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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以包装内实物为准



安全及注意事项

表示【禁止】的内容

本产品未考虑以下情况，为了防止误用，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对器具的使用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警告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事项

注意 可能造成轻伤或者财产损失的事项

禁止

请勿将膳食杯放入水或其他液体中冲洗，以防止漏电或器件损坏。

禁止使用本产品以外的附件和配件，以免机器损坏而造成危险。

禁止将本产品各配件放入消毒柜、洗碗机中清洗消毒，以免变形损坏。

产品通电时，严禁将手或尖锐硬物等伸入杯体内，以免受伤或使产品受损。

本产品适合于家庭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指
引使用，禁止个人在未经指引下随意拆装机器。

请勿将本产品靠近高温、强磁、易燃易爆气体（如天然气、沼气等）以防引起
器件损坏或火灾。

产品工作时，严禁接触刀片、电机等可动部件，以免受伤害或使产品受损。

禁止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避免引起触电。

禁止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本产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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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作热饮品或热流食时，请确保膳食杯的杯盖已盖好，请勿触摸杯体以及杯
盖，防止烫伤。

警告

请在水平台面上操作，请勿在地毯、毛巾等织物以及塑料、纸等易燃物上操作
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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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您或他人造成伤害或财产损失，请您务必遵守以下安全注
意事项，不遵守安全警告而错误使用时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本产品为 I 类电器，为防止漏电，安装前请确保接地线接地良好。

本产品输入电源为220V~50Hz，在将产品连接电源前，请检查是否与当地的电源
电压相符，高电压或低电压会损坏元器件，为避免造成损失，建议使用稳压器。

清洗搅拌刀、膳食杯和清洗各配件时，小心刀片锋利以免割伤，可佩戴保护手套。

机器在工作过程中请勿打开杯盖或移动产品，避免食材溢出，造成烫伤、触电
引起不可预期的意外。

机器制作热饮时，请勿在膳食杯内添加纯牛奶、粉末状以及带糖类的调味料
（如面粉、砂糖、黑糖..等），避免食材加热时粘附在杯体底部造成糊底。

机器在工作过程中，膳食杯内液体沸腾后请小心杯嘴喷出的水蒸气和溅出的热
水。
清洗杯体时杯座禁止直接用水冲洗，以免机体进水而导致故障或引发不可预期
的意外。

切勿使用非本公司提供的关于该产品型号的配件（如玻璃杯、杯盖等），以免
发生危险。

制作热饮功能时，食材及液体总量不超过热饮最高水位线1000ml；制作冷饮功
能时，食材及液体总量不超过冷饮最高水位线1500ml。
机器每个程序都根据功能设定，请严格按照单独使用，切不可选择单搅拌功能后再
重复选择加热功能（如选择果汁功能，程序完成后切勿再选择豆浆功能）。

注意

在拆、装、调试或清洗本产品的任何部件之前，为防止漏电或意外启动，请务必拔
掉电源插头。
使用前请检查电源软线、插头等其他零部件是否损坏，如发现损坏请停止使用，如
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厂家指定的维修部维修。

如果刀片被卡住，为防止划伤或损坏机器，请先拔下电源插头，然后清除堵塞刀片
的食材，当取出切割刀片，排空混料盆和清洗期间应该小心。

将杯盖安装在膳食杯前，确保杯盖上已安装好密封圈，否则会引起液体溢出造成烫
伤。

食材加工完毕，请待刀片停止转动，并确保断开电源后，才能取下杯盖等可拆卸部
件，以免发生危险。

由于高原气候原因，部分高原地区（海拔2000米以上）不适宜使用本机型。超海拔
高度使用可能导致食物不熟、溢出、糊底等问题。
产品在制作热饮期间，切勿拔掉电源插头或重新按键执行工作程序，否则会造成食
材溢出或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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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破壁营养调理机 产品型号 BP-PB03

额定电压 220V~ 频        率 50Hz

搅拌功率 800W 加热功率 8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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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刷

量杯

因产品持续改善，原厂保留产品更新的权利，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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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罩硅胶塞

提手

隔音罩

logo贴
把手

杯座

玻璃膳食杯

搅拌刀

底座

控制面板
飞梭按键

电源线

开关装置

热饮杯盖

产品规格

主要部件

刀组 刀座 研磨杯 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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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键用于产品的“打开—选择功能并启动—关闭”

取消操作：机器在工作过程中，若取消正在进行的程序，轻按
“      ”键即可。

关闭操作：如果没有选择任何功能，轻按“      ”键，即可关闭
显示屏和指示灯, 回到通电待机状态。

开机操作: 接通电源后，响起通电提示音，“       ”键的指示灯
长亮，轻按旋钮开关上的“      ”键，所有功能指示灯亮起，即
机器进入待机状态。
 启动操作：旋转旋钮开关来选择面板中的菜单功能，选好菜单功
能后，再轻按“      ”键，即可启动功能程序。

控制面板功能说明

放入大米30g，黑豆25g，核桃10g，粳米10g，枣（干）2颗，花生
20g，芝麻20g，加水至热饮水位刻度线。在待机状态下，选择“养
生糊”功能启动机器，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现“---”及伴有提示声。

热饮功能说明

豆 浆 放入一量杯黄豆，搭配800-1000ml的清水，在待机状态下，选择
"豆浆"功能启动机器，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现“---”及伴有提示声。

米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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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大米60g,胡萝卜30g,加水至热饮水位刻度线，在待机状态下，
选择“绵粥”功能启动机器，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现“---”及伴
有提示声。

浓 汤
放入南瓜80g、腰果20g、糙米20g，加水至热饮水位刻度线。在
待机状态下，选择“浓汤”功能启动机器，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
现“---”及伴有提示声。

绵粥

预约时间不包括功能烹饪的时间。
注意：因部分食材长时间泡水会导致食材变质，如要设定预约的
时间过长时, 不建议用预约功能制作，含以下食材的食谱不建议用
预约功能: 牛奶、鱼、虾米、鸡肉、排骨、猪肉、牛肉等。

此键为一键式快捷点动按键，用于手动控制电机运转；
在待机状态下，用手按住此按键约2秒电机开始运转,松开按键电
机停止工作。
电机在运转过程中最长不超过 30 秒。

预约由0到12小时之间循环；

辅 食
放入胡萝卜45g，大米80g，加水至热饮水位刻度线，在待机状态
下，选择“辅食”功能启动机器，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现“---”
及伴有提示声。

绵 粥

奶 昔 清 洗

⽶ 糊

清 洗
此功能用于清洁刀片与杯体内壁；
杯内加入适量清水,在待机状态下,选择“清洗”功能启动机器( 此功
能为加热清洗 )，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现“---”及伴有提示声。

在待机状态下，先选择好加热功能后，再轻触“ 预约”键设置预
约时间。每按一次预约键增加30分钟或旋转"旋钮开关"按钮增加
或减少1分钟，预约时间设置完毕后直接按“旋钮开关”按钮键机
器开始工作。



冷饮功能说明

依个人口味适量加入新鲜水果 (切成不超过 2cm 的块状)，加入
适量纯净水在待机状态下，选择“果汁”功能，启动机器( 此功
能不加热 )，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现“---”及伴有提示声。

放入火龙果1个，香蕉1根，搭配牛奶250ml，在待机状态下，选
择“奶昔”功能启动机器( 此功能不加热)，程序完成后显示屏出
现“---”及伴有提示声

注意
事项

果 汁

奶昔

研 磨 加入适量食材（食材盖住刀头上一些）；选择“研磨”功能，
再启动机器，完成后显示屏出现“---”及伴有提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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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入纯牛奶需要添加清水稀释，建议比例是1：8。

2.请勿将未稀释过的奶制品或粉沫状的食材或玻璃杯无水的情况下进行
加热会，导致糊底;

1.机器每个菜单功能均为独立菜单功能，都是单独使用（注：不可先用
单搅拌功能再用其它带加热的功能，如先用果汁再用豆浆操作为错
误，会导致机器糊底）;

3.热饮加糖必须是程序运行完成后再添加，可用果汁功能将糖或者佐料
搅拌均匀;

枸杞豆浆
所需材料 黄豆 40g/ 枸杞10g/红枣 2个

制作步骤

1. 黄豆、枸杞洗净；红枣去核；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豆浆"功能并启动；
3. 待浆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花生米浆
花生35g/珍珠米50g

1. 花生仁、珍珠米放入炒锅中，小火干锅煸炒至微焦香，花生仁去皮；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豆浆"功能并启动；
3. 待浆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蔓越莓豆浆
黄豆50g / 蔓越莓干 8粒 / 玫瑰花 5粒

1. 黄豆和干玫瑰花分别洗净；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豆浆"功能并启动；
3. 待浆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燕麦花生豆浆
黄豆 50g/ 花生 10g/ 燕麦 15g

1. 将黄豆、花生、燕麦洗净备用；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豆浆"功能并启动；
3. 待浆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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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浆食材指南



糯米芝麻糊
糯米 50g/ 黑芝 30g

1. 将糯米、黑芝麻洗净备用；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米糊"功能并启动；
3. 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和胃降压糊
小米 35g/ 燕麦 25g / 大枣 3颗 /葡萄干 10g 

1.将食材洗净，大枣去核； 
2.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米糊"功能并启动；
3.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紫薯米糊
紫薯 150g /  大米35g 

1. 食材洗净备用；紫薯削皮切小块；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米糊"功能并启动；
3. 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养生补血糊
红豆 40g/ 黑米 45g/红枣 3个

1. 红豆、黑米洗净；红枣去核；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米糊"功能并启动；
3. 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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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糊食材指南

香菇鸡丝粥

1.将食材洗净，切段，香菇切丝； 
2.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绵粥"功能并启动；
3.待绵粥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大米 50g / 胡萝卜60g / 猪肉10g

1. 将食材去皮，洗净、切丁；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绵粥"功能并启动；
3. 待绵粥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山药南瓜粥
大米60g/山药100g/南瓜80g

1. 大米洗净，南瓜和山药去皮切丁；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功能"绵粥"键并启动；
3. 待绵粥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小白菜猪肉粥
大米 60g/ 小白菜80g/猪肉80g 

1.大米洗净，小白菜洗净切碎备用，猪肉切小块； 
2.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功能"绵粥"键并启动；
3.待绵粥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大米50g/香菇1朵/鸡肉50克/黄花菜10g

胡萝卜瘦肉糊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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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粥食材指南



西式南瓜浓汤
南瓜 80g / 马铃薯 50g / 胡萝卜 15g/ 牛奶 30g /黑胡椒 少许 
盐 少许

1. 南瓜和马铃薯、去皮，切块；        
2. 将切好的南瓜、马铃薯、胡萝卜放入膳食杯中，倒入牛奶；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
     高刻度线，选择"浓汤"功能并启动；
3. 待浓汤完成后，倒入少许食盐与黑胡椒粉即可。

西式玉米浓汤
甜玉米 80g / 牛奶 40ml / 马铃薯 50g/ 红萝卜 15g/西兰花 15g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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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甜玉米用刀贴着玉米芯切除玉米芯切下玉米，红萝卜与马铃薯切小碎粒；
2. 将牛奶与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浓汤"功能并启动；
3. 待浓汤完成后，倒入少许食盐即可。

青豆忌廉浓汤
青豆（煮） 120g / 牛奶 40ml /食盐 少许/ 牛油 15g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1. 青豆洗净。
2. 平底锅加热，放入牛油，转动锅底使其均匀熔化加入青豆。用铲子翻炒一分
     钟左右，加入食盐。
3.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倒入牛奶和水，选择功能"浓汤"键并启动。
4. 待汤饮完成后，把浓汤装入杯中，表面点缀上青豆即可食用。

番茄 150g / 洋葱 15g / 红萝卜 30g / 芹菜 15g / 鸡汤 600ml
番茄酱 5g / 食盐 少许/ 橄榄油 1汤匙/ 黑胡椒 3g

番茄蔬菜浓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1.准备好番茄、红萝卜、洋葱、芹菜切成小块;
2.切好的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加入适量的鸡汤和番茄酱，选择"浓汤"功能并启动;
3.待汤饮完成后,加入橄榄油、盐、黑胡椒调味装入容器中，倒入适量的忌廉或西兰
    花装饰即可食用。

浓汤食材指南

山药南瓜泥

1.将食材洗净，去皮切块； 
2.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辅食"功能并启动；
3.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大米 35g / 胡萝卜60g / 西芹15g 

1. 将食材去皮，洗净、切丁；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辅食"功能并启动；
3. 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玉米山药宝宝糊
玉米粒 25g/ 山药 20g/ 小米20g/芡实5g

1. 芡实提前浸泡半小时，小米洗净，山药切丁;
2. 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辅食"功能并启动；
3. 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宝宝营养辅食
大米 20g/ 西兰花 20g / 胡萝卜10g / 猪肉10g

1.西兰花、胡萝卜洗净切块，用少许食用油炒熟，猪肉切小块;
2.将食材放入膳食杯中，再加水至不超热饮最高刻度线，选择"辅食"功能并启动；
3.待糊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食用。

南瓜 100g/ 山药 80g 

西芹胡萝卜糊

辅食食材指南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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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瓜雪梨汁
青瓜 100g（可按个人口味调配）/ 雪梨 半个/ 凉开水适量

1. 将青瓜洗净后切块，雪梨洗净去核切块;
2. 把食材放入膳食杯内再加凉开水，选择"果汁"功能并启动;
3. 待冷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饮用。

强心果汁
西瓜 100g/ 红肉火龙果 100g / 西红柿 50g /去壳红枣1颗 
凉开水适量

1.将食材放入膳食杯内再加凉开水，选择"果汁"功能并启动;
2. 待冷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饮用。

果汁食材指南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调理果蔬汁
番茄 1个/ 胡萝卜半个/ 西芹 50g/ 凉开水 适量

1. 将番茄、胡萝卜洗净切块，西芹洗净切段;
2. 把食材放入膳食杯内再加凉开水，选择"果汁"功能并启动;
3. 待冷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饮用。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健脾水果汁
菠萝 100g/  蜂蜜 适量 / 苹果 1个/ 凉开水适量

1. 将食材洗净、去皮、切块备用;
2. 把食材放入膳食杯内再加入凉开水，选择"果汁"功能并启动;
3. 待冷饮完成后，装杯即可饮用。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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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皮粉
虾皮200g

1. 准备无盐虾皮，用水浸泡1-2小时去除海盐味和杂物（中途换2-3次水）;
2. 沥干水分上锅小火翻炒至金黄，然后放入膳食杯内，选择"研磨"功能并启动;
3. 待研磨完成后，装辅食盒即可。

香菇粉
香菇150g

1.将香菇剪掉根只留伞，洗净切成薄片;
2. 冷水下锅，水开后再煮5-10分钟，捞出后挤出水分后放入烤箱烤干;
3.将烤干好的香菇片放入膳食杯内，选择"研磨"功能并启动;
4.待研磨完成后，装辅食盒即可。

研磨食材指南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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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肝粉
猪肝适量、柠檬2片

1.猪肝洗净切片，用柠檬片浸泡1小时去腥;
2. 冷水下锅，放上姜片、柠檬片煮开，去除血沫;
3.煮熟后的猪肝用温水洗净沥干水分，再上锅翻炒到没有水份。再放入
    膳食杯内，选择"研磨"功能并启动;
4.待研磨完成后，装辅食盒即可。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椒盐辣椒粉
花椒30g/辣椒粉15g/盐适量/胡椒粉25g

1.将食材放入烧热的锅里，小火炒至金黄;
2. 再放入膳食杯内，选择"研磨"功能并启动;
4.待研磨完成后，装辅食盒即可。

所需材料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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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食谱要求准备好适量食材并切
块放入玻璃杯。

切断 2cm

食材及液体总量不能超过最高水
位线位置。

将热杯盖垂直压平在膳食杯上对好。

2

4 膳食杯把手对准主机控制面板，
压平到位。

1

3

5 接通电源，再把隔音罩套在主机
上，确保隔音罩与主机上的防震
垫压平。

6 按旋钮开关键进入待机状态，
再旋转旋钮选择功能。

冷饮最高水

位线1500ml

热饮最高水

位线1000ml

①插头通电

②套上隔音罩

产品使用说明

热饮功能完成后,提起热饮杯
盖时注意冒出的蒸汽。

87

9 10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调味料，再
倒出食材即可食用。

⑦切断电源

程序完成后，切断电源，一手握紧
隔音罩提手，一手扶住主机，缓慢
将隔音罩取出。

选择“米糊”功能后，按旋钮
开关键启动程序。

提起杯盖时
提防冒出蒸
汽,防止烫伤

按刀座提示方向旋紧研磨杯。把刀组放在刀座上扣紧。

研磨使⽤安装说明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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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智能识别系统

3、清⽔沸腾后（约10-15分钟），校准结束，机器⾃动进⼊待机状态；

2、接通电源，按压开关旋钮3秒，听到“滴”一声提示音，所有提示灯闪烁，机器
进入校准程序；

1、在杯内加入清水至500mL标识处；
首次使用前，或者转移地区居住地时，需按如下步骤操作：

4、机器在加热过程中切勿操作，切断电源或关机，否则校准失败，需断电重启后，按
上述1、2、3的步骤进⾏校准。

5、机器校准后即可正常使⽤。

保养与维护

产品使用后请及时清洗。
清洗产品前，请先拔掉电源插头。

膳食杯清洁示范1

膳食杯清洁技巧4膳食杯刀片清洁示范3

杯盖清洁示范2

小心刀片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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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湿布沾中性洗洁精擦拭主机和隔
音罩，再用干布擦干净。
杯盖可直接冲洗，可浸水。
清洗后再用干布擦干净，放于阴凉处
风干。

用海绵、清洁刷或抹布擦洗杯体，再
倒放晾干，置于干燥处。如杯内底部
残留物等难以清洗时,可先以温热水
浸泡,然后使用清洁刷向同一方向刷
拭，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可往杯内加入适量水，选择清洗功
能，自动搅拌清洗。
如仍有顽固食物残渣或油渍，请使
用清洁刷清洁后或加入一滴洗洁精
后再次选用清洗功能。

将隔音罩垂直套在主机上,
压平到位后。接通电源, 显
示屏显示研磨功能。

产品只适用于干性材料
的研磨，严禁添加清水
或糊状液体进行搅拌。

精磨杯研磨豆类米类最
大容量为150g。

按研磨杯底座提示，对准机器的
下耦合器压平到位。

将安装好的研磨杯拧紧在
底座上。



食品安全环保清单

环保使用期限10年∶表示本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不会发生外泄或突
变，用户在产品说明书所述情况下正常使用本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或对其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
箭头循环标志∶表示本产品可回收利用。超过使用期限或经过维修无法
正常工作后，不应被随意丢弃，请交由正规回收渠道以及有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处理，正确的处理方法请查阅国家或当地有关旧
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规定。

食品接触材料信息表

部件名称 

发热盘涂层

刀片 (刀组)

不锈钢螺丝

杯盖密封圈

刀组密封圈
发热盘密封圈

热饮款杯盖

量杯

玻璃杯

材质 

食品级硅胶

PP(聚丙烯)

高硼硅玻璃GG3.3

注： 1. 本产品与食品接触零部件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 执行标准：GB4806.1-2016；GB4806.5-2016；GB4806.7-2016
                      GB4806.9-2016；GB4806.11-2016；GB4806.10-2016

特氟龙

不锈钢304

探温器

隔音罩 AS(丙烯腈-苯乙烯树脂)

执行的国家标准 测试结果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研磨杯刀组 不锈钢304 符合标准要求

刀组密封圈 聚二甲基
硅氧烷

符合标准要求

研磨减震脚

聚丙烯

符合标准要求

研磨杯底座

钠钙玻璃

符合标准要求

研磨杯刀座 符合标准要求

研磨杯 符合标准要求

GB4806.10-2016

GB4806.9-2016

GB4806.11-2016

GB4806.9-2016

GB4806.11-2016

GB4806.7-2016

GB4806.5-2016

GB4806.5-2016

GB4806.7-2016

搅拌刀 符合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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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标“×”的部件中，部分含有有害物质超标是由于目前行业技术水平所限，暂时无法实现 替代或减
                量化。



机器不能工作

食材打不碎

长时间连续工作，电机过热保护

食材过量，超负荷工作

电机过载保护

加入食材太大或太少

检查电压是否过低电压过低

待冷却30分钟后再使用

产品工作时有异味

功能显示灯不亮
电源线插头是否插好 检查电源线并保证插好

只加热不搅拌(非预设程序) 机器电路板故障

功能选择错误 请按食谱选择正确的功能

溢出或糊底
加入食材过多 请按食谱配方操作

杯内未清洗干净 请将杯内清洗干净再使用

显示E3 超温

故障现象 产生原因 解决方法

自然冷却30分钟室温按
说明书规定的时间操作

减少食材,按说明书或食
谱规定的量加入食材

产品初次使用,电机磨合阶
段属于正常现象

使用几次后异味自动消除,建
议放置在通风处散味

待温度降低后重新操作，再
按说明书或食谱规定的量加

入食材

送修

取出切小块再加入或按食谱
配方操作

选择功能后未按"电源开关"键 选择功能后，按“电源开关”
键启动机器

隔音罩与主机未装配到位 取下隔音罩重新放置，确保
隔音罩与主机压平到位

故障现象及解决方案

保修卡：

保修条款
本产品自购买日起提供一年的保修服务，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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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者可带上保修卡、
发票和损坏产品到指定维修点进行维修服务。
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属于免费维修范围：

(2) 非承担三包维修者拆机造成损坏的；

(4) 三包凭证与维修产品型号不符或涂改的；

(1) 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3) 无三包凭证及无有效发票的；

(5)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保修期自购买之日的发票日期为准。

超过保修期或不属于免费维修的，本公司都竭诚为您服务。

保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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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显示研磨功能不显示
其它功能 没有摆放膳食杯或安装不到位 1、断开电源，安装好膳食杯

2、请将膳食杯压平安装到位

显示E2

显示SH 杯体连接器浸水或连接器表面
有残渣

拔下插头等待12小时或将杯体连
接器擦拭干净，再重新通电启动

杯盖未装配到位（杯盖有感
应开关）

拔下插头等待12小时或将杯体连
接器擦拭干净，再重新通电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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