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食谱推荐

76

异常分析及处理

故障分析及排除

异常处理

故 障 可能性原因分析 解决对策

指示灯不亮

插头或插尾未插好 检查插头和插尾

指示灯亮，但机器

不工作(没有动作)

机器有加热不搅打

按按键没有反应

豆浆未煮熟，豆子或

米打不碎，出现溢出、

糊底现象

工作时间超过正

常工作时间，或

者说工作时间太长

机头在杯身上未放置好 重新检查放好

机器自身故障 送售后服务部维修

杯体内水量过少或未加水 加水到上下水位线之间

未按键启动 重新按键启动

机器自身故障 送售后服务部维修

正处在程序的加热阶段 等待几分钟

电机自身故障 送售后服务部维修

已在正常执行程序 正常现象

机器自身故障 送售后服务部维修

水量过少或过多 加水到上下水位线之间

食物加量过少或过多 按说明书中规定的量加食物

选择的功能与食物不配 选择正确的功能档操作

机器自身故障 送售后服务部维修

防溢棒未洗干净 用水冲洗干净机头和防溢棒

水温过低 使用温水

水量过多 加水到上下水位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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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出现产品不能工作:请检查电源是否连接好，开关是否调至开的位置，配件是否装

到位。
2

如经上述检查，产品还是不能工作，请到指定的维修中心维修和咨询。3

保 养

本产品宜经常使用，以保持电机干爽。1.

如长期不使用，请将本产品清洗擦干净后存放干燥通风处。2.

经典食谱推荐

温  馨  提  示

 1. 以上食谱适用于1岁以上的婴儿，因宝宝的体质不同而异，仅供参考。

 2. 婴儿在第一次不能食用太多，以检查对食物有无任何不良反应,这对于有食

      物或其他物品过敏家庭史的儿童尤为重要。

 3. 由于婴儿的胃肠道还没有发育完全,消化能力不强，制作菠菜瘦肉粥时，请

      除尽瘦肉上粘附的脂肪。

 4. 建议在婴儿辅食制作完成后，先用滤网过滤，再给婴儿食用。

严格按照食谱用量，将洗净的大米和切成1立方厘米大小的辅料，加入豆浆杯内，

加水至上、下水位线之间，装好豆浆机，按 键选定 功能，再按

键三十几分钟左右，听到 声后，即可做出香浓的辅食。

"选择" "婴儿辅食"

"开始/取消" “嘀嘀”

具体的辅食制作可参考以下表格:

制 作 婴 儿 辅 食

制作方法:

南瓜米糊 大米 南瓜
南瓜切块3量杯、大米1/2量杯、水1.0-1.2L，选择“婴

儿辅食”功能。

名称 主料 制作方法辅料

熟菠菜、

熟鸡肝

1. 熟鸡肝50g(约1/2量杯)、大米3/4量杯、水1.0-1.2L，
   选择“婴儿辅食”功能；

2. 待婴儿辅食功能完成后，再添加2-3片熟菠菜叶子，
    选择果蔬汁键搅拌2次。

核桃米糊

纯米糊

鸡肝菠菜粥

大米

大米

核桃仁(熟)
核桃仁50g(约1量杯)、大米3/4量杯、水1.0-1.2L，选
择“婴儿辅食”功能。

大米1量杯、水1.0-1.2L，选择“婴儿辅食”功能。

大米

瘦猪肉(除尽脂

肪、无筋无骨)

、熟菠菜

1. 猪肉50g切碎(约1/2量杯)、大米1量杯、水1.0-1.2L，

    选择“婴儿辅食”功能；
2.待婴儿辅食功能完成后，再添加2-3片熟菠菜叶子，

  选择果蔬汁键搅拌2次。

红薯米糊 大米 红薯
红薯去皮切块4量杯、大米1/2量杯、水1.0-1.2L，选

择“婴儿辅食”功能。

菠菜瘦肉粥

大米

1.0-1.2L食谱
容量

 

    
 

小心收藏，以备日后查阅。图片仅供参考，产品以实物为准。

感谢您购买美的豆浆机，在使用前请先详细阅读此说明书，阅后请

使用说明书
豆浆机

产品型号：

生产许可证编号：粤XK16-204-00125

特别声明：本资料上所有内容均经过认真核对，如有任何
印刷错漏或内容上的误解，可向本公司咨询。
另：产品若有技术改进，会编进新版说明书中，恕不另行
通知，产品外观、颜色如有改动，请以实物为准。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三乐路19号｜邮政编码：528311
网址：www.midea.com
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315｜Email: service@midea.com.cn
执行标准：GB4706.1-2005  GB4706.30-2008  GB4706.19-2008  GB9684-2011    

1.美的豆浆机实行一年保修期(自开具发票之日起计算，仅适用于家庭使用的产品。)

2.在保修期内，凡属产品本身质量引起的故障，请顾客凭已填好的《产品保修证书》

    及购机发票在全国各地“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特约维修网点”免费修理。

3.已过保修期限的顾客，如需邮购产品零配件，可联系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邮购，也

    可在当地网点购买。

4.特约维修网点有义务向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顾客

    如对其服务质量存异议，可直接向我客户服务中心投诉。

5.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属于保修范围：

消费者使用、保管、维护不当造成损坏。

非本公司指定维修部自行装拆修理而造成损坏。

因不可抗拒力造成损坏。

未按说明书的要求操作机器所引起的故障。

6.不属于保修范围内的产品，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仍热情为您服务。

7.产品如有故障，请与本公司的特约维修网点或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维修服务说明

产品合格证

豆浆机

检验结论: 合格

检验员号: 检验员A1

检验日期：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额定容量 1.4-1.6L

奶昔香蕉汁 香蕉5根 香蕉6根 酸奶适量

1.2-1.3L

食 谱 用 量 表

养生八宝
薏米、小米、去核红枣、
燕麦、高粱、大米适量

1杯 杯

超浓香

纤体豆浆

健康豆浆

米香豆浆

豆浆类

八宝糊

米糊

玉米汁

米粥类 米粥类

果蔬类 果蔬汁

玉米汁

燕麦、芝麻、核桃仁、
小米、大米、绿豆适量

1杯 杯益智八宝

燕麦、红米、大米适量
小米、花生、去核红枣、

1杯 杯养颜八宝

大米、燕麦适量麦润豆浆 黄豆3/4杯黄豆2/3杯

大米、小米适量香润豆浆 黄豆3/4杯黄豆2/3杯

大米适量米润豆浆 黄豆3/4杯黄豆2/3杯

高粱适量高梁豆浆 大豆1杯大豆3/4杯

红薯适量红薯豆浆 大豆1杯大豆3/4杯

银耳适量银耳豆浆 大豆1杯大豆3/4杯

花生、核桃仁适量花生核桃豆浆 大豆1杯 大豆    杯

芹菜茎适量芹菜豆浆 大豆1杯 大豆    杯

绿豆适量消暑豆浆 大豆1杯大豆3/4杯

南瓜适量南瓜豆浆 大豆1杯 大豆    杯

燕麦片适量燕麦豆浆 大豆1杯大豆3/4杯

小米适量小米米糊

白米粥

皮蛋瘦肉粥

大米3/4杯

大米1杯

大米1杯

红薯米糊 红薯适量大米3/4杯 大米1杯

去核红枣、核桃仁适量益智米糊 大米约1杯 大米约    杯

大米约    杯

玉米汁 鲜玉米3杯 鲜玉米     杯

花生适量

皮蛋、瘦肉适量

花生玉米汁 鲜玉米     杯鲜玉米3杯

芝麻适量芝麻玉米汁 鲜玉米     杯鲜玉米3杯

八宝/

米糊类

好豆浆

干豆豆浆

湿豆豆浆

黄豆豆浆 大豆    杯(135g)11
2 大豆    杯(135g)11

2

大米    杯11
2

黄豆豆浆 大豆1杯(90g） 大豆杯    (135g)11
2

菠萝芹菜汁 菠萝1个 芹菜适量菠萝     个11
4

菠萝草莓汁 菠萝1个 草莓适量菠萝     个1  
1
4

奶味香瓜汁 酸奶、糖适量香瓜    个11
4 香瓜     个11

2

功能

名 称 主 料 主 料
辅 料

DJ16B-DEX1
DJ12B-DEX1
DJ12B-DEE1

DJ12B-DEF3
DJ12B-DEF4
DJ12B-DSF4

DJ12B-XM5
DJ12B-XQ2
DJ12B-DEG1

大米    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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