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格 Specifications
型號 Model

JET-118

電壓/頻率 Voltage/Frequency

220 V ~ 50 Hz

功率 Power

1,800 W

烹調總容量 Total Capacity

7.6 L

水箱容量 Volume of Water Tank

1.8 L

機身尺寸 Dimensions (mm)

(H) 275 (W) 350 (D) 407

淨重 Net Weight

3.37 kg

SINCE 1982

全新

德國寶蒸氣料理機系列 German Pool Steam Cooking Series

桑拿蒸氣
料理鍋

可摺疊式
高速電蒸鍋

高速
多層電蒸鍋

JET-118

JET-915

JET-901

榮獲香港品牌局頒授
卓越品牌及10年成就獎

桑拿蒸氣料理鍋
蒸 滋 味 · 蒸 樂 趣

JET-118

全靠桑拿蒸氣料理鍋

蒸 氣 鍋 唔 駛 出街食
座檯式熱旋風型
二合一蒸氣焗爐

座檯式
二合一蒸氣焗爐

嵌入式
二合一蒸氣焗

嵌入式
蒸櫃

SGV-2617

SGV-2613

SGV-5221

SGV-235

全新德國寶桑拿蒸氣料理鍋，多層蒸煮設計，配合
專用加高蒸籠 * ，讓您在家即可輕鬆做到粥底蒸氣
鍋。30秒極速噴射蒸氣，全方位純蒸氣料理，如
“桑拿”一般滋潤食材，約上三五好友，自選新鮮
食材，即蒸即享多重鮮美滋味。

產品規格及設計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最新版本以www.germanpool.com網上版為準。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fer to www.germanpool.com for the most
up-to-date version.
中英文版本如有出入，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德 國 寶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GERMAN POOL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Hong Kong

佛山市順德區德順廣場

深圳巿南山區HOKO二期 HOKO Phase II, Nanshan, Shenzhen

Shop L5-5, MegaBox, Kowloon Bay

T. +852 3907 0356

荃灣廣場435-436舖

Shop 435-436, Tsuen Wan Plaza

T. +852 2455 2382

Wing Ming Industrial Centre, Cheung Sha Wan T. +852 2370 3189

澳門 Macau

灣仔摩利臣山道22號

22 Morrison Hill Road, Wanchai

俾利喇街寶豐工業大廈

九龍灣MegaBox L5-5舖

35

T. +852 2773 2888

長沙灣永明工業中心

T. +852 3110 2030

30秒 50%
慳

開心相伴

載

中國 China

土瓜灣新寶工商中心地舖 Upper G/F, Newport Centre, Tokwawan

配合加高蒸籠 *多層蒸煮，根據不同食物特性分層
烹調，完美掌握時機，即時品嚐最新鮮美味

Takshun Plaza, Shunde, Foshan

Edificio Industrial Pou Fung,
R. de Francisco Xavier Pereira

T. +86 757 2980 8308

極速噴射
蒸氣

高溫蒸氣烹調，鎖住水分和營養，原汁原味

蒸煮 時間

(與傳統電蒸鍋比較)

肥媽推介
吸收每一層食材的精華，慢慢煲煮出鮮甜滋潤的
粥底

T. +853 2875 2699

更多產品資訊

香 港 超 級 品 牌 《Q 嘜》優 質 服 務 證 書

最佳創建品牌企業獎

卓越企業品牌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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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卓越貢獻品牌大獎

JET-118-PS-17(1)

德國寶

STACKABLE STEAM HOTPOT COOKER

*加高蒸籠需另購

細節設計 表現更優異

貼心功能 使用更方便

30秒 50%
慳

極速噴射
蒸氣

蒸煮時間

(與傳統電蒸鍋比較)

靈活調節 輕鬆自製蒸氣鍋

30秒極速蒸氣噴射 蒸煮時間快一倍3)

多層易拆式結構，配合專用加高蒸籠1)，可根據烹調需要隨心增

專利蒸氣生成技術，30秒內極速噴射蒸氣，有效提升蒸氣熱效
率，蒸煮時間快一倍3)之餘，更有效減少營養流失同時保持食物
原汁原味。

減層數，多層同時蒸煮，自家製粥底蒸氣鍋，一次過品嚐多重
美味。

特大水箱 蒸煮2小時2)不必添水

360°純蒸氣桑拿料理

1.6公升超大水箱，可連續蒸煮長達2小時2)亦不必添水；外置式
注水口設計，可於烹調過程中隨時添水，延長蒸煮時間，朋友
聚餐想吃多久都沒問題。

特設蒸氣導向聚能裝置，聚集微壓蒸氣，再通過均勻分佈的蒸
氣孔噴出，形成360°全方位加熱效果；極細微的蒸氣粒子包裹
食物進行烹調，鎖住水分同時增強肉質彈性，讓食物如蒸過桑
拿一般鮮嫩多汁。

2kPa微壓
10大程式 蒸煮美味一觸即享
輕觸式按鍵操作，內置10大預設程式，一按即製各款美食，配
備超大清晰顯示屏，即時掌握烹調狀態，使用簡單方便，一家
大小都能輕鬆上手。

微壓烹調 萃取精華
於烹調過程中產生2kPa微壓，促進熱力滲透，讓食材由內到外
保持均勻鮮嫩的質感，喚醒食物天然鮮味。
1)加高蒸籠需另購。2)水箱注滿，選擇1檔小火進行烹調。3)視乎不同食材、加工方式及重量等因素而有差異

蒸氣消毒 無殘留更放心
可為水樽、水杯等物品進行消毒，純蒸氣高溫消毒，有效殺滅
細菌、病毒，清潔無殘留，消毒家居用品更放心。

溶解脂肪 少油健康
食物快速吸收熱能，有效消耗並溶解肉類的皮下脂肪，排出多
餘油脂，減少油分攝取，「火鍋」都可以食清D。

自動除垢 確保運轉更暢順
特設除垢功能鍵，一按自動清除水垢，確保正常運作，有效避
免因長期使用而導致蒸氣量減少或蒸氣噴射速度減緩；同時有
效確保烹調衛生，吃得更安心。

3檔火力
3檔火力調節
特設文火、中火、武火，三檔火力隨心選擇，可因應蒸煮食材及
層數靈活選擇所需的火力，特別適合烹調粥底蒸氣鍋，貼心為你
打造完美的烹調效果。

定時蒸煮 時刻可享新鮮美味
貼心設有定時功能，定時自動開啟烹調程序，上班前設定好，
下班回家就可立即享受熱騰騰的大餐，簡單又方便，無論何時
都能享受到最新鮮出爐的蒸煮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