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洗衣乾衣機

PWD 851400V



多謝你選用我們的洗衣機。

我們很榮幸為您提供理想的產品，並為

您的日常生活提供最齊全的家用電器。

請仔細閱讀本手冊，它提供了正確及安全

使用此洗衣機的指引和實用保養提示。

在使用洗衣機前，請小心閱讀這安

裝及使用指南，我們建議好好保存

本手冊，以備留待日後用戶。

每個產品都由一個獨特的字符代碼標認，

印在貼紙上稱為“序列號”。 這可以在打

開門內找到。 此代碼是產品的唯一代碼，

你需要用作產品保養用途，或聯繫客戶服

務中心。

電 器 是 根 據 廢 料 和 電 子 用 具

(WEEE) 的歐洲條例 2012/96/EC

WEEE 含有污染物質（可能對環境造成負

面影響）和基本成分（可以再重用）。 對

WEEE 進行特殊處理是非常重要，以便正

確地去除和處理所有污染物，並且復用和

回收所有物料。 

只要每個人遵守一些基本規則，可以確保

WEEE 不會對環境問題造成影響：

● WEEE 不能以家居垃圾方式處理 ;

● WEEE 應移交給政府或註冊公司管理的

相關收集點。 在許多國家，都存在大

型 WEEE 或家庭收集點。

環保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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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安全守則

● 此電器只適用於家居用途。

可在家庭環境，使用此電器，用作商業的

用途，就不包括在內。

如果錯誤使用電器可能會降低電器的使用

壽命，並可能令製造商的保養失效。

任何家居不當使用導致的損壞（就算位於

家居或家庭環境）都會喪失保養。

● 此電器適合 8 歲或以上兒童，而身體、

感官和精神有障礙或缺乏經驗知識的人

士，需得到負責他們安全的人監察和指引

下才可使用此電器，而且必需明白潛在的

使用風險。

兒童切勿操作電器。而兒童在沒有監督

下，切勿清潔電器或進行保養。

● 3 歲以下兒童應遠離此電器，除非有成

人監督。

● 如果電線損毀，只可由製造商和服務商

的合資格電工進行維修。

● 水壓應在 0.05 和 0.8MPa 之間

● 確保地墊沒有阻礙機底及空氣流通。

● 安裝後，洗衣乾衣機應放置於容易接觸插

頭。

 

● 洗衣乾衣機程式的最後時段不發熱（冷卻

階段 )，以確保物品保持在不會被損壞的溫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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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泡膠（乳膠），浴帽，防水紡織品，背

部墊橡膠的物品，以及裝有發泡膠墊的衣

服或枕頭，都不應使用洗衣乾衣機烘乾。

● 衣物柔順劑或類似產品，應按照衣物柔順

劑說明書的指引使用。

● 受油污影響的物品會自動點燃，尤其是接

觸熱源（如洗衣機乾衣機）時。物品變得

溫暖，令沾有油污物品引起氧化反應而產

生熱力。如果熱力無法散去，物品會變得

易燃，足以引起火災。擁擠，堆放或存放

受油污影響的物品，可阻礙熱量散走從而

造成火災危險。

● 如果衣物含有植物或食用油或被頭髮護理

產品弄髒的衣服，需要在放入洗衣乾衣機

前，用熱水加洗衣劑先清洗，這樣可以減

少危機，但不能完全消除。

● 從衣物口袋中取出所有打火機和火柴。

● 了解產品技術規格，請參考網站。

● 安裝完成後，洗衣機安裝位置應易於連

接電源插頭。

● 本產品不得安裝在鎖門，滑門或與洗衣

乾衣機相反側鉸鏈的門後面。這樣會導致

洗衣乾衣機不能完全打開。

● 最大承重乾衣量取決於使用的型號（見

控制面板）。

● 請不要使用工業化學品清潔本產品。

● 請勿在洗衣乾衣機中烘乾未清洗的衣

物。

● 被食用油，丙酮，酒精，汽油，煤油，

除斑劑，松節油，蠟和除蠟劑等物質弄髒

的衣物，在洗衣乾衣機中烘乾前，應用熱

水和更多的洗衣劑清洗。

警告 :
切勿在乾衣程式結束前停止洗衣

乾衣機，除非所有衣物都迅速取

出並攤開，以便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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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洗衣機接觸雨水，陽光直射或其

他天氣因素影響，如防止凍結。

● 當搬運時，請勿抬起洗衣機的旋鈕或洗

衣劑抽屜。當搬運時，不要讓洗衣機門壓

向手推車。建議要兩人抬起洗衣機。

● 如洗衣機損壞了或不能運作正常，應關

掉洗衣機，關閉水龍頭和不要觸碰洗衣

機。

立即聯絡客戶服務進行維修和使用原裝零

件。

如不能遵守指引，會破壞洗衣機的使用安

全。

   電力接駁和安全指引

● 在產品銘牌上已註明技術資料 ( 電源、

電壓和電力）

●  請確保正確接駁地線，並符合所有法律

要求。而且插座與電器的插頭需兼容。否

則，請尋求合資格的專人士業提供協助。

● 不能使用轉換器、萬能插座或拖板進行操

作。

● 在清潔或保養洗衣機之前，請拔下電

源插頭並關閉水龍頭。

● 請勿拉扯電源線或電器以拔下電源插

頭。

● 打開機門前，確保滾桶內沒有水。

警告 :

不要使用外置開關裝置（例如計

時器）或接駁到定期關關的電

路，來提供電力給洗衣機。 

警告 :

在清洗程式中，水溫十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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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 所示，在打開包裝過程中，位於洗
衣機頂部的波紋塑料薄片放入電器底部。
（根據型號，考慮版本 A，B 或 C）。

警告 :
不要讓孩子接觸包裝物料。

某些型號可能不需要這步驟，因為波
紋塑料板已經放置在電器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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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

● 如圖 1 所示，鬆脫 2 或 4 枚背面的運輸
螺絲（A）和移除 2 或 4 個平墊圈，橡膠
塞和塑料隔離管（B）。

● 如果是嵌入式型號，擰下 3 或 4 個運輸
螺絲（A）並取下 3 或 4 個平墊圈，橡膠
塞和塑料隔離管（B）。

在拆卸螺釘的過程中偶爾會有間隔管跌入

產品內部，可以向前傾斜洗衣機，並從地

板或機器底部內部取回 。

● 用說明書包中的 2 或 4 個塑料蓋，蓋住
打開的運輸螺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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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ALLATION 
l Remove the 2 or 4 transportation 

screws (A) on the back and 
remove the 2 or 4 flat washers, 
rubber bungs and plastic spacer 
tubes (B)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 

 

l If the washing machine is built-in, 
unscrew the 3 or 4 transportation 
screws (A) and remove the 3 or 4 
flat washers, rubber bungs and 
plastic spacer tubes (B). 

 

l During the removal of the screws 
occasionally spacer tubes fall 
inside the product, these can be 
remove by tilting the product forward 
and recovering them from the floor or 
inside the base of the machine. 

 

l Cover the open transportation screw 
holes with the 2 or 4 plastic caps 
included in the instruction bag. 

 

 
 

l Place the corrugated plastic sheet, 
found on top of the appliance during 
the unpacking process, into the base 
of the appliance as shown in figure 2 
(according to the model, consider 
version A, B or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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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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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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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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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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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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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keep packaging materials 
away from children. 
 

In some models this operation 
will not be necessary, because 
the corrugated plastic sheet 
will be already placed on the 
bottom of the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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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喉連接

● 只使用洗衣機隨附的軟管，將水管連接到

供水龍頭（圖 3）（不要重用舊軟管）。

● 某些型號可能包含以下一項或多項功能：

● 熱水和冷水（圖 4）：

水管連接冷熱水設置，以節省更多能源。

將灰色管連接到冷水龍頭 ，將紅色管連接

到熱水龍頭。洗衣機只能連接到冷水龍頭：

在這種情況下，某些程序可能會在幾分鐘後

啟動。

● AQUASTOP（圖 5）：

如果水管變質，位於供水管上的裝置，會阻

止水流 ; 在這種情況下，窗口“A”中會出現

一個紅色標記，必須更換水管。要擰下螺母，

請按下單向鎖定裝置“B”。

● AQUAPROTECT - 

備保護功能的供水管（圖 6）：

如果水從主內管“A”洩漏，透明密封護套

“B”將讓水流繼續直至洗滌程式完成。

在程式結束時，請聯繫客戶服務中心更換供

應管。

設定

洗衣機安裝的位置，注水軟管不能扭曲或阻

塞。 應使用彎曲的排水軟管支架，將波紋排

水軟管插入位於離地板 50 厘米至 85 厘米高

度的合適排水管中。 如果在水槽下連接，則

必須將排水軟管佈置在水槽手排水口之上，

以防止虹管倒吸。 必須注意避免扭曲或阻塞

排水軟管（圖 7）。（注意：此配件不包括

在某些型號的附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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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onnect the water hose to the water 
supply tap (fig. 3) only using the hose 
supplied with the appliance (do  not  
reuse old hose-sets). 

 
l SOME MODELS may includ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features:  
 

l HOT&COLD (fig. 4):  
water mains connection settings with hot 
and cold water for higher energy savings.  
Connect the grey tube to the cold water 
tap  and the red one to the hot water 
tap. The machine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cold water tap only: in this case, some 
programs may start a few minutes later.   

 

l AQUASTOP (fig. 5):  
a device located on the supply tube that 
stops water flow if the tube deteriorates; 
in this case, a red mark will appear in the 
window “A” and the tube must be 
replaced. To unscrew the nut, press the 
one-way lock device "B".   

 

l AQUAPROTECT – SUPPLY TUBE WITH 
GUARD (fig. 6):  
Should water leak from the primary 
internal tube "A", the transparent 
containment sheath "B" will contain water 
to permit the washing cycle to complete. 
At the end of the cycle, contact the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to replace the 
supply tube.  

 

 
 

l The washing machine should be installed 
in its final position such that the water fill 
hose is not kinked or trapped. The 
corrugated drain hose should be inserted 
into suitable drain pipe of between 50 cm 
and 85 cm height above the floor using 
the curved drain hose support. If an under 
sink connection is used the drain hose 
must be routed above the sink overfill 
opening to prevent back siphoning. Care 
must be taken to avoid kinking or trapping 
the drain hose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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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ORY SOLD SEPARATELY 
 

 

Hydraulic connections 
 

Setting 
 



● 使用機腳調校洗衣機水平如圖 8：
a）順時針轉動螺絲帽鬆開螺絲；
b）旋轉機腳升高或降低，直至它平穩安
放在地面上；  
c）轉動螺絲帽鎖定機腳位置，直到它碰
上了洗衣機的底部。
● 插好插頭。

洗衣劑抽屜

洗衣劑抽屜分為 3 格如圖 9：

- 在層格“ 1”放置預洗洗衣劑 ;

- 在層格“ ”放置特別添加劑，柔順
劑，衣服漿香劑等 ;

- 在層格“ 2”放置清洗洗衣劑。

在某些型號中還提供了一個液體洗滌劑杯

（圖 10）。請將它放在層格“ 2”中。

液體洗滌劑會在適當時間進入滾桶。選擇

“沖洗”程式後，杯子也可盛載漂白劑。

警告 :
如果需要更換電線，請聯繫客

戶服務中心。

警告 :
只放液體產品；洗衣機自動設

定在所有洗滌程式中的最後清

洗，加入添加劑。

警告 :
某些洗滌劑不是放在洗滌劑抽

屜，而是直接放在滾筒中使用

的分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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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vel the appliance using the feet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8: 
a. turn the nut clockwise to release the 

 screw;  
b. rotate the foot to raise or lower it until it 

 touches to the floor;  
c. lock the foot, screwing in the nut, until it 

 tightens against to the bottom of the 
 washing machine. 

l Plug in the appliance.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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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gent draw is split into 3 
compartments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9: 
 

l compartment "1": for prewash detergent; 
l compartment “ ”: for special additives, 

softeners, starch fragrances, etc.; 
 

 
 

l compartment "2": for washing detergent. 
 

A liquid detergent cup is also included IN 
SOME MODELS (fig. 10). To use it, place it 
in compartment "2". This way, liquid 
detergent will only enter the drum at the 
right time. The cup can also be used for 
bleach when the “Rinse” program is 
selected. 
 

 

 

 
 
 
 

2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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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contact the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should the power cord need 
replacement.  
 

Detergent drawer   
 

 WARNING:  
only use liquid products; the washing 
machine is set to automatically dose 
additives at each cycle during the last 
rinse. 
 

 WARNING: 
some detergents are not designed for 
use in the dispenser drawer but are 
supplied with their own dispenser that 
is placed in the drum directly. 
 

 WARNING: 
installation faults are not covered by 
the manufacturers warranty. 

警告 :

不正確安裝電器所導致的問題，

都不包括在製造商的保養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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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用指引

載入指引

當分類衣物時請確保：

- 檢查沒有金屬物件混在衣物中，如髮夾、

大頭針、硬幣；

- 扣好枕套，拉上拉鍊，綁好鬆帶和結好長

晨褸帶；

- 除下窗簾的滾輪、鈎或夾；

- 小心細讀衣物的洗衣標籤；

- 使用特別洗衣劑清除頑強污漬。

● 當清洗地毯，床單或其他重衣物，我們建

議最好不要使用旋轉乾衣程式。

● 清洗羊毛衣物時，檢查衣物標籤，確保衣

物可機洗。

給使用者實用建議

環保和經濟地使用洗衣機的指引。

用最大的洗衣量

為免浪費電力、用水和洗衣劑，我們建議你

使用最大的洗衣量。一次滿機洗衣量代替兩

次的半機洗衣量，可節省 50% 的能源。

你需要預洗嗎 ?

只適用於十分骯髒衣物 !

輕微至一般骯髒衣物不須預洗，這可節省 5

至 15% 的洗衣劑，時間和用水。

需要熱水清洗嗎 ?

洗滌前用去漬劑清除污漬，或把乾污漬浸

水，可減低使用熱水程式的需要。

用 60℃水溫來清洗衣物，可節省 50% 的能

源。

在使用乾衣程式前（洗衣乾衣機）：

● 在使用乾衣程式前，使用高速旋轉來減少

衣物中的含水量，來節省能源和時間。

以下是一份快速指南，提供各種溫度下清潔

劑使用的提示和建議。 在任何情況下，請

必須閱讀洗滌劑上的說明，以確保正確使用

和劑量。

清洗十分骯髒的白色衣物時，我們建議

使用 60°C 或以上的棉質程式和含有漂

白劑的普通洗衣粉（強效），這些漂白

劑在中 / 高溫下可提供良好的效果。

如果在低於 40°C 的溫度下清洗，我們

建議使用洗衣液或特別適合低溫清洗的

洗衣劑。

對於清洗羊毛或絲質，只能使用專為這

些衣物配製的洗衣劑。

40°C 和 60°C 之間的清洗，所用洗衣

劑的類型需要適合於衣物類型和骯髒程

度。

普通洗衣粉適用於具有十分骯髒的“白

色”或不退色衣物，而洗衣液或“顏色

保護”洗衣粉，則適用於輕度骯髒的顏

色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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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潔和保養

清潔洗衣機機身，只須濕布抹洗，防止使用

磨蝕，含有酒精成分和 / 或天拿水來清洗。

要保持良好的洗滌效果，我們建議定期清潔

洗衣劑抽屜和水泵過濾器。 還建議使用專

有清潔劑進行每月一次的服務清洗。

清潔抽屜

● 建議清洗抽屜，避免積聚清潔劑和添加劑

殘留物。

● 為此，用輕力抽出抽屜，用自來水清洗，

然後將其重新插入位置中。

●  確保虹吸蓋正確安裝。

清潔過濾網

●  洗衣機設有特別過濾網隔阻大件殘留物，

它們會阻塞排水管，如衣鈕或錢幣。

●  僅適用於某些型號：

拉出波紋的管，移除阻塞器和排水至器皿。

●  確保排空滾筒中所有的水。

●  在擰下過濾器之前，我們建議下面放一塊

吸水布以保持地板乾爽。當你移除時，過濾

器會滲出少量水 - 這是正常情況。

●  逆時針轉動過濾器至盡位。

●  拆卸並清潔過濾器 ; 清潔後以順時針方向

轉入。當無法再轉動，而手柄橫平時，過濾

器手柄被鎖定。在過濾器密封上塗抹少量皂

液有助於重裝。

●  按相反順序重複上述步驟，重新組裝所有

配件。

搬移或長時間不使用洗衣機

●  洗衣機長時間沒使用，應排去水管的所

有水。

●  拔掉洗衣機插頭。

●  將排水管從排水系統上拆下並夾在機器

後部並垂下，將水完全排入器皿中。

●  完成後，用排水系統固定排水管並夾住

在機器後部。

●  保持機門玻璃和墊圈清潔。

製造商保證僅包括產品的機械或電

氣故障。 由於處理，安裝或錯誤使

用而導致的故障不承保在範圍內，

並且可能需要支付任何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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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To clean the washing machine exterior, use 
a damp cloth, avoiding abrasives, alcohol 
and/or solvents. To maintain a good wash 
performance we recommend that the soap 
drawer and pump filters are regularly 
cleaned. A monthly service wash, using a 
proprietary cleaner is also recommended. 

 
 

 
l We recommend you clean the drawer to 

avoid accumulating detergent and 
additive residue.  

 
l To do this, extract the drawer using slight 

force, clean it with running water and 
reinsert it in its housing. 

 
l Ensure the siphon cap is correctly 

refitted. 
 

 
 
l The washing machine comes with a 

special filter able to trap large residue, 
such as buttons or coins, which could 
clog the drain.  

 
l ONLY AVAILABLE ON CERTAIN MODELS: 

pull out the corrugated hose, remove the 
stopper and drain the water into a 
container. 

 
l Ensure all the water has been emptied 

from the drum. 
 
l Before unscrewing the filter, we 

recommend you place an absorbent cloth 
under it to keep the floor dry. A small 
amount of water will come out of the filter 
as you remove it - this is normal. 

 
l Turn the filter counter-clockwise to the 

limit stop. 
 

l Remove and clean the filter; when 
finished, replace it turning it clockwise. 
The filter handle will be locked when it is 
not possible to turn any further and the 
handle is horizontal. Smearing a small 
amount of liquid soap on the filter seal will 
help refitting. 

 
l Repeat the previous steps in reverse 

order to reassemble all parts. 
 

 
 

 
 

l Should the washing machine be stored in 
an unheated room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drain all water from tubes.  

 

l Unplug the washing machine.  
 

l Detach the tube from the drainage 
system and clip on the rear of the 
machine and lower it, fully draining water 
into a bowl. 

 

l Secure the drain tube with the drainage 
system and clip on the rear of the 
machine when finished. 

 

l Keep the door glass and gasket clean. 
 

 
 

 

Drawer cleaning 
 

Filter cleaning  
 

Suggestions for moves or 
prolonged disuse  
 

The manufacturers warranty only 
covers faults within the product of a 
mechanical or electrical nature. 
Faults caused by handling, 
installation or miss use are not 
covered and may incur a charge for 
any repair visit to re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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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停止位置的程式旋鈕
開始 / 暫停按鈕
延遲開始按鈕
乾衣選項按鈕
快速 / 污漬程度按鈕
選項按鈕
溫度選擇按鈕
脫水速度按鈕
機門鎖
數字顯示
機門鎖顯示燈

A
B
C
D
E
F
G
H
G+H  
I
L

5. 快速使用指南
洗衣機根據洗滌的類型和數量自動調節水

位。該系統降低了能源消耗並節省了清洗時

間。

選擇程式
●  開啟洗衣機並選擇所需的程序。

●  如有必要，調整洗衣溫度，和按下所需的

“選項”按鈕。

●  按開始 / 暫停按鈕開始清洗。

●  在程式結束時，顯示屏上將顯示“完結”

訊號，或在某些型號上，所有清洗階段指示

燈將亮起。

●  關掉洗衣機。

對於任何類型的清洗，請參閱程序表並按照

指示的操作順序進行操作。

技術數據

水壓力：

最小 0.05 Mpa / 最大 0.8 Mpa

（在 10 秒內 0.05MPa 分配約 1 升的水）

旋轉 r.p.m：參閱銘牌。

電源輸入 / 電流保險絲 /

供電電壓：參閱銘牌。

6. 控鍵和程式

等到門鎖燈熄滅後才打開機門。

乾衣
如欲在清洗後自動開始乾衣程式，請使
用乾衣選擇按鈕選擇所需的程式。 或
你可以完成清洗，然後選擇乾衣程式和
衣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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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設有停止位置程式選鈕

● 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開始已選程式。

● 當程式進行時，程式選鈕停在已選程式，

直到程式結束。

● 程式結束時，顯示屏會出現“ 完結”，

待“ 門鎖”燈將熄滅，才能打開門了。

● 轉動選鈕至關，關掉洗衣機。

暫停洗衣機

● 按著“開始 / 暫停”約兩秒（一些指示

燈和剩餘時間顯示將閃動，表示洗衣機已

暫停）。

● 再次按著“開始 / 暫停”按鈕，從暫停

位置重新啟動程式。

取消程式
● 要取消程式，設置選掣至關位置。

● 等 2 分鐘，直至安全裝置解鎖機門。

延遲開始按鈕

● 此按鈕讓你預設清洗程式，延遲 24 小時

開始程式。

“開始 / 暫停”按鈕

● 按下開始已選程式。

插入插頭時請勿觸摸顯示屏，因為洗衣

機會在最初的幾秒對系統進行校準：如

觸摸顯示屏，洗衣機無法正常工作。在

這種情況下，請拔下插頭並重複操作。

當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清洗程

式在幾秒後開始運作。

安全理由，在某些清洗程式階段中，
需要待水位低於低位邊緣，和溫度低
過 45°C 時才能打開門。 如果遇到這
情況，請在打開門之前等待門鎖燈熄
滅。

當程式選鈕把顯示屏亮起，顯示已選程

式設定。

為了節省能源，在程式結束或不使用期

間，顯示亮度會降低。

注意：要關閉機器，把程式選鈕轉至

“關”的位置。

在每個程式完結後，或在另一個已選
程式開啓前，請將程式選鈕轉至“關”
的位置。

在選擇“開始 / 暫停”按鈕之前關上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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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以下程序可以延遲開始 :

- 選擇所需的程式。

- 按按鈕一次啟動它 (h00 出現在顯示屏 ) 然

後再次按動去設定延遲 1 小時 (h01 出現在

顯示屏 ) ; 每次按按鈕預設延遲多 1 小時，

直至 h24 出現在顯示屏，再次按動按鈕會重

設延遲至零。

- 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進行確認。 延遲倒數

開始，完成後程式會自動啟動。

●   轉動程式選擇至“關”的位置，可以取消

延遲啟動。

如果洗衣機運行時電源有中斷，當電源恢復

時，它將從關閉狀態階段繼續。

● 自動洗滌 / 乾衣程式：

根據衣物類型選擇洗滌程式後，按此按鈕

選擇乾衣烘乾程度。 在洗滌程式結束時，

選定的乾衣程式將自動啟動。

如果洗滌程式與選擇的自動乾衣不兼容，

此功能則不會啟動。

在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之前，應該

選擇選項按鈕。 如果選擇與選定程式

不兼容的選項，則選項指示燈會先閃爍

然後熄滅。

將程式選擇器扭到“關閉”位置也可以

取消乾衣程式。 在打開門之前，需要

等待冷卻階段結束（10/20 分鐘）及門

鎖燈熄掉。

如果超出程式表中指示的最高衣物

量，乾衣效果不會理想。

● 如果想在程式啟動前刪除選項，請重複

按下按鈕，直到指示燈熄滅或將程式選擇

器重新扭至“關閉”位置。

● 只供乾衣程式：

用旋鈕選擇所需的乾衣程式，按此按鈕可

以選擇與設定不同乾衣程度（羊毛乾衣程

式除外）。

● 要在乾衣階段取消程式，請按下按鈕約

3 秒鐘。

● 程式結束時顯示屏上將出現“完結＂，

門鎖指示燈熄滅後，才可以打開機門。

乾衣選擇按鈕

警告 :

取消乾衣程式後，冷卻階段將

開始，請等待大約 10/20 分鐘

後再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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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選擇按鈕

●   此按鈕讓你更改清洗程式的溫度。

●   為了保護衣物，不建議使用超過程式

設定的最高溫度。

●   如果要進行冷洗，必須關閉所有指示器。

  旋轉脫水速度按鈕

●   按此按鈕可以降低最高速度，甚至取消

旋轉脫水程式。

●   如果標籤未有具體說明，則可以使用程

式的最高速度。

●   要重啟脫水程式，請按按鈕直到理想的

旋轉速度。

●   可以在不暫停洗衣機的情況下更改旋轉

速度。

為防止損壞衣物，速度不可能超過程
式最高限制。

●   此功能適用於兒童服裝和清洗嚴重骯髒

的衣物，運行中使用大量的洗衣劑，或用

於清洗毛巾物品，纖維等易藏有洗衣劑的

衣物。

- 衛生 +

設定 60°C 時生效。此選項可在整個清洗滌

過程中保持相同的溫度並進行深度清潔衣

服。

使用此按鈕讓你根據已選程式，在兩個不

同選項之間選擇。

-  快速

當你選擇旋鈕上的程式快速（14-30-44 分

鐘）後，你可以選擇三個其中一個時段。

-  污漬程度按鈕 

●   當選擇了程式，該程式設定清洗時間會

自動顯示。

●   此選項讓你根據衣物骯髒程度（只能使

用在程序表中顯示的某些程式）來選擇 3

種清洗強度等級，以修改程式的時間。

此按鈕讓你在三個不同的選項之間選擇：

- 預洗

●    此選項讓你進行預洗，特別對付嚴重骯

髒衣物（只能在程序表中顯示的某些程序

上使用）。

●   我們建議你按需要調整使用洗衣劑包裝

上推薦使用量。

 

額外沖水

●   此選項讓你在清洗程式結束時添加一次

沖洗，適用於皮膚纖柔和敏感的人，少量

的洗滌劑殘留物會引起刺激或過敏。

快速 / 骯髒程度按鈕

    選項按鈕 



按鍵鎖

●   同時按下“溫度選擇”和“旋轉速度”

按鈕約 3 秒鐘，可以鎖定洗衣機。避免在

程式中意外地按下顯示屏上的按鈕，造成

意外或不必要的更改。

●   只需同時按下兩個按鈕或關掉洗衣機，

即可簡單地取消按鍵鎖。

過量加入洗衣劑會導致過多的泡沫。
如果洗衣機檢測到過多的泡沫，則可
能會修正脫水時段或延長程式的時間
並增加耗水量。

洗衣機配有一個特別的電子裝置，可
以在衣物不平衡時防止脫水程式。 這
樣可以降低機器的噪音和振動，從而
延長洗衣機的使用壽命。

選擇開始 / 暫停按鈕之前，請關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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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洗衣機機門關閉時按開始 / 暫停，指示

燈將瞬間閃動然後亮著。 

●   在門關閉的情況下，在機器上按開始 / 暫

停時，指示燈將短暫閃爍然後點亮。

2）旋轉速度
這顯示了所選程式的旋轉速度，可以使用
相關按鈕更改或取消旋轉速度。

3）清洗溫度指示燈
這顯示了所選程式的清洗溫度，可使用相
關按鈕更改（在容許下）。

如果要進行冷洗，所有指示燈會關閉。 

4）程式時間 
●   選擇程序後，顯示屏會自動顯示程式時

間，視乎所選的選項而改變。

●   當程式啟動後，會持續通知你清洗完結

的剩餘時間。

●   洗衣機會根據衣物量計算到所選程式

結束的時間，洗衣機會更正適合衣物量和

衣物種類的時間。

   設定顯示
   
顯示屏的指示燈可讓你不斷了解洗衣機的

狀態。

 

1）門鎖指示燈

●   當門完全關閉時，指示燈亮著。

如果沒關好閉門，指示燈會繼續閃動
約 7 秒鐘，此後啟動指令將自動取消。 
在這種情況下，請以適當的方式關閉
門，並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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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EY LOCK INDICATOR LIGHT
The indicator light show that the keys are
locked.

6) STAIN LEVEL INDICATOR LIGHT
The indicator light shows the selection of
the relevant option.

7) Kg MODE (function active only on
certain programmes)

lDuring the first minutes of the cycle, the
"Kg MODE" indicator remain on while the
intelligent sensor will weigh the laundry
and adjust the cycle time, water an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ccordingly.

lThrough every wash phase "Kg MODE"
allows to monitor information on the wash
load in the drum and in the first minutes
of the wash it:

- adjusts the amount of water required;

- determines the length of the wash cycle;

- controls rinsing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fabric selected to be washed it;

- adjusts the rhythm of drum rotation for
the type of fabric being washed;

- recognizes the presence of lather,
increasing, if necessary, the amount of
water during rinsing;

- adjusts the spin speed according to the
load, thus avoiding any imbalance.

8) DRYING SELECTION INDICATOR LIGHTS
The indicators display the degrees of
dryness that can be selected by the
relevant button:

Automatic drying programmes

EXTRA DRY
(suitable for towels, bathrobes and
bulky loads).

IRON DRY
(that leaves the laundry ready for
ironing).

CUPBOARD DRY
(for items that will be put away
without ironing).

Timed drying programmes

120'  
90' 
60' 
30'

They may be used to select timed
drying programmes.

Cool down phase

Activated during the final cool down
period, in the last 10/20 minutes of
each drying phase.

9) OPTIONS INDICATOR LIGHTS

The indicator lights show the option that
can be selected by the relevant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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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鍵鎖指示燈
指示燈顯示代表按鍵已鎖定。 

6）污漬程度指示燈
●   指示燈將自動顯示該程式的污漬程度設

定。

7）載重模式（只在某些程式上有效） 
●   在程式的首幾分鐘，“ 載重模式”指示燈

保持亮著，而載量感應器會量度衣物和調

整程式時間，水和耗電量。 

●   在每個清洗階段，“ 載重模式”讓你監

察滾桶中的衣物及首幾分鐘的清洗：

- 調整所需的水量；

- 確定清洗程式的時間；

- 根據要清洗的衣物類型控制沖洗； 

- 根據要清洗衣物類型，調節滾桶旋轉的節

奏；

- 識別泡沫的存在，必要時增加沖洗過程的

注水量；

- 根據衣物調整旋轉速度，保持滾桶平衡。

8）乾衣選擇指示燈 

指示燈顯示，使用按鈕選擇的乾衣程度：

8）自動乾衣程式 

9）選項指示燈 

指示燈顯示，使用按鈕選擇的相關選項。

計時乾衣程式 

冷凍階段

可選擇計時乾衣程式 。 

在每個乾衣階段最後 10/20 分鐘，

最終冷卻階段就會啟動。 

特強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衣物）。

燙乾

（預備給需要熨斗處理的衣物）。

乾衣

（不用熨斗處理且可直接收藏衣物）。



程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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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MAX.) * 

1) 

2
1

 (see control panel)  

      
(MAX.) 2  1 

 Whites 
2) 
4) 6 6 7 8 8 9 90°   ( ) 

 Cotton** 
2) 
4) 6 6 7 8 8 9 60°   ( ) 

 Jeans 
4) 

3 3 3 3 3 3 40°    

 Eco 20°C 4) 
 6 6 7 8 8 9 20°    

 Mixed 
2)
4) 3 3 3,5 4 4 4,5 60°   ( ) 

Delicates 2 2 2,5 2,5 2,5 2,5 40°    

Rinse - - - - - - -    

Spin - - - - - - -    

Drain - - - - - - -    

 Rapid 3) 4) 

14' 1 1 1 1,5 1,5 1,5 30°    

30' 2 2 2,5 2,5 2,5 2,5 30°    

44' 3 3 3 3,5 3,5 3,5 40°    

 Shirts 
2) 
4) 3 3 3,5 4 4 4,5 30°   ( ) 

Wool 1 1 1 2 2 2 40°    

Handwash 1 1 1 2 2 2 30°    

  3 3 3,5 4 4 4,5 -    

 4 5 5 5 6 6 -    

 
 

Table of programmes 
 
 
 

程式

恤衫

羊毛

手洗

低溫

高溫

牛仔布料

除污 20℃

旋轉脫水

排水

快速

白色衣物

棉質

混合

纖柔

過水

( 參看控制面板 )

最高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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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這些注意事項：

* 根據使用的型號，衣物處理的最大裝載量

（請參閱控制面板）。

（只適用於設有洗衣液層格的型號）

當需要使用漂白液處理少量衣物污漬時，可

以使用洗衣機初步除污。

將漂白液倒入漂白液容器中，放入隔室內標

有“ 2”的洗衣劑盒中，並選擇特別過水程

式。

該階段結束後，把程式選擇器扭轉至關閉，

放入其他衣物，然後選擇最合適的程式正常

清洗。

●   只有選擇了預洗選項才可使用（帶有預洗

選項的程式可用）。

1）選擇程式後，顯示屏上顯示合適的清洗

溫度，可使用相關按鈕降低水溫（在容許的

情況下）。

2）對於顯示的程式，你可以使用污漬程度

按鈕調整清洗的時間和強度。

3）在旋鈕上選擇快速程式，可以使用快速

按鈕選擇 14'，30' 和 44' 中的快速程式之一。

4）自動乾衣程式。

測試實驗室的資料

（參考 EN 50229 標準）

清洗
使用程序 **，選擇最大衣物骯髒程

度，最高旋轉速度和 60° C 的溫度。

程式也建議以較低溫度測試。

乾衣
選擇棉質洗衣程式並輔以乾衣程式

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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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選項

為了清潔不同類型衣物和各種骯髒程度污漬，

洗衣機有特定的程式符合需要（參見程序表）。

白色衣物

強力清洗，最終旋轉最高速可以有效地清潔衣物。

棉質

該程式適用於清潔一般骯髒的棉質衣物，而且

清洗棉質衣物的用量和水消耗量而言，它是最

有效的程式。

牛仔布料

這程式以最高質素清潔牛仔布等織物：非常適

合去除污垢而不影響衣物的彈性。

除污 20℃

這種創新程式，可以讓你在 20℃清洗不同布

料和顏色，如棉質，合成纖維和混合衣物，並

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清潔效果。這個程式消費大

約是以往 40℃棉質清洗的 40％。

混合

以恰當的速度和節奏運作滾桶旋轉和水位，以

確保減少衣物摺痕。

纖幼衣物

這程式減少了滾桶旋轉，特別適合或清洗纖幼

衣物。 清洗程式和過水用高水量清洗，以確

保效果。

沖洗

這程式進行 3 次沖洗，在中間會有旋轉脫水

（可使用適當的按鈕減少或刪除）。這沖洗可

用於任何類型的衣物，例如在手洗後。

旋轉脫水

" 旋轉脫水 " 程式進行最高速旋轉脫水，可以

使用旋轉速度按鈕刪除或減低旋轉。

排水

這程式將積水排出。

快速（14-30-44 分鐘）

清洗程式適用於衣量低和輕微骯髒的衣物。

建議使用此程式時減少洗衣劑量，避免浪費。 

選擇快速程式並按下按鈕，你可以在三個程式

選擇其一。

恤衫

清洗程式減少摺痕，保持極佳的清洗效果。 

還可以進一步降低旋轉速度，以確保更容易熨

衣。

羊毛

這是可用洗衣機清洗羊毛衣物的專用程式，或

手動清洗物品。

手洗

此程式只適用於手洗衣物，程式以 3 沖洗和慢

旋速結束。

乾衣

滾桶在乾衣過程中會改變旋轉方向，以防止衣

物 纏結並達致更佳乾衣效果。在乾衣程式運

作的最後 10/20 分鐘期間，冷空氣會導入以減

少褶皺。

混合（低溫）

適用於合成纖維和混合纖維的低溫乾燥程序

（請務必參閱洗衣護理標籤）。

棉質（高溫）

推薦用於棉質和亞麻製品的高溫烘乾程序

（請務必參閱洗衣服務標籤）。

警告 :
在開始滾桶乾衣程式之前，必須取出滾

桶內的載有濃縮粉末和液體洗滌劑的容器。



7. 乾衣

乾衣指引建議適合一般性的操作，使用該產品

的實際經驗將幫助你達到最佳乾衣效果。

● 我們建議在首次使用本產品時，使用較指

示短的乾衣時間，以確定需要的乾衣程度。

● 我們建議不要烘乾容易磨損的織物，如地

毯或多層服裝，以避免風管堵塞。

● 我們建議按以下方法分類衣物：

- 服裝標籤上顯示的乾衣護理符

           適合烘乾。

           高溫烘乾。

           僅在低溫下烘乾。

           不要烘乾。

-  按尺寸和厚度

每當洗衣量大過乾衣量時，根據厚度分類衣

服（例如，薄內衣的毛巾）。

- 以衣物類

棉 / 亞麻布：毛巾，棉汗布，床和桌布。

合成材料：由聚酯或聚酰胺製成的襯衫，襯

衫，工作服等，以及棉花 / 合成混合物。

● 只乾預先旋轉脫水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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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RYING CYCLE
lDrying guidance advice is general, but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using the product
will help you to achieve the best drying
results.

lWe recommend setting a lower drying
time than indicated, when first using the
applian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degree
of dryness required.

lWe recommend not drying fabrics that
fray easily, such as rugs or garments with
a deep pile, in order to avoid air duct
clogging.

lWe recommend that you sort the laundry
by the following methods:

- By drying care symbols, which are
displayed on the clothing labels

 
Suitable for tumble drying.

 Tumble dry at high temperature.
 

 Tumble dry at low temperature only.

 DO NOT tumble dry.
 

- By size and thickness
Whenever the wash load is bigger than
the drying capacity, separate the clothes
according to thickness (e.g. towels from
thin underwear).

- By fabric type
Cottons/linen: towels, cotton jersey, bed
and table linen.
Synthetics: blouses, shirts, overalls, etc.
made of polyester or polyamide, as well
as for cotton/synthetic mixes.

lOnly dry pre-spun laundry.

lOpen the door.

lFill with the laundry, not exceeding the
maximum drying load indicated in the
programme table. For large items (e.g.
sheets) or very absorbent items (e.g.
towels or jean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duce the load.

l Close the door.

lTurn the programme dial to the more
suitable drying programme for your laundry.

lThe washer dryer can perform the
following types of drying:

- Low temperature drying programme
recommended for mixed fabrics
(synthetics/cotton) synthetic fabrics.

- High temperature drying programme
recommended for cotton, terry
toweling, linen, hemp fabrics, etc....

lSelect the degree of dryness that you
require:

EXTRA DRY
(suitable for towels, bathrobes and
bulky loads).

IRON DRY
(that leaves the laundry ready for
ironing).

CUPBOARD DRY
(for items that will be put away
without ironing).

l If you wish to select a timed drying
programme, press the DRYING
SELECTION button until the required
time indicator lights up.

If the fabric does not have a care label,
you should assume that it is not
suitable for drying.

The correct way to dry

●乾衣指引建議適合一般性的操作，使用

該產品的實際經驗將幫助你達到最佳乾衣效

果。

●我們建議在首次使用本產品時，使用較指

示短的乾衣時間，以確定需要的乾衣程

度。

● 我們建議不要烘乾容易磨損的織物，如地

毯或多層服裝，以避免風管堵塞。

● 我們建議按以下方法分類衣物：

-服裝標籤上顯示的乾衣護理符

適合烘乾。

高溫烘乾。

僅在低溫下烘乾。

不要烘乾。

按尺寸和厚度
每當洗衣量大過乾衣量時，根據厚度分類衣

服（例如，薄內衣的毛巾）。

- 以衣物類
棉 /亞麻布：毛巾，棉汗布，床和桌布。

合成材料：由聚酯或聚酰胺製成的襯衫，襯

衫，工作服等，以及棉花 / 合成混合物。

● 只乾預先旋轉脫水的衣服。

● 打開機門。

● 請注意衣物，不要超過程式表中指示的最

大乾衣量。 對於大件物品（例如床單）或

非常吸水的物品（例如毛巾或牛仔褲），最

好減少衣物。

●關上機門。

● 將程式轉盤轉到更多適合洗衣的乾衣程

式。

●洗衣乾衣機有以下乾衣類型：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毛衣(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混合織物（合成纖維 / 棉）化纖織

物（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高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棉質，毛巾，麻質，麻織物等 ...

（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選擇你的乾衣程度要求：

  正確乾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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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衣物沒有護理標籤，則應該視為不

適合乾衣。

選擇羊毛乾衣程式，不可能選擇與設定

不同的乾衣程度。

7.. 乾衣

強力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貨物）。

燙乾

（給衣物準備熨燙）。

衣櫃烘乾

（適用於衣物完成乾衣程式時直接文

入衣櫃內）。

  正確乾衣方法

● 打開機門。

● 請注意衣物，不要超過程式表中指示的最

大乾衣量。 對於大件物品（例如床單）或

非常吸水的物品（例如毛巾或牛仔褲），最

好減少衣物。

● 關上機門。

● 將程式轉盤轉到更多適合洗衣的乾衣程

式。

● 洗衣乾衣機有以下乾衣類型：

         -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混合織物（合成纖維 / 棉）化纖織

物（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高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棉質，毛巾，麻質，麻織物等 ...

（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選擇你的乾衣程度要求：

● 如果你想選擇計時乾衣程式，按下乾衣選擇

按鈕直至所需時間顯示燈亮著。

特強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衣物）。

燙乾

（預備給需要熨斗處理的衣物）。

乾衣

（不用熨斗處理且可直接收藏衣物）。

如果衣物沒有護理標籤，則視為不適合

乾衣。

●乾衣指引建議適合一般性的操作，使用

該產品的實際經驗將幫助你達到最佳乾衣效

果。

●我們建議在首次使用本產品時，使用較指

示短的乾衣時間，以確定需要的乾衣程

度。

● 我們建議不要烘乾容易磨損的織物，如地

毯或多層服裝，以避免風管堵塞。

● 我們建議按以下方法分類衣物：

-服裝標籤上顯示的乾衣護理符

適合烘乾。

高溫烘乾。

僅在低溫下烘乾。

不要烘乾。

按尺寸和厚度
每當洗衣量大過乾衣量時，根據厚度分類衣

服（例如，薄內衣的毛巾）。

- 以衣物類
棉 /亞麻布：毛巾，棉汗布，床和桌布。

合成材料：由聚酯或聚酰胺製成的襯衫，襯

衫，工作服等，以及棉花 / 合成混合物。

● 只乾預先旋轉脫水的衣服。

● 打開機門。

● 請注意衣物，不要超過程式表中指示的最

大乾衣量。 對於大件物品（例如床單）或

非常吸水的物品（例如毛巾或牛仔褲），最

好減少衣物。

●關上機門。

● 將程式轉盤轉到更多適合洗衣的乾衣程

式。

●洗衣乾衣機有以下乾衣類型：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毛衣(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混合織物（合成纖維 / 棉）化纖織

物（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高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棉質，毛巾，麻質，麻織物等 ...

（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選擇你的乾衣程度要求：

  正確乾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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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衣物沒有護理標籤，則應該視為不

適合乾衣。

選擇羊毛乾衣程式，不可能選擇與設定

不同的乾衣程度。

7.. 乾衣

強力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貨物）。

燙乾

（給衣物準備熨燙）。

衣櫃烘乾

（適用於衣物完成乾衣程式時直接文

入衣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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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衣指引建議適合一般性的操作，使用

該產品的實際經驗將幫助你達到最佳乾衣效

果。

●我們建議在首次使用本產品時，使用較指

示短的乾衣時間，以確定需要的乾衣程

度。

● 我們建議不要烘乾容易磨損的織物，如地

毯或多層服裝，以避免風管堵塞。

● 我們建議按以下方法分類衣物：

-服裝標籤上顯示的乾衣護理符

適合烘乾。

高溫烘乾。

僅在低溫下烘乾。

不要烘乾。

按尺寸和厚度
每當洗衣量大過乾衣量時，根據厚度分類衣

服（例如，薄內衣的毛巾）。

- 以衣物類
棉 /亞麻布：毛巾，棉汗布，床和桌布。

合成材料：由聚酯或聚酰胺製成的襯衫，襯

衫，工作服等，以及棉花 / 合成混合物。

● 只乾預先旋轉脫水的衣服。

● 打開機門。

● 請注意衣物，不要超過程式表中指示的最

大乾衣量。 對於大件物品（例如床單）或

非常吸水的物品（例如毛巾或牛仔褲），最

好減少衣物。

●關上機門。

● 將程式轉盤轉到更多適合洗衣的乾衣程

式。

●洗衣乾衣機有以下乾衣類型：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毛衣(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混合織物（合成纖維 / 棉）化纖織

物（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高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棉質，毛巾，麻質，麻織物等 ...

（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選擇你的乾衣程度要求：

  正確乾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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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衣物沒有護理標籤，則應該視為不

適合乾衣。

選擇羊毛乾衣程式，不可能選擇與設定

不同的乾衣程度。

7.. 乾衣

強力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貨物）。

燙乾

（給衣物準備熨燙）。

衣櫃烘乾

（適用於衣物完成乾衣程式時直接文

入衣櫃內）。



● 根據所選的衣物重量和乾衣類型，洗衣乾

衣機將計算乾衣所需的時間和衣物中剩餘的水

分。

● 檢查是否已開水龍頭，排放軟管的位置是否

正確。

● 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顯示屏將顯示剩餘

的乾衣時間）。

● 乾衣程式指示燈亮起，直到冷卻階段開始和

相應的指示燈亮起。 

● 程式結束後，顯示屏上將出現“END”字。

5 分鐘後，電器將進入待機模式（在某些型號

上，顯示屏會顯示兩行）。

● 將程式選擇器轉到“關閉”位置關閉機器。

● 打開門並取出衣物。

● 關掉水龍頭。

取消乾衣程式
● 要取消乾衣程式，請按住乾衣選擇按鈕約

3 秒鐘。

為確保洗衣機正確操作，非必要時，建議不要

中斷乾衣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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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不要烘乾衣物備有特別墊褥（例如棉被，

外套，等等）和非常細緻的衣料。

如果衣物需要滴乾 / 烘乾，放入較少衣物

量，以防止摺痕。 警告 :

取消乾衣程式後，冷卻階段將開始，必

須等待大約 10/20 分鐘才能打開門。

洗衣機根據所選程式的標準衣物量

計算結束時間。 在此程式中，洗衣

機會根據衣物量的多少和組合來更

改時間。

在乾衣階段，滾桶將加速到更高的

速度，以分佈衣物並得到最佳乾衣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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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動清洗 / 乾衣程式衣

清洗

● 打開抽屜並放入適量的洗衣劑。

● 請參閱要清洗衣物的清洗程式表（例如非常

骯髒的棉質）並將選擇器旋鈕轉至所需程式。

● 如有必要調整洗衣溫度。

● 按下選項按鈕（如果需要）。

● 檢查是否打開了水龍頭，並且正確放好排放

軟管。

乾衣

● 選擇你需要的乾衣程度：

           

● 如果你想選擇時限乾衣程式，按下乾衣選擇

按鈕直至所需時間顯示燈亮著。

● 按下開始 / 暫停按鈕。

● 在洗滌階段結束時，顯示屏將顯示剩餘的乾

衣時間。

● 當程式結束時，顯示屏上將出現“End”字

樣。 5 分鐘後，洗衣機將進入待機模式（在

某些型號上，顯示屏將顯示兩行）。

● 將程序選擇器轉到“關閉”位置關閉機器。

● 打開門並取出衣物。

● 關掉水龍頭。

取消乾衣程式

● 要取消乾衣程式，請按住乾衣選擇按鈕約

3 秒鐘。

為確保洗衣機正確操作，非必要時，建議不要

中斷乾衣階段。

不能超過程式表中的最大洗衣量，否

則乾衣效果不能達致滿意效果。

●乾衣指引建議適合一般性的操作，使用

該產品的實際經驗將幫助你達到最佳乾衣效

果。

●我們建議在首次使用本產品時，使用較指

示短的乾衣時間，以確定需要的乾衣程

度。

● 我們建議不要烘乾容易磨損的織物，如地

毯或多層服裝，以避免風管堵塞。

● 我們建議按以下方法分類衣物：

-服裝標籤上顯示的乾衣護理符

適合烘乾。

高溫烘乾。

僅在低溫下烘乾。

不要烘乾。

按尺寸和厚度
每當洗衣量大過乾衣量時，根據厚度分類衣

服（例如，薄內衣的毛巾）。

- 以衣物類
棉 /亞麻布：毛巾，棉汗布，床和桌布。

合成材料：由聚酯或聚酰胺製成的襯衫，襯

衫，工作服等，以及棉花 / 合成混合物。

● 只乾預先旋轉脫水的衣服。

● 打開機門。

● 請注意衣物，不要超過程式表中指示的最

大乾衣量。 對於大件物品（例如床單）或

非常吸水的物品（例如毛巾或牛仔褲），最

好減少衣物。

●關上機門。

● 將程式轉盤轉到更多適合洗衣的乾衣程

式。

●洗衣乾衣機有以下乾衣類型：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毛衣(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低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混合織物（合成纖維 / 棉）化纖織

物（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 高溫乾衣程式

適用於棉質，毛巾，麻質，麻織物等 ...

（程式轉盤上的符號       ）。

●選擇你的乾衣程度要求：

  正確乾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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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衣物沒有護理標籤，則應該視為不

適合乾衣。

選擇羊毛乾衣程式，不可能選擇與設定

不同的乾衣程度。

7.. 乾衣

強力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貨物）。

燙乾

（給衣物準備熨燙）。

衣櫃烘乾

（適用於衣物完成乾衣程式時直接文

入衣櫃內）。

特強乾衣

（適用於毛巾，浴袍和大件衣物）。

燙乾

（預備給需要熨斗處理的衣物）。

乾衣

（不用熨斗處理且可直接收藏衣物）。

警告 :

取消乾衣程式後，冷卻階段將開始，必

須等待大約 10/20 分鐘才能打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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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解疑難和保證

如果你認為洗衣機運作不正常，請參閱下面快速指南，提供一些有關如何解決最常見問題

的實用指示。

錯誤代碼格式

●   設有顯示的型號：錯誤由前面帶字母“E”的數字顯示

（例如：E2 = 錯誤 2）。
●   沒有顯示屏的型號：LED 燈的一系列閃爍顯示錯誤。

閃爍次數顯示錯誤代碼，然後暫停 5 秒
（例如：兩次閃爍 - 暫停 5 秒 - 兩次閃爍 - 重複 = 錯誤 2）。

E2（設顯示屏）
2 次閃爍的 LED
（沒有顯示屏）

E3（設顯示屏）
3 次閃爍的 LED
（沒有顯示屏）

問題 : 可能成因 / 處理措施  :

洗衣機無法加載水。

確保供水龍頭打開。

確保供水軟管沒有彎曲，扭結或阻塞。

確保排水管處於適當的高度（參見安裝部分）。

關閉供水龍頭，從洗衣機背面擰下過濾網軟管，確保“防沙粒”過濾

器清潔乾淨。

檢查過濾器是否堵塞或過濾器隔層內是否有異物，阻礙水正常流動。

洗衣機不排水。

檢查過濾器是否堵塞或過濾器隔層內是否有異物，阻礙水正常流動。

確保排水軟管沒有彎曲，扭結或阻塞。

確保家居排水系統沒有堵塞，水暢通無阻。 盡量排乾水至水槽。

E4（設顯示屏）
4 次閃爍的 LED
（沒有顯示屏）

泡沫和 / 或水太多了。

確保正確使用洗滌劑量，洗滌劑設計用於洗衣機。

E7（設顯示屏）
閃爍 7 次 LED
（沒有顯示屏）

機門有問題。

確保門正確關閉。

確保滾筒內的衣物沒有阻塞機門關閉。

如果門被鎖定，請關閉並拔掉洗衣機的電源插頭，等待 2-3 分鐘，然

後重新打開門。

任何其他代碼 關閉並拔掉洗衣機的電源插頭，等一分鐘。 啟動洗衣機並重新啟動

程式。 如果再次出現錯誤，請直接聯繫授權客戶服務中心。



洗衣機不能運作

/ 啟動

洗衣機附近洩漏
水

問題 :

其他問題 :

可能成因 / 處理措施  :

確保已插好電源插座。

確保電源已開。

確保牆壁插座正常運作，並使用另一個電器如燈具進行測試。

可能未關閉機門：請再次打開和關閉機門。

檢查是否正確選擇了所需的程式並按下了啟動按鈕。

確保洗衣機不是在暫停或延時模式。

標準製造商保證包括由於製造的的產品出現電氣或機械故障引起的故障。 如果發現

故障是由產品外部因素引起的，錯誤使用或由於未遵循使用說明而導致的，可能導致

保養失效並會收取維修費用。

這可能是由於水龍頭，供水軟管和進水閥之間的密封洩漏造成的 ; 在

這種情況下，請更換並正確擰緊軟管連接。

確保正確關閉前部過濾器。

洗衣機不能旋轉
脫水

洗衣機配有檢測系統，可在旋轉前衣物不平衡時，保護衣物和產品機

器免受損壞。

這可能導致： - 

•機器嘗試平衡衣物，增加旋轉時間。

•降低旋轉速度，減少振動和噪音。

•旋轉程式中止以保護機器和衣物，。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請移除衣物，再次加入衣物並重新啟動旋轉程

式。

這可能是因為還沒有完全排乾水：等幾分鐘。 如果問題持續，請參

閱錯誤 3 部分。

某些型號包含“無旋轉”功能：確保沒有揀選。

檢查選擇了哪些選項及會否對旋轉程式有影響。

過量的洗滌劑會阻礙旋轉程式，確保使用正確洗滌劑量。

在旋轉程式中會

聽到強烈的振動 /

噪音

洗衣機可能沒有完全平放：如有必要，請按照特定部分的說明調整支

腳。

確保移除了運輸螺釘，橡膠塞和間隔管。

確保滾筒內沒有異物（硬幣，鉸鏈，按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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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含磷酸鹽的生態清潔劑可能會導致以

下影響：

-  排水污濁：排出的污水可能出現漂浮物 ; 

這不會影響沖水的效果。

-  結束清洗時衣物附有的白色粉末（沸石）：

這是正常的，粉末不會被衣物吸收而且不會

改變顏色。

要去除沸石，請選擇沖洗程式。 將來考慮

使用少量洗衣劑。

- 最後沖洗時在水中起泡：這並不表示沖洗

效果差。

請考慮在未來清洗中使用較少的洗滌劑。

- 泡沫過量：這通常是由於洗滌劑中內有過

量活性劑並難以從衣物中除去的。

在這種情況下，不要重新沖洗：它根本沒效

果。

我們建議使用專有清潔劑進行保養清洗。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或者懷疑有故障，請立即

聯繫授權客戶服務中心。

建議使用我們的授權客戶服務中心提供的原

裝配件。

通過在此產品上標記 ，我們確認符
合適用於本產品立法的所有相關歐洲安

全，健康和環境要求。

製造商不負責任何小冊子的印刷錯誤。此

外，它還保留不改變其基本性能情況下，

對其產品進行任何有用更改的權利。

保證

洗衣機根據產品隨附的保養證書上規

定的條款和條件提供保養。 必須儲存

保養證書，以便在需要時提供給授權

客戶服務中心。 你還可以在我們的網

站上查看保養條款。 如需提供協助，

請填寫網上表格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

務熱線與我們聯繫。



 

4/F, DCH Building, 20 Kai Cheung Road, Kolwoon Bay, Hong Kong
香港九龍啟祥道20號大昌行集團大廈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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