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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 

小心保管本手册供以后使用。



感谢您购买 Will

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Will 带来革命性创新挪威设计。我们不断创新完善我们的产品系列，满足客户需求。

1992 年我们公司由 Cato Bryn 在挪威成立，专门经销油汀取暖器和其他类型取暖器。1992 

到 2009 年，我们积累了各种取暖器的丰富知识和技术，北欧各国的许多最大零售商成为我

们的客户。

2010 年，Cato 的儿子 Phillip 加入公司。Philip 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取暖行业，思考为什么过

去 20 年来便携式取暖器的外观几乎一直没有任何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普通室内设计多年来

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Philip 认为除了目前那些传统老式外观设计的取暖器，消费者应该

有更多时尚外观设计的取暖器供选择。

由于取暖器是许多家庭的必备产品，Philip 和 Cato 决定运用他们丰富的知识重新设计取暖

器。他们希望创造出美观、现代、简约的取暖器，以最先进的技术妆点用户的家庭。2012 

年他们创建品牌并成立 Mill International AS 公司，凭借取暖器的新颖设计和先进技术，迅

速在北欧取得成功。

在北欧市场的成功基础上，我们决定在 2015 和 2016 年全球一些最大型电子产品展会和家

用展会上推广我们的取暖器 - 得到了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和经销商的一致好评。我们可以自

豪地说，“让取暖，更时尚”已经进入全球 25 个国家以上的家庭。

18028174505

willhea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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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本说明手册供以后使用！ 

不得用湿手接触取暖器或其外壳！

为避免过热，不得遮盖取暖器。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 
小心保管本手册供以后使用。

willheat.cn

部件名称

金属部件

塑料部件

电路板

电气元件

发热元件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含量均在 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

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在本说明书所述的正常使用条件下，本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为10 年，在

环保使用期内可以放心使用，超过环保使用期限之后则应该进入回收循环

系统。

有害物质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Pb) (Hg) (Cd) (Cr(VI)) (PBB) (PBDB)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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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本说明

重要安全信息

警告！为避免触电或高热量导致损坏，移动或清洁取暖器
前始终拔掉插头。

C
N 使用电器产品时必须遵循常见安全准则，尤其是儿童在场的情况下。

• 产品仅供家用。

• 请确保取暖器连接至取暖器铭牌所标参数对应的家用普通电源。

• 新取暖器首次使用时将产生独有气味。该气味将很快消失，并且

完全无害。

• 请检查是否有任何包装泡沫或纸板调掉入取暖器的发热体中。必

须取出以避免产生异味。

• 避免取暖器过热 - 禁止覆盖。

• 如果长期不使用，请务必关闭取暖器并拔下插头。

• 如果在儿童、残疾人或老人居住的房间使用取暖器，请格外注意。

• 不得将取暖器放置在电源插座的正下方。

• 电源线不得放置在任何地毯下面。确保电源线放置位置不会绊

倒人。

• 如果电源线或插头损坏，不得使用取暖器。如果取暖器掉落在地

板上或者出现其他损害导致的设备故障，则不得使用。

• 如果电源线出现损坏，必须由制造商或专业人员维修以避免发生

危险。

• 避免使用延长线，延长线可能过热并引起火灾。

• 不得遮盖取暖器的排气口。确保进气口未堵塞或遮盖，避免潜在

火灾危险。应在地面平坦的房间使用取暖器。

• 取暖器不得靠近任何易燃材料安装，因为始终存在火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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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在存放汽油、油漆或其他易燃液体的房间（如车库）使用取

暖器。

• 不得用湿手接触电取暖器。安装取暖器时应确保淋浴或洗澡的人

无法直接接触到取暖器。

• 本产品的部分部件温度将非常高，可导致烧伤。有儿童和弱势群

体的地方，必须格外注意。

• 移动前必须关闭取暖器，拔下插头，等待取暖器冷却。

• 避免取暖器连接的电源（电路）过载。如果将其他电气设备插入

相同插座，取暖器可能导致电路过载。

• 如果小房间内的人员无法自行离开房间，除非有人持续监护，否

则不得使用本取暖器。

• 除非获得监护或关于产品安全使用的指导并清楚相关危险，8 岁以

下儿童以及体力或心智不足或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群不得使用本

产品。

• 儿童不得玩耍本产品。儿童不得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进行清洁和

维护。

• 除非有人持续监管，否则 3 岁以下儿童应远离产品。

• 3 到 8 岁儿童仅被允许开/关产品，并且前提条件是取暖器按照组

装说明安装，并且儿童获得产品安全使用的说明或监视，且清楚

相关危险。

• 不得在浴盆、浴室或游泳池附近使用本取暖器。

willheat.cn



WILL1500PMEC

电源开关

壁挂支架

出风口

金属外壳

机械恒温器

部件

• 2 个支撑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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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恒温器 颜色 高度 宽度 电压/频率 功率 (W) IP 等级

参见图 1 了解各个示意图 

参见图 2 了解各个示意图 

机械 白色 1500 IP22~220V/50Hz

打开取暖器包装后，检查确保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没有损坏。如果发现产品有任何明显的损

坏，请联系零售商或经销商。

保留外包装，供以后运输取暖器。如果要处理包装，请务必正确处理。将塑料袋放在儿童

够不到的地方。

首次开启取暖器或长时间不使用后，取暖器可短暂产生烧灼气味。这是正常现象。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所有说明。保留说明手册供以后使用。

取暖器加热或冷却时发出“声响”也是正常现象。

取暖器获得认证可用于浴室 2 类区域（IP22 认证）

首次使用

取暖器说明

规格

首次使用前



可移动式落地使用组装

壁挂使用组装

使用机械恒温器

最小距离

1. 将取暖器轻轻倒置，安装支撑脚

2. 将每个支撑脚按入取暖器底部的金属托架中。确保支撑脚卡扣插入金属托架的孔中。

3. 完成组装后，将取暖器恢复到直立位置，然后才能使用

4. 按照以上说明安装支撑脚前，不得使用取暖器

A. 如示意图中把壁挂支架放在墙上，按示意图中 5,6 位置在墙上打 4 个孔 1, 2, 3, 4。

B. 将 4 个塑料膨胀螺丝插入墙上的 4 个孔中，按孔位放好壁挂支架，用 4 颗螺丝锁住。

C. 取暖器背面 4 个孔和壁挂支架 4 个支撑脚对齐，将取暖器插入壁挂支架中，然后向下

扣紧，确保取暖器被稳定固定。将壁挂支架上的 2 个塑料锁紧螺母按逆时针方向扣入

取暖器背面对应的孔中。

 注意！必须水平放置。

1. 将取暖器插头插入接地插座。

2. 开启电源开关，将恒温器转动到最大位置。达到所需房间温度后，缓慢调低恒温器直到

听到咔哒声。现在恒温器可以保持在此位置，直到需要不同室温。只要室温低于该值，

取暖器将再次自动开启。房间再次达到所需温度后，取暖器将再次关闭。

3. 如果要改变室温，请重复步骤 2 中的说明。

4. 取暖器具有过热保护功能，如果任何部件过热，将关闭设备。

5. 要关闭取暖器，请将恒温器调到最小位置，并把电源开关关闭。 如果取暖器较长时间不适
用，请拔出插头。 

C
N参见图 3 了解各个示意图 

参见图 4 了解各个示意图 

参见图 5 了解各个示意图 

取暖器前   100 mm

willhea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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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用湿布擦拭取暖器，表面干燥后再次开启取暖器。

如果取暖器不工作，请勿尝试自行维修，否则可能导致火灾危险和/或触电。

质保有效期为 2 年。如果这段时间发生任何故障，将维修或更换取暖器。仅当按照说明使用

取暖器并且客户可出示购买收据的情况下，质保有效。如果取暖器出现任何故障，请联系

零售商或经销商。

符号     表示此产品不与家庭垃圾一起处理。本产品必须送至电气电子设备再回收服务或容

器。这是为了避免健康风险和破坏环境。法律要求当地企业（或您附近的环保机构）接收

并回收此类产品，作为一种环保处置措施。

1. 清洁时，务必拔下取暖器插头并等待冷却。

2. 

3. 取暖季必须至少每月清洁一次取暖器。

 
小心！不得将取暖器浸泡在水中。

 不要使用清洁剂清洁取暖器。

 任何时候不要让水进入取暖器；这样很危险。

4. 

5. 取暖器可以存放在干燥、清洁的地方。

用软布去除粉尘等。

6. 

维护

质保

垃圾处置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Mill International AS in Norway.
上海谧乐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Mill Electric Equipment Trading Co., Ltd
Room 510, Floor 5, Building 2, No.101, Zhong San Jia Li, 
Chuan Chang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Will服务电话 18028174505
www.willhea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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