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顧客，

感謝您選擇Smeg產品。

您選擇一種將標誌性風格與創新的技術設計和注重細節結合在一起的配
件。

該配件與其他Smeg產品完美配合，作為廚房中的獨立作品同樣出色。

我們希望您喜歡使用新配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www.smeg.com或www.smegusa.com（網站
僅對美國，加拿大和南美洲有效）。

 SMPR01                                                              SMSC01
 壓麵器                                                                    裁切器

  SMFC01                                                    SMTC01
        寬麵條裁切器                                           細麵條裁切器

SMPC01
製麵器三件組

製造商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進行任何有助於改進其產品的變更的權
利。因此，本手冊中包含的插圖和說明不具有約束力，僅僅是指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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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警告：如不謹遵本說明書內的指示，可能會發生火災或爆炸，導
致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死亡。

閱讀及保存這些指示 - 您的安全及其他人士的安全非常重要。
我們透過本說明書及設備提供豐富的重要安全訊息。
使用設備前請閱讀所有指示並謹遵所有安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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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訊息會通知您潛在的風險、如何避免受損風險，以及不遵守指示有可能
發生的後果。
重要事項：遵守所有現行守則及法例。

切勿在此或其它設備附近保存或使用汽油或其它易燃蒸汽、液體或物料。

安全警告訊息
這是安全警告標示。此標示提示您可導致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的潛在
風險。
瞭解標示用語
安全警告標示中會出現" 危險"、" 警告"、或" 注意" 用語。" 危險" 表
示最為嚴重的危害。如您不立即按照指示行動，這表示有可能引致死
亡或嚴重受傷。" 警告" 表示不遵守使用指示有機會致命或嚴重受
傷。
" 注意" 表示出現預期風險，如無法避免，可能導致輕微至中度損害。

警告

• 本設備僅供一般家用。
• 請依照說明使用設備。製造商對不正確使用本設備

而造成的損害，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 本設備符合現行安全規則。不正確使用本設備可導致人

身傷害及物料損害。
• 首次安裝及使用前請詳閱說明書。
• 請妥善保管此說明書並交給下一個使用者。

警告：針對安全問題，必須謹遵本說明書內所載的指示，以將火災或爆炸
的風險減至最低，及防止財產受損、人身傷害或死亡。

注意：此設備不適合安裝於移動式房車或露營車。

切勿在戶外安裝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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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使用設備前請詳讀此使用說明書。

• 如要防止觸電，切勿將設備、電線
或插頭浸入水或其它液體中。

• 電線或插頭受損、或設備故障、或
掉落或以任何方式損毀，切勿使用 
設備。將設備送回最近授權服務中 
心進行檢測、維修或調整。

• 如電源線受損，為避免風險，必須
由製造商、代理商或合格專業人士
進行更換。

• 電線長度不長是為了防止意外。切
勿使用延長線。

• 切勿將電線掛在桌子邊緣或櫃檯或
觸碰發熱表面。

• 拔下插頭時切勿從電源插座拉扯電
線。

• 切勿將設備放置於瓦斯爐、電子爐
等熱源附近或上方，或是放入使用
中的烤箱內。

• 使用後立即關掉設備。
• 設備操作期間切勿在無人看管下離

開設備。

• 使用後及清潔前立刻從電源插座拔
下插頭。

• 如發生故障，僅可由合格的技術員
進行維修。

• 切勿用水澆熄火焰：請關掉設備， 
拔掉插頭，再用防火毯或其他合適 
的方法撲滅。

• 切勿擅自改裝設備。
• 避免孩童觸碰設備。

警告
使用此設備時，為降低火災、觸電、人身傷害或設備損害
的風險，請按照基本安全措施，包括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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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設備:
•一旦完成使用並清潔之前，請立即
從電源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如果無人看管，在組裝，拆卸或清
潔之前，請務必將設備從牆上拔下。

•清洗前從攪拌機中取出攪拌器。

•請勿在安全鎖脫離（電機頭下
降）的情況下插入，拆卸或更換附
件。

•在設備運行時，請勿觸摸活動部
件。 將手、頭髮、衣物、抹刀和任
何 其他物體遠離攪拌機的附件和附
件，以免造成人身傷害或損壞設備。

•攪拌機運行時，請勿卸下附件。 在
更換附件或在使用過程中接近移動部
件之前，請關閉設備並拔下電源插
頭。

•在將設備與其附件一起使用之
前，請檢查鋼盆是否正確定位並鎖定
在其底座中。

•在設備運行時，請勿鬆開或取下鋼
盆。

•不要裝載超過鋼盆的最大容量。

•清潔前先讓設備冷卻。

•使用非製造商推薦或銷售的附件可
能會導致火災，觸電或人身傷害。

•請勿放置任何物體放在設備頂部。

•請勿使用刺激性清潔劑或尖銳物品
清洗鋼盆及配件或其中的殘留物。

•請勿在室外使用。

•立式攪拌機可用於混合、攪拌、攪
拌和揉合固體和液體成分，以加快各
種配方的準備時間。 通過添加可選配
件，它可以研磨、切碎、磨、推
出，並將義大利麵切成不同的形狀
等。

•當兒童使用任何器具時，必須進行
密切監督。

•一次不要使用多個配件。

•在安裝或拆卸附件之前，請關閉立
式攪拌機。

•在立式攪拌機運行時，請勿卸下配
件。 先確認檢查速度選擇器是否處
於0（OFF）位置。

•清潔前，讓配件冷卻。

•請勿使用刺激性清潔劑或鋒利的刮
刀清潔配件。

•請勿在配件頂部放置物品。

保存這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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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本使用說明書的一般資訊，包 括
安全及最終棄置。

說明
設備及其配件說明。

使用方法

設備及其配件使用資訊、使用
設備準備食譜建議。

清潔及維護
設備正確清潔方法及維修資訊。

食譜
準備各種義大利麵的食譜清單。

資訊

建議

1.2 此使用手冊
本用戶手冊是設備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因此必須在設備的整個使用壽命
期間保持完整且在用戶可及範圍內。

1.3 預期用途
• 這些配件專為家庭使用而設計。

• 僅將這些附件與同一製造商的立
式攪拌機配合使用。

• 在室內使用配件。

• 麵食滾筒可用於將麵食擀成所需
的厚度。

• 長麵食配件可用於將義大利面切
成不同形狀（義大利短麵條，義大
利長麵條，義大利寬麵條和義大利
細麵條）。

• 請勿將配件用於其他用途以外的
用途。

• 除非由負責其安全的成年人監督
或指導，否則身體或精神能力下降
或缺乏使用電器經驗的人（包括兒
童）不得使用這些附件。

加利福尼亞州安全飲用水和有
毒執法法案要求加利福尼亞州
州長公佈一份加利福尼亞州已
知的致癌物、出生缺陷或其他
生殖危害的物質清單，並要求
企業警告客戶可能接觸此類物
質。

1 說明

1.1 簡介
用戶須知:

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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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製造商責任 
因以下原因造成的人員或財產損害，
製造商一律不承擔責任：

• 用於本設備的設定用途以外的目的。

• 未閱讀使用說明書；
• 任意改裝設備任何部分；
• 使用非原廠零件；
• 不遵守安全指示。

警告

•本產品含有加利福尼亞州已知的
導致癌症，先天缺陷或其他生殖危
害的化學物質。

•本產品可能會導致低濃度接觸某
些物質，包括苯，甲醛，一氧化
碳，甲苯和煙塵。

• 棄置設備不屬於一般垃圾分類！

為遵守現行法規，若設備已無法
再繼續使用，應送到專門廢棄中
心以便進行分類。此舉動能使設
備內的任何有價值的零件再利
用，並可保護環境。請洽當地相
關機關或人員做進一步的了
解。本設備的包裝含非污染及回
收材料。

• 將包裝物料棄置到適當的棄置中
心。

 塑膠包裝
窒息危險

• 請勿隨意丟棄包裝或其任何部
分。

• 請勿讓孩童玩耍塑膠袋。

1.5 棄置

電壓
觸電危險

• 關掉設備。
• 從牆壁插座拔下設備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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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滾輪

2附件

3厚度選擇旋鈕

SMPR01 - 壓麵器 SMSC01 - 裁切器

SMFC01 - 寬麵條裁切器 SMTC01 - 細麵條裁切器

2 說明

2.1 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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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標準配件刷

用於從配件和滾筒上清除已乾掉的義
大利麵殘留物。

與食物接觸的配件由符合現行
法規規定的材料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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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用更長的分離式電源線或延長
線:
• 電源線或延長線的標示電子額定應

至少達至設備的電子額定最大值。

• 電線應放置整齊，避免懸掛於桌
面或櫃上，以免孩童拉扯或意外
絆倒。

• 如設備為接地型，延長線應是接地
型 3 顆插腳的電線。

3.1 初次使用
1.從附件的外部或內部取下所有保護

性包裝。
2.從附件中取出所有標籤。
3.清潔附件（參見“4清潔和保養”）。

4.準備用義大利麵滾筒滾動的義大利
麵或用配件切割長義大利麵。

3.2 連接攪拌機與裁切器配件切割

麵食
1. 將調音桿（1）移至“0”（OFF）位

置，關閉支架調音台。

2.從電源插座上拔下插頭。

3 使用方法

觸電風險

• 插入接地型 3 顆插腳的插座。
• 切勿拔下接地插腳。
• 切勿使用變壓器。
• 切勿使用延長線。
• 不遵守這些指示可導致死亡、火

災或觸電。  

電壓：AC110V
頻率：60 Hz

攪拌機附有 3 顆插腳的接地
插頭。要減低觸電風險、僅
能使用一種方式將插頭插進
插座。如插頭無法插進插
座，請聯絡合格的技師。切
勿以任何方式改變插頭。 

• 切勿使用延長線。如電線太短，請
合格的技師或服務人員在設備附近
安裝插座。

• 應使用短電源線 (或分離式電源線)
來減低被長電線纏繞或絆倒的風
險。

• 可使用長一點的分離式電源線或
是延長線，但必須遵守指示才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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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釋放按鈕 (2)。

4. 按住按鈕並抬起頭部(3),同時用手移動。
5. 取下可插入攪拌機的任何標準配件(麵團

勾,鋼絲攪拌器,平麵攪拌器)。

6. 抓住前連接輪蓋(4)的中心位置並順
時針旋轉。

7. 拉動蓋子(4)將其取下。

8. 將附件(5)插入連接洞(6)中的導
軌,然後將其旋轉60°。

9. 按下釋放按鈕並放下支架混合器
頭,在您放下時用手支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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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義大利麵滾筒設置
1. 準備麵團時,可參考"完美麵團的提示"

2. 將義大利麵糰切成約一厘米(1/2英
吋)厚度。

3. 按箭頭A所示方向拉動旋鈕(7)將其

鬆開,然後旋轉至"1"位置。

4. 鬆開旋鈕(7)並確保其已鎖緊。

設置 適用於

2   揉捏，推出

3  厚寬雞蛋義大利麵麵

4  雞蛋義大利麵

4 or 5  義大利寬麵、
                      圓直麵、千層麵

6 or 7  義大利式餃皮
                      薄義大利寬麵條

7 or 8   極細款義大利麵

食物中毒的風險

不要將配料例如:雞蛋、乳製品
放在冰箱外面超過一小時
食材有可能會變質

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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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支架混合器插入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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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支架混合器速度選擇桿(9)移動

到"1"以啟動滾筒。

7.在一塊麵團的兩面撒上麵粉，
   然後將其穿過滾筒滾出。

8. 將麵團折成兩半，再將其插入滾筒

之間。
9. 使用麵食桿上的旋鈕選擇位置“2”。 

將麵團放在滾筒之間使其變薄。 繼

續逐漸減少滾筒之間的空間，直到
獲得所需厚度的麵食。 （有關詳細
信息，請參閱“麵食滾筒設置”）。

10.將支架混合器速度選擇器移
至“0”（OFF）位置以使其停止。

11. 使用完配件後，拔下調音台，從附
件中心卸下配件，然後重新裝上蓋
子。

移動零件
人身傷害危險及設備損害

• 設備運作時請勿觸碰配件。

• 勿將配件用於指定用途以外之物品。

9

使用不當
可能會損壞配件

•  除義大利麵團外，不要使用義大
利麵條滾出或切割任何種類的麵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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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配件製做長義大利麵

使用義大利麵滾筒將麵團擀成您想要
切割的義大利麵類型所需的厚度，
如“3.3使用義大利面滾筒”部分所述。
1.選擇所需的長麵食配件。

2.按照“3.2安裝麵食滾筒和用於切割
麵食的附件”一節中所述的相同步
驟，將附件連接到長麵食上。

3.將麵團穿過選定的麵食切割配
件（1），以將其成形為所需類型
的麵食。

4.  將支架混合器速度選擇器移
至“0”（OFF）位置以使其停止。

完美麵食麵團的提示
• 濕度，所選麵粉的類型和所用雞蛋

的大小都會影響麵團麵團的稠度。

• 麵食麵團應該堅固，觸感粗糙，但
也應具有延展性。它不應該粘在或
碎在你的手指。

• 捏麵團以檢查其稠度。如果麵團保
持緊湊並且不會粘在手指上，那麼
它是合適的。 如果不是這種情
況，請加一點麵粉。 如果義大利麵
很脆，可加一點水。

• 將義大利麵切成兩片或更多塊，然
後切成義大利寬麵條，義大利短麵
條或義大利細麵，因為如果它們太
長，它們將很難處理。

• 切割後可立即烹製麵食。

保存義大利麵的提示
新鮮製作的義大利麵可以立即食
用，或乾燥或冷凍以備日後使用。

•  將義大利麵風乾，在托盤或洗碗巾
上以單層塗抹約1小時，然後風
乾。 乾燥的義大利麵可以保存在氣
密的塑料容器中。

•  要冷凍麵食，讓它在空氣中乾燥約
一小時，撒上麵粉並將其捲成一
蔟。 然後將其放入密封的塑料容器
中並將其存放在冰箱中。

移動零件
人身傷害危險及設備損害

• 設備運作時請勿觸碰配件。

• 勿將配件用於指定用途以外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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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潔及 保養 4.1

指示

4.2 維修
所有服務應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
4.3 清潔表面
要保持表面良好狀況，用後應定期清 潔。

4.4 日常一般清潔方法
使用軟布或乾燥的超細纖維布清潔表
面。

4.5 食物汙漬或殘渣
在去除任何義大利麵殘留物之前，讓
麵食滾筒和長義大利麵配件乾燥至少
一小時。 使用提供的刷子去除任何乾
掉的義大利麵殘留物。
切勿使用鋒利的刮刀或刀具，否則會
損壞表面。
不要在滾筒之間插入布料或洗碗巾進
行清潔。

4.6 潤滑機身

每年至少潤滑一次機構，或每50次使

用一次。使用輕質礦物油。

1.在滾筒的四個角各塗上礦物油。

不正確使用
觸電危險

• 清潔攪拌機及其附件及配件前關

掉並拔下設備插頭。

不正確使用
表面受損的風險

• 請勿將配件放在水中。 

• 切勿在洗碗機中清洗。

• 請勿使用蒸汽噴嘴清潔配件。

• 請勿使用含氯，氨或漂白劑的清潔
產品。

• 請勿使用研磨性或腐蝕性清潔
劑（例如粉末產品，去污劑和金屬
海綿）。

• 請勿使用粗糙或研磨材料或鋒利的
金屬刮刀。

ZH
-C

H
T



清潔及維護

14

4.7 特殊護理
為了更徹底的清潔並避免可能污染
麵食的細菌繁殖，請拆卸刮刀並清
潔長麵食配件的滾筒，如下所示：
1.按下磨碎部件（2）並向側面移動
刮刀，拆下下刮刀（1）。

將桿的端部（3）
插入刮刀（5）的孔（4）中並向上拉。

3.使用隨附的刷子清潔麵食滾筒
和長麵食配件（6）。

4.按照上述步驟反向將刮刀放回原位。

1
2 2

1

3

4

4
5

5

注意

清潔前，讓麵食切割配件乾燥至 少
一小時，然後用清潔刷清除乾燥的義
大利麵殘留物。 
如果這很困難，請用手輕拍配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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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譜
全麥義大利寬麵

食材:
270克（2 1/4杯）全麥麵
130克（3/4杯）硬粒小麥粗麵粉
4個雞蛋
2-3湯匙水（如果需要）
一匙鹽
麵粉(捲麵團用)

方法:
1.使用麵團鉤配件，將麵粉，粗麵
粉，鹽和雞蛋以1或2的速度混合3-
5分鐘。 如有必要，用水軟化麵
團。

2.從碗中取出麵團，用保鮮膜包
裹，然後在冰箱中放置30分鐘。

3.使用義大利麵滾筒滾動麵團
配件，必要時撒上麵粉，使其不
沾黏。將它穿過滾筒數次，減少
厚度。0到5。

4.讓義大利麵薄片乾一點，然後
用意大利細麵條配件製作義大利
寬麵條。

5.用麵粉撒上義大利細麵條，形
成一簇，然後讓其乾燥。

千層麵

食材:
400克（3 1/4杯）麵粉
4個雞蛋
20克（1 1/2湯匙）水
一匙鹽
麵粉(捲麵團用)

方法:
1.使用麵團鉤附件，將麵粉，鹽和
雞蛋以1或2的速度混合3-5分鐘。 
如有必要，用水軟化麵團。

2.從碗中取出麵團，用保鮮膜包
覆，然後在冰箱中放置30分鐘。

3.使用麵食滾筒配件滾動麵
團，必要時撒上麵粉，使其不沾
黏。
將它穿過滾筒數次，減少厚度。 
0到3。

4.當麵團厚度為3時，改為厚度6並
翻滾一次。 將其切割成可立即使
用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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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菜義大利麵

食材：
340克（2 3/4杯）麵粉
3個雞蛋
70克（2 1/2盎司）菠菜（煮熟，擠壓
和混合）
一匙鹽
麵粉(捲麵團用)

方法:
1.使用麵團鉤附件，將麵
粉，鹽，雞蛋和菠菜以速度1或2混
合3-5分鐘。

2.從碗中取出麵團，用保鮮膜包
裹，然後在冰箱中放置30分鐘。

3.使用麵食滾筒配件滾動麵
團，必要時撒上麵粉，使其不沾
黏。
將它穿過滾筒數次，減少厚度。 
0到5。

4.將麵團靜置幾分鐘，然後
用tagliolini配件切割，撒上麵粉。

5.在麵條上灑上麵粉，變成一
簇，然後晾乾。

番茄管麵捲

配料：
300克（2 1/2杯）麵粉
2個蛋
1個蛋黃
120克（4 1/4盎司）濃縮番茄醬
1-2湯匙水（如果需要）
一匙鹽
麵粉(捲麵團用)

方法:
1.將麵粉和鹽倒入攪拌機碗中。
在一個單獨的碗中，用蛋黃和濃縮
的番茄醬將全蛋搗碎，倒入麵粉
中。 使用麵團鉤附件，將所有內
容以速度1或2混合3-5分鐘。 如有
必要，用水軟化。

2.從碗中取出麵團，用保鮮膜包
裹，然後在冰箱中放置30分鐘。

3.使用麵食滾筒配件滾動麵
團，必要時撒上麵粉，使其不沾
黏。
將它穿過滾筒數次，減少厚度。 
0到5。
4.最後一次以厚度6滾動。

5.將麵團切成約10 x 12厘米（3.9 x 
4.7英寸）的即用型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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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圓直麵

食材：

400克（2 1/2杯）硬粒小麥粗麵粉
230克（1杯）熱水
6克一匙鹽
麵粉(捲麵團用)
方法:

1.使用麵團鉤附件，以速度1混合麵
粉、水和鹽。

2.運轉4或5分鐘，製成光滑的麵團。

3.從碗中取出麵團，用保鮮膜包
裹，然後在冰箱中放置30分鐘。

4.使用麵食滾筒配件滾動麵團，必
要時撒上麵粉，使其不沾黏。
將它穿過滾筒數次，減少厚度。
0到1。

5.將義大利麵放置10-15分鐘，然
後用義大利麵條配件切開，用麵
粉徹底撒上意大利面。

6.使用前讓其變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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