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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将产品放置
在地毯、台布（乙
烯塑料制）等不耐
高温的物品上使用，
以免煮饭不良或造
成火灾。

使用中如需提动，请勿开盖，
以免上盖打开，造成烫伤。



烹调中不要打开
上盖，以免烫伤
和影响烹饪效果。

严禁将湿毛巾放于
煲盖上，否则会引
起煲体，煲盖的变
形，变色。

请单独使用额定电
流10A以上的插座，
与其它电器合用会
导致插座过热而引
起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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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铜旋风球釜内胆，环流沸腾，粒粒饱满；

上盖同步加热，米饭粒粒透芯倍好吃；

精控火候系统，控温更精准，米饭更好吃；

升级触控操作，操作省事更方便；

钻石纹面盖，高档喷涂工艺，更美观更时尚；

不锈钢微压阀，微压烹饪米饭有嚼劲，口感立升华；

可拆卸内盖，清洗方便更卫生；

炫彩拉丝不锈钢机身，高档耐用，更易清洁。



开盖
按钮



★预约时间最长可设24：00小时，预约时
    间点到，烹饪完成（若预约时间小于或

        等于当前烹饪时间，则直接开始烹饪）。

 (Ⅱ)“定时”功能

★“煮粥、蒸煮、煲汤、稀饭”四个功能
 可设定预约时间，也可以设定定时时间；
 柴火饭、再加热、快煮、煲仔饭不能设
 定定时时间。

    

 
★当选择以上功能时，相应的指示灯亮; 数

码显示屏显示烹饪功能及默认烹饪时间，
按“预约/定时”键可切换到预约时间调
整状态，然后可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左右滑动内进行调节时间（以十分
钟递增或递减）。

   
   
        

    ★各功能烹饪时间及可调范围见下表：

3)  “预约/定时”键 
(Ⅰ)“预约”功能（煲仔饭、蛋糕、再加热
      不能设定预约时间）

    

区域内左右滑动进行时间调节（以十分
钟递增或递减）； 

2)“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键

★在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
    区域内左右滑动可以选择烹饪功能。

★在“米种/口感”选择选择状态，在“滑
    动调节 功能/时间”区域内左右滑动进行
    口感，米种选择；

★在“预约/定时”功能状态，在“滑动调
    节 功能/时间”区域内左右滑动进行时间
    调节（向左滑动为递减，向右滑动为递
    增）。

煮粥→稀饭→快煮→蒸煮→煲汤→蛋糕
 →煲仔饭→再加热”相应功能指示灯亮；

★选择好所需烹饪功能后，相应的指示灯
亮; 按“预约/定时”键切换到预约时间
调整状态，显示屏显示烹饪功能及预约
时间，然后可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1)“功能”键

功能



6)“柴火饭”键

★待机状态下按“柴火饭”键，直接进入
烹饪状态。
         

(Ⅱ)“口感”选择功能
★“快煮、柴火饭”功能可进行口感选择；
★米种选择完成后，按“米种/口感”键进
    行口感选择，数码屏标准开始闪烁，此
    时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区域内滑
    选择口感，依次为：标准、稍软、稍硬、
    锅巴（糙米不能进行口感选择，口感为
    标准口感），被选择的口感依次亮起并
    闪烁；
★若您不进行设定，则系统默认为“标准”
    口感；
★选择“锅巴”口感煮饭时，米量不宜太
    多，建议不要超过4杯米；
★为保证锅巴饭口感，建议可加入适量的
    食盐、牛油或植物油；
★锅巴饭煮好后请尽早食用，以免影响口
    感。

    
    

★待机状态下，按“保温/取消”键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长亮，数码显示屏
显示保温时间，最长保温时间为24小时；

★除待机状态以外，按“保温/取消”键可
    回到待机状态。

4)“保温/取消”键

5)“米种/口感”键

(Ⅰ)“米种”选择功能
★“快煮、柴火饭、”功能可进行米种选

择；
    ★功能选择完成后，按“米种/口感”键进

行米种选择，“米种”指示灯开始闪烁，
此时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区域内滑
动选择米种，依次为：东北米、香米、
糙米、普通米（快煮不能选择糙米），
被选择的米种依次亮起并闪烁。

 
    
    
    
       

 

    

1小时 45分钟 - 1小时10分钟

30分钟 - 1小时30分钟

稀饭

1小时蒸煮

1小时 -2小时1小时30分钟煮粥

2小时 1小时30分钟－3小时煲汤

★若不进行设定，则系统默认为“东北
    米”米种；



对于“柴火饭、快煮、煮粥、稀饭”

功能，将适量的米和水放入内锅；



★ 电源线插入煲体底部的插

后，电饭煲发出“Bi”一
声，直接进入待机界面。

若用4杯米煮
饭时，请加
水至“煮饭”
的刻度4位置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快煮”
功能，相应功能及默认米种、默认口感
指示灯亮，“开始”灯闪烁。

  ★按“米种/口感”键，进入米种选择状态，
    “东北米”指示灯闪烁， 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区域滑动选择所需米种，若
      不进行设定，则系统默认为“东北米” 

      
      

          米种选择完成后，再次按“米种/口感”
     键进入口感选择状态，“标准”指示灯
     闪烁，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区域
     内进行滑动选择口感，（糙米不能进行
     口感选择，默认为标准口感），被选择
     的口感显示灯依次亮起并闪烁。

      
            
      

      若无需设定预约时间，则按“开始”键

★

★

“快煮”功能

左右滑动

左右滑动

左右滑动进入所选定烹饪功能的烹饪状态，数码
屏显示动态旋转线框。

“稍软”口感示例。
★下图以“快煮”功能，“香米”米种，



2★锅内水干后，进入6分钟的焖饭过程，数
码屏倒计时显示这6分钟的焖饭时间。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稀饭”
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此时
可使用“预约/定时”键及“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键来设定预约及烹饪时间。

      
            
      
      

  ★若无需设定预约时间，则按“开始”键
     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开始”灯
     长亮，数码屏倒计时显示默认烹饪时间。    

  ★下图以“稀饭”功能为例进行各功能操
     作说明：  

     “稀饭”功能  

  
注：不同煮饭类型的焖饭时间不同，以下
时间供参考：

煮“煲仔饭”时，只能选
择“香米”功能及“标
准”口感。

煲仔饭 18分钟

快煮 6分钟

柴火饭 14分钟

左右滑动

3★焖饭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2★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注：不要在锅内煮紫菜、燕麦片等易发泡、
    易膨胀的食物，以免出现堵塞现象。

2★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温
      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间。

“蒸煮”功能

“煲汤”功能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蒸煮”
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此时
使用“预约/定时”键及“滑动调节 功能
/时间”键可设定预约及烹饪时间。

     
      

      

  ★若无需设定预约时间，则按“开始”键
      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开始”灯
     长亮，数码屏倒计时显示默认烹饪时间。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煲汤”
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此时
使用“预约/定时”键及“滑动调节 功
能/时间”键来设定预约及烹饪时间。

      

    
    
  ★若无需设定预约时间，则按“开始”键
      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开始”灯
      长亮，数码屏倒计时显示默认烹饪时间。 

左右滑动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蛋糕”
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此时
可使用“预约/定时”键及“滑动调节功 
能/时间”键来设定烹饪时长。 

      
      
      

  ★若无需设定烹饪时长，则按“开始”键
      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开始”灯
      长亮，数码屏倒计时显示默认烹饪时间。 2★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温馨提示：

◆蛋糕原料分为两种：现成蛋糕粉及自发粉。

◆两种蛋糕原料烹饪时间及制作方法有所差异，

现成蛋糕粉需要40分钟，面粉原料需要2小时。

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左右滑动

2★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左右滑动



温馨提示：
若原料为自发粉，其制作时间需要2小时，
则需在选择蛋糕功能后(此时数码屏显示时
间为00:40)，按“米种/口感”键将烹饪时
间调整到2小时。

适量
适量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煲仔
饭”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及
默认米种、口感。“煲仔饭”功能默认
选择“香米”米种、“标准”口感。

2★按“开始”键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
“开始”灯常亮，数码屏显示煲仔饭、
米种、口感字样及动态旋转线框。

“煲仔饭”功能

左右滑动

      此时请打开煲盖，将准备好的煲仔饭的
      菜料添加进去，然后再次按“开始”键，
      电饭煲进入工作状态。 
      

4★再次加热到一定时间后，电饭煲进入18
      分钟的焖饭过程，数码屏倒计时显示焖
      饭时间。

5★焖饭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提示：
  ★若没有进行添加菜料操作，系统也将会
      在默认的提示时间之后继续完成工作。

  煲仔饭功能下系统只能选用“香米”
  和“标准口感”

3★工作到一定时间后，蜂鸣器鸣响提示，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再加
热”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

     

2★按“开始”键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
     “开始”灯长亮，数码屏显示烹饪功能
     及动态旋转线框。

“再加热”功能

左右滑动

3★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饭过多，不能充分热透，反复使用
   “ 热饭”功能或饭太少会导致饭焦糊、
    结底。
★放置太久的冷饭不要进行“热饭”，
    否则会引发臭味。
★“热饭”功能不能进行预约时间设置。

1★在待机状态下，若“柴火饭”指示灯处
于闪动状态，按“柴火饭”键进入烹饪
状态。

“柴火饭”功能

2★烹饪结束后  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温
     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间。 

，



1★在待机状态下按“保温/取消”键或者当
      烹饪工作结束后转到保温状态时，“保
      温”指示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间；

★保温计时从：“00:00”开始，最长可达
      24小时；若超过24小时，系统将自动取
      消保温，进入待机状态；为了避免影响
      食物口感，保温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
      时。

  ★在“保温”或烹饪工作状态下，按其它
      按键无效，只能先按“保温/取消”键取
      消原所有设置，回到待机状态，才能进
      行其它操作；

  ★烹饪完成后，如不需保温，请按“保温
      /取消”键取消保温，将电源插头拔出后
      再拔出电饭煲插尾，最后取出锅内食物。

        时间为5小时），并设定煲汤时间为3小时，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煮粥”
功能，数码屏显示相应烹饪功能。此时
使用“预约/定时”键及“滑动调节  功
能/时间”键可设定预约及烹饪时间。

       
   

★在待机状态下，在“滑动调节 功能/时间”
区域内滑动或按“功能”键选择煲汤功能；        

   1★例如：现在时间为12点，你想在下午
        5点的时候完成煲汤（则设定预约完成
   

“煮粥”功能

2★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后进入保
温状态，保温灯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
间。

     

           

      进入所选功能的烹饪状态，“开始”灯
     长亮，数码屏倒计时显示默认烹饪时间。 

左右滑动

       ★若无需设定预约时间，则按“开始”键



左右滑动

左右滑动

★ 按“预约/定时”键进入定时时间设定，
        数码屏显示煲汤、烹饪时长及默认烹饪
        时间“02:00”，使用“滑动选择 功能
        /时间”键将烹饪时间调整为“03:00”；

★ 定时时间调整好后，再按“预约/定时”
        键进入预约时间设定，数码屏“预约时
        间”、“煲汤”显示灯亮，按“滑动调
        节  功能/时间”键将预约时间调整为
      “05:00”。

         
       

★按“开始”键进入“煲汤”功能的预约
         状态。

左右滑动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    

2★在设置过程中按“保温/取消”键可取消
所有设定，回到待机状态。      

  
  

      完成烹饪的时间。预约时间需大于默认
    （或设定）的烹饪时间，否则直接进入烹
      饪加热状态，且按照系统默认的烹饪时间
      或用户自行设定的该功能的烹饪时间进行
      烹饪。  
      
      
    
      
      
    
      

      
            

★预约的时间（如5小时）就是该功能最终

       



      完成烹饪的时间。预约时间需大于默认
    （或设定）的烹饪时间，否则直接进入烹
      饪加热状态，且按照系统默认的烹饪时间
      或用户自行设定的该功能的烹饪时间进行
      烹饪。  
      
      
    
      
      
    
      

  ★打开煲盖，按图示方式，
双手将可拆盖按钮往外
拉，即可将可拆盖往外
拆出，之后用清水将可
拆盖、密封圈清洗干净
并用干软布擦干；再将
可拆盖装回原位（可用
少量餐具清洁剂）



将微压阀从面盖上取出，然后用手指将微压扣钩向外打开，
即可将微压阀上下盖分开（如右所示）。

安装时，先将微压下盖的二个小扣和微压上盖的二两个孔对
齐，合好上下盖，然后用手指将扣钩向内推动，听到“咔”
的一声，即可将微压上下盖锁紧，之后再将微压阀装回到面
盖上。

扣钩

内

外

微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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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XB40FC8153-SM-A

内锅材质保温能耗
   (W.h)

待机能耗
   (W.h)

能效等级能效
型号

78 1.8 68 金属3级

热效率值
(%)

CFXB40FC8153-75

*本品最节能煮饭档为“快煮”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