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烘焙时光烘焙时光
COUSS 的

 

宴遇

恋上烘焙

和你在一起

我爱厨房

惠享春光

更多美食分享：weibo.com/mycouss

2013
March3



爱  在COUSS蔓延

iBake 烤箱系列：少年时，总向往外面的世界；长大后，挂念的还是厨

房里妈妈做的一道菜、一块点心。iBake，让烘焙充满家的味道！

iMixer 食物料理系列：慢慢的，人生路上有了许多同伴，一起体味忧伤，

一同分享快乐。iMixer，烘焙的得力伙伴！

iTools 辅助工具系列：结婚后，一丝惊喜，一份感动都能为平淡的生活

添上色彩。iTools，使生活更具情趣！ 

iMold 模具系列：生活中，总想变戏法般的为爱人和孩子奉上美食，看

着他们脸上的笑，心情格外明朗。iMold，为生活带来缤纷！

iFood 食材系列：暮年时，子孙承膝享天伦之乐，全家的健康快乐便是

最幸福的事情。iFood，健康快乐享美食！

iTools为烘焙做着准备，iFood为香甜埋下基调，iMixer打发最初的芬芳，

iMold给生活画满缤纷，iBake温暖爱的情谊。厨房里的香氛铺散开来，

爱亦随着COUSS蔓延，让我们一同开启这非凡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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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牛奶的“秘密”



 

       三月女人天，亮丽妇女节，借着3月妇女节的优势我们

展开了CM-5501厨师机的优惠活动，原价1698元，现直降

300，1398元就可以把多功能的小5抱回家！营养丰富的面

包、美味可口的披萨，还有酸甜开胃的果汁，通通都可以让

5501为你搞定！甚至会对5501有一种“猜不透，享不尽”

的感觉，时时刻刻都能为你的厨房生活增加惊喜。

 对“她”猜不透，享不尽

猜不透，享不尽

38CM-5501 厨师机对“她”

暖春三月，COUSS“八”轻松送给你

CM-5501 厨师机，直降300元，

只需 1398元 即可尽享惊喜！

直降

 300

3.8 特惠价 ￥ 
原价: 1698元￥

1398元

--COUSS CM-5501厨师机三月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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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中，CM-5501厨师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烘焙中必

不可少的工具了，有了它的存在，很多繁琐的步骤都变得简单很多，甚至连烘焙中复杂的

过程对自己而言也变得游刃有余。很多小5的忠实用户发表了使用它的心得体会！我们一起

来看看：

@八卦兔JadeCw :自制的鱼丸 , 用

的是你家新版厨师机的K浆打的哟~~~~~

看起来慢条斯理，但是效率还是蛮高滴~丸

子很Q超好吃.好久不馋你有没有想念偶~？

@COUSS @COUSS张文彬 配方做法见

http://t.cn/zW08V6R 

蝈蝈蝈WaI：宵夜：红豆包。

用小5来和中式面团，只需要3分钟！

@COUSS 不得不真心赞叹方便吖！

PS：我没有收广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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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王小珩 ： 培根土司~

我爱CM5501！不用手揉面太爽

了！！！@COUSS

@暗夜貓儛 : 终于入

了高级设备，非常有分量，

刀架上还能插搅拌棒省了不

少地方，周末准备再次挑战

吐司，有了这家伙没理由不

成功了~@COUSS  @我叫

朵拉斯

我快乐才允许你快乐 : 虽然这次

的造型不咋地，但是我真心的要表扬一下

小5，戚风的蛋白打发，在我还没有准备好

蛋黄糊的时候已经打发好了！还有中间的

奶油，是用传说中最难打发的雀巢淡奶油

做的，时间一样的超快！小5真心的买的值

啊!@C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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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香蕉遇上巧克力，啤酒融于面包，会有什么奇妙的口味

出现呢？前者让香甜美味更加倍，略显苦涩的巧克力和绵软甘

甜的香蕉相遇，完全互补的口感让你顿生唇齿留香的满足。后

者使麦芽的原香融于更清香的面包，相加的美味因此不言而喻。

烘焙所带来的意义便是属于幸福的味道！

                

属于幸福的味道

宴
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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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幸福指数倍增滴一款小蛋糕

                                            

作者：Helen 的烘焙小时光

Helen 的烘焙小时光使用COUSS电烤箱CO-5001制作的

杯子蛋糕及蔓越莓饼干：

  材料：
     

香蕉（去皮后）70g，炼乳 30g， 黄油 65g， 糖粉50g，

蛋黄 1个， 低粉 90g， 小苏打 1/8小匙， 无糖可可粉 10g ， 

水滴形巧克力粒 10g（我一般会翻倍制作，中型马芬杯9-10个）

COUSS产品：CO-5001电烤箱

 做法：
          

       用叉子将香蕉压成泥状，加入炼乳用汤匙搅匀备用。

       黄油在室温下软化后，加入糖粉用打蛋器搅拌均匀。

       加入蛋黄搅拌至吸收。

       加入做法1的炼乳香蕉泥，继续搅拌均匀。

香
蕉

        巧
克

力
蛋

糕

筛入低粉，小苏打粉及无糖可可粉，用刮刀搅拌均匀。

将面糊刮入纸膜约7分满，将表面抹平，放上适量巧克力粒。

烤箱预热后，180度烤20-25分钟。

1

2
3
4

5
6

7

杯子
蛋糕

蔓越
饼干

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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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将面包材料除橄榄油和黄油外按先液体，再粉类的顺序放进面包桶里。

将装好材料的面包桶放进面包机里，选择8发面团的程序，然后启动面包机，让

面包机自动揉面15分钟，然后暂停面包机，加入黄油，然后再次启动面包机，

让面包机自动揉面。

1小时25分钟后，发酵程序完成，面包机会发出滴滴滴的声响，提醒你完成了。

发酵完成后，面团涨至面包桶的8分满。将面团取出，轻压排气，分割成3等份，

滚圆后放一边松弛30分钟。

松驰好的面团再次轻压排气，再擀开成长方形。

在面团上分别铺上一层不同的馅料。

然后将面团卷起成圆柱形，放入烤盘。

发酵箱调成38度，将烤盘放进去发酵1小时至原体积的2倍大，取出烤盘，在面团

上刷上一层蛋液，再深割三道割口。

烤箱预热170度，放第二层，上下火烘烤35分钟。（中途表面上色后加盖锡纸，

以防止表面上色太深）

烤好后取出放凉后放保鲜袋保存！

有啤酒添加的超超超美味面包 

   材料：
        

低筋面粉250g，高筋面粉150g，砂糖75g，盐4g，

干酵母8g，鸡蛋33g，橄榄油25g，奶粉12g，啤酒

70g，牛奶110g，黄油25g。

馅料：葡萄干适量，提子干、核桃、红豆

粒各适量（太大的材料就掰开）

COUSS产品：CF-5000发酵箱

作者：小瑶的厨房

俄罗斯硬质啤酒面包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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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小女人的幸福
                  --彩虹宝宝

恋
上
烘
焙

恋
       COUSS有今天的成绩，无疑用户是我们

最大的支持者，每天在微博中、在烘焙群里

都能看到、听到她们对于烘焙的热爱，并将

这份爱融于了生活，她们愿意用这份辛苦换

来自己的满足，家人的肯定与健康。恋上烘

焙，更是恋上一份特殊的快乐。

        认识彩虹宝宝，是从微博中开始的，忘记了具体

时间，但是忽然的某一天就开始看见这个勤劳的小女

人经常捣鼓烘焙的身影了。这个曾经是外资企业的软

件测试部门的主管，标准的理工科出身，却也带着浓

浓的文艺色彩，29岁的她热爱烘焙、摄影。现在身为

全职主妇的彩虹宝宝，从2012年3月尝试自己养天然

酵母开始接触烘焙，到现在为止，刚好一年了。

使用COUSS产品有什么心得体会？对COUSS有什么建议或想法？

       我有COUSS的CM-1000厨师机，和COUSS的发酵箱。自己之前

是用美的面包机揉面包面团，揉面时间比较久，有点费时，COUSS的

厨师机价位合理，比起动辄几千几千的进口品牌厨师机，价位上大众

比较能接受，揉面时间大大缩短，很给力。而且面包机，基本揉不动

馒头的生面团，因为比较干。而厨师机一次就能揉2斤干粉的馒头面团，

十分给力，适合小力气的家庭小妇女。

       发酵箱的话，恒温恒湿，温度范围能兼顾面包的初次和最后发酵，

我有时还用来发酵酸奶，感觉是个厨房好帮手，我很喜欢。

       对COUSS的建议，我多次在新浪微博上于COUSS的张文彬张总

进行沟通，提出了很多我对COUSS发酵箱的改进建议，很多都得到

了张总的赞同和认可，我也很开心。例如：在发酵箱内部加设光源，

方便观察面团发酵状态。加设冷凝水收集盒，增加内部网架的固定钩，

方便用户自定义不同层高等。

       很喜欢旅游，去过普吉岛、三亚、厦门、北京，旅游过的地方还是蛮

多的。最喜欢的是普吉岛啦，热带小岛始终是我的最爱，喜欢那金灿灿的

阳光沙滩和宁静的大海，大海宽阔的胸襟，让我的心很平静，能暂时忘却

很多烦恼，算是我解压的一种方式吧。

       可能本身由于工作压力大，个性也不是很开朗，人并不是很有自信。

在烘焙的点滴成长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兴奋点，并让我逐渐找回了自信的

感觉。每当完成一个作品，失败的就从中总结经验，成功的欢呼雀跃，继

续努力，不过无论成败，我都同样能及时总结经验，认真做一件事的女人，

也很美丽哦！所以，随着烘焙经验的积累，我的个性开始变得开朗，上美

食博客和同好们分享自己的心得，人也变得有自信了，最关键的是家人能

吃上无添加的爱心面包和蛋糕，他们也同时看到了我的变化，看到了开心

快乐的我，当然很支持我烘焙咯。

觉得恋上烘焙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家人支持吗？  

喜欢旅游吗？都去过哪些地方，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欢的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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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现在幸福吗？对生活满足吗？

       我觉得很知足，幸福，欲望是无穷无限的，满足了这个，又想着满足那个。

所以当下的生活安排，我都认为是最好的，珍惜当下，是我的座右铭。

       【听完彩虹宝宝的这些心语，更觉得这是个

内心充满幸福的小女人，理工科出身的她，身上

却带有很多文艺、细腻的地方。经常在博客中看

到她细心整理的很多关于烘焙的食谱和心得等文

章，看的出来，是真的恋上烘焙的美厨娘。愿她

能快点有个自己的可爱宝宝，就可以把健康美味

的烘焙美食做给宝宝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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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其中的老板娘

--总帅电器专营店刘佳妮

和
你
在
一
起

你
在《COUSS的烘焙时光》的月刊里，特别设定了

“和你在一起”这一个版块，经销商与用户都是

COUSS最为看重的。更感谢对COUSS长时间以

来的支持，在版块中我们会每期介绍一位经销商

朋友，让大家认识、了解另外一面的他们。

       

       本期走进我们的是在淘宝中经营总帅

电器专营店的佳妮，因为开店才开始接触

烘焙的她，已经是个7岁孩子的漂亮妈妈了，

平时繁忙的工作外，同样有很多自己的爱

好，全心投入工作，快乐享受生活。让我

们一起走进这位忙碌的老板娘。



 

       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烘焙产品感兴趣，并萌生自己经销产品的想法？

       

       您是哪里人？在做烘焙店之前从事过什么工作？

       

       自己经常在家玩烘焙吗？最擅长的是哪一种呢？

 

       

       平时休息时自己的爱好是什么？

       

      

      喜欢旅游吗？都去过哪些地方，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自己有什么特长吗？

       

 

本女子家庭主妇一枚，现年31岁，喜欢烘焙，郊游和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

情等，现在经营总帅电器专营店，时间已经有一年半了。

自己之前对烘焙完全不了解，自从在淘宝卖烘焙器材起，才慢慢从产品去了

解，去实践，想着如果了解产品必须要自己先学会烘焙才可以。更重要的是自己

能做些干净卫生的食物给家人吃，乐在其中。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之前是位家庭主妇，教子从夫。

平时一有空就会做些烘焙的点心给小孩吃，觉得最擅长的就是戚风蛋糕和饼

干了。

休息的时间里看电影、购物就是我的爱好啦，当然有空还是会尽量花多的时

间陪家人。

自己非常喜欢旅游，去过很多地方，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亚、桂林、张家界等，

最难忘的还是张家界，那山太高了，很恐高！

自己比较擅长销售，乐于设计。

        对自己的店铺未来有什么规划？希望它变成什么样才是最好的？

      

       对COUSS有什么建议吗？或者COUSS如何做才能更好的帮助您？

      

对于自己现在所经营的店铺的未来规划就是要多做广告宣传，最好能够多开几家

 分店。

希望COUSS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让我们经销商的产品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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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回答的话语很简短，但是依然可以从这些溢满幸福的话语中，看出佳妮

是个对生活充满感恩且很快乐的人，有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不仅自己喜欢更能

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足够了。祝福美丽漂亮的妈妈，生活美满，事业蒸蒸

日上！】

我
们

的
        幸

福
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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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可是每家每户最必不可少的地方了，想一想你的闲

暇时光有多少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付出了多少辛劳？可

是当看到家人一脸满足的样子时，一切的辛劳也就化为再接

再厉的动力了。一颗白菜，几根辣椒甚至是一包糖都能在这

里成为一道让人吃下就难以忘记的美味，生活中不能缺少智

慧，厨房里更是隐藏着很多妙招，或许，一个我们每天都见

的事物，就有着意想不到的大用处，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来看看原来它们还有如此妙用哦！

关于牛奶的“秘密”我
爱
厨
房

爱

 牛
奶

的
妙

用

 

1. 煎蛋卷外皮时，用牛奶调和鸡蛋，不仅味美，且柔软。

2. 炒菜加酱汁多时，加点牛奶，可将味道中和。

3. 炸鱼前，先将鱼浸入牛奶片刻，可除腥增香。炖鱼加奶，可使

      鱼酥软。

4. 白水煮土豆时，水中加一些牛奶，不但使土豆味好，也可变白。

5. 衣服沾上墨水，用牛奶洗可除掉。

6. 剩奶擦皮革，可防裂保柔。

7. 煮菜花加牛奶，可使菜花白净且味美。

8. 将鱼片在牛奶中浸一下，取出后沾上面粉，下锅炸后格外香美。

9. 夏季牛奶加水浇花是好肥料。

10. 瓷器上有小裂纹，放入牛奶中煮半小时，可将裂纹粘住，坚

       固美观。

11. 洗纱窗帘时，在洗衣粉中加些剩牛奶，洗出的纱窗帘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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