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胶囊咖啡机

使用说明书

在操作机器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NINA (型号：CN-N 01) 



紧急情况：立即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插头。

本产品仅用于家庭或者酒店房间，任何商用或未按照说明，不当使用机器，制造商
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请将插头拔下。

电源电压须与标签上所列资料一致，请使用带地线的插座。

为避免火灾，请将咖啡机放置在平的耐热表面，切勿在明火附近使用。

不论咖啡机有任何形式的损坏，请不要使用！当有异常噪声或异味等现象出现时，
关闭咖啡机，断开电源。出现此种情况请联系授权服务中心或经销商！

   正常状态下按下手柄，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禁止打开手柄；

切勿将手置于胶囊口，避免危险发生；
未放入垃圾箱和垃圾箱底座时，不要使用机器；

将本机器及电线置于儿童触摸不到之处；
禁止在水箱中注入热水，及器具不得浸入水中。

●

●

●

●
●

不要自行拆卸机器或在胶囊口处放入除指定胶囊外的东西。
除正常使用以及清洗、维护外，任何未在本说明书说明范围内的操作只能由授权的

服务中心进行。

安全注意事项�

定期仔细清洁咖啡机。
如果咖啡机没有清洗干净，长期形成的积垢可能会损害你的健康。
清洗之前请拔掉插头并让咖啡机自然冷却。

包装材料是可回收的

保护环境，机器中含有可回收或再次利用的材料，请自行收集。

请在电源线完好无损时使用（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
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请勿将电源线放置在高温表面，锐利边锋或其它尖锐物体上。

请勿将电源线悬挂（会有绊倒风险）
切勿湿手接触电线

请勿以拉扯电线方式拔掉插头

●

●

●

●

●

本咖啡机不宜供下列人士使用：儿童或精神或肢体残障者（除非有关人士已充分了
解本咖啡机的操作及使用方法）。未完全掌握操作及使用本咖啡机方法的人士，应
仔细查阅本说明书，并充分了解其内容。必要时，需求协助了解使用方法。

8岁以上的儿童在监管下可以以安全的方式使用本咖啡机，并且应了解相关的危害。
8岁以下的儿童严禁对咖啡机进行清洗和维修。
保持咖啡机以及电源线远离8岁以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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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

电源按键

小杯按键
大杯按键

水嘴

垃圾箱

小滴漏盘

滴漏盘

水箱盖

水箱

侧盖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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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前准备工作

操作说明

向水箱注入洁净饮用水     插上电源

三灯长亮，机器加热完成

暖杯：放上水杯，按大杯或
   小杯按键冲一杯水

按下小杯按键，将酿造40ml 咖啡
小杯灯以1次/秒的频率闪烁， 电
源灯，大杯灯长亮（若按下大杯
按键，将酿造80ml咖啡，则大杯
灯以1次/秒的频率闪烁，电源灯，
小杯灯长亮）

2. 萃取咖啡

打开手柄，放入胶囊

   打开手柄
（胶囊自动掉入垃圾箱）

禁止向水箱注入热水，否则会造成水箱破裂，严重时会导致触电等危险！

请注意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指示位置（Max/Min）！

本机器只适用于指定的胶囊，使用前请与经销商确认！

按下电源键，机器开始预热，
大小杯按键以1秒/次的频率
闪烁，预热时间约40秒。

按下手柄

 指示灯停止闪烁
（咖啡冲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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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杯量设置1. 待机模式

2. 省电模式
4. 温度设置（温度调试的范围为默认温度上下可调整8℃）

功能说明

三灯长亮，机器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在待机状态下，机器闲置15分钟后自动转入省电模式，此时产品功耗≤0.5W。 

电源灯呈呼吸式闪烁
（约1次/4秒）

按下电源键返回至
待机工作状态

按下电源键可手动进入省电模式
省电模式下，同时按下
大杯和小杯按键3秒，机器
进入温度设置

待机模式下长按电源与小杯按键，
三个按键同时以1秒2次的频率闪烁,
表示己进入可设定模式

按动小杯按键一次，则机器温度下降2℃,
再按动一次则机器温度下降4℃,
以此类推最多可下降8℃；

任意常按大小杯键，所按下按键以2秒1次频率闪烁，
直至咖啡量达到自己所需杯量后松开按键，回到待机状态。
下次使用，进行过设定的按键杯量为此设定量。



8 9

5. 清空模式

6. 恢复出厂设置

若按动大杯按键一次，则机器
温度上升2℃,再按动一次则机器
温度上升6℃,以此类推最多可上升8℃

设置完成后，再次按下大杯与
小杯按键，进行保存温度设置,
机器返回至省电模式。

温度指示灯说明：默认温度时,大杯指示灯小杯指示灯长亮。

a. 如温度下降了2℃，则小杯指示灯闪烁，每间隔5秒闪烁一次，闪烁频率为2次/秒。

b. 如温度下降了4℃，则小杯指示灯闪烁，每间隔5秒闪烁一次，闪烁频率为2次/秒。

C. 如温度下降了6℃，则小杯指示灯闪烁，每间隔5秒闪烁一次，闪烁频率为2次/秒。

d. 如温度下降了8℃，则小杯指示灯闪烁，每间隔5秒闪烁一次，闪烁频率为2次/秒。

相反如温度上升了，则大杯指示灯闪烁，不同温度对应不同闪烁次数；温度调式的范
围为默认温度上下可调整8℃。

待机模式下同时按下大杯键
和小杯键3秒，机器进入清空模式

待机模式下同时按下大
杯键和电源键3秒以上

清空完成后，大小杯灯
以2次/秒的频率轮流闪烁。

按下电源键或拨出插
头，可退出清空模式

大杯灯、小杯灯、电源键
同时闪烁3次，机器恢复
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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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冲泡冷咖啡

8. 预浸泡模式设置

1. 在低耗待机模式下长按电源按键和小杯按键3秒，大小杯按键指
   示灯长亮2秒之后，蜂鸣器“滴”一声回到低功耗待机模式，以
   后冲泡咖啡过程锅炉不加热，所酿造咖啡为水箱温度一致,此模
   式下大小杯按键指示灯比正常酿造咖啡模式灯光要暗。

2. 在低耗待机模式下长按电源按键和小杯按键3秒，大小杯按键指
    示灯长亮2秒之后，蜂鸣器“滴”一声回到低功耗待机模式，恢
    复正常加热冲泡模式。

9. 除垢功能

1. 除垢报警：当机器使用到600次后，机器会大小杯、电源按键
    同时快速闪烁5次，提示用户除垢。按任意键，大小杯正常大
    小杯流量工作。
 
2. 除垢报警闪灯提示：当达到除垢数量，用户未退出除垢模式，
    进入待模式后第二次用或再次开机，大小杯键、电源按键同样
    以快速闪烁5次，机器还可以正常使用，在不退出除垢提示模
    式的状态下，任何操作都不可以解除除垢提示模式。

3. 退出除垢提示功能：拔掉电源插头，同时按住大小杯按键，
    接通电源，蜂鸣器“滴”的一声后即退出除垢提示。机器恢复
    到正常使用状态。

10. 低功耗省电模式时间设置

1. 在低功耗模式下长按电源按键与大杯按键3秒，小杯按键以1秒
    2次的频率闪烁2秒之后，蜂鸣器“滴”一声回到低功耗模式，
    以后机器在没有任何操作情况下30分钟进行低功耗待机状态。

2. 在低功耗模式下再次长按电源按键与大杯按键3秒，大杯按键以
    1秒2次的   频率闪烁2秒之后，蜂鸣器“滴”一声回到低功耗模
    式，以后机器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大小杯按键，电源按键处
    于常亮的待机模式。

3. 恢复出厂设置，待机模式切换为机器无任何操作情况下15分钟
    后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

在低功耗待机模式下，长按小杯键3秒，小杯按键指示灯亮2秒后， 
蜂鸣器“滴”一声回低功耗待机模式，下次冲泡咖啡会预浸泡1.5
秒，在低功耗待机模式下，长按大杯键3秒，大杯按键指示灯亮2
秒后，蜂鸣器“滴”一声回低功耗待机模式，下次冲泡咖啡会预浸
泡3秒。



1. 缺水报警

2. 手柄打开报警

3. 堵死报警

4. 水泵工作超时报警

报警功能

机器在工作状态中，
水箱缺水

大杯指示灯闪烁，闪烁6次后
停止2秒，再次闪烁。

小杯指示灯闪烁，闪烁6
次后停止2秒，再次闪烁。

大杯指示灯闪烁，闪烁
6次后停止2秒(闪烁频率为2
次/秒)，再次闪烁。

关闭手柄即可消除报警

需给水箱加水，再次按动大小
杯任意按键可消除警报

手柄未关闭到位报警

机器在冲泡过程中由于
胶囊过期或胶囊坏掉，
产品无法酿造出咖啡     

打开手柄，更换新胶囊，再次
按动大小杯任意按键可消除警报

当水泵连续使用超过2分
钟时，机器自动发出警报。

大杯、小杯指示灯同时
闪烁，闪烁6次后停止2秒，
再次同时闪烁。

机器休息一分钟，或者
断电，即可消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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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过度使用报警

6. NTC异常报警

清洁维护

1.日常清洁

请勿将整机浸入水中，电与
水接触会有触电的危险 清洁垃圾箱

清洁滴漏盘和接水盒 清洁水箱，去除水垢

当机器连续工作冲泡1.5L水
后，机器程序会自动判断
用户过度使用发出警报

当机器检测到NTC异常时，
产品将自动关闭锅炉和水泵，
无法工作。

三个指示灯以3次/秒的
频率轮流闪烁。

三个指示灯同时闪烁，
闪烁6次后停止2秒，
再次同时闪烁。

此时机器出现故障，
需联系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关闭电源让机器休息约30分钟，即
可正常使用（如果机器不是连续工
作，中途停顿2分钟以上，机器将
重新计数，机器冲泡1.5L水后不会
锅炉过热出现过度使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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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维修 技术参数

无指示灯 ·检查插头是否插好。
·检查电源电压与标签上标注参数是否一致。

不出水 
·检查水箱是否有水，若无请加水。

手柄不能完全按下
·检查是否有异物或胶囊卡住机器中。

·请联系授权的服务中心维修或经销商。

咖啡流速不均
·检查水箱，正确放置水箱。
·检查胶囊，重新放入胶囊。

出水，不出咖啡 ·换一个新胶囊。

按键无反应 ·拔下电源后重新接上电源。

其它问题 ·请联系授权的服务中心。

·水箱未正确放置。

·非专用胶囊。 

·请联系授权的服务中心维修或经销商。

·请联系授权的服务中心维修或经销商。

550ml

~ 3.6 kg

20  bar  

AC220-240V   50-60Hz 1300-1500W

110mm        365mm265mm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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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搜索用户手册信息www.cin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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