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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將本產品放在易燃物品及潮溼環境中使用。
2.   避免連接器受液體潑灑！
3.   本產品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經驗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包含孩童)使
      用，除非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督或指導下安全使用。
4.   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
5.   禁止放在孩童能觸及的地方使用，否則會引起燙傷、觸電和受傷。
6.   孩童如把塑膠袋蓋在頭上會有窒息的危險，請將其放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7.   使用前請安裝集水盒，請經常清洗。
8.   應經常清洗防堵罩，保持清潔；應經常檢查限壓排氣閥，以確保其不被堵塞。

未按照說明書操作會有危險。

請勿進行改造，非專業維修人員
禁止拆卸及維修，易發生火災、
觸電和受傷事故。

請勿讓幼兒童觸碰。

使用前請詳閱本說明書。 請使用110V~電源。

產品請勿放置在易燃物品或潮濕
環境中使用。

請勿在戶外使用，不使用產品時，
請拔下電源插頭。

請勿靠近熱源、勿傾斜或放置在
不穩定的場所。

搬移產品時，請端鍋身提手位。

不能損傷密封圈，不能使用其他
膠圈來取代，不能用張力圈來增
加密封。

內鍋表面附有塗層，請勿使用金
屬或粗糙清洗工具擦拭，以免刮
傷塗層，影響不沾效果。

若發生鍋蓋周邊大量排氣，屬於非正常現象，此時安全洩壓裝置起了保護
，請立刻拔下電源插頭，停止使用，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本項所有內容均與安全有關，請用戶務必遵守。
本項中的注意事項主要是為了正確地使用本產品，注意事項中解釋了危險、損害
程度及可能發生的事故。
說明分"警告"、"注意"兩個等級。

違章操作可能會損害您的物品、財產，甚至會危害到您的人身
安全。

本文中圖標表示的意思：       表示【強制】的內容         表示【禁止】的內容

請單獨使用額定電流10A以上的插座，並可靠接地。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
用專用軟線或其他製造商或維修服務站購買的專用組件來更換。

防堵罩應經常清洗，保持整潔，
並保持限壓排氣閥和浮子閥暢通
無阻。

限壓排氣閥上不得增加任何重物
或其他物品代替。

浮子未落下時，請勿強行開蓋。

切勿將內鍋直接放在其他熱源上
使用。

切勿將產品的主體浸入水中或用
水沖洗。

長時間使用後，內膽塗層可能會
出現變色，但使用及健康上都沒
有任何不良影響，請安心使用。

清潔產品前，應先將電源線插頭
拔離電源插座。

請勿觸摸發熱部分，如發熱盤、
內鍋、限壓排氣閥、浮子閥、鍋
蓋。

切勿用本產品烹飪可能會引起排氣孔堵塞的食物：葉片狀食物(例如紫葉、
白菜、海帶等)、碎片狀食物(例如玉米渣)等。



9.   限壓排氣閥上不得添加任何重物或以其他物體代替。
10. 禁止用抹布堵塞鍋蓋與外鍋扣合處周邊，以免影響安全性能。
11. 內鍋底部與發熱盤接觸面應保持清潔；內鍋不能放在其他熱源上燒煮，不能用
      其他容器代替內鍋。
12. 內鍋塗有塗層(或採用不鏽鋼材質)，為防止劃傷，請使用木質或塑膠飯匙。
13. 提起限壓排氣閥排氣時，請勿將手或臉貼近限壓排氣閥排氣管；工作時請勿觸
      摸外殼，以免燙傷。   
14. 首次使用時，機內可能有煙冒出，此屬於正常現象，乾燒幾分鐘後會自動消失。
15. 加入內鍋的食物和水的高度必須按使用方法步驟2進行操作。
16. 產品使用時會有預熱時間，會依放入的食材不同會有所變化。    
17. 在加熱烹調過程中，若發現鍋蓋周邊大量排氣，屬於非正常工作現象，此時安 
       全洩壓裝置起了保護，請立即切斷電源，暫停使用，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18. 烹飪結束後自動進入保溫功能，使用時不宜超過6小時，以免影響烹調效果。
19. 使用後加熱元件之表面可能存在餘溫，請小心觸碰，以免燙傷。
20. 烹調完成後請不要立刻搬移產品，必須先等外殼冷卻下來，搬移時請握在鍋身
      提手處，切勿端鍋蓋把手。
21. 浮子未落下時，切勿強行開蓋。
22. 開蓋前，請確保蓋內壓力充分釋放後，方可打開鍋蓋。
23. 不能損傷密封圈，不能用其他膠圈取代，不能使用張力圈來增加密封。
24. 若電源線損壞時，必須用製造商、其服務處或具有相關資格的人加以更換以避免
       危險。
25. 在使用過程中，若發生故障，請暫停使用，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26. 用戶請勿自行拆卸產品，或用其他零件更換，產品僅可使用本公司的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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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

順時針旋轉①

圖1B

2. 取出內鍋，參照內鍋水位線說明，將食物和水放入內鍋中。食物和水不得超過內
    鍋的最大水位線；易膨脹食物不得超過內鍋高度的3/5，食物和水不得少於內鍋高
    度的最低刻度。(見圖3，圖4，圖5)。

1. 開蓋：先用手握緊鍋蓋提手，順時針方向旋轉鍋蓋至開蓋位置，然後直接向上提
                起鍋蓋。(見圖1AB，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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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②上提鍋蓋打開

3. 將內鍋放入外鍋內，放入前先把內鍋底部及發熱盤表面抹乾淨，保溫罩及發熱盤
    表面不得有雜物；放入後，左右輕輕旋轉內鍋，以保持內鍋與發熱盤接觸良好。
    (見圖6)

4. 合蓋：◆檢查密封圈是否放入鍋蓋內。
                ◆手握鍋蓋提手，合上鍋蓋，然後逆時針旋轉鍋蓋至扣合位置，並聽到"喀
                  嚓"扣合聲。(見圖7ABC)

圖7A

合上鍋蓋①

圖7B

②逆時針旋轉

圖7C

5. 套上限壓排氣閥，檢查排氣按鈕是否處於彈起狀態，沒有則將排氣按鈕按起來至
    最高位置並檢查浮子是否落下(未加熱前浮子是落下的)。(見圖8)

6. 接通電源，顯示器顯示" ╴╴╴╴"進入待機狀態。

圖8

圖6

7. 設置參數及啟動
     
              待機狀態下，按下"開始"鍵，顯示"          " ，此時可以操作其按鍵功能；
              功能全部選擇好後，按"開始"鍵，進入工作狀態；

              功能菜單選擇包括："白飯"、"五穀/糙米飯"、"牛羊豬肉"、"雞鴨肉"、
              "豆類/豬腳"、"加熱保溫"、"快煮"、"快燉"。
              待機狀態下（數碼屏幕顯示          ）按"功能選擇"鍵選擇需要的功能，數碼
              屏幕顯示內容閃爍後，再按"開始"鍵，進入工作狀態。數碼屏幕顯示此功能
              的默認保壓時間（例如：白飯，顯示P：12），對應指示燈亮；

              在選定功能時，按"口感選擇"鍵，可以對口感進行調節，分別有三個口感可
              以選擇：偏軟、適中、偏硬；對應指示燈亮，默認口感為"適中"；



              在選定功能時，按"預約時間"鍵，調節保溫時間，漸進時間為10分鐘；選好
              時間後，接著選擇功能及口感後，按"開始"鍵，完成預約。

              在選定菜單功能時，按"保壓時間"鍵，調節保壓時間，漸進時間為1分鐘，
              長按"保壓時間"可快速調節保壓時間；

              在選定菜單功能時或是進入工作狀態時，按"保溫/取消"鍵取消當前工作狀
              態；待機狀態下，按"保溫/取消"鍵進入保溫功能，保溫指示燈長亮，顯示
              "           "且"          "的前面兩個"      "閃爍，指達到保溫溫度，顯示屏幕顯示
              "      "則是指停止。

8. 開蓋取用食物時，當保溫指示燈亮起，可以按以下方法開蓋取用食物；按一下
                       鍵，退出保溫狀態。
    
    按下鍋蓋把手上的排氣按鈕，讓限壓排氣閥排氣，直至浮子落下。(見圖9)
        如果煮流質食物（例如：粥類、黏性液體），烹調完成後不能馬上排氣，必須
        自然冷卻至浮子落下，否則食物會在排氣管噴出。

圖9

        拔下電源插頭。
        用手握緊鍋蓋提手，順時針方向旋轉鍋蓋至開蓋位置，然後向上提起鍋蓋，即
        可取用。(見圖1、圖2)

1. 清洗前請將電源插頭拔下；
2. 將鍋蓋和內鍋取出，可用清潔劑，然後用清水沖洗，再用乾軟布擦乾；
3. 用抹布將鍋體擦乾淨，禁止將鍋體浸在水中清洗或用水噴淋；
4. 將儲水盒拆下清洗，用溫毛巾擦乾淨後裝回原位。
5. 清洗內鍋時切勿用金屬絲或其他堅硬用具擦洗，以免造成內鍋刮傷；
6. 浮子閥的清洗：用手把浮子輕輕的上下移動，並把浮子密封圈上的食物殘渣一併
    用水沖洗乾淨。(見圖10)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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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食材有白米。
      1. 先將白米洗淨後放入內鍋中。
      2. 往內鍋中倒入水，白米和水的比例為1：1 (不得少於內鍋高度的最低刻度)。
      3. 蓋上鍋蓋後，功能選擇"白飯"模式。
      4. 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盛出裝碗即可享用！

         主要食材有糙米。
      1. 先將糙米洗淨後放入內鍋中，不需事先浸泡。
      2. 往內鍋中倒入水，糙米和水的比例為1：1 (不得少於內鍋高度的最低刻度)。
      3. 蓋上鍋蓋後，功能選擇"五穀/糙米飯"模式。
      4. 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盛出裝碗即可享用！

五穀飯
         主要食材有五穀米。
      1. 先將五穀米洗淨後放入內鍋中，不需事先浸泡。
      2. 往內鍋中倒入水，五穀米和水比例為1：1.5(不得少於內鍋高度的最低刻度)。
      3. 蓋上鍋蓋後，功能選擇"五穀/糙米飯"模式。
      4. 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盛出裝碗即可享用！

紅豆/綠豆/花生仁湯

         主要食材有紅豆/綠豆/去皮花生仁2杯、糖適量。
      1. 先將紅豆/綠豆/花生仁洗淨後放入內鍋中，不需事先浸泡。
      2. 往內鍋中倒入適量水(不得少於內鍋高度的最低刻度)。
      3. 蓋上鍋蓋後，功能選擇"豆類/豬腳"模式。
      4. 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加入糖攪拌，盛出裝碗即可享用！

         主要食材有牛腩1800g、白蘿蔔1條、紅蘿蔔2條、青蔥3根、薑片6-8片、洋蔥
         1顆、蒜頭5瓣。
         調味料有冰糖2大匙、料理用酒適量、醬油適量、鹽巴適量、辣椒1-2根、
         八角2顆、花椒粒一匙。
      1. 先將牛腩切大塊、蔥洗淨後切段、洋蔥切成片、蒜頭拍碎、紅蘿蔔和白蘿蔔切
          塊。
      2. 準備一鍋滾水，將牛腩與3片薑片一起放入鍋中煮記得要將雜質撈出，煮完後
          撈起牛腩，湯先留著備用。
      3. 將油倒入炒鍋中加熱後，放入蔥段、薑片、洋蔥、辣椒爆香。
      4. 之後放入牛腩、醬油、冰糖、鹽、料理用酒拌炒均勻。 
      5. 拌抄完後和湯、紅蘿蔔、白蘿蔔一起放入內鍋中蓋上鍋蓋後，功能選擇"牛羊
          豬肉"模式。
      6. 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盛出裝碗灑上些許蔥花即可享用！

紅燒牛腩

         主要食材有全雞一隻、薑、米酒一瓶、水500cc。
         調味料有麻油少許、冰糖少許。
      1. 將雞肉洗淨後切小塊，薑切片。
      2. 麻油先倒入炒鍋，放入薑片炒至微捲。
      3. 將雞肉和冰糖放入炒鍋一起拌炒，炒至變色後加入米酒。
      4. 放入內鍋中，加入水後，功能選擇"雞鴨肉"模式。
      5. 烹調結束後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盛出裝碗即可享用！

麻油雞湯

         主要食材有豬腳800g。
         調味料有薑片4片、蒜仁5顆、青蔥2根切段、冰糖50g、醬油100ml、蠔油70
         ml、米酒100ml、水適量、滷料包適量。
      1. 將豬腳洗淨去毛後冷水入鍋，煮至水滾焯水後，將食材撈出稍微瀝乾水分。
      2. 熱油熱炒鍋，豬腳全部放入炒鍋，將表皮全煎過後，放入內鍋中。
      3. 炒鍋先不清洗， 放入蔥段和蒜仁後，用鍋內的豬油爆香。
      4. 將爆香過後的蔥段及蒜人也放入內鍋中。
      5. 將其他的調味料也一併放入內鍋中後，倒入適量的水。
      6. 功能選擇"豆類/豬腳"模式，口感選擇適中。
      7. 烹調結束後待排氣閥沉下，開蓋後盛出裝碗即可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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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蓋困難

鍋蓋與鍋體扣合不到位

密封圈未放置好

浮子卡住推桿

重新扣合

放好密封圈

用筷子壓下浮子

用筷子輕壓浮子開蓋困難 排氣後浮子未落下

鍋蓋漏氣

未放上密封圈

密封圈黏有食物殘渣

密封圈破損

未合好鍋蓋

放上密封圈

清潔密封圈

更換密封圈

合上鍋蓋

浮子閥漏氣
浮子密封圈黏有食物殘渣

浮子密封圈有破損

清潔浮子密封圈

更換浮子密封圈

浮子不能上升
鍋內食物和水過少

鍋蓋或限壓排氣閥漏氣

按說明書比例加食物和水

故
障
代
碼
表

數碼型顯示"E1"

數碼型顯示"E2"

數碼型顯示"E3"

數碼型顯示"E4"

傳感器短路

傳感器短路

鍋內溫度超溫

壓力開關故障

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請送至維修服務站檢修

注意：故障種類與常見問題，不僅限於上述幾種，如果問題仍然存在或是又出現其
            他問題，請與本公司的維修服務站聯繫以取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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