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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ne

PropanePropane

Electrical Grounding Instructions

This appliance is equipped with a (four- prong)

(four-prong) grounding plug for your protection

against shock hazard and should be plugged

directly into a properly grounded receptacle. Do not

cut or remove the grounding prong from this plug.

NEVER use this appliance as a space heater to heat or warm
the room Doing so may result in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WARNING:



Propane

Leak testing of the appliance shall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If you need to replace the gas source please go to the designated,
vendor to purchase the conversion packag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duct.
Product model JZ Y T G513JZ Y T G515correspondingPARTNO 880: ( / )- ( / )- :

Please follow the conversion instructions.
The seller s contact details are as follows See the cover' :

Product model JZ Y T G413 corresponding PART NO 881: ( / )- :

Save the orifices removed from the appliance for future use



propane

propane





That top burner flame size

should be adjusted so it does

not extend beyond the edge

of the cooking utensil. This

instruction is based on safety

considerations.



◆Cleaning of the hob should be carried out an a regular basis, and suggest take a full check every 12 months.

◆Keeping appliance area clear and free from combustible materials, gasoline, and other flammable vapors and liquids.

◆Not obstructing the flow of combustion and ventilation air.

◆You should not use a steam jet or any other high pressure cleaning equipment to clean the appliance.

12

Gas Hob

CLEANING OPERATIONS MUST ONLY BE CARRIED OUT WHEN THE HOB IS COOL.THE APPLIANCE

PROCESS.

Cleaning the hob top

◆

residues with warm soapy water.

◆Abrasive cleaners or sharp objects will damage the hob surface you should clean it using warm soapy water.

◆ ,Although it is easier to clean some deposits whilst he hob surface is still warm make sure that the hob

surface, pan supports and hob burners have all cooled sufficiently before you attempt to touch them.

Any residues that are left on the hob top surface from cleaning agents will damage it you should remove any.

After each use

damp cloth that has been put into warm

soapy water. The cloth should be wrung out after being taken out of the soapy water.

Remove the pan stands and wipe the appliance over with a soft,

steel surfaces of this appliance.

Cleaning the hob burners

◆The hob burners should be cleaned once a week or more frequently if they get soiled.

◆Remove the hob burners by pulling them upwards and away from the hob top.

◆Soak them for about ten minutes in hot water and a little detergent.

◆After cleaning and washing them wipe and dry them carefully.

◆

◆

Before placing the burners back on the hob top make sure that the gas jet is not blocked.

:

Clean And Maintenance

IMPORTANT

Cap

External 3 5 cap.

Flame spreader

Ignition electrode

( .)The figure is provided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ubject to the actual product

Thermocouple

Make sure that you reassemble the burners in the original way.

Visually checking pilots and burner flame, refer to aforesaid “Check Flameheight”,

Injector holder assembly

◆

Cleaning

SHOULD BE DISCONNECTED FROM YOUR MAINS SUPPLY BEFORE COMMENCING ANY CLEANING

◆

Dry the appliance by rubbing the surface with a soft, clean 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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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 a la terre

Cet appareil est pourvu d' une fiche a trois broches

don't une mise a la terre assurant une protection

contre les chocs electriques. La prise dans laaquelle

elle est branchee doit etre correctement mise a la

terre. Ne pas couper ni enlever la broche de mise a la

terre de la fiche.

AVERTISSEMENT

Ne JAMAIS utiliser cet appareil electromenager en guise de

chaufferette. Le fait de chauffer une piece ainsi peut entrainer un

empoisonnement au monoxyde de carbone ou une surchauffe du

four.



Le modèle de produit JZ(Y/T)-G513 JZ(Y/T)- correspond

au num ro depi ce 880.

G515

è

Le modèle de produit JZ(Y/T)-G413 correspond au num ro

depièce 881.
Veuillez suivre les instructions de conversion.Les coordonnées
du vendeur sont les suivantes.

Conserver les orifices retir s de l'appareil en vue d'une

utilisation ult rieure.

L’essai d’ tanch it de l’appareil lectrom nager

doit etre ex cut conform ment aux directives du

fabricant.







La taille de la flamme du brûleur
supérieur doit être réglée de
manière à ne pas dépasser les
bords du four. La présente note
se fonde sur des considérations
de sécurité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安全注意事项

您与他人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此说明书及产品提供了许多安全信息，请务必阅读并遵循所有的安全信息。

这是安全警告标志。

这个符号提醒您潜在的危险，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损伤。

应遵循安全警告标志“ ”或“ ”。危险 警告

所有的安全信息均会告知潜在的危险，如何减少受伤害的机率，以及如果未能遵循使用说明可能会产生

的后果。

如果您不能立即遵循使用说明，会导致人身伤害

或损伤。

如果您未能遵循使用说明，会导致人身伤害或损伤。

切勿在本产品或其它器具邻近使用、存放汽油或其它可燃气体及液体。

如果您闻到燃气味怎么办

不要试图点燃任何器具。

不要触摸任何电器开关。

请立即让邻居致电燃气供应商，并遵循燃气供应商的指示。

如果未能联系到您的燃气供应商，请致电消防部门。

安装及服务必须由合格的安装人员、服务机构或燃气供应商执行。

燃气供应商建议您使用有UL 或CSA认证的气体检测仪。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燃气供应商。

如果检测到气体泄露，请根据‘’如果您闻到燃气味怎么办‘’的说明操作。

警告：燃气泄漏不能总是通过气味来探测。

重要：请不要安装对着燃气灶具吹风 的通风系统。这种通风系统可能会引起点火或燃烧等问题，导致

人身伤害或意外操作。

向下

不要在您的建筑物里使用任何电话。

警告：如果未能正确遵循说明书中的信息，可能 会导致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死亡。火灾或爆炸

这些词义为：

危险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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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萨诸塞州，应用以下安装说明：

安装和维修必须由马萨诸塞州认可的合格的或有资质的承包商、管道工或燃气安装工执行。

如果使用球阀，则应使用T型扳手。

如果使用软气管接头，必须小于3英尺。

重要：遵守所有的管理规则及条例。请勿堵塞燃烧气流

及通风设备。

重要：为了避免产品损坏，请与您的生厂商或橱柜

生厂商确保所使用的材料不会变色、脱皮或遭受其

它损坏。

可移式住宅-额外的安装要求

安装人员有责任遵守铭牌的安装距离要求。铭牌位于灶

具底部下方。

灶具必须有说明显示可独立安装或可安装于嵌入式烤

箱上面。检查您的灶具底盘上的安装标贴的型号及确

认是否可同时安装灶具及烤箱。如果未能找到该标

贴，您的灶具可能不适合安装在嵌入式烤箱上，请联

系您的经销商确认是否可以。

可用于这种安装方式的烤箱顶部应有一个认可标

签。如果未能找到该标贴，请联系您的经销商确认

是否可以.请参阅烤箱生厂商的安装说明，以确认是

否可内嵌于台面下以及正确的开孔尺寸。

灶具应安装在远离强通风区域的地方，例如窗户、

门和强散热孔或风扇。

所有安装灶具的墙壁或地面上的开口都必须密封。

请勿必按照所示尺寸来开孔。所示尺寸为最小间隙。

请勿必使用接地电源，参见“ ”章节。必须

有正确的燃气供应连接，参见“燃气供应要求”章节。

电气要求

灶具设计用于通过四周边缘支撑嵌入在台面上。

燃气和电力供应应位于“ ”章节所示的位

置，以便在不需移动灶具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

橱柜尺寸

如图所示，在墙的右后角处开孔，为进气及电源线

提供间隙，并且铭牌可见。

此灶具的安装必须符合制造房屋建筑和安全标准，第

24章美国联邦法规，第3280部分（

和安全联邦标准第24章，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80部分），

如果该标准不适用，请使用工业化住宅安装标准，AN

SI A225.1/NFPA 501A 或当地规则。

原可移式住宅建筑

在加拿大地区，该灶具的安装必须符合当前最新版本标

准CAN/CSA-A240或当地规则。

为消除触及产品过热表面引起的燃烧及火灾的危险，

产品表面上方应避免放置储物柜。如果需要安装储物

柜，可以通过安装一个抽油烟机来降低风险，该抽油

烟机水平地伸出柜体底部至少5英寸（12.7厘米）。

检查当地规则并咨询燃气供应商。检查现有的燃气供应和

电力供应。见“电气要求”及“燃气供应要求”章节。

请在开始安装之前收集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所需工具

所提供的部件

所需部件

卷尺 扳手、钳子

记号笔或铅笔

耐液化气体管接头粘合剂

无腐蚀性的气体探测器

一字螺丝刀

十字螺丝刀 

英寸梅花扳手

管扳手

稳压阀 
炉架

炉头盖

安装支架（ ）2

支架连接螺钉（ ）2

炉头座

安装要求

位置要求

工具及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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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牌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产品尺寸

型号 型号

型号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英寸

英寸

英寸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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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柜间距

侧面图 
正面图

顶上橱柜深度建议:13英寸( )。33.0厘米

30英寸的型号产品建议30英寸(76.0厘米), 36英寸的型号产品建议36英寸

（91.0厘米）。

从台面至顶部橱柜最小垂直距离：18英寸（ ）。45.7厘米

灶台面到地板的距离：36英寸（ ）。91.0厘米

燃气管道开孔-墙：柜灶台面下5英寸（ ）的任何位置。橱柜地面：

建议后墙的6英寸（15.2厘米）内的任何位置。

12.7厘米

从灶具顶部到无覆盖物的木头或金属橱柜底部的最小距离：30英寸（ ）。

如果木头或金属橱柜表面覆盖有不超过1/4英寸[0.6厘米]的阻燃纸板，或覆盖

有不超过28MSG的钢板，0.015英寸[0.04厘米]不锈钢板，或覆盖有不超过

0.024英寸[0.06厘米]铝板或0.020英寸[0.05厘米]铜板，其橱柜底部到灶

具顶部的最小距离：24英寸[61厘米]。

7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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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开孔尺寸-俯视图

侧壁

灶台正面边距

产品开孔尺寸

30英寸（ ）型号76.0厘米

36英寸（ ）型号91.0厘米

侧壁（ ）易燃表面

侧壁

后壁

型号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英寸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型号

型号

H及I

最小尺寸 最小尺寸建议尺寸 建议尺寸最大尺寸 最大尺寸

H及I 加一起至少10英寸（ ）25.4厘米 ,

每一边至少10英寸（ ）。25.4厘米

注意:灶台面开孔后，有些安装可能要求在底柜侧面上开口，以便清理灶台底部。为避免修改，底柜侧面需宽于

开孔尺寸。

如果橱柜带有抽屉，从灶台面到抽屉（或其它物品）顶部的距离要求4英寸(10.2厘米)。为避免与稳压阀有突，

抽屉深度可能需要短一些。

重要:如果嵌入式烤箱装在灶具下面，接地插头及燃气管道需安装在临近橱柜内。

此灶具及其气源和电源必须在安装嵌入式烤箱之前安装好。

29

后壁与灶台正面尺寸型号



电气要求

警告

警告

警告

燃气供应要求

气体类型

电击危险

电气接地说明

爆炸危险

请插入带接地的3脚插座。

请勿移动接地插座。

请勿使用转接器。

请勿使用外接电源。

未遵照指示可能会导致死亡，火灾，或电击。

本产品配有一个四脚接地插头，以保护您免受电

击危害。请直接插入正确的接地插座中。请勿将

此插头的接地切断或拆卸。

使用新CSA标准认可的燃气。

安装开关阀。

确保所有燃气接头均拧紧。

如果连接液化气，由有资质的人员安装，并确保

气压不超过14英寸（36厘米）水柱。

有资质的人员包含：

有执照的供热人员，

特许燃气公司人员及特许售后人员。

未遵照指示可能会导致死亡，火灾，或电击。

重要: 灶具必须按照当地规则和条例进行电气接地，在

无 当 地 规 则 的 情 况 下 ， 可 根 据 国 家 电 气 规 则

ANSI/NFPA70或加拿大电器规则，CSA C22.1-02进行

电气接地。

如果规则允许并使用单独的地线,建议有资质的安装人员

确定地线的路径是否足够。

上述规则可从以下获得：

美国消防协会

马萨诸塞州昆西市Batterymarch公园1号
邮编:02269

CSA标准协会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Pleasant Valley东路 8501 

本灶具提供电路图，见另一张单独的“电路图”。

该电路图粘在灶具底部的左边。

邮编:44131-5575

遵守所有的规则与条例

重要：安装必须符合当地规则与条例。在无当地规则的

情况下，必须符合美国国家标准，国家燃气规则ANSI

 Z223.1-最新修订版 或 天然气和丙烷安装规则 B149-

最新修订版。

天然气：

液化气转换：

警告：

液化气必须由有资质的售后技术工程师来更换。

切勿将此产品当作取暖器来加热或取暖房间，这样可能

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未经咨询燃气服务供应商，不得自行将灶具从铭牌所述

的气体转换为其他气体使用。参见包装箱内气体转换说

明。

工厂出厂设置该灶具使用天然气。如要更换为液化

气，见参照包装箱内“液化气体更换”说明。位于灶

具底部的铭牌上有关于可使用的气体类型的信息，如

果所列气体类型未含您所使用的气体种类，请向当地

燃气供应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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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20V，60Hz,AC交流电，15安培，融合电路。

同时要求延时保险丝或断路开关。另建议灶具采用

独立的电路供电。

电子点火系统操作在宽电压范围内，但要确保正确的

接地及极性。请检查插座是否供120伏电源并且正确

接地。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

燃气供应管道 稳压阀

炉头输入值要求

供气压力测试

为灶具提供一条3/4英寸(1.9厘米)的燃气供应刚性管

道。较小尺寸且较长的管道可能引致燃气供应不足。

液化气需使用管接头，不能用特氟龙胶带。液化气

体，管道或管尺寸应最小1/2英寸。液化气供应商通常

决定系统中使用的材料及尺寸。

如果当地规则允许，使用由CSA设计的1/2英寸或3/4

英寸内径的软不锈钢管燃气接头，连接灶具与硬燃气

供应管道。

需使用灶具配置的稳压阀。稳压阀的入口压力应根据如

下所示正常操作：

铭牌上的额定输入值适用于海拔2000英尺（609.6米）

以下的地区。海拔超过2000英尺（609.6米），每高

出海平面1000英尺（304.8米），额定值应减少4%

（不适用于加拿大）。

稳压阀的供气压力测试

测试稳压阀的气体供应压力必须至少比铭牌上显示的

进气管压力高1”水柱。

当测试压力超过1/2psi(3.5kPa)的时候，灶具及其单

独的开关阀应与供气管道系统断开。

管道压力测试在1/2psi（14英寸WCP）以上

管道压力测试为1/2psi（14英寸WCP）或以下

当测试压力等于或小于1/2psi(3.5kPa)的时候，灶具

需通过关闭单独的手动开关阀与供气管道系统隔离。

用一个1/2英寸外螺纹来连接灶具稳压阀内螺纹入口。

当移动灶具时，请勿扭结或损坏软金属管。

产品的泄漏测试应遵循供应商的说明进行。

必须配有开关阀：

燃气供应管道
开关阀于“ ”的状态开
通向灶具

软金属器具连接头：

燃气供应管道必须安装手动开关阀。该阀与灶具同一

室内，位于开孔处外部，如相连的橱柜内。必须是不

需要移动灶具情况下就可触摸到开关阀。，且开关阀

应装在容易开关的位置。请勿阻挡开关阀的通路。该

阀的作用是打开或关闭通向灶具的燃气。

天然气：

最小压力：4英寸(9.9厘米)WCP

最大压力：7英寸至14英寸(17.8厘米至35.5厘米)WCP

液化气：

最小压力：10英寸(25.4厘米)WCP

最大压力：14英寸(35.5厘米)WCP

如果您不确定入口压力，请联系当地燃气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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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更换气源，请到指定的供应商处购买相应产

品的转换包。

产品型号：JZ(Y/T)-G513 JZ(Y/T)-G515 对应的部件号：

880

产品型号：JZ(Y/T)-G413对应的部件号：881

请遵循转换说明指示。

销售商联系方式：见封面。

请保存从产品拆下来的喷嘴以备将来使用。



安装说明

安装灶具

燃气连接

警告

警告

超重危险

爆炸危险

请用2人或多人移动或安装灶具，如果不这样做，可能

会导致安装人员背部或其他伤害。

确定灶具放置的最终位置。避免在安装过程中钻到或切

断现有的线路。

用连接支架的螺丝将支架连接到灶具底盘底部，并锁

紧螺丝。

确定您的橱柜结构是否有足够的间隙来安装灶具底部的安

装支架。此处为建议的位置。如有必要，可在灶具底部前

后加装安装支架。

前面或后面安装连接螺钉孔的位置
灶具底盘底部
连接螺钉
安装支架（ ）建议终端位置

使用2人或多人将灶具正面放入到开孔处。

从灶具底盘底部拆下所选支架位置的螺钉。

灶具底部的边缘
安装支架

注意：请确保灶具前端与灶台前端平行。如需重新放置，

请将整个灶具从开孔处抬起，以免刮伤灶台面。

灶具
灶具底盘
2英寸（ ）连接支架螺5.1厘米
安装支架（

允许安装连接螺钉的位置）

延伸到超过灶具底部最远可

灶台

使用新的CSA国际认可的燃气供应管道。

安装开关阀。

确保拧紧所有燃气接头。

如连接液化气，需有资质的安装人员安装并确保气

压不超过14英寸(36厘米)水柱。

有资质的人员包含：

有执照的供暖系统人员

特许燃气公司人员及特许售后人员

未遵照指示可能会导致死亡，火灾，或电击。

正规的软管连接

将管接头粘合剂应用于连接天然气和液化气软管连接

头的较小螺纹端。

将一个转换头连接到稳压阀上，另一个转换头连接到

气体开关阀。拧紧这两个转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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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个15/16英寸梅花扳手和管道锁钳将软接头连

接到转换头上。检查软连接头是否有扭结。

重要：所有的连接必须用扳手拧紧。请勿将稳压阀连接

得过紧，过紧可能会使稳压阀破损，导致气体泄漏。紧

固连接件时不允许打开稳压阀。

灶具下面无器具/阻碍物 建议安装在灶具下面，避免干扰

进气管 进气管

整体连接

3/8英寸弯头

使用管接头粘合剂

转换头（ ）需用3/8英寸公管螺纹

软管接头（ ）在橱柜间穿墙

转换头（ ）需用3/8英寸公管螺纹

使用管接头粘合剂

稳压阀（ ）提供

1/2英寸或3/4英寸气管

手动燃气开关阀

1/2英寸或3/4英寸气管

稳压阀

使用管接头粘合剂

转换头（ ）需用1/2英寸公管螺纹

软管接头

转接头

使用管接头粘合剂

手动燃气开关阀

1/2英寸或3/4英寸气管

安装稳压阀时，稳压阀上的箭头指向灶具底盘底部，

并且安装在可以接触到稳压阀检修盖的位置。

检修盖

关闭状态的阀体

打开状态的阀体

灶具后部
稳压阀

向上箭头。稳压阀必须安装在箭头指向灶具底

部的位置

只能使用与天然气及液化气上专用的管接头粘合剂

请勿使用特氟龙胶带，您需要根据您的安装确定所

需的配件。

打开燃气供应管道上的手动开关阀。当手柄与气体

管道平行时，阀门处于开启状态。

使用经认可的无腐蚀性泄漏检测溶液进行所有连接头

的刷涂测试。出现气泡即表示泄漏。请重新修正任何

有泄漏的地方。

从部件包中拆开炉头盖、炉头座及炉架的外包装，将

炉头盖上的凹口与炉头座上的销钉对齐放置。

将点火针对准炉头底座上的孔。炉头盖应正确放置并

保持水平状态。如果炉头盖放置不正确，炉头将点不

着火。将炉架置于炉头和炉头盖上。

炉头盖
气管出口

炉头座
点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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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安装

电子点火系统

下面的符号会出现在每个控制旋钮旁的控制面板上：

气体关闭

点火位置

大火

小火

炉头点火

图 图 图 图

小火在旋钮逆时针转的末端。

所有操作位置必须在大火和小火之间选择。

不要在大火和关闭位置之间调节旋钮。

面板上，旋钮旁边的符号将指示所操作的灶具燃烧器的状态。本灶具带安全自动熄火保护装置，

已装在每个燃烧器上。

检查炉头铜盖、铜中心或其它部位是否放置正确，确认旋转旋钮位置（图1），然后打开气阀。

如果您一直按下控制旋钮，炉头就会自动点火。

点火：按下控制旋钮，然后逆时针90度转到最大火位置。在炉头火焰点燃后，应按住控制旋钮

15秒。如果15秒后炉头仍未能点燃，请停止操作并打开橱柜门，等待至少1分钟后再尝试点火。
经过火焰调节15秒后，应继续逆时针旋转控制旋钮，直到火焰达到合适的大小。操作位置必须

在最大火位置(图3)和最小火位置(图4)之间。

如需关闭炉头，请将控制旋钮完全顺时针旋至气体关闭位置。

在停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一根火柴小心地点燃。

熄灭:当旋钮旋至(图1)位置时，炉头熄灭。

低温下灶具的使用方法与常温下相同。

低火焰 高火焰

调整炉头表面火焰的高度。炉头表面“低”火焰应为稳定的蓝色火焰约1/4”(6.4毫米)高。

检查火焰高度

调整单阀

重要：双阀调节必须由有资质的安装人员或售后服务机构来执行。

将炉头火焰调至LO位置。

重新装好旋钮

通过旋转控制旋钮LO 到HI来检测到每个位置上的火焰大小。

取下控制旋钮。
用一把钳子钳住阀杆，并用3/32”(#0[2毫米])一字螺丝批旋转控制旋钮阀杆上的螺钉，直到火焰大小合适。

3/32”(#0[2毫米]) 一字螺丝批(螺丝批柄

长度最小2英寸[5.1厘米]）。

控制旋钮阀杆出口

调节螺丝位置

警告

顶部燃烧器的火焰大小应

该调整，不能超出锅的边

缘。本说明基于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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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维护注意事项

清洁

每次使用后

清洁灶具燃烧器

清洁操作必须在灶具冷却后进行。在开始任何清洁之前，应该先断开本灶具的电源。

灶具应定期进行清洁，建议每12个月全面检查一次。

灶具燃烧器应每周清洁一次，如果弄脏了，应更频繁地清洁。

取下锅架，用中性洗涤剂浸湿的柔软湿抹布擦拭本灶具。抹布从肥皂水中取出后拧干。

保持灶具区域整洁，远离易燃物品、汽油和其它易燃气体和液体。

从灶具顶部向上拉出灶具燃烧器，以取下灶具燃烧器。

用柔软干净的抹布擦干本灶具表面，使其干燥。

勿阻碍燃烧并保持通风气流。

用热水和少许中性洗涤剂浸泡10分钟左右。

我们建议在本灶具的不锈钢表面定期使用适当的不锈钢清洁剂和抛光剂。

您不应该使用蒸汽或任何其他高压清扫设备来清洁本灶具。

清洁干净后，仔细擦干。

在将燃烧器放回灶具顶部之前，确保燃气喷嘴没有被堵塞。

目视检查燃烧器及其火焰，参照上述“检查火焰高度”。

火盖

3.5寸外环火盖

分火器

点火针

热电偶

炉头座

（  图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一定要按原来的方式重新组装燃烧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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