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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时光

母亲

像五月的阳光，温暖而不炽热，如影随形
烘焙
有着阳光般的温暖，等待烤箱里溢满香气，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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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烘焙好帮手

五 月，有着阳光般的温暖。

首选COUSS“经济适用”变温烤箱

新品上市
NEW PRODUCT

今年的五月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是护士节、母亲节，更是汶川

3

亲的喜悦与微笑汇成最美的风景。其实，无论是什么礼物，母亲都会

卡士触摸式电子变温烤箱 CO-2701

MEET

阳光的每一天。
五月，阳光与温暖同在。康乃馨的花束穿梭于各个大街小巷，母

电子变温，完美体验

宴遇

地震5周年纪念日。逝者已逝，生者长斯。我们更应该珍惜可以拥抱

喜欢。最好的礼物，可能她们更希望是儿女能够陪伴在身边，一起散

5

步、吃饭、聊天……
五月的鲜花，繁盛娇艳。似乎很多人开始在怀念过去，尤其是在
这个充满温馨的日子里，你想念的是曾经同桌的友情，是妈妈织的一

回忆里的美好

件毛衣，还是某个午后暗恋的男生打篮球的场景。我想很多人都会想

再唱经典——老式面包
酥掉渣 的香酥小糖饼

到曾经吃过的小吃、零食，这种味蕾的回忆，才是我们最本能的怀念。
本期精选两道“怀旧美食”，让美味也能穿越时空。

恋上烘焙
I LIKE BAKING

7

COUSS在这初夏的五月里，也是惊喜多多！为入门级人士准备的
CO-2501烤箱率先优惠促销，微博里也进行了转发免单的活动，最终

COUSS CO-2501电烤箱试用报告

五位幸运儿中奖。接着，COUSS联合贝太厨房进行CO-2701电子变温

蜜豆面包
毛毛虫面包

烤箱试用活动，最终也会有20名用户幸运免费试用。更多新品不断上
市，CO-2701电子变温烤箱，让用户体验完美；CM-1001多功能厨师
机，轻松生活，将体验持续升级；CI-1215冰淇淋机，冰爽一夏由自己；

我爱厨房
I LOVE KITCHEN

不能“莓”有你
——关于烘焙中的各种莓

11

还有新品模具也同步上市。为用户“创造非凡体验”的品牌理念，我们
一直坚守，始终如一。
所以生活在继续，把爱融于生活中、工作里，美好也就会悄然绽放。

惠享初夏
SUMMER

呼小呼是渣女 : @COUSS收到COUSS CO-2501烤箱啦，功能好齐全！里面
还有一本烤箱食谱真是太贴心了。我的点心生涯要开始啦，希望你申请试用
成功哦!

入门烘焙好帮手
首选COUSS“经济适用”变温烤箱
COUSS的CO-2501烤箱定位于烘焙入门级人士及中小家庭适用，

婧偌繁花 : # CO-2501烤箱首秀#吃了早餐就赶紧试用了新烤箱，非常适合
烘焙新手〜超赞的哟〜烤了「棉花纸杯蛋糕」，上下火180度15分钟。今天
蛋白打发的很好，一次比一次有经验喽〜

自上市以来，凭借其上下火独立控温、性能良好、经济适用的优势深
受烘焙新手们的喜爱与追捧。不仅产品的销量一直平稳上升，更是获
得了许许多多用户的好评与认可！在这个初夏的季节里，COUSS进行

西宁烘焙之家：COUSS CO-2501，做工比我家的烤箱好

了这款“经济适用”烤箱的优惠活动，在官方微博中也同步进行了
“劳动五月天，COUSS来免单”的转发有奖活动，同样受到很多网友
辣妈陶陶 : 杯子戚风小蛋糕出炉，@COUSS上下独立温控烤箱果然不错，
上管160，下管180，25分钟，果然熟透了，回缩也不厉害，表面也未焦掉！

的欢迎！

Ann小舖啲大掌柜儿：开始玩烘焙用的第一台烤箱就是COUSS的CO-2501，
第一次做戚风蛋糕就相当成功，当时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家人和朋友要我做
着吃，后来一个朋友学会了后果断把我的COUSS CO-2501搬回家去了。

[

首选

]
LuckylyBOBO : COUSS变温烤箱CO-2501容量为25升，应用专业上、
下火独立控温系统，摆脱家用烤箱无法灵活控温的局限，可根据不同食物
烹饪需求，分别独立调控，烘焙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CO-2501烤箱 : 上下火独立变温，精致一体成型的不锈钢
外壳，更有发酵程序，旋转烤鸡等多个专业烘焙功能选择，25L的内腔
容量，足以满足中小家庭的日常使用。所以，如果你初试烘焙，这个
“经济适用男”绝对是你不错的选择！看看大家是怎么评价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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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
NEW PRODUCT

电子 变温 ，完美 体验

更多新品五月同步上市：

卡 士 触 摸 式 电 子 变 温 烤 箱 CO - 2 7 0 1

iMixer
食物料理系列
CM-1001厨师机

轻松生活
将体验持续升级

近年来，烘焙文化开始在国内盛行，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加入到
烘焙热潮之中，烤箱无疑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外观不够时尚、温
度不够精准、缺少人性化操作程序，这些都是被大家经常讨论的热

iTools
辅助工具系列
CI-1215冰淇淋机

点问题。为了给烘焙爱好者创造非凡体验，COUSS又一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创新性产品——电子变温烤箱CO-2701已全球同步上市。

电子变温烤箱 CO-2701 性能卓越，堪称完美。烤
箱除全面配置发酵功能、旋转烤鸡、热风循环、炉内灯等优质功能
外，更采用极富科技感的触摸式操控，引领小家电时尚潮流；其电
子式上下火独立控温保障温度的精准性，误差仅±5℃。

iMold
模具系列

此外，COUSS广泛采纳用户建议，贴心设计自动面包程序及自
动预热程序，使烤箱更显人性化。

12连蛋糕模具CM-708
不沾吐司盒CM-706
7寸活底蛋糕模具CM-707

无论是烘焙入门级人士还是资深的烘焙达人，CO-2701烤箱都
能让您体验到烘焙的无限乐趣。

3/ weibo.com/mycouss

将体验持续升级
轻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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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遇
MEET

越长大越会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上学时的某个同桌，看过的某部经典电视剧，肯定
还有那些吃过便唇齿留香、难以忘怀的美食。
对美食的回忆与想念，是份很奇妙的感情，只有自己才能真切的感受到。
就像妈妈做的菜，怎么都是好吃的。
本期我们选取了九色鹿同学的两份“怀旧食谱”
——老式面包和香酥小糖饼。我们自己动手也可以把回忆带回现实哦！

再唱经典——老式面包
材料

酥掉渣 的香酥小糖饼

回忆里的美好

因为母亲节，五月似乎变得更加温暖起来。

材料
面团：中筋面粉260g、温水170-180g（以面团较软为最好，不同
品牌的面粉吸水量不同，请酌情添减）、酵母3g
糖油酥：中筋面粉80g、细砂糖50g、植物油50g
配料：糖面粉（糖和面粉的比例3：1， 即为糖60g、面粉20g）
表面装饰：蜂蜜水、白芝麻
做法
1、 酵母溶于温水中，和成较软面团，静置15分钟；
2、将糖油酥材料混合均匀，备用；
3、把面团均分为每个约40克左右的小面团，大约十二个；
4、将分割好的面团滚圆并擀成圆饼，取一份包入油酥；
5、包入油酥后捏紧收口；
6、收口朝下， 擀成牛舌状的长条形；
7、均匀撒上混合好的砂糖面粉；
8、撒完砂糖面粉后，卷起再将卷卷两端捏起来；

酵头：金像面包粉140g、低筋面粉60g、细砂糖16g、即发干酵母4g、水160g

9、光滑面朝上擀开成为薄饼状，表面刷蜂蜜水，沾白芝麻；

主面团：金像面包粉140g、低筋面粉60g、细砂糖64g、盐1小匙、奶粉16g、蛋60g、

10、放入烤盘松驰十分钟，入烤箱中层，上下火200度，烤制20分

水36g、黄油48g
表面装饰：融化黄油（黄油中也可添加少量砂糖）

钟左右。
特别提醒：
1、因面粉吸水量不同，和面时请酌情添减水份，以面团较软为好，

做法

面团太硬烤制后会造成成品干硬；

1、将酵头中的原料混匀，酵头的材料很稀，混合均匀就好了，不需要再去揉；

2、面团不需要发酵；

2、 室温发酵两到三个小时，发至三倍大后中间塌陷，面团中布满孔洞，酵头制作完成；

3、擀成牛舌状越长，卷起的层数多，分层也就越多；

3、加入主面团除黄油外的材料揉至扩展，表面光滑；

4、最后烤制的面饼不易太厚。

4、加入黄油揉至完全阶段，做基础发酵至两倍大；
5、发好的面团等分，不需要滚圆松驰，直接取一份搓成长条，对折拧起；
6、将两头套起，右手的尾部塞进左手的环里；
7、烤盘涂油，摆入整形好的面包坯，最后发酵至两倍大；
8、烤箱调至180度，中层烤30分钟；
9、出炉后立即刷融化的黄油。

5/ weibo.com/myc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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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烘焙
I LIKE BAKING

蜜豆面包
材料 ：

COUSS CO-2501电烤箱
试用报告

面团材料：高筋面粉150g、低筋面粉150g、细砂糖50g、盐2g、奶粉20g、干酵母
1/2茶匙（3g）、鸡蛋1个（约30g左右）、水150g、黄油30g
其他配料：豆馅150g、全蛋液20g

制作过程：
1、将面粉，细砂糖，盐搅拌均匀。然后加入奶粉和干酵母拌匀，再加入鸡蛋和水。
将上述所有材料揉合成面团，揉至能抻出较厚且不光滑的膜；

五一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收到COUSS微博中奖通知，
顿时让这个劳动节更加的欢呼雀跃起来。玩微博很久了但是
像这次这么大的一个奖品花落我家还真是头一次，怎能让我
不兴奋呢！哈哈，收到私信后我一声欢呼吸引来同事们那么
多的羡慕。这个小假期也让我多了份期待上班的心情，等着
收我的中奖烤箱。
话不多说先来看看烤箱吧，以前想换烤箱的时候一直在
研究30L的，结果收到这个25L的之后才发现，原来25L的
烤箱已经很大了，足够像我们这样的小家庭使用了，而且放
在我家橱柜上预留的放烤箱的位置也刚好合适。烤箱的机身
很漂亮，而且功能也很齐全，内置照明灯、发酵、旋转烤鸡
等都有哦！对于我们这种接触烘焙不久的人正适合！
收到面包机的第二天我就准备大展身手了，以前做面包
的时候由于烤箱太小的缘故，一次根本就烤不下所有的面包，
所以也就比较少做面包来吃。第一次使用烤箱，我选了文怡
的方子并做了一点更改的——蜜豆面包，没想到一次就成功
了，味道绝对比外面购买的美味可口，最重要的是更健康安
全！

2、加入软化的黄油继续揉合，一直揉到取一小块面团，能抻开光滑且薄至透光的
薄膜，这样面团就揉好了；
3、然后将面团滚圆，放在温暖湿润的地方，发酵约45分钟-1小时；
4、1小时后，面团变成发酵前的1-1.5倍大，用手指沾些面粉戳入中间，抽出手后，
孔洞基本不回弹；
5、然后将面团平均分成12份（本来配方里是做豆沙辫子面包的，为求简单，直接
做了十二个蜜豆的小面包），滚圆后覆盖保鲜膜松弛15分钟；
6、将松弛好的面团擀开呈圆形，将豆馅放在面皮上，以包包子的方法包起来后收
口冲下放置在烤盘上进行第二次发酵，一个小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进行烤制；
7、上下火180度，烤约25分钟左右至表面金黄即可。

幻海尘风

7/ weibo.com/myc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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婧偌繁花 : 初见这台烤箱就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非常高档的外观
设计，并且有着25L的黄金容量，钢化玻璃门15度锁定，更加人性化！
对于我这样的初级烘焙爱好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独立控制上下火
的温度更加令人欣喜了，着实避免了上（下）面烤糊下（上）面不熟的情况。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好做面包，那么CO-2501烤箱还特设了发酵功能，十
分贴心便捷。新烤箱首先要进行一次空烤，有异味是正常的，第二次就能正常
使用并且不会有异味了。CO-2501烤箱首秀烤了可爱的毛毛虫面包，整形的
过程非常有趣！关键是烤箱温度非常精准，没有偏高偏低的现象。炉腔内置照
明灯，方便观察，烘烤情况了然于心！

可爱的毛毛虫面包出炉了 ，CO-2501电烤箱定时精准，
上色也非常均匀！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可以亲子互动一起制作，因为
整形的过程真的很有趣！
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往往很多人忽视了早餐。其实一份健康
营养的早餐也可以十分快捷。例如土司面包，第二天煎个蛋，夹片
火腿和生菜，再来一杯豆浆，不但营养跟上了也可以吃的饱饱的，
加满能量迎接美好的一天！

毛毛虫面包
用料：
普通面粉120g，草莓酱适量，低筋面粉30g，干酵母5ml，白砂糖25g，盐2.5ml，
鸡蛋15ml，水80g，黄油15g，全蛋液适量

做法：
1 首先将除黄油外的配料揉成面团，然后加入黄油揉至能拉出薄膜的扩展阶段，
28度左右温度基本发酵1个小时后，排气，分成等分成10个小面团滚圆，进行
15分钟中间发酵；
2 把中间发酵后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擀成长方形薄面片；
3 在薄面片上涂上一层草莓酱，其中一条长边的边缘部分留出2-3㎝ 不要涂；

总结：

4 沿着涂了草莓酱的一边卷起，一直卷到没有涂草莓酱的位置；

COUSS CO-2501烤箱经过多次烘烤试用，我可以

5 在没有卷起的部分用小刀切成小条，将小条卷在长面团上，成为毛毛虫的形状；

告诉大家的是非常安全，省时省力，操作简单，而

6 烤箱内放一盘热水（温度以冒热气为宜），关上烤箱门进行最后发酵，大约40

且上下火独立控温，定时精准，烤出的食物上色均

分钟到1个小时，直到面团变成原来的2倍大；
7 最后发酵完成的面团，在表面刷一层全蛋液，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上下火180度
12-15分钟，直到表面金黄色即可出炉。

9/ weibo.com/mycouss

匀！让我们能轻松享受烘焙带来的美味与乐趣，在
家就能吃上自制的健康食物和糕点！如果你是烘焙
新手，这款烤箱就是你值得拥有的烘焙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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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果蓝莓
很早 以前的印第安人，喜欢管蓝莓叫做“星星果”，因为果实底部

不能 “莓” 有你
——关于烘焙中的各种莓

有星星状的蒂而得名。现在的蓝莓倒是显得有点“贵族的气质”了，蓝莓
被誉为“水果皇后”、“美瞳之果”，可想而知它的营养有多丰富了。蓝
莓果实平均重只有0.5～2.5g，最大的重量也就只有5g，可食率为100%，
甜酸适口，且具非常香爽宜人的香气。蓝莓中还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可以
延缓人体的衰老；果实中有含量非常高的花青苷色素对
人体的眼睛也具有很好地保养的作用 ；富含丰富的

初夏的季节刚刚来到，似乎就已经进入了水果的天堂！

蛋白质、膳食纤维、脂肪、维生素等营养元素。

在烘焙的世界里，各种水果都是大家的最爱，而其中

小小的一颗“星星”却拥有如此丰富的营养，

“莓家族”应该是很多美食家的宠儿了！蛋糕、面包、饼

这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之一吧！

干、冰淇淋、饮品各种各样的种类里都能看到它们点缀其
中的模样，本期我们就以草莓、蓝莓、蔓越莓三种为例为
大家一一说起！

人气宠儿蔓越莓
无人不爱的草莓

蔓越莓 干大受烘焙爱好者的喜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来
自于大洋彼岸的美味果干凭借独特的酸甜口感迅速俘获了大批拥护者，尤
其以蔓越莓饼干最为常见，似乎每一个烘焙迷们都用它来做过饼干的样子。

谁会不爱草莓这个小东西呢？想想都开始怀念即将过季的它了！草莓

蔓越莓适合生长在寒冷潮湿的地方，所以产地多在美国、加拿大等国。

又叫红莓、洋莓、地莓，在香港也叫做士多啤梨 。草莓的外观呈心形，鲜

在我国的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也有分布，而智利的蔓越莓口味纯正，

美红嫩，果肉多汁，酸甜可口，香味浓郁，不仅有色彩，而且还有一般水

是我国蔓越莓的主要来源。

果所没有的宜人的芳香，是水果中难得的色、香、味俱佳者，因此常被人
们誉为“果中皇后”。
草莓营养丰富，含有果糖、蔗糖、柠檬酸、苹果酸以及钙等矿物质。

蔓越莓含维生素C等抗氧化物质及丰富果胶，能养颜美容、
改善便秘，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及多余脂肪。它可是女性的
最佳零食伙伴，蔓越莓能一面抵抗自由基对

此外，它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C含量非常丰富，草莓还含有

肌肤造成的老化伤害，一面为肌肤添加所需

果胶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草莓的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消化、

营养元素，如此双管齐下，想不变年轻

吸收，多吃也不会受凉或上火，是老少皆宜的健康水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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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恐怕也很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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