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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然有别 嘉格纳

The range



333
330 多年以来的不断创新、卓越品质和精湛技艺，让我们从历史的

变幻莫测中脱颖而出，我们影响了嵌入式厨房家电的发展，把蒸汽

烤箱引入家庭，还开创性的为其研发了自清洗功能。正是这些大胆的

突破，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势必超越每个人的想象。正因如此，我们

不认为等待是一种迎接未来的理想姿势，只有创造，才能将今天

踏出的每一步，变成通往明天的第一步。 

从现在开始，每一次迥然有别的创想，都将化为绵延不断的惊

叹。时光荏苒3个多世纪，却从未让我们停止脚步。

当历史的迷雾悄然散去，时光重回1683，

故事始于那一年的黑森林畔，至今，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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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件产品，我们的构思和设计都不仅为了满足行业的最高

标准，更为了符合嘉格纳的要求。

我们让门体在关闭后严丝合缝，让旋钮在调节时精准无疑，让

插入件在贴合处浑然一体。每一件嘉格纳的产品，都可以在完美

演绎自身角色之余，为您带来更高期许。

毫无疑问，嘉格纳就是精良设计和耐用品质的代名词。我们为

厨房带来整洁利落、线条简约的视觉享受，也为厨师带来无与

伦比、功能丰富的操控体验。无论是开门、旋转、还是按压，

越是不经意的接触，越能令您充分感受这份迥然之趣。

迥然有别 嘉格纳



嘉格纳烤箱的经典蓝色珐琅内腔使用了多种复合材料。

Vario 400 系列冰箱

Vario 200 系列冰箱

200 系列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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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何一款烤箱都足以令最严苛的私人厨师展露微笑，每一次

与旋钮的接触，都能自指尖感受到嘉格纳散发的专业气息。正如

甜美的蜂蜜总是源自优质的蜂巢，真正难忘的烹饪体验则需要

顶尖厨电来相辅相成。烹饪中每一处看似简单的细节，都是厨师们

展现个人特质的舞台：调味、计时、控制温度，千人千面，各不

相同。这些都促使我们不断推出性能卓著、品质持久以及设计

大胆的厨电，以满足每一个诞生在厨房里的艺术创想。 

您的每一种个性需求，都能借由我们经典的 EB 333 烤箱、容量

可观的 400 系列、以及平滑无缝的 200 系列一一实现。

无论您的选择为何，简洁而又引人注目的外观都是这些系列的

共同特点。您可以将蒸汽烤箱和传统烤箱组合使用，充足的烹饪

空间和灵活的使用感受将完全刷新您的操控体验。同时，您也

可以让真空抽屉加入其中，为自己的拿手作品中，再添一道真空

低温慢煮的好菜。将烤箱与全自动咖啡机、蒸汽烤箱或微波烤箱

并排摆放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强强联手之下，您会得到更大

空间来一展所长。

当然，您也极有可能爱上我们的暖碟抽屉。当您需要准备多达

十道菜的晚餐时，暖碟抽屉便会成为您最得力的助手，您也可以

只是用它来保温食物，让烹饪的过程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始终相信：符合个性的精良厨电，会让每一个热爱烹饪的

人都能炮制出属于自己的专业美食。

烘焙
是什么让专业厨师在您的厨房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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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333 烤箱

每一件嘉格纳的产品都在不断成长。从第一代 EB 333 烤箱诞生

至今的 30 年间，我们从未停止过对它的雕琢。每一个细节之中，

经典都在不断升级，只为更好的诠释嘉格纳的精髓。时至今日，

我们仍然坚持几乎全手工的制作，烤箱的正面门体采用 3毫米厚、

90 厘米宽的整片不锈钢板，一体成型，风格十足。而独特的

悬臂式铰链和缓冲式开关结构，则让您仅凭单手就能轻松开启

这片重达 20 公斤的金属面板。

凭借技术的创新，我们让 EB 333 烤箱的节能标准一举上升到了

更为环保的欧盟能效 A级。在保留经典的黑色不锈钢旋钮之余，

新增的 TFT 触摸屏成了倍受用户喜爱的全新亮点。作为嘉格纳

最具代表性的烤箱产品，EB 333 的长盛不衰，无疑是对烤箱

系列产品 30 年庆以及嘉格纳品牌 333 年光辉历程的最佳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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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厨房理念为动力，以专业厨师需求为灵感，我们将这些

理念与灵感注入 400 系列烤箱，令它成为专业标准的一部分，

带入到您的厨房。

坚固的不锈钢材质和玻璃塑造的大胆线条，一切都自豪地彰显着

嘉格纳特色的万里挑一。门的设计颇有趣味，没有任何手柄，

只需轻触显示屏即可将门打开。它的存在，让您的厨房轻易化

为风格的舞台。在组合使用时，控制面板帮助您在两种选择间

轻松切换，无论蒸汽烤箱、微波烤箱，还是全自动浓缩咖啡机，

都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设定优先级。同时，您还可以搭配用途各异的

暖碟抽屉或真空抽屉一同使用，即便是准备一道真空低温慢煮的

菜肴，也能令您得心应手。

在天马行空的完成烘焙、烧烤和蒸炖之后，即便对于大师而言，

也无法拥有一个整洁依旧的厨房。任何没有被及时清洁的污渍，

都有可能在烤箱上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400 系列烤箱独树

一帜的高温分解自清洁系统和蒸汽烤箱的自清洁系统，可以帮

您自动分解一切污渍，保证烹饪之后，厨房依然整洁如新。

烤箱宽度 60 厘米，使用不锈钢和玻璃材质，风格独具，令人

一见倾心。

400 系列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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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嘉格纳的产品三个一组，并排摆放，让嵌入式咖啡机分隔微波

烤箱与蒸汽烤箱，这种极不寻常的排列方法，只是我们花样

繁多的组合方式之一，无论您如何搭配，都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精致的旋钮和 TFT 彩色液晶触摸屏的组合，展现出确定无疑的

嘉格纳风格。旋钮的做工在精细之余，更显示出十足的质感，

无论您打算快速还是精确的调节各项功能，它都能为您提供恰到

好处的阻力。当然，您也可以利用 TFT 彩色液晶触摸屏，便捷的

查看程序中附加的辅助功能。

我们的全自动咖啡机，可根据个人的喜好，调制出风味口感各异的

专属咖啡。全自动咖啡机最多可以设置并存储八种不同口味的

咖啡，充分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固定的进水和出水装置

使得您不再需要额外配备水箱或滴水托盘。当然，为了满足您的

喜好，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具有水位自动监控功能的独立水箱，

您可以将它轻松方便的安装在咖啡豆盒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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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蒸汽烘烤、焗焙、烹饪和烧烤于一体的嘉格纳蒸汽烤箱，除了

能够为您额外完成加热、榨汁、酥皮制作等工序外，它的真空

低温慢煮功能也将是您烹制美食中的得力助手。与此同时，它还

可以自动完成烹饪后的清洁工作，省去繁琐，只留享受。

从 15 年前将它带入厨房的那一刻起，直至今日，我们仍在不断

创新和超越。

精准的温度控制、五档湿度等级，以及新加入的真空抽屉功能，

这些都会将您对美食的追求推向极致。

蒸汽烤箱的自清洁系统是一项彻头彻尾的创新之举，习惯了它的

便捷之后，您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曾经使用的一切工具。400 系列

蒸汽烤箱使用集成式供水装置和全自动清洁系统来打理烤箱的

内部，简单快捷，方便卫生。不锈钢和玻璃材质的烤箱门，配合

可拆卸的独立水箱或连接自来水系统的集成式入水口，都令 400系列

烤箱成为足以引领时代风尚的厨房标杆。

借助真空抽屉的帮助，您在烹饪前的准备工作可以进行得有条

不紊，它的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能够迅速完成鱼、肉、果蔬的真空

封装，真空低温烹饪对它而言也是轻而易举，您还可以利用它

将食材腌渍，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对于使用频率，您大可放下

忧虑，试过之后，您便会明白它的不可或缺。

Gastronorm 多功能料理盘的存在，让食物在厨房中的烹饪之旅

有如行云流水。存储、冷藏、制备、烹饪、烘焙，甚至连食用

都可以在它的多功能系统内实现。对于多功能料理盘的材质，

我们大多选用不锈钢或不粘涂层，还为其设计了带孔或无孔、

带盖或无盖等多种选择。您可以用它搭配任意一款嘉格纳的主打

产品，让它成为您不折不扣的专业助手。
烤箱不粘涂层焗烧锅

真空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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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把手设计，成就 400 系列烤箱的内外兼修。

作为同类中最高标准的坚持者，400 系列烤箱拥有多达 17 种

烹饪程序，以及丰富的辅助功能，无论是电转烤肉架、中心温度

探测棒、还是烘焙石和高温分解自清洁系统，您都只需轻触按钮

便可完成。

中心温度探测棒是一种可以帮助您及时了解肉、鱼、及各式中

西点心内部温度的重要工具。通过 TFT 彩色液晶触摸屏，您可以

直观了解当前的状况，并为之提供精确的温度调控。

烘焙石是 400 系列烤箱品质卓著、控制精准的又一力证。它由

手工打磨而成，自带可拆卸的加热元件，最高加热温度可达 300°C，

这也是为什么借助烘焙石的力量，我们便能让烤箱拥有传统

砖炉般的魔力，烤制出加热完美、色泽诱人的匹萨、法式薄饼和

法式长棍面包。

暖碟抽屉同样可以帮您实现更完美的烹饪。您可以利用它来解冻、

保持食物最佳温度或是进行慢煮，当然，您也可以仅仅把它当作

咖啡暖杯器来使用，让细节之美始终贯穿您的精致生活。

食物中心温度探测棒

烘培石

暖碟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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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系列烤箱致力于为家庭厨房用户提供媲美专业的烹饪效果。

宽达 60 厘米的烤箱可以水平嵌入您的橱柜，接缝光滑，犹如

一体。作为嘉格纳家族的一员，200 系列烤箱同样可以搭配全自

动咖啡机、蒸汽烤箱以及暖碟抽屉一同使用。与众不同的优雅

设计，贵气简约的三色选择，令它可以近乎完美的融入任何室内

设计风格之中，无论垂直还是水平放置，在嵌入式理念的引领

下，齐于墙面的安装效果都会为您带来令人心动的惊艳感觉。

如果您喜爱较为传统的安装效果，可考虑将烤箱安装于操作台下。

除了墙壁本身的限制，几乎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挡您将嘉格纳的

产品自由组合，正如我们打造的 200 系列烤箱也总是提供多种

烹饪方式供您选择，从精烹、蒸制到日常烘焙，您尽可以发挥

烹饪过程中的奇思妙想，将它们组合使用，微波功能的加入提供了

更灵活的使用空间，全自动咖啡机则在诠释线性美学之余，将

一杯满足您个性需求的咖啡，泡制得臻于完美。

200 系列的魅力在于，无论是精致设计的爱好者，还是驰骋业界的

烹饪行家，都能在一眼过后，对它的迷人特点难以忘怀。

200 系列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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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的 200 系列，在与墙壁实现无缝嵌入的同时，也持续为您

提供着功能强大、范围宽广的多样选择：烤箱、蒸汽烤箱、组合式

蒸汽烤箱、微波烤箱、组合式微波烤箱、全自动咖啡机以及暖碟

抽屉。每一种产品都配备了颇具嘉格纳风格的色彩供您选择：

碳晶黑、金属色或银色。

所有的烤箱门把手均与我们的冰箱门的把手风格一致，便于您的

厨房电器与整个居室环境和谐统一。做工精良的纯不锈钢旋钮

是另一种属于嘉格纳的标志性元素，负责帮您实现烤箱的主要

控制功能，辅助功能则显示于 TFT 彩色触摸屏上，动动手指，

就能一目了然。

作为这一系列中最具智能优势的全才，烤箱配备了电子温度控制

功能，以及多种可选的烘焙方式。同时，它也是防止污渍侵袭的

绝佳对策，借由前瞻性的热解系统，您只需一擦，就能令油污

消失无踪。对于安装方式，您可以在操作台下紧贴台面的一侧

安装，也可以水平或垂直的嵌入高柜之内。

烘焙石的诞生堪称烤箱领域内的一大创新，曾经只能在传统

砖炉中享用的美食，现在同样可以出现在您的厨房里。

组合式蒸汽烤箱则能满足您对任何风格的烹饪需求，它也是

本系列中唯一具有集成式供水系统的产品。无论您需要蒸炖、

烘焙、焖煮、加热还是榨汁，这款宽达 60 厘米的烤箱都能令您的

厨房格调与味觉享受进一步升华。

嘉格纳炭晶黑

嘉格纳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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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抽屉

对于嘉格纳而言，您的再多喜好，我们都能一一满足。不管是

专业的 Gastronorm 多功能料理盘系统，还是为您量身定制的

各类烹饪工具，都是为了满足您在美食之旅中的每一种需求，

无论是食物的准备、储存、烹调还是加热，您都能在嘉格纳的

辅助下实现得轻松自如。同样，您也可以选择独立或组合式的

微波烤箱，将日常烹饪、微波加热以及烧烤功能融于一体的同时，

它也会成为您最得力的助手，和灵感的源泉。

 

全自动咖啡机可为您存储多达八种的个性化口味设置，还能在

同一时间冲泡两杯浓醇的咖啡。咖啡豆和牛奶的比例也无需困扰，

全由咖啡机的内部设定自动控制。对于供水系统，我们会根据

喜好为您提供两个选择：带水位监控功能且颇为灵活的集成式

水箱，或连接进水系统的固定的进出水口，让您从加注水箱这类

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

暖碟抽屉的作用在于，您只需设置一次，就能在晚餐之前将 6 至

12 人份的餐盘加热至最理想的温度。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帮助您

进行解冻、烘焙着色、点心发酵、保温，甚至低温慢煮等多种

工作。

 

真空抽屉无疑是您私人厨师的最佳拍档，它可以让食物的腌制

速度大大提高，也可以让肉、鱼、和蔬菜的保鲜期极尽延长，

还能帮助您迅速密封果酱及其他酱料瓶。仅需轻触，您便可以

将它开启，得到与暖碟抽屉容量相近的内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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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位胸怀抱负的厨师而言，Vario 灶具的两个系列既能为

他们提供独树一帜的专业厨电，也能满足他们对家用厨房的独到

追求。正如喜马拉雅矿盐所诠释的道理一样，用于烹饪的元素

应该在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能取悦人们的视觉。因此，Vario 灶具

系列的每个产品均采用不锈钢打造，一体化无缝连接和模块化的

灶具系统令它们生就不凡，不管是独当大任还是协作组合，都不会令

它们完美的水准下降分毫。

对于那些习惯了燃气烹饪的人来说，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前景

或许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一面是温婉羞怯的文火慢炖，一面是

焰光狂卷的烈火烹油。嘉格纳总在专业水准之上，带给人们超越

想象的惊叹。除了传统的燃气灶，我们还提供电磁灶和经典的

微晶玻璃灶具，以及电烤灶、蒸汽灶、铁板灶和电炸灶等等，

并配有台式和下吸式吸油烟机，便于您的烹饪与清洁。

 

无论是嵌入式安装还是安装于灶台上方，Vario 400 系列带来的

专业性和 Vario 200 系列带来的精致感，都会让您的烹饪空间

产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烹饪
毫厘之间，成就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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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 400 系列灶具

没有哪一名专业厨师希望灵感受限。因此，Vario 400 系列灶具

将创作空间还给每一个使用者，您可以自由组合出属于您的

灵感舞台，用想象力将它不断扩大。这一系列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组合在一起。无论是电烤灶、铁板灶、

蒸汽灶，还是下吸式吸油烟机和电炸灶，都能与燃气灶或电磁灶

相互组合，形成连贯的烹饪空间，整体跨度可从 38 厘米一跃

增至 90 厘米。

Vario 400 系列的电磁灶采用不锈钢边框，能够将热量快速从

热源传导至锅具，有效避免无意义的能源损耗。同时，它也是

无所不能的烹饪好手，从焦香四溢的爆炒到文火细煨的慢炖，

从单区锁定的料理到总揽全局的操控，您可以用任意尺寸的

组合和任意功能的混搭实现厨房中的每一种可能，我们对您的

唯一承诺，就是我们从不让您失望。

当您决定使用这一系列的灶具，我们希望您的想象力能够做好

充分的准备，因为它将满足您对烹饪艺术最天马行空的创想，

也将守护您最稍纵即逝的点滴灵感。我们在灶具的垂直面上

配备了照明功能，心无旁骛之时，您只需动动手臂就能完成简单的

操作，再也不必为琐碎小事而分散注意力。作为独具特色的  

Vario 400 系列，我们希望它能令您印象深刻，却不会感到分毫

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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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格纳，一切功能都可能超乎您的想象。不只您的双眼会

为之流连，手指也极有可能迷恋上它的触感。 

调节旋钮位于操作台前端，作为一种对精确度有着极高要求的

配件，它的做工堪称精良，坚固的不锈钢打磨出质感十足的轮廓，

在操作时辅以巧妙的照明功能，只需轻轻一转，便能实现最直观的

精准控制。

凸出台面或与台面齐平安装的设计方案完全取决于您的喜好。

任何一款令您心动不已的产品都可以在安装时呈现完全与台面

齐平的效果，或是凸出台面 3毫米的设计，让不朽的嘉格纳风格，

轻松满足您的心头所好。

电磁灶从 38 厘米拓展到 90 厘米后，原本的单独加热区便会

拓展为五个热度可调的烹饪区域，您可以通过组合其中的任意

两个来获得一个更大、也更便于掌控的烹饪区域。假如您的时间

并不充裕，或急需把水烧开，火力推进功能可以迅速满足您的

需要，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将液体加热至沸腾状态。

电炸灶和电蒸灶的烹饪区域位于一片椭圆形的不锈钢空间内。

无论是特制的天妇罗还是日常的薯片，电炸灶都是您最理想的

烹饪助手；除了完成汆烫、榨汁、蒸煮、加热等日常烹饪，电蒸灶

还能帮您制作高汤或是榨汁，您可以利用分隔插片在同一蒸汽灶内

分出不同的烹饪区，即便您在其中一侧料理着营养丰富的蔬菜，

也不必担心另一侧的白葡萄酒酱汁被影响口感。

全不锈钢旋钮

凸出或完全齐平台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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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板灶和电烤灶都可以为您的厨房带来全然不同的烹饪方式。

它们均配有两个烹饪区，可以方便的实现同时加热；如果您将

烤架的一半换成烤盘，烧烤和煎烤也能同时操作。

 

下吸式吸油烟机的诞生，已经改写了某种物理现象。热量和蒸汽

再也无法利用空气逃散，因为早在源头，它们就已经被吸取一空。

您只需转动旋钮，就能同时操作两台下吸式吸油烟机。 下吸式

吸油烟机不仅风格简约，而且毫无噪音。我们将主机置于落地式

橱柜内，更将管道设计得占地极小，您完全无需担心会因此而

影响橱柜的使用，不到打开的那一刻，您几乎不会发现它的存在。

燃气灶可以为您带来高达 6,000 瓦特的原始功率，足以满足您的

多种烹饪要求。除了精准无误这个特点，自动快速点火还可

实现熄火后快速点燃，并稳定燃烧。假如您在烹制西班牙海

鲜饭这样的单锅料理，火焰会以固定圈数持续燃烧，帮助您掌控

火候；

当然，您也可以打破框架的束缚，直接让五个黄铜炉头为您的

料理一同服务。

 

升降式吸油烟机犹如一个宝座上的国王，从台面后方的岛台中

缓缓升起。毫无疑问，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它的出场方式，还有

净烟无油的使用效果。烹饪时，它能为您捕捉锅具上方飘散的

蒸汽和异味，同时为台面提供照明；任务完成后，它会默默

隐藏于岛台之中，不会对您的空间产生分毫妨碍。

升降式吸油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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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系列灶具

嘉格纳为您带来的每个产品，都将完美视为唯一的标准。在我们

看来，宽 80 厘米的 400 系列全区电磁灶犹如一块空白画布，

能够为您的创意提供近乎无限的驰骋空间。在此，您可以随心

所欲的决定锅的位置，锅在哪儿，烹饪就发生在哪儿，完全取决

于您。有时，您需要为其他锅具暂时腾出空间，当您把锅再次

放回时，我们的电磁灶会记住您先前的设置，并自动重新应用。

对于任何用过智能手机的人来说，使用 TFT 触摸屏控制面板

可谓是得心应手。无论是滚动式的功率等级调节、还是查看

常用计时信息和可用烹饪功能，您都可以仅凭一触，便让信息

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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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200系列灶具

空间是奢侈的享受。因而，我们也为您提供紧凑的 Vario 200

系列，将各种控制元件集成于烹饪面板之中，为您保留更多属于

居室的空间。根据您的需要，这一系列可以提供从 28 厘米到 

70 厘米的不同尺寸，而无论大小如何，智能科技与前沿设计

带来的便捷，都始终如一的与您相伴。我们始终相信，即便在

有限的空间中，您对烹饪的热爱也能创造出无限可能。

同时，一些专业的选配附件也能与您的燃气灶、电磁灶或微晶

玻璃灶完成一曲美妙的合奏。额外添加的烤架、电炸灶、铁板灶和

电蒸灶可以为您拓展更多烹饪领域，配有不锈钢磨砂控制面板的

下吸式吸油烟机，则会令您的烹饪环境更加清爽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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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选配附件带来的丰富功能，足以令您的厨房傲视群雄。选配

附件的好处在于，您可以对功能进行自由混搭，打造出极富

个性的烹饪环境。双环燃气灶配合纯铜三环火炉头，不仅满足

您对品位的需求，也为您丰富的厨具收藏预留了充足的搭配空间。

如果您十分重视饮食的健康，蒸汽灶、电磁灶和铁板灶会为您

带来诸多灵感，下吸式吸油烟机则会确保您的厨房自始至终

清洁无虞。

蒸气灶是多种烹饪方式的集大成者，从新鲜食材的蒸煮、汆烫、

榨汁、加热，到考验火候的高汤制作，全都不在话下。您还可以

利用分隔插件将两种食材分开料理，并通过透明的玻璃盖查看

烹饪进程。

下吸式吸油烟机能够从源头吸走蒸汽和异味，帮助空气进行循环或

净化。作为一种简单安静、设计巧妙的解决方式，它在空间较小的

烹饪环境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电磁灶的火力推进功能可以令功率额外增加 50%，十分适合爆炒和

快速加热，对于时间紧迫的烹饪者而言，这是极具诱惑力的

功能。

当温度达到 240°C，功率设为 1,800 瓦，火力全开的铁板灶拥有

令人惊讶的烹饪速度。假如您对它善加利用，还会发现它的慢火

加热功能，这无疑令您的烹饪乐趣得到了双倍满足。

控制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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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系列灶具

从 60 厘米到 100 厘米，每一款产品都个性十足。无论是齐平

灶台安装还是凸出台面 3mm 安装，无论是燃气灶、电磁灶还是

微晶玻璃灶，我们坚持的理念始终如一：空间有限，但追求无需

受限。

灵活的电磁灶专为那些有志于展示烹饪理念、并不屑于受尺寸

束缚的烹饪者设计。它可以为您提供多种尺寸的烹饪区域，并且在

您面对大尺寸厨具、或需要为烤盘和铁板灶留出空间时，只需

一个按钮，就可以让两个烹饪区域合二为一。

通过预设好高、中、低档火力的烹饪区，您可以在专业烹饪功能的

辅助下，享受如同顶级厨师般的烹饪过程。在灵活的电磁烹饪

区域中，您的锅具可以随意移动，灶面会自动记忆当前的加热

等级，即便您将锅具移到别的位置，灶面都会自动应用您之前的

设置。烹饪结束后，视觉辅助元素便会从您的灶具表面消失无踪，

宛如水面重归平静。

灶具的控制面板是一块可以轻松抬高的 Twist-Pad，便于您随时

保持灶面整洁。它的界面看似简单，却隐藏了值得您探寻的强大

功能。您会发现，不仅简单的使用体验是我们的设计目标，为您

创造更加大胆的烹饪可能，也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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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了通风系统的电磁灶可以满足您对自动化烹饪的一切想象。

宽达 80 厘米的灶面堪称烹饪灵活性的典范，您既可以享受四个

独立烹饪区带来的快捷，也可以将之组合成两个大烹饪区，便于

您的掌控。控制面板上的磁悬浮旋钮提供两种颜色选择：不锈钢

原色，或经典的黑色。您可以将它们轻松拆卸，随时清洁，也可以在

轻触旋转之间，感受嘉格纳设计的迷人之处。

当然，进行灵活操作的前提是：集成式通风系统与自动化空气

质量监测体系早已在嘉格纳的产品中完美融合。通风系统中的

吸油烟机可以根据设置，以气体的流通状况为标准进行自动调节。

烹饪时产生的蒸汽和异味在离开灶面之前就已经被迅速吸净，

它的存在无疑使厨师能够摆脱油烟的困扰，尽情在烹饪中一展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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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锋芒内蕴于心，还是光华一展于外，嘉格纳的每一款

吸油烟机都拥有极为强大的功能，同时灵活适配您的居住空间。

正如黑蒜在发酵中褪去了辛辣，只留回甘，我们的吸油烟机也

能够将烹饪中令人困扰的元素一一消除，只留下您钟爱的美食

味道。

吸油烟机是厨房中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它能将厨房中让人无法

忍受的恶劣转化为令人享受的愉悦，让身附异味的食材变身香气

诱人的美味。如果您不是从心底热爱烹饪，或许并不会把吸油

烟机作为厨房的重点来考虑，只有当您开始一次真正的烹饪，

才会明白它的不可或缺。为了满足您的需要，我们拥有隐藏式和

外置式两种不同的设计供您选择，独特的台式吸油烟机更是将

两种特点集于一体，令您的烹饪之旅更加收放自如。

简单、安静、智能，这是嘉格纳吸油烟机的共同特点。然而在

产品丰富的 400 系列和 200 系列中，吸油烟机不仅可以吸走

蒸汽和异味，还能在手动和自动控制间自由切换，或是根据环境

状况自动调节功率级别。围绕着 “ 延伸 ” 的概念，我们研发了

可以自岛台中升降的台式吸油烟机、位于台面上方的下吸式

吸油烟机、与天花板或墙壁完美融合的顶吸式或壁挂式吸油烟机、

岛式及可延展的抽拉式吸油烟机，每一种都在节省空间、消除

噪音之余，展现了极为出色的实力。

您所见到的一切设计，都是在充分考虑周围空气的流通情况后，

才被我们付诸实践。为什么只有嘉格纳打造出了如此性能卓著、

安静无声的吸烟系统？这就是原因。

吸油烟机
将食材加热的同时，让环境始终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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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吸油烟机无限接近于完美？这是一门科学，但并不意味着

需要舍弃风格。无论在尺寸还是功能上，我们的壁挂式吸油烟机

都能与灶具配合完美；假如您喜欢更加开放的烹饪空间，可以

选择我们的岛式吸油烟机；对于那些不希望视线受到妨碍的烹饪者，

我们也提供了模块化的顶吸式吸油烟机，它可以有效管理整个

房间内的烹饪环境，更不用考虑安装时的尺寸和布局问题。

借由壁挂式和岛式吸油烟机的简单高效，油脂和蒸汽将再也没有

困扰您生活的可能。配有错层滤网的活性炭过滤器完全为专业

厨房而生，它可以将厨房里的油烟轻松吸除；沐浴在柔和光

线中的操作区则要得益于上方的 LED 光源，除了平滑无缝的完

美嵌入，为厨房平添一抹颇具氛围的光线，更令人怦然心动。

假如您钟情于更为简约的设计风格，且视野里不希望有任何阻碍，

台式吸油烟机无疑是您的上佳之选。在下吸式吸油烟机隐蔽于侧，

用几乎看不见的方式吸除厨房异味的同时，台式吸油烟机可以自

由的从灶面之上升起，犹如一面分隔一切的金属围墙。

您可以在探索中了解更多风格，嘉格纳为您提供的选择始终

远超期待。

40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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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式吸油烟机从岛台中升起，快速吸走蒸汽和异味的同时，

还能为您的操作台提供直接照明，无需再去分神调节灯光。 我们的

每一款吸油烟机都配备了自动通风系统，仅需每小时运转几分钟，

就能使您的厨房空气得到有效的循环和净化。

Vario 系列顶吸式吸油烟机将模块化的通风系统集成到您的厨

房天花板中，为您的生活带来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将风扇挪到

室外后，您便只需考虑照明、过滤和通风管道所需的空间而已。 

只需一键，您就可以让整个厨房环境焕然一新。

Vario 系列顶吸式吸油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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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系列吸油烟机为所有烹饪者提供了一系列简单高效的选择：

从下吸式吸油烟机到壁挂式及岛式吸油烟机， 夺人眼球的侧吸式

吸油烟机和提供集成方案的顶吸式吸油烟机，以及全新的、完全与

墙壁水平的嵌入式吸油烟机。不止种类应有尽有，颜色也提供

两种选择：金属色和银色。无论您选择了哪一款产品，卓越的

品质都将始终如一。

我们的每一款产品都在功能强大之余兼具了明亮或氛围十足的

照明属性，同时可以对居室空气进行内外循环。在精密复杂的

科技背后，操作却异常简单。吸油烟机中的过滤器可以直接

放入洗碗机清洗，除了手动操作，您还可以将决定权交给自动

控制系统，它们可以根据空气中检测到的烟雾浓度自动调节风扇

速度，却依旧给您绝对的安静体验。

 

您会发现，流动的空气原来可以如此美妙。

200系列吸油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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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式吸油烟机

岛式吸油烟机

如果没有橱柜占据空间，您完全可以选择线条精致、轮廓简约的

壁挂式吸油烟机作为您的厨房搭档。70 至 120 厘米的尺寸区间，

为您带来充分的选择空间；不锈钢材质打磨出的内敛气质，配合

平坦而易于清洁的底面，创造出几近完美的净化效果——不仅能

轻松吸净油烟，且异常节能。

岛式吸油烟机在技术和外观方面都足以令人惊艳，90厘米至120

厘米的宽度区间，总能满足您的需要。借由经典的箱式及阶梯式

设计，我们将智能高效的边锋滤网和气流循环系统放置其间，

优化您的使用环境。而一体式 LED 灯的存在足以为您的任何一种

选择，都附上主角般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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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拉式吸油烟机是 200 系列中不折不扣的空间利用专家。它的

宽度为 90 厘米，可以轻松置于任何一处狭小空间。它小巧、

可延伸、并且安静无声。利用我们的智能机械装置，它可以

从橱柜中向外拉开，也可以降下框架，形成一个阻隔烟雾的封闭式

吸油烟机。

为了保持轻便，它的结构仅包含一体式的玻璃面板、可调节的

照明灯、四种可选功率级别，以及为您选择了最佳功率级别的

自动控制功能。烹饪结束后，它会干净利落地回到自己的初始

位置，近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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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准备让厨房的功能更加完善，可以考虑将我们的冷藏工具

加入其中。嘉格纳的冰箱和酒柜系列将以最智慧的方式呵护

最矜贵的食物——感知并满足它的要求。如果您了解来自日本的

紫苏薄荷，便会发现它与我们有颇多共通之处。根据需求的不同，

紫苏的叶子可以作为一种芳香的调料、令人难忘的装饰、以及

盛放芥末的容器，我们亦然。

某些食材需要时间来丰富自己的味道，某些食材需要低温来保持

自己的口感。Vario 400 和 200 系列中所包含的冷藏柜、冷冻柜、

冰箱以及酒柜刚好能满足食物的各种需求。精确的冷藏技术，

多达四种的可选温区，时间带来的损耗在这里被降至最低：菊苣

仍旧鲜嫩诱人、芒果依然色泽丰艳、生鲜鱼肉也与放入的一刻

毫无二致。

懂得珍惜的人总是更懂得享受。对于那些明白一瓶好酒价值的

人来说，对待美酒的态度无异于古代宫廷对待千里而来的异域

水果，收藏、展示、享用，每一个阶段都小心而妥帖，开启的

一刻才更显珍贵。

您不必考虑为了收藏而建造一个真正的酒窖，因为我们的酒柜

已经从容不迫地做到了一切。

冰箱和酒柜
延长保鲜／让鲜味与时间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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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 400系列提供的模块化组合，支持您将一切嵌入厨柜：冷藏柜、

冷冻柜、冰箱以及酒柜，全都可以成为您的食材展示柜，无论

使用哪一种组合方式，您都能收获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如果

您希望它们成为居室中醒目的一角，可以选用不锈钢或铝合金

材质的面板，打造属于您的个性化效果。

同时，Vario 400 系列冰箱也堪称同类中最安静的产品之一。 

冰箱内部采用了纯不锈钢材质， 并配备 LED 灯柱和照明顶灯，

箱体内部温度控制极其精准，即便是最难以保存的食材，也能

在此完美储藏。以专业厨房为灵感的手提式门架为纯铝打造，

配合同样达到专业卫生标准的精细内壁， 令 400 系列在内外

兼修之余，亦轻轻松松自同类中脱颖而出。

酒柜是嘉格纳的一大骄傲。我们用艺术展的标准制作酒柜中的

照明装置和支撑酒架，无论从哪个角度，您的珍贵收藏都能将

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满足视觉享受的基础上，酒柜还将为您

提供酒窖般自然的储藏环境，以及兼具醒酒功能的温度设置，

两个独立的温度和湿度区是口感和香气的保证，您要做的只有

—— 开启瓶塞。

Vario 400系列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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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系列产品的宽度从 45.7 厘米到 91.4 厘米不等，配以简约的

双门设计，足以容纳一切。根据型号的不同，您可以直接在一些

冷冻柜的柜门处制冰取水，还可以在另一些型号的无霜区域

感受到如同洞穴探险般的小小挑战。

顶部射灯和 LED 灯柱的光线，在不锈钢内腔里形成柔和美妙的

折射。灯光明亮而柔和，令内部空间充分展现。

什么是超凡性能与智能灵活性完美融合？当您开始使用嘉格纳，

便会知晓。即使内部满载食物，也只需手指一触，便能轻松调整

电动搁架；触摸灯柱上方的精巧按钮，便会令它优雅地上下滑动。

专业级的冷藏设备均以温度分配均衡著称。我们为您提供可以

单独调整的温度区，确保每一种设置都精确到度。将鱼类和肉类

放入冷藏抽屉，它会以接近 0°C 的理想储藏条件帮您更长久地

锁住食材的鲜味。

不锈钢内腔

不对称玻璃搁架

LED 柔光照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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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痴如醉的葡萄酒爱好者，瓶中的液体比激情更令人着迷，

为了满足他们的极致热情，我们打造出嘉格纳酒柜，将最顶尖的储

藏条件藏在门后，等待每一位热爱者的开启。

 

酒柜不仅能够将温度恒久保持，满足最挑剔的储藏要求，还能

优雅展现您的收藏，提升您的厨房品位。

我们为您提供不同规格的酒柜，因此您可以放心的扩充您的

葡萄酒收藏。以科技还原出的温度区，模拟出最理想的储藏条件；

湿度控制功能不仅能够维持酒体的状态，还能令榉木打造出的

原木托架完全伸展，与铝制搁架一同保护香气不受破坏。酒柜

亦十分安静，极低的振动可以令藏酒仿佛回到酒窖一般静静沉睡，

假如您需要保留一些随时品尝的佳酿，也可以将温度自行设定，

让开瓶的一刻成为美酒最适合饮用的一刻。

 

您也可以为酒柜挑选一些配件，确保不同形状的容器能够保持

各自的理想温度。当您需要款待客人时，可以为区域单独设置

温度，直到餐宴结束，您的客人都可以享受到口感最佳的葡萄酒；

同时，您也可以利用射灯的光线，为客人正在享用的葡萄酒送上

一些藏品般的光影效果。

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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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 45.7 到 61 厘米的宽度，以及 82 到 213 厘米的高度，酒柜

便可以完全嵌入厨柜或者安装于台面下方，便于您随时随地拉开

柜门，享受佳酿。精准的电脑控制会始终为您保持 5°C 到 20°C 

之间的恒温。

通过调节展示射灯的亮度，您可以照亮酒柜中正在品尝的葡萄酒。

当然，特殊的照明不会对酒柜中的酒体产生任何影响，由于温度的

恒定，您在每一次开瓶时品尝到的，都是酒体的最佳状态。

嵌入式酒柜可以轻而易举地与其他产品相互融合，在这里，您

可以轻易取用引以为傲的私家珍藏。特别设计的玻璃门能够保护

葡萄酒免受紫外线的伤害，打开门锁，就能让您瞬间与美酒

亲密无间。

下嵌式酒柜可完美融入任何厨房设计之中，尺寸虽小，却功能

俱全：它包含一到两个温度区，一个展示灯，以及轻松容纳 42 瓶

葡萄酒的存储空间。

榉木制成的原木托架可以为葡萄酒提供周全的保护，它不会损坏

精致的标签，更能平添几分天然气息；加装铝制托架后，您的

收藏无疑得到了更为妥帖的保护。您选择的嘉格纳配件不会对

酒柜的内部环境造成任何影响，葡萄酒的芳香和口感将始终处于

最佳状态，经过活性炭过滤器的多重净化，无论开启柜门几次，

酒柜内的空气都会自动保持清新洁净。最后也最值得强调的是，

卓越的工学设计已经完全避免了酒柜内的振动，即便是开关柜门，

可缓冲的阻尼式关门系统也将确保您的酒瓶不受干扰。

Vario Cooling 400 系列酒柜

可拉伸铝合金边框榉木酒架

嵌入式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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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 200 系列中的冷藏柜、冰箱和冷冻柜能够完美融入任何

风格的厨房设计，但我们为您提供的储藏空间远大于普通标准的

冷藏电器。

利用智能化的设计，我们将部分技术从上方转移到底座。因此，

您不仅拥有了更大的可支配空间，还能令出色的智能系统随时

为您的需求服务。四个可调节的温度区、Gastronorm料理盘搁架、

以及令三文鱼、肉排或朝鲜蓟保持原汁原味的保鲜冷藏抽屉，

都能为您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享受。

运行平顺、并且能够完全伸展，这是我们对内部搁架和抽屉的

要求。只有满足要求，才能保证您能随心所欲的操控所有智能化的

储藏空间。不仅如此，即便是关门时，我们的要求也没有降低

——门的闭合必须非常轻柔，消除一切噪音出现的可能。

Vario 200系列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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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而高效的冰箱、冷藏柜和冷冻柜可以带来选择丰富的空间

搭配。每一个分区尺寸均为 56 厘米宽，140 厘米或 177.5 厘米高，

随着对产品应用的更多考虑和改良的方式，您现在看到的嘉格纳

产品无论在空间、性能、能效等级还是选择多样性上，均已抵达

极致。

专业的厨师知道，不同食物在储存方法上可谓天差地别。然而在

我们的冷藏柜中，即便是不同的食物也可以单独保存，享受定制化

级别的储藏条件。充裕的冷藏区配有诸多抽屉，我们为其中之一

配备了单独的湿度控制功能，专门用来存储不可多得的珍贵食材。

阶梯式搁架可以满足您放入大型食材的需求。通过选装特制  

Gastronorm料理盘搁架，您还可以增加烹饪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从冷藏、预处理、到烹饪及享用，都可以在它的帮助下，变成

一段无缝衔接的美食之旅。同时，您也能节省餐盘，并充分利用

剩余的内部空间。使用时，蒸盘可以顺畅地滑入专用的插入槽，

干净利落，毫不迟疑。

 

除了拥有巨大而灵活的内部空间，高达 177.5 厘米的大型冰箱

还额外增加了一个温度区。采用了无霜技术的 4 星冷冻柜帮您

免去除霜烦恼，同时它也可以为您实现电脑温控和快速冷冻。

冰箱内的酒瓶架最多可放置四瓶葡萄酒或香槟，无需使用的时候，

您还可以将其折叠收纳，把空间留给其他食材。

梯架式搁板和 Gastronorm 烹饪盘



这一系列可以为您的冷藏需求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无论是

高达  395 升的制冷空间，还是能够顺利装入 60 X 82 厘米的

凹槽内的冷冻柜或冷藏柜，都能满足您保鲜食材的需要。简洁

利落的线条感足以令 200 系列冰箱成为任何空间中的主角，而您

无需担心产品的大小，因为不管尺寸如何，我们都有一系列功能

供您选择：独特的温度区、先进的保鲜冷藏抽屉、满足 4 星标准的

冷冻室、和可以随心调整的平滑搁架。

 

坚持这一切的原因只在于——我们是嘉格纳。关于完美的标准，

一直由我们定义。

200系列冰箱

69冰箱和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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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娇贵、易碎，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维护，也值得您用心

珍藏。在盛放食物的同时，餐具亦承载起属于特定时光的珍贵

记忆，以自然本色见证您生活与家庭中的点点滴滴，用柔美光泽

唤醒流逝在时间和距离中的分分秒秒。我们真诚建议：使用洗碗机

来清洗您的陶瓷餐具。正如回忆的美好和珍贵，与您长伴的它们亦

值得这样温柔的呵护。随着经历的递增，您当然知晓，真正的

盛宴从来只能匹配同样出色的餐具，时至今日，一些餐具依旧

展现着属于它们诞生时代的典雅工艺，这不是因为时间的偏爱，

而是缘自小心的呵护。

借由 400 和 200 系列洗碗机厨房的无缝融合，嘉格纳将所有

您期盼的细节一一实现：一目了然的 TFT 全彩触控显示屏、按压

开门的无把手门体、能够满足快速循环需求的晶蕾烘干技术、

以及适用于大件餐具和名贵餐具的智能装载选项，当然，还有

洁净而明亮的内壁，帮助您的餐具始终如新。

虽然清洁餐具的过程不一定会有什么乐趣，但我们却从未放松

对它的要求。

洗碗机
餐具承载食物，也承载不可取代的珍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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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一按，您便可以轻松开启无把手柜门，将碗篮沿着运行平顺的

导轨轻柔滑出。再次一按，门便会轻柔关闭。对我们而言，设计

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使用，还要将使用者的情感融入其中。因此，

我们为您提供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给您矜贵的陶瓷和玻璃餐具

带来更多保护，同时，通过这些细节，您会感觉自己在做的事情

并不仅仅是将餐具放入洗碗机这么普通，而是属于生活的仪式。

我们的洗碗机可以在 81.5 到 87.5 厘米的高度之间调节，以满足

您的不同需求。它们都配备了灵活的铰链，可以用于较长的橱柜

面板之上；

同时，它们也性能强大，运行速度惊人，并拥有多种智能化的

清洗选项和灵活的使用空间；轻便灵活的碗篮系统、智能长柄

玻璃架和 Gastronorm 插入架是产品不可或缺的元件，可以帮助您

更为轻巧的完成放置。在超强的空间容纳能力之下，我们依然将

每一个折叠脊柱和可调节搁架打造得精益求精，细致入微；

先进的晶蕾技术可以令程序减少八倍运行时间，提升烘干效果的

同时，还降低能源消耗。

作为以设计精巧著称的系列，我们甚至能够将剩余的程序运行

时间投射到地板上，方便您的查看。

400系列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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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性的内置背光技术，可将洗碗机内部瞬间照亮，洗碗机精

细的餐具清洗能力清晰可见，极大提升其整体美感及用户体验。

配有 TFT 显示屏的控制面板能够为您展示八种清洗程序和六种

功能选项的一切详细信息。通过内部感应器控制的部分功能可以

与“动力加速洗” 或 “加强洗涤” 模式组合使用，令您的餐具得到

更为精心的呵护。

创新的晶蕾技术令这一系列中所有洗碗机的能效与速度均达到

惊人的 A+++ 等级。晶蕾是一种生态友好型矿物质，可以在释放

热量的同时，吸收空气中的湿气，帮助洗碗机在不到一小时的

时间里完成最大限度的餐具清洗和烘干工作。它所释放的热量

属于温和的低温烘干，利于保护娇贵易碎的玻璃器皿。

与性能一样强大的是本系列的静音效果。轻压式的开门设计和

阻尼式的关门设计做工精良，用料考究，完全避免了不必要的

噪音产生；内部的多个搁架均配有推拉滑轨，同时，上层碗篮

也能进行三种高度的调节，而且支持餐具抽屉将空间扩大，以便

放置烹饪器具和咖啡杯等常用器皿。洗碗机内腔也设有良好的

照明，完美的提高了使用中的便利性。

TFT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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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入微、体贴周全、智能先进 —— 对于您的期待，200 系列

洗碗机早已轻松实现。

无论是不同的尺寸选择，还是拥有四种选项的六个程序，以及

轻便灵活的洗涤篮，甚至还有能够将程序剩余时间投射到地面的

不同型号——正是这些考虑，让一台洗碗机成为提升生活便捷感的

重要因素。

开门时，您可以从平滑运行的导轨上取出餐具。基于这种巧妙的

设计，您的名贵餐具可以在工艺精湛的机器中轻柔地滑进滑出，

完全避免磕碰。只有在您轻饮红酒时，酒杯才会产生愉悦的碰撞。

200系列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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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两个功能模块的 TFT 触摸屏位于机身前端的不锈钢控制

面板处。即便在您外出度假时，它们也会在智能程序的管理下

自动运行。比如，在清洗循环结束后打开洗碗机门，或在 Eco 50°C 

程序，对内部餐具进行自动通风。

半嵌式安装的 200 系列洗碗机，能效等级达到欧盟标准的 A++。

这一系列中的大多数型号均带有以下功能：灵巧轻便的洗涤

篮、可折叠式脊状置物架、平滑易推的导轨、特制搁架、能

够完全拉出且高度可调的上层洗涤篮，以及各种各样的精准调

节功能。它们能够与您的厨房用具完美搭配，并且，为了更好

的融入您的厨房环境，部分型号还配有灵活的铰链，适合安

装在较长面板或踢脚线较窄的橱柜中。

洗碗机的六种程序中，由感应器控制的部分程序可以和四种功能

选项组合使用，如 “动力加速洗 ” 或 “加强洗涤 ”。当然，考虑到

我们研发部门对产品的一贯标准，只是选择我们建议程序中的

任意一种，都足以令您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程序选择

全嵌式



81

我们的《新空间》杂志，在全球搜罗尽显嘉格纳品牌价值的相关

话题 ，关注领域包括美食、建筑、艺术、设计以及一切可以愉悦

我们双眼的事物。 

我们将有关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随想发布至嘉格纳中国微信公众号，

真诚期待您的关注。

  

启迪未来的前瞻设计，专为文化行家打造。

厨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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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网站针对每一种产品都提供了全面详实的介绍，还有关于

嘉格纳品牌、嘉格纳历史、以及离您最近的展厅信息，欢迎您

随时访问查看。同时，我们也为建筑师和厨房设计师提供可用

资源和灵感启迪，欢迎您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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