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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CO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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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L(1~ 6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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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EXTENSION CORD / COMMENT UTILISER UNE RALLONGE
Note:
A. A short power-supply cord (or detachable power-supply cord) is provided to reduce the risk resulting from becoming
entangled in or tripping over a longer cord.
B. Longer detachable power-supply cords or extension cords are available and may be used if care is exercised in their use.
C. If a longer detachable power-supply cord or extension cord is used:
(1) The marked electrical rating of the cord set or extension cord should be at least as great as the electrical rating of the appliance;
(2) The cord should be arranged so that it will not drape over the countertop or tabletop where it can be pulled on by
children or tripped over unintentionally; and
(3) If the appliance is of the grounded type, the cord set or extension cord should be a grounding-type 3-wire cord
This appliance has a polarized plug : (one blade is wider than the other).
As a safety feature, this plug will fit in a polarized outlet only one way.
If the plug does not properly fit in the outlet, turn the plug over.
If it still does not fit, contact a qualified electrician. Do not attempt to modify the plug in any way
Please, keep this safety feature.

Remarque:
A. Un cordon d'alimentation court (ou détachable) vous est fourni pour réduire le risque de blessure personnelle en
vous empêtrant ou en trébuchant dans un cordon plus long.
B. Des rallonges ou cordons détachables sont disponibles et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si manipulé avec précaution.
C. En cas d’utilisation d’un cordon détachable ou d’une rallonge:
(1) La puissance électrique indiquée sur la rallonge doit être au moins aussi élevée que la puissance de l'appareil
(2) La rallonge doit être disposée de manière à ne pas reposer sur le comptoir ou sur la table lorsqu'elle peut être tirée par un enfant.
(3) Si l'appareil est un modèle avec prise de terre, la rallonge doit être à trois conducteurs avec neutre.
Cet appareil est muni d'une prise polarisée (une lame est plus large que l'autre).
Par mesure de sécurité, ce cordon ne se branche dans une prise polarisée que d'une seule manière.
Si l’embout de l’appareil n'entre pas correctement dans la prise, inversez sa position.
Si le branchement de l'appareil n'est toujours pas possible,veuillez contacter un électricien qualifié. Ne tentez en
AUCUNE façon de modifier l'embout électrique (la fiche) de l'appareil.
Veuillez respecter cette mesure de sécurité.

SPECIFICATIONS / 제품규격 / 规格 / ESPECIFICACIONES / SPÉCIFICATIONS
Model name/型号名称/Modelo/모델명
Power supply/电源/Alimentación eléctrica/전원
Power consumption/功耗/Consumo de energía/소비전력
Glutinous Rice
HIGH HEAT GLUTIN. RICE
Mixed Rice
HIGH HEAT MIXED. RICE
Cooking Capacity
GABA RICE
HIGH HEAT GABA RICE
Turbo Glutinous Rice
Scorched Rice
Thick Porridge / Thin Porridge
Power cord length/电源线长度/Longitud del cable eléctrico/전원코드길이
Pressure/压力/Presión/사용압력
Weight/重量/Peso/중량
Width/宽度/Anchura/폭
Dimension/尺寸/Dimensiones/치수
Length/长度/Longitud/길이
Height/高度/Altura/높이

CRP-RT0609F
AC120V, 60Hz
880W
0.18 ~ 1.08L (1~6cups)
0.36 ~ 0.72L (2~4cups)

0.36 ~ 0.72L (2~4cups)
0.36~0.72L (2~4cups)
0.18 ~ 0.27L (1~1.5cups) / 0.09 ~ 0.18L (0.5~1cups)
1.3m
78.4KPa(0.8kgf/cm2)
5.5kg
267mm
356mm
264mm

USA

The Ea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Tel. No. 718 888 9144
The We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Tel. No. 323 780 8808

Canada

TORONTO
Tel. No. 905 707 8224
VANCOUVER
Tel. No. 604 540 1004

www.cuckooworld.com

HOW SERVICE IS HANDLED / MISE EN OEUVRE DU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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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安全警告”
是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请正确使用产品，并遵守安全警告事项。
●“安全警告”
有
“警告”
和
“注意”
两种区分，
“警告”
和“注意”
有下列意义。

警告 未遵守警告事项时，

可能会发生严重人身伤害。

注意

警告

未遵守注意事项时，
可能会有轻伤或产品受损。

• 此标记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对可能发生危险事故的符号。
•为避免发生危险，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按照指示使用。
•此符号表示
“禁止”
某种行为。
•此符号表示
“指示”
某种行为。

(禁止)

使用中切勿触摸或把脸 靠近压力锥和蒸汽排出孔。 无内锅状态下请勿使用。
・会导致烫伤,特别注意勿让儿童靠近。
・高温蒸汽很烫,切勿将手或脸直接靠近。

本产品要避免阳光直射, 严禁靠近煤气炉, 电热器具等。

・触电及故障的可能。
・ 严禁无内锅时放米和水。
・ 机体内进入水或米粒时, 请拨打服务热线。

・有漏电, 触电的危险及有变形或 变色的可能。
・严禁电源线靠近热器具, 避免电源线熔化造成 火灾或触
电的危险。

煮饭或料理进行时按锅盖开启按钮，锅盖结合手把调成绝对”无压”不要转动。
・强制开始的情况因压力导致烧伤及爆炸的危险。
・煮饭或料理完成后完全排出蒸汽的状态启用结合手把。

严禁私自拆卸或改装。

把锅盖结合手把调成”高压”位置后放入内锅不要关闭。
・以关闭装置及内锅的破损，变形导致蒸汽漏失或爆炸的危险。

・发生火灾或触电的可能。
・ 除专业修理人员外, 请勿自行拆卸或改装。
・修理时请先与指定锥修中心联系。

必须使用额定电流15A以上 120V交流电专用插
座, 不宜与其他电器共用 一个插座。
・会产生发热, 火灾, 触电的可能。
・电源插头上有异物时, 请先清洁干净后使用。
・插座的延长线必须使用额定电流15A以上的。

严禁在有水的地方或户外使用。
・有漏电或触电的危险。
・如水渗入机体内部时, 请拨打 服务热线咨询。

严禁在灰尘多或有化学物品的 地方使用。

・发生火灾或触电的可能。

本产品严禁儿童独自使用。请放置在儿童触及不到的地方。
・烫伤或触电的可能。

产品内请勿喷洒或投入 化学物品。
・烫伤或火灾的可能。
・当产品内进入蟑螂或其他昆虫时, 请咨询代理店或服务中心。

严禁用针或金属物质堵塞排气口或产品 缝隙。

・严禁在产品周围使用可燃性气体或易燃物品。
・发生火灾或爆炸的可能。

・烫伤或触电的可能。
・ 清洁用针除了清理蒸汽排出孔外, 不得插入
产品缝隙或其它孔里。

电源线破损或插头松动时, 请停止使用并及时更换。

电源线不宜强行弯曲, 捆绑 或拉伸。

・产品使用中, 因使用不当电源线表皮有破损时会产生触电或发
生火灾, 请及时确认电源线及插座的完整状态。
・电源线有破损时, 为避免发生危险, 请停止使用并与产品
销售店或指定锥修中心联系更换。

・触电或因短路发生火灾的可能。

注意不要让动物把插头及 电源线咬断或避免受到锋
利 金属物体的冲击。

严禁用水冲洗机体或避免内部进水。

・短路, 触电或发生火灾的可能。

・会有漏电, 触电, 火灾的可能。
・产品内渗入水时, 切断电源, 停止使用,请拨打服务热线咨询

电源插头有异物时, 请用干抹布擦净后使用。

严禁将抹布等异物放在 压力谁和蒸汽排出口上。

煮饭或料理进行中时不要打开锅盖。

・变形或变色的可能。
・产品故障及火灾的可能。

切勿使用变形内锅或 其他非专用内锅。
・内锅发热时会产生异常现象或 引起火灾。
・若不小心碰撞内锅或内锅变形时, 请拨打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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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内锅的情况下请将蒸盘, 金属性物质等其它物质
放进产 品里使用。(特别注意儿童)

・短路或发生火灾的可能。
・就算料理中煮沸或蒸汽漏失也不要先开始锅盖。
・强制开始锅盖的话因内物飞散会导致烧伤。
・煮饭或料理进行时不得已把锅盖开始的情况的话按取消
按钮后(内锅温度高的话2秒)确认一下内部压力完全消失后开启。
・必要时终止产品使用拔掉电源插头后询问顾客咨询室。

不要把电源插头拔来拔去。
・触电及火灾的危险。

安全警告
指示

・电源线夹在缝隙里, 可能会引起触电或发生火灾。
・在米桶及多层柜上使用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引起火灾。

请勿将重物放在电源线上面或避免被压到产品 底部。

温度感应器, 电热盘及内锅 底部要保持清洁。
・温度感应器受损, 可能会发生故障及火灾。

擦干手, 再插, 拔插头。

・有可能会发生火灾或触电, 请随时确认电源线放置状态。

・用湿手插, 拔插头时会发生触电。
・电源插头拨出时, 切勿直接拽电源线拨出。

勿将电源线进行加工或随意连接延长线使用。

移动产品时, 请勿拽电源线移动产品。

・有触电或发生火灾的危险。

・会因断路有发生火灾的可能。

注意

指示

要是拔掉电源插头的话把锅盖结合手把一直转到”高压”位置。

使用完毕后产品要清洁干净。

・煮饭或料理完成后内锅发烫或剩余热饭情况的话拔掉电
源插头要是内锅结合手把没转到”
高压”
位置的话因内部
压力导致产品的变形和损伤的原因。
・高压菜单煮饭，料理及保温中也必须把锅盖结合手把转
到”
高压”
方向后使用。

・料理结束后, 未清理干净时,会出现异味。
・使用硬刷子, 钢丝球清洗内锅时, 内锅涂层会脱落,请用中性洗涤剂 和海绵清洗。
・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和方法的不同, 内锅涂层会有脱落现象。

煮饭完成后, 请擦净积水部的水。

蒸汽自动排出时,请注意。
・蒸汽高速排出时, 伴有较大的排气声, 注意不要受到惊吓。
・严禁儿童靠近, 会烫伤。

除白米饭外容易变质的 (杂谷, 豆类饭, 油炸丸子等)尽量不要进行保温。
拔插头时, 必须抓住插头拔出, 请勿强行 搜拔电源线拨出。

・会产生异味或变色。
・请擦去产品积水部的水。

使用前后, 按键无法按动或 产品不能动作时, 请拨打
售 后服务电话咨询。
煮饭或料理中当发生停电时, 自动蒸汽排
出装置会自动启动, 可能会有汤汁溢出现象。
・请在安装蒸汽帽的状态下进行煮饭。
・添加的水量超出规定容量时, 会有溢出现象。
・请按使用说明书的煮饭方法正确煮饭。

注意

CHI NE S E

警告

禁止将产品放在米桶及 多层柜上使用。

・可能会发生触电, 漏电或火灾的危险。

跟炖牛排骨一样调理有骨头的食物时用别的容器调料完后盛装。
・损伤内锅涂层会抹掉。
・因顾客过失发生内锅涂层刮伤及抹掉的情况免费服务期
间也是有偿处理。

米饭在别的容器洗完盛装后，为了移除剩余容器里的米不要敲内锅。
・因顾客过失内锅涂层刮伤及抹掉的情况免费服务期间也
是有偿处理。

(禁止)

勿将内锅放在火源上或用于其他用途。
・内锅变形或涂层会脱落。

内锅涂层脱落时，请与售后服务中心联系。

・长时间使用产品时，内锅涂层因老化有轻微脱落 请及
时拨打服务热线进行更换。
・用硬刷子，钢丝球清洗内锅时，涂层会脱落，要用中性洗
涤剂和海绵清。
・请勿将餐具(叉子、
勺子、
筷子等)放入内锅中清洗, 会导
致涂层脱落。

清洗内锅建议用清洁球（内侧、外侧）。
可使用可

不可使用

棉质清洁球、
海绵、
超细纤维、
网纱清洁球

蓝色、
绿色清洁球(研磨剂材质)、
铁制、
钢制清洁球、
其他金属材质清洁球

煮饭完成后，结合手柄不易拧开时，不要强行拧开。
・会烫伤或会有产品受损现象。
・推动压力锥，等蒸汽完全排除后再打开。
・煮饭完成后打开锅盖时，注意避免被蒸汽烫伤。

除了塑料或木材的饭勺不要用金属性材质饭勺或勺盛米饭。而
且，刀，剪刀等锋利的金属性厨房工具不要在内锅里保管。
・内锅涂层损伤会导致抹掉。
・因顾客过失内锅涂层刮伤及抹掉的情况免费服务期间也是有偿处理。

使用中或使用后锅体温度很高，切勿触摸内锅，加热盘，
产品内部及压力锥。
・会有烫伤的危险。
・产品工作中若压力锥倾斜，会被喷出的蒸汽烫伤。

请勿用锅盖结合手柄或内锅把手移动产品。

・会产生危险，请利用产品底部的移动凹槽移动产品。

本产品不宜在倾斜或凹凸面上使用。

本产品只限使用120V交流电源。

・会有烫伤或发生故障的可能。
・产品工作中，切勿碰电源线。

・可能会导致触电或发生火灾。
・产品不能正常动作。

使用时如有异常响声或有异味时，请立刻切断电源，推动
压力锥，待蒸汽完全排出后，咨询代理店或售后服务中心。
使用时不要超出限定容量。

本产品要放置于较阔的水平台面上，切勿放在坐垫或电
热毯上使用。

・会有米汤溢出或出现故障。

切勿靠近磁性强的物体。
・可能会产生安全上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故障。
勿使产品跌落或受冲击。
・会发生故障及安全性问题。

・可能会导致变形或发生火灾。

煮饭或料理时不要超过指定的容量。

・超过料理内指定的容量的话压力锤和软蒸汽帽内物溢出的原因。

本产品只适用于做饭，保温及指定用途，严禁他用。
・会产生异味或变色。

不使用时，请拔掉插头。
・以避免发生触电及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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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可使用的清洁球清洗时，可能会出现内锅涂层损坏、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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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部件名称

蒸汽帽

CHI NE S E

产品部件名称
（外部）
压力锥
煮饭或料理前、
压力锥要水平放置、
若压力 锥倾斜、
会使蒸汽排出。

双重压力转换阀
自动蒸汽排出口

使用说明书

煮饭结束或保温时会自动排出蒸汽、
若要强行取消时、
按住取消键、
会自动排出蒸汽。

结合手柄
将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时选择高压模式料理，
转至“ 无压”时选择无压模式料理。

饭勺

开盖按钮
将结合手柄由“高压 ”转至“
按开盖按钮即可开盖。

无压”位置后,

功能操作部及显示部

产品部件名称
（内部）
锅盖

密封圈
根据使用方法及使用
次数、使用寿约1~3年、
请定期更换。

量杯

内锅把手
分离式内锅盖
内锅
(内锅正确放入机体内)

蒸盘

分离式内锅盖把手
接水盒(产品背部)

电源线
电源插头
温度感应

透气针
(实物附着于产品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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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饭或料理结
束后，请及时
清理接水盒里
的水，若接水盒
里有水会产生异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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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操作部名称及作用/功能显示部异常检测功能
保温/再加热键

高压煮饭/白米快速键

保温或者餐前热饭时使用

高压煮饭及高压料理开始时使用

无压煮饭
无压煮饭及无压料理开始时
使用

预约/自动洗涤键
预约煮饭或自动洗涤时使用

功能显示部

时间/设定键
糙米/发芽、高压蒸/炖,
健康粥、宝宝食品、无压蒸/炖
时间设定, 预约时间设定,
语音设定, 语音音量设定,
保温温度设定, 调节保温设定
调节饭味设定, 锅巴强化设定

取消键
菜单/选择键
选择白米、白米高火力、杂谷、杂谷高火力、糙米/发芽、糙米/发芽高火力、
白米快速、锅巴、高压蒸/炖、无压白米、健康粥、宝宝食品、无压蒸/炖 时使用
通过时间/设定键设定已选择功能时使用

取消已选择的功能时使用或自动
排出蒸汽时使用（煮饭或料理中
取消时长按2秒）

※ 接通电源后无任何操作时，出现如图所示画面时，为待机状态。
（待机画面下菜单、语音有无，根据用户设定会有所差异。）
※ 功能操作时，按取消键会返回待机状态。
※ 按键力度以听到声响为准，本产品的标签设计可能和实物有所差异。

<待机状态画面>

功能显示部异常检测功能
使用方法错误或者产品出现异常时，会出现以下标识给予警告。
正常使用或者处理后，仍不能排除故障时，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无内锅时显示。
温度感应器异常时显示。
“
(
”
“
,
”
“
,
”闪 烁 。)
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未正确转动锅盖结合手柄状态下，按煮饭或保温再加热、预约、选择键时显示
请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或“ 无压 ”位置。
持续煮水或产品异常时显示。
外存储器异常时显示，
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高压煮饭完成后，在保温状态下，未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 无压 ”位置而在待机状态下再次按煮饭
键，或按预约键时显示。此功能是确认结合手柄的感应装置，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 无压 ”位
位置后，再次转至“高压 ”位置即可。如仍无法解决问题，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环境感应器异常时显示，
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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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储器异常时显示，
请咨询售后服务中心。

高压模式或无压模式选择方法
将锅盖结合手柄方向转至“高压 ”
。
▶锅盖结合手柄的LED灯亮起黄色，功能显示部显示“高压 ”即为高压模式。
▶高压模式下只能选择高压菜单。
▶高压菜单：白米, 白米高火力, 杂谷, 杂谷高火力, 糙米/发芽, 糙米/发芽高火力, 白米快速, 锅巴, 高压蒸/炖

1 压力模式由无压模式调节为高压模式时，请将锅盖结合手柄由“ 无压”
转至“高压 ”
压力模式从无压模式变为高压模式后，只有全部高压菜单闪烁3秒后，所保存的高压菜单开启。

CHI NE S E

高压模式的选择

▶语音提示“高压模式，请选择高压菜单”
▶锅盖结合手柄灯变为橘黄色。
▶高压模式下只能选择高压菜单功能。
<待机状态(无压模式）>

<待机装填(高压模式)>
高压
模式
变更时

闪烁
3秒后

无压模式的选择
将锅盖结合手柄方向转至“ 无压”
▶锅盖结合手柄的LED等亮起蓝色，功能显示 部显示即为无压模式。
▶无压模式下只能选择无压菜单功能。
▶无压菜单：无压白米、健康粥、宝宝食品、无压蒸/炖

1 压力模式下高压模式变为无压模式时，将锅盖结合手柄从“高压 ”转至“ 无压”
▶压力模式由高压模式变更为无压模式后，只有全部无压菜单闪烁3秒后，所保存的菜单开启。
▶语音提示“无压模式，请选择无压菜单”。
▶锅盖结合手柄的灯变为蓝色。
▶无压模式下只能选择无压菜单。
<待机状态(高压模式)>

<待机状态(无压模式)>
无压
模式
变更时

2 锅盖结合手柄方向转至“
取煮饭。

闪烁
3秒后

无压”或“高压 （
”中立位置）时，无法进行菜单选择及

▶按高压煮饭，无压煮饭，预约键时语音提示“请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所需压力位置”。
▶按菜单选择键时语音提示“请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模式或无压模式后再选择菜单”。
▶请将锅盖结合手柄正确转至高压模式或无压模式。
<锅盖结合手柄中立位置状态>

无压菜单煮饭/料理时请按指定用量进行料理。
煮饭或料理时请不要超过指定用量进行料理。
- 超过料理指南的指定用量时内容物可能会通过压力锥与蒸汽帽溢出。
- 请务必遵守说明书指定的料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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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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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饭方法
1

2

用锅盖结合手柄选择所需压力模式
・ 确认是否安装了分离型内锅盖。
・ 煮饭前请将压力锥放置水平。
・ 未正确选择压力模式时无法选择菜单。
・ 锅盖结合手柄为高压模式时只能选择高压菜单，无压模式时
只能选择无压菜单。
<高压模式>
・ 每按一次选择键以白米 → 白米高火力 → 杂谷 → 杂谷高火力→
糙米/发芽 → 糙米/发芽高火力 → 白米快速 → 锅巴 → 高压蒸/炖的
顺序依次变更。
<无压模式>
・ 每按一次选择键以无压白米→ 健康粥→ 宝宝食品→ 无压蒸/炖的顺序依次变更。
・ 长按按键以菜单顺序连续反复。
・ 白米、白米高火力、杂谷、杂谷高火力、糙米/发芽、糙米/发
芽高火力, 无压白米煮饭完成后，菜单会自动记忆，再次做同
一菜单时，无需重新选择。

按高压煮饭/白米快速或无压煮饭键开始煮饭
・ 煮饭前，高压菜单时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位置，再按高
压煮饭键，无压菜单时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 无压”位置，再按
无压煮饭键。
・ 选择高压菜单后按无压煮饭键时警示音响起，同时显示E01后语音提 示
“高压菜单，请按高压煮饭键”，选择无压菜单后按高压煮饭键 时警示
音响起，同时显示E01后语音提示，“无压菜单，请按无压煮 饭键”。
・ 按煮饭键后，语音提示“开始进行白米煮饭”并开始煮饭。
・ 未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位置按高压煮饭/快速键或未将锅盖结合手柄
转至“ 无压”位置按无压煮饭/快速键时，警示音响起，同时显示“E01”标
识后，语音提示“请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所需压力位置”并无法进行煮饭。
・ 根据煮饭用量、水温、煮饭条件的不同，实际煮饭完成时间可能略有差异。

例）在高压模式下白米煮饭时

例）选择白米时 ▶ 语音提示“白米”

3

4

焖饭（例：白米）
・ 开始焖饭时，语音提示“开始焖饭”，同时显示部显示剩余
煮饭时间。
根据所选菜单不同，剩余时间有差异。
・ 焖饭完成前1~4分钟发出蒸汽排出效果音（火车声音）
并伴有语音提示“开始排出蒸汽”，
同时自动排出蒸汽，请不要受到惊吓或烫伤。

煮饭完成
・ 煮饭完成时，完成音响起（CUCKOO,请用CUCKOO,
鸟鸣声）
语音提示“CUCKOO做好了美味的白米饭。
请搅匀米饭”同时开启保温功能
・ 如不想保温，请按取消键，取消保温。
・ 煮饭完成后请搅匀米饭。
如未搅匀，直接放置，米饭会变硬、变色、产生异味
・ 锅盖结合手柄不易转动的情况下，请推动压力锥，
等内部蒸汽完全排出后再操作。
・ 煮饭时请不要按取消键，煮饭会被取消。

例）剩余14分钟时

各菜单煮饭时间
菜单

白米
(基本菜单)

白米
高火力

白米快速

杂谷

杂谷高火力

糙米/发芽

糙米/发芽
高火力

无压白米

健康粥
(稠粥)

健康粥
(稀粥)

锅巴

自动洗涤

容量

2人份~
6人份

2人份~
6人份

2人份~
4人份

2人份~
4人份

2人份~
4人份

2人份~
4人份

2人份~
4人份

2人份~
4人份

1~1.5杯

0.5~
1杯

2人份~
4人份

自动洗涤
水位

时间

约28分钟
~36分钟

约30分钟
~38分钟

约18分钟
~23分钟

约37分钟
~40分钟

约24分钟

区分

约40分钟~ 约43分钟~ 约45分钟~ 约53分钟~ 约46分钟~ 约50分钟~ 约55分钟~
约45分钟 约48分钟 约53分钟 约61分钟 约53分钟
60分钟
70分钟

※ 高蒸炖,无压蒸/炖, 宝宝食品等料理后煮饭会有味道渗入。
（ 将密封圈与锅盖周围清理干净后, 使用自动洗涤功能清洗。)
※ 各菜单煮饭时间根据电压、水量、水温等使用环境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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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饭菜单使用方法
白米
糙米/发芽

煮较黏的米饭时使用。

杂谷

想吃糙米饭或者将糙米发芽做糙米发芽饭时
使用。

宝宝食品

在白米里掺入谷物煮饭时使用。
可手动设置宝宝食品时间，有熬煮功能。

健康粥

可手动设置健康粥时间，有熬煮功能。

锅巴

高压蒸/炖,
无压蒸/炖

手动设置蒸饭时间，
在高压(1.8气压)低压(1.0气压)下做饭

无压白米

想吃没有粘性，柔软的饭时使用。

高火力

区别于普通煮饭，做香黏米饭时使用。

自动洗涤
(自动杀菌洗涤)

白米
快速

煮饭、保温或料理结束后清除异味时使用。

CHI NE S E

煮饭/自动洗涤方法

煮带锅巴的米饭时使用。

（白米、杂谷、糙米/发芽） （可能会出现糊化现象。）

・ 选择白米菜单后，按2次高压煮饭/白米快速键或选择白米快速菜单时，开始进行白米快速煮饭，煮饭时间缩短。
（以白米2人份为基准约需要18分钟）
・ 使用白米快速煮饭，米饭效果不如正常煮饭效果好，因此请做4人份以下饭时使用。
・ 煮饭前将米浸泡20分钟，然后用白米快速煮饭，饭味会更好。

※ 白米快速及煮少人份米饭时，接水盒里会有较多积水，煮饭后请清理。
※ 该款式不提供紫菜寿司功能。

自动洗涤（自动杀菌洗涤 ）使用方法
将水倒至自动洗涤水位，盖上锅盖，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或
“ 无压”位置。
方法. 待机状态下按两次预约/自动洗涤键选择自动洗涤后，在高压模式下按
高压煮饭/白米快速键，在无压模式下按无压煮饭键。
※ 定期使用自动洗涤能维持双重压力转换阀的清洁。

锅底米饭出现淡黄色现象
此现象为米中淀粉沉淀锅底所致，是本产品的特色，属正常现象。此淡黄色米饭的口感更加清香美味。
本产品为高温，高压下煮饭，米饭出现焦黄现象，属正常现象，请放心食用。
做杂谷饭或使用预约功能做出的米饭锅底出现焦黄现象更明显
※ 白米内掺入谷物煮杂谷饭时，与煮白米饭相比，淡黄色现象会有所增加。
www.cuckoo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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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煮饭的方法
预约煮饭的方法(使用高压菜单时）
1 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位置后，关闭指示灯亮起黄色再按预约/
自动洗涤键。
▶ 未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高压 ”方向按预约/自动洗涤键，无法预约。
▶ 按预约/自动洗涤键，语音提示“时间/设定键设定预约时间后，请按高压煮
饭/白米快速键”同时显示部显示设定时间，预约标识闪烁。

<进入预约煮饭设定模式画面>

▶ 请在按预约/自动洗涤键7秒内开始设定预约时间。
▶ 保温中设定预约煮饭的情况，请按取消键取消保温后，
设定预约时间。

2 按时间/设定键设定预约时间
▶ 每按一次时间/设定键，预约设定时间增加10分钟。
持续按键，预约设定时间连续增加。
▶ 预约时间可设定为1小时~12小时50分钟。

3 按菜单/选择键选择想要的菜单。
▶ 糙米发芽菜单的情况，在3H设定时间下，无法进行预约。
想要预约时请设定成“OH”后再预约。
▶ 高压蒸/炖菜单的情况下，设定高压蒸/炖时间后，可以预约。
设定时间为60分钟以上时，煮饭时间设定为2小时。
▶ 不另外指定菜单时自动预约白米煮饭。

4 按压力煮饭/白米快速键。
▶ 此时，语音提示“白米(设定菜单), 煮饭已预约。”同时进行预约煮饭。
▶ 按预约/自动洗涤键后，7秒以内无按键操作，自动进行预约煮饭。
▶ 进入预约煮饭时，预约标识灯闪烁停止，预约时间以1分钟为单位减少，同时进行预约煮饭。
（预约煮饭进行期间，时和分中间的“ ：”标识闪烁。）

<预约煮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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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饭进行>

<煮饭完成/保温进行>

预约煮饭的方法
CHI NE S E

预约煮饭的方法(使用无压菜单时）
1 锅盖结合手柄转至“ 无压”位置后，关闭指示灯亮起蓝色再按预约/
自动洗涤键。
▶ 未将锅盖结合手柄转至“

无压”方向按预约/自动洗涤键，无法预约。

▶ 按预约/自动洗涤键，语音提示“时间/设定键设定预约时间后，请按无压煮饭
键”同时显示部显示设定时间，预约标识闪烁。

<进入预约煮饭设定模式画面>

▶ 请在按预约/自动洗涤键7秒内开始设定预约时间。
▶ 保温中设定预约煮饭的情况，请按取消键取消保温后，
设定预约时间。

2 按时间/设定键设定预约时间
▶ 每按一次时间/设定键，预约设定时间增加10分钟。
持续按键，预约设定时间连续增加。
▶ 预约时间可设定为1小时~12小时50分钟。

3 按菜单/选择键选择所需菜单。
▶ 健康粥，宝宝食品, 无压蒸/炖菜单的情况下，设定蒸炖时间后，可以预约。
设定时间为60分钟以上时，煮饭时间设定为2小时。
▶ 不另外指定菜单时自动预约无压白米煮饭。

4 按无压煮饭键。
▶ 此时，语音提示“无压白米(设定菜单), 煮饭已预约。”同时进行预约煮饭。
▶ 按预约/自动洗涤键后，7秒以内无按键操作，自动进行预约煮饭。
▶ 进入预约煮饭时，预约标识灯闪烁停止，预约时间以1分钟为单位减少，同时进行预约煮饭。
（预约煮饭进行期间，时和分中间的“ ： ”标识闪烁。）

<预约煮饭进行中>

<煮饭进行>

<煮饭完成/保温进行>

预约煮饭注意事项
1 预约煮饭注意事项
▶ 大米开封时间长较干硬时，米饭可能会夹生。

▶ 预约煮饭容量过多或者设定预约煮饭时间过长时，会增加米饭底部出现淡黄色现象。

2 变更预约时间
▶ 变更预约时间时，按取消键取消预约后重新设定。

www.cuckooworld.com

▶ 根据预约煮饭设定时间和周边环境条件的不同，米饭可能会发硬或发软，请根据内锅水位
为基准加减水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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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KOO ELECTRIC RICE COOKER/WARMER
LIMITED WARRANTY
KEY Company, P&K USA TRADING CORP and Cuckoo Trading Canada will repair at its option replace,
without charge, your product which proves to be defective in material or workmanship under normal use,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listed below from the date of original purchase. This warranty is good only to the
original purchaser of the product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P&K USA TRADING CORP. covers the ea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KEY Company covers the we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Cuckoo Trading Canada covers
the whole Canada.

MODEL#

#LABOR

PARTS

CRP-RT06

1YEAR

1YEAR

WARRANTY PERIOD
HOW SERVICE IS HANDLED
The Ea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Call : 718-888-9143, 718-888-9144
Address : 5-48 46th Rd.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USA
The We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Call : 323 780 8808
Address : 1137 E. 1st Street, L.A, CA 90033, USA
Canada (TORONTO)
Call : 905 707 8224
Address : #D8-7398 Yonge Street Thornhill Ontario Canada L4J 8J2
Canada (VANCOUVER)
Call : 604 540 1004
Address : 945 Lougheed Hwy Coquitlam BC Canada V3K 3T4

No other express warranty is applicable to this product. THE DURATION OF ANY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IS LIMITED TO THE DURATION OF THE
EXPRESS WARRANTY HEREIN. CUCKOO ELECTRONICS CO.,LTD,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LOSS, THE USE OF THE PRODUCT, INCONVENIENCE, LOSS OR ANY OTHER DAMAGES,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OR INABILITY TO USE, THIS PRODUCT OR FOR ANY
BREACH OF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INCLUDING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APPLICABLE TO THIS PRODUCT.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limitations on how
long an implied warranty lasts : so these limitations or exclusions may apply to you. This warranty gives you
specific legal rights and you may also have other rights which vary from state to state.

THE ABOVE WARRANTY DOES NOT APPLY IN THESE CASES:
✽ To damages problems which result from delivery or improper installation.
✽ To damages problems which result from misuse, abuse, accident, alteration,
or incorrect electrical current or voltage.
✽ To serve call which do not involve defective workmanship or material and explai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t.

Therefore, these costs are paid by the consumer. Customer assistance numbers :
To Prove warranty Coverage : ▶ Retain your Sales Receipt to prove date of purchase
▶ Copy of your Sales Receipt must submitted at the time
warranty service is provided.
To Obtain Product, Customer, or Service Assistance and Nearest Authorized service center,
Parts Distributor or Sales Dealer:
The Ea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Call : 718 888 9144
Address : 5-48 46th Rd.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USA

100% Recycled paper

The West and the Central Districts.
Call : 323 780 8808
Address : 1137 E. 1st Street, L.A,
CA 90033, USA

Canada (Toronto)
Call : 905 707 8224
Address : #D8-7398 Yonge Street
Thornhill Ontario Canada
L4J 8J2

Canada (Vancouver)
Call : 604 540 1004
Address : 103-4501 North Road
Burnaby BC Canada
V3R 4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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