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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不锈钢外形设计；

02. 可实现多层烘烤，烘烤成品的效果佳；

03. 正反转电机，内腔温场更均匀；

04. 内腔采用304不锈钢材质，更耐用；

05. 3500W大功率设计，预热更快，烘烤效果更佳；

06. 精准的电子温控装置，温度控制更精准，制作食物得心应手；

07. 内腔和外壳之间填充保温棉隔热保温，外表面温度更低，更安全；温场变化更小；

08. 双层玻璃门设计，保温更隔热；

09. 两个炉灯设计，多层烤时，也能观察到内腔的每个角落；

10. 铝合金烤盘设计，受热更好，更耐用；

11. 四层导轨设计，可同时最多烘烤四层食物，效率倍增；

12. 带电磁阀抽水泵，喷湿更简便；

       感谢您选择COUSS（卡士）。COUSS作为专业的家庭烘焙解决方案提供商，从首创面包机

烤箱，到变温烤箱的问世，COUSS一次又一次的引领行业发展，不断追求创新，COUSS将继续

以用户的切身需求出发，秉承“Make difference 创造非凡体验”的文化理念，不断以创新性

优质产品，为全球消费者带来“快乐烘烤，健康生活”的全新生活体验。

02     品牌介绍

02     产品特点

03     注意事项

04     构件说明

07     操作指南

14     清洁及保养

15     疑难解答 

16     技术规格参数

16     执行标准

品牌介绍



1． 使用CO-960S电烤箱之前，请仔细阅读操作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供日后参考。

2． 以下注意事项，为防止给使用者或他人带来危害及损害，请务必遵守。

1. 切勿让水或任何其它液体或易燃性清洁剂进入产品，以免发生触电和（或）火灾。

2. 如果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立即关掉设备，然后拔下插头。不要继续使用或试图修复故

    障设备。

3. 为减少发生烧伤或其他伤害的风险，请勿触摸发热面。建议使用烤箱隔热手套或其他长柄器具。

    当从烤箱内部取出烤网附件时请使用烤箱取盘器或隔热手套。

4. 当设备连接电源或设备仍在发热时，不要试图取出食物或清洗烤箱。

5. 请勿将产品机体浸泡在水里或其它液体中，或是将水溅在产品上。否则可能有短路触电的危险。

6.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1. 请勿擅自进行拆卸、修理与改造，可能引致起火与触电。需维修时请咨询COUSS（卡士中国）

    客户服务中心，由制造厂或指定维修中心维修。

2. 使用产品时，必须有足够的空间使空气流通。请勿在不稳定或不耐热的垫子上放置使用，使用

    时不要靠近窗帘，墙上饰品，衣物或其他可燃物品。本产品在工作时会产生高温，若如此可能

    导致起火。

3. 请单独使用额定16A以上，交流220V的插座，请勿与其他电器合并使用，否则可能会异常发

    热，起火。

4. 请保持电源线完好。电源线请勿割伤、损坏、过度弯曲、拉扯、扭转、打结、或靠近高温处。

    并请勿压上重物、挤压、或重新自行组装。否则，电源线损伤、插头损伤或插座松动时，会造

    成触电、短路、起火的危险。

5. 请勿让肢体不健全、感觉或精神上有障碍或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儿童）单独接触或

    使用本产品。否则会有触电危险、烧伤或其他伤害的风险。

6. 进行保养时，务必切断电源，并且请勿用湿的手插拔电源插头。否则，会有触电、受伤的危险。

7. 器具不能在外接定时器或独立的遥控控制系统的方式下运行。

1. 为降低发生火灾的危险，使用该产品时请勿长时间离开本产品，必须有人看管。

2. 请勿靠近墙壁、家具使用（四周应保留10CM以上空间距离），否则可能引起火灾。

3. 请勿在产品上、下方放置物品，否则可能引起火灾。

4. 请在干燥、稳固、平整的表面上放置和使用本产品，周围应无易燃气体、烟雾气，产品顶部不

    能放置任何物品，避免发生意外或引起火灾。

5. 请勿在气体用具、加热装置或火炉附近使用本产品。否则可能导致产品受损，甚至起火。

6. 请勿将油倒入产品内部。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7. 请勿直接使用烤网烘烤生的鱼肉，否则食物释出的油脂可能引发火灾。

8. 请勿直接把罐装品、瓶装品及体积较大的食物或塑胶类的器皿放入烧箱内烘烤，以免意外。

9. 只能使用COUSS建议或随机配送的配件，否则产品可能无法运作，甚至导致产品受损。

10. 请勿用硬物敲击本产品，以免产品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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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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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烫手套烤网                                              



1. 烤网：用于烤面包片、松饼和承载烤盘。

2. 烤盘：用于烤肉、鱼等带汁的食物，细小的食物如豆类、玉米粒和蛋糕等。

3. 隔热手套：用于取出烤盘，烤网或其他高温烘烤器具时防烫保护使用；

保温发酵热风

曲奇

自定义

欧包

吐司

喷雾

指示灯

实时温度

指示灯

数码

显示屏

显示(温度)

数码

显示屏

显示(时间)

启动/暂停

指示灯
时间

调节键

时间

或温度

调节键(  )

实时/设置

温度切换键

喷雾开关

时间

或温度

调节键(  )

电源

开关

照明开关

温度

调节键

启动/暂停键

功能说明及其参数⼀览表

菜单 时间范围 温度范围 功能模式

（实时/设置
��温度切换键）

（热⻛）

（发酵）

（保温/烘⼲）

（曲奇）

（欧包）

（吐司）

DIY1

DIY2

DIY3

⽆ ⽆ 查看实时温度和
设定温度的相互切换

1-240分

默认值30分 默认值180℃

60〜300℃
热⻛

1-12⼩时

默认值60分 默认值38℃

20〜50℃

1-240分

默认值30分 默认值60℃

60〜100℃

1-60分

默认值20分 默认值180℃

150〜300℃

热⻛

热⻛

热⻛

1-60分

默认值25分 默认值200℃

150〜300℃
热⻛

1-60分

默认值35分 默认值200℃

150〜300℃
热⻛

1-240分

默认值30分 默认值180℃

60〜300℃
热⻛

1-240分

默认值30分 默认值180℃

60〜300℃
热⻛

1-240分

默认值30分 默认值180℃

60〜300℃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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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开包装，清点随机附件和资料，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2. 烤箱仅限于室内使用。把烤箱放在平稳的平台上（如厨房的工作台或桌子等），烤箱的顶部及

    四周离墙壁、木制品或桌面上的任何物体的距离至少在10cm以上。

3. 打开玻璃门，取出所有附件，用含有中性清洁剂的温水冲洗，或者放到洗碗机里清洗。

4. 使用拧干的湿毛巾擦干净烤箱的内腔及附件后，将其组装好，再依次装入烤箱。

5. 检查电源，插座等，确认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然后接通电源。

6. 为了防止刮伤或变色，请不要在烤箱顶部上放置任何东西。

注意：

1.在产品首次使用时，请先进行一次空烤，首先将烤箱设置温度250度，时间10分钟左右，以便

清洁和去除内腔里的保护油，首次空烤过程中，会有较大的气味和油烟，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内。

 首次空烤

腔表面和发热管表面在生产时涂有防锈保护油；

2.使用烤箱的室内环境建议空气对流顺畅，请打开窗户或者抽风机；以免产生的高温热气和烘

焙时产生的气味，造成人体不适。

注意：本机为大功率器具，使用时请务必确

保电路的负载是否合适，本机的插座规格为

“250V~ 16A”;

严禁使用低于此规格的插座，否则会引发插

座发热起火，引发安全事故；

3.设置温度，点击       设置按键，然后按        或        键进行温度的设定；

1.插上电源后，烤箱控制面板的显示屏和按键灯均亮起；此时处于待设置状态；

2.首先选择功能模式，如热风，发酵，保温，曲奇，DIY1，2，3中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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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定时间，点击        键，然后选择        或        进行时间的设定；

5.设定完成后，按         开始工作；

6.机子进入预热状态，预热状态（即温度未达到设置温度值时），时间不动，预热完成后，

   时间才进入倒计时；

7.预热完成后，机器会发出几声“哔哔哔”提示音，提醒用户此时可往内腔放入食物；

①机器在使用时，如果需要中途调整温度或时间参数，可直接点击        或        按键，

然后按       或        键设定所需的参数，设置完成后，机器会按最新的参数运行；

②如果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临时改变功能模式，首先按         ，然后选择所需的功能，

然后设置温度，时间，然后再按         键，机器会按最后的设定工作；

③如果需要查看内腔的实时温度值，请点击         键，如需切换回查看设置值，再次

按此按键即可；

（注：温度数码屏显示的是实时温度值时，状态显示区的温度指示灯         会随之亮

 起；如果温度数码屏里面显示的是设置温度值，状态显示区的温度指示灯熄灭）

④如需要喷雾功能，请按        键（注意：为了达到蒸汽效果，烤箱温度需高于135度

时，才使用此功能）；

8.工作完成后（即时间倒计时完成后），机器会发出几声提示音，如果一分钟无任何操

作，机器会转入待机模式（待机时，开关按键会秒闪（呼吸灯效果））；

9.如机器长时间不使用，建议拔下机器插头。

照明灯的使⽤

①. 机器通电后，按照明开关        键，即可开启或关闭炉灯；

②. 照明灯位于门组件内部；

③. 本机器有两颗照明灯，多层烘烤时，光线也不受阻挡，内腔情况一览无遗；

记忆功能

①. 本机器特设DIY1，2，3三个用户自定义功能，自定义的参数（最后的设置值）会被机器的

芯片记忆；

②. 记忆功能有助于用户快捷方便的开启机器，无需频繁的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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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插上机器插头，通电

2. 选择功能模式“        ”

3.设定温度（发酵档温度可设置区间为：20~50度）；按        按键，然后选择         或         进

   行温度值设定；

4.设定时间，点击        键，然后选择        或        进行时间的设定；

5.设置完成后，按        开始运行；

6.机器进入预热状态；

7.预热完成后，机器发出提示音，时间开始倒计时，放入食物；

8.完成后，请关机；

注意：

1.发酵需要加湿时，请按喷雾键，可进行加湿；注意控制好加湿的量，不然会造水分过多，

流到底板上。

2.加湿的水建议用饮用纯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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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喷雾⽔管的安装说明

1.机器背部配了一段硅胶软管，即下图的进水管；

2.首次使用时，请用干净的布清洁抹干净进水管的表面尘灰；

3.然后把进水管插到饮用水容器里；

4.本机器内部自带抽水装置，因此无需把进水管接入自来水管；

注意：

1.进水管不能被挤压或扭折，否则进水会受阻；

2.饮用水要常换，以免细菌滋生；

3.如使用喷雾功能时无水汽，首先要检查是否水已用完或者进水管的尾部未浸入水里；

进水管

饮用水

250V~16A

13 14



15 16

       在使用COUSS产品过程中，您有任何疑问，我们都乐意为您解答；您有任何建议，我们都

致力做出改进；您有任何成果，我们都期待与您分享；通过以下方式联系COUSS，您的满意是

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57

官方网站：www.couss.com.cn

官方微博：weibo.com/mycouss

官方博客：blog.sina.com.cn/mycouss

烘培交流QQ群：277804431

微信公众号：couss1918

GB 4706.1-2005

GB 4706.34-2008

600*730*530mm

热风烤箱      CO-960S          220V~           50Hz              60L            3500W            卧式            电子式  

烤盘4个，烤网2个，

手套1个，说明书1本；

不通电

是否接上电源

是否插座不良

机器线路或电子板不良

检查插头是否松脱

用测电笔测试插座是否通电

照明灯不亮

是否开启此功

照明灯损坏

在机器运行的情况下，按照明灯键开启

额定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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