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搭配 並駕齊驅
無限烹調潛能
德國寶嵌入式煮食爐系列為您打造夢想廚房，
單頭電陶爐、電磁爐和氣體爐，三爐並駕齊驅，
根據所需隨心搭配，自由組合，滿足明火及無
火煮食要求，激發無限烹調潛能，讓入廚更得
心應手，廚樂無窮。
全能之選：三爐並駕齊驅，同時烹調，慳時又慳力

規格 Specifications
型號 Model
電壓/頻率 Voltage / Frequency

220 V ~ 50 Hz 220-240 V ~ 50/60 Hz

DC 1.5 V

2,800 W

2,800 W

TG: 6,000 W
LG: 5,000 W

德國進口
SCHOTT CERAN®
陶瓷玻璃

法國製造
EuroKera
玻璃面板

鋼化玻璃
及纖維防爆
爐面

功率 Power
面板材質 Panel Material

GP12-1

GIC-CS28B

GID-AS28B

產品尺寸 Product Dimensions

(W) 305 mm
(D) 505 mm
(H) 85 mm*

(W) 305 mm
(D) 505 mm
(H) 115 mm*

(W) 305 mm
(D) 505 mm
(H) 150 mm*

開孔尺寸
Cut Out Dimensions

(W) 265 mm
(D) 465 mm
(H) 250 mm

(W) 281 mm
(D) 481 mm
(H) 250 mm

(W) 265 mm
(D) 463 mm
(H) 250 mm

淨重 Net Weight

7.0 kg

4.3 kg

SINCE 1982

榮獲香港品牌局頒授
卓越品牌及10年成就獎

嵌入式單頭煮食爐系列

8.0 kg

自由搭配

安裝圖 Installation Diagram (mm)

無限烹調潛能

面板尺寸
Panel Dimensions

配

△ 注意：為確保散熱通風，爐灶
與墻壁距離為55mm，機身底部排
風口不少於250mm。
∆ Caution: To ensure proper
ventilation, the cooker and the wall
surface should have a distance of
55mm, the ventilation shaft under
the cooker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250mm.

配
爐灶與牆壁距離△
Space between cooker
and the wall∆

嵌入式電陶爐 GID-AS28B 無火

嵌入式電磁爐 GIC-CS28B 無火

型號 Model D
W
H
GID-AS28B 465 265 250
GIC-CS28B 481 281 250
GP12-1
463 265 250

in.
最小 M

嵌入式氣體爐 GP-12-1 明火

D

鑊氣之選：電磁爐環保安全，氣體爐火力強勁夠鑊氣

W

開孔尺寸
Cut Out Dimensions

排風口不少於△
Air Out Min. 250∆

*連腳With stand

請注意三個爐具的面板尺寸一樣，但開孔尺寸不同，安裝時或需根據電位等實際環境有所調整。
Please note that the panel dimensions of the three hoods are same, while the cut out dimensions are different.
Adjust the cut out dimens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environment if needed.
產品規格及設計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最新版本以www.germanpool.com網上版為準。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fer to www.germanpool.com for the most up-to-date version.

配

中英文版本如有出入，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嵌入式電磁爐 GIC-CS28B 無火

嵌入式氣體爐 GP-12-1 明火

德 國 寶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革新之選：無火煮食不再受到鍋具限制，環保又安全

GERMAN POO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Hong Kong

開心邁向

38載

中國 China

土瓜灣新寶工商中心地舖
Upper G/F, Newport Centre, Tokwawan
九龍灣MegaBox L5-5舖
Shop L5-5, MegaBox, Kowloon Bay

T. +852 2773 2828

深圳巿南山區HOKO二期
HOKO Phase II, Nanshan, Shenzhen

T. +852 3907 0356

澳門 Macau

灣仔駱克道置家中心2樓
2/F, iHome Centre, Lockhart Road, Wan Chai

T. +852 3110 2030

俾利喇街寶豐工業大廈
Edificio Industrial Pou Fung,
R. de Francisco Xavier Pereira

更多產品資訊

T. +86 755 8657 3309

T. +853 2875 2699

香港名牌十年成就獎

配

嵌入式電陶爐 GID-AS28B 無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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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電磁爐 GIC-CS28B 無火

www.germanpool.com

GID-AS28B-PS-19(2)

德國寶

BUILT-IN SINGLE-HOB COOKING RANGE

全新

嵌入式電陶爐 GID-AS28B
火力
高達

全新

自由組合

2,800W

遠紅外線快速升溫，無需久等，高達2,800W強勁火力，
均勻受熱，媲美明火煮食。

德國
陶瓷玻璃

無火
查看產品詳情

隨心搭配

耐熱高達750℃，堅固耐用。玻璃表面平滑光潔，輕鬆
一抹就能去除污漬，方便清潔又美觀。

10段火力調節

10

內置10段火力調節，200W 2,800W超廣功率輸出，可根據需
要隨時調校，既可配合瓦煲文火慢
燉，又可配合鐵鑊大火炒餸。

查看產品詳情

無火
嵌入式電磁爐 GIC-CS28B
電磁爐透過鍋底金屬配合磁力震動發熱，傳熱效率高，電子控制，精
準控制火力及烹調時間，既慳錢又省時。

火力
高達

2,800W

10

10段火力
調節

法國
玻璃面板
10小時
定時功能

鍋具檢知及
延長散熱

靈活萬用 各種鍋具都適用
只要是耐熱的平底鍋具，不論材質，電陶爐都
能加熱。從此，煲藥膳時可以使用陶瓷鍋，煮
煲仔飯可用砂鍋，炮製法式普羅旺斯雜燴更可
用耐溫玻璃鍋，獲得更完美的烹調效果！
適用鍋具：

兩環靈活加熱
電陶爐配備內、外兩環加熱模式，
可根據鍋具大小選擇內環或外環單
獨加熱，彈性調校火力；兩環同時
加熱帶來強勁火力，讓飯餸倍添滋
味。

遠紅外線加熱 無輻射
採用遠紅外線光波加熱，垂直發熱
，熱量直接穿透鍋具，極速升溫更
慳電，且不放射有害輻射，孕婦、
老人也可放心。

易潔鍋具

合金鍋具

耐高溫玻璃鍋具

配備過熱自動關機、童鎖保護、餘
溫警告及延長散熱功能，確保使用
安全。
陶瓷鍋具

不銹鋼鍋具

注意：為達到最佳烹調效果，請使用鍋底直徑為12cm-26cm的平底鍋具，選購鍋具前請先確認是否適用。

明火
嵌入式氣體爐 GP-12-1
創新花瓣式立體旋火設計，增大燃燒面積，使鍋具受熱更均勻，火力
更強勁，提升加熱效率，更具能源效益。

多重安全保護

鑄鐵鍋具

查看產品詳情

火力
高達

6,000W*
花瓣式
立體旋火

*石油氣最高火力為5,000W。

煤氣 (TG)
石油氣 (LG)

鋼化玻璃及
纖維防爆爐面

360° 無卡槽
爐頭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