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號 MB-YN161 MB-FD162 MB-FD3018

產品名稱 0.63公升簡易電飯煲 0.63公升嬰兒電飯煲 1 公升全智能電飯煲

容量 0.63L (1-3人) 0.63L (1-3人)  1L (1-5人)

內鍋 1.7mm不黏內鍋 內鍋: 1.7mm不黏內鍋 內鍋: 1.7mm不黏內鍋

烹調模式
4種烹調模式: 煮飯、煮粥、

煲湯 、保溫

7種烹調模式:  嬰兒粥 / 煮飯 / 

冷飯加熱 / 煲湯 / 煲粥/ 

煲稀粥/保溫

7種烹調模式: 精華煮/ 超快煮/

 冷飯加熱 / 煲湯/ 煲粥/ 稀飯 / 

保溫

預設烹調時間 N/A N/A 12小時

LED 顯示屏 N/A N/A 有

其他

‧自動保溫系統

‧易拆式上蓋, 方便清洗

‧採用快思邏輯技術

‧易拆式上蓋, 方便清洗

‧一鍵式按設計,簡易操作

‧採用快思邏輯技術

‧活動式提手, 容易擺放

‧易拆式上蓋, 方便清洗

配件 蒸籠、飯勺、量杯 蒸籠、飯勺、量杯、湯勺 蒸籠、飯勺、量杯、湯勺

毛重 2.5KG 3.0KG 3.7KG

淨重 1.9KG 2.2KG 3.2KG

產品尺寸(長x闊x高) 236x236x237(mm) 268x224x226.9(mm) 330x245x198(mm)

Midea Electric (HK) Ltd. 

美的電器(香港)有限公司



MB-FD5018 MB-FC5020 MB-FZ4085 MB-FZ4086

1.8公升全智能電飯煲 1.8公升旋風動力電飯煲 1.5公升IH旋風動力電飯煲 1.5公升  IH鈦金鼎釜電飯煲

1.8L (2-10人) 1.8L (2-10人) 1.5L (1-8人) 1.5L (1-8人)

內鍋: 1.7mm不黏內鍋
內鍋:2.00mm蜂巢聚能不黏塗層

厚鍋
內鍋: 3.0 mm 5層複合內膽

內鍋: 3.0mm厚底加熱環、

8層鈦金內膽

7種烹調模式: 精華煮/ 超快煮/

 冷飯加熱 / 煲湯/ 煲粥/ 稀飯 / 

保溫

9種烹調模式:嬰兒粥 / 糙米 / 

精華煮 / 超快煮 / 煲湯 / 煲粥 / 

稀飯 / 冷飯加熱 / 保溫

11種烹調模式:精華煮 / 超快煮/ 

煲粥 / 稀飯 / 嬰兒粥 / 糙米 / 

壽司飯 / 蒸煮 / 煲湯 /  冷飯加熱 

/ 保溫 

12種烹調模式:香甜煮 / 極速煮 

/稀飯 / 煲粥 / 蒸煮 / 糙米 / 

冷飯加熱 / 煲仔飯  / 嬰兒粥/

小米粥 / 八寶粥 / 煲湯

12小時 24小時 有 12小時

有 有 有 有

‧採用快思邏輯技術

‧活動式提手, 容易擺放

‧易拆式上蓋, 方便清洗

‧獨有旋風動力破泡技術﹐讓

米飯持續沸騰﹐更加香甜

‧易拆式上蓋, 方便清洗

‧高級感應加熱技術

‧獨有旋風動力除泡技術

‧上蓋滑動控制

‧語音提示功能

‧自動保溫功能

‧720°雙向翻滾沸騰

‧易拆式上蓋, 方便清洗

‧上蓋滑動控制

‧停電記憶功能

蒸籠、飯勺、量杯、湯勺 蒸籠、飯勺、量杯、湯勺 飯勺、量杯、湯勺 飯勺、量杯、湯勺、蒸籠、內鍋抹布

3.7KG 5KG 6.7 KG 8.3 KG 

3.2KG 4.5KG 5.4 KG 7.1 KG

330x245x198(mm) 373X275X267(mm) 357x291x249 (mm) 357x291x249 (mm)



MB-YJ3010 MB-YJ5010 MB-YN5010 MB-FS5025 MB-FZ2001

1公升簡易電飯煲 1.8公升簡易電飯煲 1.8公升簡易電飯煲 1.8公升蒸時代全智能電飯煲 0.63公升IH迷你電飯煲

1L (1-5人) 1.8L (2-10人) 1.8L (2-10人) 1.8L(2-10人) 0.63L (1-3人)

內鍋:1.0mm不黏內鍋 內鍋:1.0mm不黏內鍋 內鍋:1.0mm不黏內鍋 內鍋:2.5mm厚底鼎釜塗層內膽
內鍋: 2.0mm精鑽塗層內膽，

強力聚能， 堅固耐用

2種烹調模式:  煮飯 / 保溫 2種烹調模式:  煮飯 / 保溫 2種烹調模式:  煮飯 / 保溫 內置14種烹調模式 (如: 煲粥、

飯、蒸、乳酪、蛋糕等) 及 

3個快速鍵

12種烹調模式，完全覆蓋

飯類、粥類、蒸煮及蛋糕

N/A N/A N/A 24小時 24小時

N/A N/A N/A 有 有

‧特大蒸氣閥, 防溢保濕

‧全封閉結構, 米飯更鬆軟

‧特大蒸氣閥, 防溢保濕

‧全封閉結構, 米飯更鬆軟

‧特大蒸氣閥, 防溢保濕

‧全封閉結構, 米飯更鬆軟

‧預設多種蒸煮功能 ‧立體6段智能加熱技術，

IH電磁可快速及均勻加熱

‧創新燜香蒸氣閥，控制蒸氣進出

，提升米粒水分

‧易拆式上蓋，方便清洗

‧小巧機身

蒸籠、飯勺、量杯 蒸籠、飯勺、量杯 蒸籠、飯勺、量杯 蒸籠、飯勺、量杯、湯勺 蒸籠、飯勺、量杯、湯勺

2.7KG 3.1KG 3.1 KG 5.5KG 4.3 KG 

2.6KG 2.95KG 3.0KG 4.4KG 3.6 KG 

256x250x240 (mm) 280x272x273(mm) 275x279x279 (mm) 290x410x276 (mm) 310x249x225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