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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s and Caution for Safety

■ Ground this refrigerator to prevent electric shock
    and noise interference. Always ground this
    refrigerator and install earth leakage circuit breaker
    when using it in places with high humidity or moisture.
   (Please consult with a retailer or Hitachi Service Center.)      

r yTo avoid harm to the use , other persons or damage to propert , please read and 
follow the warnings and cautions below and those given throughout this manual. 

Window open

● This may also cause gas leakage because of pipe rust.

■ If the supply cord is damaged, it must be replaced 
    by the manufacturer, its service agent or similarly 
    qualified persons in order to avoid a hazard.

■ Do not use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side the food 
    storage compartments of the appliance, unless 
    they are of the type recommended by the manufacturer.

■ Do not damage the refrigerant circuit.
● If you happen to damage the refrigerant pipe, 
    stay away from the refrigerator and avoid 
    using fire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 And, open windows to ventilate and contact retailers or Hitachi Service Center.

The following warnings and cautions are categorized by the level of possible 
harm or damage that may occur from ignoring directions.

The symbols are shown as below clearly sh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irections.

Do not install the refrigerator in a place exposed to rain.
This may impair electricity insulation and cause electric shock of fire.



■ Do not use door handles when carrying the refrigerator.
■ Never use the carrying handles to hang 
    up with a chain hoist or similar machines.

■ When replacing lamps (LED) is required. Please contact your dealer or Hitachi Service Center.

● For a floor that may be easily scratched, 
    lay a protective mat, etc. .

● Carry the refrigerator by at least 4 persons for safety reasons.
● Carry it with the doors facing upward.
■Before carrying the refrigerator:
  1. Take out all food items and ice cubes.

  4. Finally carry the refrigerator with the doors facing upward.
● Secure the doors well with adhesive tapes so they do not open.
● If transporting in a vehicle, do not load the refrigerator on

 its side. This could damage the compressor.

When replacing lamps (LED) is required. 

  2. Lay a protective sheet or cloth to protect the floor from damage
      and catch remaining water spilled from the refrigerator.
  3. With a large piece of old cloth underneath, tilt the refrigerator
      backward to drain water. 

Such as old cloth

(Continuance)

■ Keep ventilation openings in the 
    appliance enclosure or in the built-in 
    structure, clear of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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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s before Use
Installation

Before Use

Optimal Food Storage

● Above temperatures are the approximate values in the conditions of outside temperature 32℃, the setting of the
   refrigerator compartment “Normal”, freezer compartment “Normal” while doors being closed and without food storage. 
● Door pocket temperatures may be little higher than above temperatures.

Notice

Freezer Compartment -20℃～-18℃

Vegetable Compartment 4℃～8℃

Vegetable Drawers
●Storage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Refrigerator Door Pockets
●Storage of packed small

food and drinks such
as juice,milk ,etc.

Refrigerator Compartment

●Storage of side
   dish, desert ,etc.

Refrigerator Shelves

●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 control dial
Temperature control

1℃～5℃

Refrigerator Door Pockets 4℃～8℃

Egg tray
● Storage of eggs (14 eggs)

Freezer Door Pocket -19℃～-17℃

l frozen food.
or long storage,

ure rise
n

●Storage of packed smal
●Not recommended f

because temperat
caused by door ope
may occur.

Freezer Door Pocket

Location of Food Storage

Freezer Shelves
●Storage of frozen food and ice

cream ,etc.

Ice Tray

Ice Bank

● Freezer temperature control dial
Temperature control

Dairy/Meat Case



Temperature control

Freezer Compartment

Refrigerator Compartment

2

1

. E

Dairy/Meat
4 Crisper

gg pocket

3. Adjusting the shelves.
● Pull out the shelf forward.
●Set the refrigerator shelves by combining with sored food.

●

Meat and fish can be kept fresh before
being frozen.

If you want to store meat or fish longer, please store them in 
the freezer compartment.

Move the lever to the left to keep humidity in
crisper, move the lever to the right to keep dryness.
For storing vegetables and fruits, please turn the
lever to the left.

Be careful, it might be frozen if that food has a lot of moisture.
When closing the refrigerator door, push the Dairy/Meat case for close. 
If you close the door while the Dairy/Meat case is still pulled out. 
The Dairy/Meat case might be broken.

It can place 14 eggs also turn the rear side to 
place the small pocket. Egg pocket

CAUTION

● Do not store in each case more than maximum load.

Maximum Load

Dairy/Meat case 6.0 kg
V
Refrigerator Shelves

egetable Crisper 12.0 kg
15.0 kg

●
●

●
●

●
●

Cold Normal Coldest

Cold Normal Coldest

31 2 7 8 984 5 6 7

Caution
Dairy/Meat case

Door

Water level

Ice tray

Ice tray

Ice Bank



6



■ 切勿將雪櫃安裝在可能接觸到水的地方。

● 這會破壞電器絕緣和造成觸電或火災危險。

■ 切勿使用電力功率少於雪櫃指

  定的電源插座。此外，

  切勿使用非額定電壓的電源。

● 若電源要與其它電器共用，

  請使用雙重或多點配接器，

  配接器可能會發熱並超出正常水平，

  以及產生火災。

■ 要牢固將插頭插進電源插座，電線要向下垂。

● 若連接插頭至電源插座時，電源線向上，

  會對電線造成應力，繼而產生短路或過熱情況，

  並導至觸電或火警等危險。

● 插頭未完全插入電源插座，

  會因過熱導至觸電或火警等危險。

■ 切勿使用損毀或鬆脫的電源插頭

  或插座，這樣會導至火災或觸

  電危險。

■ 切勿剪斷、彎曲，

  摺疊電源線以避免

  火災和觸電危險。

■ 手濕時切勿插入或拔出電源插頭。

■ 切勿向雪櫃或其內部淋水。

● 這樣會減低電器絕緣效果並

  導致觸電或火災等危險。

● 這也可能會令管子生鏽而引致氣體洩漏。

■ 切勿自行拆解、維修或改裝雪櫃。

● 若須要維修請聯絡零售商。

■ 若電源線或插頭損毀，

  請聯絡零售商進行維修。

■ 切勿將盛水容器或外物放在雪櫃頂部。

●  開啟和關閉櫃門，可能會令在雪櫃

  頂部的物件掉下，導致受傷。

■ 維修雪櫃前確保先拔出插頭。

● 確保手握插頭將其拔出。

■ 可經常使用乾布清潔插頭上的灰塵。

● 拔出電源插頭然後用乾布抹乾。

● 當灰塵積聚在電源插頭，

  或水氣令絕緣失效時，可能會發生火警。

安全警告和注意事項 為要避免用戶和其它人受傷以及財物損毀，請跟從以下警
告和小心指示（另外，請在每一頁都閱讀這些提示）。

當你安裝時 ... 要避免火災、觸電和受傷

電線和電線插頭 ... 要避免火災，觸電。

在日常使用時 ... 防止火警、觸電。

下列圖標是一些例子
警告

警告

小心

下列的警告和小心提示，是假設用戶不理會這些忠告而發生的可能傷害和損毀級別作出分類，在右邊的符號清楚顯示指示的重要性。

圖標表示︰「如不理會，會有高

度嚴重受傷或死亡的可能。」
此符號是“警告”意思

此符號是禁止意思

此符號是“需要”意思

圖標表示︰「如不理會有高度

受傷或財物損毀的可能。」

■ 請將本產品接地以避免觸電或受噪音
   滋擾，當在高濕度或高水氣的地方
   使用本產品時，便需要為雪櫃連接地線。
  （請諮詢零售商或日立服務中心）

■ 除非是由生產商推薦，

  切勿在食物貯存格使用其它電器產品。

■ 本電器不是為體弱，觸感不佳或心理有障礙或缺乏

  經驗和知識的人士使用（包括小孩）。除非由負責

  他們安全的人士，進行監管或給予使用產品的指示，

  否則不要讓他們使用本產品。

■ 切勿將身體懸掛在櫃門上或踏上

   不同的貯物格。

● 當雪櫃翻倒或手指被櫃門夾著

   時便會受傷。

■ 醚、液體丙烷氣體、溶劑等易揮發

   物品，不要存放入雪櫃內。

● 切勿將易燃物品放入雪櫃內，

   因可能導致爆炸或火災等危險。

■ 切勿損毀製冰電路。

● 若意外損毀製冷劑管道，請遠離雪櫃，

  並避免生火和使用電器產品。

● 請開啟窗戶，進行通風並聯絡零售商或維修中心。

■ 切勿將藥物、化學物品、

   研究材料和實驗物料貯存在雪櫃內。

● 若一些物料須要特別的貯存環境，

   則不能放入家用雪櫃內。

■ 除非是由生產商推薦，

  切勿使用機械式設備或任何其它方法，

  加快除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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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勿在充滿易燃氣體的空間使用本雪櫃。

●  從電器接觸點如櫃門開關出現

   的火花，可能點燃火種。

■ 若出現易燃氣體的洩漏情況，

  切勿觸摸雪櫃及要立刻開啟窗戶，

  讓空氣流通。

■ 當廢棄雪櫃時，請遵從當地法例的指示

● 

■ 當棄置雪櫃時，請移走櫃門封邊。

● 要避免嬰孩或小孩被關進雪櫃內。

■ 在雪櫃周圍環境要保持空氣流通

  或懸掛結構上面沒有障礙物。

■ 若你發現雪櫃有異樣，

  請立即拔掉插頭並諮詢零售商。

當廢棄雪櫃時。

警告

小心

在日常使用時 ... 要避免疾病和受傷。

當移動或搬運雪櫃時 ... 要避免損毀、弄濕和弄污地板或防止受傷。

■ 切勿將瓶子等用力放在櫃門貯物格。

● 這可能會令瓶子掉下或

  櫃門貯物格脫落。

■ 切勿貯存有異味或顏色異

  常的食物。

● 此可能令病菌滋生。

■ 關閉櫃門時，切勿手握其頂部、

  底部和兩邊。

● 手指可能被門邊夾著。

■ 切勿使用門柄搬運雪櫃。

■ 切勿將吊鏈或類似機器放入門柄，將雪櫃吊起。

它會發出臭味!

小心!

■ 切勿手濕時接觸在冷凍室內的

  食物和容器。

● 這可能令你凍傷

 （特別是金屬物件）。

■ 切勿讓食物在擱架前端的部份突出。

● 這可能會令櫃門不能適當關閉或貯

  物格掉下，可能因瓶子掉到腳上，

  造成受傷。

■ 切勿在冷凍室存放玻璃瓶子。

● 瓶子可能因內部的飲料膨脹而造成破裂，

  繼而導至受傷。

■ 切勿將手放入雪櫃底部下面。

● 清潔時如將手放入靠近雪櫃底

  部的表面上，可能會被薄的金

  屬片割傷。

■ 當開啟櫃門時，

  雙腳不能靠得太近。

● 當打開櫃門時，

  雙腳可能被撞倒。造成受傷。

● 若地板容易刮花，

  請放上一塊保護墊子。

例如舊布

● 為安全起見，需要４個或以上的人員搬運雪櫃。
● 搬運雪櫃時，櫃門朝上。
■搬運雪櫃前：
  1. 取出所有食物和冰塊。
  2. 把保護墊或乾布舖在地上，以免地板受損，
     並收集雪櫃的滴水。
  3. 把舊布放在雪櫃下面，令其向後傾斜，以幫助排水
  4. 最後可以開始搬運雪櫃,櫃門朝上。
● 使用膠布將櫃門封好，不要讓其開啟。
● 若使用貨車運送，切勿將雪櫃側卧，這會令壓縮器損毀。

如需更換LED燈泡

■ 如需更換LED燈泡，請聯絡零售商或日立的服務中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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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8℃

-19℃～-17℃

●
●

●

4℃～8℃

●

-20℃～-18℃

●

●

1℃～5℃

使用前準備

調節櫃腳

4小時

開始操作

1. 清潔雪櫃內部時，請使用軟布輕輕抹擦。
2. 雪櫃需連接到專用的電源插座。安裝完畢後，
   便可將雪櫃連接到電源插座。
   切記使用規定的電壓和專用的電源插座。
3. 儲存食物前，請容許雪櫃有足夠時間冷凍，完全冷凍約需4個小時，
   若環境溫度過高，可能需要24小時讓雪櫃變凍。

儲存食物

1. 食物之間要有足夠的空間。不同種類食物放得太近，
   可能會阻礙冷空氣的流動。
2. 請儲存已放涼的食物，將溫熱食物放入雪櫃，會提高雪櫃內的溫度，
   並浪費電力。切記使用規定的電壓和專用的電源插座。
3. 切勿阻塞冷風出口，這樣會嚴重影響冷空氣的流動，令雪櫃內的溫度不平均分佈，
   而且會令出風口的食物結冰。
4. 使用保鮮紙或密封容器，防止食物變乾或放出氣味。

食物储存的位置

冷凍室

冷凍室

存放急凍食物和雪糕等。

冷藏室

溫度控制

冷藏室

冷藏室層架
儲存餸菜、
甜品等

●

注意 ● 以上的溫度，是在室外溫度32°C，冷藏室的溫度設定為"Normal"（正常），冷凍室溫度設定為"Normal"（正常），
   雪櫃門關上及沒有儲存食物情況下的近似數值。
● 櫃門儲物格的溫度可能稍高於上述的溫度。

冷凍室櫃門儲物格

可儲藏預先包裝的冷凍食品
不建議長期儲存，
因為經常開關雪櫃可能會令溫
度升高。

冷凍室櫃門儲物格

冷藏室櫃門儲物格

雞蛋架

冷藏室櫃門儲物格
 存放有包裝的細小食物和
  飲品如果汁、
  牛奶等。

蔬菜保鮮室

蔬菜室抽屜
存放新鮮蔬菜

●
溫度控制

冷凍室

儲冰盒

冰盤

奶類／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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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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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

3.

●
2.

如何使用控制面板

溫度控制
請按照下列情況，調校溫度控制旋鈕。

冷凍室

冷藏室

冷 正常 最冷

冷 正常 最冷

當“Coldest”設定後，請將旋鈕調回“正常”的位置，若“Coldest”設定一段長時間，食物會結冰。
若長時間將旋鈕設至“Cold”的位置，在冷凍室內的食物溫度可能會上升。

在冷藏室食物結冰時的注意事項

當你將高濕度的食物和蔬菜放近冷氣出風口的位置時，它們會結冰的。
如有可能，切勿將高濕度的食物和蔬菜放近冷氣出風口，
當食物和蔬菜將要結冰，你可將它包裹或放進盒子以防止結冰。
若食物已經結冰，將溫度控制旋鈕調校至“Cold”的位置，調高溫度。

冷凍室

製冰
● 將“冰盤”拉出，並在其上注水，直至水位在滿載線附近。
● 冰滿後，擰“冰盤”的後續箭頭，冰落入“儲冰盒”。

● 切勿將製冰機連框拆走或扭曲（如圖所示），以免損壞製冰機。
● 切勿將"儲冰盒"當作製冰機，以免損壞儲冰盒。

注意
儲冰盒

冰盤

冰盤

水位

奶類／肉類
奶類／肉類

奶類／肉類

在急凍鮮肉和魚類之前，可將它們保存在這裡。

若你想保存鮮肉和魚類較長的時間，請將它們存放在冷凍室內。
小心，如果食物上面有濕氣，它們可能結冰。
當關閉雪櫃門時，請先推入冰溫保鮮盒。若關閉櫃門時，冰溫鮮盒是在拉出的位置，
則很容易損毀。

小心

雞蛋架

它可以放置14隻雞蛋，將它推至邊緣，
便可放置小型物品。

調節層架

拉起層架的筆直拉出。
根據要儲存的食物高度，調校層架高度。

雞蛋架

冷藏室層架
蔬菜保存盒

調校層架        15.0 公斤

● 請依照下表的儲存量儲存食物，
不要超過指定容量。

最大裝載量

6.0 公斤
蔬果保鮮格 12.0 公斤

小心



清潔（請每月清潔雪櫃一次）
1.拔出插頭。
2.移走所有食物。
3.使用雪櫃清潔劑清潔。
   污跡最好即時清理，一些不常看見的地方最好每年清潔一次。
   使用軟布醮上暖水，抹掃污跡。   如要清潔頑固污跡，請使用中和及中性的廚房清潔液清洗。
   要仔細清潔櫃門封邊，因它容易沾上污物。
4. 若在已清潔的表面留有水滴，請立即將它抹除。
5. 將所有配件放回原位。
6. 檢查和清潔電源線、插頭和電源插座。
7. 將電源線插入電源插座。

注意

更換後備配件

 滴水盤
拿出2枚螺絲。

切勿使用下列物品。零件和油漆會被損毀。沙粉、肥皂粉、油、熱水、掃刷、酸性液體、

苯、稀釋劑、酒精、鹼性清潔劑等。

小心

螺絲

滴水盤

要求維修之前，請檢查以下項目。

雪櫃插頭是否適當插上？
檢查保險絲盒，檢查保險絲是否熔斷，或斷路器跳閘。

雪櫃有否放置在陽光直射的位置？
雪櫃有否靠近熱源？
溫度控制旋鈕是否設定在“Cold”位置？
雪櫃內有否放置燙熱食物？
雪櫃內是否放置過多食物？
開關櫃門是否太過頻繁？
櫃門是否稍微開啟？

溫度控制旋鈕是否設定到“Coldest”位置？
你有否將高濕度的食物和蔬菜，放到靠近冷風出口的層架內？
若將食物放得太近冷風出口，它們將會結冰。

雪櫃經常不凍

雪櫃不夠凍

在冷藏室內的食物經常結冰

出現水珠

內部出現異味

這不是故障

發出噪音

雪櫃表面發熱

關閉一隻門，
另一隻門會打開

有否發出不正常的聲音？

是否沒有包裹會發出氣味的食物？

確保雪櫃已穩固安裝。
雪櫃有否觸碰到牆壁？

雪櫃具有防露水和發熱管設備。
當雪櫃門啟動或櫃門經常開合時，背部和兩側都會發熱。

冷凍室和冷藏室的空氣管道是連接的，當關閉一隻門時，
由於風壓會導至另一門被打開，這屬正常現象。

聽見像流水或沸水的聲音，其實是冷凍劑流動的聲音，
爆裂聲來自儲存室。由於溫度改變，令配件出現摩擦而發出的聲音。  

外面 若雪櫃外的濕度是高的，門封邊會出現水珠。
請用乾布將它抹掉。

請用乾布將它抹掉並檢查下列事項。
櫃門有否緊閉？
開關櫃門是否太過頻密或櫃門開啟過久？
濕度是否很高？

內面

輕微的波浪或變形是在製造雪櫃的過程時所產生，並會因光源的位置或亮度等而變得明顯，
但對其性能沒有影響。

雪櫃門的表面，雪櫃側
面和頂部的表面呈波浪
形或有變形的情況。

保养

疑難排除

11

即使將拔出的插頭立即插進電源插座，壓縮機仍然要在10分鐘後才啟動，

但是雪櫃內部不凍時，壓縮機會運行約30秒。

若煮食油不慎弄污雪櫃，請立即將它抹除（塑膠配件可能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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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中心

Hitachi (Hong Kong) Limited
https://www.hitachi-hk.com.hk/en/contact_us/index.html (852) 2753 5386 

電話號碼如有改動恕不另行通知

要求維修前，請根據第11頁檢查雪櫃。
 如雪櫃仍未能如常運作，
  請即拔除插頭，
  聯絡零售商或下列日立服務中心。

電話

(852) 2753 5386 

服務中心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

D

https://www.hitachi-hk.com.hk/tc/contact_u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