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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号：

顾客服务部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区滨安路501号

邮编： 310052

电话： 400-8899-717

网址： www.supor.com.cn

服务网点联系方式： 

敬请拨打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717；

或登陆苏泊尔网站www.supor.com.cn查询 。



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您或他人造成伤害或财产损
失，请您务必严格遵守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1

禁止在倾斜、不稳定或

耐热性差的台面上使用，

以免导致产品从高处摔

落损坏或引起火灾。

本产品切勿让儿童、行

动不便者、精神上有障

碍或不会使用的人独自

操作；老年人和残障人

士应该在监护和指导下

使用。

禁止标志 禁止拆卸

禁止接触 拔出插头

禁止淋水

指令标志

请放置于儿童触摸不到

的地方使用和保管；并

告知儿童本产品不能用

于玩耍。

产品严禁放在潮湿或靠

近火源、热源（如炉

具）的地方。以免意外

引燃导致火灾或产品损

坏。

拔插头时请捏住插头拔

下，不能拉拽电源线；

不可湿手去拔、插电源

插头，以免导致触电。 

本产品仅限于普通家庭

室内使用，切勿于户外

使用或于商业及工业用

途。

电源线插头必须保持干

净、干燥状态；勿将电

源线过度弯曲、捆绑或

放置于高温附近、重物

挤压或挂于锋利的物体

上，否则可能使电源线

破损而引起火灾、触电。

请勿使用本产品以外的

附件和配件，以免引起

火灾和人身伤害。

图标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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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V~

请勿使用劣质排插转接，

以免造成火灾或触电。

使用本产品

时，必须使

用有接地装

置的插座，同时请确认

电压是否与本机规格一

致（220V~50Hz）。

禁止直接握住机头提手

提起整机或电机工作中

禁止提起机头。

非专业人士不可随意拆

卸，否则有引起触电受

伤的危险。若有故障请

到指定维修点维修。

本产品严禁长时间空载

运行及超负载使用。

使用中，机器发出异常

声音、气味或冒烟情况

时，请立即停止使用，

并及时与顾客服务部联

系。

在工作过程中请勿移动

机器，以免桶内食物溢

出，造成烫伤、触电等

伤害事故。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必

须用专用软线或从其制

造商或维修部买到的专

用组件来更换。

请勿将豆浆桶当作容器

使用（冷冻、烹饪或消

毒）。

制浆完成后，请勿二次

加热、制浆，否则会糊

底、溢出。

勿将本产品放入冰箱或

冷柜中，急剧冷却会使

机头内产生“冷凝水”，

可能引起机头内电脑板

的故障。

制浆完成后，由于全钢

下盖及桶体温度较高，

请勿直接用手碰触，以

防烫伤。

使用中，勿将脸和手靠

近汽压阀蒸汽口；提起

机头时，请小心汽压阀

上的蒸汽水滴到手上，

以免烫伤。

使用前请先检查电源线、

刀片、扰流爪等部件有

无损坏，如有损坏，请

停止使用，并与公司客

服人员联系解决。

严禁用化学药品或挥发

性物质清洁本产品，否

则会引起变色、脱色或

火灾。

机头上盖禁止淋水；严

禁将整机直接浸入水中

或其它液体中以免触电

或机器损坏。

电源插口、耦合器请勿

进水，如不小心淋水，

必须擦干后再使用。

使用本产品时请勿离开，

离开时请关机并拔掉电

源插头！

清洗前或产品闲置不使

用时，请确保在切断电

源的状态下。



电路原理图

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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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流爪

机头下盖

刀片

请勿在室温高于30℃时

预约时间超过8小时。

请按照说明书要求正确

选择需要的功能，勿选

错功能；若选错，可能

会导致溢出、效果不佳

等现象。

新鲜豆浆长时间放置容

易变质，最好是现做现

喝，在室温条件下建议

2小时内饮用完。

为了使您的机器使用的

干净卫生，每次使用完

后，请及时清洗，以免

长时间搁置后不易清

洗。

本机每次使用后请间隔

8分钟，再次使用。

温馨提示

加入的食材和饮用水请

勿超过豆浆桶内壁上的

水位刻度线。

婴幼儿、肾功能衰竭、

肠胃功能弱的人群应酌

情选择低浓度豆浆或者

减少饮用量。

本产品的刀片装置锋利，

在操作和清洗时请注意

防止刀片伤手。

产品规格

DJ12B-P618E

电源 额定容量名称 型号 电机功率加热功率

220V~
50Hz

300W1600W 1.2L
  破壁

豆浆机

上耦合器防溢探针

桶口密封圈

触控面板

机头提手

电机轴

豆浆桶

不锈钢内桶

水位刻度线

零部件名称

机头上盖

汽压阀

各功能及指示灯
轻松洗功能触摸键

预约触摸键 开始/取消触摸键数码显示屏
时间指示灯 保温指示灯

功能选择触摸键

下耦合器

把手

电源线

电源插口

热熔断器

突跳式温控器

微电脑控制板

量杯



再按“开始/取消”键，机

器启动，对应功能指示灯

常亮，数码管显示      。

产品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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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食谱中的用量，用随机赠送的量杯量取食材并清洗干净后

放入杯桶内，再加入饮用水至水位刻度线。

加入的食材和水的容量需按照说明书及食谱要求，

不能超过杯桶内最大水位刻度线。

1.  本产品在初次使用前，请用软布彻底清洗与食物直接接触

    的所有部件（参见《清洗与保养》）。

2. 使用前先检查汽压阀、桶口密封圈是否清洗干净，是否安

    装到位；检查扰流爪是否有变形。

3. 量杯用于量取食材，下图为量杯容量图：

按食谱备料

1量杯 量杯

请稍用力放置机头，压紧耦合器。

非预约功能操作步骤及说明

1

放置机头，接通电源2

3选择功能

机器在使用过程中若意外断电或短暂停电3分钟内

可继续工作，3分钟后机器自动恢复初始通电状态，

需更换食材重新选择功能进行操作。

需要切换或取消功能时，可长按“ 开始/取消 ”键，机器
进入待机状态。

制作饮品时，若选错功能，可能会导致做出的饮

品口感不好或有糊底、溢出、打不碎等现象。

建议所有硬性食材浸泡后制浆效果更

好，干豆等硬性食材浸泡时间如下：

北方地区：春秋季8-16小时，

                   夏季6-10小时，

                   冬季10-16小时；

南方地区：春夏季5-6小时，

                   秋冬季8-9小时。

汽压阀、桶口密封圈的拆洗方法见《清洗与保养》。
机头上的扰流爪禁止碰撞，以免变形，会导致制浆失败或
者机器损坏。

肉类食材需先去筋去骨。
机器在制作过程中，汽压阀会有少量水蒸气冒出，

请勿靠太近，以免烫伤。

在使用果汁奶昔功能时，机器不会加热。

闪烁亮

将机头的上耦合器对准豆浆桶的下

耦合器垂直的放置在豆浆桶上。

插上电源线，接通电源时，机器警

报一声，指示灯、数码管点亮1秒后

进入待机状态，指示灯循环闪烁，

数码管显示“--”。

机器按照设定程序会自动搅打、加热。

按“功能选择”键选择

所需功能。



再按“预约”键， 时间指示灯

点亮，数码管显示02，表示默
认为2小时后工作结束。

实例说明：熟豆豆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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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作完成

所有功能完成所需时间会根据电压、环境、温度、食材等

的不同而稍有变化。以下是各功能在默认状态下的工作时

间，仅供参考。

果汁奶昔 玉米汁

时间(分钟)

时间(分钟)

15 27 10

10 23

粗粮米糊

25

坚果牛奶

4

15’好豆浆 浓香醇浆 熟豆制浆 五谷豆浆 轻松洗

30 4

功能

功能

预约功能操作步骤及说明

刚制浆完成后，机头金属部分温度较高，请注意防烫。

备        料

如果加入桶内的水温小于
90℃，则机器加热到沸腾，
再开始制浆。

煮豆时间不小于40分钟!

需加开水
到桶内!

接通电源，按“功能选择”

键选择“熟豆制浆”功能。

制作豆浆

按“功能选择”键选择

所需功能。

闪烁亮

闪烁亮

需要切换或取消功能，可再次长按“ 开始/取消”键，返
回重新操作。

在调整完预约时间后，等待8秒，数码管会显示“75”，
表示功能结束后的食物保温温度。

预约时间范围为2-9小时。“熟豆制浆、坚果牛奶、果

汁奶昔、轻松洗”功能不能预约操作。

按“ 开始/取消”键，机器启

动，对应的功能指示灯和时间

常亮，数码管显示预约时间并

倒计时。

量杯量取干黄豆：4/5杯。

洗净后，用自备锅具加水

煮熟。

将煮熟的熟豆（约4杯）从

锅具内捞出放入桶内，再

加开水至水位线之间。

功能结束后，机器发出“滴、滴”警报声，提示饮品已经

完成，该功能指示灯闪烁，同时保温灯点亮，进入保温状

态，保温时间为2小时。

此时若无需保温，请断开电源后再取下机头，准备饮用。

再按“开始/取消 ”键，

进入熟豆工作状态。

工作持续约10分钟后，熟豆制浆完成，回到待机状态。

再次按“预约”键调

整预约时间，时间以

1小时为单位递增到

09 。



常见故障处理方法清洗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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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机器没有任

何反应

电源插头未插到位

机头没有正确安装

重新将机头按正确位置放

在豆浆桶上

检查确认电源线与插头接

触良好

工作时有溢

出现象产生

加入水量过多或者过少

按错功能键

电压过高

加入的食材过多

切断电源，清理豆浆桶内

食材后，按说明书要求重

新加入食材开始工作

使用家用稳压器

按说明书要求加入食材

加入的水量过少

电压过低

制作米糊时，肉类食

材没有去筋去骨、没

有切块

按错功能键

查看是否漏装桶口密

封圈

按要求将桶口密封圈正确

安装

按水位线要求加入饮用水

按说明书要求正确操作

加入的食材过多或过少

加入的食材过多

粉碎效果不

好或有整颗

残留

桶口溢出

工作结束

后，发现豆

浆未煮熟

使用家用稳压器

按说明书要求加入食材

加入的水量过多 按水位线要求加入饮用水

按说明书要求加入食材

用干布擦干防水下耦合器

中的水或自然晾干

检查防水下耦合器是

否进水

食材为肉类时应先去筋去

骨并切成类似湿黄豆大小

的块状。

断开电源，待机器冷却后再将汽压阀、桶口密封圈从机头
上拆卸下来清洗。

1清洗机头

2清洗豆浆桶

禁止将机头浸入水中！禁止用
水直接清洗机头上部，以防
止机头进水，发生短路现象。

请注意小心刀片伤手！

桶内部直接加水用软布清洗；若

未能及时清洗，建议先将桶内装

上清水浸泡一会儿再用软布清洗。

切忌将桶底浸入水中；请勿用水冲洗耦合器、电源插口，
以防进水，发生危险。

桶外部用拧干的湿软布擦拭干净

即可；不宜采用钢丝球或硬质抹
布擦拭，以免引起表面划伤或涂
层脱落。

注意：请勿用力拉
扯，如拉扯变形，
会影响密封效果。

机器全部清洗完毕后，为防止残留水会产生异味，请用干
抹布彻底擦干，再将桶口密封圈、汽压阀安装到原位。

长期不使用时，请将本机放置在干燥通风处。

将汽压阀向
上拔出

汽压阀、桶口密封圈直接用清水清洗；机头下部粘附的豆

浆或残渣用软布在自来水下擦拭干净；面板上的脏污、水

珠用拧干的湿软布擦拭干净即可。

3保养维护
机头、豆浆桶及其它附件不宜放入消毒柜里消毒或微波炉

内烘干。

机器报警，

数码管显示

E1或E2

机器报警，

数码管显示

E3或E4或E5

或E6

加入的水量过多，碰

到防溢电极
按水位线要求加入饮用水

温度探头异常 送苏泊尔售后维修点维修

将桶口密封圈轻轻

向上拉取下。



功能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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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清单

15分好豆浆

功能 容量范围配料

浓香醇浆

五谷豆浆

熟豆制浆

坚果牛奶

果汁奶昔

粗粮米糊

玉米汁

杯干豆加水煮熟后为
4
5
4杯熟豆，约160克

杯干豆，约70克
4
5

加饮用水至水位线
1200ml

加饮用水至水位线
1200ml

加饮用水至水位线
1200ml

加饮用水至水位线
1200ml

加饮用水至水位线
1200ml

杯干豆，约70克
4
5

3杯鲜玉米，约280克

牛奶250ml；结束后可加

少许砂糖

香蕉2根切丁（去皮后
约250克）

加凉白开至水位线
1200ml

加饮用水至水位线
1000ml

麦片1.5杯；结束后可加

蜂蜜适量

杯南瓜（切丁）；燕
3
5

3
5

杯大米，约65克；

杯熟燕麦，约40克；
3
5
红枣10颗（去核切丁）；

纯牛奶250ml

提示：颗粒大的食材需要切丁为2x2厘米左右大小。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其中，铅(Pb)、汞(Hg)、镉(Cd)、六价铬(Cr(Ⅵ))均代表金属及其化合物。

*：该部件仅适用于部分型号，以实际产品为准。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3
5

杯干豆，薏米、黑米

各10克，约一杯底（几

种食材总量为一杯即可）

加纯牛奶至水位线
1000ml



苏泊尔产品保修卡
产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

出厂日期：__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 日

发票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购买日期：__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 日

购买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场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

苏泊尔产品意见反馈卡
产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

出厂日期：__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 日

发票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购买日期：__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 日

购买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场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

维修状况登记栏

客户意见栏

维修日期

维修情况

客户签名：________________

请用户认真填写该卡，并经商场盖章，并在30天内寄回本公司顾客服

务部。本公司将为您建立用户服务档案，为您的产品实行跟踪服务。
                                              该卡请寄回本公司顾客服务部：
                                              浙江省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区滨安路501号

                                             （310052）顾客服务部

经手人

售后服务
      苏泊尔豆浆机自购买日起提供一年保修服务，保修期的起始日

期以所购产品的发票日期为准。在家庭正常使用情况下，非人为导

致的破裂或损坏，购买者可以带上保修卡、发票和损坏产品到苏泊

尔特约维修点办理维修。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属于免费维修范围：
 ◆ 由于没按说明书上要求操作而造成的故障；

 ◆ 由于跌落、碰撞等人为而造成的故障；

 ◆ 由于自行装拆、修理而造成的故障；

 ◆ 由于意外、误用、乱用、故意损坏而造成的故障；

 ◆ 商业用途上造成的变色、擦伤、积垢或过热损坏等所造成的故障。

对于超过保修期或不属于免费维修的产品，本公司顾客服务部也会

热情为您服务。

    ◆ 保修期外终身维修；

    ◆ 制造单位有改型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用户反馈

       承蒙惠顾苏泊尔产品，谨此致以谢意！我们本着“用户满意”

的宗旨，为了更及时的为您提供维修、咨询等服务，帮助您处理在

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填好意见反馈卡回执本公司顾客服务部

以便建立用户服务档案。如您遇到服务不周的情况，请拨打顾客服

务部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717，我们将给予您满意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