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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恭喜您购买了Thermonix® TM6™多功能⻝品料理机。通过Cookidoo®

⻝谱平台，您可以解锁数千个来⾃世界各地的⻝谱，供您学习和尝

试，每天都有⽆穷的灵感和美味的⻝物。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可定制化的⻝谱世界

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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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能让您在家⾃⼰制作出超市

货架上或冷藏柜中的⻝品，如酱料、酸奶、饼⼲、果酱或果 
汁，这意味着您可以采⽤简单⼜地道的⽅式来充分挖掘⻝物

之美。您可亲⾃挑选天然⻝材，烹饪出不含任何防腐剂、过

敏源，低糖⼜纯粹的⻝物，让家⼈吃的放⼼，让⽣活充满更

多爱意。⼀同去发现⻝物更多的纯真本味吧。

烹饪，从零开始 

享受⽣活 

减少采购，减少浪费 

厨房中的⾃由发挥 

厨房之外

健康

省时

省钱 

创意 

简单

想象⼀下：新家⼊住，还从没下过厨房；怀⾥的

孩⼦在不停哭闹；晚上临时有客⼈来家⾥吃饭… 
让Thermomix®来助您⼀臂之⼒如何？ 
 
这本书和您的美善品®多功能⻝品料理机将会是

您的坚强后盾。

开启您全新的⽣活⽅式
烹饪是⽣活的⼀部分。有了美善品®多功能⻝品料理机，⼀切烹饪
都会变得更加健康、⽅便和美味。 
 
⻝谱只是美⻝之旅的起点。我们的⽬标不仅仅是在餐桌上摆满美味

佳肴，还有享受在厨房⾥烹饪美⻝的乐趣，以及坐在桌边与家⼈⼀

同聊聊家常，享受悠闲的时光。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您会做什么？会更加享受每⼀天吗？⽆

拘⽆束的休闲时光已然难得，有了Thermomix®多功能⻝品

料理机，您到家后就可以在沙发上⼩憩⽚刻，可以在书本的

海洋⾥遨游，还可以与孩⼦们⼀同玩耍，再也不⽤守着炉

灶，⼜或是盯着时钟惦记着灶头上的饭菜。 有了
Thermomix®多功能⻝物处理器，您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与

家⼈共度时光，享受⽣活。

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很多⻝品您⾃⼰就可

以轻松制作，再也不会想去外⾯购买了，如酱料、酸奶、奶

酪、饼⼲以及蛋糕。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将冰箱中剩余的蔬

菜或⽔果，⽤于早餐果汁或是慕斯的制作中；⼜或是将熟透

的⽔果⽤来制作冰激凌或奶昔等。这样您就可以减少采购、

减少浪费、节省更多。

您可以⾃由发挥您的美⻝创意，实现⾃给⾃⾜。不仅可以复

刻出童年时Y爱的那道妈妈的点⼼；再也⽆需因为孩⼦想吃

个披萨⽽专⻔叫外卖，或者因为厨房少⼀种酱汁⽽特地去超

市采购，即使不是专业厨师，您也可以在朋友⾯前⼀鸣惊

⼈。您既可以按照Thermomix®⻝谱进⾏烹饪，也可以打破

常规，完全按照⾃⼰的想法⾃创美⻝。有⼀点是肯定的：有

了Thermomix®多功能⻝物处理器，您在厨房的⽣活将变

得更加轻松舒适。

您可以跟着电⼦⻝谱平台Cookidoo®上分步的烹饪指引，同

时参考菜品图⽚和操作视频来进⾏烹饪。只需轻触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屏幕，您就可以开始搜索

美⻝创意，制定每周计划，拟定购物清单等。不仅如此，您

还可以使⽤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机随时浏览查看，⽆

论您在哪⾥，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电⼦⻝谱平

台和智能服务功能都会陪伴在您的左右。



刮⼑棒可以将Thermomix®多功能⻝品

料理机主锅内的⻝材完全刮出，也可

利⽤前端的勾型设计将⽹锅⾃主锅内

取出。

蝴蝶棒可⽤来制作酱汁、慕斯、打发

蛋⽩与奶油，并能防⽌易碎⻝材被搅

拌⼑组切碎。

量杯可将主锅盖孔盖上，也是⼀个⽅

便的测量器具，如100毫升以内的液
体。

防溅盖防⽌⾼温模式(如:160ºC)烹煮下 
的⻝材⻜溅。

多功能⾼效搅拌⼑组为Thermomix®多

功能⻝品料理机的核⼼设计。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可以实

现慢速搅拌、中速(速度2-4档)混合、
⾼速切碎。另外，它还可以反转来进⾏

更加轻柔的搅拌或切丝。

防溅盖

主锅盖

蝴蝶棒

⽹锅

主锅

量杯

蒸锅

蒸盘

蒸锅盖

刮⼑棒

蝴蝶棒 

量杯 

防溅盖

主锅

加热系统 

蒸锅组

主锅盖

搅拌⼑组

磅秤 

刮⼑棒

搅拌⼑组

浓⾹四溢 
 
⾼温烹饪可以使菜肴更加⼊味，焦⻩

可⼝以及⽤于焦糖制作等。

⾼温烹饪

品质保证

触屏

智能烹饪 

⼀锅多菜 
 
如果告诉您，煲汤的同时，还可以烹

饪主菜和配菜，您觉得如何? 
了解更多⼀锅多菜的烹饪⽅法：主

锅、⽹锅、蒸锅和蒸盘。⽅便，快

捷，节能，这就是Thermomix®多功能

⻝品料理机带给您的好处。

四层烹煮结构

产品特⾊ 

43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犹如⼀台配有WIFI功能的台式电脑 
 
点击触屏，您可以找到料理机的所有

功能和烹饪模式，还能直接登录 
Cookidoo®。

COOKIDOO®

电⼦⻝谱平台
数千道保证烹饪成功的⻝谱 
 
您的厨房可以始终与Cookidoo®相 
连，您在这⾥总能找到您喜欢的⻝ 
谱。搜索数以千计的⻝谱，浏览图⽚

和⻝谱视频，随后即可开始烹饪。您

在这⾥永远都能找到新创意。 
在这⾥永远都能 找到新创意。

精准掌控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凭借其

⾼精度的制作⼯艺和耐热耐磨的强⼤特

性在⼀众产品中脱颖⽽出，成为您可靠

的烹饪助⼿。由它制作出的意⼤利烩饭

堪称⼤师⼿笔，细腻不结块的酱汁更是

⽆懈可击。Thermomix®多功能⻝品料

理机的温控功能，可将温度精确控制在

37ºC−160ºC 之间，能⽤于婴⼉辅⻝的
加热或是焦糖制作。

刮⼑棒的设计在于避免浪费，蝴蝶棒可

完美搅打蛋清与奶油，⽹锅可⽤来烹煮

⽶饭、鸡蛋等或过滤柠檬汁……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及其不

同配件均设计精巧，让您拥有更轻松的

烹饪体验。

想您所想

让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来帮

助您 
 
有了引导式烹饪⻝谱，您将会获得详

细的分步烹饪说明。时间、温度 
和速度均已预设好；Thermomix®多功

能⻝品料理机将会引导您烹饪，并提

醒您准备下⼀个⻝材。 您在烹饪过程
中可以完全放松地聊天，不⽤担⼼错

过任何⼀步。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蒸锅

组能⽤来蒸煮蔬菜、海鲜、⾁类和⾯点

等，简便易⽤。

为了安全考量，主锅盖必须锁定后才能

够启动Thermomix®，需要将主锅盖放

置于正确的位置上并待锁定机制将主锅

盖锁紧。

当需要精确称量⻝材时，Thermomix®

多功能⻝品料理机内置的磅秤将是您得

⼒的助⼿。

除了主机本身之外，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

机的其他配件均可放⼊洗碗机

内清洗。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效的

加热系统可在烹煮时达到您不同的温

度需求，实现精准控温。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均配有

⼀个可加热的不锈钢主锅。



Thermomix®⻝谱书和⻝谱⼿册 

在线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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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直为您提供帮助

电⼦⻝谱为您提供⽆尽的灵感

多样化的烹饪课程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
不仅仅是烹饪
当您计划购买新居所的时候，除了房⼦本身之外，您还会考虑到周围环

境的⽅便度和舒适度，更重要的是，是否有⼀群好相处的邻居，有⼀个

让⼈安⼼的社区。Thermomix®就期望能提供给您这样⼀个和谐的社区。

让您在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时，拥有满意的烹饪体验。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具有强⼤的⽹络影响⼒。您

可在我们的官⽅⽹站和社交⽹络上与我们对话，并与成千上

万的⽤户分享您的经验。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商城，找

到相应配件、书籍和更多您所需要的资讯。

您想学习新的烹饪技巧、要诀和⻝谱吗? 在我们的烹饪课上
您将学会如何充分利⽤到您的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

机，品尝到我们精选的示范课程美⻝并学习到进阶的烹饪技

巧，为您的⽇常⽣活带来更多的帮助。您仅需提前预约即可

参加。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烹饪顾问将会⼀直为您服

务，向您展示如何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达到

您的烹饪需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犹豫，⽴即联系

您的顾问。 
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体验店寻求专业的技术协助，参加烹饪

课程和购买Thermomix® 多功能⻝品料理机⻝ 
谱产品和配件。此外，您还可以电话联系售后服务中⼼获得

更多技术帮助。

Thermomix®⻝谱书和⻝谱⼿册可同时为您的⽇常家庭⽤餐

和特殊宴客场合带来烹饪灵感。每年我们均会定期推出专⻔

为Thermomix®功能⻝品料理机⽤户撰写的新⻝谱、烹饪技

巧和营养类⽂章。当您被这些创意吸引，去开启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时，您都可以在Cookidoo®

上找到相应⻝谱并⽴刻开始烹饪。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电⼦⻝谱平台Cookidoo®

每⽉都会推出新⻝谱。您可以在这巨⼤的⻝谱资源平台上获

得您的料理灵感。⽆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利⽤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计算机、平板电脑板或智

能⼿机直接查阅数以千计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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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发现晚餐的客⼈都是素⻝者您可以通过分类搜索和筛选

功能找到适合他们且您在现有时间内能够准备妥当的⻝ 
谱。让您的客⼈都能享受到您精⼼准备的晚餐!

如果您对要做什么菜没有⼀点头绪，这也没问题。只需查看

Cookidoo®提供的相关推荐，或是选择评分较⾼的⻝谱。让

这些推荐，为您每⽇的菜⾊准备带来⼀些灵感。

冰箱⾥有什么就吃什么。 满⾜客⼈的⼝味 

试试我们的推荐 

让计划告诉你 

分⻔别类，⽅便查找

Cookidoo®是⼀款可供您随时使⽤的烹饪规划⼯

具，⽆论是通过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屏

幕，还是您的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机，您都

可以打开它。⽆论您是否是偶尔下厨房的⼈，还是

喜欢规划三餐、要求三餐不重复的⼈，亦或是喜欢

跟着感觉⾛，会在Y后⼀刻利⽤现有⻝材即兴发挥

的⼈，Cookidoo®都能根据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和

需求来调整。

Cookidoo®

7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 
可定制化的⾷谱世界
⽣活充满了变化，⽐如购买新居、开始新⼯作、建⽴家庭、外出旅⾏、追求更

健康的饮⻝习惯或节省家庭开⽀…任何⼀个家庭都不会⼀成不变。如何适应才是
关键。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也在不断进步。我们会跟上时代的前进步

伐，因为我们希望成为您⼈⽣的⼀部分，不想错过您的每⼀个重要时刻。

COOKIDOO®的建议 “晚餐吃什么?”

只有鸡蛋或⻄葫芦吗您可以根据您冰箱或橱柜⾥现有的⻝材

进⾏搜索，Cookidoo®会建议相应的烹饪⽅案。

提前做好烹饪计划，并⽤Cookidoo®导出购物清单。不⽤再

纠结晚餐该做些什么。只需回家按照计划做菜即可。

您可根据需要创建不同的⻝谱专辑，如“养⽣⻝谱”、“素⻝⻝
谱”、“30分钟快⼿⻝谱”、“爸爸的⽣⽇晚餐⻝谱”等。通过这
种⽅式，您可以快速找到喜爱的⻝谱，并轻松规划各种活

动。有了Cookidoo®，您可以充分利⽤Thermomix®多功能

⻝品料理机:从⽆穷的灵感创意中找到所需⻝谱，并准备好您
的烹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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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健康冰沙、丝滑浓汤或美味的鸡尾 
酒时可调制出完美质地。如需搅拌，应 
将速度设为6或更⾼; 如果偏好浓稠质 
地，那么可搅拌数秒。搅拌时间越⻓， 
获得的质地越顺滑。搅拌热制品时，则 
需逐渐加快速度。

蒸锅组可⽤来蒸煮各类⻝材（参⻅第

26⻚“蒸煮功能”）。您在主锅中烧汤
或者炖⾁的同时可分三层蒸煮⻝物，

从⽽保留其营养成分，并使餐⻝更加

健康。

位于主锅底部的温度传感器可根据您

的需要精准控制温度。这对于制作果

酱、融化巧克⼒或是⾃制酸奶等需要

精准控温的菜肴⽽⾔，⼤⼤提⾼了成

功率。

揉⾯模式下，搅拌⼑组将模仿专业⾯

包师的揉⾯动作，按照顺时针-逆时针
两个⽅向交替进⾏揉⾯。只需2分钟，
就能揉出披萨⾯团，还不会弄脏您的

⼿。

内置磅秤可以毫不费⼒地精确称量⻝

材，这给Thermomix®多功能⻝品料

理机新⽤户带来⾰命性的体验。当您

向主锅中加⼊⻝材时，Thermomix®

多功能⻝品料理机会帮您称重，然后

按照⻝谱执⾏后续步骤即可。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强⼒⻢

达和优质的搅拌⼑组可设备将坚果、⾕

物、糖或硬质奶酪研磨成细粉。（参⻅第

23⻚“研磨功能”）。

您可以轻松快速地打发奶油，打发蛋清 
或制作完美的沙巴翁。在搅拌⼑组顶部插

上蝴蝶棒，将速度设定为2-4即可。

搅拌  
速度6–10

混合 
速度3-5

调和 
速度     -1

切碎 
速度4-6

蒸煮

乳化 
速度4-5

精确调温  (37ºC-95ºC)

揉⾯ 

称重

研磨 
速度9-10

打发 
使⽤蝴蝶棒 
速度2-4

烹煮 

您所需要的 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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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 
烹饪
忙完⼀天的⼯作，回到家只需依照⻝谱就能轻松完成⼀锅三菜的感觉实在太

棒了。 天⽓寒冷时，享受热汤所带来的舒适。夏季炎热时，可快速地准备好
⼀份⽔果冰沙。 您还可以重现外婆的点⼼，或是制作⼀份美味甜点让您的家
⼈惊叹。即使您对烹饪⼀⽆所知，只要跟着引导式烹饪⻝谱进⾏烹饪，您也

能成为烹饪⼤师。 能⽤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烹饪的菜肴远远超过

你的想象！尽情享受烹饪的乐趣吧! 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混

合既轻松⼜快捷。只需⼏秒钟即可混合

出⾯糊或酱汁。

有了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

制作完全乳化的⾊拉调料或是蛋⻩酱简

直是轻⽽易举。

利⽤Thermomix®多功能料理机的搅拌

⼑组可以⽤极慢速    调和⻝材，使⻝
材均匀受热烹饪出完美菜肴，再也不需

盯着煤⽓灶了。

强⼤的美善品®多功能⻝品料理机在⼏

秒钟内就可以将⻝材完全切碎：洋葱、

坚果、⾹草、⾁类、胡萝⼘以及⼟⾖等

（参⻅第18⻚“切碎功能”）。5秒切碎
1000克⼟⾖，4秒钟切碎1000克洋葱。
只有在亲身体验之后，您才会相信

Thermomix®能帮助您节省很多时间。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主锅

可以取代您的炒锅或炖锅，对⻝材进⾏

加温、加热、烹煮或拌炒。

有了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许多厨房设备将不再有⽤武之地，例如计时器、绞⾁机、刨丝器、揉⾯机、

酸奶机、⽔壶、咖啡机、榨汁机、搅拌机、碾磨机、搅拌器和电⼦秤。单单⼀台Thermomix®就集合以上12种厨房
设备的功能于⼀体。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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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有两种烹饪⽅式，⼿动烹饪和引导

式烹饪。⽆论您选⽤哪种⽅式，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均会

赋予您神奇的魔⼒，制作出美味可⼝的佳肴。

⽤您⾃⼰的⽅式烹饪

如何运⽤不同的 
温度和速度

1

温度 速度 任务模式

经典烹饪⽅式：⼿动设定时间、温度和速度

只需设定好这3项：时间、温度和速度，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就能运⾏多种功能，从⽽使任⼀⻝谱都能变为真正的美

味佳肴。Thermomix®经典的⼿动烹饪⽅式让您能完全掌控整个烹饪过程，还能让您⾃由调整或创建您的专属⻝谱。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温度

选择在 37°C -120°C之间。

37°C – 55°C: 融化、恒温加热(如巧
克⼒) 
60°C – 80°C: 隔⽔加热、慢煮(如酱 
料) 
80°C – 95°C: (在不沸腾的情况下) 
煮茶、加热⽜奶 
100°C: 煲汤、炖⾁ 
105°C – 115°C: 烹煮糖浆 
120°C: 爆⾹、拌炒 
Varoma: 蒸煮各类⻝材 

任务模式是可以让Thermomix®多功能

⻝品料 理机为您处理特定任务的⾃动化
设定 
 
例如，您可通过加温模式加热隔夜的饭 
菜。烧⽔模式可⽤来烧开⽔泡茶或者在 
早餐时温热⽜奶，您只需选择您想要的 
温度，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

都会为您精确加热。清洁模式可以让烹

饪之后的清洁收尾⼯作变得更加轻松快

捷。称重模式可精确称量出主锅内或其

他容器中的⻝材。Turbo模式可在短时间
内让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以

Y⾼速度运转。制作⾯包或披萨⾯团

时，揉⾯模式将模仿专业⾯包师的动作

来揉⾯。向右滑动主屏幕即可进⼊任务

模式界⾯。您只需点击屏幕上相应的模

式图标即可获取更多信息。

在引导式烹饪⻝谱中，Thermomix®多

功能⻝品料理机还能达到更⾼的温度。 
 
我们会不断设计开发新的任务模式来让 
我们顾客更加轻松地享受⽣活。因此也 
请您定期更新升级软件，下载Y新版 
本!

•

•

•

•
•
•
•

速度1-3：缓慢搅拌，将⼟⾖捣成
泥，或将软质⻝材（如⽩煮蛋、⽣

蘑菇）切块。 
 
速度4-6：切碎（如洋葱、胡萝
⼘），乳化（如蛋⻩酱、荷兰

酱）。 
 
速度7-10和Turbo模式：研磨（如
冰糖、⼩⻨和咖啡⾖），搅拌⾄细

滑。（如浓汤、冰沙或冰淇淋）或

者将硬质⻝材切碎(如硬质奶酪)。 
 
低速反转（速度     -3，  ）可保持
易碎⻝物的形态（如⾖腐）。 
 
速度4反转      可⽤于将⻝材切成
丝状⽽不是切碎。

速度可以提供如同锅铲搅拌⼀样的

效果，如制作意⼤利烩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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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谱中有特别说明，请务必在每次启动前盖上量杯

使⽤搜索功能，您可根据⻝谱名称或

⻝材关键字来找到您所要的⻝谱，或

者在“我的⼀周”的烹饪计划中找到您已 
选定的⻝谱。 

点选⻝谱并向下滑动即可查看完整⻝ 
谱。如同您使⽤⼿机观看⻝谱⼀样。

开始烹饪

引导式烹饪：⼀切均已为您预设
2

⽹锅和蒸锅除了可作为筛⽹过滤之

外，也可取代量杯放在主锅盖上，以

便让蒸汽散出，且能防⽌喷溅。有些

⾼温烹饪⻝谱需使⽤防溅盖，避免热

烫⻝材的⻜溅。

取出所需的⻝物后，以速度10，数秒
即可将锅内残余从锅底甩⾄锅壁上，

再使⽤刮⼑棒就可轻松将其全部刮

出。

使⽤刮⼑棒从主锅内勾出热⽹锅。不

仅如此，当倒出主锅内⼤部分的⻝物

后，可将刮⼑棒压在主锅锅壁上刮出

剩余⻝材。

可以根据⻝材所需的烹饪时间决定是

放在⽹锅中还是蒸锅组中，例如⼀些

熟的快的⻝材（如⻥）可放在蒸盘中

蒸煮。蒸盘两侧需留出⼀些⼩孔，确

保蒸汽流通。

温馨提⽰ 

1

4 5 6

2 3

13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想让烹饪变得更简单，只需按照引导式烹饪⻝谱操作即可。从Cookidoo®中选出您想要的⻝谱，然后按照屏幕上显示的步骤操

作。使⽤引导式烹饪⽅式，再复杂的烹饪过程都会变得轻⽽易举，您可在厨房中尝试那些从未想象过的菜肴。引导式烹饪模式

还可让您在更⾼的温度下烹煮⻝物，例如焦化洋葱、⾁块或是制作焦糖酱。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温烹饪⻝谱，

建议您按照⻝谱要求的⻝材份量烹饪，以确保菜肴的⼝味及保护您个⼈的安全。凭借全新的160ºC加热功能，您将获得更棒的烹
饪体验 。

在屏幕上查看详细的⻝谱内容，⽅便确 
认后续需要操作的具体步骤。时间和温 
度均已预设好，您只需添加⻝材⾄主锅 
内(建议按照屏幕提示称量⻝材)，再 转
动选择钮到相应速度，Thermomix®就

会开 始运转。完成每⼀步骤后，只需
点选「下⼀步」，就可以查看后续的操

作内容。
如果您更喜欢⼿动烹饪的⽅式，您可跳过引导式烹饪的步骤并根据您⾃⼰的喜好，替换⻝
材或者调整设定。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可为您提供各种烹饪建议，但您有Y终
的决定权。 
 
如果烹饪⾼温⻝谱，建议按照⻝谱要求操作，确保菜肴的成功以及您的个⼈安全。

利⽤刮⼑棒来辅助搅拌”，如果在⻝谱
中提及以上语句，请将Thermomix®

多功能⻝品料理机的刮⼑棒插⼊主锅

盖孔中，机器运转的同时以逆时针⽅

向转动刮⼑棒使⻝材能被均匀地搅拌

或切碎。此⽅法仅限于Thermomix®

刮⼑棒，不适⽤于其他器具配件。

若要在主锅外称量⻝材，需先将磅秤归 
零，再将⻝材直接放在主锅盖上；或是

先取⼀容器放在主锅盖上，磅秤归零后

再称量。您还可以在Thermomix®多功

能⻝品料理机低速运转的同时，在主锅

盖上称量下⼀步骤所需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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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 您的专属⾷谱

重新组织安排你的⻝谱操作顺

序，尽量减少如清洗主锅这样

的重复劳动。

•

•

•

先⼲后湿：从要求主锅清洁⼲

燥的⻝谱开始(例如研磨冰糖
粉，打发蛋清)。

先冷后热：在熬制酱汁或煲汤

之前先揉团、打发奶油、调合

饮品或者切碎洋葱。

⼀步到位：如果是制作酱汁、

蛋糕⾯糊，您可⼀次性加⼊尽

可能多的⻝材，然后在⼏秒钟

内将其混合完成。

⼩要诀 

研磨  
当需要研磨⾕物、坚果、奶酪粉或⾯ 
包粉时，建议可在⻝谱⼀开始主锅清 
洁⼲燥时完成，当中⽆需清洗。

混合 
以速度2-5混合⼏秒，就可制作出调味
酱料、蛋糕⾯糊或是饼⼲⾯团 。通常
情况下，所有⻝材可⼀次性加⼊主锅内

拌匀。

切碎 
在爆⾹、拌炒⾟⾹料前可先进⾏切 
碎，切碎时⼀同放⼊适量的油，可使 
切碎效果更加均匀，甚⾄不需要⽤刮 
⼑棒将切碎的⻝材刮⾄主锅底。

蒸煮 
在⽹锅或蒸锅组内蒸煮蔬菜、⽶饭、 
虾、⾁丸等⻝材时，需在主锅内加⼊ 
⽔或汤汁，或是在主锅内烹煮其他菜 
肴时，同时蒸煮这些⻝材。

揉⾯团 
制作其他菜肴前先揉⾯团，如制作⾯ 
包、披萨或其他⾯⻝类⾯团，有效减 
少清洗主锅的次数。

打发 
打发蛋清需要主锅内⽆⽔⽆油，因此只

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请将打发蛋清作为第

⼀步开始操作，并记住使⽤蝴蝶棒。

炖煮 
在90° C-100° C的温度下烹饪或炖煮 
⻝物，可以Y⼤程度的保留⻝材的营 
养成分。烹饪时间取决于⻝材本身。 
时间、温度和速度的设定，可参考

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中类似

的⻝谱。

加热⽜奶或奶油 
在90° C的温度下加热，可避免⽜奶或 
奶油沸煮过度。调和酱汁可⽤速度 
2-4，避免酱汁结块。

使⽤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烹饪您的专属美⻝，然后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您的美⻝图⽚吧! #thermomixcanada

爆炒 
在120° C下爆炒洋葱或蔬菜能让蔬菜的
⻛味达到Y佳，烹饪时间可在3-7 分钟
内调节，具体取决于⻝材的含⽔量。

请参考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类似⾷谱

每个⼈都想按照⾃⼰的⻝谱进⾏烹饪，⽽您完全可以借助Thermomix®多功能⻝

品料理机来实现这⼀切：⽆论是⼀碗家传的汤品，还是孩提时代难忘的⼀道菜

肴，亦或是时下流⾏的⼀款蛋糕。您只需多多练习，通过烹饪Thermomix®⻝

谱，去了解如何以Thermomix®的⽅式“思考⻝谱”。⼀旦您知道如何搭配时间、
温度和速度，所有菜肴的烹饪都会变得异常轻松。您是否曾觉得某道⻝谱太过

困难，从没想过⾃⼰也能完成？例如：装饰复杂的甜点、耗费时间的酱汁或者

需要费⼒揉⾯的⾯包？您的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将会给您带来惊喜。 
按照我们的⼩要诀来编写调整您⾃⼰的⻝谱。

在编写您的专属⻝谱之前，您可先从 Cookidoo®上挑出⼀些相似⻝谱进⾏烹饪，熟悉并掌握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

⼀些常规操作。当您对Thermomix®基本熟悉之后，您就可以在Cookidoo®上搜索与您烹煮的⻝物相似的⻝谱作为模板。如果⻝

材的品质或份量相差较⼤，需要调整烹饪时间，并确定您所⽤的⻝材份量不会超出主锅的容量（Y⼤为2.2升）。根据您的需
要，调整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的⻝谱做法。有时，传统⻝谱做法需要两步，⽽⽤Thermomix®多功能⻝品料理机只需

要⼀步。Y后，记录下哪些做法是成功的，还有哪些做法仍需加以改进。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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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此表作为您切碎⻝材的使⽤指南。⻝材份量可根据您的需要调整。对某 
些⻝材(如坚果)，如果您不需要⼀次性切完，可分批切碎，切出的效果会更 
均匀。

切碎

切碎功能

胡萝⼘、芜菁或⽩萝

⽜奶巧克⼒

卷⼼菜(⽩⾊/红⾊)，细切 200-400克，切块 6-8秒/速度5

卷⼼菜(⽩⾊/红⾊)，粗切 200-400克，切块 2-4秒/速度5

苹果

（中度成熟的）李⼦

（中度成熟的）梨、油桃、杏⼦

⽩巧克⼒

⿊巧克⼒，细切

⿊巧克⼒

100-300克，切块 
350-600克，切块

200-300克，切块 
350-600克，切块

200-300克，切块 
350-600克，切块

70-200克，切块 
230-300克，切块

70-200克，切块 
250-300克，切块

70-200克，切块 
250-300克，切块

2-3秒/速度4.5 
3-4秒/速度4.5

3-5秒/速度4.5 
4-6秒/速度4.5

3-5秒/速度4.5 
4-6秒/速度4.5

2-3秒/速度7 
4秒/速度7

10-12秒/速度8 
12-15秒/速度8

3-4秒/速度7 
4-5秒/速度7

100-180克，切块，4厘⽶ 
200-450克，切块，4厘⽶ 
500-700克，切块，4厘⽶

70-100克，切块 
150-200克，切块 
250-300克，切块

3-4秒/速度5 
4-6秒/速度5 
5-7秒/速度5

3-4秒/速度6 
4秒/速度6 
4-5秒/速度6

切厚巧克⼒排块，可能花费

较⻓时间，可根据需要增加

1-2秒。

切厚的巧克⼒排块，请使⽤速

度7。

切厚的巧克⼒排块，可能花

费较⻓时间，可根据需要增

加1-2秒。

切的时间越⻓，越均匀。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要诀与技巧

17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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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碎（续）

⽜奶巧克⼒，细切

帕玛森奶酪 
(或其他硬质奶酪)

⽩巧克⼒，细切 70-200克，切块 
250-300克，切块

6-8秒/速度8 
8-9秒/速度8

⾯包卷， 粗切

⾯包卷， 细切

⼟⾖和番薯

中等硬度的奶酪(如格鲁耶尔奶
酪、埃⽂达奶酪）

100克新鲜⾯包，切块，3厘⽶

100克⾯包，切块，3厘⽶

200-500克，切块 
600-800克，切块

70-300克，切块，2-3厘⽶

3-10秒/速度6

7-20秒/速度7

4-7秒/速度5 
5-10秒/速度5

5-14秒/速度7

70-200克，切块 
250-300克，切块

50-70克，切块，3厘⽶ 
100-250克，切块，3厘⽶

6-7秒/速度8 
7-9秒/速度8

10秒/速度10 
12-20秒/速度10

切的时间越⻓，越均匀。

切碎时间取决于⼟⾖种类。

研磨前去除奶酪硬⽪。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要诀与技巧

可⽤任何类型的⾯包。 
 
切碎前可加⼊⾹草或⼤蒜。 
 
⼲⾯包制成的⾯包糠存放在密

封容器中，可保存数周。 
 
新鲜⾯包制成的⾯包糠须冷冻

保存。

19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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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碎、粉碎、剁碎

新鲜⾹草 
(如欧芹、⾹菜、⿏尾草、百⾥ 

莳萝

碎冰

5-40克，只取叶⼦，洗净并擦⼲

200-550克冰块

4秒/速度8

3-8秒/速度5

迷迭⾹ 5-30克，只取叶⼦ 10秒/速度8

⽜⾁ 300克，切块(3厘⽶)，略微冷冻 
 
500克，切块(3厘⽶)，略微冷冻

10-13秒/速度8 
 
13-16秒/速度8

混合新鲜⾹草

⼤蒜

洋葱

20-30克，只取叶⼦

⼤蒜 
10-20克 
25-70克 
100克

30-70克，切块或⼀切⼆ 
100-200克，切块或⼀切⼆ 
220-350克，切块或⼀切⼆ 
400-500克，切块或⼀切四

3-4秒/速度7

2秒/速度8 
3秒/速度8 
3秒/速度5 
3-5秒/速度5

3-4秒/速度5 
4秒/速度5 
4-5秒/速度5 
5-6秒/速度5

5克，只取叶⼦，洗净并擦⼲ 
10-25克，只取叶⼦，洗净并 
擦⼲ 
30-40克，只取叶⼦

3-4秒/速度7 
4-6秒/速度6 
5-9秒/速度6

切的时间越⻓，越均匀。

如需要进⼀步切碎：利⽤刮⼑

棒将⻝材刮 ⾄主锅底，再以5
秒/速度8切碎。

需根据洋葱的⼤⼩⼀切四或切块。

如需要进⼀步切碎：利⽤刮⼑

棒将⻝材刮 
⾄主锅底，再以2秒/速度8切
碎。

需根据冰块的⼤⼩及所需的碎

冰状态调整时间。 
冰块的份量可以增加，但Y⼤

不超过主锅 
内1升的刻度标线位置。

为了让⾁糜打得更均匀，请将⾁

切割成⼤⼩⼀致的块状。 
为了让⾁糜达到Y佳的效果，先

将⾁冷冻60分钟，确保⾁处于略
微冷冻变硬的状态。

⻝物 份量 时间/速度 要诀与技巧

猪⾁

家禽⾁(⽩⾁) 300克，切块(3厘⽶)，略微冷冻 
 
500克，切块(3厘⽶)，略微冷冻

5-6秒/速度6 
 
7-8秒/速度6

⽺⾁ 300克，去除筋膜，切块(2-3厘 
⽶)，略微冷冻

10-13秒/速度8

坚果(如杏仁、榛⼦)，粗切

坚果(如花⽣、腰果)，粗切

坚果(如核桃、⼭核桃)，粗切

100克 
200-300克

100-200克 
300克

100克 
200克 
300克

3-5秒/速度6 
4-6秒/速度6

3-6秒/速度5 
2-5秒/速度5

2-6秒/速度4 
3-7秒/速度4 
1-3秒/速度5

300克，切块(3厘⽶)，略微冷冻 
 
500克，切块(3厘⽶)，略微冷冻

为了让⾁糜打得更均匀，请将

⾁切割成⼤⼩⼀致的块状。 
为了让⾁糜达到Y佳的效果，

先将⾁冷冻60分钟，确保⾁处
于略微冷冻变硬的状态。

8-10秒/速度6 
 
12-14秒/速度6

⻝物 份量 时间/速度 要诀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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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碎/研磨

坚果(如核桃、⼭核桃)，细碎

坚果(如杏仁、榛⼦、腰果、花 
⽣)，细碎

100克 
150-250克

6-8秒/速度7 
6-10秒/速度7

咖啡⾖ 100-250克 1分/速度9

罂粟籽 100-250克 30秒/速度9

胡椒粒，粗碎

⽶

⾹料

芝麻

糖粉 
(⽩糖、⻩糖和⿊糖）

10克

100-150克

20克

100-150克 
160-200克

100克 
150克 
200克

10秒-1分/速度10

1分-1分30秒/速度10

20-60秒/速度9

6-10秒/速度9 
9-15秒/速度9

11-14秒/速度10 
15-18秒/速度10 
17-20秒/速度10

⼲⾖类 
(如鹰嘴⾖、扁⾖、⼲⾖)

⾕物 
(如⼩⻨、⿊⻨、斯佩尔特⼩
⻨、荞⻨、⼩⽶)

100克 
150-250克

100克 
150-250克

20-50秒/速度10 
30-60秒/速度10

10-50秒/速度10 
15-60秒/速度10

100克 
150-250克

4-6秒/速度6 
5-7秒/速度6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要诀与技巧

每次Y多研磨250克，可重复操作。 
时间⻓短取决于⼲⾖种类。 
研磨时间越⻓，研磨出的粉粒越细。

⾕物可被粗磨或细磨(⾯粉)。研磨时
间越⻓，研磨出的粉粒越细。 
每次Y多研磨250克，可重复操作。

研磨时间越⻓，研磨出的粉粒越细。

研磨时间越⻓，研磨出的粉粒越细。

研磨的时间取决于所使⽤的⾹料。

未脱⽪的芝麻做芝麻粉，脱⽪的芝

麻做芝麻酱。

为获得Y佳效果，每次研磨

100-200克。

23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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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蔬菜

胡萝⼘

防⻛根 200-500克，去⽪，切⼩块 
 
600-1000克，去⽪，切⼩块

200-600克，切块，2-3厘⽶ 
700-1000克，切块，2-3厘⽶

⽹锅 
蒸锅组

250克 
400-800克

300克 
400-900克

300克，切条，1-2厘⽶ 
400-800克，切条，1-2厘⽶

10-15分钟 
 
15-20分钟

⼤头菜、芜菁或⽩

萝⼘

18-25分钟 
24-30分钟

11-15分钟 
15-22分钟

15-20分钟 
20-25分钟

10-15分钟 
13-18分钟

⻄兰花

花菜

卷⼼菜

200-500克，切⽚，0.5厘⽶ 
550-800克，切⽚，0.5厘⽶ 
200-600克，细，整个 
700-1200克，细，整个

18-24分钟 
25-30分钟 
17-25分钟 
25-30分钟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变化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为了确保受热均匀，请将防

⻛根切成⼤⼩均匀的块状。

请⽤此表作为您蒸煮⻝材的使⽤指南。蒸煮时间需根据⻝材的份量、质 
量、密度及⼤⼩⽽调整。如需延⻓蒸煮时间30分钟以上，则每15分钟需再 
加⼊250克的⽔。蒸煮时，请确保蒸锅和蒸盘内有⾜够的空隙让蒸⽓流 
动，并且确认蒸锅盖已盖好。 
将500克⽔或汤汁倒⼊主锅，以⻝谱要求的时间/Varoma/ 速度1 蒸煮。

蒸煮功能

25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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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World of Thermomix

蒸煮蔬菜（续）

芦笋

甜椒

豌⾖

新鲜⼩⼟⾖

⼟⾖和番薯

100-300克，切条，1.5厘⽶ 
400-800克，切条，1.5厘⽶

200-500克，冷冻 
600克，冷冻

600克 
700-1200克

200-600克，切块，2-3厘⽶ 
700-1000克，切块，2-3厘⽶

100-300克 
400-500克

200-300克，⼀切四 
400-500克，⼀切四

10到14分钟 
12到15分钟

15-18分钟 
18-22分钟

30-35分钟 
35-40分钟

17-30分钟 
20-35分钟

蘑菇

蘑菇

10到15分钟 
15分钟

10-12分钟 
13-15分钟

800克 23-35分钟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技巧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蒸煮时间根据茎秆粗细⽽定

若蘑菇较⼤可以⼀切⼋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技巧

⼤葱

⻄芹，切块

块根⻄芹

四季⾖

块根茴⾹

200-300克，切块，3-5厘⽶ 
400-800克，整个

200-400克，⼀切四 
500-800克，⼀切四

15-25分钟 
15-30分钟

18-25分钟 
27-30分钟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200-400克，切条 
500-800克，切条

200-400克，切块，2厘⽶ 
500-800克，切块，2厘⽶

200-450克，切块，2-3厘⽶ 
500-800克，切块，2-3厘⽶

15-20分钟 
20-25分钟

20-25分钟 
25-30分钟

13-17分钟 
20-25分钟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块根茴⾹

新鲜菠菜 500克

500克 
600-800克，对半切后再切 
条，1厘⽶

10-12分钟

⻄葫芦/节⽠ 14-19分钟 
20-25分钟

100-400克，切条，1厘⽶ 
500-800克，切条，1厘⽶

15-20分钟 
18-25分钟

⽹锅 

蒸锅组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Y多500克

欢迎来到Thermomix®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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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World of Thermomix

蒸煮⽔果

苹果

杏

桃⼦

李⼦

⼤⻩

200-400克，⼀切四 
500克，⼀切四

300-400克，⼀切⼆ 
500克，⼀切⼆

300-450克，⼀切⼆ 
500克，⼀切⼆

200-400克，⼀切⼆ 
500克，⼀切⼆

300-450克，切块，1.5到2厘⽶ 
500-800克，切块，1.5到2厘⽶

200-400克，⼀切四 
500-800克，⼀切四 
200-400克，⼀切⼆ 
500-800克，⼀切⼆

10-22分钟 
12-25分钟

9-12分钟 
10-15分钟

8-12分钟 
10-15分钟

7-10分钟 
12-14分钟

8-18分钟 
12-22分钟

梨 10-16分钟 
15-20分钟 
13-18分钟 
18-23分钟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技巧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锅 

蒸锅组

蒸煮时间根据苹果种类和成熟

度⽽定。 
翻倍蒸煮份量，可⽤蒸盘再加

⼊500克的苹果。

蒸煮时间根据菠萝的种类和成熟 
度⽽定。 
 
翻倍蒸煮份量，可⽤蒸盘再加⼊

500克的菠萝。

在⾹蕉顶部深挖⼀⼑，并插⼊ 
1-2⽚巧克⼒。

翻倍蒸煮份量，可⽤蒸盘再加⼊ 
对半切开的⽊⽠。

蒸煮时间根据梨的种类和成熟

度⽽定。

蒸煮时间根据杏的种类和成熟度

⽽定。 
翻倍蒸煮份量，可⽤蒸盘再加⼊

500克的杏。

蒸煮时间根据桃的种类和成熟

度⽽定。 
翻倍蒸煮份量，可⽤蒸盘再加

⼊500克的桃⼦。

蒸煮时间根据李⼦的种类和成

熟度⽽定。

蒸煮时间根据⼤⻩的种类和成

熟度⽽定。 
制作蜜饯，将400克⼤⻩和80克 
糖放⼊⽹锅，蒸煮13-18分钟， 
⽆需盖上量杯。如需翻倍蒸煮

份量，可在蒸锅中进⾏蒸煮

17-20分钟。将蒸熟的⼤⻩倒⼊
碗内，淋上汤汁放凉即可。

菠萝

巧克⼒夹⼼⾹蕉

⽊⽠

200-400克，切三⻆形
块，0.5厘⽶厚 
500克，切三⻆形块，
0.5厘⽶厚

2根⾹蕉

1个⼩型⽊⽠，对半切开

10-15分钟 
 
15-20分钟

12分钟

10-15分钟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技巧

⽹锅 

 

蒸锅组

蒸锅组

蒸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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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冷冻⻥排，时间需再增加5 
分钟。 
如需蒸煮5⽚⻥排，将2⽚放在蒸 
锅内，3⽚放在蒸盘中。

将贻⻉加⼊蒸锅中。当主锅内的 
⽔沸腾后，再放上蒸锅中开始 
蒸煮。

蒸煮冷冻的⼤虾，时间要再增加2
分钟。

⻥排 
(如三⽂⻥、鲈⻥、
海鲈⻥、国王⻥、

鲷⻥)

整⻥ 
(如鳟⻥、海鲈⻥、
鲈⻥、蝙⻥、鲷⻥)

贻⻉，带壳

明虾、带壳

2-3⽚，每⽚150克，
厚2-2.5厘⽶ 
5-6⽚，每⽚150克

2条(每条⼤约440克) 
4条(每条⼤约440克)

500克 
1000克

400克 
500克

12-18分钟

15-17分钟 
17-20分钟

15分钟 
23分钟

8-10分钟 
10-15分钟

⻝物 份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技巧

蒸锅 

 

蒸锅和蒸盘

2条放在蒸锅中，  

2条放在蒸盘上

蒸锅

⽹锅 

蒸锅

蒸煮⻥/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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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部分通⽓孔的蒸汽流通。

蒸煮时间根据⾹肠粗细⽽调整。

 请确保部分通⽓孔的蒸汽流通。

根据所要求的⾁质调整蒸煮时间

(全熟的蒸煮时间较⻓)。 
想要美味的褐⾊⽜排表⾯，可在

蒸煮后再⽤不粘锅煎烤⼀会，待

⽜排表⾯焦⻩后放⼊锡纸，静置

约10分钟。

⾁丸

法兰克福⾹肠

猪⾥脊⾁

⽜排

鸡胸⾁

⽕鸡⾁

500克，如杏⼦⼤⼩ 
1100克，如杏⼦⼤⼩

6根 
12-14根

500克，切成两份 
1500克，切成两份

500克(1块)

3⽚(约500克) 
6⽚(约800克)

3⽚(约600克)

20-25分钟

10-15分钟

18-23分钟 
25-30分钟

12-30分钟

20-25分钟

15-25分钟

⻝物 数量 时间/速度 美善品®配件 要诀与变化

18-23分钟

500克置于蒸锅 
内，600克置于蒸 
盘上

蒸煮⾁类

蒸锅

2⽚置于蒸锅内，4
⽚置于蒸盘上

1⽚置于蒸锅内，2
⽚置于蒸盘上

蒸锅

蒸锅

500克(对半切开)置
于蒸锅内，1000克
(对半切开)置于蒸盘
上

蒸锅

6根置于蒸锅内，
6-8根置于蒸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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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您的美⾷照⽚

微信公众号：Thermomix美善品加拿⼤ 
#thermomixcanada 
@ThermomixCan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