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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饭煲使用
过程中应良好接
地，以免触电。





CFXB40FC8155-75



可拆盖按扭

微压阀

电源插座



1)“开始”键：功能选择状态下按此键进入所选定功能工作状态。
    注：选定功能后，必须按“开始”键方能进入相应功能工作状态；选定功能后未按“开始”
    键确认，30秒后自动跳转到待机状态。
2）“竹筒饭”键：待机状态下，按下“竹筒饭”键，5秒后自动进入竹筒饭功能，对应的指示
   灯亮起，烹饪结束后，蜂鸣器“嘀”“嘀”声鸣响，自动进入保温状态。
3）“柴火饭”键：待机状态下，按下“柴火饭”键，5秒后自动进入柴火饭功能，对应的指示
   灯亮起，烹饪结束后，蜂鸣器“嘀”“嘀”声鸣响，自动进入保温状态。
4）“杂粮饭”键：待机状态下，按下“杂粮饭”键，5秒后自动进入杂粮饭功能，对应的指示
   灯亮起，烹饪结束后，蜂鸣器“嘀”“嘀”声鸣响，自动进入保温状态。
5）“功能/选择”键：待机状态下按此键可循环选择如下各功能:
                                   “加速煮→少量煮→煮粥→蒸煮→稀饭→煲汤→蛋糕→再加热”，相应
  功能指示灯亮。



6)“预约/定时”键：
    定时：选择煮粥、蒸煮、稀饭、煲汤、蛋糕任一个功能，按预约/定时键（奇数次），定时
指示灯点亮，进入烹调时间调整状态，根据所需的时间按“时/分”键调整时间。
    预约：选择加速煮、少量煮、煮粥、蒸煮、稀饭、煲汤任意一个功能，再按预约/定时键，预
约指示灯点亮，进入预约时间调整状态，根据所需的时间按“时/分”键调整时间，可以选择24
小时，选择完成后，按开始键饭煲进入预约烹饪状态。
竹筒饭，柴火饭，杂粮饭功能先选择功能，5秒内按预约键进入预约调时状态，选择完成后5秒
后自动启动预约功能。
温馨提示：蛋糕，再加热功能并没有预约功能。
7)“时/分”键：用来调整烹饪时间和预约时间；预约时间每按一次“时”键增加1小时，每按
    一次“分”键增加10分钟；烹饪时间每按一次“时”键增加1小时，每按一次“分”键增加
    5分钟(蛋糕功能状态下除外，具体见蛋糕功能相关说明)。
8)“保温/取消”键：饭煲烹饪功能在工作完成后，自动转入保温功能，保温指示灯亮起。
  ◆ 保温最长时间为12小时。
  ◆ 在待机状态下，按“保温/取消”键，进入保温功能，保温指示灯亮起，保温时间最长12小
  时，温结束后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 在烹饪状态下，按“保温/取消”键，取消当前功能，进入待机状态。



亮；随后开始键指示灯闪烁，数码屏显示静态虚线框，此时电饭煲处于待机
状态。



竹筒饭
●  待机状态下按“竹筒饭”键，5秒后便自动进入“竹筒饭”煮饭功能。
柴火饭
●  待机状态下按“柴火饭”键，5秒后便自动进入“柴火饭”煮饭功能。
杂粮饭
●  待机状态下按“杂粮饭”键，5秒后便自动进入“杂粮饭”煮饭功能。
加速煮
● 按“功能/选择”键选择“加速煮”煮饭功能，“加速煮”指示灯亮， 此时可按“开始”键
进入“加速煮”煮饭功能。
少量煮
● 按“功能/选择”键选择“少量煮”煮饭功能，“少量煮”指示灯亮， 此时可按“开始”键
进入“少量煮”煮饭功能。
以上各功能工作过程中数码屏均显示动态虚线框，相应功能指示灯及“开始”灯常亮。
● 锅内水干后，蜂鸣器鸣响数声，数码屏显示倒计时时间（竹筒饭功能状态下除外，具体见
竹筒饭功能相关说明）；
● 倒计时到“0：00”，即进入保温状态，数码屏显示保温时间，对应保温灯常亮。
● 此时可打开煲盖，用饭勺将饭翻松，以免结块变硬；此时可立即食用，也可继续保温，但
保温时间不宜过长(建议保温时间不要超过10小时)，保温时间最长可达12小时。
 

“竹筒饭、 柴火饭、杂粮饭、加速煮、少量煮”功能



静态

静态

此处灯常亮

此处灯闪烁此处灯闪烁

此处灯常亮

此处灯常亮

动态

选择好所需功能后按两次“预约/定时”键，进入预约调时状态,按“时”“分”键调
整所需时间，此时每按一次“时”键增加1小时，每按一次“分”键增加10分钟，直
接按下“开始”键即进入相应功能。

柴火饭

下图以“柴火饭”功能为例进行说明：

5秒内按一下

烹饪结束后
自动进入保
温状态

“预约/定时”键



此处灯常亮

此处灯常亮

此处灯常亮 此处灯常亮

动态

闪烁

闪烁

调整所需
预约时间

进入预约倒
计时状态

当预约倒计时到程
序设定的默认煮饭
时间，则自动进入
煮饭工作状态

5秒后自动
进入预约倒
时状态

烹饪结束
后自动进
入保温状态

功能           加速煮             少量煮             柴火饭             杂粮饭

焖饭时间                 6-8分钟                          8分钟              15分钟

1小时-24小时
可调预约
时间范围          



能“竹筒饭”功

温馨提示：

待机状态下按“竹筒饭”键，等待5秒后开始工作，水沸腾后进入倒计时。

★

★

制

材料：糯米1杯（约150克），嫩香竹1到2节，对半劈开（长约18厘米，粗约6厘
          米，头带节作为筒底，另一头开口放食材，再配一个竹节作筒塞）

作步骤:
1.先把糯米洗净再用水浸泡1到3个小时；
2.把竹筒洗干净，用热水消毒;
3.将泡好的糯米放入竹筒中，保持米足够湿润，轻轻摇均，用绳子扎紧;
4.把竹筒放入内胆，加入清水至浸没竹筒，约7刻度水;
5.选择竹筒饭功能，水沸腾后再煮40分钟即可出锅。

竹筒饭制作小贴士

★
★
★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配料进行调整，一次做的量不宜过多，以免影响米饭效果;
可加入玉米粒、胡萝卜粒、香菇粒等和米粒搅拌均匀一起煮食，口味更佳;
水沸腾后蜂鸣器响“嘀”“嘀”“嘀”5声，进入倒计时状态。



能“杂粮饭”功

温馨提示：
待机状态下按“杂粮饭”键，等待5秒后开始工作，功能结束后自动进入保温。

★

★

制

材料（4L以8杯米为例）：
粳米3.5杯、糯米1.5杯、绿豆0.5杯、花生米0.5杯、小米0.5杯、燕麦片0.5杯、银豆
0.5杯。

★材料（5L以10杯米为例）：
粳米4杯、糯米2杯、绿豆0.7杯、花生米0.7杯、小米0.7杯、燕麦片0.7杯、银豆
0.7杯。

作步骤:
1 .先把绿豆、花生米、燕麦片、银豆洗净再用水浸泡3到5小时，水温较低时，可

适当加入热水浸泡；
2.把粳米、糯米、小米洗净，然后把预先泡好的食材搅拌均匀，放入内锅;
3 .加入适量水，可以按照正常煮饭米水比例，由于绿豆等豆类较硬，可以适当加

多些水;
4 .选择杂粮饭功能，功能烹调结束后即可出锅。

杂粮饭制作小贴士

★

★
★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配料进行调整，一般粳米或糯米的比例要比其他食材多，
否则做出来的杂粮饭比较松散;
选择的谷物，一般只要软硬度相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烹饪的数量，一次做的量不宜过多，以免影响米饭效果。



此处开始闪烁 此处灯常亮

选择好所需功能后按两次“预约/定时”键，进入预约调时状态,按“时”“分”键调
整所需时间，此时每按一次“时”键增加1小时，每按一次“分”键增加10分钟，直
接按下“开始”键即进入相应功能。

下图以“煮粥”功能为例进行说明：
烹饪结束，
进入保温
状态

● 待机状态下按“功能/选择”键选择“煮粥”、“蒸煮”“稀饭”、“煲汤”功能，相应
功能指示灯亮，数码屏显示相应功能默认烹饪时间；“开始”灯闪烁，若无需设定预约及定
时时间则直接按“开始”键进入工作状态，数码屏显示剩余烹饪时间，“开始”灯常亮。
● 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叫数声，进入保温工作状态，保温区域灯常亮，数码屏显示保温时间。

“煮粥、蒸煮、稀饭、煲汤”功能



此处开始闪烁 此处开始闪烁

此处灯常亮

此处灯常亮

功能         默认烹饪时间           烹饪时间范围              最长预约时间
煮粥 1小时30分钟

1小时

1小时
2小时

40分钟或2小时

1小时-2小时

30分钟-1小时30分钟

45分钟-1小时10分钟
1小时30分钟-3小时

24小时
蒸煮  

稀饭
煲汤

蛋糕

相
应
技
术
参
数

烹饪工作
结束，进
入保温状态

预约倒计时到设定烹饪时
间后进入烹饪工作状态

进入预
约倒计
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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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蛋糕粉一般需要40分钟，自发粉需要2小
时；具体制作方法见下：

● 待
烁，数码屏显示蛋糕功能默认烹饪时间“0：40”（此处为现成蛋糕粉原料制作时间）;

机状态下按“功能/选择”键选择“蛋糕”功能，“蛋糕”功能指示灯亮，“开始”灯闪

● 按“开始”键，进入蛋糕功能烹饪状态，数码屏倒计时显示剩余烹饪时间；
● 烹饪结束后，蜂鸣器鸣响数声，电饭煲进入保温状态，数码屏显示保温时间。

注：如使用自发粉原料，则需调整烹饪时间。选择蛋糕功能后数码屏显示“0:40”，
然后按“预约/定时”键，“定时”指示灯亮，通过按“时”、“分”键将烹饪时间调
整到2小时。

以上为现成蛋糕粉原料制作方法。
注：蛋糕功能系统默认的时间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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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键只能在以上两种时间来回转换。



制作蛋糕时，一次做的量不宜过多，否★

★蛋糕粉可前往大型超市或卖场购买。

★为使蛋糕口感更佳，可适当增加鸡蛋；
盖好上盖，并选择蛋糕功能进行烹饪。

分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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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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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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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 自发粉 鸡蛋 植物牛油
100g
180g

120g
200g

30g
50g

3个
5个

小量
大量

自发粉制作蛋糕小窍门

材料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制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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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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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内锅内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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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推动下方白
色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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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压阀拆卸与安装：
 拆卸时，首先将微压阀从煲盖上取下，然

后将微压下盖逆时针旋转至无法转动为止，
此时即可将微压阀上下盖分开(图7)。

 安装时，将微压下盖上的三角形对准至锁
合指示跟开锁指示图中间位置，即可将上下
盖合拢，然后将微压下盖顺时针旋转至无法
转动为止，即可将上下盖锁紧(图8)。然后
将锁紧了的微压阀装回原位。
注意：微压阀不要浮起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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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XB40FC8155-75 3级 78

(%)

1.8

(W.h) (W.h)

68

CFXBXXFC8155-SM-A

*本品最节能煮饭档为“加速煮”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