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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現在您已擁有我們全新設計的 Acaia Pearl。

重新打造的 Pearl 承襲經典風格，依然是對咖啡愛好者與專業沖煮師都好用
的設計。它的電池壽命更長、提供實用的沖煮模式，還具備多種新功能，像
是專利申請中的縮短秤重反應時間技術、讓您在手沖咖啡時獲得即時回饋的
全新流速指示燈、方便保養維護的模組式設計，以及 USB-C 充電。

本快速入門指南涵蓋設定及使用 Pearl 所需的各種基本資訊，也能引導您探
索進階功能，滿足您嚐鮮的渴望。您可以單純使用本咖啡秤的基本功能，在
沖煮時留意重量與時間的變化，也可以使用流速指示燈與其他沖煮模式，在
手沖咖啡時獲得更豐富的體驗。只要一秤在手，就有無限可能。

不管是老朋友或新朋友，全新 Pearl 都將讓你愛不釋手。現在就動手煮杯咖
啡，體驗 Pearl 的穩定精準與貼心智慧吧！



包裝內容

 使用 Pearl 之前

隔熱墊Acaia Pearl 咖啡秤 USB Type-C 
充電線

取下正面的警告貼紙 取下保護紙板 將咖啡秤放置在穩固
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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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兩下
點一下

長按

電源

USB Type-C
 充電埠

 

開啟電源
關閉電源

切換模式 

切換不同模式 

扣重

扣重/歸零

咖啡秤概觀 

LED 指示燈

電源按鈕 扣重按鈕 

充電/電力不足指示燈

藍牙連線指示燈 

穩定重量指示燈 

以盎司計重/資料傳輸
指示燈

按下按鈕/
重量穩定中指示燈

手沖自動開始計時器
指示燈

自動扣重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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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指示燈是位在螢幕上方的 LED 燈條。它能將注水速度即時以圖像方式呈現，並提
供理想流速的建議臨界值。指示燈利用 LED 燈號顯示流速，範圍起始於中間，刻度每
秒 0.5 公克，到末端的每秒 9.5 公克。當流速超過每秒 11.5 公克時，最後三個 LED 燈
號的亮度將會增強，代表流速過高。

為了提供理想流速的臨界值，第一對亮度較高的 LED 燈號代表每秒 2.5 公克。第二對
亮度較高的 LED 燈號代表每秒 6.5 公克，代表注水速度較快。
 
您可以在雙顯示模式、手沖自動開始計時器模式及進階萃取模式下啟動流速指示燈，
另可在進階設定功能表開啟或關閉該指示燈。

流速指示燈

單位：公克/秒

2.56.5 6.59.5 9.52.5 1.0 1.011.5 11.5

流速 > 2.5 公克/秒 流速 > 6.5 公克/秒 流速 > 11.5 公克/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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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理想的流速在世界各地可能有所不同，此數值僅供參考。



若要存取「進階設定」，請長按     並等候螢幕顯示        。繼續
長按     直到螢幕顯示電池電量，此時咖啡秤就會自動進入設定
功能表。

Acaia Pearl 提供滿足咖啡沖煮需求的所有基本沖煮模式。開箱即可使用的設定包括基本
的模式：秤重模式 / 雙顯示模式。您可以在「進階設定」中探索及啟用其他沖煮模式，
體驗自動開始、自動扣重及計算咖啡萃取重量等更多功能。您也可以藉由變更進階設定
來根據個人喜好修改咖啡秤設定，像是調整螢幕亮度、開啟或關閉流速指示燈，以及變
更自動關機時間設定等。

請參閱下一節，瞭解可透過「進階設定」選擇的沖煮模式。

進階設定

Acaia Pearl 配備充電保護機制，能避免在高溫的情況下充電。若咖啡秤表面溫
度因沖煮咖啡而過熱，按照標準程序咖啡秤將會停止充電。等到咖啡秤冷卻後，
電池充電功能將會再度啟用。

若要替 Pearl 充電，您可以使用隨附的 USB Type-C 充
電線連接 Pearl 與 USB 連接埠。在充飽電力的情況下，
本咖啡秤可供連續正常使用約 30~40 小時。

電池充電

點一下：選擇
長    按：確認

點一下：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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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煮模式概覽

該模式的設計，能加快測量沖煮把手內咖啡粉重量的工作流程。咖啡秤將自動扣除沖

煮把手的重量，方便您調整把手內咖啡粉的多寡。當您將沖煮把手拿起時，該模式將

會在 15 秒後重設，以利測量下一杯咖啡的咖啡粉。 

模式 4 - 沖煮把手自動扣重模式 (     ) 

模式 2 - 雙顯示模式（計時/重量）

該模式顯示計時器與重量，您也可以手動控制計時器與扣重功能，滿足沖煮咖啡的所

有需求。

模式 1 - 秤重模式  

滿足各種秤重需求的僅限秤重模式。長按     可選擇以公克或盎司計重。

該模式是專為輔助手沖咖啡所設計的模式。咖啡秤能在您開始沖煮時偵測從細口壺流

入玻璃壺的水流，同時自動啟動計時器功能。當您將沖煮器具自咖啡秤上移開時，計

時器即會停止。只要將玻璃壺從咖啡秤上移開，最終的飲品重量就會在螢幕上閃爍顯

示。 

模式 3 - 手沖自動計時模式 (      ) 

5



飲品重量  200.0 公克時間總計  2:10
水量總計  230.0 公克

咖啡在飲品中的比例 
1:12.5

完成時點一下   。

該模式能用來測量咖啡在飲品中的比例。這是維持手沖萃取風味一貫的最佳方法之一。
透過這個模式，您將能得知沖煮的經過時間、注水的總重量、玻璃壺內的飲品重量，以
及在沖煮結束時咖啡在飲品中的比例。

模式 5 - 進階萃取模式

Pearl 將會顯示沖煮摘要，如以下範例所示：

長按     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 

長按     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 

長按     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 

Step 1 : 將咖啡杯/玻璃壺放置於咖啡秤上。

Step 2 : 將濾紙/濾杯放置在咖啡杯上。

Step 3 : 將咖啡粉放置在濾紙中。

Step 4 : 開始注水；計時器將會自動開始計時。

Step 5 : 將咖啡杯上的濾紙/濾杯取下。

點一下：扣重
長    按：下一步

點一下：停止計時
長    按：回上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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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ia Pearl 是精準儀器，若經常使用，建議您定期進行重量校正。若要執行智能校
正，請選擇「秤重模式」、將單位切換為公克，然後遵循以下步驟操作：

附註：您也可以使用 500 公克、1000 公克或 2000 公克的砝碼。如果您要使用非 
Acaia 提供的砝碼，我們建議使用標準 F2 級砝碼。

校正咖啡秤

- 請勿將高溫物品直接放置在秤盤上，應使用隔熱墊。
- 未經製造商同意逕行修改，可能會導致本咖啡秤受損。
- 請避免在非常高強度的磁場附近使用本咖啡秤。

注意事項

將校正砝碼放置於咖啡
秤中央。

校正完成。取下砝碼。

100g100g 100g

迅速點按     直到螢幕
顯示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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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ia 提供一系列專為不同用途與使用情境設計的免費應用
程式。請將您的 Pearl 與我們的應用程式連線，以獲得更豐
富的沖煮體驗。

應用程式

關注我們

@acaiacoffee

您可在 Acaia 官網上找到以 English、繁體中文、简体中文、
日本語、한국어、Italiano、Deutsch、Français 及 Español 撰
寫的 Pearl 使用手冊，也歡迎造訪我們的說明中心：
help.acaia.co

尋找不同語版的說明文件



需要協助嗎？請透過 support@acaia.co 聯絡我們

AP031-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