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意

使用本产品前  请详细

阅读本说明书之各项说明。

，

请勿将本产品用于超出其

功能范围的用途。

当电源线 插头 破损或

功能失效时， 请停止使用

本产品。

， ，

本产品必须放置在平稳，

可靠的工作台面上操作。

请勿在户外使用。
请勿将本产品浸入水中或

何其它液体中。

任

使用的电源应是电压220V，

电流15A以上。

切勿让儿童操作本产品。

请勿让电源线接触锋利边角

或高温表面。

拔插头时请握住插头，请勿

拉扯电源线。

为了确保安全，请勿擅自拆卸本产品 如有异常，请送至公司各地服务中心

或经销处，由合格的维修人员予以检修。

。

使用时请详细阅读本手册操作指示，并妥善保管，以供日后参考。

请严格遵守以下标示，无视该标示或操作失误，都可能会造成重大事故或

者他人伤害的发生 因此，请遵循以下指示。（此产品仅适用于家用）

如果电源线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或其维修部或类似的

专职人员来更换。

。

未按使用说明

操作会有危险。
警告

违章操作可能损坏您

的物品、财产、甚至会

危害到您的人身安全。

注意

一、使用安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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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为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您和他人造成伤害和财产损失，

请您务必遵守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不遵守安全警告而错误使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本产品未考虑以下情况：

一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对器具的使用。

一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表示【禁止】的内容

本产品工作时严禁空载运行或超负载使用。

本产品工作时，禁止移动产品或触碰正在运动中的部件，避免意外伤害。

禁止将电源线挂于锋利的物体上，且不能连接到可移动的物体。

禁止在倾斜的台面或不稳定的台面使用本产品。

。

请勿使用劣质排插转接，以免引起火灾和人身伤害。

禁止将产品放置在太靠近炉具的地方，以免产品受损或引起火灾和人身伤害。

表示【强制】的内容

禁止加入热的食材进行加热功能制作（不超过80℃）

请勿让儿童单独操作使用，确保不会将产品当成玩具，要放在婴儿接触不到的地方。老年

人或残障人士以及无使用经验的人应该在监护和指导下使用本产品。

如插头或其他零件损坏时，必须停止使用本产品，并到指定维修点，请专业人士更换或维

修，以免引起伤害。

在拆装或调试产品的任何部件前，请确保产品处于断电状态。

若电源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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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运行本产品。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事项

使用前请确认电压是否和本产品规格一致(220V~ 50Hz)，以免引起产品安全危险和损坏。

本产品工作时间必须确保持续运行不超过 6 分钟，在操作中，如发现机座过热现象，应停

机约20分钟，待其冷却后方可继续操作。

可能造成轻伤或者财产损失的事项

本产品内设过热保护装置，当非正常使用或电机严重超载运行时，产品会自动停机保护，

如保护30分钟后，仍不能启动，产品需送本公司维修网点维修，请勿自行拆机。

使用产品后，清洗干净与食物接触的部位，避免长时不用残留物腐蚀散发出异味。

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卡死现象，请立即关掉电源，拔下电源的插头，取下容器，将卡

死刀片的材料取出，待电机冷却后方可继续使用。

产品使用后，请及时拔掉电源及清洗产品。

产品使用前，请确保桌台清洁，及时清理油污。

本产品与其它厨房电器的最佳距离请保持30厘米以上。



三、部件示意图

附件：

因产品外观各有差异，上图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包装箱内实物为准。

使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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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料盖
防止食材溅出，取下后搅拌棒可伸入搅拌杯。真空

投料盖运行过程中不可取下，否则无法抽真空。

杯盖
防止食材溅出，杯盖安装到位后方可启动产品，

运行过程中不得打开。

搅拌杯 装食材容器，内含粉碎食材刀片。

机座 产品动力源。

搅拌棒 用于辅助食材粉碎（如冰沙功能）。

杯垫 用于放置搅拌杯、减少噪音。

控制面板 控制机器工作方式。

毛刷 用于清洁产品。

部件名称 功能介绍

量杯 用于量取干豆、大米等食材。

炖盅杯盖

炖盅

搅拌棒 毛刷 量杯 炖盅 炖盅杯盖 玻璃盖

用于制作食谱中各种炖品，如燕窝

使用炖盅制作食谱中各种炖品时使用

玻璃炖盅介绍

为满足用户更全面的日常使用需求，破壁料理机另外加入了支架式炖盅的设计。用户可通

过炖盅隔水炖煮食物，玻璃材质炖盅可直接观测食物烹煮状态。

注意：请勿在使用 的情况下进行倒水操作，以免炖盅与 掉落造成烫伤危险。炖盅杯盖 炖盅杯盖

      玻璃炖盅安装：

1、将炖盅置于 内。炖盅杯盖

2 将 连炖盅一起提起、 。炖盅杯盖

3 安装在料理杯上并盖上盖子。

      当杯盖手柄位与料理杯手柄位对齐，机器显示“0000”，说明已经安装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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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玻璃炖盅时，不可使用带搅拌的功能。（带搅拌的功能有：果蔬、豆浆、米糊、玉米汁、冰沙）

机座

控制面板

杯垫

防溢投料盖

杯盖

搅拌杯

真空投料盖

杯盖

搅拌杯

防溢破壁杯 真空 杯破壁

泄压阀

互锁开关

备注：使用真空功能时，必须使用真空破壁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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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说明

数码款控制面板说明：（具体型号参见附表）

5

     使用前须知：

1、

2、打豆浆时，最大容量不要超过1200mL;

3、请将食材清洗并切至边长不大于2厘米的块状。

使用加热功能时，加入的液体温度不要过高，建议采用室温液体。

4、真空杯只适用进行各种冷饮真空制作或真空保鲜，不得使用真空杯进行超过80°的热饮制

      作。

（仅为示意图，以实物为准。）

1 果蔬
制作果蔬汁、混合果汁等（配备真空杯时，程序
默认先进行抽真空）

2

浓汤 制作食谱中的浓汤。一般浓汤均可选用此功能。3

熬粥 制作食谱中的养生粥。4

豆浆 制作以大豆为主，按食谱搭配口味的各种豆浆。

5 米糊 制作食谱中的米糊。一般米糊均可选用此功能。

6 玉米汁

冰沙

真空果蔬

制作食谱中的玉米汁。

9

7

8

点动/清洗

序号 模式 用途

10

11

12

13

14

加热

预约

开始/停止

旋钮

时间/档位

适用于制作冰沙、清洗杯体等。间歇式操作，

制作冰沙时使用搅拌棒辅助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加入适量水，间歇按“点动/清洗”可以对搅拌

杯起简易清洗的作用。

用于加热搅拌杯中的食物和液体。

制作冰沙，如食谱中的芒果冰沙（配备真空杯时，
程序默认先进行抽真空）

在抽真空条件下制作各种果蔬汁，保鲜（只有在
配备真空破壁杯时才可使用）

启动和停止当前功能。

用于选择各种炖品功能。

用于DIY模式调节速度和时间，时间0-6min可调，
档位1-8档可调（配备真空杯时，程序默认先进行
抽真空）

预约程序开始时间，预约保温。

花果茶

滋补汤

温奶

药膳

燕窝
停止

人参
选择相应功能，鸣一声，功能键保持长亮，“ 停止”键闪亮，按下“ /停止”

键，“开始/停止”键长亮，功能键长亮，鸣一声启动。时间显示跑马灯，煮沸后显示

倒计时，速度显示实时档位。

备注:

开始/ 开始

选择功能时显示的时间非实际工作完成时间，根据水量和物料的多少，每次完成时

间会有不同。

果蔬

熬粥

米糊

豆浆

玉米汁

浓汤

选“果蔬”，鸣一声，“果蔬”保持长亮，数码管显示对应时间和速度，“ 开始/停止”

键闪亮；按下“开始/停止”键，“开始/停止”键长亮，“果蔬”键长亮，鸣一声启动

（数码管显示倒计时、实时档位）。

备注：配备真空杯时，程序默认先进行抽真空，再执行搅拌程序

将真空破壁杯按标识装配在基座上，按食谱配比放好食材，盖好真空杯盖和真空投料

盖，锁紧杯盖锁扣，选择“真空果蔬”键，按“开始/停止”键启动功能。

备注：

1、尽量不要长时间存放，真空果蔬汁保鲜时间有限，再打开杯盖前，请先压下泄压阀

     进行泄压；

2、“真空果蔬”功能只有在使用真空破壁杯时才可使用，使用真空破壁杯时所有加热

     功能无法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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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方法

1、将食材切成约2cm大小块状。(肉类

      切丁去筋)

2、

      人口味量取适量的食材。

使用小量杯参照食谱比例以及依据个

3、 搅拌杯

      搅拌杯内不应有其它异物)

将量好的食材倒入 中。(注意 4 向 内的加入适量清水。(按食谱

      的配比酌量加减)

、 搅拌杯

1400
   ml

1750
   ml

1500

1250

1000

750
800

1000

1200

8

      注意:

;

2 使用加热类功能当食物加热到沸腾后（倒计时开始）请勿终止程序，如误操作终止请勿直接重新选择加

      热类功能继续制作，以免热食重复熬煮溢出/糊底；请更换食材重新选择功能制作，或自主使用锅具煮熟

      再使用手动模式搅打碎食物。

1、在使用防溢破壁杯时，如果运行过程中需要添加物料或配料，可通过打开投料盖进行相关操作（当电机

      在搅打时请勿添加，以防食材溅出或烫伤）

、

用途 用于制作冰沙，如食谱中的芒果冰沙。

用法：加入食材后，通过点击“功能”键，选中“冰沙”功能。点击“开始/停止”键，

进行工作过程。工作过程根据情况进行低速及高速搅打。

：

备注：配备真空杯时，程序默认先进行抽真空，再执行搅拌程序。

待机状态按住“点动/清洗”键，“点动/ 洗”键长亮，机器慢转启动以最大档8档开

始工作，数码管显示时间增量以及当前档位；松开“点动/清洗”键，机器停止工作。

“点动/清洗”

。

清

备注：

功能下持续运行30s后自动停止，若需继续使用重新按触“点动/清洗”

键即可

专业调速：待机状态单击时间+/-或者档位+/-设置个性化工作模式：按下时间+/-可以

根据用户喜好或者食材设置工作时间：按下档位+/-可以根据用户喜好或者食材设置电

机转速；“开始/停止”键闪亮，按下“开始/停止”键启动，机器慢转启动，实时显示

档位及倒计时，“开始/停止”键长亮。

备注:

1. 当只选择速度，未选择时间时，启动后机器按当前档位运行，时间正计时， 后

    停止。

2. 

。

3min

对热饮或其他高温液体进行破碎时，请勿长时间连续高速破碎，建议使用低速或

   “点动/清洗”键间歇性进行破碎，防止液体溅出或溢出

备注：配备真空杯时，程序默认先进行抽真空，再执行搅拌程序。

运行过程中按“开始/停止”键，机器停止工作，回到待机状态；在运行状态下，除

“开始/停止”键有效，其余按键无效，不可进行调档；在待机状态下，选择相应功能

后，如果单击时间或档位+/-直接进入专业调速模式，不可通过时间或档位+/-来调节

既定功能的速度和时间。

时间

档位

花果茶

滋补汤

温奶

药膳

燕窝
停止

人参 在炖盅中按照食谱配比加入食材，玻璃杯中加水至1200mL刻度，按照炖盅装配示意

图安装炖盅，通过旋钮选择所需功能，单击“开始/停止”键启动功能。

选“加热”功能，默认温度为60C，通过单击“加热”功能键可以进行加热温度切换循

环显示“60C-70C-80C-90C-100C”，程序自动启动，无需按启动键，加热到设定温

度后会自动进入保温模式，保温1h；长按“加热”键，进入预设保温55C模式，程序加

热到55C后自动保温6h；

单预约模式：选择相应功能后，单击“预约”键进入预约时间模式，显示屏显示预约

时间（例如00:30代表30min后程序自动启动），通过时间“+”“-”或“∧”“∨”

调节预约时间，从30min到12h可选。

双预约模式：选择相应功能后，长按“预约”键进入双预约模式，显示屏显示预约时

间（例如00:30代表30min后程序自动启动，程序完成后自动进入保温1h），通过时

间“+”“-”或“∧”“∨”调节预约时间，从30min到12h可选。

5、防溢破壁杯：杯盖两侧扣耳错开对其

      杯口凸耳，把杯盖压入搅拌杯，再将

      杯盖顺时针旋转与杯体扣好，最后将

      加料盖压紧在杯盖上（杯体把手位置

      有开盖保护装置，如杯盖未旋合到位，

      产品无法启动）

6、真空破壁杯：杯盖与杯口对齐压

      拌杯，杯盖把手位置抽气口与杯体把

      手抽气孔对插，将加料盖压紧在杯盖

      上，将杯盖互锁开关锁紧，（杯体把

      手位置有开盖保护装置，如杯盖未装

      配正确，产品无法启动，确保杯盖盖

      好，否则无法达到抽真空的效果）

入搅

7 将 按正确的位置放在主机上。、 搅拌杯 8、插上电源线，接通电源时，所有背光

      灯闪亮后熄灭，蜂鸣器响一声，时间

      显示“0000”（若杯盖未旋合到位闪

      烁显示“----”）



10 按下“开始/停止”按键，开始工作！

       (工作中有忽快忽慢声音，属正常现象)

、

11、工作完成，蜂鸣器响三声，机器回到

        待机状态。

13、

        料。(倒浆时请勿过急，防止液体溅出)

倒出浆液，及依据个人口味加入调味 14、

。

及时清洗搅拌杯内部，并用拧干的湿

        布清洁杯体外部

16、 搅拌

        杯分开置于阴凉通风处风干，防止产

        生异味。

擦拭机器表面水渍后，将主机与

1、制作粥、糊、汤等必须选择对应的功能按键，否则制作出来的饮品会出现口感不好，煮不

     透等情况。严重时将造成溢出或者糊底！

3、在制作果蔬类饮品时，请预先将有核的食材去核后方可放入搅拌杯中，并加入适量的饮用

     水或牛奶，坚硬的果核易降低搅拌刀的锋利度。

4、请勿用本产品直接加热牛奶、豆浆、冷米糊等粘稠的液体，否则会造成“糊底”等的烧焦

      情况，产生异味。

5、机器在工作过程中，搅拌杯内液体沸腾后请小心喷出水蒸汽和溅出的热水。工作过程中切

      勿揭开杯盖。

6、机器制作过程中请勿在杯体内添加砂糖、黑糖等调味料，以避免调味料在加热时粘着在搅

      拌杯底部。

7、接通电源前，请务必确保搅拌杯、杯盖及投料盖安装到位。

8、产品通电时，严禁将手或尖锐硬物等伸入搅拌杯内，以免受伤或使产品受损。

2、食谱中的食材份量均按照标准水位进行配备，用户在使用时请根据水量及食物种类调整食

     材总份量，其中加热功能不宜超过1200mL（豆浆类、糊类、粥类功能建议采用1000mL，

     最大容量不宜超过1200mL)，冷饮功能最高不超过1600mL，否则易造成溢出或者糊底。

9、在组装、拆卸、清洗和维护过程中注意产品可能的锐利边缘或器件割伤划伤，必要时佩戴

     手套。

注意：

9 10

     量杯使用说明

1、制作米糊/熬粥时，请参考“米”的容量。

     量杯量取米量到达800mL刻度时，需加水至800mL刻度位置制作。

     1000mL, 1200mL可参考刻度加入相应的水。

2、制作豆浆时，请参考“豆”的容量。

     量杯量取干豆到达800mL刻度时，需加水至800mL刻度位置制作。

     1000mL, 1200mL可参考刻度加入相应的水。

“开始/停止”

键启动

12、拔出电源线，取下搅拌杯。（防溢破

        壁杯：旋开杯盖，注意涌出蒸汽防止

        烫伤；真空破壁杯：将互锁开关打开，

        压下泄压阀进行泄压，打开杯盖）

9、点选相应功能键。(如：米糊)

米糊

六、清洁保养

      清洁

3、

。

1、搅拌杯在打完果汁倒出后，即刻加入清水，间歇性使用“点动/清洗”功能进行搅拌杯清洗。

2、断开电源，主体及搅拌杯外部可用拧干的布擦拭，请勿将主体和杯体浸入水或其他液体中

      清洗，也不能在水或其他液体下冲洗，防止漏电或器件损坏。

清洗时，请用清水冲洗搅拌杯内部及配件，并抹干；刀片非常锋利，清洗时注意防护以免

      割伤

15、真空破壁杯清洗时请注意将杯盖过滤

        盖打开，将食物残渣清洗干净，再闭

        合过滤盖。



七、产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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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V~

220V~

1400W

1400W

50Hz

50Hz

1350W

1200W

产品型号 额定电压 加热功率额定频率 搅拌功率

执行 GB4706.19-2008  标准：GB4706.1-2005  GB4706.30-2008  

八、电路原理图

（注意：线路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WFB-VD6

WFB-VE6

WFB-VD16

WFB-VE16   
       
    

12

九、环保清单

产品图片 部件名称 材质全称 备注

搅拌棒、投料盖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4，4'-亚异

丙基二苯酚与碳酰二氯或碳酸二苯酯的聚

合物

不得用于接触乙醇含量

高于20%的食品

量杯、杯盖 聚丙烯（丙烯均聚物） PP

刀座、杯底、杯盖内层、投料盖不锈钢盖、

不锈钢珠、防溢圈
不锈钢 06Cr19Ni10 SUS304 奥氏体

刀片、刀轴 不锈钢 12Cr17Ni7 SUS301 奥氏体

搅拌杯、玻璃炖盅 玻璃 高硼玻璃

刀座密封圈、搅拌杯密封圈、杯盖密封圈 聚二甲基硅氧烷 硅橡胶

垫片 聚四氟乙烯 使用温度不得高于250℃

备注

本产品与食品接触材料均符合国标GB4806.1-2016的要求

食品接触用材料清单

因产品外观不同，部件图片可能与实物存在差异，具体以实物为准。

示意图见部
件示意图

4、请勿使用钢丝球、研磨性清洁剂或腐蚀性液体（比如汽油或丙酮）来清洁产品。

5、 。

、

、

如部件被果蔬汁染色，清洗前加几滴食用油擦洗后再用水冲洗即可

6 真空破壁杯清洗时请注意将杯盖过滤盖打开，将食物残渣清洗干净，再闭合过滤盖。每次

     使用前要确保过滤盖网孔无食物残渣堵塞，过滤盖处于闭合状态，否则容易导致抽真空失

     败，无法达到真空保鲜。

7 使用真空果蔬功能抽真空时，机器会有“哔哔哔”的声音，是机器在进行抽真空排气产生

     的声音，是正常现象，排气口在机器右后方靠底座位置，会有少量水迹排出，也是正常的！

      保养

1、本产品宜经常使用，以保持电机干爽。

2、如长期不用，请将本产品保存在干燥通风处，以防止电机受潮。

WFB-VD1  
WFB-VE1   
WFB-VD11  
WFB-V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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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异常分析及处理

故障分析及排除

      异常处理

1、产品如出现异常情况如：异常噪音、气味、烟雾等，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止使用。

2、如出现产品不能工作，请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好，是否正常启动，搅拌杯是否安装到位，

      杯盖是否旋合到位。

3、如经上述检查，产品还是不能工作，请联系售后进行咨询和维修，或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联系客服维修

故障 可能性原因分析 解决对策

显示屏不亮
电源线未插好

机器故障

检查电源线并保证插好

显示屏亮，

产品不工作

杯盖未盖到位

选功能后，未按启动键

将杯

器短鸣声

盖重新盖好，装到位后会听到蜂鸣

杯内未加水，熔断器起保护

选好功能后，再按下功能键

请正确加水到相应的水位线

工作过程中出现鸣叫报警
先拔掉电源，再通电后按正常工作步骤

进行操作

机器故障

机器故障

断电间隔短，系统未复位 断电3分钟后再通电使用

正常现象产品已在执行程序

机器故障

加水过多或过少 请加水至正确的水位线

电源电压过低 可用家用稳压器

食材太多或太少 请按食谱配方操作

产品本身故障

杯内未清洗干净

加热不停止

按键无反应

食材打不碎

糊底

请将杯内清洗 净再使用干

食材加太多 请按食谱配方操作

按错功能键 选择正确的功能键

产品磨合异常哨声 偶有哨声属于正常情况

显示屏

显示E1

物料块状过大，或放置过

物料，电机出现堵转

多 物料尽置切小块，尤其是较硬的物料(如
排骨、鱼等)，放置容量不要超过说明书
规定的配比

清洗时耦合器表面有水迹

擦干

未 检查 合器部位是否有水迹，用 抹布

擦干；断电，重新上电启动即可

耦 干

耦合器部位有水迹
用 抹布将上下 合器部位的水迹擦 ;

断电，重新上电启动即可

干 耦 干

机器故障

杯体未安装到位，接触不良

机器故障

断电3分钟后再通电使用

显示屏

显示E2

显示屏

显示E3

线路板故障

机器内部进水

显示屏显示E4、

E5、 E6、 E7

温馨提示:

当使用过程中出现溢出时，可能是以下原因：

①当地电压波动导致，请减少加水量（例如，减少200mL)

②食物配比不当，请减少食材比例；

③如非上述情况，请联系客户服务中心。

十一、食谱

14

雪梨汁

杂粮糊

材料：梨1个、温水750mL 冰糖粉适量

做法：将梨清洗干净，去皮去核，切成小块与冰糖粉、温水一起倒入大杯，

           选择“果蔬”键，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

，

材料：花生200g 、米300g 、牛奶1200mL

做法：将炒熟的花生和米放入大杯中，加入牛奶，自定义“8”档，时间

           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2min，

农夫果园
材料： 量

做法：将所有材料放入大杯，选择“果蔬”键，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

苹果1/2(去核)、橘子或橙子1/2个(去皮去核)冰糖粉适 、温水750mL

清肝明目糊

材料 取量杯对应1200mL刻度的绿豆 1200mL刻度的清水

做法：将所有的材料洗净后放入杯中，选择“豆浆”键，再按“启动/停止”

           键即可。

： ，

聪明伶俐糊

材料： 量 板栗2个(去皮) 1200mL刻度

做法：将所有的材料洗净后放入杯中，选择“米糊”键，再按“启动/停止”

           键即可。

取 杯对应1200mL刻度的大米、 、 的清水

全鲫鱼鲜汤

材料 鱼1条(200g)、1000mL刻度的水、老姜几片、盐少许

做法：将鲫鱼去除内脏洗净，姜切片后所有的材料放入杯中，选择“浓汤”

           键，再按“启动/停止”键25min即可。

：鲫

滋补骨汤

材料：鸡骨 盐少许

做法：将鸡骨(或猪小筒 洗净斩成一寸段，姜切片后所有的材料放入杯

           中，选择“浓汤”键，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

150g(或猪小筒骨150g)、1000mL刻度的水、老姜几片、

150g)

黄豆豆浆

材料 取 杯对应1000mL刻度的黄豆、1000mL刻度的水

做法：将所有的材料洗净后放入杯中，选择“豆浆”键，再按“启动/停止”

           键即可。

： 量

花生豆浆

材料： 量
           1000mL刻度的水
做法：将所有的材料洗净后放入杯中，选择“豆浆”键，再按“启动停止”
           键即可。

取 杯对应1000mL刻度的黄豆、取量杯对应800mL刻度的花生、

草莓冰沙

材料 草 10个、冰 6块

做法：将水果清洗干净，将草莓切成方块和冰块放入杯中，选择个性化功

           能(时间50s，速度8)，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

： 莓 块

芒果冰沙

材料 芒果1个、冰 6块

做法：将水果清洗干净，将芒果切成方块和冰块放入杯中，选择个性化功

           能(时间50s，速度8)，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

： 块

瘦肉粥

材料： 量 、
           度的清水
做法：洗净的猪肉切成肉丁，放开水里面焯一下去除血水把青菜切成1厘米
           左右；大米洗净后，倒入大杯中；青菜、肉丁放入后，选择“熬粥”
           键，再按“启动/停止”键即可。

取 杯对应1000mL刻度的大米、瘦肉50g、小白菜20g 1000mL刻

红枣枸杞粥

材料： 量 红枣3个、枸杞10粒、
           的清水
做法：将所有的材料洗净后放入杯中，选择“熬粥”键，再按“启动/停止”
           键即可。

取 杯对应1000mL刻度的大米、 1000mL刻度

西式南瓜

浓汤

材料：
           淡忌廉少许
做法：南瓜和马铃薯去皮、切块放入杯中，倒入牛奶、水，选择“浓汤”键，
           再按“启动/停止”键，15min后，倒入少许食盐和黑胡椒粉，倒入
           碗内挤上少许淡忌廉即可。

南瓜350g、马铃薯100g、牛奶150mL、水500mL、盐、黑胡椒、

母鸡板栗汤

材料 鸡汤700mL 取量杯对应800mL刻度的花生、板栗3个杯(去皮)

做法：将所有的材料洗净后放入杯中，选择“浓汤”键，再按“启动停止”

           键，25min即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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