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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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使用植入
型起搏器的顾
客，在使用本
产品前，请先
咨询医师。因
本产品的工作，
起搏器可能会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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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不可让存在肢体、感官或精
神能力缺陷或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
的人(包括儿童)使用，除非有负责
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进行使用相关
的监督或指导。



CFXB40HC803-120

CFXB40HC813-120

1200 2~84L

1200 2~84L



创新球形厚釜技术，环流沸腾，粒粒饱满；

IH磁热高效大火力，立体加热更透芯；

精控火候系统，控温更准确，米饭更好吃；

三大口感选择，满足全家需求；

可拆卸内盖，轻松清洗；

24小时预约定时，省事更省心；

   IH电磁电饭煲是采用磁场感应涡
流加热原理加热的。它利用电流通
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
线通过铁质锅具底部时，会产生无
数小涡流，使锅体本身自行高速发
热，然后加热锅内食物。

控制板

电源板

电流保险丝 温度保险丝

风扇

蜂鸣器

上盖热
敏电阻

底部热
敏电阻

IGBT感温热敏电阻

220V~50Hz

线圈盘



四 使用说明

注：器具正常工作的海拔高度范围为0-2000米。

可拆推钮

可拆盖板

锅口密封圈
蒸笼

内锅

微压阀

插座孔

面盖

煲体

提手

开盖按钮

控制面板

说明书插页
说明书

(含保修卡)



1、待机状态或功能选择状态下，按此键进入保温状态；
2、烹饪状态按此键返回待机状态。

1、待机状态下，按此键自动进入柴火饭功能烹饪状态；
2、功能选择状态下，按此键进入所选定功能工作状态。

待机状态下按此键，可循环选择如下各功能：“柴火饭→加速煮
→煮粥→蒸煮→稀饭→煲汤→蛋糕→热饭”,相应指示灯亮。

按键操作简介

“保温/取消”键 “开始”键

“保温/取消”灯

“预约/定时”键

“分”键“时”键

“功能选择”键“ 口感”键

“开始”灯



选定相应功能，按此键进入相应功能预约或定时状态

用来调整烹饪时间和预约时间

用来调整烹饪时间和预约时间

“柴火饭”及“加速煮”状态下按此键，可循环进行口感选择：
“适中→软糯→嚼劲”,相应指示灯亮。



4、操作指引

●量杯量取米

●米洗净放入内锅后按要求加水

●用软布将内锅外表面擦干，内锅放入煲体

●压下煲盖，至听到“咔嚓”声

●确认电源线按要求插到位

任何情况下水量不能超过最高水位线
①

②



5、各功能操作说明

柴火饭、加速煮功能：

下图以“柴火饭”功能为例，进行图示说明：

注：待机状态下，直接按“开始”键，电饭煲自动进入柴火饭功能烹饪状态。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动态



煮粥、稀饭功能：

下图以“煮粥”功能为例进行图示说明：

下图以“稀饭”功能为例进行图示说明：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下图以“煲汤”功能为例进行图示说明：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煲汤功能：

下图以“蒸煮”功能为例进行图示说明：

蒸煮功能：



预约/定时功能说明

预约设定 定时设定功    能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下图以“加速煮 ”功能，预约5小时为例 ，进行图示说明：

当预约倒计时到程序设定的
默认烹饪时间，则自动进入

“加速煮”工作状态

动态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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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功能

2小时 1小时30分钟~4小时

45分钟~1小时10分钟

45分钟~2小时

50分钟~2小时

1小时

1小时

1小时30分钟

煲汤

稀饭

蒸煮

煮粥

默认烹饪时间 可调烹饪时间范围

◆ 如需要进行预约/定时等操作，需在选定功能后，功能灯闪烁期间进行设置；

◆ 预约时间需大于定时时间，否则无预约过程；

◆ 不能用本产品煮紫菜、燕麦片等易发泡、易膨胀的食物，以免出现堵塞现象；

◆  烹饪过程中请不要随意开盖，以免影响烹饪效果。

温馨提示:

各功能默认烹饪时间及可调整时间范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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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蛋糕原料分为两种：现成蛋糕粉及自发粉；
2、两种原料烹饪时间及制作方法有差异，现在蛋糕粉一般需要40分钟，自发粉需要2小
时；具体制作方法见下：

注：以上为现成蛋糕粉原料制作方法。
       蛋糕功能系统默认时间分别为40分钟(现成蛋糕粉)和2小时(自发粉原料)，所以蛋糕功
       能状态下按“口感”键只能在以上两种时间来回转换。

蛋糕功能：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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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制作小贴士

自发粉制作蛋糕小窍门

制作步骤：
1.将一定量的白糖放入容器中，加入相应
量的鸡蛋，将其充分搅拌至白糖融化；
2.将自发粉加入充分搅拌后的鸡蛋液中，
同样需要进行搅拌，直到鸡蛋液跟自发粉
均匀混合，无块状面团为止；
3.最后加入植物牛油搅拌均匀；
4.在内锅底部及内侧壁均匀涂上一层食用
油，将调制好的蛋糕材料倒入内锅，盖好
煲盖；
5.选择蛋糕功能进行烹饪。

★ 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可以将盛有鸡蛋
的容器放至约40度的温水中适当加热，这
样做出来的蛋糕口感更松软，但水温不宜
太高；
★ 鸡蛋液要搅拌充分，至其起泡为止；
★ 自发粉可直接前往大型超市购买；
★ 加入牛油搅拌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1.牛油需要融化为液体后再倒入搅拌；
2.搅拌完成后，在气泡消失前，尽快将其
放入内锅烹饪；
3.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放入适量炼油；
4.鸡蛋可适当增加，蛋糕口感更佳。

以下为现成蛋糕粉原料制作事宜：

以下为自发粉原料制作事宜：

材料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制作效果；

小量

白糖

60g

100g

120g

200g

180g(约3个)

240g(约4个)

30g

50g

鸡蛋 植物牛油 酵母粉

适量

适量

面粉

大量

★ 制作蛋糕时，一次做的量不宜过多，否
    则会影响效果；
    制作步骤：
    1.先将鸡蛋打至发泡；
     (一般200g蛋糕粉配3-5个鸡蛋)
    2.将准备好的蛋糕粉倒入鸡蛋液中并充
    分搅拌均匀；
    3.在内锅底部及内侧壁均匀涂上一层食
    用油，将调制好的蛋糕材料倒入内锅。
    盖好上盖，并选择蛋糕功能进行烹饪。
★ 为使蛋糕口感更佳，可适当增加鸡蛋；
★ 鸡蛋液要充分搅拌均匀；
★ 鸡蛋液跟蛋糕粉需搅拌到无颗粒状方可；
★ 蛋糕粉可前往大型超市或卖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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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饭过多，不能充分热透，反复再加热或饭太少会导致饭焦糊、结底。
2、放置太久的冷饭不要进行再加热，否则会有臭味。
3、“热饭”功能不能进行预约时间设置。

热饭功能：

动态 烹饪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保温灯常亮

下图以“热饭”功能为例进行图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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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零部件拆装及清洗

1.零部件拆卸与安装

可拆盖拆卸方法

可拆盖安装方法

请勿拉扯密封圈，如    
拉扯变形，会影响密 
封与微压效果。

卡到卡槽内   两边往里轻推

18



微压阀拆卸方法：
微压阀取下，将微压下盖逆时针旋转至“▲”对准微压上盖上的“    ”图示，即可将微压
上下盖分开。

微压阀安装方法：
1、先将微压下盖上的“▲”对准微压上盖上的“   ”图示，即可将上下盖合拢；
2、后将微压下盖顺时针旋转至“▲”对准微压上盖的“    ”图示，即可将上下盖锁紧。

必须确保电饭煲完全

冷却，方可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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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洗

煲体：

用湿软布擦拭中板、煲体等外表面，不可用水冲洗；

切勿用清水直接冲洗本产品，严禁将本产品浸入任何液体中！

内锅：

用柔软的海绵冲洗后用干软布擦干；

切勿用钢丝球或清洁球等擦拭内锅内外表面！

可拆盖(可拆卸)、微压下盖(可拆卸)：

每次用完后都需要用清水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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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常见故障的判别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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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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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XB40HC803-SM-A

CFXB40HC803-120 862级 1.8 35

CFXB40HC813-120 862级 1.8 35

*本品最节能煮饭档为“加速煮”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