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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型号

QASTB18A01

QASTB18A02

额定电压

100-120V

220-240V

额定功率

694-1000W

840-1000W

最大容量

0.70L/24oz

0.70L/24oz

最小容量

0.23L/8oz

0.23L/8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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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事项：
必须在初次使用前，详细阅读所有指示。
必须将所有用作包装的塑料袋、封盖和包装材料
远离孩童，以免引致窒息危险。
必须确保双手干燥才能接触电源插头以及底座按
键。

必须确保茶机处于冷却状态下添加水、安装或拆
除茶壶内部件。茶壶底部的发热盘在使用后仍会
留有余热。
必须确保茶机仅在家居和类似的环境内使用，例
如:
设于商店、办公室和其他工作环境内的员
工厨房；
农舍；
酒店、旅馆及其他住宅类型居所的住客；
提供早餐与住宿的居所。

必须确保茶壶在操作前以正确方式和方向放置在
底座上，然后插上电源。
必须确保孩童在成年人监管下才可使用或靠近茶
机。
必须让茶机远离墙壁、窗帘及其他不耐热或蒸汽
的材料。
必须确保供电电压与底座所示规格相同。
必须确保在冲泡运作前所有部件包括导管、护套
、喷头及过滤器已正确及牢固地安装在茶壶内的
指定位置。
必须确保采用洁净的饮用水注入茶壶。
必须确保茶壶的顶盖和冲泡器已正确及牢固地安
装在茶壶内指定位置，并在整个冲泡过程中特别
是在倾倒饮料时仍能保持紧密覆盖。如需要，在
倾倒饮料时可按住顶盖以加强安全。

八岁或以上并且经过监督或指示安全运作和了解
其所涉及危险性的孩童可使用此茶机。在监督下
，八岁或以上的孩童可清洁或保养此茶机。本产
品及所附的电源线必须远离小于八岁的孩童。
在经过监督及指示安全运作和了解其所涉及的危
险性之下，具有轻度身体、感官、智力等障碍或
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人士可以使用此茶机。
必须按照清洁及保养章节所述的程序清洁茶机部
件。

“请勿”事项：

必须将茶叶放置在冲泡器内而非直接将其放入茶
壶内。

请勿将茶机使用于与其设计用途以外的情况，本
茶机是专为加热饮用水和冲泡茶水而设计和制造
的，如不正确地使用本茶机会导致产品故障和/
或导致受伤。

必须采用茶壶手柄来提起及移动茶壶。

请勿使用本茶机加热或冲泡其他液体或食物。

必须当心触摸茶壶手柄和顶盖，因为茶机在使用
期间，茶壶手柄和顶盖可能变热。

请勿使用非本制造商推荐的配附件。

必须在茶机使用期间当心壶内热蒸汽会从茶壶倾
倒口或周边，特别是围绕茶壶手柄的地方冒出。

请勿使用非本制造商提供的手机应用程序连接及
操控茶机。
请勿让小孩玩弄茶机。

必须在移动盛有热水的茶壶时加倍小心。
必须在从茶壶倾倒液体时倍加小心，避免被沸水
及蒸汽烫伤。

请勿对茶机的任何部件进行修改。

必须在不使用茶机时或清洁茶机前按ON/OFF键
关机，然后拔掉电源插头。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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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须知 - 务必详细阅读

请勿在海拔2800米/9200英尺以上及水沸点低于
摄氏90oC/华氏194oF的地区使用茶机。

茶机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使用时须加
倍小心，以防在使用或冷却过程中因接
触茶机外部而导致的灼伤、烫伤、火灾
或其他危及人身或财物的损伤。

请勿将茶机放置在或靠近热瓦斯炉或电热炉上，
或放入已加热的电烤炉或微波炉内，或放入冰箱
或冰柜内。
请勿将电源线悬空吊挂在桌子或柜台边缘、接触
发热表面或扭曲打结。

请勿在茶机进行加热或冲泡时提起茶壶。

请勿将茶机放置在不平或倾斜的表面上。

请勿在茶机进行加热或冲泡时将顶盖或冲泡器移
走，以免被热水及蒸汽所烫伤。

请勿将茶机的茶壶和底座放置于潮湿的表面。

请勿在无人看管情况下使用茶机。

请勿将受热的茶壶直接接触冷冻的表面。

请勿在倾倒饮料时，将手或身体任何部份置于茶
机的倾倒口下。

请勿将茶壶直接放置在瓦斯炉或电炉灶或热盘
上。
请勿向茶机的连接器倒水或洒水。

请勿在清洁时，使用粗糙的洗涤布、钢丝垫或其
他磨砂材料擦拭茶壶。

请勿在茶机上放置任何物件。

请勿在清洁时对茶壶内的温度传感器进行推压、
弯曲或摩擦。

请勿在发现电源线或插头受损后，或在茶机发生
故障或损坏情况下使用茶机。

请勿将茶壶翻转放置干燥，此举可能导致茶壶玻
璃破裂。

请勿在未注入水的情况下操作茶机，此举会损坏
茶机产品。必须等待茶机冷却后才可加注水。
请勿使用非本茶机所提供的底座。

为保护使用者免于电击，切勿将茶机
的茶壶、底座、电源线和插头浸入水
中或使上述部件受潮。

请勿在发现茶壶破裂或手柄松动不稳固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茶机。

请勿用水冲洗茶壶外部表面。

请勿在茶机的狭缝沟槽或孔洞内塞进任何物件。

短电源线提示
为减低火灾和电击危险，请勿擅自打开
拆除茶壶和底座的固定封盖。所有维修
必须由授权的专业人员进行。

请勿在通电状态下移动本茶机。
请勿在注水操作茶机时，让茶壶的水位超越最
高水位线‘MAX’或低于最低水位线‘MIN’。若注
水太多会导致茶机工作时沸水外溢。
请勿在没有加上适当的额外过滤器或茶叶袋的
情况下使用细碎或粉末式茶叶。

为安全起见，本茶机提供短的电源线以降低因电
源线过长产生的被拉动、缠绕或绊倒造成的人身
和财物损坏的危险。
在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下可使用电源延长线。电
源延长线须为三芯接地电源线，其电气额定值须
不低于本茶机的电气额定值。电源延长线应被摆
放好，不应悬挂在台面或桌子上，以免小孩拉扯
或产生绊倒危险。请勿串联多根电源延长线。
如发现电源线损坏需要更换时，须安排制造商或
其服务代理或具相关认可资格的人士进行更换以
防危险。

请勿在注水后过度倾斜茶机。

妥善保存本指南
仅供家居使用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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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

5
6

3
4

7

9
8

10

13
11

14

12

15

顶盖
冲泡器定位点
冲泡器
硅胶固定圈
冲泡器把手
过滤器
茶壶
倾倒口
喷头
茶壶手柄
导管及护套(隐藏)
水槽
温度传感器
发热盘
底座
电源线
插头 (根据型号有所不同)
连接器
定位针
排水孔

21. TYPE 茶类选择按键：
按照茶叶种类选择冲泡程序，在所选茶
叶类型上的指示灯将持续点亮

17
16

连接手机应用程序时，多个指示灯会同
时闪烁
19
23
18

22. BREW (ON/OFF) 冲泡(开/关)按键：
短按此键可启动冲泡程序(相关指示灯
将持续点亮)或停止所有操作
长按此键可以开启/关闭茶机
在先沸腾后冲泡模式时，指示灯将快速
闪烁（仅适用于手机应用程序操控）
在预约模式时，指示灯将慢速闪烁（仅
适用于应用程序操控）

22
20
21

23. HEAT (KEEP WARM) 加热 (保温) 按键:
短按此键可以启动加热程序(相关指示
灯会持续点亮)或停止加热/保温模式操
作
长按此键可以启动保温模式，指示灯将
慢速闪烁
在先沸腾后等待模式时，指示灯将快速
闪烁（仅适用于应用程序操控）

www.qiaerista.com

第 06 页

初次使用前

在使用茶机前请先详细阅读"重要安全须知"章节内的各项指示，然后进行以下各项安装和清洁步骤以准备
冲泡。
初次清洁准备步骤
01

08

在初次使用茶机前，请将所有包装材料和茶壶上的标
签清除并妥善丢弃。
02

将顶盖、冲泡器、过滤器和导管小心地从茶壶内移除
。
03

将洁净的清水注入茶壶至最高水位线‘MAX’。

09

小心将冲泡器安装在茶壶上，确保喷头正确及无变形
地安装在冲泡器特定位置，不适当的安装会直接影响
冲泡效果。

使用柔软的海绵及不含香味的肥皂温水清洗顶盖、冲
泡器、过滤器、导管和茶壶内部，然后用洁净的清水
彻底冲洗。
切勿将茶机包括茶壶、底座、电源线
和插头浸入水中或使上述部件受潮。

10

将顶盖紧密地覆盖在冲泡器上，首先应确保顶盖边预
留的凹槽务必与冲泡器凸出的定位点对齐并互相契合
完好，然后轻按压顶盖确保与冲泡器紧密覆盖，不会
反弹脱离。

04

确保护套妥善地套在导管底端的正确位置。

05
11

确保喷头妥善地套在导管顶端的正确位置。

安放茶壶在底座上，确保茶壶底部的连接器口和定位
孔与底座上的连接器和定位指针相互对准及契合。

06

开启茶机

重新将导管插回茶壶指定位置。

12

将电源插头插进具有接地装置的电源插座，茶机随即
会发出"哔"声。
07

13

重新将过滤器安装在冲泡器的指定位置，并确保过滤
器上的固定夹子正确地夹在冲泡器的侧壁上。

长按底座上的‘BREW’冲泡按键两秒钟，直到‘Black’红
茶的指示灯点亮及响起"哔"一声。茶机已开启并进入
待机状态。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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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清洁茶机
14

20

再按‘BREW’冲泡键启动清洁程序。‘BREW’冲泡按键
边缘侧的指示灯将点亮。

让茶机冷却至少10分钟后打开顶盖及移除冲泡器，然
后挤压喷头排走残留在导管内的水。

15

当冲泡/清洁程序完成后，茶机会发出四声连续哔声
以作通知；茶机随即自动转至保温程序，可以按
‘BREW’冲泡键停止保温程序。

21

茶机现已准备就绪，可以进行冲泡。
关闭茶机

茶机在使用期间，茶壶手柄和顶盖可
能会变热。

22

茶机在待机状态下如十五分钟内无任何操作，将自动
关机。
23

16

紧握茶壶手柄将茶壶从底座移离，并将茶壶内的热水
倒清完毕。

茶机也可进行人工关机，只需长按‘BREW’冲泡键两
秒直至发出一声"哔"响后所有指示灯熄灭。

切勿在顶盖打开时将茶壶内的水/茶倒
出。如顶盖打开，高温的水/茶可能从
喷头及冲泡器边缘溅出，此举可能导
致烫伤。
17

让茶机冷却至少10分钟，然后打开顶盖，通过抓握冲
泡器的硅胶固定圈轻轻将冲泡器提起。重新注入清水
至最高水位线‘MAX’，然后将冲泡器及顶盖牢固地装
回。

在茶机工作过程中和倾倒饮料时，必须
确保茶壶的顶盖和冲泡器已妥善及牢固
地安装到位。
请勿在茶壶处于高温状态下注入冷水，
必须让茶壶先冷却后加水。

若注水超越最高水位线，可能导致高温
热水溢出，造成严重的烫伤或伤害。
18

在‘Black’红茶的指示灯点亮的情况下按‘BREW’冲泡键
进行第二次冲泡程序。
19

当第二次冲泡完成后，点按‘BREW’冲泡键停止保温
程序，紧握茶壶手柄将茶壶从底座移离并将茶壶内的
热水倒清。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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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使用茶机前请详细阅读"重要安全须知"及"初次使
用前"两章节内的各项指示，然后根据以下使用
方法操作茶机。
冲泡模式
本茶机已按不同的茶叶种类预设相关的冲泡时间和水
温，以便您能轻松冲泡和享受所喜爱的茶。

08

按‘TYPE’茶类选择键切换茶叶种类，
相关的茶类指示灯将会点亮。如长按
该键多于两秒，将自动在茶叶种类间
循环切换。
09

01

移离顶盖及冲泡器，然后往茶壶加注洁净的饮用水至
最高‘MAX’及最低‘MIN’水位之间。

为达到最佳的冷冲泡和水温低于60 o C
/140oF时的冲泡效果，建议注水量在2
至3杯水位之间。

按‘BREW’冲泡键开始冲泡程序，茶壶内的水先被加热
至指定温度，然后冲泡过程将会正式开始。
10

茶机将按预定的程序进行冲泡，完成后茶机会发出四
声"哔"声。下列操作出现可使茶机停止工作:
a) 底座上的‘BREW’冲泡键被点按。
b) 手机应用程序上的停止键被点按。

02

注意: 如果冲泡程序提前停止，热水会积存
在冲泡器内，打开顶盖前须确保(a)没有水
从冲泡器流出，及(b)让茶机先行冷却至少
十分钟。

小心将冲泡器安装在茶壶上，确保喷
头正确及无变形地安装在冲泡器特定
位置，不适当的安装会直接影响冲泡
效果。
11

03

将茶叶放置在冲泡器内，按一般建议比例：一杯水
(230mL/8oz)约需1至3茶匙的茶叶。

请勿在没有加上合适的额外过滤器或茶
叶袋的情况下使用细碎或粉末式茶叶。

出茶时，将茶壶提离底座，然后小心地倾倒茶水。倾
倒时绝对不要将顶盖及冲泡器打开，也不要将手放置
在倾倒口下面。
12

使用后，请根据清洁及保养章节所述的程序进行清洁
工作。
冲泡程序预设参数

04

将顶盖紧密地覆盖在冲泡器上，首先应确保顶盖边预
留的凹槽务必与冲泡器凸出的定位点对齐并互相契合
完好，然后轻按压顶盖确保与冲泡器紧密覆盖，不会
反弹脱离。
05

安放茶壶在底座上，确保茶壶底部的连接器口和定位
孔与底座上的连接器和定位指针相互对准及契合。

茶类
Black红茶
Green绿茶
White白茶
Pu’er普洱
Oolong乌龙
Herbal草本
Custom自选

Strong特浓
Cold冷冲泡

06

将电源插头插进具有接地装置的电源插座，茶机随即
会发出"哔"声。

预设冲泡温度
95oC/203oF
80oC/176oF
85oC/185oF
96oC/205oF
90oC/194oF
96oC/205oF
95oC/203oF
95oC/203oF
25oC/77oF

预设冲泡时间
3 分钟
3 分钟
3 分钟
3 分钟
3 分钟
3.5 分钟
2.5 分钟
8 分钟
10 分钟

在冲泡茶味较浓或较特别的茶后，必须将
茶机各部件进行彻底清洗以消除可能残留
的茶味。

07

长按底座上的‘BREW’冲泡按键两秒钟，直至茶机底座
指示灯点亮并发出"哔"的一声，表明茶机已被开启。

www.qiaerista.com

本茶机的设计用途仅供加热和冲泡茶水之
用，切勿将香料或任何其他食物放入茶机
内。

使用方法
保温模式

04

在保温模式下，茶机将在最多60分钟内保持水温在
70oC/158oF。
01

长按底座上的‘BREW’冲泡按键两秒钟，直至茶机底座
指示灯点亮并发出"哔"的一声，表明茶机已被开启。
05

当冲泡完成后，茶机会自动切换至保温模式，此时在
‘HEAT’加热按键侧的边缘指示灯将会柔和地闪烁。
注意: 保温模式不适用于冷冲泡操作。

点按‘TYPE’茶类选择键切换茶叶种类，相关的茶类指
示灯将会点亮。
06

按‘HEAT’加热键开始加热程序。

02

茶机将按预定的程序进行60分钟保温，完成后会发出
两声"哔"声。若下列操作出现，茶机将停止运作: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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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底座上的‘BREW’ 冲泡键或 ‘HEAT’加热键
被点按。
b) 手机应用程序上的停止键被点按。

如需重启保温模式，请长按‘HEAT’加热键两秒钟直至
按键侧的边缘指示灯慢速闪烁及发出一声"哔"声。

07

注意:设在‘HEAT’加热键侧边缘的指示灯会持续点亮，
如该指示灯慢速闪烁，则表示茶机正进入保温模式，
点按‘HEAT’加热键两次即可切换至加热模式。
08

加热程序完成时茶机会发出三声"哔"声。
09

将茶壶提离底座，然后小心地倾倒热水。倾倒时绝对
不要将顶盖及冲泡器打开，也不要将手放置在倾倒口
下面。
10

在开启保温模式前，必须确保茶壶内的液
体维持在最高和最低水位之间。

加热模式
本茶机也可作为智能加热水壶使用，根据所选茶类将
水加热至预设温度后进行冲泡。此功能是专供喜欢采
用茶壶、盖碗或茶杯冲泡者使用。注意: 加热模式不
适用于冷冲泡操作。
01

移离顶盖及冲泡器，然后往茶壶加注洁净的饮用水至
最高‘MAX’及最低‘MIN’水位之间。
02

在加热过程中可按照下列方法停止茶机工作:
a) 底座上的‘BREW’ 冲泡键或 ‘HEAT’加热键
被点按。
b) 手机应用程序上的停止键被点按。
加热模式预设参数
茶类
Black红茶
Green绿茶
White白茶
Pu’er普洱
Oolong乌龙
Herbal草本
Custom自选
Strong特浓
Cold冷冲泡

预设加热温度
100oC/212oF
85oC/185oF
90oC/194oF
100oC/212oF
95oC/203oF
100oC/212oF
100oC/212oF
100oC/212oF
N/A

小心将顶盖和冲泡器牢固安装在茶壶上，确保喷头妥
善无变形地安装在冲泡器特定位置。
加热模式和保温模式共用同一按键。
03

安放茶壶在底座上，确保茶壶底部的连接器口和定位
孔与底座上的连接器和定位指针相互对准及契合。

www.qiaerista.com

茶机在加热或保温期间，茶壶手柄和顶
盖可能会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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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及保养

为保持茶机处于最佳冲泡状态，每次使用后对茶机进行正确清洁是非常重要的。

外部清洁方式

06

01

在打开及移除顶盖和冲泡器前，必须确保茶机已完全
关闭、电源插头已拔除及茶机已经冷却十分鐘以上。

02

使用温水冲洗茶壶内部，然后以软性
海绵进行擦拭。将水从茶壶排走时，
需同时按压喷头将导管内残留的水挤
出。

07

选用湿布擦拭茶壶的整个外部表面(底部除外)，然后
再用干布擦干。切勿使用粗糙的洗涤布、钢丝垫或其
他磨砂材料擦拭茶机的任何部位。
为保护使用者免于电击，切勿将茶机
的茶壶、底座、电源线和插头浸入水
中或使上述部件受潮。

让茶壶自然风干而不应将其翻转放置干燥，因此举可
能导致茶壶玻璃破裂。
08

进行更彻底的清洗，可将导管移除并以清水冲洗导管
内部，同时按压喷头将导管内残留的水挤出。
09

请勿直接用水冲洗茶壶外部表面。

确保护套妥善地套在导管底端的正确位置。

内部清洁方式
03

10

首先打开顶盖，通过抓握冲泡器的硅胶固定圈轻轻将
冲泡器提起移除。注意: 在将冲泡器移除时须同时握
紧茶壶手柄以防止茶壶翻倒和玻璃破裂。

确保喷头妥善地套在导管顶端的正确位置。

11
04

每次冲泡后，请在三十分钟内将冲泡器内已经冲泡的
茶叶及剩余在茶壶内的茶水全部清除。

冲泡器、导管和发热盘在冲泡过程中可能产生积垢，
因此可采用市场通用的除垢剂按照其产品使用说明作
定期除垢处理以保持茶机外观清洁，维持茶机的工作
效率和防止设备故障。

注意: 当打开顶盖倾倒剩余茶水时，慎
防残余茶水从喷头溅出。
必须确保茶机冷却后才可将顶盖打开。

05

将顶盖及冲泡器放在水中，以软性海绵或布进行擦拭
清洗。如需要，可移除过滤器清洗。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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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应用程序下载

步骤 1
请用智能手机扫描
此二维码

步骤 2
点按选择 iOS 或 Android 程序，
然后按照屏幕上指示进行安装

主页面功能
茶谱搜索栏
二维码扫描键

应用程序下载安装完成后，开始运行将出
现登录主页面。点按页面任何位置进行登
录/注册 (有关步骤请参阅下一节所述)。
显示在主页面上的主功能包括: (详见左图)

通知栏

茶类选单
茶类列表
导航菜单

登录/注册
如果您还未开设帐户，点击'新用户注册'键，按页面指示进
行帐户开设。
如果您已开设 Qi Aerista 应用程序帐户，则只需输入您的
电邮地址和密码即可登录。
如果您忘记登录密码，则点击'忘记密码'键并按照屏幕指示
索取。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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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机（设备）页面功能显示
在主页面点击茶机的图标

以显示茶机（设备）页面。

连接茶机

二维码扫描键

茶机设置

预约定时
状态显示
茶类选择

模式选择

预设温度
预设时间

使用应用程序操控茶机
运作前，须确保茶机已
开启。

连接茶机
请按以下指示通过应用程序操控本
茶机：

步骤 1
点按

步骤 2
图标

点按‘添加设备’

开/关键

为正确连接操作，请确保您的智能手机和茶机处于同一
Wi-Fi网络范围，同时确认手机已连接到该Wi-Fi网络。
注意：本产品仅适用于2.4GHz 的Wi-Fi网络。

步骤 3

步骤 4

输入您的Wi-Fi登入 确保茶机已开启，同时
密码后点按‘下一步’ 长按底座上的‘TYPE’茶
键
类选择键和‘HEAT’加热
键不少于两秒直至听到
两声短促的"哔"声。再
次重覆此双按动作，此
时 指 示 'BLACK'、
'GREEN'及'WHITE'的指
示灯会同时闪烁，点按
屏幕上'开始连接'键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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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茶机 （继续）

步骤 5

步骤 6

成功连接后，点
按屏幕上的'完成
'键

点按屏幕上'已连接'键
返回茶机页面。若页面
显示'离线'，则请重新
启动应用程序。现在您
已完成所有的连接设置
并能随意操控茶机了

茶机操作介绍
本茶机提供冲泡、加热及保温的三个功能模式。冲泡模式实现自动冲泡功能，加热模式让茶机作为可设定水温
的烧水壶使用，而保温模式可令茶水保持在设定的温度。
茶机操作状态显示包括:
当前茶机的操作状态
当前或预设的水温
当前或倒计的时间
按照下列五个步骤通过应用程序进行冲泡:
1. 手触屏幕左右滑动选择茶叶种类
2. 点按选择操作模式:
a) 冲泡: 自动进行冲泡
b) 加热: 进行加热或
c) 保温: 保持水温
3. 点按可设置温度
4. 点按可设置时间
5. 点按可执行启动/停止操作

在开始操作前，确保您已详细地阅读及遵照使用说明书的指示正确地按预期用途和操作模式准备好
了茶机。

设置温度和时间
上下滑动页面上的数字转轮选择温度和时间值，选定后按确认键。
注意: 设置前必须确保茶壶已稳妥地放置在底座上，同时茶机已处
于待机状态如图所示。
注意: 一旦水温及操作时间按所选茶类进行了更改，相关数据将自
动储存直至下一次设置更改。

所有茶类均可以在三个不同操作模式(冲泡/加热/保温)下各自设定温度和时间，但冷冲泡模式只
能调节冲泡时间。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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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茶机设置
在设备页面上点按'设置'图标进入茶机设置。

步骤 1

步骤 2

点按页面上
的'设置'键

按照下表所述
进行自选设置

冲泡记录

为您保存历史冲泡记录。

冲泡模式

您可选择正常冲泡或先沸腾后冲泡。
先沸腾后冲泡是指：
1) 先加热到沸腾温度 (预设 100oC/212oF)。
2) 等待温度降到冲泡温度。
3) 继续自动冲泡。
如需设置，先点按'冲泡模式', 然后选择'先沸腾后冲泡', 最后点按'确认'。

加热模式

您可选择正常加热或先沸腾后冷却。
先沸腾后冷却是指：
1) 先加热到沸腾温度 (预设 100oC/212oF)。
2) 等待温度降到加热温度。
3) 通知使用者热水已准备好，可供人工冲泡。
如需设置，先点按'加热模式', 然后选择'先沸腾后冷却', 最后点按'确认'。

设定沸点

在海拔较高地区，水沸点较低。利用此设置可在90oC (194oF)至100oC (212oF) 之间
设置水沸点，这样茶机在高海拔地区仍能正常使用。

蜂鸣器

利用此设置可开启或关闭茶机的蜂鸣器。

重命名设备

利用此设置可更改茶机的名称。

恢复出厂设置

利用此按键可重置茶机的默认设置。

删除设备

利用此按键可解除茶机与应用程序的连接。

为使茶机功能正常发挥，请勿在水沸点低于摄氏90oC/华氏194oF的地区使用茶机(如:高于海拔
2800m/9200ft的地区)。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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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定时设置
可利用此设置预约24小时内的定时冲泡操作。

步骤 1

步骤 2

选择茶类后再点按
'预约'键

步骤 3

时钟选表应出现，显示
现在时间（现显示14:25
作为例子)

设定希望的开始时间，
然后点按'确认'键
(现设定明早7:25作为
例子)

步骤 5

步骤 4
操作状态屏幕显示茶机
正处于'预约等待'状态
，同时显示冲泡倒计剩
余时间 (现显示仍有17
小时作为例子)

步骤 6

如需更改预约，只需在茶
机页面再点按'预约'键进
行修改

可点按 '更新'或 '取消' 键
更新或取消预约

启动预约定时设置前，必须确保茶壶已稳妥地安放在底座上并已加注洁净的饮用水至最高和最
低水位线之间。

开始预约定时设置前，必须确保茶机已按照使用说明书的各项指示正确地设置。

预约定时设置仅适用于冲泡模式。

www.qiaerista.com

APP 使用说明

第 16 页
用户信息（我的）页面

步骤 1

步骤 2

点按页面上的用户
（我的）信息图标

点按图像可更新用户的
信息资料。其他更改，
请按下表所述进行

用户资料

更新个人资料 (即: 个人资料相片、昵称、性别、地区及密码重置)

铃声

选择喜爱的通知铃声

单位

公制/摄氏度为默认设定值，可以选择英制单位和华氏度

语言

英语为默认设定语言，中文为可选

消息

来自Qi Aerista的系统推广消息

使用教程

在线查阅茶机及应用程序的使用说明

关于

应用程序版本

注销

登出应用程序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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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谱页面

步骤 1

步骤 2

点按'茶谱'图标

按照下表所述进行操作

茶叶列表

可从茶谱中选取茶叶及更多地了解该茶叶的相关信
息、冲泡方法和评论等资料。

扫瞄

点按页面右上角的扫瞄图标扫瞄 Qi Aerista 茶包上
的二维码可获得相关茶叶的信息。

一键冲泡

步骤 1 - 在茶机内按使用说明书准备好水和茶叶。
将茶壶稳妥地放置在底座上，确保茶机已开启并处
于待机状态。
步骤 2 - 在'茶'页面点按 '一键冲泡' 可将相关冲泡设
定发送至茶机。底座上的'Custom'自选指示灯将
会点亮。
步骤 3 - 茶机页面会显示所选茶叶。'Custom'自选
设定的水温和时间将作相应更新。
步骤 4 - 选择'冲泡'或'加热'，点按'开始'键开始冲
泡。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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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疑难排解

应用程序已与茶机连接，但却显
示茶机处于离线状态。

首先须确保茶机已开启。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将自动重新与
茶机连接。

指示灯在茶机开启一段时间后熄
灭。

茶机在开启后会切换到待机状态的。若茶机开启后15分钟内底座上
的按键未有被点按或未有收到应用程序发出的任何操作指令，茶机即
会自动切换至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所有指示灯将会熄灭。

如何在应用程式将摄氏度转换为
华氏度作显示？

华氏度显示可通过用户信息页面内的单位设定进行切换，请参阅应用
程序指南中有关用户信息页面内的说明。

冲泡开始后，在导管附近出现
气泡。

气泡纯粹是由于本茶机利用空气推动专利在循环冲泡过程中产生的，
在冲泡过程中有少量空气泄出到茶壶是正常的。

顶盖在冲泡进行时弹起。

1) 确保顶盖与冲泡器两者之间的接触面应是完全洁淨的，不可附有
任何碎屑及油性物质。
2) 确保顶盖与冲泡器正确地对齐并互相紧密契合。
3) 确保导管、喷头及护套已正确地装入茶壶。
4) 确保冲泡器内无过量茶叶，以免冲泡过程中茶叶膨胀顶开顶盖。

为何茶机不能如常进行冲泡，以
及所冲泡的茶不如以往那么浓?

1) 确保导管、喷头及护套已正确地安装在茶壶内的适当位置。
2) 确保冲泡器及过滤器已正确地安装在茶壶内的适当位置。
3) 确保顶盖在冲泡操作期间正确地紧密覆盖。
4) 确保足够的水量已加注到茶壶内最高和最低水位之间。
5) 如以低于60oC/140oF的冲泡温度进行冲泡，建议采用2至3杯的水
量以达到最佳的冲泡效果。

如何清理黏附在过滤器上的茶叶?

1) 拆下过滤器并以清水进行清洗。
2) 重新安装回过滤器时，必须确保过滤器的夹子正确地夹附在冲泡
器的外壁上。

完成冲泡后发现在冲泡器表面有
色泽的水印或茶渍。它是什么?

水印污渍很可能是在冲泡后所遗留的茶渍水印。如需要，可依照"清
洁及保养"章节进行清理。

在品尝冲泡的绿茶时仍尝到先前
冲泡的红茶茶味，应如何处理?

在每次冲泡完毕，尤其是冲泡茶味较浓的茶后，应时常按"清洁及保
养"章节所述的指示进行清理。如需进行更深层的清洁，可参照本说
明书"初次使用前"一章内所述的清洁程序进行处理。

希望重置茶机的默认设定。

可通过应用程序：打开茶机页面->点按设置键->点按恢复出厂设置。

什么智能手机可支持此应用程序?

Android – 4.0 或以上
iOS – iOS 7 或以上; iPhone 5 或以上

如有其他问题

欢迎与我们联系，电邮地址：support@qiaerista.com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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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 Qi Aerista 智能茶机。
基慧创华有限公司(简称KIL或本公司)将在本公司电子邮箱support@qiaerista.com收到您的电邮登记当
日算起，按照下列条款提供一年免费保修服务:
一年免费保修服务需在本公司的货运跟踪纪录显示在茶机送达日的30天内以电邮完成有关登记方为有效，
如逾期则一年免费保修服务将会失效。
以电邮登记须提供以下各项资料 (a) 姓名；(b) 电邮地址；(c) 邮寄地址；(d) 联络电话号码；(e) 产品送达日
期；及 (f) 发票/订单号。如资料不全则登记将视作无效。
在一年免费保修期限内，如有 (a) 任何因材料不良及制造品质所造成的瑕疵；(b) 已严格遵照 Qi Aerista 智
能茶机使用说明书的各项指示、限制或警示作正常使用和维护后仍出现的瑕疵，经KIL判断合理后将提供
产品的修理或更换。
本免费保修服务不包括茶机在运作时的磨损、视为耗材性质或玻璃材质的产品及/或产品部件。
如下列情况出现，本保修服务条款将自动失效: (a) 故障是由于不正确使用及/或不良维护(例如部件被水垢
所堵塞)所引起；(b) 由非经KIL授权的人员以任何方式对产品进行明显或隐蔽的修改、打开、调整或修理；
或 (c) 由于电源干扰或采用了不正确电压而引起的故障。
如需进行保修服务，用户需承担相关产品往返KIL维修中心和用户之间产生的运输及关税的手续和费用。
如有其他任何问题，请发送电邮至support@qiaerista.com 与本公司 Qi Aerista 联络。

本产品使用寿命结束时，不能以普通家居垃圾处理，必须交往专门接收电气及电子产品的回收
中心。可按照标签进行材料的回收利用。通过重复使用、回收或利用旧设备可对保护环境提供
重大贡献。请向当地政府部门查询有关物品回收的正确地点。

www.qiaer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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