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說明書
ECF01系列
義式咖啡機



親愛的客戶，
非常感謝您選購 Smeg 五零年代風格的咖啡機。
Smeg 的商品融合了經典風格、創新的技術、與專注於細節的獨特設
計。
此設備與其他Smeg 產品能完美搭配使用，也可當做您廚房中的一款獨
立
亮眼家電用品。希望您能享受Smeg 產品帶來的新體驗！
更多關於本產品的資訊請上官網www.smeg.com 或www.smeg50style.com

 ECF01    
 義式咖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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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明 

1.1 簡介
用戶須知：

1.2 關於本使用手冊
本使用手冊為產品的一部分，因此
在產品壽命結束前，必須保持其完
整性並放在使用時易取得的範圍
內。

1.3 產品用途
本產品可使用研磨咖啡或咖啡豆來
製作義式濃縮咖啡及卡布奇諾。其
他任何用途都是不適當的。請勿將
本產品用於其他用途。

1.4 一般安全事項
• 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或

缺乏經驗及知識人士(包括
孩童)請勿使用本產品，除
非在有監管的情況下，協
助其獲得本產品的安全使
用指示，並協助了解相關
風險。

• 請監管孩童，切勿讓孩童
玩弄設備。

• 切勿讓無人監管的孩童清
潔及維修設備。

說明
本用戶說明書的一般資
訊，包括安全及最終棄
置。
說明

設備說明。

使用方法

使用設備的資訊

清潔及維護

正確清洗與保養此設備之方
法。

安全指示

訊息

建議



      說明

5

ENEN

• 切勿將設備浸在水中

• 本產品適用於家庭環境。
此外，本產品請勿用於：

• 商店、辦公室和其他工
作場所的茶水間;

• 農場/農場住宿設施

• 旅館、汽車旅館和其他
住宿場所的客人

• 民宿
• 如果電源線損壞，請聯繫
技術人員安排更換電源
線，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危
險。

• 八歲以上的孩童、行動不
便、身心障礙者或缺乏經
驗及知識人士可以使用本
產品，只要在有監管的情
況下或獲得產品安全使用
的指示，且對相關風險有
一定了解。

• 在適當監管的情況下，八
歲以上的孩童可以進行產
品的清潔維修。

• 請將本產品及其電線放
在8歲以下孩童接觸不到
的地方。

•

• 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或
缺乏經驗及知識人士可以
使用本產品，只要在有監
管的情況下，協助其獲得
本產品的安全使用指示，
並協助了解相關風險。

• 在組裝、拆卸與清潔前，
請先將本產品的插頭拔
下，切斷電源。

表面燙手

• 標有此符號的表面在使用
過程中會變熱。此符號僅
在某些型號上出現。

切勿讓孩童玩弄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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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產品
• 請遵守所有安全須知，安全使用
本產品。

•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本使
用手冊

• 使用後請立即關閉本產品

• 使用過程中請勿讓咖啡機在
無人控管的情況下

• 無人控管時、組裝/拆卸或清潔
前，請務必將咖啡機插頭拔下，
切斷電源。

• 在清潔前或發現任何故障時，
請先拔掉咖啡機插頭。

• 清潔前請先讓咖啡機冷卻。

• 若尚未安裝水箱、或水箱內無水的
情況下，請勿使用咖啡機。

• 在咖啡機和後面及側面的牆壁之
間保留至少3公分的空間，並在咖
啡機上方保留15公分的間隙。

• 灼傷危險！ 咖啡機在運轉時會發
熱並產生熱水和蒸汽。

• 灼傷危險！咖啡機運轉時，請勿
觸摸杯子保溫架。

• 請勿將咖啡機與非原廠的零件或配
件一起使用

• 只能使用原廠零件。使用未經製造
商批准的零件可能導致火災、觸電
或人身傷害。

• 僅將咖啡機放置在水平乾燥的表
面上。

• 請避免弄濕咖啡機，並勿將液體
噴灑在咖啡機上。若咖啡機體接觸
到液體，請立即拔下插頭或切斷主
電源，並徹底擦乾設備：否則有觸
電危險！

• 請勿使用強力清潔劑或鋒利的
物品來清潔咖啡機。

• 請勿改裝本產品。

• 切勿嘗試用水滅火：關閉本產品，
從插座上將插頭拔掉，並且用防火
毯或其他適合的遮蓋物來熄滅火
焰。

• 請防止電源線碰觸到鋒利表面。

• 切勿將本產品放置在使用中或發
燙的瓦斯爐、電爐、烤箱或其他
熱源附近。

• 請勿將本產品放在靠近水槽或水龍
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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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製造商責任
製造商不須對以下原因造成的人
身/財產損失負責：
• 將本產品用於設計以外的用途

• 未詳讀使用者手冊
• 改裝本產品任一部分

• 使用非原廠配件
• 未遵守安全說明

1.6 識別板
識別板上有註明本產品的技術數據、
序號和品牌名稱。請勿出於任何原因
卸下識別板。

1.7 棄置
本設備必須與其他廢物分開處
理(歐盟指令2012/19/EU)。
根據現行歐盟指令，本產品未
含被認為對健康和環境有害的
足量物質。

• 廢棄電器不屬於一般家庭垃圾！
為符合現行法規，舊電器在產品
壽命終結時應被帶到廢棄單位進
行分類。如此一來，舊電器中仍
有價值的材料可被回收再利用，
有助於保護環境。請洽當地相關
機構或人員做進一步的了解。

本產品包裝皆採用無污染且可
回收材料。

• 請將這些包材送到適當的回收中
心。

電壓 
觸電危險

• 切斷主電源
• 將本產品的插頭拔下

塑膠包裝 
有窒息危險

• 請勿將塑膠包材放置在無人看管
之處。

• 請勿讓兒童玩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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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明

2.1 產品說明

型號 ECF01 - 義式咖啡機

1 杯子保溫架
2 鍋爐出水口
3 過濾器支架
4 不鏽鋼杯架托盤
5 滴水盤滿載指示浮標
6 不鏽鋼滴水盤
7 熱水/蒸氣噴嘴和卡布其諾奶泡噴嘴 
8 蒸氣旋鈕
9 開關
10  水箱蓋

11 水箱(ㄧ公升)
12 測量/壓粉勺
13 咖啡濾包過濾器
14 研磨咖啡粉過濾器, 單杯份
15 研磨咖啡粉過濾器, 雙杯份
16 軟水過濾器（可選）
17 單杯咖啡按鈕（白光） 
18 雙杯咖啡按鈕（白光） 
19 蒸氣按鈕(白光)/除垢按鈕(橘光)

20 防滑底腳

17 18 19

3

1

15

5
4

2

14

13

6

12

20

11

8

10

16

16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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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方法

3.1 首次使用前
1. 移除咖啡機上所有貼紙及標籤。

2. 仔細洗滌並擦乾咖啡機的組件。
(請見4. 清潔及維護)

3. 將蓋子（1）向上拉起，然後取出
水箱（2）。

4.直接從水龍頭或使用水壺，將水
箱(2)裝滿乾淨的冷水，並確保
不要超過水箱的最高水位。

觸電危險

• 插入接地型的三孔插座
• 切勿將接地插腳拔除。
• 切勿使用變壓器。
• 切勿使用延長線。
• 若不遵守以上使用說明可能導致
火災、觸電或甚至死亡。

1

2

故障危險

• 請勿在尚未安裝水箱、或水箱中
沒有水的情況下使用咖啡機。

會接觸到食物的零組件皆由
符合現行法規規定的材料所
製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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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首次使用
1.按下開關(1)打開咖啡機：三個按

鈕(2)(3)(4)的指示燈將依次閃
爍。

2.當燈號(2)和(3)閃爍時，表示機
器正在加熱到設定溫度。待燈號停
止閃爍並穩定亮起時，咖啡機就可
以使用。

3.將容器放在熱水/蒸氣噴嘴(4)下
方

4.

2 3 4

1

首次使用時，請沖洗內
部管線：

• 將過濾器支架安裝到咖啡機
上。

• 將容器放在咖啡出水口並
按下

• 重複此過程5次。

當咖啡機長時間不使用時，
也建議沖洗內部管線。

將蒸氣旋鈕(5)轉到(4)的位置上，
出水1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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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蒸氣旋鈕(5)轉回
的位置

3.3 如何製作義式濃縮咖啡： 
研磨咖啡：
1.

2. 利用測量壓粉勺(3)將咖啡粉倒入
過濾器並壓實。

製作4-5杯濃縮咖啡或4-5杯
卡布奇諾，以獲得最佳效果。

4

5

2

3

3

將研磨咖啡過濾器(1)插入過濾
器支架(2)中，可選擇單杯或雙

杯分量的過濾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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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過濾器支架的邊緣周圍移除多餘
的咖啡粉。將握把往上固定並向右
轉動至定點，將過濾器支架裝上。

4.

• 製作單杯咖啡時，請將過濾
器裝滿一平匙咖啡粉(約7
克)。

• 製作雙杯咖啡，請將過濾器
裝滿兩平匙。

• 想要濃一點的咖啡，請將咖
啡粉填壓至密實。

• 想要淡一點的咖啡，請減輕
填壓咖啡粉的密度。

灼傷危險

• 為避免噴濺，請勿在機器運轉時
移除過濾器支架：請稍待幾分鐘
後出水停止再取下。

將杯子放在過濾器支架噴嘴下方，
然後按下單杯或雙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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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濾包

1. 放入過濾器I將咖啡濾包過濾器

2.將咖啡濾包放進過濾器支架，盡可
能地置中。

3.與製作研磨咖啡同樣的方式進
行其他步驟。

3.4 如何製作卡布奇諾
1. 請先在一個大杯子中準備好一份義
式濃縮咖啡。

2.按下 蒸氣按鈕後燈號開始閃爍

3.在另一個容器中放入牛奶，每份
卡布奇諾大約需要100毫升半脫脂
牛奶。

4.當蒸氣  按鈕燈號停止閃爍並
穩定亮起時，將一個空容器放置在
卡布奇諾奶泡噴嘴(1) 下面，然
後將蒸汽旋

鈕(2)打開至  清空多餘的水，
然後再次關閉旋鈕。

5.將裝有牛奶的容器放在卡布奇諾奶
泡噴嘴（1）下方，然後將噴嘴浸
入牛奶中約幾公釐深。

將旋鈕（2）旋轉到  的位置，
將容器緩慢向上移動，以取得較
綿密的奶泡。

灼傷危險

• 為避免噴濺，請勿在機器運轉時移
除過濾器支架：請稍待幾分鐘後出
水停止再取下。

• 您可隨時按下出水按鈕來停
止供應咖啡。

• 若要增加杯中咖啡的份量，
請長按出水按鈕

1

2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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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旦牛奶體積變成兩倍，就將奶泡
噴嘴完全浸泡在牛奶中，將牛奶加
熱至60°C。將蒸汽旋鈕向右轉來停
止蒸氣。

7.將牛奶倒入有濃縮咖啡的杯子中。

3.5 如何排出熱水
1.

按下ON / OFF開關打開機
器，待咖啡出水指示燈不再
閃爍。

2. 將容器置於卡布其諾奶泡噴
嘴下方。

3.

熱水。

將蒸氣旋鈕轉到

3.6 進入設定目錄並更改設定 

1. 確保機器準備就緒，０  按10秒鐘
直到三個按鈕燈號開始閃爍：現在
機器正處於設定模式。

2.依照您的需求調整機器設定。

3. 要退出設定目錄，只需等待15秒，無
需按任何按鈕。

• 若要製作多杯卡布奇諾，首
先準備好所有需要的濃縮咖
啡杯數，然後將所有的牛奶
放在一起蒸奶泡。

• 出於衛生考量，建議使用
後清潔卡布奇諾奶泡噴嘴。

• 轉動蒸氣噴嘴使蒸氣排出牛
奶殘渣。

• 請勿釋放蒸氣超過60秒。

• 請勿釋放蒸氣超過60秒

來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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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咖啡溫度
1.進入設定目錄

2.按下  按鈕來選擇咖啡溫度。 
顯示目前設定的燈號會亮起如下:

3.燈號將依次開始閃爍
4. 依照所需溫度

選取對應按鈕:低(單杯)

中(雙杯)  或高 

5.那  按鈕會閃爍，表示 
已儲存設定。 

設定咖啡水量
要調整機器產出的咖啡水量：

1.將一或兩個杯子放在過濾器支架
噴嘴下方。

2.  或雙杯 

3. 機器將開始製作咖啡。

4. 一旦達到所需的咖啡量就放開按
鈕。

5. 燈號會閃爍，表示設定的水量已被

設定水質硬度
1. 進入設定目錄

2. 按下            按鈕選擇水質硬
度。顯示目前設定的燈號將亮起如
下：

3.燈號將依次開始閃爍。

燈號 溫度設定

低

中

高

燈號 水質設定

軟

中

硬

先按下單杯咖啡按鈕

咖啡 按鈕並長按。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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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照對應按鈕選擇水質硬度：

5. 此  按鈕閃爍，表示您的設定已被

設定自動關機時間
為節省能源，若咖啡機在一段時間內
沒有使用，機器將自動關機。若要重
新開機，請按下控制面板上任一按
鈕。

進入設定目錄1.
設定自動關機時間：

2.按下  來選擇自動關機的時間。
顯示目前設定的燈號將亮起如
下：

3. 燈號將依次開始閃爍。

4.依照對應按鈕
選自動關機時間： 9 分鐘 , 30 

分鐘  或3 小時 .

5. 此  按鈕]閃爍， 表示您的設定
已被儲存。

 軟  中  硬

<10°dH 10°dH - 
20°dH > 20°dH

<18°fH 18°fH - 36°fH > 36°fH

< 180 mg/l 
CaCo3

180-300 mg/l 
CaCo3

360 mg/l 
CaCo3

燈號 時間設定

9 分鐘

30 分鐘

3 小時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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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出廠設定
若要將機器恢復到出廠設定：
1.進入設定目錄。

2.將蒸氣旋鈕轉到此圖示  位置。

3.請按下  按鈕 ：三個指示燈會閃
爍，表示已恢復到出廠設定。

4. 然後請將蒸氣旋鈕轉到  位
置。　　　

3.7 如何冷卻鍋爐
若您希望在打完奶泡後立即製作
咖啡，必須先冷卻鍋爐。

 若不執行此程序，做出的咖啡
會有燒焦味。
1. 將容器放在奶泡噴嘴下方，打開

蒸氣旋鈕讓熱水流出

2. 一旦鍋爐冷卻下來，熱水就會停
止流出。

3. 再次關閉蒸氣旋鈕，即可沖
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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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潔與維護  

4.1 說明     

4.2 清潔咖啡機本體 

為保持咖啡機表面狀態良好，使
用後應定期清潔。首先讓設備冷
卻。再用柔軟的濕布清潔。

4.3 清洗咖啡機組件 

清洗滴水盤
超過最高水位時，滴水盤上有一個紅
色的浮標（1），會從杯架托盤上凸
出。

1.移除杯架托盤（2），然後取下滴
水盤（3）將其清空。

2.用軟布清潔滴水盤，然後重新放回
杯架托盤。

清洗咖啡過濾器
用流動清水定期清洗咖啡過濾
器。若濾孔阻塞，請用細針或刷
子來清潔。

使用不當
觸電危險

• 清潔咖啡機之前，請先拔掉電
源。

• 請勿將咖啡機浸入水或其他液體
中。

• 清潔前，請先讓咖啡機冷卻。

使用不當
表面損壞的危險

• 請勿使用蒸汽噴頭清潔咖啡機。

•請勿在金屬處理的表面上（如陽極
氧化，鍍鎳或鍍鉻）使用含有氯、
氨或漂白劑的清潔產品。

• 請勿使用具磨砂或腐蝕性的清潔劑
（如粉末產品、去污劑和鋼絲
絨）。

• 請勿使用粗糙或具磨砂材質的器具
或鋒利金屬刮刀來清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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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卡布奇諾奶泡噴嘴

使用後請立即清潔奶泡噴嘴

1. 轉動蒸氣旋鈕讓少許蒸氣噴出，
並排出噴嘴內所有剩餘的牛奶。

2. 請按下ON / OFF開關來關閉咖
啡機

3.用一隻手固定住奶泡噴嘴（1）的
管子，再用另一隻手將奶泡噴嘴
（2）往順時針方向旋轉，然後將
它向下拉。

4.將橡膠連接噴嘴（3）往下拉，將
它從奶泡噴嘴的管子上移除。

5.用溫水徹底沖洗奶泡噴嘴和橡膠連
接噴嘴。

6.檢查孔(4)是否阻塞。

7.將橡膠連接噴嘴（3）插回奶泡噴
嘴管（1）中，然後將奶泡噴嘴
（2）以逆時針方向向上旋轉接
回。

8.依清潔說明的反向操作重新安裝上
奶泡噴嘴。

清洗鍋爐出水口

約每製作200杯咖啡後就必須清洗鍋
爐出水口。在不放入咖啡粉或咖啡濾
包的情況下，按下出水按鈕排出約
500毫升的水。

清洗水箱
用濕布及溫和的清潔劑每月清洗一次
水箱。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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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除垢

表示需要除垢。按鈕上的橘色亮起時
1.

2.按下ON/OFF開關。
3.移除過濾器支架，將一個容器放在
奶泡噴嘴下方。

4.等待單杯  或  雙杯咖啡燈號 
亮起。

5. 需長按 10秒鐘，直到三個按
鈕依序閃爍。

6.接下來將蒸氣旋鈕轉到  位置。

7.按下  開始除垢。

8.除垢循環將自動執行一系列的沖洗
循環，從咖啡機內部除垢，這將持
續進行直到水箱淨空。

9. 除垢循環停止時，橘色燈號會
閃爍。

10. 移除水箱，將水箱清空並沖洗乾
淨。

11. 將水箱填滿至最高水位標記並將
水箱裝回機器。

12.
將一個空容器放在奶泡噴嘴下，
並檢查是否轉到　　的位置。

13. 當水箱淨空時，表示清洗循環已結

14.最後將蒸氣旋鈕轉到  位置。 

除垢並沖洗鍋爐出水口

在除垢循環中，每隔一段時間就關閉
蒸氣旋鈕，使一些除垢溶液從鍋爐出
水口排出

在沖洗循環中，每隔一段時間就關閉
蒸氣旋鈕以沖洗鍋爐出水口。

受傷危險

• 除垢劑含有刺激皮膚和眼睛的酸
性物質。

• 請仔細閱讀製造商的指示及包裝
上的安全警告; 這些資訊會告訴
你，萬一接觸到皮膚或眼睛該怎
麼辦。

• 請使用Smeg推薦的除垢產品，以
免損壞咖啡機。

按照包裝上的說明，往水箱中加入
水和除垢劑。

束      橘色燈號對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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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故障排除...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咖啡出不來

水箱內無水 將水箱裝滿水

過濾器孔洞阻塞 用刷子或細針 
清潔過濾器

水箱未正確安裝 將水箱正確安裝到機器
上

水垢堆積 進行除垢循環

咖啡從過濾器支架而
不是從出水口排出。

過濾器支架未正確插入或
髒污。

插入過濾器支架並旋
轉確認完全密閉。

鍋爐出水口密封零件損壞 在授權維修服務中心
更換零件。

噴口阻塞 清洗噴口

過濾器支架無法裝上
咖啡機。    過濾器過滿     使用提供的測量勺並使

用正確的過濾器。

咖啡機無法運轉，所
有燈號都在閃爍。 可能發生故障

 將咖啡機電源拔除並
聯繫授權維修服務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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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油脂”顏色很
淺，且從噴嘴中排出
的速度很快

研磨咖啡粉未確實壓緊 輾壓咖啡粉力道加重

研磨咖啡粉放得不夠多 使用較多的咖啡粉

咖啡粉研磨顆粒太粗 

咖啡品質較差 換一種研磨咖啡。

咖啡“油脂”顏色很
深，且從噴嘴中排出
的速度很慢

研磨咖啡粉壓得太緊實 輾壓咖啡粉力道減輕

研磨咖啡粉放得太多              使用較少的咖啡粉

鍋爐出水口或過濾器
阻塞

清洗出水口和過濾器

咖啡粉研磨顆粒太細 只使用義式咖啡機專用
的研磨咖啡粉

水垢堆積 進行除垢循環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研磨咖啡粉未確實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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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杯         或         雙杯

蒸氣旋鈕開啟 蒸氣旋鈕關閉

鍋爐溫度過高   冷卻鍋爐

水垢堆積 進行除垢循環

水箱內無水      將水箱裝滿水

鍋爐出水口或過濾器阻塞 清洗出水口和過濾器

水箱未正確安裝
將水箱正確安裝到機器
上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若問題尚未解決或出現其
他類型的故障，請聯繫您
當地的技術支援中心。

燈號閃爍幾秒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