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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警示及提示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產品説明書。 

請仔細閱讀所有說明。 

請參考并妥善保存。 

危險

為避免電擊，切勿將本電器電源線，插頭或

主機部分浸入水中或其它液體中。 

切勿將本電器底座浸入水中，或在水龍頭下

衝洗。也不要讓水或其它液體進入機體。 

本電器為煎、烤、炒類等用途設計，請勿用

作火鍋、蒸鍋、慢燉或湯鍋，過量蒸汽和水

分會破壞產品安全及使用壽命。 

切勿在開蓋的時候搬移本機以免上蓋合起造

成意外傷害。 

請將本電器及其電源線置於兒童不能觸及之

處，兒童使用本電器或靠近時務必密切監

督。 

控制面板上熱警告燈 亮起時切勿觸摸機

器內部。 

機器在工作中，機器内部及表面會變的高溫

燙手，切勿用手觸摸。請用本電器的手柄開

合電器。 

機器在運行過程中熱氣會通過通風口排出。

務必保持身體部位例如手和臉遠離蒸汽和通

風口。打開蓋子時務必小心避開熱蒸汽和/或

熱空氣。 

AirGO 在使用中及剛結束操作程序是，烹飪

鍋和炸籃以及機器內部會非常熱，切勿直接

接觸這些部件。如果需要卸下或安裝機器人

炒鍋的配件，請務必讓 AirGO 冷卻下來再進

行。 

清潔前務必拔出電源，直至電器冷卻后再進

行相應處理。 

電器正在運行時請勿遮蓋通風口。 

切勿將烹飪鍋盛滿，預留頂部空間。 

切勿將本電器置於正在加熱的烤箱內或加熱

爐爐頭上。 

避免讓本電器電源線懸掛在桌沿或櫥櫃檯面

的邊緣或接觸高溫表面。 

切勿將易燃物質放入本電器中，否則可能著

火或爆炸。 

切勿將本電器置於易燃物品（如幹布或窗

簾）之上或附近。 

請勿將設備緊貼牆或緊貼其他電器設備，請

保持至少 4 英寸（10cm）的空隙。 

請勿在本產品上放置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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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在工作時必須有人看管。切勿無人看

管。 

請勿使用損壞的電源線或插頭，亦不要使用

故障產品或任何損壞後的產品。請將待查或

待修的產品送到指定的服務機構進行相應的

處理。 

斷電前請將機器調至關機狀態，然後從插座

處拔出電源線。 

移動含有熱油或其他熱的液體的 AirGO 時，

務必非常小心。 

 警告 

請務必將機器放置在耐熱、水平狀態、均勻

和穩定的表面上。 

清潔前或不使用時，請從插座上拔下插頭。 

請勿在陶瓷不粘鍋內切割食物以免破壞不粘

塗層。 

請勿在不粘鍋內翻炒帶有堅硬銳利邊緣的食

材以免破壞不粘塗層。 

請勿聯接外部計時器或獨立的遠程控制系

統。 

請勿將機器用於非廠方指定用途。 

本產品僅供家庭室内使用。不得在室外使

用。 

本產品不得用於商業用途。 

本產品僅為居家使用設計。任何商業用途，

不適當的使用或濫用將使製造商的保修條款

失效。 

請勿使用製造商未推薦的附件或配件。 

不建議使用電源延長線。如果您決定使用，

請自行承擔責任。衹有狀態良好且符合設備

額定功率和防火等級的電源延長線才可被使

用。 

對於帶有可拆卸電源線的型號，只能使用廠

方原配的電源線。 

切勿自行拆卸 AirGO。 

使用電器時，應始終遵守基本的安全操作規

範及常識，包括以下內容： 

1. 仔細閱讀所有說明。 

2. 請妥善保存這些說明。 

3. 本產品符合相應的標準和規定（電壓、

電磁相容性、與食物接觸的材料，及環

境等）。 

4. 使用電壓不得超過電器的額定電壓。 

5. 請保持清潔，及時去除燒焦的烹飪殘餘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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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F 

本品符合有關電磁場（EMF）的所有標準。如果按照本產品説明書中的說明正確使用，根據現有的

科學證據，本品可以安全使用。 

 

 

請妥善保存這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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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EZCUISINE AirGO 是創新便捷的廚房多用途厨用電器，它將 5 種不同的烹飪方法融合到一個簡單

程序化的新型家電中供您使用。您只須按幾下按鈕，即可方便地按您喜歡的食譜做出可口的菜肴及

主食： 

 空氣炸鍋：製作鷄翅，鷄腿，肉丸，薯條等。 

 燒烤：煎蛋，煎魚扒，煎豬扒，煎牛扒，煎香腸，煎培根等。 

 電餅鐺：製作煎餅、發麵葱油餅，死麵餅，北美早餐 pancake，饢、印度薄餅，韓國泡

菜或海鮮煎餅，歐洲及中東麵餅類等等。 

 烤箱：加工冷凍食品例如：冷凍披薩，冷凍魚柳，冷凍意大利 lasagna, 蛋撻，蛋糕，餅

乾，冷凍 chicken nuggets,冷凍 Taquitos 冷凍 tacos.等。 

 機器人自動炒鍋: 炒各式中國菜肴例如：干煸四季豆，炒青菜，青豆蝦仁，蒜苔肉絲，西

蘭花炒帶子，紅燒排骨，宮保鷄丁，孜然羊肉，麻婆豆腐，醋溜土豆絲等等。 

 上加熱盤及下加熱盤分開單獨烘烤：可用於甜點上色及僅需要上部或下部單獨加熱的烹

飪。 

 

您將從本手冊更好地了解您的 AirGO。為獲得最佳效果，請務必在使用本設備之前仔細閱讀產品説

明書中的所有說明。 

產品特點 

 創新的 5 合 1 程序控制烹飪功能，及 3 個自選設置 

o 電餅鐺 

o 空氣炸鍋 

o 燒烤爐 

o 迷你烤箱 

o 機器人自動炒鍋 

o 上加熱盤及下加熱盤分開單獨烘烤 

o 自選手動 

 微處理器控制的烹飪程序 

 25%烹飪時間縮短高達 25％ 

 少油或無油的健康烹飪 

 少油烟的室內燒烤 

 更好的烹飪效果 

 健康陶瓷塗層不粘鍋，不含 PTFE 

 多重安全保護措施 

 創新 3 種方式同時快速加熱：輻射狀熱能，循環熱風，熱傳導，確保加熱均匀，烹飪效

果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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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的鉸鏈設計使蓋子保持直立狀態，便於顧客使用 

 烹飪全程有照明及可透視的玻璃蓋 

 智能溫度及時間控制 

 獨特的翻面提示 

概述 

產品配件名稱 

    
 

1. 底座 6. 玻璃蓋密封膠圈 11. 接地電源線 

2. 控制面板 7. 玻璃蓋 12. 下加熱盤（機內） 

3. 烹飪内鍋 8. 上蓋把手  

4. 攪拌槳 9. 上加熱盤（機內）  

5. 轉動大齒輪組件(LGA)  10. 齒圈鎖緊螺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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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和功能鍵詳解 

 

 

A. 開機/關機 E&F. 烹飪溫度調節 K. 上下加熱盤狀態指示燈 

B. 暫停/取消 G&H. 烹飪時間調節 L. 翻面提示燈 

C. 功能選擇 I. 主顯示屏 M. 高溫警告指示燈 

D. 開始/恢復 J. 功能選擇指示燈  

部件及配件安放 

為了您更好的使用本產品，下列附件及配件已附送在包裝內。它們可能會改動或略有不同，請以實

物為准。 

 

Fig 1 

 炸籃和活動炸籃不銹鋼提手（用於空氣炸鍋功能）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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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大齒輪組件(Fig 2)及炒鍋攪拌槳(Fig 3)用於機械人自動炒鍋功能, 請閱讀如何安裝及放置大齒輪組件

及炒鍋攪拌槳。 

首次使用前準備 

1.  請從產品中取出所有包裝材料，警告提示單（閲讀后取出），固定膠帶及活動標籤。 

   請確認塑膠袋遠離兒童放置，塑膠袋不是玩具。 

2. 用軟布或海綿加入溫肥皂水清潔炸籃，烹飪内鍋及攪拌槳，然後用厨用紙巾徹底擦拭乾净。 

3. 用軟布或海綿擦拭電器的內部并讓它徹底乾燥。 

4. 將烹飪鍋放回機體底座。 

5. 確保產品周圍距離其他器具或牆面至少有 4 英寸（10cm）的空隙。 

6. 檢查電源線的完整性並解開電源線，將電源插頭插入接地的插座。 

7. 通電後機器會發出提示音，然後 AirGO 會進行自檢，主顯示 LED 將從 0000 閃亮至 9999，各

指示燈會依次點亮。自檢完成后，主顯示幕顯示“PASS” ，LED 和所有指示燈將依次

點亮。之後 AirGO 切換到待機模式 (即控制面版黑屏狀態) 。 

8. AirGO 現在可以使用了。 

先進的特性 

 微處理器控制的程序。 

 智能溫度時間控制。 

 三種方式 360°全方位加熱：熱量傳導，輻射熱能和循環熱空氣。 

 獨具特色的微電腦程序設置的翻面提示，確保烹飪效果更加理想。 

 控制面板會出現熱警告提示燈如果機器加熱高於 150°F（65°C）時。 

 上下盤加熱指示燈直接顯示頂部和底座加熱的狀態。 

 在操作程序進行中，打開玻璃上蓋，控制面板顯示屏會顯示“Lid” 。 如蓋子打開 2 分

鐘以上，則會發出 5 聲提示。如用戶在 2 分鐘內關閉蓋子，則操作程序繼續; 否則 AirGO 取

消當前程序並停止加熱，并以此作為安全防範措施。 

 如果底座溫度高於 580°F（250°C）或頂部元件高於 440°F（230°C）, AirGO 則啟動過熱保

護。 

 風扇自動延遲工作是用於在使用後更快地冷卻機體，延長零配件的使用壽命。 

 AirGO 在不執行任何操作程序的情況下，閒置超過 15 分鐘後變爲自動待機狀態（即控制面

版黑屏狀態）節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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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不粘鍋的養護 

您的 AirGO 隨機帶有一隻健康不粘的高級陶瓷塗層的烹飪鍋。如果您遵循以下的簡單步驟就可以延

長塗層的使用壽命。 

首次使用前需要調理陶瓷塗層 

先用軟布或海綿在微溫肥皂水中進行清潔陶瓷不粘鍋，然後沖洗乾淨徹底晾乾。 

均匀地將食用油涂抹到不粘鍋表面。然後將烹飪内鍋放回底座上，選擇“Base Heat”功能，溫度

設置為“275F”，時間設置為“5”分鐘。按下[開始]按鈕，讓食用油在加熱過程中充分滲透進陶

瓷不粘烹飪鍋，有效保護塗層壽命。程序結束後，等待烹飪鍋冷卻至室溫，用海綿加溫和的洗滌劑

及溫水清洗，最后沖洗乾淨。这样就調理好了。 

重新調理烹調不粘陶瓷塗層 

所有不粘表面都會因为正常磨損而失去其不粘性。為延長烹飪鍋的使用壽命，您可以在使用一段時

間后，按照上述的調理步骤重新調理。 

其他的不粘烹飪鍋養護技巧 

 雖然我們的陶瓷塗層是耐刮伤的设计，但它仍然会得益于使用不粘鍋专用的木製、或耐熱矽膠

鏟和刮鏟，以及其他沒有尖銳邊緣的矽膠用具。避免金屬尤其是尖銳的金屬器具，它們可能會

損壞陶瓷塗層。 

 清潔前先讓鍋冷卻至室溫，然後用熱水和溫和的洗滌劑手洗烹飪鍋。 

 切勿將熱鍋直接濅入冷水中或將冷水直接加入熱鍋内，否則會導致陶瓷塗層不可逆的翹曲或碎

裂。 

 不建議用洗碗機清潔陶瓷塗層烹飪鍋。洗碗机所用洗滌劑會對陶瓷烹飪鍋的車邊抛光進行腐

蚀。 

  避免使用食用油噴霧劑，因為其中的添加劑對於不粘塗層有過多腐蚀性。 

 請每次使用後清潔烹飪鍋。避免長時間將食物留存在鍋中。烹飪後及时將食物轉移到盤子或容

器中。酸或鹼性的食物成分可能縮短塗層的正常使用壽命。 

 請務必讓烹飪鍋在冷卻後再進行清洗。因爲突然的溫度變化會導致鍋發生彎曲變形和/或塗層剝

落。 

 烹飪鍋的形狀及尺寸設計目的在於最大限度的獲取底盤的加熱效率。跌落或强力敲擊可能會導

致陶瓷塗層破裂或鍋體變型。 

 AirGO 的基本操作 

AirGO 是為您的日常烹飪設計的一款多功能程序化的烹飪系統。它的多種功能可以取代多種常用的

厨房電器，并且在此基礎上 AirGO 又增加了 360 度全方位加熱的特性，因此 AirGO 除了能夠取代

這些小家電外它還可以取得更好的烹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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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檢 

AirGO 每次通電時都會進行自我檢查。自檢时 12 個指示燈依次點亮，每個指示燈持續 0.5 秒, 主

顯示 LED 將從 0000 閃亮至 9999，每個数字持續 0.6 秒。接着 12 個指示燈全部點亮，主顯示屏顯

示“PASS” ，蜂鸣器响一声。最后所有的燈在 5 秒後熄滅。自檢結束後您的 AirGO 即可使

用。 

 

自檢正常后，您可以放心使用了。 

AirGO 各個功能的操作程序： 

電餅鐺 

電餅鐺烹飪程序用於麵糊或麵團煎成的食物，如煎餅，發面饼、死麵餅，烤餅，Crepe、馕、薄煎

餅及 Pancake 等。使用过程如下：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請按[功能]  選擇鍵，選中[Crepe / Naan]，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380F 和 15 分鐘，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進行相應調整。 

 按 [開始]  開始烹飪程序。 AirGO 開始預熱，顯示屏顯示“PrE”和走馬燈“O”。 

 預熱完成後发出兩組相同的音樂聲併閃爍“PrE”。請將準備好的麵糊或麵團加到鍋里。

摊好麵糊或麵團后合上蓋子進行烹飪。 LED 以分: 秒 (MM：SS) 倒計時方式顯示剩餘

烹飪時間。提示：在放麵糊或麵團之前請在烹飪鍋内均匀涂抹一薄層烹飪油，便于稍后

翻面或移取食物。 

 60％的烹飪時間过後，您将听到翻面提示音、閃爍的“FLIP” 顯示和翻面指示燈  

亮起。您可以根據您的烹飪喜好及食材的情況選擇翻面，或忽略提示讓烹飪繼續。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迷你烤箱 

迷你烤箱烹飪程序用於烘烤食物。在加工冷凍食品方面很出色。使用过程如下：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請按[功能]  選擇鍵 依次選中[Mini Oven]，即圖標  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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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認設置是 350F 和 15 分鐘; 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進行相應調整。 

 按 [開始]  開始烹飪程序。 AirGO 開始預熱，顯示屏會顯示“PrE”和走馬燈

“O”。 

 預熱完成後发出兩組相同音樂聲併閃爍“PrE”。請將食物放置在烹飪鍋内，合上蓋子，

操作程序繼續。LED 以分: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餘烹飪時間。 

 60％的烹飪時間过後，您将听到翻面提示音、顯示屏會出現閃爍的“FLIP” 及翻面指示

燈  會亮起。您可以根據您的烹飪喜好及食材的情況選擇翻面，或忽略提示讓烹飪

繼續。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烧烤: 

烧烤烹飪程序主要用於烹飪肉類和魚類等。如果您想要將煎烤的肉類保持口感多汁，請在预热結束

后让 AirGO 持續多加熱 2 至 3 分鐘，再將肉類食物放入烹飪鍋中，這樣可以有效鎖住水分口感更

好。使用过程如下：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請按[功能]  選擇鍵，然後依次選中[Grill]，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420F 和 15 分鐘，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請按 [開始]  啓動烹飪程序。 AirGO 開始預熱，顯示屏會顯示“PrE”和走馬燈

“O”。 

 預熱完成後发出兩組相同的音樂聲，顯示屏會閃爍“PrE”。請把食物妥善放好在鍋中，

合上蓋子讓烹飪繼續。LED 顯示屏以分: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餘烹飪時

間。 

 60％的烹飪時間过後，您将听到翻面提示音、顯示屏會出現閃爍的“FLIP” 并且翻面指

示燈  會亮起。您可以根據您的烹飪喜好及食材的情況選擇翻面，或忽略提示讓烹

飪繼續。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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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空氣炸鍋 

與傳統油炸相比，空氣炸製是相对健康的烹飪方法。因爲在空氣炸製中衹需少油或無油就可完成炸

制程序，并且保留油炸的芳香，這樣就有效帮您减少脂肪摄入。隨機附送的炸籃用於輔助完成這個

功能。使用过程如下： 

 在炸籃裡摊开食材。避免填满籃筐，在顶部及底部留下空隙，允許熱空氣導入。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請按[功能]  選擇鍵，然後依次選中[Air Fryer]，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400F 和 20 分鐘; 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請按 [開始]  啓動烹飪程序。 AirGO 開始預熱，顯示屏會顯示“PrE”和走馬燈

“O”。 

 預熱完成後发出兩組相同的音樂聲，顯示屏會閃爍“PrE”。把食物妥善放好在鍋中，合

上蓋子烹飪繼續。LED 以分: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餘烹飪時間。 

 60％的烹飪時間过後，您将听到翻面提示音、顯示屏會出現閃爍的“FLIP” 并且翻面指

示燈  會亮起。您可以根據您的烹飪喜好及食材的情況選擇，或忽略提示讓烹飪繼

續。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機器人自动炒鍋 

機器人自动炒鍋功能爲您提供一種十分便捷的炒菜方法，它把您从重复的翻炒动作中解放出來，讓

您在炒菜同時能夠兼顧其他的家務，并且它的溫度及時間控制程序在帮助您完成翻炒的同时又能提

供穩定一致的烹饪效果。 

*此功能需要額外的配件（大齒輪組件及攪拌將。已隨機附送），您须先将它安装到 AirGO 上。更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安裝大齒輪組件和攪拌槳内容。 

**食材應切成不大於 1.2“（30mm）的方块，或切成長度不超過 3”（80mm）的長條。大於指

定尺寸的食物可能會导致齒輪轉动系統卡殼，並可能損壞启动马达。使用过程如下： 

 请按说明將大齒輪組件安裝到 AirGO 的蓋子上，并將攪拌槳放在烹飪鍋的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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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請按[功能]  選擇鍵，然後依次選中[Stir Fryer],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420F 和 5 分鐘; 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在烹飪鍋中加入食用油。（根據您的烹飪需要，您也可以在預熱完成後加油。） 

 請按[開始]  啓動烹飪程序。 AirGO 開始預熱，顯示屏會顯示“PrE”和走馬燈

“O”。 

 預熱完成後會发出兩組相同的音樂聲，顯示屏會閃爍“PrE”。此時請將食材妥善放好在

鍋中，請不要在攪拌槳中央及上部放食材。然後合上蓋子繼續完成操作程序。LED 以分:

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餘烹飪時間。 

 預熱過程完成后攪拌槳開始转动， 并同时带动、翻动烹飪食物。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頂部烘烤 

如您只需從頂部加热食物，例如烤蛋糕或肉類的頂部上色時，就可使用頂部烘烤。底盤此时不加

热，在此功能中沒有預熱過程。另外此功能最高溫度設定為 355F。使用过程如下：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將食物放入烹飪鍋內，合上蓋子 AirGO 開始工作。 

 請按[功能]  選擇鍵，然後依次選中[Top Broil]，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355F 和 15 分鐘。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 

 請按[開始]  啓動烹飪程序 LED 以分: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餘烹飪時

間。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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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加熱 

當您只需要從底部加热食物時可使用这个功能。在此功能中頂部不加熱，而且沒有預熱功能。 

AirGO 可以在蓋子打開的情況下運行。 

使用过程如下：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將食物放入烹飪鍋內，合上蓋子開始工作。 

 請按[功能]  選擇鍵，然後依次選中[Base Heat]，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420F 和 15 分鐘，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 

 請按 [開始]  啓動烹飪程序，LED 顯示屏以分: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

餘烹飪時間。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手动自选/自定義 

手动自选烹飪程序允許用戶按照自己的烹飪需求自由設置溫度和時間。此功能沒有預熱過程。使用

过程如下： 

 請按[開機/關機]  激活 AirGO。 

 將食物放入烹飪鍋內。 

 請按[功能]  選擇鍵，然後依次選中[Manual]，即圖標  閃爍。 

 默認設置是 400F 和 10 分鐘，如果您需要調整烹飪溫度 和時間 。請按 [Temp 

+/-] 及 [Time +/-] 。 

 請按[開始]  啓動烹飪程序 LED 以分:秒 (MM：SS) 倒計時的方式顯示剩餘烹飪時

間。 

 計時器倒計時結束時，您可以听到 4 聲長鳴及看到“End”在顯示屏上顯示，标志着烹飪

操作程序執行完成。 

 請儘快從烹飪鍋内移取您的食物，以免過度烹飪。這樣您的美食就烹飪完成了。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进行中或在程序結束後需要改變或延長烹飪溫度/時間，請參閱進一步

操作細節的详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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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操作細節 

快速調整溫度/時間 

調整默認的溫度和時間設置，請觸摸相應的[+]和[-]按鍵來完成。對於溫度，每次按下【+】【-】

按鍵時，溫度以 5 度間隔增減，時間則以 1 分鐘間隔增減。 

如果您預期設定的溫度或時間與默認的時間及溫度相隔較遠時，可長按   進行調整。長按

可以加快設置的速度。 

暫停程序 

在程序執行中如果您想暫停程序，請快速點按 [暫停/取消]  ，機器將停止倒計時但加熱繼續。

按【開始】 ，機器恢復程序。另外在暫停狀態下，您可以重新設定溫度/時間。新的時間/溫度

設定好后請按[開始]  這時 AirGO 會按新的設定開始工作。 

在功能操作中取消操作程序 

如果您希望在正在進行中的程序完成之前停止工作，可長按【暫停/取消】  3 秒鐘。 AirGO 會

取消停止當前程序並返回到最初的功能選擇階段，即 Crepe / Naan  圖標閃爍。 

在程序進行中查詢預設定的溫度 

程序啟動後，您可能需要查看當前溫度設置。這時您可以點按溫度調節鍵 或  之一來實

現。點按后顯示屏即會顯示當前的工作溫度。此溫度顯示會停留兩秒鐘，然後顯示屏會切換回倒計

時的計時狀態。 

程序啟動後調整溫度/時間 

如果您希望在程序啟動後延長或縮短烹飪時間，或改變烹飪溫度。您需要先點按[暫停/取消]  

暫停當前程序，然後點按時間或溫度  進行相應調整 之後點按 [開始] 這樣 AirGO 就會以

新輸入的時間和溫度開始工作。如果該程序仍然有翻面提示的功能，它仍然按照原先設定的時間計

算翻面提示的時間。 

A 程序結束後的延長烹飪時間 

程序結束後，如果發現食物未煮熟，此時請不要按[功能]  或[取消] ，只須按[開始]  

按鍵，即可使用此前相同設置額外補充 3 分鐘的烹飪時間。在此補充的 3 分鐘内可以按照“程序啟

動後調整溫度/時間”增加更多的烹飪時間。請注意，補充的烹飪時間不會有另外的翻面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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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面提示功能結束后解除翻面指示燈 

如果翻面提示被用於選定的程序，翻面時間到后 AirGO 會發出兩組音樂提示，主顯示屏閃爍

“FLIP”15 秒，控制面板上的翻面指示燈亦會點亮。如您決定不需要翻面, 就可以讓 AirGO 繼續

工作，但翻面提示燈會一直出現在控制面板上，如果您要取消該指示燈，則可以選擇以下措施之一

解除翻面指示燈： 

a. 打開然後合上蓋子。 

b. 點按[開始]按鈕 。 

 
 

如何安裝/安放大齒輪組件及攪拌槳 

重要提示：大齒輪組件（LGA）和攪拌槳只用于機器人自動炒鍋的功能。 

    

金屬保護罩及螺紋孔  大齒輪組件及螺釘 

 

1. 如下圖，在 AirGO 玻璃蓋上有驅動齒輪，請拿起大齒輪組件讓其大齒輪部分與在玻璃蓋上的

驅動齒輪咬合。 

 

2. 然後將大齒輪組件向玻璃蓋上金屬保護罩靠近，在確保齒輪咬合的狀態下將大齒輪組件上螺栓

放入玻璃蓋頂部金屬保護罩的螺紋孔内，然後按下圖所指逆時針方向旋轉，將大齒輪組件成功

連接在金屬保護罩上。安裝好的大齒輪組件會有些鬆動，這是正常狀態，方便其和攪拌槳一起

開始攪拌工作。。如旋進過程中不順利則應順時針方向擰松螺栓，重新對準及就位，避免強行

就位造成螺紋破壞。重複以上步驟，平滑旋進直至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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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大齒圈組件只須憑把手順時針方向擰松螺栓，待大齒圈螺栓與金屬罩螺紋孔完全脫離後，

即可將大齒圈組件取出。 

放置時請以烹飪鍋中心的定位圈為標準，讓攪拌槳圓形底部與之重合，輕放即可。 確保攪拌槳能

夠與大齒輪組件配合一起轉動翻炒食材。 

  

 ** 提示: 請將攪拌槳放置在正確的位置后再放入食材。避免將食材放入攪拌槳内或上面。 

用 AirGO 烹飪 

使用 AirGO 烹飪時間參照表 

下表謹供您作為一般性參考。因爲食物成分、數量和及個人喜歡的口感不盡相同都會影響您對此參

照表的認同，請按您本人的需要調整具體的烹飪溫度和時間。 

 

更多的食譜和說明可以在網站 www.ezcusine365.com 找到。 

 
食物或食材 功能選擇 

 

時間設

定 
 (min) 

溫度

設定 
 (oF) 

預加熱 

 

翻面 備註 

Crepe 法式煎餅/可麗

餅 

Crepe/Naan 2-3 per 

piece 每

片 

350 Y Y 烹飪鍋内涂一層薄油利於翻面 

Naan 發麵餅/饢 Crepe/Naan 8 390 Y Y  

Frozen Pizza 冷凍披薩 Oven 10-15 400 Y N 9”-10”, 11” 基本可放入鍋內 

Frozen Lasagna (2 lb) 
冷凍意式千層面 

Oven 45 375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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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或食材 功能選擇 

 

時間設

定 

 (min) 

溫度

設定 

 (oF) 

預加熱 

 

翻面 備註 

Frozen Quesadillas 冷

凍墨西哥芝士餡餅 

Oven 16-20 375 Y Y  

Frozen Cheddar & 

Jalapeno 冷凍墨西哥

辣椒起司 

Oven 20 375 Y N  

Frozen Taquitos 冷凍墨

西哥牛肉捲 

Oven 15 390 Y Y  

Frozen fish 冷凍魚柳 Oven 15 390 Y Y  

Frozen chicken nuggets

冷凍上校鷄塊 

Oven 18-20 420 Y Y  

Cake mix 蛋糕粉(0.5 

lb) 

Oven 22 350 Y N  

Crescent 牛角麵包 Oven 15 375 Y N  

Cookies 曲奇餅 Oven 10 300 Y N  

Taco shells 墨西哥脆卷 Oven 8 350 Y N  

Frozen French fries 冷

凍薯條 
Oven 13 420 Y Y 

烹飪鍋内涂一層薄油利於翻面 

Breakfast sausages 早

餐香腸 

Grill 10 370 Y Y 時常翻動 

Large sausages 大肉腸 Grill 20 300 Y Y 時常翻動 

Bacon 培根 Grill 5 420 Y Y  

Salmon fillet 1” thick 三

文魚柳 1“寸厚 

Grill 7-10 375 Y Y  

Steak (16 oz) 牛排 16

盎司 
Grill 8-10 420 Y Y 預熱後加等 2~3 分鐘再煎 

Pork chops 豬排 Grill 7 420 Y Y  

Sunny-side-up eggs 單

面荷包蛋 

Grill 5 250 Y N  

Chicken wings 雞中翼

(1 lb) 

Air Fryer 20 420 Y Y  

Potato wedges (fresh) 

新鮮土豆尖 

Air Fryer 25-30 420 Y Y  

Drumsticks 雞腿(1.5 lb) Air Fryer 28 420 Y Y  

Stir-fried rice 炒米飯 Stir Fryer 7-8 420 Y n/a  

Stir-fried broccoli 炒

西蘭花 

Stir Fryer 4 420 Y n/a  

Stir-fried peanuts (no 

shell) 炒花生米 
Stir Fryer 5 290 N* n/a 

*開始即可放入花生和油，無須等待預

熱 

Chinese green onion 

pancake  發麵蔥油餅 

Crepe/Naan 8 390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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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或食材 功能選擇 

 

時間設

定 

 (min) 

溫度

設定 

 (oF) 

預加熱 

 

翻面 備註 

Stir-fried green beans  
幹煸四季豆 

Stir Fryer 5 420 Y n/a  

 

溫度轉換列表 

表中的轉換值谨供參考，不適用於科學用途。 如果您的食譜沒有指定烹飪溫度，則可能需要嘗試

溫度設置。 

   
 

食品安全常識及準則 

食物安全提示：有關肉類和食品安全的任何問題，請查閱美國及加拿大的食品管理部門的官方網站 

For example, Color of Cooked Ground Beef as It Relates to Doneness published by USDA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fsis.usda.gov/wps/portal/fsis/topics/food-safety-education/get-answers/food-safety-fact-
sheets/meat-preparation/color-of-cooked-ground-beef-as-it-relates-to-doneness/ct_index. 

 

And Safe internal cooking temperatures recommended by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general-food-safety-tips/safe-internal-cooking-
temperatures.html. 

機器保養 

AirGO 的清潔 

 清潔前請讓 AirGO 整個機器冷卻。 

 每次使用後請清潔烹飪鍋或炸籃避免殘留物長時間停留在烹飪鍋内腐蝕陶瓷不粘鍋塗層。 

 
oC oF 

50 120 
80 175 

100 210 
125 255 
150 300 
175 350 
200 390 
215 420 

 

 

加熱程度 oF 

Luke warm cool

偏低溫 

225-250 

Cool 低溫 275 

moderate cool

中低溫 

300 

Moderate 中溫 325-350 

Moderate hot

中偏高溫 

375 

Hot 高溫 400-420 

 

https://www.fsis.usda.gov/wps/portal/fsis/topics/food-safety-education/get-answers/food-safety-fact-sheets/meat-preparation/color-of-cooked-ground-beef-as-it-relates-to-doneness/ct_index
https://www.fsis.usda.gov/wps/portal/fsis/topics/food-safety-education/get-answers/food-safety-fact-sheets/meat-preparation/color-of-cooked-ground-beef-as-it-relates-to-doneness/ct_index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general-food-safety-tips/safe-internal-cooking-temperatures.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general-food-safety-tips/safe-internal-cooking-temperat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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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前請將電源綫從電源插座上拔下，然後用厨用紙巾清潔電器内部，用軟布或海綿蘸溫肥皂

水清洗烹飪鍋及炸籃。 

 注意事項：不推薦使用洗碗機清潔烹飪鍋和炸籃。 

 用濕布擦拭機器的外部。 

 用幹紙巾清潔電器的金屬保護網，尤其是在使用煎烤功能后，盡量避免油漬迸濺并停留在金屬

保護網上。如果金屬網上長期存有油污，油垢受熱后會滴落在烹飪鍋内。 

 提示：如果污垢粘在炸籃或鍋底，請把炸籃或鍋底置於溫熱水中浸泡並加入洗碗液。浸泡約

10 分鐘。用清潔布清潔烹飪鍋及炸籃，清洗掉食物殘渣。 

 

存放 

如果您在近期不會頻繁使用 AirGO。 

1. 請拔掉電源，並讓其徹底冷卻。 

2. 將烹飪鍋，炸籃及其他零部件清潔乾净。 

3. 整機外殼清潔乾净。 

4. 存放之前，確保所有部件清潔乾燥。 

問題或故障排除 

 

Problem 表現或問題 Causes 原因分析 Actions 解決方法 

烹飪鍋不能平放在加熱

盤上 

烹飪鍋底或者下部加熱盤上可

能有異物或有食物殘留物。 

先斷電冷卻後清除這些異物，

即可放平就位。 

烹飪鍋鍋體變形。 須更換烹飪鍋。 

玻璃蓋蓋不上 大齒圈組件和玻璃蓋上驅動齒

輪未能正確咬合。 

按照用戶手冊重新對位，正確

安裝即可。 

攪拌槳偏離烹飪鍋中心的定位

圈，攪拌槳的齒和大齒圈組件

的嚙合部位錯位。 

請按產品說明書的圖示正確將

攪拌槳放到烹飪鍋中心位置即

可排除問題。 

大齒圈組件和金屬保護罩之間

被異物墊高，造成大齒圈組件

偏離位置。 

請按產品説明書取下大齒圈組

件，清除異物即可排除問題。 

顯示屏顯示 “Lid”、

及上部不加熱 

玻璃蓋沒有正常蓋上。 請參考上述“玻璃蓋蓋不上”

處理。 

上部加熱但是蓋子頂部

燈不亮 

使用過程中不慎劇烈震動可導

致蓋子頂部燈損壞或燈絲熔

斷。 

請聯繫廠方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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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參數 

型號 AP360 

額定功率 1500 Watts (最大) 

電壓 120 V 

聞到食物焦糊味道 食材殘渣黏附於上部加熱部

位、玻璃蓋，烹飪鍋內，金屬

保護罩或底部加熱盤上 

請清理這些部位的食物殘渣。 

食物烤焦或未熟透 未根據食材的大小、厚薄，數

量以設定適合烹飪時間及溫

度。 

在烹飪過程中請透過玻璃蓋緊

密觀察，根據鍋內食物的色澤

變化隨時調整溫度或時間。 

選擇了錯誤的的烹飪程序。 請根據烹飪需求，重新選擇正

確的烹飪功能。 

攪拌槳不轉動 未能正確選擇“Stir-Fry”機器

人自動炒鍋功能。 

請取消錯誤功能，重新選擇

“Stir-Fry”機器人自動炒鍋功

能。 

AirGO 正在預熱狀態，衹有預

熱結束進入烹飪狀態后，攪拌

槳才開始轉動。 

請耐心等待預熱結束。 

大齒輪組件安裝錯誤。 按照產品説明書，正確安裝大

齒圈組件即可。 

觀察到油煙從鍋體内冒

出 

冒煙通常是油性食物殘留造

成。 

請清理金屬保護罩、玻璃蓋，

加熱底盤或烹飪鍋內的油脂類

食物殘渣。 

加熱或冷卻的過程中能

聽到聲音如“啪啪”或

“滴答”聲 

“啪啪”聲是熱脹冷縮引起烹

飪鍋或金屬部件發出的正常聲

響。 

這是加熱和降溫時出現的正常

現象。 

機身內的繼電器開關時會發出

“滴答”響聲 

 

這是正常現象。 

顯示屏顯示

“E5””E6”錯誤 

超溫保護功能啟動。AirGO 加

熱元件自動停止加熱。 

請耐心等待 AirGO 冷卻，此故

障將自動排除。 

烹飪程序結束後風扇仍

在工作 

散熱風扇延遲工作是為了更快

地冷卻機器，延長使用壽命。 

這是正常現象。 

AirGO 關機後風扇仍在

工作 

散熱風扇延遲工作是為了更快

地冷卻機器。 

這是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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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60 Hz 

待機功率 < 0.5 Watts 

烹飪容量 4 L 

 

 保修條款 

製造商的一年保修條款 - 僅限原廠產品 

EZCUISINE 保證初始用戶自收到產品之日起一年內，所有零部件及其他組成部分屬於正常工作的合

格產品。本保修條款僅適用於以下條件： 

1. 保修範圍僅限於最初購買者，並僅在美國或加拿大使用。請用戶提供原始購買憑證，其中包含

訂單號及購買日期。 

2. 正常的使用磨損不包括在本保修範圍內。 

3. 一年保修條款僅適用于家庭用戶使用。如果產品用於商業用途，單位或機構，本保修條款是無

效的。除非 EZCUISINE 同意爲其保修。 

4. 如果產品因意外事件、濫用、誤用、不正確的維護或未經授權的維修或修改，則本保修條款無

效。如果產品被錯誤使用，不合適的養護及錯誤包裝或貨運公司在運輸途中的損毀將不適用該

一年保修條款。 

5. 本產品在保修期內和之後均可由 EZCUISINE 進行維修。產品的維修或更換是本保修條款下對

消費者的補救措施，如果維修及更換都不能夠被實現，EZCUISINE 將會給用戶退款。 

6. 如果違反本產品保修條款，製造廠家將不承擔任何附帶責任及後果。  

7. 此保修條款衹適用在美國和加拿大境内正常使用。否則不在此保修條款的保修範圍之内。 

8. 對於任何有問題的產品，EZCUISINE 的責任僅限於維修或更換產品部件，其所承受的維修及

更換的費用不應超出其相應的購買金額。 

本保修條款不適用因誤用、疏忽、不遵守產品說明書、在本產品説明書指定的電壓外使用，或擅自

改變，或未經授權的維修導致的產品問題。本保修條款同樣不適用產品正常使用的損耗，及產品的

正常易損耗件。另外以下這些問題亦不在保修範圍之内： 

- 使用錯誤類型的水。 

- 除垢（任何除垢必須根據使用說明書進行）。 

- 產品進水，灰塵或昆蟲。 

- 超載導致機械故障。 

- 在錯誤的電壓或頻率下使用本產品導致機器的損毀或不良的結果。 

- 在火災、洪水、閃電等自然災害下。 

- 專業或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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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中的玻璃或瓷器部件損壞。 

本保修條款是您唯一的關於本產品的補救方式。所有提到的關於本產品的保修條款包括但不限于它

的適銷性及適用性隻針對本產品不適用其他任何產品。  

 

EZCUISINE 公司對在產品的使用中帶來非直接，特殊的或要承擔後果的經濟損失，財產損失，收入

或利潤損失，失業或其他的成本例如重新處置，安裝或其他自然發生的損失沒有任何責任及義務。

公司的保修條款是用戶額外的收益，不影響用戶的任何公共權益。在一些司法機構不允許：不包括

條款或相關對與保修條款的時間限制條款，所以條款的相關部分也許對您不生效。在此的保修條款

是給您的非常具體的權利。你也許會在不同的洲或省享有其他個各種不同的權利，消費者可以自行

決定聲明任何此類權利。 

 
 

如果本產品説明書中文版的翻譯與英文版有任何差異，請以英文版爲準。 

 
 

版權所有©2018 保留所有權利 

 

本出版物中的資料受國際和聯邦版權法及條約的保護。 

未經作者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或傳播本書的任何部分，但公共教育除外。 

未經版權所有者許可，複製或翻譯本作品的任何部分都是違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