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

功能 

 

美食代码 菜谱 烹饪层 功能 美食代码 菜谱 烹饪层 功能 

P01 奥尔良烤翅 中层 纯烤 P02 酱烤琵琶腿 下层 纯烤 

P03 孜然小土豆 中层 纯烤 P04 蒜香烤排骨 中层 嫩烤 

P05 香烤玉米段 中层 纯烤 P06 香辣烤虾 中层 纯烤 

P07 金针菇培根卷 中层 纯烤 P08 烤番薯 中层 纯烤 

P09 烤羊排 中层 嫩烤 P10 烤牛排 中层 嫩烤 

P11 烤香肠 中层 纯烤 P12 烤肉串 中层 纯烤 

P13 烤全鸡 下层 纯烤 P14 披萨 中层 纯烤 

P15 葡式蛋挞 中层 纯烤 P16 粤式菠萝包 中层 纯烤 

P17 蔓越莓饼干 中层 纯烤 P18 网红曲奇 中层 纯烤 

P19 蛋黄酥 中层 纯烤 P20 戚风蛋糕 6 寸 中层 纯烤 

P21 吐司 下层 纯烤 P22 焦糖布丁 中层 纯烤 

P23 香草舒芙蕾 中层 纯烤 P24 清蒸鲈鱼 中层 纯蒸 

P25 酱醋茄子 中层 纯蒸 P26 粉蒸肉 中层 纯蒸 

P27 葱油芋艿 中层 纯蒸 P28 蒜蓉开背虾 中层 纯蒸 

P29 清蒸馒头 中层 纯蒸 P30 虾仁蒸滑蛋 中层 纯蒸 

P31 五谷丰登 中层 纯蒸 P32 蚝油娃娃菜 中层 纯蒸 

P33 隔水蒸鸡 下层 纯蒸 P34 清蒸大闸蟹 中层 纯蒸 

P35 肉饼蒸蛋 中层 纯蒸 P36 鲜肉包 中层 纯蒸 

P37 鸦片鱼头 中层 纯蒸 P38  速冻面食 中层 纯蒸 

P39 蒸米饭 中层 纯蒸 P40 香菇蒸鳕鱼 中层 纯蒸 

P41 水晶南瓜 中层 纯蒸 P42 豆豉蒸排骨 中层 纯蒸 

P43 煲粥 / 煲炖 P44 老鸭煲 / 煲炖 

P45 土豆炖牛腩 / 煲炖 P46 小鸡炖蘑菇 / 煲炖 

P47 山药炖排骨 / 煲炖 P48 冰糖炖雪梨 / 煲炖 

P49 鱼头炖豆腐 / 煲炖 P50 黄豆炖猪蹄 / 煲炖 

 



功能 默认设置温度（℃） 温度范围（℃） 默认设置时间（分钟） 时间范围（分钟） 

纯蒸 100 80-100 30 01-60 

速蒸 120 100-120 20 01-60 

纯烤 

上加热 220 40-220 10 01-90 

下加热 180 40-180 10 01-60 

上下加热 220 40-220 10 01-90 

嫩烤 180 160-220 30 01-60 

煲炖 100 \\ 120 01-180 

风干 60 30-90 60 01-90 

发酵 38 30-40 60 01-60 

辅助 

保温 F01 80 \\ 60 01-60 

解冻 F02 60 \\ 10 01-30 

清洁 F03 100 \\ 10 01-20 

烘干 F04 180 \\ 10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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