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LEMGAS排油煙機

操作手冊INSTRUCTION MANUAL
操作前請詳閱本使用說明書。

本手冊中各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物為準。

52T01 

72T01 

GLEMGAS 
台灣總代理
創匯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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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經驗或知識不
足之使用者(包含孩童)使用。除非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
的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全使用。

 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兒童不得在沒
有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清潔和維護。

 電源線務必接地使用。
 本產品設計為家庭一般烹飪使用。不適用於燒烤店或其

他商業用途。如果用於其它用途，可能產生故障風險，
且超出保固範圍。

 若本產品插頭、電源線或其他部位毀損，請通知製造
商、經銷商或相關專業人員進行更換，以免發生危險。

 若本產品出現任何故障，請聯絡經銷商。
 當排油煙機與其他燃燒瓦斯、氣體或燃料的器具同時使

用時，室內應有足夠的通風。
 濾網由高密度鋁製成。
 排油煙機及濾網應根據說明定期清潔，確保設備的正常

運作。請不要使用腐蝕性清潔劑進行清潔。
 為防止長時間累積的污垢腐蝕機體，應每兩個月用熱水

及非腐蝕性清潔劑清洗一次。
 在進行任何清潔、維護操作之前，請確保已切斷電源。
 若未依說明書進行清潔 ，可能有引起火災之危險。
 請勿在本產品下烹煮會產生焰火之料理。
 嚴禁鍋中燃火（當烹調燒酒雞之類食物，嚴禁鍋中燃

火，以免燒壞機體）。
 排氣管安裝時，其排出口方向，不得將排出之油煙釋至

瓦斯或其他之燃燒之排氣通道釋出。
 爐面與抽油煙機之間的距離應最少維持650mm
 使用時請保持廚房通風。
 須遵守排氣排放相之關規定。
 請按照說明使用本產品，以免發生火災。
 最多同時與四口爐具使用。
 注意 ：與其他炊具一同使用時，可能使產品表面產生

高溫。

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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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mx
附注
“caimx”设置的“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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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尺寸

(A)



外觀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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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爐電磁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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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安裝之前，請在抽氣模式和再循環模式兩種排氣模式中，選擇

一種模式。

抽氣模式 再循環模式
(選配，搭配活性碳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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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金屬濾網卡榫的按鈕，以

取下濾網。

鬆開4顆螺釘（M4*10），

卸下不銹鋼框架。

鬆開螺釘（ST4 * 10），取下接線

盒的蓋子，切斷連接器上控制面

板的電源。

切斷連接器上燈光的電源。





 使用12顆螺絲（ST4 * 18）將機

體固定在櫥櫃中。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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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連接控制面板和燈光

電源。

將金屬濾網裝回原位。 

安裝排風管(請安裝技師自備)。

 使用先前卸下的4顆螺釘

（M4*10）將不銹鋼框架鎖

回到位。

安裝



電源鍵 ：在待機狀態中按下「電源」鍵，電源鍵指示燈亮起，馬達
並以第「1」階低速運轉如需增強(或減速)，請依下方說明操作。若
要立即關機，請在馬達運轉狀態中連按2次「電源」鍵，馬達會立即
停止運轉。
※本機有自動延遲3分鐘關機設定，在馬達運轉中按下「電源」
鍵，馬達會先降為第「1」階低速運轉，電源鍵將每隔一秒閃爍一
次，代表進入延遲關機狀態，3分鐘後會自動關機。

加號(+)鍵 ：在電源啟動狀態下，每按加號(+)鍵一次，馬達轉速增
加一階，數位面板會同步顯示目前的轉速，共有3階轉速設定。按下
加號(+)鍵時，會點亮加號(+)鍵指示燈。當轉速處於最高時按下加號
(+)鍵，僅發出按鍵觸摸聲音，轉速不再更改。
減號(-)鍵 ：在電源啟動狀態下，每按減號(-)鍵一次，馬達轉速降低

一階，數位面板會顯示目前的轉速。 按下減號(-)鍵時，會點亮減號
(-)鍵指示燈。當轉速處於最低時按下減號(-)鍵，僅發出按鍵觸摸聲
音，轉速不再更改。
燈光鍵 ：獨立控制燈光的開和關，不受其他鍵的影響。 按下一次，

燈光點亮，同時燈光鍵指示燈亮； 再按一次，燈光熄滅，並且燈光
鍵指示燈也熄滅。

燈光鍵   減號鍵          數位面板         加號鍵    電源鍵

接上電源後，會聽到嗶嗶聲，並且所有按鍵燈都會點亮1秒
鐘，代表排油煙機已啟動電源。 在排油煙機通電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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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保養與維護
濾網清潔 
 參照安裝說明之步驟移除金屬濾網(第六頁)。

(52T01及72T01皆為一片油網)

 將其放入裝有洗滌劑的洗碗機中，將溫度設置
在60度使用90分鐘行程(建議)。

 請不要使用研磨性清潔劑，因為它會造成損壞。

 在清潔前確保排油煙機已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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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過濾器(選配) 
 參照安裝說明之步驟移除金屬濾網(第七頁)。
 如圖所示，卸下飽和的活性炭過濾器(選配)。
 如圖所示，安裝新的活性炭過濾器(選配)。
 參照安裝說明之步驟安裝新的金屬濾網(第八頁)。



保養與維護

更換燈泡 

 按下金屬濾網卡榫的按鈕，以

取下濾網。

 從內部推出燈泡
(1.5w LED燈座)

 切斷燈泡與電源的連接

 將電源與新燈泡連接

 將新燈泡推回孔內並固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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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線圖 

 配線圖請參見實際產品主體上的標籤。

異常狀況處理
可能原因 解決辦法 

指示燈亮起，但馬

達未啟動 

馬達葉片被卡住

電容器受損 更換電容器

馬達受損 更換馬達

馬達內部電線斷裂或燒斷，且產生燒

焦味 更換馬達 

除上述內容外，請檢查以下內容： 

燈泡毀損 更換燈泡 

電源線鬆動 按照配線圖連接電線。

漏油 出口和通風口未密封
查看出口及通風口接合處是否漏

油，如是，以強力膠予以填補。

機體震動 

受損的馬達葉片引起震動 更換馬達葉片

馬達未鎖緊 將馬達確實鎖緊 

排油煙機整體未鎖緊 將排油煙機確實鎖緊

吸力不強 

排油煙機與爐面距離太遠 請調整兩者間的距離 

排油煙機周圍環境門窗通風多，對流

太大。或機體距離排風口太遠。

選擇新地點安裝或關上部分門窗減

少對流

機體裝設歪斜

固定螺絲未鎖緊 調整至水平位置並鎖緊固定螺絲

調整至水平位置並鎖緊懸掛螺絲

指示燈和馬達均未

正常運作

懸掛螺絲未鎖緊

狀況
檢視葉片，必要時更換

油汙阻塞油網 清潔油網



回收注意

請將本產品分類送至一般資源回收處或政府指定回收站。同時確
保在存放時不會對孩童造成危險。
回收時請將插頭移除避免誤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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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表

額定電壓/頻率

額定功率

照明

馬達功率  330W

出風口徑  

排氣量

最高噪音值

排氣量為在測試環境120V/60HZ且無加裝活性碳過濾器的條件下之參考值。

110-127V/60HZ

 333W

 1.5W x 2 

150mm 

800m3/h 

71 dB(A) 

未得到製造商許可而對本產品進行的技術更改將無權享受製造商提供的保固

和產品責任。倘若使用本產品時未遵循與安裝、維護或使用等有關的上述建

議與說明，亦同。

caimx
附注
“caimx”设置的“Accepted”

caimx
附注
“caimx”设置的“None”



維修保固卡 

維修保固卡 

★產品名稱

型號
用戶姓名 

★經銷商 ★電話號碼

★購買日期
發票

號碼 
★機身編碼

用戶地址 E-Mail

維修記錄 

序號 日期 故障情況 處理意見 維修員簽字 

★ 必填

★ 個資保護法相關聲明

保固除外條款 

1. 無保固卡、無有效憑證或者經過塗改；

2. 未按說明書的要求操作引起故障。

3. 自行改裝或加裝其他功能後出現故障、以及非專業維修人員拆動造成損壞的；

4. 因移動或者跌落而造成的故障、劃傷或破損的；

5. 因顧客保管、維修、使用不當造成損壞的；

6. 因不可抗拒原因造成故障或損壞的

7. 不在保修範圍內的產品(或零件)，維修時將合理收費。

台灣總代理：創匯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69-41號

服務電話：0800-707168 

服務時間：一般工作日上午 9:00-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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