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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嵌入式蒸汽烤箱



厨柜安装结构示意图
产品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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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组合

水盒弹出 快速预热 / 自动菜单 参数   减 参数   加 暂停 / 取消 / 童锁

微波烧烤组合 时间 / 时钟 确认 / 开始参数切换

蒸汽组合

水盒弹出 参数   减 参数   加 暂停 / 取消 / 童锁快速预热 / 自动菜单

加热组合 时间 / 时钟 确认 / 开始参数切换

嵌入式蒸汽烤箱

蒸汽烤箱

蒸汽烤箱

蒸汽烤箱
蒸汽烤箱

嵌入式蒸汽烤箱安装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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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

安装配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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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橱柜安装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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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使用附加木条将工作台和电器
之间的间隙封闭起来。



产品

蒸汽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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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器具

蒸汽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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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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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
产品

产品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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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烤盘在使用
之前，请观察是
否存在破裂情况，
如有，请及时更
换；

烤盘为玻璃器皿，
应轻取轻放，如不
慎损坏破裂，应更
换烤盘并注意玻璃
碎片的清理；

玻璃烤盘本身较
重，使用过程中
应使用双手拿取，
以免跌落损坏；

.玻璃烤盘应避免过
大温差的冲击，以
免破裂；

加热过程中，不
应使用低温或常
温的液体浇洒烤
盘；

加热及烹调食物
完成后，玻璃烤
盘应避免直接投
入水中浸泡或者
直接承水，应等
玻璃烤盘完全放
凉后再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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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盘使用时



安全注意事项

1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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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器具在使用期间会发热，注意避免接触蒸汽烤箱内的发热单元。
3 警告：在使用时可触及部分可能会发热。儿童应远离。
4 不要使用粗糙擦洗剂或锋利的金属刮刀清洁烤箱门的玻璃，如果蒸汽烤箱门
的玻璃表面会擦伤，这样做会导致玻璃粉碎。
5 不能使用蒸汽清洁器。
6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电击，换灯前应确定器具已断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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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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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调整键，设定当前时钟，设置范围 00:00
 ~23:59 (24小时制)；按时钟键确认当前时间
（如果不按键确认3秒后自动确认），时钟
设定完毕，进入待机状态；

在待机态，长按时钟键3秒，显示屏闪烁当前时钟，蜂鸣一声，提示进入修改时钟模式。进入
时钟修改模式后，按调整键，设定当前时钟，设置范围 00:00 ~23:59 (24小时制)；按时钟键确认当前时间
（如果不按键确认3秒后自动确认）。

1）上电后，若时钟无设置操作，则一直闪烁显示00:00;

2）若设置时钟后未按键确认，则在3秒后自动确认时钟；

3）如果上电后，按其他按键，则时间确认为0:00并开始计时，同时响应其按键动作

（如果按键无动作则为确认时钟）。

备注： 设置时钟时，短按每次调节1MIN，长按（1秒连加5次）每次调节10MIN，

                  长按时间一段时间后，触摸板会自动复位，需要重新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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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待机状态下，按非蒸汽键，进入非蒸汽模式，默认为热风对流模式，显示屏       点亮，标志“           ”

            点亮，显示屏闪烁显示默认温度180，常亮显示默认时间10:00，Min图标点亮，℃图标点亮。

（2）继续按非蒸汽键，或者按调整键，当屏幕上      图标点亮，烧烤标志       点亮的时候，表示已经进入了

          烧烤烹调，此时，“Min”图标点亮，默认烧烤火力“3”常亮显示，默认烹调时间“10:00”常亮显示；

（3）如果需要调整烧烤火力，则按参数键，使得烧烤火力“3”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调整烧烤火

           力（1,2,3），如果不需要调整，则忽略此步；

（4）如果需要调整烹调时间，则按时钟键，使得烹调时间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修改烹调时间，烹

           调时间最大1小时30分。如果不需要修改烹调时间，忽略此步；

（5）上述参数设置好了之后，按开始键开始烹调，显示屏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常亮显示。温度

           条全部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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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待机状态下，按非蒸汽键，进入非蒸汽模式，默认为热风对流模式。

(2)当屏幕上      图标点亮，热风对流标志       点亮的时候，表示已经进入了热风对流烹调，此时，“Min”

      图标点亮，默认温度“180”常亮显示，默认烹调时间“ 10:00”常亮显示。℃图标点亮。

(3)如果需要调整温度，则按参数键，使得温度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调整温度，如果不需

      要调整，则忽略此步。

(4)如果需要调整烹调时间，则按时钟键，使得烹调时间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修改烹调时间，

    烹调时间最大5小时。如果不需要修改烹调时间，忽略此步。

(5)上述参数设置好了之后，按”开始/暂停”键开始烹调，显示屏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常亮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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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待机状态下，按非蒸汽键，进入非蒸汽模式，默认为热风对流模式，显示屏     点亮，标志“     ”

      点亮，显示屏闪烁显示默认温度180，常亮显示默认时间10:00，Min图标点亮，℃图标点亮

2、继续按非蒸汽键，或者按调整键，当屏幕上       图标点亮，烧烤热风标志       点亮的时候，表示已经

      进入了烧烤热风烹调，此时，“Min”图标点亮，默认温度“180”常亮显示，默认烹调时间“10:00”

      常亮显示。℃图标点亮。

3、如果需要调整温度，则按参数键，使得温度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调整温度，如果不需要

      调整，则忽略此步。

4、如果需要调整烹调时间，则按时钟键，使得烹调时间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修改烹调时间，

      烹调时间最大5小时。如果不需要修改烹调时间，忽略此步。

5、上述参数设置好了之后，按“开始/暂停”键开始烹调，显示屏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常亮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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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式：在待机状态下，按“自动菜单”键，显示屏“  ”点亮，表示进入了自动菜单烹调模式，

此时，显示屏闪烁显示菜单类型，Min 图标点亮，Kg 图标点亮，同时显示默认的菜单，默认重量，

以及对用的烹调时间。 

选择重量：菜单类型选择后，按“参数”键，进入菜单重量选择状态，此时默认重量菜单闪烁显示，

此时可以按“调整”键调整菜单重量。

选择菜单类型：按“参数”键，使得默认烹调菜单种类闪烁，按“调整”键，调整蒸汽菜单的菜单种类。

（1）在待机状态下，按蒸汽键，进入蒸汽模式，显示屏        图标点亮，“℃”图标点亮，“Min”图标

           点亮，水箱标志点亮 （此时内部水位根据实际显示，但开始烹调后，缺水状态必须在注水30秒，

          锅炉水不满后再次检测到水箱缺水才显示缺水标志），默认烹调时间10:00常亮显示,默认温 度100常

         亮显示。多次按该按键，可以在不同的蒸汽烹调模式间循环切换，此时也可以按调整键进行切换；

         

           

                   

（2）如果需要调整蒸汽温度，则按参数键，使得蒸汽温度“100”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调整

            蒸汽温度（100,90,80,70,60,50），如果不需要调整，则忽略此步；

（3）如果需要调整烹调时间，则按时钟键，使得烹调时间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修改烹调时间，

           烹调时间最大1小时30分。如果不需要修改烹调时间，忽略此步；

（4）按“开始/暂停”键开始烹调，显示屏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常亮显示。

（1）在待机状态下，按蒸汽键，进入蒸汽模式，显示屏       图标点亮，“℃”图标点亮，“Min”图标

           点亮，“W”图标点亮，水箱标志点亮（内部水位根据实际显示），默认烹调时间10:00常亮显示,

           默认温度100常亮显示。多次按该按键，可以在不同的蒸汽烹调模式间循环切换，此时也可以按调

          整键进行切换；

  

           

      

（2）多次按蒸汽键，或者按调整键，当“             ”图标同时点亮,          标志点亮的时候，表示已经蒸汽模

           式，此时默认温度180度闪烁，默认蒸汽比例30常亮显示；

（3）如果需要调整蒸汽比例（10,20,30），则按参数键，使得蒸汽比例“30”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

           键，调整蒸汽比例，如果不需要调整，则忽略此步；

（4）如果需要调整温度(180,190,200,210,220)，则按参数键，使得温度“180”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

           键，调整温度，如果不需要调整，则忽略此步；

（5）如果需要调整烹调时间，则按时钟键，使得烹调时间闪烁显示，此时可以按调整键修改烹调时间，

          烹调时间最大1小时30分。如果不需要修改烹调时间，忽略此步；

 （6）按“开始/暂停”键开始烹调，显示屏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常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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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菜单 显示屏显示符号 重量/个数 功率

鳟鱼 蒸汽 ℃

三文鱼排 蒸汽 ℃

鲈鱼 蒸汽 ℃

虾 蒸汽 ℃

比目鱼 蒸汽 ℃

白贝 蒸汽 ℃

鳕鱼片 蒸汽 ℃

鲱鱼 蒸汽 ℃

金枪鱼片 蒸汽 ℃

蒸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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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枪鱼片









清洁功能：

（1）在待机状态下，按预热自动菜单键，显示屏        图标点亮，同时，显示默认烹调类型d01，以及默认的分量0.10，

            以及相应的烹调时间，Kg图标点亮.min图标点亮;

（2）如果需要调整重量或者份量，此时可以按参数键，使得默认解冻份量闪烁，此时可以按调整键，调整重量或者

            份量。相应的烹调时间跟着改变。

（3）当以上参数都设置好了之后，可以按“开始/暂停”键开始解冻，此时，屏幕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常亮

           显示。

（1）在待机状态下，按预热自动菜单键，显示屏          图标点亮，同时，显示默认烹调类型d01，以及默认的分量0.10，

           以及相应的烹调时间，Kg图标点亮.min图标点亮；

（2）继续按预热自动菜单键，当显示屏右下角显示“CLE”时候，此时，显示屏只显示默认时间20:00，Min标志点亮，

          水箱水位标志显示（实际水位依据实际显示缺水，有水和满水三种状态），其余标志不点亮；

（3）当放置好清洁剂在水箱之后，开始烹调，显示屏倒计时显示剩余时间。

（1）当连续烹调的时间大于或者等于3分钟，工作结束后，冷却风扇强制吹风。

（2）两次烹调的时间间隔小于10分钟，烹调结束后，冷却风扇强制吹风。

（3）如果烹调中有暂停动作，则把暂停前和暂停后，算作两段烹调，需要满足1,2规则。

（4）50度热风对流和35度烧烤热风，不需要满足上面规则，忽略该段烹调的存在。

（5）如果在强制吹风尚未结束的状态下，进行下一个烹调，则下一个烹调结束后，也需要强制吹风。

(4)风扇延时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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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取消键3秒，蜂鸣器长鸣一声，

长按取消键3秒，蜂鸣器长鸣一声，表示已经退出童锁状态

待

屏幕

待

在烹调中，烹调参数（时间、温度等）都可以被修改。只需要按相应的参数调整按键进入参数调整状态，该参数
闪烁显示，此时按调整键调整参数。调整后，3秒后自动确认更改，或者按相应的参数调整按键确认。

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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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蒸汽烤箱

高速散热风扇的转动声和热
风对流工作时的热风扇的转
动声，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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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嵌入式蒸汽烤箱

嵌入式蒸汽烤箱

嵌入式蒸汽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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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RoHS管控物质或元素在美的蒸汽烤箱产品零部件中的含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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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RoHS管控物质或元素在美的蒸汽烤箱产品零部件中的含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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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蒸汽烤箱[嵌入式]安装保修卡

 Midea Bulte-in Steam Oven Card For Installstion

Bulte-in Steam Oven

Bulte-in Steam Oven

嵌入式蒸汽烤箱

嵌入式蒸汽烤箱

嵌入式蒸汽烤箱

蒸汽烤箱

 Steam Oven

 Steam Oven



美的蒸汽烤箱[嵌入式]安装保修卡

 Midea Bulte-in Steam Oven Card For Install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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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蒸汽烤箱[嵌入式]安装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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