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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box Smart R1 智能烘豆機使用說明書



感謝您的購買!
請享受智能烘豆機帶來的美好生活。

請掃描條碼下載Sandbox Smart 應用程式。

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商品說明
手機APP簡單操作，保留咖啡風味烘豆機，內建自動淺/中/深烘焙模式，也能手動模式自行
控制風門/火力/轉速，輕鬆烘焙咖啡好味道。

產品規格
•廠牌：Sandbox Smart
•烘豆機型號：Sandbox Smart R1
•烘焙量：建議100公克(0.22磅) 最佳烘豆風味
•加熱方式：電熱式
•電壓：AC 110V 50/60 Hz
•功率：550-650W
•轉速：30rpm
•外型尺寸：長寬高25.5*23.0*26.0公分 (L 10.03” x H 10.24” x W 9.06”)
•產品重量：7公斤 (15.5 磅)
•連線方式：藍牙連線
•配件：隔熱手套一雙、清潔刷一支

產品特色

安全注意事項
1. 使用本產品時，務必在機器旁操作，烘豆時間請勿超過20分鐘。
2. 烘焙時必須確認滾筒安裝定位、烘烤機門關緊、銀皮收集盒緊閉。
3. 如烘豆過程中有任何異常，請立即拔下電源插頭，待機身外殼完全冷卻後再開啟機門。
4. 烘焙時若藍牙斷線，機器溫度高於安全機制，30秒內未恢復藍牙連線，將自動停止烘豆。
5. 不得將咖啡豆以外的其他物品放入本產品內烘烤。
6. 請勿於室外使用本產品，應放置在乾燥且通風良好的環境，本機擺放位置需於四周至少保 
    持20公分淨空。
7. 請勿放置於不穩定的表面、不耐熱、易燃的材質上使用本產品或是放在易燃物(如窗簾)或
    發熱電器具、電熱器、瓦斯爐等旁邊使用，以免發生火災。
8. 使用後或清洗前必須將插頭拔除，待冷卻後再進行安裝或拆卸附件。

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電熱式烘豆機

藍牙連線操作

雲端數據收集

內建烘豆曲線

造型時尚小巧

運轉時低噪音

可拆卸式滾筒

任選烘烤程度

抽屜式銀皮盒

LED照明觀豆



 9.  本產品使用過程中，機身表面、滾筒手把的溫度較高，請務必配戴隔熱手套，勿直接用
       手觸摸。
10. 使用後請妥善清理咖啡豆銀皮，避免殘留銀皮造成加熱管燒焦或銀皮起火燃燒。
11. 滾筒手把(下圖K)中心蓄熱性高，烘豆後請注意餘溫。
12. 請勿使用延長線及外接插頭，不與其他電器共用插座，以免發生危險。
13. 請勿讓兒童獨自使用本產品，且勿在嬰幼兒可以接觸的區域範圍內使用。
14. 為防止電擊，禁止將電源線、插頭或其他零件部件進入水中。
15. 請檢查電源與本產品標明的額定電壓是否相同。將插頭確實插入電源插座，以免發生觸
       電、短路、冒煙或起火。
16. 發現電源插頭有損壞，應立即停止使用，並找維修人員進行維修。
17. 本產品僅適用於家庭使用。
18.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 
       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19.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 
       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 
       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
       擾。

各部說明

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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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生豆裝入滾筒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



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正常狀況

燈號 原因

恆亮燈 開機完成，待命中

預熱中

預熱完成，與觀景燈同步閃爍

烘豆加熱中

冷卻中

異常狀況

燈號 原因

機器過熱

加熱不正常

持續閃燈

快速閃燈

生豆裝入滾筒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



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刷電路板及其電子零組件 - O O O O O

金屬外殼 O O O O O O
金屬面板 O O O O O O
塑膠門板 O O O O O O
金屬門扣 - O O O O O

銀皮收集盒 O O O O O O
電源線 O O O O O O

按鍵開關 O O O O O O
溫度線 - O O O O O
加熱管 O O O O O O

轉軸馬達 - O O O O O
變壓器 O O O O O O

LED燈條 O O O O O O
天線 - O O O O O

散熱風扇 - O O O O O
滾筒 O O O O O O

設備名稱 :智能烘豆機 ，型號 : Sandbox Smart R1

單元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備註:
(1) "超出0.1wt%"或"超出0.01wt%" : 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過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2) "O" : 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過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3) "-" : 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1. 按鍵-控制本機運作，燈號顯示機器狀態。
2. 機門-斜掀式開門，玻璃觀景窗觀察咖啡豆顏色。
3. 滾筒-盛裝咖啡生豆，攪拌片式設計，均勻烘豆。
4. 銀皮收集盒-回收脫落的銀皮，下方隱藏把手開啟收集盒。
5. 溫度感測裝置-偵測豆溫，請避免觸碰。

首次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用清水清洗滾筒，完全乾燥後再行使用。
2.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實去除包裝保護材，移除電源線的束線帶。
3.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電熱管下方進風閥門是關閉的狀態。

APP操作使用說明
•下載APP：請參考本冊第一頁下載連結，
                        或至APP Store / Google Play 搜尋Sandbox Smart並下載。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藍牙連線：開啟APP連結本產品。
•選擇曲線：選擇要烘豆的曲線，點擊開始烘豆進行預熱。
•入豆：預熱完成，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 
    內部，並將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緊閉機門。
•烘豆：APP點擊確認放入生豆，機器開始啟動加熱。
•一爆/二爆：聽到一爆/二爆聲時，點擊一爆/二爆按鈕，進入下豆倒數。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APP內新手上路說明**

手動操作使用說明
•開始烘豆：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按鍵燈亮起。
•開啟或關閉觀景燈：短壓按鍵一下。
•啟動預熱：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即開始預熱。
•預熱完成：觀景燈與按鍵燈同步閃爍。
•入豆：將生豆裝入滾筒(如下圖)，請沿著機台內滾筒軸心插入滾筒，放入機器內部，並將 
    船錨型滾筒支架確實置入定位孔(如下圖)。
•關閉烘豆機門：請確認門扣緊扣，並緊閉機門。
•烘豆(手動模式)：長壓按鍵-觀景燈閃爍兩下後放開按鈕，機器啟動加熱。
•取豆：當滾筒停止運轉，本機進入冷卻，建議立即將滾筒取出，取出滾筒時請使用隔熱手
    套，以免燙傷。
•烘豆完成：烘豆完成後請將電源插頭拔除。如需連續烘豆，待機體溫度降至預熱溫度以下
    再進行烘豆。

按鍵燈說明

※排除方式
1.燈號快速閃燈時，請等待機器冷卻，待機身恢復常溫再嘗試開機。
2.如果冷卻後還無法正常使用，請送給原廠維修。

※注意事項
1.預熱時不放入滾桶，預熱完成後，請在3分鐘內放入滾筒，並啟動加熱，否則機器會自動停
    止，如需烘豆請重新預熱。
2.開機無電源反應，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緊急處理方式
使用中有任何問題或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起火、觸電、或人
身傷害。異常狀況發生，立即拔除電源插頭，靜置機器冷卻。

清潔與保養
步驟一. 確認機器與滾筒完全冷卻
步驟二. 拔除電源
步驟三. 用毛刷清潔滾筒、機身內部與銀皮收集盒的咖啡豆銀皮
步驟四. 用清水清洗滾筒，並確實乾燥
步驟五. 用乾布擦拭機身

清潔注意事項
1.請勿將產品浸在水中，或向產品潑水。
2.請勿使用清水以外的溶劑擦拭機台。

產品保固說明

感謝您選購木榮科技有限公司之產品。
木榮科技產品提供自購買日起一年之全球保固服務。在保固期限內，如有任何非人為因素破
壞造成的不良，木榮科技將提供維修服務。所提供的產品修復或更換保固服務，其前提為客
戶必須提出有效的購買證明，例如發票正本或訂單資訊，並附本說明書之保固章。
1.維修保固服務及相關問題，請洽原購買經銷商或購買通路。
2.保證期間因下列情形而發生故障者，本公司將可能酌收維修費：
•未依使用說明書（安全）使用注意事項內容操作使用者
•經非原廠授權維修人員之拆卸，或是擅自改造本產品者
•未按規定電壓使用致造成機器不良者
•外觀因使用自然污損者
•受天災或人為所導致損壞者
•使用非原廠耗材零件而導致損壞者
•因位置之移動或運送，落下所造成之故障或毀損
3.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得按價收費：
•超過保固期間
•無法出示購買證明
•本保固說明書記載經塗改或內容現物不符者
•本保固說明書內容購買日期未填寫及未加蓋經銷商店章者，視同失去保證效力
4.如購買之產品已停售，且超過保固期限之維修，若維修之零組件已停產本公司得以類似零  
   組件代用維修。
5.本保固說明書僅對本產品於保固期間內，進行售後服務，內容於法律上並無涉及消費者所 
   購買之交易事項，不具法律上之限制權利，惟本保固說明書提供消費者之保固服務，視為 
   本公司所提供消費者之有價證明，不容塗寫或偽造維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