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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本產品為我司研發的新一代電飯煲(降糖系列)︐採用耐溫乙瓷內膽及配備304原銹鋼

降糖內鍋(也可做蒸鍋使用)︐它秉承並充分體現了中國千年陶瓷美食文化與美味和天然

健康的完美結合︐是實現智能︑健康︑高效︑節能︑多用於一體的新一代陶瓷廚電產品︒

* 超耐溫陶瓷內膽---健康︑耐用︑飯香 ︐並通過了美國FDA

食品容器安全標準測試︒

* 獨創陶瓷煮飯營養美味曲線---充分激發米飯的營養和美味︒

* 有效降低米飯中的糖份及澱粉含量︒

* 智能立體測溫控制---上下立體檢測溫度︐自動判斷米量︐

使煮飯效果更理想︒

* 一煲多用︐物超所值---煮飯（煮飯︑煲仔飯︑降糖飯）︔

煲粥︔嬰兒粥︔煲湯︔食物溫熱（熱飯）︔

燘燉︔預約︔定時︒

* 彰顯人性化設計-----智能控制︐觸摸操控︐多重安全保障

使用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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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口

控利面板

開關按鍵

304不銹鋼降糖內鍋(蒸鍋)

可拆蓋板

上蓋

蒸氣閥

煲體

插座

陶瓷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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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不建議將陶瓷膽直接置於明火上加熱︐以免因乾燒或火力不均而導致鍋膽破裂及影響

鍋膽之正常使用︒

使用中︐勿將臉和手靠近蒸氣口︐以免燙傷︒

使用中或在未完全冷卻下︐手不要觸及煲蓋內側的金屬部份︐以免燙傷︒

嚴禁將濕毛巾放於煲蓋上︐否則會引起煲體︑煲蓋變形︑變色︒

非專業維修人士不可隨意拆卸︐否則會引起觸電的危險︐若有故障請及時到指定維修

點維修︒

勿置於潮濕和靠近高溫的地方︐煲體電器部份嚴禁用水直接清洗︒

請在家庭內使用與本機標識相符並帶有接地裝置的電源插座︒

禁止在斜度大於5度的枱面及高溫度環境中使用︒

使用時︐若需移動︐請一手緊握提手︐一手托底部︐以防跌落︐造成產品損壞及燙傷危險︒

必須使用專用瓦膽︐瓦膽要放平︐否則會影響烹調效果︐甚至造成工作異常︒

使用中︐要放在小孩子不能觸及的地方︐不能讓小孩子單獨操作︐以免觸電及燙傷︒

使用完及時拔下(切勿拉扯)電源線︒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用專用軟線或到我司維修部

購買專用組件來更換︒

使用前應先檢查
1. 先確定電源電壓是否與本產品額定電壓相符︓電源插座是否能承受本產品的
   正常負荷︔電源插座是否有可靠的接地裝置︒
2. 在平整牢固的可承面上放置本產品︐並盡可能靠近電器插座
3. 遠離火源︐發熱的家用電器和易燃物品︒
4. 放置在小孩不能觸摸及拉扯電源線的地方︐以免燙傷或觸電︒
5. 本產品不適合身體︑感官或精神能力下降︐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包括兒童)使用︐
    除非他們已經對負責其安全的人員使用本產品進行監督或指導︒
6. 清潔前︐請先將插頭拔掉︒ 

結構說明

規格

型號

JCK-1200 490W 2.6L 1~4杯米(1.2斤)以下/8碗飯 最多煮5杯米

功率 容量 最佳煮飯容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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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使用方法

煮飯功能【含煮飯︑煲仔飯】

降糖飯

溫馨提示︓

使用前請先取出陶瓷內膽並清潔乾淨︐然後用乾布擦乾內膽外底平面及鍋體外的水漬︒
(若不擦乾水漬︐加熱時會有“吱吱”或“呯呯”的響聲︐不影響正常使用︒)

1. 將洗乾淨的米放入陶瓷內膽︐然後按米量加入適量水(約1杯米1.2杯水)︒注意加水不能超
過最高水位線(MAX)︒然後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
鍵3秒︐數碼管顯示“--OFF”︐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煲湯
1. 將洗乾淨的食材放入陶瓷內膽︐並加入適量水︒注意加水不能超過最高水位線(MAX)︒然

後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管顯示“--OFF”︐
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煲粥
1. 將洗乾淨的食材放入陶瓷內膽︐並加入適量水︒注意加水不能超過最高水位線(MAX)︒然

後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管顯示“--OFF”︐
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嬰兒粥 (BB粥)
1. 將洗乾淨的食材放入陶瓷內膽︐並加入適量水(約半杯米4杯水)︒注意加水不能超過最高水

位線(MAX)︒然後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管
顯示“--OFF”︐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2. 觸摸“煲湯”鍵一次︐或按功能鍵5次︐煲湯指示燈閃亮︐數碼管顯示“-2︓00”︐表示程序
默認工作時間為2小時︔5秒鐘後煲湯功能鍵停止閃動︐表示煲湯程序開始︒此時除按“開關/
保溫”鍵有效外︐其他功能鍵均處在鎖定狀態︐要改用其它功能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
應功能鍵︒煲湯過程中︐數碼管顯示的數值以分鐘為單位遞減︐其數值為程序完成所需的時
間︒

2. 觸摸“功能”鍵6次︐煲粥指示燈閃亮︐數碼管顯示“-1︓30”︐表示程序默認工作時間為1.5小
時, 5秒鐘後煲粥功能鍵停止閃動︐表示煲粥程序開始︒此時除按“開關/保溫”鍵有效外︐其它
功能鍵均處在鎖定狀態︐要改用其它功能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應功能鍵︒煲粥過程
中︐數碼管顯示的數值以分鐘為單位遞減︐其數值為程序完成所需的時間︒

2. 觸摸“功能”鍵8次︐嬰兒粥指示燈閃亮︐數碼管顯示“-1︓00”︐表示程序默認工作時間為1小
時, 5秒鐘後嬰兒粥功能鍵停止閃動︐表示嬰兒粥程序開始︒此時除按“開關/保溫”鍵有效外︐
其它功能鍵均處在鎖定狀態︐要改用其它功能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應功能鍵︒煲粥
過程中︐數碼管顯示的數值以分鐘為單位遞減︐其數值為程序完成所需的時間︒

3. 煲湯完成後︐蜂鳴器會鳴叫提示︐同時煲湯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湯已煲
好︐隨時可以食用︒

4. 煲湯功能可以定時︐預約︒定時最多為4小時︐最少為1小時︔ 預約最多為9小時︐其使用方
法見下面預約︑定時章節︒

3. 煲粥完成後︐蜂鳴器會鳴叫提示︐同時煲粥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粥已煲
好︐隨時可以食用︒

4. 煲粥功能可以定時︐預約︒定時最多為2.5小時︐最少為45分鐘︔ 預約最多為9小時︐其使
用方法見下面預約︑定時章節︒

1. 本產品在使用煮飯功能時會自動檢測米量的多少︐並生成不同煮飯曲線︐故每次煮飯的
時間長短會略有不同︐請放心使用︒

1. 用不銹鋼降糖內鍋淘米後︐將降糖鍋放置在陶瓷內膽內︐加水至淹過大米即可︐然後蓋好
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管顯示“--OFF”︐表
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2. 觸摸能鍵2次︐降糖飯指示燈閃亮︐數碼管顯示降糖飯功能的代碼“--F9”︐5秒鐘後降糖飯
指示燈停止閃動︐表示降糖飯程序已開始︒此時除按“開關/保溫”鍵有效外︐其他功能鍵均
處在鎖定狀態︐要改用其它功能請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應功能鍵︒

3. 若待蜂鳴器再次鳴叫時︐煮飯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飯已煮好︐隨時可
以食用︒

2. 因米品種不同而受水情況也有所不同︐故應根據個人對米飯要求而相應調整加水量︒

3. 不要將剩飯與米一齊煮︐而應在第一次蜂鳴且顯示“P000”時才將剩飯放入︐以免影響煮
飯效果︒

2. 選擇相關煮飯功能(煮飯功能可直接按煮飯鍵或按功能鍵1次︐煲仔飯功能需按功能鍵3次)︐
相關煮飯指示燈閃亮︐數碼管顯示其煮飯功能的代碼(煮飯功能代碼分別為︓煮飯“--F1”︐
煲仔飯“--F2”)︐5秒鐘後煮飯指示燈停止閃動︐表示煮飯程序已開始︒此時除按“開關/保
溫”鍵有效外︐其他功能鍵均處在鎖定狀態︐要改用其它功能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
應功能鍵︒

3. 若你在煮飯過程中需要加熱菜品︐請在煮飯過程中本機第一次蜂鳴︐數碼管顯示“P000”
時︐打開上蓋︐放入蒸架及需要加熱的菜品︐(若無需加熱菜品︐則不用理會)︒待蜂鳴
器再次鳴叫時︐煮飯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飯已煮好︐隨時可以食用︒

2. 將內膽平穩的放入鍋體內︐並輕輕地旋轉幾次︐以確保內膽底面與發熱板表面充分接觸︐
然後根據你所選購產品型號及所需功能︐按以下使用方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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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3. 煲粥完成後︐蜂鳴器會鳴叫提示︐同時嬰兒粥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粥

已煲好︐隨時可以食用︒

3. 燘燉完成後︐蜂鳴器會鳴叫提示︐同時燘燉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食材
已燉好且自動進入保溫︐隨時可以食用︒

4. 嬰兒粥功能可以定時︐預約︒定時最多為2小時︐最少為1小時︔ 預約最多為9小時︐其使用
方法見下面預約︑定時章節︒

3. 功能完成時︐蜂鳴器再次鳴叫︐蒸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食物已蒸好︐
隨時可以食用︒

4. 蒸功能可以定時︐預約︒定時最多為25分鐘︐最少為5分鐘︔ 預約最多為9小時︐其使用
方法見下面預約︑定時章節︒

4. 燘燉功能可以定時︐預約︒定時最多為6小時︐最少為30分鐘︔ 預約最多為9小時︐其使用
方法見下面預約︑定時章節︒

3. 待蜂鳴器再次鳴叫時︐熱飯指示燈熄滅︐數碼管顯示“b000”時︐表示飯已熱好︐隨時可以
食用︒

若你希望所需的功能程序能在幾小時後自動開始運行︐可使用預約功能︒當你選好所需要的
程序後︐在對應指示燈停止閃動前︐觸摸“預約”鍵︐每觸摸一次︐數碼管左邊第一位會相應
循環顯示數字1︑2︑3︑4︑5︑6︑7︑8︑9︐代表所需功能程序會在相應數值的小時後開始
工作︐請按需要設置(預約最長可設置到9小時)︒

燘燉【隔水燉】
1. 將洗乾淨的食材放入自備陶瓷燉盅內︐蓋好蓋子並放入飯煲內膽內︐並在陶瓷內膽內放入

適量水︒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管顯示
“--OFF”︐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2. 觸摸“功能”鍵7次︐燘燉指示燈閃亮︐數碼管顯示“-4︓00”︐表示程序默認工作時間為4小
時︔5秒鐘後燘燉功能鍵停止閃動︐表示燘燉程序開始︒此時除按“開關/保溫”鍵有效外︐
其他功能鍵均處在鎖定狀態︐要改用其它功能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應功能鍵︒燘燉
過程中︐數碼管顯示的數值以分鐘為單位遞減︐其數值為程序完成所需的時間︒

2. 觸摸“功能”鍵9次︐數碼管顯示“-0︓10”︐表示程序默認水沸騰後工作時間約為0︓10︐蒸指
示燈常亮(閃動時間為5秒)︐數碼管顯示默認00︓10︐水沸騰後︐進入倒計時︐數碼管顯示
的數值以分鐘為單位遞減︐其數值為程序完成所需的時間︒

燘燉功能可以定時︐預約︒定時最多為6小時︐最少為30分鐘︔ 預約最多為9小時︐其使用
方法見下面預約︑定時章節︒

燘燉【燘煮】
1. 將食材︑調味料及適量水放入陶瓷內膽︐並將陶瓷內膽放入煲內︐合上煲蓋︐設定時間即

可燘煮︒

蒸功能
1. 在陶瓷內膽內加入適量的水︐把需要蒸的食物放入不銹鋼降糖內鍋內︐將降糖內鍋放置在

陶瓷內膽內︒然後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
管顯示“--OFF”︐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2.

熱飯【熱剩飯】

預約

若你在使用煲湯︑煲粥︑嬰兒粥︑燘燉︑蒸功能時︐程序默認的時間不能滿足您的烹飪要求︐
可使用定時功能︒當你選好所需要的程序後︐在功能鍵停止閃動前︐觸摸“定時”鍵︐每觸摸
一次︐右邊三位數碼管會在工作時間上增加5分鐘︒長按“定時”鍵可快速增加時間︒

只有在使用煲湯︑煲粥︑嬰兒粥︑燘燉︑蒸功能時可以調整工作時間(其餘功能如煮飯︑降糖
飯︑煲仔飯功能不能調整定時時間)︐連續按住“定時”鍵則數碼管數值循環顯示︒

生活小貼士︓
本產品功能強大︐除了以上傳統功能外︐還可以用來燘焗食物︒

例1︓燘紅薯︓

         洗淨紅薯(大個的切開)放入煲內︐放半杯至一杯水︐按“煮飯”鍵直至顯示屏顯示“b000”即可︒

例2︓爆玉米花︓

         將乾玉米粒放入鍋內(不用放其它佐料)按“熱飯”鍵直至顯示屏顯示“b000”即可︒

定時

注意︓

1. 將需要加熱的冷飯放入陶瓷內膽︐同時加入適量水(一般不超過半杯水)︐攪拌均勻︒然後
蓋好上蓋︒接通電源︐數碼管顯示“----”︐按住“開關/保溫”鍵3秒︐數碼管顯示“--OFF”︐
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2. 觸摸“功能”鍵4次︐數碼管顯示熱飯功能的代碼煮“--F4”且“熱飯”燈閃亮︐5秒鐘後停止閃
動︐表示熱飯程序開始︒此時除按“開關/保溫”鍵有效外︐其他功能鍵均處在鎖定狀態︐要
改用其它功能先按“開關/保溫”鍵︐再按相應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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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操作指南 常見故障及排除方法

所需功能 數碼管顯示 備註
操作

(觸摸相應功能鍵)

接通電源︐
長按“開關/保溫”按鍵3秒

待機狀態下觸摸“開關/保溫”鍵

觸摸“開關/保溫”鍵 重設功能鍵或關機

只有在使用煲湯︑煲粥︑燘燉
功能時可使用定時

選定的功能程序會在預約的數
值小時後開始運行

“煮飯”
按“煮飯”鍵或按“功能”鍵一次

“煲仔飯”
按“功能”鍵二次

“降糖飯”
按“功能”鍵三次

“熱飯”
按“功能”鍵四次

“煲湯”
按“功能”鍵五次

“煲粥”
按“功能”鍵六次

“燘燉”
按“功能”鍵七次

“嬰兒粥”
按“功能”鍵八次

“蒸”
按“功能”鍵九次

先選擇功能鍵︐在功能指示燈
停止閃動前觸摸“預約”鍵

先選擇功能鍵︐在功能指示燈
停止閃動前觸摸“定時”鍵

右邊三位數碼管會在工作時間止以
5分鐘為單位遞增︐循環顯示

程序完成後自動進入

待機

煮飯 可預約︐不可定時

可預約︐不可定時

可預約︐不可定時

可預約︐不可定時

可預約︐可定時

可預約︐可定時

可預約︐可定時

可預約︐可定時

可預約︐可定時

不可預約︐不可定時

不可預約︐不可定時

煲湯
(默認工作時間2小時)

(默認工作時間4小時)

(默認工作時間1小時)

(默認水沸騰後10分鐘)

左邊第一位循環顯示數字

(默認工作時間1.5小時)
煲粥

預約

定時

保溫

溫熱

關機

蒸

煲仔飯

降糖飯

嬰兒粥
(BB粥)

冷飯加熱

隔水燉︑
燘燉

序號 故障現象 故障原因 處理方法

通電無顯示︐不發熱

使用過程中煲體發出
“吱吱”或“呯呯”聲

電源線插頭鬆脫 檢查電源線兩端插頭︐按要求插好

停止使用︐請聯繫本公司維修部

停止使用︐請聯繫本公司維修部

停止使用︐請聯繫本公司維修部

斷電充份冷卻後再開機

停止使用︐請聯繫本公司維修部

停止使用︐請聯繫本公司維修部

沒放內膽而誤操作開機︐導致超溫保護︐
充份冷卻後放入內膽再開機

擦乾煲膽外表面水漬

清洗蒸氣塞

清洗內膽底部和發熱盤上面的異物

重新放好內膽或加水︐待冷卻後再開機

電路板故障

內膽放入時外表面有水漬

內膽底部粘有異物

內膽放不平︐或燒乾水

內膽或發熱板變形

下測溫頭檢測開路

上測溫頭檢測開路

上測溫頭超溫保護

上測溫頭超溫保護

上測溫頭檢測短路

蒸氣孔堵塞

產品熱熔斷體損壞

顯示屏顯示“E1”︐並發出
“Di”“Di”聲

顯示屏顯示“E2”

顯示屏顯示“E3”

顯示屏顯示“E4”

顯示屏顯示“E5”

溫馨注意︓
1. 在設置程序過程中︐若指示燈示閃動及聽到“嘀”的一聲︐表示程序已鎖定︐若需修改設置︐請按一下

“開關/保溫”鍵後︐再按相應功能鍵︒

2. 一杯米(300克)約二碗飯︒
3. 使用煲湯︑煲粥︑燘燉︑煮︑熱飯︑溫熱功能時︐最好經常用勺子攪拌︐以免糊底︒
4. 在煲湯︑煲粥時︐最好將煲蓋上蒸氣塞的內硅膠片取下︐以免因湯或粥內易發脹食物堵塞蒸氣孔︐造

成沸水溢出︐燙傷危險︒
5. 剛加熱完的內膽︐取出後請不要立即放在導熱性良好的面板上︐以免內膽散熱不均產生裂痕︒
6. 新產品於使用初期︐爐座有機會出現異味或輕微冒煙︐屬正常現象︐使用幾次後此現象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