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特性
•	 智能磁力液体搅拌器
•	 最高转速高达 1200 转 / 分
•	 中心表面最高温度 70℃ ±5
•	 采用高级陶瓷发热体
•	 发热工作面板采用 SS304 不锈钢
•	 2 种搅拌模式可选，3 个时段自主设置工作程序
•	 智能记忆功能
•	 机身防渗保护设计，防止意外撒漏液体渗入机器内部
•	 内置数字温控保护功能
•	 采用 PC 防火阻燃材料制造
•	 通过 RoHS、CE、FCC 及 CEC 等多项安全质量认证

参数
电源：	 DC			12V			3A			MAX（外置电源适配器）
电机调速范围：	 70-1200 转 / 分（数字显示）
电机功率：	 3W	
加热功率：	 30W
加热温度：	 中心表面最高 70℃
控温方式：	 数字控温
控制精度：	 5℃ /10 ℉
发热体：	 陶瓷发热体
工作面板材质：	 SS304 不锈钢
搅拌容量：	 30-1000 毫升（建议使用范围：30-200 毫升）
工作时间：	 SMM 简易搅拌模式随机状态：连续
	 PMM 程序搅拌模式编程状态：14 天（定时周期最长时间）
尺寸：	 161mm×144.7mm×53mm
重量：	 486.1g

配件
DC 电源适配器，2× 磁力搅拌子，磁力搅拌子提取棒

使用说明
插入外置适配器接通电源，拨动机身侧面开关按钮至“ON”，此时屏幕界面会显
示 R.P.M.（搅拌转速）、TEMP（搅拌温度）、RUN	TIME（计划运行天数）、
TIMER（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REMAIN（剩余运行天数）和 SET1、SET2、
SET3 标识（NFF01 设有记忆功能，若上一次关闭前使用 PMM 程序搅拌模式，当
再次开机时，屏幕将会显示此标识，若上一次关闭前使用 SMM 简易搅拌模式，
当再次开机时，屏幕不显示此标识）。将平底容器放置在发热工作面板中心（加热时，
请勿使用塑料容器），倒入待搅拌溶液并放入磁力搅拌子，选择适用搅拌模式即可
启动 NFF01。

模式切换
NFF01 设有 SMM 简易搅拌模式和 PMM 程序搅拌模式，用户可自行选择适用的
搅拌模式。

SMM 简易搅拌模式：
用户在此模式下可调节搅拌转速和搅拌温度。

PMM 程序搅拌模式：
此模式下 ,NFF01 可按照预设定时间进行运作，在 24 小时内分为 SET1/	SET2/	
SET3	三个时段的工作程序，各时段工作程序可分别设置运行参数，并独立运行。
•	SET1 工作时区为 00:00-07:59
•	SET2 工作时区为 08:00-15:59
•	SET3 工作时区为 16:00-23:59

此模式下，用户可根据需求分别调节各个工作时区的搅拌转速、搅拌温度、计划运
行天数（此参数设置数值不可少于 1 天）、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系统时间参数。
开启 NFF01 后，若屏幕没有显示 SET1、SET2、SET3 标识，此时长按旋转按钮即
可进入 SMM 简易搅拌模式；若屏幕显示 SET1、SET2、SET3 标识，此时长按旋
转按钮即可进入 PMM 程序搅拌模式。长按 SET1 按钮可切换搅拌模式，以长按旋
转按钮确认并进入模式。

模式设置操作
NFF01 设有记忆功能，选定搅拌模式后，NFF01 会自动按照此前设定的参数进行
工作。

SMM 简易搅拌模式：
进入 SMM 简易搅拌模式后，NFF01 随即启动（如设置的转速较低时，启动时间
会稍长），此时旋转按钮上方的红色加温指示灯会亮起，并发出“嘀”一声提示用户。
若需调节参数，请短按 1 次 SET1 按键，在“嘀”一声提示音后，可转动旋转按钮
选择搅拌转速（可用调节范围：70-1200 转 / 分），短按 1 次旋转按钮确认并进
入选择搅拌温度（可用调节范围：35-70℃ /90-150 ℉），再短按 1 次旋转按钮
确认并运行设置。

SET 1 按钮

SET 2 按钮

SET 3 按钮

旋转按钮
开关按钮

加温指示灯

发热工作面板

®

   NFF01
	 	 	 磁力液体搅拌器

PMM 程序搅拌模式：
此模式分为 SET1/	SET2/	SET3	 三个时段的工作程序。进入此模式后，NFF01 会
按照此前设置的程序工作。此时屏幕会显示各项参数及 SYSTEM	TIME( 系统时间 )。

SET1/	SET2/	SET3 参数设置方法如下：
1.	SET1：短按 1 次 SET1 按键，SET1 图标会闪烁提示用户参数可调节。通过转动

旋转按钮调节参数，短按 1 次旋转按钮确认并跳转至下一个参数。以“R.P.M.（搅
拌转速）-	TEMP（搅拌温度）-	TIMER（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RUN	TIME（计
划运行天数）”顺序跳转。完成设置计划运行天数后，短按 1 次旋转按钮即退出
设置，此时 SET1 图标不再闪烁。如不进行设置操作，可短按 1 次 SET1 按键退
出设置，屏幕会显示 SET1 的具体参数。

2.	SET2：短按 1 次 SET2 按键，SET2 图标会闪烁提示用户参数可调节。设置方法
同上。

3.	SET3：短按 1 次 SET3 按键，SET3 图标会闪烁提示用户参数可调节。设置方法
同上。

在各个程序预设的工作周期结束时，NFF01 会以蜂鸣提示音告知用户该预设时段
已结束，如需继续使用，可重新设定。
暂停功能：NFF01 启动后，可短按 1 次旋转按钮暂停搅拌，此时进入保温状态。
NFF01 红色加温提示灯不会熄灭，并会每秒发出 1 次“嘀”提示音来提示用户。
再短按 1 次旋转按钮可再次启动。

系统时间设置
进入 PMM 程序搅拌模式，长按旋转按钮，在“嘀”一声提示音后，进入系统时间调节。
通过转动旋转按钮修改时间，短按 1 次旋转按钮确认。

温度保护功能
NFF01 设有加温保护功能，当操作面板整体温度超过 70℃时，NFF01 随即停止加
温工作，待温度降低后自动恢复加温。
NFF01 在不搅拌的情况下，不允许加温操作。在任何搅拌模式下，如把原有搅拌
转速参数改为 0，NFF01 会停止搅拌和加温工作，此时不允许设置搅拌温度。

注意事项
1.	 本机工作时，请勿将加热容器以外的物品覆盖在本机上。
2.	 使用环境温度：-10 ～ 40℃，储藏温度：-20 ～ 60℃。
3.	 请不要在潮湿、易燃、易爆环境中使用本机。
4.	 本机适用人群为 18 岁以上成年人。本机工作时，请不要让孩子触碰本机，以

免发生意外。
5.	 本机工作时，工作面板是加温区域，请勿用手触碰工作面板，以免烫伤。
6.	 进行加温操作时，请不要使用塑料容器，避免容器损坏，导致意外发生。
7.	 请尽量使用平底容器进行加温搅拌操作，能使热能更有效传递，以及避免磁力

搅拌子碰撞底部，产生撞击声响。
8.	 当磁力搅拌子出现跳动情况时，请把转速降低，继续搅拌即可。
9.	 在使用本机时，请勿在其附近区域使用或者存放对磁力敏感设备，以免对设备

造成影响。
10.	若发现本机有任何故障，请立即停止操作并仔细阅读说明书。
11.	切勿擅自拆卸、组装或改装本机，可能会导致保修服务失效，详情请查看保固

条款。

保固服务
NITECORE® 产品拥有售后保固服务。在购买本产品的 15 天内，如果有任何质量
问题均可向经销商要求免费更换。在购买本产品的 12 个月内享受免费保固服务。
在超过 12 个月免费保固期后，本产品享有终身有限度保固服务，如需要更换重要
部件则需收取成本费用。

本保固规则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1.	人为破坏，拆解，改装本产品。
2.	错误操作导致产品损坏。

如对奈特科尔产品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当地的代理商或发邮件到

4008869828@nitecore.cn

※	本说明书的所有图片、陈述及文字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官网 www.nitecore.cn
实际信息为准。广州希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对说明书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和
修改权。

更多信息请关注新浪微博：	NITECORE 奈特科尔

400 客户服务热线：400-886-9828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

广州希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86-20-83862000
销售邮箱：info@nitecore.com
网							址：www.nitecore.cn
地							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 号凯华国际中心 2601-06 室
邮							编：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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