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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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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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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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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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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5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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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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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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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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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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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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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5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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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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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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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It must use special rubber tube to connect gas hob with gas source. (For example, good 
quality of composited premier or  butyronitrile     rubber tube). Forbid to use rubber tube 
made by normal rubber tube will react with ozone, liquid oil, etc. It will make normal rubber 
tube aged or crack to leakage and cause fire.

The gas connector must use special rubber tube and replace it at least once every year. It’s 
better to use the rubber tube with 1-1.5m. Don’t bend or squash rubber tube. Forbid to use 
defective or aged rubber tub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of rubber tube which 
must be fixed and locked by anchor ear to avoid from fire or poisoning.

Screw off φ 9.5 soft pipe’s connector firstly, if users want to use G1/2 inch connector, then put 
rubber gasket on connector place, screw nut, testing leakage. Don’t use gas hob if there is 
any gas leakage.

Don't rotate fixed screw nut connecting with inlet gas pipe arbitrary. It must be tested leakage 

after rotating the direction or inlet gas pipe. (Method :paint tenuous and neuter cleaning 

solution on the connecting part, then open the valve. If there is air bladder, please close the 

valve and tighten screw nut; Test it again until there is nothing leakage).

1

Attention

In order to avoid harm to users and cause property damage, special to make  the following distinguish 
and signs ,all are important issues about security, please strictly comply with, and use correctly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he extent of damage to distinguish

Danger

Attention

Warning

If ignore the sign and error operating, may cause danger, injury or fire.

If ignore the sign and error operating, may cause danger, injury or fire.

If ignore the sign and error operating, may cause danger and goods damage.

Forbid No touching No disassembly Strictly Enforce Burn care

sign of attention and forbid

Warning
Please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pecification，any property 
damage and injury caused by wrong use，our company is not responsible for.

Danger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Gas H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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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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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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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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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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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5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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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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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Warning

Don't allow to hide flame by baffle. Don't put flammable thing around gas hob. And gas 
hob can't be used to dry wipe or clothes, etc.

Make your head away from the burner when ignition. After operation, please turn off gas 
valve or knob avoiding from accident.

The cabinet to install built-in gas hob should have installation size with good ventilation, 

and the square shouldn't be less than 100 , or it may cause explode because of leakage.

Please don't use the hob to heat when the pot is not put on or there is on food in, it may 

cause the hood damage at the top of the gas hob because of it's too hot, even may light 

the rest oil in the hood and cause a fire accident.

Don't allow to touch pan standing, copper cover or cooktop during operation or flame out 

right now because of still high temperature.

2

Danger

If connected by special rubber tube, one side of rubber tube should connect gas valve, 
and another side should connect intake. ( Notice: please take down the protective caps of 
the joint before connecting).The special rubber tube should cover the red mark in the joint 
and lock it with anchor ear. After testing leakage, the gas hob can be used.

If find leakage of gas hob, turn off the gas immediately, open the window and exchange 
the air. Prohibit exhausting air with fan, range hood or other appliances. Don’ t operate 

appliances knob avoiding from fume and fire, then contact our local after-service office 

simultaneity.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No touching

Forbid

Forbid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The gas hob can only be used for family kitchen

Don't go out or sleep during using. closing switch knob and gas valve after using, check 
again before sleeping or going out.

Gas Hob

If use anti-deciduous metal soft tube, the operator must install this product strictly 
according to manual instructions on the package of anti-deciduous metal soft tube.(It 
must be installed by appointed professional operator and test leakage. (The testing 
method refer to above).

Strictly 
En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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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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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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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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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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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5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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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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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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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Don't Put down the gas tank  to use.

Don’t dissemble, maintain or repair the accessories by unprofessional person.

Forbid children to use gas hob avoiding from accident.
Forbid children without taking care to use, and put away from children , otherwise 

may cause burns, electric shock or other injury.

Confirm whether the type of gas is the same as provided on the hob before  
installation,  if not, please don't install and use

Forbid

Forbid

Forbid

No disassembly

The ignition time should be less than 20 seconds every time avoiding from explode;
Please contact our local after-service office if failure ignition more than 5 times. 

then contact our local after-service office simultaneity.

The gas hob should be installed under good ventilated place, but don't allow to 
ventilate by strong wind.

During the operation, gas hob will become hot, please don’ t touch hot part. 

Don’t put metal tools on the cook, such as knife, fork or cap, because they maybe 
become hot.

Don't beat cook strongly. Put on or put down gas hob lightly in order not to destroy 
cook during moving or installation.

The burner is on backfire when the gas hob whishes and its flame become weak, 
turbid or other issue when using or igniting. Turn off the gas hob immediately. 
Check if the burner cap, copper core are positioned correctly, cut down or turn off 
the damper, and then reignite the gas hob a half minute later.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Strictly 
En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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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Hob

If combustion caused by the oil temperature is too high, please cover fire with large 
area metal cover immediately, such as in cast iron pans to isolate air and  turn off 
gas total valve, please do not use water to put fire out  , so as to avoid accidents.Strictly 

Enforce

Attention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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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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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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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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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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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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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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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Product Overview

Product Structure

Product Features

Switch

Pan Stand

Copper Core

Copper Cover

Aluminum Base

Electrode Needle

Thermocouple

Burner

Dear users:

Thank for your patronage in buying ROBAM gas hob. Please allow m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on this occassion. You are kindly suggested to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before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is product, and keep it properly for future reference.

Our company is th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of range hood, gas hob and other home 

appliances.ROBAM gas hob adopts advanced mind, care holistic design and optimize structure. Our 

gas hob has high heat efficiency and safe usage and it’s recognized as eligible product by different 

testing instituations in the industry.

1.Fashionable appearance: design clings to fashionable trend and comply with modern kitchen;

2.Top grade of parts and durable quality, more safe and effective;

3.Pluse ignition with flame failure safety device, easy to operate;

4.Full air in flow, supply air from cooktop, flexible air door and abundant b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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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Hob

water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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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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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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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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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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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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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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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JZ(Y/T/R)-B398

16.8

653 478×

3

700×525 150×Product Size(mm)

Gas Style

Rated Pressure

Heating Load(kW)

Gas Connector

Item Name

Item No.

Net Weight(kg)

Gas Burner

Air in flow

Panel

lgnition Method

Installation Size(mm)

Flame Failure Safety Device

 Gas Hob

See the label

φ9.5mm special gas rubber gasket (G1/2 inch special metal gasket)

Full

Tempered Glass

Note:

1.Parameters indicate for reference only.The exact data should be confirmed on the label on the 

gas hob.

2.The installation size of built-in gas hob should be confirmed by the specification on the gas hob. 

3.ROBAM keeps right to alter design or specification. 

See the label

See the label

Pulse

Yes

Product Parameter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

1.The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the cooktop and surrounding objects is 15cm, and it needs at least 

100cm net height on the top of cooktop. If installing range hood, please adjust space according to th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 of range hood.

2.The cabinet to install built-in gas hob should have installation size with good ventilation, and the square 

shouldn’t be less than 100 , or it may cause explode because of leakage.

3.If connected by special rubber tube, one side of rubber tube should connect gas valve, and another side 

should connect intake. ( Notice: please take down the protective caps of the joint before connecting).The 

special rubber tube should cover the red mark in the joint and lock it with anchor ear. After testing leakage, 

the gas hob can be used.

4.Please install gas hob according to cut-out size, and put gas hob on the installation size properly.

5.Screw off φ9.5 soft pipe’s connector firstly, if users want to use G1/2 inch connector, then put rubber 

gasket on connector place, screw nut, testing leakage. Don’t use gas hob if there is any gas leakage.

6. The gas hob with LPG must use eligible reducing pressure valve.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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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H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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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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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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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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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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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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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1.Check if the burner, copper cap, copper core or other parts are positioned correctly, and confirm the knob 

button (Picture 1) position, then turn on the gas valve.

2.Ignition:Press the control button then contrarotate 90 degree accordingly, it's big fire. (Picture 2), And the 

impulse sound will be heard, keep pressing down the button 2-3 seconds, then loosen it. If fail to ignition, try 

it again. Contrarotate more 90 degree, it’s small fire. (Picture 3).

3.Extinguish: the burner will be extinguished when the knob turn to the position. (Picture 1)

4.Adjust firepower: rotate knob according to accordant firepower instruction, then you can get 

corresponding firepower. 

5.Adjust air: in order to burn sufficiently, users can adjust air by inlet. Adjust air door ( at the bottom of gas 

hob)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until the flame is clear and blue. (like   following picture).Please judge 

flame as following: 

Use Instruction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Normal
(combustion well)

Yellow flame
(air deficiency)

Left flame
(air superabundance)

picture2picture1 picture3

Note:If it's the first to use gas hob or gas hob is not used for long time, ignition maybe fail at the first time, 

please try it repeatly because there is some air in the rubber tube.

●Combustion well: the flame is cyanine without yellow flame or red fire, meanwhile,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flame is clear.

●Air deficiency: the flame is stretched ,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flame is faintly, meanwhile, flame color 

is yellow or red.

●Air superabundance: the flame is left cap or shorter obviously, and the color is c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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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H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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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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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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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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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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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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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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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1.Please deal with battery properly if use up, avoiding from pollution.

2.This product use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package and it’s recyclable, please deal with package 

carefully to reduce waste.

3.If gas hob can’t be used again, it may something useful materials, please assist to dispose or make up. 

Statement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Clean and Maintenance

1.Maintain gas hob surface: Please clean it by wiper with neutral detergent, then clean it by wet wipe. 

Don’t use steel brush or other rigidity objects to clean it.

2. Please clean and dredge the fire hole with brush or steel needle to keep normal usage and good 

combustion. Don’t wash gas hob by water directly.

3. Please check copper core, copper cap or base regularly, if found their position improperly, please remove 

it to proper position, or it may cause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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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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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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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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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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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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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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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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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Leakage of 

gas hob

(terrible smell)

Abnormal 

flame or noise

Turn off knob

Connect well hose or replace it

Adjust air door

Clean blockage

Select right gas hob

Clean the water in the hose

Knob is still open

Hose is not connected well or crack

Air door isn’t adjusted properly

Burner or flame is blocked

Gas source isn’t accordant

The pressure is not steady and 
water in hose

Problem

Ignition

Failure

Ignition then 

extinguish if 

loosen hand

Resolution Method

Turn off the gas hob, then 
open the gas valve

Exhaust the air by igniting 
repeatedly

Straighten, clean or replace 
the hose

clean

Adjust the distance to 3.5-4mm between 
electrode needle and connecting side

Install battery properly 
or replace it

Put them to proper position

Adjust air door properly

Press knob 3-5 seconds after
 ignition, then loosen hand

Reason

Improper position for copper  
core, cap or base

Knob don’t press properly

Hose is twisted or blocked

Air in gas hose

Gas valve is not open

Electrode needle is dirty or wet

Improper distance between ignitor 
malfunction or the electrode needle

Without battery, improper polarity 
of battery or power insufficiency

Air door opens too big 

1.Operation manual       

 2.Installation templet      

3.One battery            

4.2pcs of anchor ears

   (except of products with  metal soft pipe)

Attachment 

General Trouble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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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结构

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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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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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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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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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5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6

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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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产品性能参数

安装说明

使用方法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附件

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性能参数

注： 1、表中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灶具上铭牌为准；
     2、嵌入式灶挖孔尺寸，以纸箱内挖孔样板上的尺寸为准；
     3、本公司保留更改产品设计与规格的权利。

安装说明

      1 15 100

机，则按油烟机的安装要求设置此空间。

    2、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

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3、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请取下

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4、应根据挖孔样板上的尺寸挖孔，把灶具嵌入孔内，平整即可。

    5、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母、检

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6、液化石油气灶必须使用优质合格的减压阀。

、灶具安装与四周其它物件的距离不小于 厘米，灶具上部应有 厘米以上的净高度，若安装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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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型号 JZ(Y/T/R)-B398

适用气源

灶具类型 嵌入式大气式灶

额定燃气供气压力 Pa( )

额定热负荷(kW)

燃气接口

外形尺寸(mm)

净重(kg)

灶眼数

进风方式

面板

挖孔尺寸(mm)

点火方式

Φ9.5mm燃气专用橡胶管（G1/2′英寸燃气专用金属软管）

16.8

653 478×

3

全进风

钢化玻璃   

电子脉冲式

700×525 150×

见铭牌

火焰故障安装装置

见铭牌

见铭牌

Yes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JZ(Y/T/R)-B398

燃气灶具与气源连接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如优质的复合层胶或丁腈橡胶管），严禁
使用普通橡胶材料制成的胶管，普通橡胶管与臭氧、液化石油气等会产生反应，使胶管
出现老化、裂纹而漏气，引起火灾等危险。

连接气源必须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至少一年更换一次；胶管的长度以1-1.5米为宜，不
得硬性折弯、压扁等,禁止使用有缺陷或老化的胶管；胶管连接处应注意检查，务必牢固
可靠,并用抱箍锁紧,以防漏气引起中毒、火灾等危险。

如采用燃气专用胶管连接，燃气专用胶管一端接气源阀门，另一端接灶具的进气口(注意：
请取下套在接头上的护帽)套至红色标记处，并用随机配的抱箍锁紧，同时进行检漏，无泄
漏后方可使用。

如采用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防脱落金属连接软管的安装方法和步骤必须严格按照“金属连
接软管包装内”的使用说明书安装(由公司专业人员安装),并且试漏(试漏方法参照上
面）。

如果采用G1/2’英寸接口连接，必须将φ9.5软管接头旋去,在接口处垫上橡胶垫圈，旋紧螺
母、检漏，无泄漏后方可使用。

为了避免给使用者及其他人员造成危害或者财产损害，特作如下区分及标志。

均为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敬请严格遵守，并在充分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严格按照本说明书规定使用，由于本产品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 禁止拆卸 严格执行 小心烫伤禁止触摸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燃气进气管接头固定螺母不要擅自旋转;如因进气管接头方向不对而旋转后,必须对该处进
行试漏(方法:使用稀薄中性清洁液涂在接头部位,将气源阀门打开,如果有气泡产生,请关闭
气源阀门,旋紧螺母;再次试漏,要求无泄漏,方可使用)。

严格执行

根据危害、损害程度进行的内容区分

危险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极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造成物品的损害。注意

若忽视这一标志，并进行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危险、重伤或引起火灾。警告

注意、禁止内容的图标

当发现灶具漏气时,应立即关闭气源阀门,打开窗口,疏通室内空气；不得使用电风扇、吸油烟
机等电器排出气体；不得操作电器开关，并注意烟火勿近，同时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
系。严格执行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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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Attention

避免用阻隔板掩盖火焰，灶具周围不
得放置易燃物品，灶具不可用来烘干
毛巾、衣物等。

点火操作时，人体头部要远离燃烧器；使用完毕，请务必关闭气源阀门及灶具旋钮开关，
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嵌入式灶具的橱柜要有符合通风要求的与大气相通的开孔尺寸（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
米），否则会造成泄漏燃气积沉而引起爆炸。

请勿在不放锅的状态下或锅内无任何食物时，就点燃燃气灶具进行加热。如此操作可能导
致燃气灶具上部的吸油烟机因过热而损坏，或是点燃吸油烟机的剩余油脂发生火灾事故。

禁 止

禁 止

使用中或刚熄火后，锅架、火盖、灶
面等部位仍会很烫，请避免用手触
摸。

危险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禁 止

严格执行

使用中请勿外出或就寝，使用后关闭
开关旋钮及燃气总阀门，入睡或外出
前重复检查是否关好。

该燃气灶具只能用于家庭厨房，请勿
在其它场合（如：商业用途）使用该
燃气灶具。

禁止将液化气罐放倒使用。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安装、拆机修理或
更换零件。

禁止拆卸禁 止

禁止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此
器具，并禁止儿童玩耍器具。更不要
放在幼儿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使
用,否则有可能导致烫伤或别的意外
伤害。

如因油温过高等而发生燃烧时，请立
即用铁锅盖等大面积的金属物盖住火
源，以隔断燃烧所需空气，再关闭室
内燃气总阀门。请勿用水来灭火，以
防意外发生。

安装前请务必核对您所使用的燃气种类是否与灶具铭牌上所标注的一致；若不一致严禁安
装及使用。

警告

严格执行

禁 止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

注意

灶具每次点火时间必须小于20秒,以免

爆燃；连续点火5次不能点燃时,必须

与当地分公司售后服务点联系。

燃气灶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但
应避免强风直吹。

灶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
发热单元。金属物体如刀、叉和盖不应
放在灶台上，因为它们可能变热。

不可用力或硬物敲击灶具面板,在搬
运、安装时要轻拿轻放,以免损坏灶具
面板。

若在使用中或点火时，听到“呼呼......燃烧器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灶具旋钮开关；
检查火盖、铜芯等是否到位，稍停半分钟后再重新点燃。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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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严格执行

禁止触摸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

1、款式新颖：结构造型设计紧贴时尚潮流，适合现代厨房装饰风格。

2、选用优质部件，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性能优良,安全高效。

3、采用脉冲点火方式，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4、全进风结构：台面补充空气，风门调节灵活，燃烧充分，安装便捷。

5、玻璃面板灶具采用带防爆网的钢化玻璃，使用安全、耐用易清洁。

亲爱的用户:

   让我们借此机会,对于您购买了老板牌燃气灶具表示感谢。我们特别建议您在着手安装和使用本产

品前，有必要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保存，以备将来参考。

   本公司是中国国内生产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家用电器和厨具的专业企业。老板牌燃气灶具采用先

进设计理念，注重整体设计、优化造型，热效率高、节能省气、使用安全。经国家各级检测机构测评

合格，为国家建设部住宅小区建设推荐产品。独有的电码防伪标志使用，保证用户购买正牌产品，维

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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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锅支架

接水盘

铜芯

铜盖

炉头

铜座

电极针

热电偶

旋钮

         使用方法

      1、检查铜芯、铜盖、锅架等放置是否到位；确认旋钮开关(如图1) 的位置,然后开启气源阀门。

    2、点火方法：按压旋钮开关，逆时针旋转90度是大火(如图2)，此时会听到连续“啪啪”脉冲点

火声，燃气被点燃后一定要再将旋钮开关按压3～5秒钟时间(压到底),才能将手松开。若有火焰，即可

放心使用；若无火焰，重复以上操作。逆时针再旋转90度是小火(如图3)

图1 图2 图3

注：初次使用或灶具停用过久，第一次点火可能未点燃，因胶管内存在空气，故需反复操作。 

    3、熄火操作：将旋钮开关顺时针转至(图1)位置，火即熄灭。

    4、火力调节：按照旋钮开关所对应的火力指示，旋转旋钮开关，可获得相对应的火力。

    5、空气调节：为使用火焰燃烧处于最佳状态，可对进气口作进空气大小调节。调节风门板（位于灶

具底部），顺或逆时针转动，直到火焰清晰稳定、呈正常的蓝色火焰（见下图）。火焰的燃烧状态鉴别
如下：

◆燃烧良好——火焰青蓝色，无黄焰或红火，内、外焰清晰。
◆空气不足——火焰伸长，内、外火焰无明显区别（模糊），火焰颜色带黄色或红色。
◆空气过多——火焰浮着，即离开铜盖、铜芯或明显偏短（人工燃气有时会出现回火现象），颜色为青色。

正常(完全燃烧) 黄焰(空气不足) 离焰(空气过多)

5

清扫维护注意事项

    1、灶具表面保养：请以蘸有中性洗涤剂抹布擦拭，然后以干布擦拭，切勿用钢丝刷等硬物清洁。

    2、为使灶具保持正常使用与良好燃烧状态，必须经常用刷子和钢针疏通出火孔(槽)，清除燃烧器

上的污物，以免出火孔（槽）堵塞后产生回火而损坏灶具，切勿用水洗。

    3、经常检查铜芯、铜盖及其座等是否移位或偏离；若有，必须纠正(务必放置到位)，以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In flow

Stop block for air door

Stop block for nature gas
Stop block for liquid propane gas

Stop block for manual gas

Air door
Air door

In flow

   告用户环境影响书

       1、产品使用的干电池在电能耗尽后请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2、本产品使用适合环境并易于回收的包装材料，请认真负责地处理包装材料可以节约原材料，减少废料。

    3、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薄膜、纸箱等包装材料，这可能会产生窒息事故，所以请让包装材料远离儿童。

故障现象

点火不灵

原因 处理方法

燃气气源开关未打开 先关闭灶具旋钮开关，再将气源阀门打开

反复打火排尽管内的空气

拉直、消除堵塞物或更换胶管

燃气管路中混有空气

胶管曲折、堵塞、压扁

电极针瓷头不清洁 清除干净

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不当 将电极针与接受端距离调至约4mm左右

未装电池、电池极性装反或电力不足 正确装上电池或更换新电池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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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不正常
或有噪音

调整风门

消除堵塞物

使用气源与灶具所标注的气源不符 正确选择灶具

燃气压力不稳定，胶管有水 去掉胶管内的水

接好胶管或更换胶管

必须将铜芯、铜盖放置到位

调小风门

点着火后再用力将旋钮按压3～5秒钟
时间(压到底)然后松手

关好旋钮开关

风门调节不当

炉头、火焰口堵塞

胶管未接好或有裂纹

燃气点着火
手后又熄灭

松

铜芯、铜盖未放到位

风门调节太大、造成离焰

旋钮未按压到底

燃气泄露
(有燃气臭味)

旋钮开关未关好

      附   件 

1、说明书一份                                                             
2、挖孔样板一块

3、抱箍二个(带金属软管的除外)                     
4、电池一节(在包装泡沫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specific fire hole for 

electrode needle

  Exclusive  Fire-hole  of  Thermocouple 

(Fire-holes  are  easy  to  be blocked,

users  must  clean  them  regularly)

Copper Fire-hole

Fire hole on copper cover

(Pictur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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