟹ뇊ꩶ놶넭뢙뻱섅
ꌹ

£ꓱ뭪넩녍녚뗞鷍꽩넽鱉덵쀊넭뼞鱽鲙뢙뻱띉띑霡ꌱ뙢ꭁ뼩닂鱽鲙

閵끩鴥븑겑麦넩늱쀞ꩾ냱ꈑ陹 £黉걙뢵넱ꍶ냹덹뼾뼍겢겑꿙
ꭂ룑뇭넽걪鱽鲙
롖걅냹高꽽덵ꎁ뢙뻱鱉驍꿙덵 £ꓭ뇑閵陹ꭂ鷍鱉陲끥髙걙뺹ꆽꭁ먩ꆲ냱ꈑ꾥ꄲ늱겢겑꿙
껿隕ꓱꎁ驍꿪鱽鲙
ꏭ겕넩녅鶎냱ꈑ顱뎆鱽鲙

£ꜹ鶎껽ꩡ끞뼍덵껿냱ꐩ놽놹냹낹뼍꾡ꏭ겕넩녅鶎냱ꈑ顱뎆鱽鲙
£뇊냹ꙵ陲뼍겑ꇙꐩಫꐉ鰩ꑝ麑ಬpage 21 ꌱ뗭눥뼍겢겑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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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 T THE NESPRESSO CLUB/
髙걙뺹ꆽꭁ먩ꆲ꾥ꄲ뙍
As we may not have foreseen all uses of your appliance, should you need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case of problems or simply to seek advice, call the Nespresso Club or your Nespresso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Contact details for your Nespresso Club or your Nespresso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can be found in the «Welcome to Nespresso» folder in your machine box or at nespresso.com
ꓭ뇑閵넽鱉陲끥鿅鱉鲝ꯑ섽눥꽭냹霡뼍鱉陲끥驍띉閵놶넭뇊ꚩ閵뻹끉뼑陲끥髙걙뺹ꆽꭁ먩ꆲ냱ꈑ꾥ꄲ늱겢겑꿙
髙걙뺹ꆽꭁ먩ꆲ꾥ꄲ뙍鱉뇑븽꾅붡뼝鷑ಫ:HOFRPHWR1HVSUHVVRಬ껽驩뗺녅鿅鱉ZZZQHVSUHVVRFRP꾅쀊넭閵鱚뼞鱽鲙

DISPOS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뇑븽붅韥ꗄꗄ쀍陲ꚩ뿭
This appliance complies with the EU Directive 2002/96/EC. 1BDLBHJOHNBUFSJBMTBOEBQQMJBODFDPOUBJOSFDZDMBCMFNBUFSJBMT
Your appliance contains valuable materials that can be recovered or can be recyclable. Separation of the remaining waste materials into different types facilitates the recycling of valuable
raw materials. Leave the appliance at a collection point. You can obtain information on disposal from your local authorities.
넩뇑븽냵(8덵겑(&ꌱ늵ꯍ뼞鱽鲙붡녚녡ꗄ뇑븽냵녡쀑끞閵鱚뼑녡ꊁ麙냹뼝냕뼍隕넽걪鱽鲙
뇑븽냵쁁ꯍ鷍阥驍녡쀑끞閵鱚뼑ꭁ닆뼑녡ꊁ麙냹뼝냕뼍隕넽걪鱽鲙驝껹넽鱉꺥ꆽ韥麙냹눺ꌍꙹꈑꜹꍡ뼍ꐩꭁ닆뼑낅녡ꊁ麙
냹녡쀑끞뼍鱉阸냹끞넩뼍陁뼞鱽鲙ꭁ뿊붅閵놹뇑븽ꓩꩶꯍ阥麦냹넩끞뼍꾡뇑븽냹붅韥뼕ꯍ넽걪鱽鲙뇑븽붅韥꾅隵뼑뇊
ꚩ鱉阥늱덵隵뼕隵뙢꾅꽰냱겙ꯍ넽걪鱽鲙

ECOLABORATION: ECOLABORATION.COM/
꾅뤑ꄱꚩꆽ넩ꬍ: ECOLABOR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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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committed to buy coffee of the very highest quality grown in a way that is respectful of the environment and farming communities. Since 2003 w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Rainforest Alliance developing our Nespresso AAA Sustainable QualityTM$PòFF1SPHSBN
뜑隕넍뢙뻱ꌱ뇑險뼍韥낹뼑髙걙뺹ꆽꭁ넍鬭ꇚ냵쀍陲隱魂閵ꌱ눩닆뼍鱉阸꾅ꜵ뫥겑녆鷞鱽鲙
髙걙뺹ꆽꭁ鱉髹ꜵ뫥ಫꆽ넭붡ꆽ걙뱭꽱ꄱ넩꽭걙 5DLQIRUHVW$OOLDQFH ಬ꿵뿆ꇚ뼍꾡髙걙뺹ꆽꭁ$$$덵ꭂ閵鱚븽덽റ
뢙뻱뺹ꈑ鞭ꅝ냹덹뼾뼩꿙隕넽걪鱽鲙

We chose aluminium as the material for our capsules because it protects the coffee and aromas of the Nespresso Grands Crus.
髙걙뺹ꆽꭁ鱉髙걙뺹ꆽꭁ鞭ꅆ먡ꋱ넍뢙뻱꿵껹ꈑꍽꌱꚩ뿭뼍韥낹뼩꼁ꊝꖭ鰹냱ꈑꎁ麕롖걅냹ꩡ끞뼞鱽鲙

Aluminium is also indefinitely recyclable, without loosing any of its qualities. Nespresso is committed to designing and making appliances that are innovative, high-performing
BOEVTFSGSJFOEMZ/PXXFBSFFOHJOFFSJOHFOWJSPONFOUBMCFOFöUTJOUPUIFEFTJHOPGPVSOFXBOEGVUVSFNBDIJOFSBOHFT
꼁ꊝꖭ鰹냵ꓱꫦ넍븽덽놵뼍꽻넩陹ꭂ뼩녡쀑끞넩閵鱚뼑ꭁ녡넺鱽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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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WARRANT Y/ 뇑뼑놶ꚩ덒
Nespresso guarantees this product against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for a period of 2 years. The warranty period begins on the date of purchase and Nespresso requires 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proof of purchase to ascertain the date.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Nespresso will either repair or replace, at its discretion, any defective product at no charge to the owner. Replacement
products or repaired parts will be warranted only for the unexpired portion of the original warranty or six months, whichever is greater. This limited warranty does not apply to any defect resulting
from negligence, accident, misuse, or any other reason beyond Nespresso’s reasonable control,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normal wear and tear, negligence or failure to follow the product
instructions, improper or inadequate maintenance, calcium deposits or descaling, connection to improper power supply, unauthorized product modification or repair, use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fire, lightning, flood or other external causes. This warranty is valid only in the country of purchase or in such other countries where Nespresso sells and services the same model with identical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Warranty service outside the country of purchase is limited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rresponding warranty in the country of service. Should the cost of repairs or
replacement not be covered by this warranty, Nespresso will advise the owner and the cost shall be charged to the owner. This limited warranty shall be the full extent of Nespresso’s liability however
caused. Except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applicable law, the terms of this limited warranty do not exclude, restrict or modify the mandatory statutory rights applicable to the sale of this product and
are in addition to those rights. If you believe your product is defective, contact NespressoGPSJOTUSVDUJPOTPOIPXUPQSPDFFEXJUIBSFQBJS1MFBTFWJTJUPVSXFCTJUFBUXXXOFTQSFTTPDPNGPSDPOUBDU
details.
髙걙뺹ꆽꭁ鱉髹鶎껽뇑븽넍陥뼝꾅鲵뼍꾡ꚩ덒뼞鱽鲙ꚩ덒韥閹냵뇑븽霡넺鲮넱ꜵ뫥냕쁝뼍ꐥ霡넺넱녅ꌱ쀊넭뼍韥낹뼩霡넺덒ꠎ녅ꊁ
낅ꚭ냹끉霡뼕ꯍ넽걪鱽鲙ꚩ덒韥閹鶎껽髙걙뺹ꆽꭁ鱉霡ꎙ녅넍ꟹ끞ꜵ鲩꽻넩녅뙩볅鲝꾅黥ꄱ뇑븽냹ꯍꍡ鿅鱉霅쀍뼩麑ꍲ鱽鲙霅쀍뇑
븽鿅鱉ꯍꍡꜵ븽냵낅ꚩ덒韥閹넍녉꾡넱鿅鱉闑낉닆鴉ꎃ넩驝냵韥閹鶎껽ꚩ덒鷞鱽鲙넩뇑뼑놶ꚩ덒꾅鱉ꜵ늱넍ꩡ隕꿙끞鿅鱉뇊ꩶ
놶넭ꍽꑝꗄ鞕꾩뇑븽ꩡ끞덵렝냹黥ꌩ덵껿阥驍ꓩ겑뼩ꗑꪒ鷑ꓭ뇑ꜵ놶놽뼍阥驍놶뼞뼍덵껿냵냕덵隵ꍡ렱걍렝놹ꓱ넩驍黉걙뢵넱ꍶ
뇑븽꾅ꎓ덵껿냵놹꼊ꩡ끞險넭鷍덵껿냵뇑븽넍闑눥鿅鱉ꯍꍡꩶ꽺놶넭ꑞ놶넍ꩡ끞쀉녡闑쀂ꯍ鿅鱉鲙ꌭ뀭놶넭끉넭꾅黥ꌭ陥隱ꈑ
ꗑꪒ鷑陥뼝냵붡뼝鷍덵껿걪鱽鲙넩ꚩ덒냵뇑븽냹霡넺뼑霢閵鿅鱉髙걙뺹ꆽꭁ閵鶎넱뼑韥ꯕꩡ꽆냱ꈑ鶎넱뼑ꑝ鴭 뇑븽ꑝ鴭ꐺ놹꼊놹낅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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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預防指引
注意 - 安全預防指引是咖啡機部份之一。 首次使用咖啡機前請小心細閱安全預防指引。 保存於
一個您可以找到並往後可參閱它的地方。
注意 - 如閣下看到此提示，請參閱安全預防指引以免導致任何傷害及損壞。
資料提示：如您看見此提示，
請小心留意指示確保能正確
及安全地使用此咖啡機。
t 咖啡機的用途是根據本操作說
明書製備飲料。
t 除指定用途以外，切勿將咖啡
機用作其他用途。
t 此咖啡機只適合於室內及溫差
不大的地方使用。
t 避免咖啡機直接接觸陽光，持
續被水濺及置於潮濕地方。
t 本咖啡機僅為家用電器，並不
適用於：商店、辦公室及其他
工作環境內的員工茶水間；農
舍；供客房旅客使用的酒店、
汽車旅館以及其他居住環境、
民宿等。
t 8歲或以上之兒童，需有確保
他們安全的人士監督及指引，
並在知悉有關潛在危險的情況
下，才可使用此咖啡機。8歲以
下或在沒有監督下，兒童不能
為咖啡機進行清潔及保養。
t 切勿讓8歲以下之兒童，接觸咖

啡機及其電線。
t 體能、感官或精神力退減、缺
乏經驗或知識的人士，需有確
保他們安全的人士監督及指
引，並在知悉有關潛在危險的
情況下，才可使用此咖啡機。
t 兒童不可視此咖啡機為玩
具。
t 如用於任何商業用途、非適
當處理或使用，或因作其他用
途、錯誤操作、由非專業人士
進行維修或不遵守指引而導致
本產品任何損壞，生產商概不
負任何責任及提供保養。
避免發生致命觸電及火警意
外。
t 在緊急情況下：請立即從電源
插座拔出插頭。.
t 僅把此咖啡機連接於合適、方
便、有接地保護的插座。確保
電源的電壓符合所指定的電
壓。 使用不當的電源連接會
令保用失效。

此咖啡機只能在安裝後才可連
接電源。
t 避免電線受到尖銳物體的損
壞，鉗住切勿夾緊或垂下電
線。
t 保持電線遠離熱源及濕氣。
t 如電線已受損，必須由生產
商、其服務提供者或其他合資
格人士進行更換。
t 如電線已損毀，切勿操作此咖
啡機。
t 請把咖啡機送回 Nespresso 俱
樂部或 Nespresso 認可代理。
t 如需使用延長線, 請只選用導
電橫切面至少有1.5 平方毫米
的接地電線或配合輸入電源。
t 為避免導致嚴重損壞，切勿把
此咖啡機放置於發熱表面或
其旁邊，如散熱器、煮食台、氣
體爐、明火爐或同類電器。
t 此咖啡機應常放置在平穩而固
定的平面上。 此表面必須防
熱和防水，如咖啡、除磷劑或
類似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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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當長期停用此咖啡機時, 請把總
電源切斷。切斷電源時, 請拔出
插頭及不能拉扯電線,否則可能
損壞電線。
t 在清潔和維修前,先從電源插座
拔出插頭，直至咖啡機冷卻。
t 手濕時切勿接觸電線。
t 切勿把此咖啡機或其任何部份
浸於水或其他液體中。
t 切勿把此咖啡機或其任何部份
放於洗碟機內。
t 電跟水接觸為極度危險，並可
發生致命觸電。
t 切勿拆開此咖啡機。小心其內部
危險電壓！
t 切勿放置任何物件於任何開孔
上。此舉或可導致火警或觸電！

t 操作期間，請經常關上滑動裝置
及切勿於運作中開啟。此舉或會
導致燙傷。
t 切勿把手指放在咖啡出口處，可
導致燙傷！
t 切勿把手指放進粉囊格或粉囊
軸中。有受傷危險！
t 水會於未經刀片穿孔的粉囊附
近流出而損害咖啡機。
t 切勿使用已受損或變形的粉
囊。如粉囊格內有粉囊堵塞, 請
關閉此咖啡機並於任何操作
前把插頭拔離電插座。請聯絡
Nespresso 俱樂部或 Nespresso
認可代理。
t 只可為水箱注入新鮮飲用水。
t 如長期停用此咖啡機(如放假等),
請清空水箱。
當操作咖啡機時，避免發生任何 t 如於週末期間或同等時間內停用
受傷意外。
此咖啡機，請更換水箱內的水。
t 切勿讓咖啡機於無人看守時運 t 切勿使用沒有滴水盤和滴水柵
作。
格的咖啡機，避免任何液體濺出
t 切勿使用已受損或運作不順
至四周表面。
暢的咖啡機。遇此情況，請立
t 切勿使用強烈的清潔劑或溶劑。
即把插頭拔離電插座。請聯絡
使用濕布及溫和清潔劑清潔咖
Nespresso 俱樂部或 Nespresso
啡機表面。
認可代理進行檢查、維修或調
t 清洗咖啡機時，只可使用潔淨的
整。
清潔工具。
t 已受損的咖啡機可導致觸電、燒 t 當此咖啡機開封時，請移除並棄
傷或火警意外。
置塑膠薄膜。

t 此咖啡機的設計只適用於
Nespresso 頂級品咖啡粉囊，
並由 Nespresso 俱樂部及
Nespresso 認可代理獨家提供。
t 所有 Nespresso 咖啡機都通過嚴
格監控。我們會根據實際使用
情況對指定咖啡機執行隨機之
可靠性測試。因此某些咖啡機
或會有曾使用過的痕跡。
t Nespresso 保留於沒有事先通
知的情況下更改操作說明的權
利。
除磷
t 如正確使用 Nespresso 除磷劑，
有助於確保您的咖啡機於使用
週期內正常運作，令您享受有如
第一次使用時的完美咖啡體驗。
有關正確份量和步驟，請參閱
Nespresso 除磷工具套件中的使
用手冊。

請保存此操作說明

並傳閱此操作說明予下位使用
者。
可於 Nespresso.com 獲得本操作
說明的 PDF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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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預防指引
本咖啡機隨附安全預防指引。首次使用咖啡機前，請小心細閱安全預防指引。將操作手冊保存在一
個您可以隨時找到，並往後可查閱它的地方。
注意：當您看到這個符號時，請參閱安全須知以避免不當操作所造成的傷害或損傷。
資訊：當您看到這個符號，
請留意正確及安全的操作
方式。
t 本產品僅供依據使用指示調
製飲料。
t 除指定用途外，請勿使用本
產品進行其他用途。
t 本咖啡機僅供室內使用，不
建議於極端氣候使用。
t 避免本產品受到陽光曝曬，
持續受水濺及潮濕環境。
t 本機器僅旨於為家用電器。不
適用於商店及其他工作間之
員工茶水室；農舍；酒店、汽
車旅館及其他住宿環境、民宿
等處所之住客使用之用。
t 本產品不適合於8歲以下孩童
使用。8歲以上孩童操作或清
潔本商品時，需有成年人從旁
督導並教導安全使用方式並
告知其可能產生的危險。
t 請勿讓孩童玩弄咖啡機。
身心障礙或心智不成熟人士

使用本咖啡機時，需有專業人
員從旁提供協助並教導如何
安全使用本咖啡機與可能產
生的危險。
t 如用於任何商業用途、非適當
處理或使用，或因作其他用途
使用、操作錯誤、由非專業人
士進行維修或不遵守指引而
導致本產品任何損壞，生產
商既不負任何責任，亦不提供
保固。

固範圍內。

咖啡機只能在安裝後才可連接
電源。
t 不要在鋒利邊緣處拉扯電源
線、鉗住或將電線垂下。
t 讓電源線遠離熱源與潮濕環
境。
t 若電源線受損，請勿使用咖啡
機。請將您的咖啡機送回到製
造商或是合法授權維修中心
維修。
避免發生致命觸電及火警意
t 如電源線已受損，請勿操作咖
外。
啡機。
t 在緊急的情況下： 請立即從
t 請把咖啡機送回 Nespresso
Club 或 Nespresso 授權單
電源插座拔下插頭。
位。
t 請將咖啡機電源插入鄰近且
t 若需使用延長線，請使用有接
合適並具有接地裝置的插
地裝置且電線橫截面至少 1.5
座。
只有在安裝咖啡機後才可連
平方公厘的裝置。
接電源。確定您的使用的電壓 t 為避免導致嚴重損害，請不
與額訂電壓相同因使用不當
要將咖啡機放置在危險的表
的電源所造成的損害不在保
面上或是放在熱源旁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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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爐、瓦斯爐、烤箱、暖氣、火
爐等。
t 請務必將咖啡機放置在平穩的
表面上。且表面必須防火防水，
以避免水、液體、咖啡、除鈣劑
等物品的侵害。
t 若長時間不使用咖啡機，請將
插頭拔除。拔掉電源時請拔插
頭，不要拉扯電線，否則電線容
易受損 。
t 清潔和維修前，先從電源插座
拔下插頭，並冷卻咖啡機。
t 當手潮濕時，請勿觸摸電線。
t 請勿將咖啡機的全部或部分放
到水中。
t 請勿將咖啡機的全部或部分放
入洗碗機。
t 水與電器接觸時會傷害電器，
也可能造成致命的電擊。
t 請勿自行拆解咖啡機。內部有
電，危險！
t 請勿將任何物品放入任何開
口，此舉否則可能造成走火或
是致命的電擊。
操作機器過程中請避免可能的
危險 。
t 請勿讓咖啡機於無人看守時運
作。
t 當咖啡機受損或無法正常操作

時請勿使用。請立即將插頭自
插座拔除 。 請聯絡 Nespresso
Club或合法授權維修單位進行
檢查、調整或修理 。
t 受損的機器可能造成電擊或燃
燒。
t 機器運轉不可將咖啡機握把打
開，此舉或會導致燙傷。
t 請勿將手指放在咖啡出口以免
燙傷 。
t 請勿將手指放入膠囊槽或萃取
機構以免受傷。
t 當刀片無法正常地在膠囊上穿
孔時，水可能從膠囊四周流過
或溢出而損壞咖啡機。
t 請勿使用受損或是變形的咖啡
膠囊。如膠囊槽內有膠囊阻塞，
請關閉咖啡機，並在進行任何
操作前，立即將電插頭拔離電
插座。聯絡 Nespresso Club 或
Nespresso 授權機構。
t 請注入新鮮可飲用水於水箱中。
t 如長期停用咖啡機（如假期），
請清空水箱。
t 如於週末期間或於相似時間內
未使用咖啡機後， 請更換水箱
內的水。
t 若沒有裝上滴水盤及滴水架，
請勿使用本咖啡機，以避免液
體流到周圍表面。

t 請勿使用刺激性的清潔劑或溶
劑。使用濕布及溫和清潔劑清
潔咖啡機表面。
t 請使用乾淨清潔的工具清潔機
器。
t 第一次使用前，請將滴水盤上
的塑膠膜撕掉丟棄。
t 本咖啡機僅適用於Nespresso
Club 或 Nespresso 授權代理商
提供之Nespresso 咖啡膠囊。
t 所有 Nespresso 咖啡機皆通過
嚴格的管控措施。我們會以實
際使用情況對選定咖啡機執行
隨機的可靠性測試。因此，某些
咖啡機會有曾使用的痕跡。
t Nespresso 有權未事先通知的情
況下修改本使用手冊。
除垢
Nespresso 除垢劑，如使用正確，
有助於確保您的咖啡機於使用
週期內正常運作，讓您享受完美
咖啡經驗毫不中斷。有關正確份
量和除垢步驟，請參閱 Nespresso 除鈣工具套件的使用手冊。

請保存此手冊

並把此手冊提供給下一位使用
者。
可於 Nespresso.com 獲得本手
冊的 PDF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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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咖啡機的預備/ 首次使用咖啡機
請先閱讀安全預防指引，以避免發生致命觸電及火警意外。
使用前請參閱安全預防指引，以避免致命觸電與失火的風險。
1. 將咖啡杯支架設於垂直位置，取出護理組
件及水箱。
將置杯架豎直，取出水箱與維護套件。

2. 調教電線長度，把過長之電線收入咖啡機下的 3. 合上拉杆並把咖啡機連接上電源。
電線收藏格。
關上握把並接上電源 。
調整電源線長度，將過長的電線收納於咖
機下方的電源線收納槽。

4. 沖洗水箱並注入飲用水。重新裝置水箱及
5. 開啟咖啡機。
開啓電源。
護理組件。
沖洗水箱後裝入飲用冷水，裝回水箱與維護
套件 。

按鈕將同時閃燈：加熱
(25 秒)。
指示燈同時閃爍：加熱中
（25 秒）。

6. 提起杯架，並於咖啡出口下放置容
器(最少 0.5 公升)。
將置杯架豎直，放置容器於咖啡出口
下方（最少0.5公升）。

閃燈固定：待用。
指示燈恆亮：就緒 。
7. 把長杯咖啡按鈕設置為 5，並按著以沖洗
8. 把長杯咖啡按鈕設置為 5，並按著以沖洗
咖啡機。重複 3 次。。
咖啡機。重複 3 次。
將淡雅咖啡旋鈕設置為 5，按下按鈕以沖洗咖 將淡雅咖啡旋鈕設置為 5，按下按鈕以沖洗咖
啡，請重複三次。
啡，請重複三次。

8. 根據咖啡杯加熱器指引，必須於首次使用
前清洗咖啡杯加熱器。
第一次使用前請參考咖啡杯加熱器章節 。

注意：進行此操作時，可將咖啡機放置於柔軟物的表面上，以免損壞或刮花咖啡機表面。
注意: 進行本步驟時，可將機器放於柔軟物體上，避免刮傷機器表面。
注意：自動關機：咖啡機將於停止使用9分鐘後自動關機。如欲更改設定，請參閱目錄模式第x頁之自動
關機一節。
注意：自動關機： 咖啡機將於停止使用 9 分鐘後自動關機。如欲更改設定，請參閱目錄模式之自動關
機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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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製咖啡/準備咖啡
1. 沖洗水箱並為水箱注入飲用凍水。
沖洗水箱後裝入飲用冷水 。

2. 重新裝置水箱。
裝回水箱。

3. 合上杠杆並開啟咖啡機。
關上握把並開啓電源。
按鈕將同時閃燈：加熱 (25 秒) 。
指示燈同時閃爍：加熱中（25 秒）。
閃燈固定：待用
閃燈固定：就緒。

4. 提起杠杆並插入 咖啡粉囊。
打開握把並放入 咖啡膠囊。

5. 合上杠杆並於咖啡出口下放置咖啡
杯。
關上握把後，將咖啡杯置於咖啡出口
下方。

6. 可把杯架轉至上方位置放置 Macchiato
玻璃杯。
置杯架可豎直，方便放置 Machiato
璃杯 。

7. 把撥盤設置至所需咖
啡水平並按下按鈕開
始沖調咖啡。
调节旋钮到需要的咖啡
杯量，按下旋钮开始萃
取咖啡。

8. 沖製將會自動停止，或可隨時按下
按鈕以停止沖製。
按下按鈕開始萃取咖啡，達設定的杯
量後將自動停止。

9. 移走咖啡杯。提起及合上杠杆退出粉囊，並
掉於粉囊容器內。
移開咖啡杯，打開並關上握把，退出使用過
後知咖啡膠囊至回收盒。

1: 25 ml
2: 30 ml
3: 40 ml
4: 50 ml
5: 60 ml

1: 70 ml
2: 90 ml
3: 110 ml
4: 130 ml
5: 150 ml

注意：於加熱過程中(按鈕同時閃燈)，您可按下咖啡按鈕。當咖啡機已準備，咖啡將自動流出。
注意：於加熱過程中（指示燈同時閃爍時），可按下咖啡按鈕，咖啡機加熱就緒後會自動開始萃取咖
啡。 咖啡萃取中，無法使用蒸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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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杯加熱器/ 咖啡杯加熱器
注意：咖啡杯加熱器只限加熱您的特濃咖啡杯，不應作任何其他使用。
小心：切勿經常把手按在咖啡杯加熱器上。
注意：咖啡杯加熱器僅限於加熱您的濃縮咖啡杯，不應移作任何其他用途。
小心：無論何時，切勿將手按在咖啡杯加熱器上。
87° C
1. 使用前請確保護理組件已經安
裝，確定加熱板需正確地固定於
底盤上，以防漏水。
使用前請確認維護配件已經
安裝，加熱板正確地固定於
底盤上，避免漏水。

2. 咖啡杯加熱器常保持於待用模式
（加熱期間除外）。把咖啡杯倒放於
咖啡杯加熱器上。
咖啡杯加熱器常處於就緒模式
（加熱期間除外）。把咖啡杯倒放
於咖啡杯加熱器上。請留意將格
柵正確安裝於底部上 。

4. 加熱器內之熱水(約20毫升)可於 5-10 秒內
將標準的Nespresso 咖啡杯加熱。
加熱器內之熱水，可於 5-10 秒內將標準
Nespresso 咖啡杯加熱。

注意：請於整個加熱過程把咖啡杯保
持裂口按下，避免燙傷。移走 3 個裂口
上的咖啡杯將停止水的流動。
請於整個加熱過程將咖啡杯維持按下，
以避免燙傷。移走 3 個裂口上的咖啡
杯，將停止水的流動。

3. 必須同時按下 3 個裂口
以啟動水的流動。
必須同時按下 3 個裂口
以啟動水的流動。

5. 加熱器一旦停止，請移走咖啡杯，
並將其放於咖啡杯架上開始調製咖啡。
加熱器一旦停止，請移走咖啡杯，並將
其放於置杯架上開始調製咖啡。

注意: 滴水盤會集合咖啡杯加熱器流出的水。當紅色水平指示器升高至柵格，須清空滴水盤。
注意: 咖啡杯加熱器的熱水匯流至滴水盤，當紅色的水量指示器升起超過格柵，請清潔滴水盤 。
注意: 最多只能同時操作兩個功能： 咖啡機以及 Aeroccino — 咖啡機以及咖啡杯加熱器 — 咖啡杯加
熱器以及 Aeroccino。 （在咖啡杯加熱過程完成前，咖啡調製功能將於暫停。)
注意: 最多只能同時操作兩個功能：咖 啡機及 Aeroccino — 咖啡機及咖啡杯加熱器 — 咖啡杯加熱器
及 Aeroccino （在咖啡杯加熱過程完成前，咖啡調製功能將於暫停。)

咖啡調配師：使用 AEROCCINO/ 咖啡調配師：使用 AEROCC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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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觸電和火災的危險。請確保鮮奶起泡器底部和連接器為乾爽的。請於弄乾連接
器前拔去咖啡機電源
為避免觸電和火災的危險。請確保牛奶發泡杯底部和連接器的乾燥。弄乾連接器前，
請拔除咖啡機電源
注意： 濺出的鮮奶可能導致燙傷。請謹記使用有蓋的鮮奶起泡器。
注意：濺出的鮮奶可能導致燙傷。請謹記使用有蓋子的牛奶發泡杯。
組件/ 組件

最高容量指示/ 最高容量刻度

杯蓋及密封圈
發泡杯上蓋
攪拌器
攪拌器
Aeroccino
Aeroccino

鮮奶最高容量
鮮奶最高容量
奶泡最高容量
奶泡最高容量

注意：請確保每次使用Aeroccino後進行清潔。
注意：每次使用 Aeroccino 後，請務必進行清潔。

預備/ 預備
貼士: 請使用冷藏、新鮮的全脂或半脫脂牛奶 (約4° C)。
奶壺的最大容量:
鮮奶最高容量:
1 個Nespresso Recipe玻璃杯
奶泡最高容量:
1 個Nespresso Recipe玻璃杯/ 或
2 個Nespresso Cappuccino咖啡杯

小秘訣：請使用冷藏、新鮮的全脂或半脫脂牛奶。儲放於
冰箱(約4度)。
發泡杯的最大容量：
鮮奶最高容量： 1 個 Nespresso 玻璃杯
鮮奶最高容量： 1 個 Nespresso 玻璃杯 / 或
2 個 Nespresso 卡布奇諾咖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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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 牛奶旋鈕設定
1. 冰凍、絲質鮮奶泡沫
冰細緻牛奶泡沫

1.

4.

2. 和暖、絲質鮮奶泡沫
熱濃稠牛奶泡沫

裝置攪拌器。
裝置攪拌器。

2.

3. 和暖、濃稠鮮奶泡沫
冰細緻牛奶泡沫

根據食譜把鮮奶倒至所
需水平。
根據食譜把鮮奶倒至所
須的刻度。

3.

把 Aeroccino 放於底座。注意： 5. 機上的指示燈將亮起藍色或紅色，
請經常設置 Aeroccino為待用
視乎轉向那個食譜。
發泡杯指示燈將亮起藍色或紅色，
模式。
視乎 牛奶旋鈕設定。
把 Aeroccino 放於底座 。
注意：Aeroccino 常設為就緒
模式。

按鈕。
按鈕。

8. 調製完成後 Aeroccino 將會自動停
止。調製期間可於任何時候按下/
轉動按鈕或移除 Aeroccino。
調製完成後，Aeroccino 將會自動停
止。調 製過程中可隨時按下按鈕或
移開牛奶 發泡杯以停止牛奶發泡。

為 Aeroccino器合上蓋子。
為 Aeroccino器合上蓋子。

6. 請於撥盤上選擇所需食譜 （請參閱上
述的食譜）
請依需求將旋鈕調整到合適的位置（請
參閱上述設定）

9.
7. 請按下 Aeroccino 撥盤 上
請按下 Aeroccino 旋鈕上

4. 暖鮮奶
熱牛奶

注意:為免燙傷，放置機
器時請僅觸碰凸起的位
置。 可飲用並進行清潔
(請參閱清潔部份)。
可使用及進行清潔（請參
閱清潔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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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食譜/ 經典咖啡

CAPPUCCINO/ CAPPUCCINO

CAFÉ LATTE/ CAFÉ LATTE

份量:
一個濃縮咖啡粉囊
加入熱鮮奶泡沫於頂部

份量:
一個長杯咖啡粉囊
加入熱鮮奶於頂部

準備一個 Cappuccino 杯沖製濃縮咖啡並於頂部加入熱鮮奶泡沫。
濃郁：Ristretto 頂級品咖啡 / 清淡：Rosabaya de Colombia 頂級品咖啡

準備高身咖啡玻璃杯(350 毫升)沖製長杯咖啡，並於頂部加
入熱鮮奶。
濃郁：Fortissio Lungo 頂級品咖啡 / 清淡：Vivalto Lungo 頂級品咖啡

份量:
一顆濃縮咖啡系列膠囊
加入熱牛奶泡沫於頂部
濃郁：Ristretto 頂級精選咖啡 / 清淡：哥倫比亞 Rosabaya de Colombia
頂級精選咖啡

配方:
1 顆淡雅咖啡系列膠囊
加入熱鮮奶於頂部
準備咖啡玻璃咖啡杯（350 毫升）萃取淡雅咖啡，後加入熱牛奶。
濃郁：Fortissio Lungo 頂級精選咖啡，清淡：Vivalto Lungo 頂級經選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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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食譜/ 經典咖啡

LATTE MACCHIATO/ LATTE MACCHIATO

冰凍 CAPUCCINO/ 冰鎮卡布奇諾咖啡

份量:
一個濃縮咖啡粉囊
加入熱鮮奶泡沫於頂部

份量:
一個濃縮咖啡粉囊
碎冰塊
加入凍鮮奶泡沫於項部

把熱鮮奶泡沫注入一個高身玻璃杯(300 毫升)，並於頂部加入濃縮
咖啡。
濃郁：Indriya from India 頂級品咖啡 / 清淡：Volluto 頂級品咖啡
配方：
一顆濃縮咖啡系列膠囊
加入熱鮮奶泡沫於頂部
把熱牛奶泡沫（300 毫升）倒入一個玻璃咖啡杯，後加入濃縮咖啡。
濃郁：Indriya from India 頂級精選咖啡，清淡：Volluto 頂級精選咖啡

準備一個高身玻璃杯(350毫升)沖製濃縮咖啡，並加入 4 或 5 片碎
冰塊。製備凍鮮奶泡沫並小心於咖啡上加入 3 至 4 茶匙泡沫。
濃郁：Arpeggio 頂級品咖啡 / 清淡：Livanto 頂級品咖啡
配方:
一顆濃縮咖啡系列膠囊
冰塊
加入冰鮮奶泡沫於頂部
準備一個玻璃咖啡杯（350 毫升）萃取濃縮咖啡，並加入 3 或 5 片冰
塊。製備冰牛奶泡沫，並小心於咖啡上加入 3 至 4 茶匙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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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食譜/ 美味食譜

ICED VANILLA CARAMEL COFFEE/ 焦糖香草冰淇淋咖啡
份量:
2 個 Volluto 濃縮咖啡粉囊
一湯匙雲呢拿雪糕
2 茶匙焦糖糖漿
1 茶匙巧克力碎
於頂部加入鮮奶泡沫

配方:
Volluto 濃縮咖啡膠囊兩顆
香草冰淇淋 1 球
焦糖 2 湯匙
巧克力碎片 1 匙
淋上熱奶泡

製備熱鮮奶泡沫，並加入焦糖糖漿備用。沖調兩杯濃縮咖啡並
將之倒進凍玻璃杯內 （350 毫升）。立即加入一湯匙雪糕並於頂
部加上熱鮮奶泡沫。最後再以巧克力碎裝飾。

準備奶泡，加入焦糖後先放置一旁，沖煮兩顆膠囊後倒進玻璃杯
（350 毫升），加入一球冰淇淋與奶泡，加上巧克力碎片裝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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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食譜/ 美味食譜

AFTER EIGHT® COFFEE/ AFTER EIGHT® COFFEE 咖啡
份量:
一個Livanto 濃縮咖啡膠囊
After Eight® 薄荷巧克力
巧克力牛軋糖
於頂部加入熱鮮奶泡沫

配方::
一顆Livanto濃縮咖啡膠囊
After Eight® 薄荷巧克力
巧克力塊
加入熱鮮奶泡沫於頂部

於濃縮咖啡杯沖製Livanto 咖啡粉囊。於頂部加入熱鮮奶泡沫，並灑上
一點巧克力牛軋糖屑，再加入 After Eight® 巧克力於鮮奶泡沫上，便可
完成。請立即飲用。

準備Livanto咖啡膠囊於濃縮杯中。 淋上熱牛奶。 灑上巧克力碎片，再加
一塊 After Eight® 巧克力在奶泡上。即可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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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模式/ 操作模式
1. 要進入目錄模式，請於開啟咖啡機時同
時按著濃縮咖啡按鈕。(中間的燈會閃動
為橙色) 。
如要進入設定模式，請於開啟咖啡機
時，同時按住濃縮咖啡按鈕。
（中間指
示閃爍燈號轉變為橘色）。
把濃縮咖啡撥盤設定至：
把濃縮咖啡旋鈕調整至：

2. 把撥盤轉至所需設定。(參閱以下圖表) 。 3. 一經選定，按下長杯咖啡按鈕以確定。(中
把旋鈕調整至所需設定（請參閱以下
間的燈會穩定地閃動以確定，並根據所選
圖表）。
擇的號碼轉為橙色) 。
選定後，按下長杯咖啡按鈕即可進行確
定。
（中間先停止閃爍，後跟據選擇的
號碼閃爍對應次數）
把長杯咖啡撥盤設定至：
把淡雅咖啡旋鈕調整至：

1:

自動關機
自動關機

1: 9分鐘, 2: 30分鐘, 3: 60分鐘, 4:2 小時, 5: 8小時
1: 9分鐘, 2: 30分鐘, 3: 60分鐘, 4:2 小時, 5: 8小時

2:

水硬度
水質硬度

1: 硬, 2: 中等, 3: 軟
1: 硬水, 2: 中等, 3: 軟水

3:

清空
清空

參考清空部份
請參閱清空一節

4:

除鱗
除垢

參考除鱗部份
請參閱除垢一節

重置原廠設定
回復原廠設定

只需簡單地按下長杯咖啡按鈕至原廠設定 (節能：9 分鐘，水硬度：硬) 。
只需簡單地按下淡雅咖啡按鈕，即可回復原廠設定（節能：9 分鐘，水質硬度：硬水）

5:

注意：在目錄模式中，可直接更改已設定的內容而無須每次退出目錄模式。 要在任何時候退出目
錄模式，請按著濃縮咖啡按鈕5秒(指示燈停止閃爍表示已經退出目錄模式)。
注意：在主選單您可直接切換選擇。 退出目錄模式，請按住濃縮咖啡按鈕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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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模式/ 清空模式
注意: 於長期停用前後，需為咖啡機清空。
注意：如長期未使用後，請清空咖啡機。
1. 在目錄模式下，將濃縮咖啡按鈕設定至 位
置 3 以進行清空過程。
在設定模式下，將濃縮咖啡旋鈕調整至
位置 3，以進行清空程序。

2. 移除水箱及提起杠杆。
移開水箱及拉起握把。

3. 按下長杯按鈕以清空咖啡機(當指示燈停
止閃動為準備狀態)。
按下淡雅咖啡按鈕以清空咖啡機。
（完成
後中間燈號開始閃爍）。

5. 同時按下3個裂口以啟動水的
流動並清空咖啡杯加熱器。
同時按下 3 個裂口即可啟動水的流
動，並清空咖啡杯加熱器。

6. 壓住倒放的咖啡杯於加熱器上至清空結
束且機器自動關機。
杯口朝下直到機器自動關閉。

咖啡及咖啡杯加熱器/ 咖啡杯加熱器
4. 把咖啡杯倒放於咖啡杯加熱器上。
把咖啡杯倒放於咖啡杯加熱器上。

注意：咖啡機將於清空 20 分鐘後停止功能。
注意：咖啡機將於清空後 20 分鐘內停止所有操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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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及清潔/ 維護及清潔
1. 拆裝護理組件時，請將咖 啡杯架調整至直
立位置。
移開（放回）維護套件時，請先豎
直置杯架 。

2. 護理組件部份可整件取出並分開拆除，方
便清洗。咖啡杯加熱板可移除清洗。
維護套件部份可分開拆除，方 便清洗。咖啡
杯加熱器格柵可 拆下清洗。

清潔 AEROCCINO/ 清潔 AEROCCINO
不要使用任何強烈清潔劑或溶劑。如果用手清洗，避免使用鋒利的物品、刷子或尖銳磨具。請確保每次使用 Aeroccino 後進行清潔，避免
積存鮮奶等殘留物。Aeroccino 壺可適用於洗碗碟機﹕60° C。切勿直接放於洗碗機的夾子上，以免導致內部塗料損毀。
請勿使用任何強烈清潔劑或溶劑。如用手清洗，請避免使用鋒利的物品、刷子或菜瓜布。每次使用 Aeroccino 後，請務必進行清潔，以避免
積存鮮奶等殘留物。Aeroccino 牛奶發泡杯可適用於洗碗機：60° C，切勿直至於洗碗機刷毛下以免刮傷內部 。

1. 從底座拆除 Aeroccino，並拿出攪拌器（無需工
具）。拆除蓋上的封條來清理兩個部分。
把 Aeroccino 從底座拿起，並拿出攪 拌器
（無需工具）。拆除蓋上的封 條來清理兩個
部件。

2. 用乾淨的濕布小心擦洗奶壺的內部。
用濕毛布清潔乾淨 。

3. 清潔後隨即把攪拌器夾回壺
內底部，以避免遺失。
清潔後，隨即將攪拌器夾回壺
內底 部，以避免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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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鱗模式/除鱗模式
提示：過程大約20分鐘。中間橙色燈閃定代表需要除鱗。
注意: 除鈣過程需約 20 分鐘。 咖啡機準備進行除鈣時，中間除鈣燈號將亮起。
1. 關掉咖啡機。設定濃縮咖啡按鈕為4和長
杯咖啡按鈕為1。
關閉咖啡機，並將濃縮咖啡設定為 4
及大杯咖啡設定為 1。

2. 提起及合上杠杆使粉囊退出。
打開及關上拉桿讓膠囊退出

3. 清空並更換滴水盤及已用粉囊容器。
清空滴水盤及使用過的膠囊存放盒。

4. 啟動咖啡機並持續按著濃縮咖啡之按鈕
使進入除鱗模 式。中間橙色燈閃定確定
進入除鱗模式。
若要進入除鈣模式，請於開啟咖啡機時同
時按住濃縮咖啡按鈕。
中間橘色燈號亮起時為表示為除鈣模
式。

5. 為水箱注入2-Nespresso除鱗劑後，
加水至滿。
倒入2份 Nespresso 除鈣液於水箱中，
其餘 加入清水。

6. 將杯放在助熱器並壓在三支骨幹上直至
滴水盤快滿。清空和更換滴水盤並持續
溫杯直 至中間和右燈閃定。再清空和更
換滴水盤。
將咖啡杯放在咖啡杯加熱器上，同時蓋住
3 個洞口，直至滴水盤接近滿水位，然 後
清空滴水盤。 重複此步驟直至中間及右
邊燈號亮起。

7. 將最少為 1.5 公升容量的容器放在咖啡出
口下。
放置容器(至少1.5L)於咖啡出口上。

8. 按下長杯咖啡按鈕來啟動咖啡出口
除 鱗。 右燈會閃動。
按下大杯咖啡鈕以進行除鈣模式。
右 邊燈號亮起

9. 啟動和暫停的操作會交替進行。在操
作期 間，請勿觸摸咖啡機直至水箱清
空。
咖啡與蒸氣管將輪流操作。 在此過
程，請勿觸摸咖啡機直至水箱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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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除鱗過程完成後，右燈會暫停閃
動，然 後左燈會開始閃動。清空、沖
洗並更換滴 水盤、已用粉囊容器及換
水箱。
完成時，右邊燈號將停止亮起，左邊燈號
將開始亮起。 清空並清洗滴水盤膠囊存
回收盒及水箱，放回原位

11. 為水箱注入食水。
水箱注入飲用冷水。

13. 重覆指示 6一次以清洗溫杯系統。提
示：確 保清洗溫杯系統後才清洗杯以
避免沾有除 鱗過程中的殘留物。
重複第 6 步驟以沖洗咖啡杯加熱系統。
注意: 請務必沖洗咖啡杯，避免除垢殘留
物於杯上。

15. 當燈閃定，清空和更換已用粉
14. 參閱指示 7, 更換容器並按下長杯
囊容器及滴水盤。
咖啡按鈕以清洗咖啡出口
根據步驟 7 更換容器，並按下大杯咖
根據步驟 7 更換容器，並按下大杯咖
啡鈕以清洗咖啡出口。
啡鈕以清洗咖啡出口。

12. 把長杯咖啡刻度盤撥向2作清
洗模式。
將大杯咖啡轉至 2 清洗模式。

16. 咖啡機已準備供使用。
咖啡機現可使用。
Nespresso 除鱗工具套件Ref. 3035/CBU-2
Nespresso 除鈣工具套件 Ref. 3035/CBU-2

警告 除鱗液為有害的。避免觸及眼睛、皮膚和其他表面。除
Nespresso 俱樂部提供之除鱗工具套件以外，切勿使用其他產品除
鱗，以免損害閣下之咖啡機。以下是除鱗次數表，根據不同水 硬
度所需進行除鱗，以確保咖啡機在最佳狀態下運作。如閣下
對除鱗過程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Nespresso 俱樂部。
小心 除鈣液具有 危險性，避免觸及眼睛、皮膚和其他表面。除了
Nespresso Club 提供的除鈣包套件以外，請切勿使用其他產品除鈣，以
避 免損害您的咖啡機。為了善用您的咖啡機，以下是根據不同水
硬度所需 的除鈣次數表。如對除鈣過程有任何其他問題，請聯絡
Nespresso Club。

水硬度：
水硬度：

除垢時間：
除垢時間：

(40 ml)
fH
36
18
0

dH
20
10
0

CaCO3
360 mg/l
180 mg/l
0 mg/l

800
2400
3200

60 min
90 min
120 min

fH

法國度
法國度

dH

德國度
德國度

CaCO3 碳酸鈣
碳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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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警告（錯誤及除鱗）
沒有燈號。

£ 咖啡機器已自動關閉，按下開啟/關閉按鈕。
£ 檢查總電源: 電插座、電壓以及保險絲。

沒有咖啡、沒有水。

£ 請檢查水箱，如果為清空，請加入飲用水。
£ 重複按下咖啡按鈕直至咖啡或水流出(可能於第一次使用，進行清空後或長時間沒有使用時發生)。

咖啡溫度不足。

£ 預熱咖啡杯。如有必要，請進行除鱗。

將Aeroccino放於底座上時, Aeroccino

£ 清理 Aeroccino 發泡杯的底部。

旋鈕燈號不正常閃爍 。
將Aeroccino放於底座上時, 旋鈕燈

£ 清理 Aeroccino 發泡杯的底部。

號不亮。
扛杆未能完全合上。

£ 清空粉囊容器 / 檢查確保粉囊容器內沒有粉囊淤塞。

損漏或不尋常的咖啡流出。

£ 請檢查水箱是否於正確位置。清洗咖啡出口。

中間燈長亮為橙色。

£ 需要除鱗。

只有水但沒有咖啡流出 (即使已裝 £ 如有問題，請致電 Nespresso 俱樂部。
置粉囊)。
咖啡機自動關機。
£ 咖啡機停止使用 9 分鐘後將自動關機以節省能源 。
£ 請參閱目錄模式來變更此項設定 。請參閱目錄模式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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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解
警告（错误和除垢）
沒有燈號。

£ 咖啡機器已自動關閉，按下電源開/關按鈕。
£ 檢查總電源：電源插座、電壓及保險絲。

沒有咖啡、沒有水。

£ 請檢查水箱，如為清空，請加入飲用冷水。必要時，請進行除鈣。
£ 拉開握把。按下任一咖啡按鈕，待水流出為止。

咖啡溫度不足。

£ 預熱咖啡杯。必要時，請進行除鈣。

Aeroccino 旋鈕燈號不正常閃爍 。

£ 清理 Aeroccino 發泡杯 。

奶泡機燈未亮起。

£ 清理 Aeroccino 發泡杯 。

咖啡機握把不能完全關上。

£ 清空膠囊回收盒 / 檢查咖啡機內是否有膠囊塞住。

漏水或不正常的咖啡流出。

£ 請檢查水箱是否放置於正確位置。

中間燈持續閃爍橘色燈號。

£ 需要除垢。

只有水但沒有咖啡流出 (即使已

£ 如有問題，請致電 Nespresso Club。

經放了咖啡膠囊)。
咖啡機器自動關閉。

£ 咖啡機停止使用 9 分鐘後將自動關閉以節省能源。
£ 請參閱「設定模式」來變更此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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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NESPRESSO 俱樂部/聯絡 NESPRESSO CLUB
如需索取更多資料、查詢問題及尋求意見，請致電 Nespresso 俱樂部或 Nespresso 認可代表。
您可以在咖啡機包裝箱內的「Welcome to Nespresso」小冊子或在 www.nespresso.com 獲取就近您的 Nespresso 俱樂部或 Nespresso 認可代表的詳細聯
絡資料。
如需索取更多資料、查詢問題及尋求意見，請致電 Nespresso 俱樂部或 Nespresso 認可代表。
Nespresso Club 的詳細資料請見您咖啡機包裝盒內的「歡迎加入 Nespresso Club」文件夾或 nespresso.com 官網。

棄置處理和環境保護/ 廢棄處理與環境保護
本咖啡機符合歐盟指令 2002/96/EC。 包裝物料及咖啡機含有可循環使用的材料。
您的咖啡機包含可恢復或循環使用的珍貴物料。.把剩餘之廢料分類能有助回收珍貴的原材料。請把咖啡機棄置於特定收集
點。 您可向當地有關機構索取棄置處理之資料。
本產品符合歐盟指令 2002/96/EC。包裝物料及咖啡機採用可回收或再利用的材質製成。您的咖啡機採用可回收或再利用的材
質製成。
丟棄時應將可回收或再利用的原料分開回收，將您的機器丟置在家電用品收集站回收，您可以在地方政府單位找到更多資
源回收相關訊息。

ECOLABORATION: ECOLABORATION.COM/
環境永續協同合作計畫: ECOLABOR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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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諾於採購最高品質咖啡的同時，亦會尊重環境和農業社區。自 2003 年開始，我們一直跟雨林聯盟合作發展我們的 Nespresso
AAA Sustainable QualityTM 可持續品質咖啡計劃。
我們承諾在尊重環境與咖啡種植者的地區收購最高品質的咖啡，自 2003 年以來，我們與雨林聯盟組織合作發展 Nespresso AAA 永
久品質計畫TM。

我們選用鋁製造粉囊，因為其可保護咖啡和 Nespresso 頂級品咖啡的芳香。
我們選用鋁來包裝我們的咖啡膠囊，因為它可以鎖住 Nespresso 頂級精選咖啡的香氣與風味。

鋁可無限循環再用，而不丟失任何素質。
鋁也是一個可以不斷再循環使用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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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用期/ 有限保固
Nespresso 對本產品之物料及做工損壞保用 2 年。保用期由購買日開始，Nespresso 要求出示證明購買之單據正本，以確定日期。在保用期
間，Nespresso 將憑其酌情權維修或替換任何有缺陷的產品。本咖啡機符合歐盟指令 1999/44/EC。受保的更換產品或維修部份，只適用於尚未
過 期的保用期或六個月，以最長保用期為準。此有限保用期，不適用於因疏忽、意外、誤用或其他 Nespresso 無法合理控制的原因而導致的
任何 損毀，包括但不限於：正常磨損、疏忽或未能按照產品說明，護理不當或不足、鈣浸漬或除鱗磷；連接至不當的電源；未經授權的產
品修改或 維修；用於商業用途 ；火災、閃電、水災或其他外部原因。此保用期只適用於所購買的國家內，或於有相同技術規格並由當地
Nespresso 出售 和提供服務之其他國家內。於購買國家以外的保用服務，僅限於服務國家內就相應保用所訂之條款和條件。對於本保用不包
括之維修或需更換 的費用，Nespresso 將會通知機主，而有關費用將由機主繳付。此有限保用期須由 Nespresso 全面負責。除非於可應用法律允
許下的範圍內，此有 限保用期之條款並不排除、限制或修改適用於本產品於銷售的強制性法定的權利，並於這些權利以上。如果您認為
您的產品有損壞，請聯絡 Nespresso 以了解詳情及何進行維修。請瀏覽我們的網 站 www.nespresso.com 查詢詳細的聯絡資訊。

Nespresso 提供2年商品有限保固，保固期限內擔保本產品在材料及製作上的瑕疵。保固期由購買日起算，客戶需出示證明購買之單據正本，
以確 認日期。在保固期限內損壞的產品，Nespresso 將依其狀況決定修理或更換。本產品符合歐盟指令 1999/44/EC。更換後的產品或維修後的
零件，享有原購買日期保固期，或維修零件六個月保固，兩者中較長期限。本產品之有限保固並不適用下列原因所造成的損壞：包括意外
人為疏失、插錯電壓插頭、使用不當或其他 Nespresso 無法合理控制的原因而導致之任何缺陷、不依產品說明書使用、鈣質沈積、不適當或
不正確的保養、正常的耗損、非授權產品調整或修護、使用於商業用途、火災、閃電、水災或其他天然災害。本保固只適用於所購買的國家
內，或於其他 Nespresso 有完全相同電壓技術規格而出售和提供服務之國家內。於購買國家以外的保固服務，須遵守當地服務國家內所訂之
相關保固條款。如您確信購買的產品有瑕疵，請聯絡 Nespresso 以了解詳情及如何進行維修。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nespresso.com，查詢詳細
聯絡資訊。

奈斯派索独有的咖啡萃取系统正在日复一日的制造出完美的浓缩咖啡。
所有的奈斯派索咖啡机均配备此独有的系统以保证提供19 巴的萃取压力。 系统的每一个参数均通过精确的计算，以确保各种精
选咖啡所有的香味均被萃取出来，并带给您细腻并具有浓厚质感的咖啡油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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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指引
本安全操作指引是设备的一部分。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和安全操作指引。将本说明
书保存在容易找到的地方，已备以后使用。
注意-当看到此标志请参考安全操作指引以避免可能的伤害和损坏。
提示：此标志表示请根据指
示正确、安全的使用咖啡机。
t 请根据本说明书的指引使用
咖啡机。
t 除指定用途以外，切勿用于
其他用途。
t 咖啡机只适合在室内或温差
不大的环境使用。
t 请勿将机器放在阳光直射的
地方，可以被水溅到的地方
及潮湿的地方。
t 本咖啡机是为了家庭使用和
类似的应用而设计，如：商
店里的员工餐厅，办公室和
其他工作环境，乡村酒店，
各类酒店房间内，汽车旅馆
和其它提供住宿的场所，或
其他住宅类型的环境供客人
使用。
t 本产品不适合由8岁或以下儿
童使用，除非有人已指导他
们如何安全使用本产品、监
督他们掌握安全使用方法，

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相关危
险。儿童只有在成年人监督
下才可清洁和保养本产品。
t 将本产品和电源线放在8岁或
以下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t 本产品不适合由肢体不健
全、感觉和精神上有障碍或
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使用，
除非有人已指导他们如何安
全使用本产品、监督他们掌
握安全使用方法，同时他们
已经意识到相关危险。
t 切勿让儿童玩耍本产品。
t 由于任何用于商业用途、非
适当处理或使用、或因用作
其它用途导致损坏、操作错
误、由非专业人士进行维修
或不遵守使用说明书操作而
导致的本产品的任何损坏，
生产商不负责提供保修。

t 仅将咖啡机连接到合适的、
方便的且有接地保护的插座
上。
确保电源的电压与指定的电
压相同。使用错误的电源导
致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咖啡机只有在安装好后才可以
连接电源。
t 避免电源线受到尖锐物体的
损坏，同时切勿夹紧或悬挂
电源线。
t 保持电源线远离热源和潮湿
环境。
t 如果电源线受损，必须送回
厂家或服务商或者具有类似
认可资质的人来维修。 以防
止任何安全方面的风险。
t 如果电源线已经受损，切勿
使用和操作咖啡机。
t 请把咖啡机送到奈斯派索俱
避免发生致命触电及火灾。
乐部或奈斯派索授权方。
t 在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拔下电 t 如果需要延长电源线，只能
源插头。
选用导体截面至少1.5平方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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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或与电源相匹配的带有接地
保护的导线。
t 为避免严重损坏，切勿把机器
放置于散热器、火炉，烤箱，
明火炉或类似电器表面。
t 将咖啡机放置在平稳和平整的
平面上。该平面必须耐热防
水，如咖啡、除垢剂或类似物
质。
t 长时间不使用咖啡机请拔下电
源插头。断开电源连接时，请
拔出插头且不要拉电线，否则
电线会被损坏。
t 清洁设备前将电源线拔掉并让
咖啡机冷却。
t 不要用湿手触摸电源线。
t 不要把机器全部或部分放在水
中或其他液体中。
t 不要把机器全部或部分放在洗
碗机内。
t 电和水接触非常危险可能导致
致命的触电。
t 不要拆开咖啡机，有触电危
险。
t 不要往机器开孔内部放置任何
物品。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火灾
或电击。
在操作机器时避免可能的伤害 。
t 切勿让咖啡机在无人看守时运

作。
t 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时请停止使
用。立即将电源插头拔下。
联系奈斯派索用户俱乐部或授
权方进行测试，维修或调整。
t 使用已经损坏的设备可能导致
触电，灼伤或火 灾。
t 在操作过程中始终关闭手柄。
避免烫伤。
t 不要把手指放在咖啡出口下
方，避免烫伤。
t 不要把手指放在胶囊轴和胶囊
仓内。有受伤危险！
t 胶囊如果没有被内部的刀片刺
破，水会从胶囊周围溢出可能
损坏机器。
t 不要使用损坏的咖啡胶囊。如
果胶囊被堵塞在机器内部，将
机器电源关掉并拔掉电源。拨
打奈斯派索用户俱乐部或授权
方进行咨询。
t 在水箱中注入新鲜的饮用水。
t 如果将长时间不使用机器，应
将水箱清空。
t 如果超过一个周末或两天未使
用机器，请换掉水箱中剩余的
水。
t 不要使用没有滴水盘和金属托
盘的设备，
以避免液体蔓延到机器周围。

t 不要使用强度大的清洗剂和溶
剂清洗机器。 用蘸有柔和清
洗剂的湿布清洁机器表面。
t 只使用干净的清洁工具清洁机
器。
t 打开包装后，请取下塑料薄
膜。
t Nespresso咖啡机与Nespresso咖啡粉
囊为配套设计，Nespresso咖啡粉
囊仅可以从Nespresso会员俱乐部
或授权方购买。
t 所有的奈斯派索咖啡机均通过
了严格的品质控制。生产商曾
按随机抽样的形式在实际应用
条件下对机器进行了可靠性测
试。所以有些机器会有被用过
的痕迹。
t 奈斯派索有权更改本说明书并
不作任何通知。
除水垢
t 正确的使用奈斯派索除垢剂可
以使机器在整个使用寿命过
程中一直呈现给您新机器的性
能。请参考奈斯派索除垢剂
套装内的使用手册正确进行除
垢。

请保存此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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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本操作说明提供给后续的使用者。
可以从nespresso.com获得本操作说明的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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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前的准备工作
请阅读安全操作说明书以防止致命触电及火灾的风险。
1. 将杯托完全插入并置于竖直方向，取出可
维护组件和水箱。

2. 调整电源线长度，将过长的电源线收纳并
固定到线槽内。

3. 关闭手柄，接通电源。

4. 冲洗水箱，并注入饮用水。重新放回水箱
和可维护组件。

5. 开机。

6. 将杯托置于竖直方向，并在咖啡出口下方
放置0.5升的容器。
指示灯闪烁：加热（25秒）
指示灯停止闪烁： 就绪

7. 将大杯咖啡调节到5，按下旋钮来冲洗机
器。重复3次。

8. 根据暖杯器章节介绍的步骤在第一次使用
前冲洗暖杯器。

注意：进行本操作时，机器应放置在柔软的物体表面上，以防止损坏或刮花机器表面。式章节第
X页。模式章节来改变本设置。
注释：机器有自动关机功能。持续9分钟未使用，机器将自动关机。要改变本设置，请参考菜单模
式章节第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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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的制备
1. 冲洗水箱，并注入饮用水。

2. 放回水箱。

3. 关闭手柄并打开电源开关。
指示灯闪烁：正在加热（25
秒）
指示灯停止闪烁：就绪

4. 提起手柄，放入一咖啡胶囊。

5. 关闭手柄并将杯子放到咖啡出口下方。

6. 杯托可以调节到竖直方向，用于放置玛奇
雅朵咖啡杯。

7. 调节旋钮到需要的咖
啡杯量，按下旋钮开始
萃取咖啡。

8. 咖啡萃取可以自动停止，也可以随时按下
旋钮来停止萃取。

9. 移开咖啡杯，提起再关闭手柄将胶囊推
出。

1: 25 ml
2: 30 ml
3: 40 ml
4: 50 ml
5: 60 ml

1: 70 ml
2: 90 ml
3: 110 ml
4: 130 ml
5: 150 ml

注释：在加热过程中（指示灯闪烁），可以按下咖啡按钮。机器会在加热完成后自动开始萃取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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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杯器
警告：任何时候均不要用手直接按压暖杯器，以免造成烫伤。 注释：暖杯器仅供加热浓缩
咖啡杯使用，不应用于其他用途。
87° C
1. 使用前应保证可维护组件已经安装，暖杯
器网格已经扣在基板上以防止漏水。

4. 每次喷射出的热水（大约20ml）可以在5到
10 秒钟内预 热一个标准的奈斯派索杯。

2. 暖杯器一直工作在待机状态
(加热过程除 外)。
将杯子口朝下放在暖杯器
上。

警告：在加热过程中请保持三个
凸起毂位被压下以 免烫伤。移开
杯子会导致水流停止。

3. 三个凸起毂位必须同时被按下才能启动水
流。

5. 蒸汽加热结束后，移开杯子，将其放在杯
托 上，开始萃取咖啡。

注释：最多两个功能可以同时 运行。包括萃取咖啡和电动搅奶器，萃取咖啡和暖杯器，暖杯器和电动搅
奶器 （暖杯器工作过程中，不能使用萃取咖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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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ISTA:电动搅奶器的使用
为防止触电及起火的风险。请确保电动搅奶器底部和连接器是干燥的。在干燥连接器前请拔下电
源插头。
警告：溅出的鲜奶可能造成烫伤，请在打奶泡过程中一直使用杯盖。

最大液位指示:

零件:

杯盖及密封圈

搅拌轮

电动搅奶器

用于做热牛奶的最高液位

用于做奶泡的最高液位

注释：请在每次使用前后清洁电动搅奶器。

准备工作
提示：使用冷藏的，新鲜的全脂或半脱脂牛奶效果最佳（大约4°C）。
杯子最高液位表示：
用于做热牛奶的最高液位: 相当于一杯奈斯派索配方杯的容量
用于做奶泡的最高液位:
相当于一杯奈斯派索配方杯或
两杯卡布奇诺杯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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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
1. 冷的，天鹅绒般细腻的
奶泡

1.

4.

装上搅拌轮。

2. 温暖，天鹅绒般细腻的
奶泡

2.

3. 温暖，浓密的奶泡

根据配方建议加入适量
的奶。

将电动搅奶器放在底座上。 5. 指示灯会根据选用的配方呈现
注 释：电动搅奶器一直处
蓝色或红 色。
于待机 状态。

7. 按下电动搅奶器的

-键。

8. 奶泡制备结束后电动搅奶器会自动停
止。可以按下/旋转旋钮或从底座上移开
电动搅奶器来随时停止奶泡的制备。

4. 温暖的鲜奶

3.

盖上盖子。

6. 按照需要的配方来调节旋钮到适当的
位置。
（见配方如上）。

警告：为防止烫伤，放置
机器时请仅触碰凸起的
位置。享用咖啡并清洁
机器（见 清洁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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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配方

卡布奇诺

2.

3.

咖啡拿铁

4.

配比:
一个浓缩咖啡胶囊
顶部为热奶泡

配比:
一个大杯咖啡胶囊
顶部为热牛奶

用卡布奇诺的杯子萃取浓缩咖啡，在顶部加入热奶泡。
浓郁：芮斯崔朵优选咖啡 / 淡雅：哥伦比亚-若萨巴雅优选咖啡。

用容积为 350 毫升的杯子准备一杯大杯咖啡并在上面加入热牛奶。
浓郁：馥缇奇欧大杯优选咖啡 / 淡雅：唯沃托大杯优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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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配方

拿铁玛奇雅朵

2.

配比:
一个浓缩咖啡胶囊
顶部为热奶泡
在一个大杯子中倒入热奶泡（300 ml）将浓缩咖啡注入杯中。
浓郁：印度印缀雅优选咖啡 / 淡雅：沃鲁托优选咖啡。

3.

冰卡布奇诺
配比:
一个浓缩咖啡胶囊
冰块
顶部为冷奶泡
用一个大杯（350ml）准备一杯浓缩咖啡，加入四到五块冰块。
准备冷奶泡并在咖啡顶部小心加入三到四勺冷奶泡。
浓郁：阿佩奇欧优选咖啡 / 淡雅：莉梵朵优选咖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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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家配方

焦糖香草冰淇淋咖啡

2.

3.

配比：
两个沃鲁托浓缩咖啡胶囊
一勺香草冰淇淋冰
两茶勺焦糖浆
一茶勺巧克力沫
顶部为热奶泡
在准备好的热奶泡的一边放上焦糖。萃取两杯浓缩咖啡并将其注入
一个冷杯子中（350毫升），立即加一勺冰淇淋并在上面加入热奶泡并
用巧克力粉末装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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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IGHT® 咖啡
配比：
一个莉梵朵浓缩咖啡胶囊
After Eight® 薄荷巧克力
奶油杏仁巧克力
顶部为热奶泡
用浓缩咖啡杯萃取一杯莉梵朵咖啡。顶部为热奶泡。撒一点杏仁
巧克力粉末在上面并再加一块 After Eight® 巧克力在奶泡上即可。立
即享用吧。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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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模式
1. 开机时持续按下浓缩咖啡旋钮即可进入
菜单模式。
（中间指示灯显示橙色光）。

设定浓缩咖啡旋钮到：

2. 根据图示要求设定旋钮（见下面的图
标）。

3. 选择后，按下大杯咖啡旋钮来确认选择（
中间灯不闪即可确认选择，之后将根据选
择的数字闪橙色的光）。

设定大杯咖啡旋钮到：

1:

自动关机

1: 9 分钟, 2: 30 分钟, 3: 60 分钟, 4: 2 小时, 5: 8 小时

2:

水的硬度

1: 硬 2: 中等 , 3: 软

3:

清水

见清水章节

4:

除水垢

见除水垢章节

5:

恢复出场设置

只需按下大杯咖啡旋钮即可轻松恢复出厂设置（节电模式：9 分钟，水的硬度：硬）。

注释：在菜单模式中，您可以直接更改已设定的内容，无须每次均退出菜单模式。如需退出菜单
模式，请持续按下浓缩咖啡旋钮 5 秒即可（指示灯停止闪烁表示已经退出菜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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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模式
注释：长时间未用或将长时间不用机器，请给机器清水。

1. 进入菜单模式后，将浓缩咖啡旋钮调至位
置 3 进入清水模式。

2. 移出水箱并抬起手柄。

3. 按下大杯咖啡旋钮开始给机器清水（指示
灯停止闪烁表示清水结束）。

5. 同时按下三个凸起的部位即可启动暖杯
器 水流并清空暖杯器通道。

6. 压住三个凸起位置至机器清水结束且机器
自动关机。

咖啡杯加熱器
4. 将杯子口朝下放在暖杯器上。

警告：避免直接碰触杯子，
以免烫伤。

注释：清水后的20分钟内机器处于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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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清洁和保养
1. 拆卸可维护组件时请先将
杯托调节至右上方的位置。

2. 可维护组件可以整体移出并
分开清洗。暖杯器网格可以
移出清洗。

电动搅奶器的清洗
请勿用碱性强的清洁剂或溶剂清洗电动搅奶器。如果用手清洗，请勿用锋利或坚硬的工具清洗内表面。请在每次使用后清洗电动搅
奶器以防止残留的奶在杯子底部结垢。电动搅奶器可用洗碗机清洗：60°C。不要将电动搅奶器直接挂在洗碗机内部的支撑上以免损
坏内部的镀层。

1. 从底座上取下电动搅奶器并取出
搅拌轮（本步骤无需任何工具），
从杯盖上取下密封圈并清洗这
两个部件。

2. 用干净的湿布小心擦拭和清洗
奶泡机的内部。

3. 清洗干净后，请将搅拌轮放回杯子
底部以防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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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垢模式
注释：本过程持续大约20分钟。当中间指示灯呈橙色且不闪烁表示机器需要除垢。

1. 关掉机器电源并将浓缩咖啡旋钮调至4的
位置，大杯咖啡旋钮调至1的位置。

2. 抬起再关闭手柄来推出用过的咖
啡胶囊。

3. 清空滴水盘和胶囊垃圾盒并重新放回。

4. 开机的同时持续按住浓缩咖啡旋钮即可进
入除垢模式。中间指示灯为橙色表示已进
入除垢模式。

5. 在水箱中加入两包 Nespresso 除垢剂并
加水稀释。

6. 在暖杯器上放置一个杯子，用杯子口压住 3
个突起的毂位直到滴水盘将要装满水为 止。
清空滴水盘，重新放回并继续前面的过程直
到中间和右边的指示灯停止闪烁。再次 清空
滴水盘并重新放回原处。

7. 将一个容器（大于1.5L）放在咖啡出口
下方。

8. 按下大杯咖啡旋钮，开始对咖啡出口除
垢。运行过程中右边的指示灯会闪烁

9. 运行和暂停状态将交替出现。本过程中，
在 水箱清空之前请不要触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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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旦结束，右边的指示灯将停止闪
烁，左 边的指示灯将开始闪烁。清空
并冲洗滴水 盘，胶囊垃圾盒和水箱并
重新放回原位。

11. 在水箱中加入饮用水.

12. 将大杯咖啡旋钮调至 2 的位置进
入冲洗 模式。

13. 重复一次步骤 6 来冲洗暖杯器系统。
注 释：确保在彻底清洗掉除垢残留
物后再使用 暖杯器。

14. 按照步骤 7 的方法放置空的容
器，按 下大杯咖啡旋钮开始清
洗机器

15. 当指示灯停止闪烁，清空容器和滴水盘
并重新放回原处。
16. 现在可以开始使用咖啡机了。

警告 该除垢剂溶液是有害的。避免接触眼
睛，和皮肤表面。
切勿使用任何非奈斯派索除垢剂套装以防
止损害您的机器。下
表注明了建议的最佳的除垢频率和水的硬
度要求。对于任何其 他关于除垢的问题，
请联系奈斯派索用户俱乐部。

奈斯派索除垢剂套装：参见 3035/CBU-2

水硬度：

除垢时间：

dH
20
10
0

CaCO3
360 mg/l
180 mg/l
0 mg/l

800
2400
3200

法国度

dH

德国度

CaCO3 碳酸钙

(40 ml)
fH
36
18
0

fH

60 min
90 min
1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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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警告（错误和除垢）
指示灯不亮。
没有咖啡或水流出。
咖啡不够热。
电动搅奶器旋钮指示灯不规则的
闪烁 。
电动搅奶器放在机器底板上后，
旋钮指示灯不亮。
手柄不能关闭。
机器漏水或咖啡流量异常。
漏水或不正常的咖啡流出。
中间指示灯呈橙色。
只有水但沒有咖啡流出 (即使已經放
了咖啡膠囊) 。
机器自动关机。

£ 如机器自动关机，请按开关键开机。
£ 检查电源：插头，电源电压及保险丝。
£ 检查水箱是否有水，如无水，请注入饮用水。
£ 重复按下咖啡旋钮直到有水流出（可能在第一次使用时或长时间不用时发生）。
£ 预热咖啡杯。如果需要请给机器除垢。
£ 清理电动搅奶器底座。
£ 清理电动搅奶器底座。
£ 清空胶囊盒/确保无咖啡胶囊堵塞机器。
£检查水箱是否放置到位。清洗咖啡出口
£ 請檢查水箱是否放置於正確位置。
£ 需要除垢。
£ 如有问题，请致电奈斯派索俱乐部。
£ 为节约能源，机器会在停止使用9分钟后自动关机。
£ 请参见菜单模式来更改次设定。参见菜单模式第X页。

联系奈斯派索用户俱乐部

CN

如果您需要任何额外的信息，遇到任何问题或寻求建议，请拨打奈斯派索用户俱乐部电话或奈斯派索授权方。
离您最近的奈斯派索俱乐部或授权方的联系方式可在您机器包装箱内的“欢迎加入奈斯派索”文件夹中或 nespresso.com 中找到。

废物处理和环境保护
本机器依从欧盟的法规EU Directive 2002/96/EC。 包装材料和机器本身均包含一些可回收材料。
您的咖啡机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被回收再利用。分开存储剩余的废弃的材料和可回收的材料。
把机器送到收集点。您可以通过本地的相关机构获得废物处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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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ECOLABORATION.COM

我们承诺采购高质量的咖啡，并且这些咖啡的种植都尊重环境以及农社组织的要求。自 2003 年以来，我们一直与雨林联盟共同
合作发展奈斯派索咖啡 AAA 级可持续发展品质计划。

我们选择铝作为胶囊的包装材料，因为它可以保护奈斯派索优选咖啡及其特有的香味。

铝也可以在不失去任何质量的情况下无限循环。奈斯派索致力于设计和制造创新的，高效的并且易用的咖啡机。现在我们已经
将环保列入我们设计新产品的范畴。

有限保修

CN

自购买之日起两年内，Nespresso对本产品因材料不良及制造缺陷而导致的故障提供免费保修服务。本保修期自购买之日开始生效，奈斯派
索要求您在要求保修时提供原始购买证明来确认本起始日期。在此期间，Nespresso 将视故障情况和类型对产品进行免费修理或退换。本
条例符合欧盟的法规: EU Directive1999/44/EC。更换的产品或修理的部件将只享有原本保养期未完的部分或六个月，以时间较长者为准。此有
限的保修服务不适用于任何由于疏忽，意外，错误使用或其他超出奈斯派索合理控制范围内的故障，包括但不限于：正常的磨损所造成
的故障，疏忽或未能根据产品说明书操作机器，不当或不足的维护，结垢和除垢，连接到错误的电源，非授权的产品修改或维修，用于
商业用途，火灾，雷电，洪水或其他外部原因所导致的故障。本承诺只在机器的购买国或在奈斯派索销售和服务同个型号及相同技术规
格的设备的国家有效。在购买国以外的保修将根据该提供服务国家的相应的保修条例执行。如果维修或更换的成本不在本保修承诺的
范围之内，奈斯派索会提示您支付相应的费用。本承诺由奈斯派索付全部责任。但是排除在适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此保修的服务
并不排除/限制或修改销售给您的产品所适用之强制性法定权利，并且是此权力的补充。本保修只适用于仅冠有奈斯派索品牌的产品。
请联系 Nespresso 来了解应送往何处进行维修。请登陆我们的主页 www.nespresso.com 来获取详细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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