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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说明书随此慢煮棒提供，内含重要的设置和操作信息。

 使用本慢煮棒前，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特别是安全说明部分。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 

   害或产品损坏。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备日后查阅使用。将本产品转交第三方时，确保同时附上本说明- 

   书。

 您可从我司客户服务部获得一份PDF版本的操作说明。- 

阅读并保管本说明书

妥善使用

-  本慢煮棒只可用于在数小时内，在低于100 ℃的水浴中烹饪真空密封的食物。如相应延长

   烹饪时间，亦可用于烹饪已真空密封于袋中的冷冻食品。

 本慢煮棒仅作为家庭使用。- 

 请务必按照本说明书操作慢煮棒。- 

 任何其他使用方法均为不恰当的，且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本慢煮棒并非儿- 

   童玩具。

 生产商或供应商对因不恰当或不正确使用本产品而引起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安全说明

! 存在触电风险！警告！

-  错误的电器安装、电源电压过高或错误操作可能导致触电。

-  仅可在插座的电源电压与标牌上所载电压相符时接通本慢煮棒。

-  将本慢煮棒接入容易够到的插座，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拔掉电源。

-  如本慢煮棒有明显破损或电源插头或电源线有缺陷，切勿进行操作。

-  本电器的电源线不可替换。如电源线损坏，必须弃置本产品。 

-  切勿打开本产品外壳。如需修理，请联系符合资格的工厂，由合资格的专业人士进行修理。

   如用户自行修理、错误连接或不正确操作，视为放弃保修索偿的权利。

-  使用本慢煮棒时，始终遵循本说明书中所载的警告事项说明。

- 仅可使用符合原设备规格的零部件维修本产品。本慢煮棒含有电气和机械部件，它们是避

   免各种危险源的重要部件。

-  切勿将外部计时器或另外的遥控系统与本慢煮棒搭配使用。

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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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不可使用本慢煮棒，亦不要将本产品用于玩耍。请勿让儿童对本产品进行清洁或维修。

 在有人看管下或被告知本慢煮棒的使用方法，并了解与操作本产品有关的风险后，有身体、- 

   感官或精神障碍者或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者亦可使用本产品。

 确保儿童远离本慢煮棒和电线接头。- 

 请不要让儿童玩耍包装膜，否则，儿童可能在玩耍时被包装膜缠住继而导致窒息。- 

          儿童、有身体、感官或精神障碍者（如有部分残疾者、体力及精神能力减弱

的老年人）或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者自行使用本产品存在一定危险。

警告！

-  请勿将电源线或插头浸入水或其他液体中。

-  只有加热棒部分可以浸入水中。

-  警告！必须确保液体不会流到插头或电源线上。

-  切勿用湿手触摸电源插头。

-  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时，请握住电源插头部分，切勿强行拉扯电源线。

-  切勿把电源线用作手拎把手。

-  保持本慢煮棒、电源插头和电源线远离明火和热表面。

-  卷好电源线，以避免造成任何绊倒危险。

-  切勿使用外部电源线或已破损的电源线。

-  请勿缠绕电源线或将其放在锋利的边缘或热表面上。

-  请在干燥的室内环境中使用本慢煮棒，切勿在潮湿的空间中使用。

-  如本慢煮棒跌入水中，请勿直接将其取出。在此情况下，请立即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在重新使用前，将本慢煮棒送往合资格的工厂或客户服务部检测。

-  请勿让儿童将异物插入本慢煮棒内。

-  不使用时、进行清洁时或发生故障时，必须关闭本慢煮棒的电源并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  待慢煮棒完全冷却后，方可进行清洁或将其收起。

-  从锅中或水中取出慢煮棒前，先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  注意！在使用后，由于余热，本慢煮棒的加热元件表面仍然很烫。

-  仅可将本慢煮棒用于预期用途。误用可能导致受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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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慢煮棒时，其部件和水将会变烫，可能会灼伤皮肤！

-  锅中会冒出热蒸汽！请勿靠近冒出的蒸汽。

-  从水中取出慢煮棒前，先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  使用慢煮棒时，切勿空手触摸其发热部件。

-  告知其他使用者操作本产品的风险。

-  在使用后，由于余热，本慢煮棒的加热元件表面仍然很烫，切勿触摸该等部件的表面。

-  请注意，在关闭电源后，本慢煮棒可能还是很烫！因此，切勿用本烹饪机接触任何易

   燃物品的表面或将其放置在易燃物品的表面。

-  拿起慢煮棒时，仅可握住其手柄部分。

-  使用烤箱布搬开热锅。

-  使用耐热的钳子从锅中夹出已煮熟的食物或将其放入锅中。

小心！注意健康危害！

-  变质的食物 (尤其是肉类、鱼和油腻食品) 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

-  遵循所有关于食品安全加工的基本说明，按照温度建议以及蒸煮时间和建议的深加工步骤

   处理食物。

烫伤危险！警告！

-  真空密封食品所使用的塑料袋必须是干净且未使用过的。在挑选塑料袋时，必须注意，所

   选塑料袋必须适用于加热和冷冻工序，以免在加工过程中损坏塑料袋。

-  本慢煮棒不可直接接触食物。在使用慢煮棒前，确保待煮食物已妥善密封在真空袋或冷冻

   袋中。

-  每次使用后，按照“清洁和保养”章节中所述的步骤清洁慢煮棒。

注意！产品损坏危险！

-  不正确的使用可能损坏慢煮棒。

-  将锅和慢煮棒放置在容易够到的平坦、干燥、耐热和足够稳固的桌面上。切勿将锅放在桌

   子边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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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煮棒只可与耐热的锅或容器一同使用。确保锅足够大，能稳妥地放入烹饪机。

-  使用慢煮棒时加入足够的水。使用时，需要注意慢煮棒上的最高和最低水位标志。

-  把慢煮棒放在合适的位置，以确保使用时冒出的热蒸汽能轻易飘散。

-  确保慢煮棒被垂直放置在锅中。

-  使用固定夹把慢煮棒夹在容器一侧或利用蒸架将其放置在容器中。

-  仅可将慢煮棒用于加热干净的饮用水，其他液体可能对慢煮棒造成损害。

-  为防止热量积累，请勿把锅连同慢煮棒一起直接放在墙边或挂壁式橱柜下或其他类似家具

   下。使用时冒出的水蒸气可能损坏家具，特别是橱柜。

-  切勿将慢煮棒放在发热表面 (如炉灶、加热器等) 上或发热表面附近。

-  请勿将电源线接触加热部件。

-  切勿将慢煮棒暴露于高温环境下。

-  使用前，确保电源线完好无损。

-  切勿在无人看管时接通慢煮棒的电源。

-  使用时，切勿用薄膜、金属薄片、布或其他物件盖住慢煮棒。
-  如慢煮棒的塑料部分有裂缝或者已变形，请停止使用。请始终使用匹配的原装替换件替换

   已损坏的部件。 

名称

数量

慢煮棒

1

使用说明书

1

固定夹

1

蒸架

11

保修卡

装箱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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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101-A

220-240VAC 50Hz

产品型号

额定电压

1200W

±0.5℃

15L

额定功率

控温精准度

最大应用容量

30-95℃

指示灯液晶显示屏

I类

控温范围

控制面板

电器等级

IPX7 (1m水深)

有 (如水位过低，机器将自动关机)

12L/min

99小时59分

94.5 x 389 x 120.5 mm

0.9kg

防水等级

干烧保护

循环泵容量

最大可设置时间

产品净重

产品尺寸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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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列烹饪时间仅为参考值。因食物味道与品质不同，烹饪时间将随之改变。以下参考值

以冷冻和解冻食品为基准提供。

请注意，以下时间仅为烹饪时间，不包括加热水所需的时间。

食物/温度

厚度

10mm 20mm 30mm 40mm 50mm 60mm

牛肉/猪肉58-62 ℃

鱼55-58 ℃

家禽63-65 ℃

3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45分钟

20分钟

40分钟

95分钟

30分钟

75分钟

120分钟

40分钟

90分钟

180分钟

50分钟

120分钟

250分钟

60分钟

180分钟

食物

马铃薯 80-90 ℃ 140

芦笋 80-85 ℃ 40

胡萝卜等 80-85 ℃ 90

温度 时长（分钟）

食物

五花肉

猪里脊肉 (肉片)

猪里脊肉�(5cm厚肉排)

小牛脊肉(肉片)

烤牛肉

牛柳扒(4cm厚)

小羊助骨肉

鸡胸肉

重量

1.5千克

800克

400克

1千克

Pro千克

200克

200克

200克

时长

24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5小时

100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温度

62 ℃

58-62 ℃

58-62 ℃

58-62 ℃

58-62 ℃

55-60 ℃

55-60 ℃

65 ℃

烹饪时间与烹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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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腿

鸭胸肉 (3cm厚)

带骨鹅胸肉 (5cm厚)

三文鱼排 (4cm厚)

鲫鱼

芦笋

花椰菜

其他水果和蔬菜

250克

250克

400克

225克

200克

500克

250克

不定 不定

1小时

1小时

12小时

40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80分钟

65 ℃

65 ℃

56 ℃

55 ℃

85 ℃

80 ℃

85-90 ℃

63 ℃

烹饪程序
慢煮棒有四种预设的烹饪程序。这些程序是推荐的烹饪程序。

程序

60 ℃ 01:40

01:30

00:30

00:40

65 ℃

55 ℃

85 ℃

温度 时长（hh:mm）

食物 重量 时长 温度

检查慢煮棒及包装内容

注意！产品损坏危险！

- 在使用尖刀或尖锐物件打开包装时，稍不注意，可能损坏慢煮棒，请务必小心。

1.把 慢煮棒从包装盒中取出。

2.检 查交付物，确认物品是否完整。

3.检 查慢煮棒及其单个零部件是否有破损。如有任何破损，请勿使用。根据保修卡中所载的

   服务地址联系生产商。

初次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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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夹的使用

固定夹上配有压缩弹簧。弹簧被拉紧后弹回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 警告！慎防受伤！

! 注意！

-  在使用蒸架后，如需重新安装固定夹，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拿起慢煮棒时，仅可握住其手柄部分。

2. 从慢煮棒下方套入固定夹，将其往上推至手柄最高处 (见图一)

- 确保锅内能装入恰当的水量，该水量应在慢煮棒上最小和最大水量标志范围内。

-  选择底部厚实且稳固的锅。

-  本慢煮棒配有一个固定的固定夹。如需拆下固定夹，将其轻轻往下推，即可从慢煮棒上拆除。

如在将固定夹往上推时出现卡顿，可试着左右摆动夹子

3. 然后，将慢煮棒夹在锅或容器的一侧 (见图二)

4. 锅壁必须卡在固定夹和慢煮棒的中间 (见图二)，并确保慢煮棒已牢牢夹在锅上。

5.把 插头插到已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上 (220-240 VAC / 50 Hz)

(图二)(图一)

安装慢煮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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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架的使用

1. 拿起慢煮棒时，仅可握住其手柄部分。

2.在 蒸架与慢煮棒搭配使用时，必须先把慢煮棒上的固定夹取下。

3.撑 开蒸架，并将其放入所需的锅或容器中，使蒸架外围的支撑杆抵住锅壁 (见图三)

4. 然后，把慢煮棒放在蒸架上 (见图四)

5. 确保慢煮棒摆放稳当。

6.把 插头插到已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上 (220-240 VAC / 50 Hz)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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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慢煮棒时，仅可握住其手柄部分。

为达到最佳效果，请使用微温的水。如果使用冷水，烹饪时间将相应增长。

使用的食物必须经真空密封包装，请使用真空袋或冷冻袋包装。

给食物稍加调味。一些草本植物或调味料味道较为浓烈 (如迷迭香和大蒜)，使用慢

煮棒烹饪将使调味更好地渗入食物，让味道更浓郁。

使用慢煮棒蒸煮后，某些绿色蔬菜 (包括：西兰花和芦笋) 可能会变黄。

如同时将几个真空袋放入锅中，请先用防水笔在袋子上作标记。这样，既能知道袋子

中装有什么食物，又能同时按照准确的蒸煮时间加工食物。

1.  确保慢煮棒的底盖安装稳固。

2. 往锅中倒入微温的自来水，并把锅放在平整、稳固和耐热的桌面上。请注意，在放入食物

    后，锅中的水位必须介于慢煮棒上  (最低) 和 �(最高) 水位标志之间。水量为至少MIN MAX

    能够将食物完全浸没于水中的量。

3.  将慢煮棒的插头插入已正确安装的插座中。

4. 慢煮棒发出短促的声响信号，但仍处于未开启状态。

5.  控制面板上的      按键亮红色。

6. 长按      按键约3秒，解锁控制面板。

7. 温度显示区域显示上一次设定的目标水温 (摄氏度)。时间显示区域显示烹饪时间

     (格式: hh:mm)

8.  时间指示灯亮起，即进入烹饪时间的设定模式。分钟数选择在时间显示区域闪烁，按 + 号

    按键和 - 号按键设定所需的分钟数。

9.  按 M 按键切换至小时数选择。按 + 号按键和 - 号按键设定所需的小时数。烹饪时间最长

    可设置为99小时59分钟。 

10. 继续按 M 按键切换至温度显示。时间指示灯熄灭，摄氏度指示灯亮白色。按 + 号按键和

      - 号按键设定烹饪温度，每按一下设置的温度值增加或减少0.5摄氏度。连按按键可加快

      设置的速度。可设置的温度范围为：30至95 ℃。 

慢煮棒的使用

慢煮棒有四种预设的烹饪程序。

除了手动设置烹饪时间和温度外，亦可选择烹饪程序中的任一种。

启动慢煮棒后，按     按键选择所需的程序，并再次按     按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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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至此，烹饪时间及温度已设定好。

13. 按      按键确认设置。

14. 慢煮棒发出3次短促的声响信号。

15. 温度指示灯亮白色。慢煮棒将水加热至所需温度，慢煮棒使周边的水不断流动，从而使

      锅中的水均匀受热。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时间长短取决于水的初始温度。温度显示区

      域始终显示当前的水温。当达到所需水温时，慢煮棒将发出3次短促的声响信号，温度指

      示灯和时间指示灯亮白色。此时，时间显示区域开始倒计时设定的烹饪时间。然后，开

      始烹饪程序。

16. 将食物放入锅中。检查水量是否超过最高水位，必要时，舀出多余的水。如放入温度比

      锅中水温低的食物，锅中的水温将下降。

长按     按键 ，提前结束加热过程。控制面板关闭，    按键亮红色。

17.  当时间显示区域显示“ ”时，烹饪结束，慢煮棒发出数次短促的声响信号。00:01

18. 慢煮棒自动关机，    按键亮红色。

19. 拔下插头，从锅中取出慢煮棒，并将其放在耐热的桌面上。

20. 用耐热的钳子夹出装有食物的袋子。

延时开始

您可以设置延时开始加热过程，延时开始时间最长可设置为99小时59分钟。具体设置

如下：

1. 设置完所需温度和烹饪时间后，不要按     按键，请长按 M 按键大约3秒。

2. 控制面板开始闪烁，即进入延时开始的设定模式。

3.  现在，可以设定何时开始加热过程。

4. 分钟数选择在时间显示区域闪烁，按+号按键和-号按键设定所需的分钟数。

5. 按 M 按键切换至小时数选择。按+号按键和-号按键设定所需的小时数。延时开始时间最

    长可设置为99小时59分钟。

6. 按     按键启动延时开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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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结束

提前结束烹饪过程

使用慢煮棒烹饪食物 (特别是肉和鱼) 后，简单地煎炒一下食物是个不错的选择。将食物

烤至微焦，给食物带来独特的风味。

1.  从包装袋中取出食物。

2.  在尽可能高的温度下翻炒肉片或鱼片大约1分钟。或者简单地烤一下食物，或在食物

    上涂上油然后放在丁烷喷火枪上烧。

3.  端出食物。

 

    如果不想直接食用低温烹饪后的食物，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蒸煮后，将真空包装袋中的食物直接放入冰水中冷却。

2.  然后，将真空袋放进冰箱或冷冻库。请注意，不同食物的保存期限不同。

3.  食用前，将食物加热至最低55 ℃。

在烹饪过程中，长按     按键大约3秒，提前结束烹饪程序。慢煮棒将自动关机，   按键亮红色。

在加热或烹饪过程中更改温度或烹饪时间

1. 在加热或烹饪阶段，按     按键切换至设定模式。分钟数选择在时间显示区域闪烁。

2. 按 + 号按键和 - 号按键增加或减少输入值。

3. 您可以按 M 按键切换输入的区域，如重新调整小时数或烹饪时间。

4. 按     按键确认所输入的数值。

5. 慢煮棒将发出3次短促的声响信号，并继续执行烹饪程序。

7.  慢煮棒发出3次短促的声响信号，控制面板同时闪烁。

8.  时间显示区域将显示距离开始加热过程所剩的时间。在此期间，控制面板不断闪烁。

9.  延时结束时，慢煮棒发出3次短促的声响信号，并从延时开始模式切换成加热阶段，

    最后进入烹饪过程。

如使用延时开始功能，请提前将食物放入锅或容器中，并相应加长烹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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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过低

水位过高

水分蒸发 (特别时在漫长的烹饪过程中) 将导致锅中水位低于慢煮棒上的最低水位标志。

在此情况下，烹饪程序自动暂停。温度显示区域出现“ ”标识，慢煮棒连续发出6ER1

次“哔哔”声并自动关机。

1.  往锅中加入温水。

2.  重启慢煮棒。

   请注意，如往锅中加入冷水，烹饪时间将延长。由于必须将新加入的水加热至所需温
   度，烹饪时间将延长大约30分钟，实际时间取决于新加入的水的水温。

如水位高于慢煮棒上的最高水位标志，慢煮棒的功能将受影响。

1.  按     按键暂停慢煮棒的功能。

2.  从锅或容器中舀出多余的水。

3.  重启慢煮棒。

! 警告！

- 水或其他液体渗入慢煮棒控制面板外壳后，可能导致电器短路。

-  必须确保控制面板外壳无水或其他液体渗入。

慎防短路！

! 警告！

- 触摸慢煮棒的热表面，可能会导致烫伤。

- 清洁慢煮棒之前，先让其自然冷却。

慎防受伤！

! 注意！

-  不正确的使用可能会对慢煮棒造成损害。

-  请勿使用任何强性清洁剂、带金属或尼龙刷毛的刷子、尖锐或金属清洁用具（例如：

    刀、坚硬刮刀）等清洁慢煮棒，因为这些物品会损坏慢煮棒的表面。

-  切勿将慢煮棒放入洗碗机中清洗，否则，将损坏慢煮棒。

1.  清洁慢煮棒前，务必拔下电源插头。

2.  让慢煮棒完全冷却。

3.  用微湿的布将慢煮棒擦拭干净。

4.  必要时，使用湿布清洁控制面板和慢煮棒的其他部分。

5.  然后，让慢煮棒的所有部件自然晾干。

产品损坏危险！

清洁和保养



为慢煮棒除垢

-  我们建议定期为慢煮棒除垢。根据水的硬度和使用慢煮棒的频率，确定除垢时间间隔。

-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如您所住区域供应软水，请每三个月为慢煮棒进行一次除垢，如使

    用硬水，则需每个月除垢一次。关于您所在地区的水硬度详细信息，请联系您所在地的供

    水公司。

-  如烹饪过程用时较长，或加热棒上已形成较厚的水垢，请尽快为慢煮棒除垢。

1.  将慢煮棒放入锅中，并使用固定夹或蒸架固定。

2.  将除水垢清洁剂倒入锅中，直至水位达到慢煮棒上的最高水位标志处。

3.  您可以用家用食醋和水以1：1比例混合，或使用市面上的除垢剂进行除垢。使用除垢剂时，

    请遵照生产商提供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4.  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把慢煮棒的温度和时间分别设置为70 ℃和20分钟。

5.  开始烹饪程序。

6.  烹饪程序结束后，关掉慢煮棒，并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7.  待慢煮棒冷却后，用干净的冷水冲洗加热棒的底盖。

存放

! 注意!

    不正确的使用可能会对慢煮棒造成损害。

- 切勿将慢煮棒放置在热源旁。

-  不要缠绕或挤压电源线。

-  在收起机器前，确保机器所有部分均已自然晾干。

-  始终将慢煮棒存放在干燥处。

-  避免阳光直射。

-  避免儿童接触，将慢煮棒安全存放好，存放温度控制在+5 ℃至+20 ℃之间 (室温)

产品损坏危险！

故障/错误代码 原因 解决方案

ER1

水位太低，或锅中没有水。

慢煮棒发出6次短促的声

后，自动关机。响信号

往锅中加水，锅中的水位必

须保持在慢煮棒上  最低MIN

和  最高水位标志之间。 MAX

长按     按键大约3秒，重新

启动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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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表及错误代码



ER3

ER4

加热棒故障。

慢煮棒发出5次短促的声

响信号后，自动关机。

温度感应器故障。

慢煮棒发出3次短促的声

响信号后，自动关机。

拔下电源插头，然后从锅/容

器中取出慢煮棒，让慢煮棒

自然冷却 。至少60分钟

重新启动慢煮棒

整个显示区域闪烁

慢煮棒运行异常

食物没有煮熟

烹饪程序用时比
预计时间长

存在系统故障。

材料 (如，薄膜) 堵在慢

煮棒出口上。

烹饪时间过短。 延长烹饪时间。

所选蒸煮温度过低。

慢煮棒积垢。

使用更高的温度蒸煮食物。

除去慢煮棒上的水垢。

拔下电源插头，让慢煮棒自

然冷却。

小心的将材料从慢煮棒上移

除。必要时，请使用镊子。

拔下电源插头，然后从锅/容器

中取出慢煮棒，让慢煮棒自然

冷却 。至少60分钟

重新启动慢煮棒

如果再次发生故障，请联系产

品客户服务中心。

ER2

导热温度感应器故障。

慢煮棒发出6次短促的声

响信号后，自动关机。

拔下电源插头，然后从锅/容

器中取出慢煮棒，让慢煮棒

自然冷却 。至少60分钟

重新启动慢煮棒

如再次出现错误代码ER2-ER4，请拔下电源插头，然后从锅/容器中取出慢煮棒。

请勿启动慢煮棒，并请及时联系我们400-881-2344

16









www.bonsenkitchen.com.cn

东莞市邦泽电子有限公司

www.bonsenkitchen.com.cn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三屯社区伦品涌工业区11-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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