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3.

洗碗机必须正确连接电源、进水以及排水，否则无法正常
运转，请按照下面说明进行安装。

4.

操作图示
①逆时针拧开加盐口盖

收货检查
请拆除本机的包装箱、泡沫等包装品，取出机器内部塑料泡沫垫块等。每台洗碗机出厂
前都接受过彻底的功能测试，因此机器内部留下少量的水或水痕，属于正常现象。

家用全自动洗碗机

安装位置及留孔尺寸
切勿用洗碗机做其它事情，切勿坐或站在洗
碗机的门体或者餐具支架上。

目

以上系列型号，可通用此说明书
产品外观请以实物为准

录

1.安全注意事项

洗碗机专用洗涤普通家用餐具，切勿用洗碗
机清洗汽油、油漆、铁锈、腐蚀剂或酸碱化学
品污染的餐具。
洗碗粉（块）/漂洗剂，

2.技术数据/装箱清单

安装位置应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以免表面涂层脱落或褪色。
570
● 本洗碗机为嵌入式安装，可以轻
松安装在整套橱柜的两壁之间，
橱柜安装孔高度应最小762mm，
宽度应最小450mm，深度应最
小580mm。

下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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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管

中喷淋臂

排水管

门体密封条

电源线

下喷淋臂
加盐口

过滤网

洗碗粉(块)
添加处

③ 倒入专用盐约700g

④ 顺时针拧紧加盐盖

漂洗剂添加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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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洗碗机
5.使用方法（餐具摆放）

固定机器

6.洗碗机专用洗碗粉或洗涤块

将洗碗机放入橱柜所留位置中，用随机附
带的固定片将洗碗机固定在橱柜中：
1. 打开门体，分别将机器左上角和右上角
的两颗螺钉拆卸，在机器上安装固定片
并拧紧螺钉。(图中 1 处将原拆卸的螺
钉装回并拧紧)
2.固定片另一端与橱柜固定牢固。（图中
2 处用螺钉拧紧）

7.使用方法（程序设置）
8.WIFI使用注意事项
9.清洁维护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本公司保留说明书解释权
·阅后请与发票一并妥善保存
·如遇产品技术或软件升级，恕不另行通知
·本产品只适合在中国大陆销售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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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安装前将防水贴贴于橱
柜台面下沿。

3.安装指导

单位：毫米（mm）

10.疑问解答
严禁在洗碗机附近存放汽油或其它可燃性气
体和液体；严禁在洗碗机周围和下方堆放可燃
物，例如棉绒、纸张、抹布或化学品。

嵌入式安装确保用附带的固定片将洗碗机
固定在橱柜中，如果不固定洗碗机，它可能
会摇晃，可能造成洗碗机损坏或人身财产伤害。
Certiﬁcate of Quality

断开洗碗机电源时，应拔下电源插头，切勿
拉扯电源线或电源线与插头结合部分。
严禁使用电源延长线或便捷式电器插座（例
如多孔插座）连接洗碗机电源。

请不要让儿童接触洗碗粉（块）/漂洗剂（部分
洗涤剂有强碱性，如不慎吞食，可能非常危险）。

水软化系统/洗碗机专用盐

1
2

专用漂洗剂
① 轻按漂洗剂添加盒中间开关

在清洁和维修洗碗机之前，请先切断电源，
关闭水龙头；如果洗碗机长时间闲置，请拔出
电源插头，关闭水龙头。
清洁洗碗机外表面和橡胶部件，请勿使用酒
精、汽油等有机溶剂或腐蚀性液体。

注意

请将洗碗机进水管连接至自来水水龙头，并确定进水管无弯折、挤压。
● 若自来水管是新的或长时间未使用，
应打开水阀让水流一会，直至水变清且无杂质
后再与洗碗机进水管相连。如果连接热水水源，热水温度不要超过 60℃。
● 本机进水管接头螺纹为G1/2"（4分管）
，如与水阀不匹配，请使用转换接头。
●

●

排水管
●
●
●

●

●

2.

装箱清单

装箱清单

额定电压/频率

耗水量

保险丝电流

额定功率

220V/50Hz

10L

10A

1750 W

水压

重量（净）

整机外形尺寸
(宽x深x高 )(mm)

0.05~1.0MPa

35kg

447x570x760

X1台

固定片

进水管

X1件

洗涤块试用装 X 1 盒
使用说明书

干燥方式

加盐漏斗

X1个

防水贴

余温干燥

螺钉

X 4个

亮起时请添加漂洗剂。

X1本

X1片

最小Φ40mm

max

③ 小心倒入漂洗剂，液面不要
超过“max”标记

1.若有溢出的漂洗剂，请用干布擦拭干净，避免
下次洗涤时过量泡沫的产生。
2.请使用洗碗机专用漂洗剂，注意包装上的生产
日期，过期或受潮结块时请妥善废弃。

④ 关上添加器盖。

max

漂洗剂档位设置

关

X2件

排水管支架 X 1 件

请使用洗碗机附带的新的排水管和进水管，旧的软管组件不可以重复利用。
排水管末端不可浸入水中，防止污水倒流。
进水管和排水管外露部分应远离热源和尖锐锋利物品边缘，避免长期被阳光直射。

使请用随机随带的排水管连接，排水管末端可使用排水管支架进行固定，通过
A和B两种方式与家庭排水系统连接。
确定排水管无弯折、挤压或缠结，排水管挂起高度请不要超过机器高度760mm。

排水管支架

洗碗机

缺漂洗剂指示灯

注意

进水管

零度

禁止往盐腔内添加洗碗粉、漂洗剂等其他有害物质，会损伤水软化器。
第一次使用，请先加入清水约550mL，再加满盐。
加盐时若有少量的水从加盐口溢出，属于正常现象，请拧好加盐口盖，
立即运行任意程序确保洒落的盐和盐水及时被冲走，不会造成洗碗机内
部件的腐蚀。
添加洗碗机专用盐（不可使用食用盐代替，将有可能损伤水软化器）。

120ml

进水接口
2018
0120502070

●
●

洗碗机背面右下角

保持洗碗机周围地面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因
滑倒造成危险，洗碗机门体不应长期处于拉
开状态，防止其绊到人。

●

② 从添加器口处倒入漂洗剂
漂洗剂添加处

往水软化器内添加专用盐约700g (添加一次，可多次使用)。

进水连接

排水管最大高度 760mm

HW9-B176U1
HW9-S6U1
EBW98166U1
...

洗碗机仅供家庭使用或者下列类似场合使用：
a.商店、办公室和其他工作环境的厨房
b.农舍
c.酒店、汽车旅馆和其他供客人居住的环境。

防水贴

●

茶杯托架
上搁架

②第一次使用加清水约550ml

于

餐

具 不适合洗涤的餐具

1.金属餐具(铜、铅、锡、锑、合金和黄铜易被染污)。
2.木制餐具：木制餐具通常对高温和水比较敏感，经常
用洗碗机洗涤可能导致变质或变形。

调平洗碗机
放置洗碗机时保证其四角平稳，可通过调节底脚，调整洗碗机的高度，顺时针方向拧
底脚高度增加，逆时针方向拧底脚高度降低。

3.粘合餐具：机器洗涤时，某些粘合剂会软化或溶解 。
4.铝制品银器：铝制品、银器建议在使用后应立即清水
冲洗，手工擦干，否则会泛白或产生斑点及污痕。

5.装饰品：易破损玻璃制品且釉面上有图案、金边、手绘
的古董瓷器。

其他注意事项
高档水晶玻璃餐具：请使用玻璃洗程序，否则会产生云斑或蚀痕。
塑料餐具：某些塑料餐具遇热水可能会变形或褪色，清洗前请先参
看制造商的说明再使用洗碗机。洗涤轻薄塑料餐具应注意固定，使
其在洗涤过程中不会翻转或从支架上掉落。
玻璃制品和其他器皿被损坏：损坏原因可能跟玻璃类型或制造过程，
洗涤剂的化学成分和洗涤程序的水温有关。
建议：1.只使用由生产厂家推荐的适合用洗碗机洗涤的玻璃器皿和
瓷质餐具。2. 洗涤结束后，玻璃制品和刀叉应尽快从洗碗机取出。

7.

5.
为避免堵塞过滤器，影响洗碗机的性能，请
将待洗餐具内大块的食物残渣倒掉，再将餐
具、炊具放入洗碗机内。
如果餐具或炊具附着有烤焦、烧糊、粘锅的
食物，且非常难以去除，建议在洗涤前浸泡
一段时间或用洗碗布等预先处理掉，否则很
难清洗干净。

控制面板

为达到良好的洗涤效果，在使用洗碗机时请遵循下面的餐具摆
放方法。
1. 所有器皿容器都要将口朝下放置。
2.碗等带有凹槽的器皿，注意碗口要倾斜向下，使喷淋臂中喷
射的水流可以喷刷到餐具内壁并迅速流走。
3. 餐具摆放要稳固，不要摆放非常小的餐具，确保餐具洗涤时
不会翻倒以及从搁架中掉落。
4.摆放的餐具开口方向要一致，较大尺寸的餐具应放置于较小
尺寸餐具的后方。
5. 餐具数量不多时，间隔放置洗涤效果会更好。
6.摆放餐具时，注意较高尺寸的餐具应不阻挡喷淋臂的旋转。

上搁架可以放置玻璃杯、茶杯、米饭碗或面碗、以及较浅的锅
等。放置餐具时，注意要保证碗口、杯口倾斜向下，保证水流
能冲刷到餐具内壁。
上搁架带有可调结构，高度可以通过改变上下滑轮在滑道中的
位置进行调节，将上搁架调整至较高的位置则可为下搁架留出
更多空间容纳较高的盘子和锅具。

滑轨

调高上搁架具体操作
1. 将两侧卡扣分别向两侧翻转后，
拉出上滑轮。
2. 将下滑轮放入滑轨中。
3. 将下滑轮沿滑轨完全推入。
4. 两侧卡扣复原，并卡紧。

卡扣
下滑轮

加强干燥选择
启动/暂停

●

洗碗粉或洗涤块能够对餐具上的食物残留进行软化和分解，使其脱离餐具表
面以便被水流冲走。

使用条件及用量
洗碗粉或洗涤块是清洁餐具的必需品，每次使用洗碗机时都需要添加。
具体用量请参阅“洗涤程序功能说明”中的洗碗粉或洗涤块用量说明。

餐具脏污类别

程序运行

时间
（分钟）

洗涤剂

洗涤完成，蜂鸣器“滴”响3声，2分钟内无任何操作，洗碗机自动关机。关闭洗碗机的电源和水阀，待餐具冷却后将餐具取出。

当您外出度假时
1. 在洗碗机内无任何餐具的情况下运行“
2. 拔下电源插头，关闭水源。
3. 将洗碗机的门略微敞开。

”，再次洗涤时洗碗机记忆上次使用过的洗涤程序。

洗涤过程中请勿开门，以免被洗涤过程中热水、热气烫伤；洗涤结束后，为避免蒸汽溢出，建议让机器冷却一段时间再打开门。
洗涤结束后，为避免水从上搁架滴在下搁架上，建议先取出下搁架的餐具，再取出上搁架餐具。

主洗格

加强干燥
1. 选择好洗涤程序。
2. 轻触附加程序加强干燥键“ ”，加强干燥指示灯亮起。
3. 轻触启动/暂停键“
”，洗涤程序开始运行。

1块

选择预约洗涤，可以使洗涤程序延迟1-24小时结束。

5/20g

1块

轻度干结、多油粘稠污渍的日常使 预洗、主洗、
用的锅类、混合耐用餐具和刀叉筷 冷漂、热漂、 125
匙等。
干燥

1. 在程序选择状态下，轻触预约选择键“ ”，预约指示灯闪
烁，显示屏内根据所选程序耗时显示不同的预约时间。您可连续
触击该键，选择您需设定的时间。
（提示：长按预约选择键“ ”，预约时间自动连续增加。）

5/20g

1块

日常使用的中度污染，轻微干结混 主洗、冷漂、
合餐具和刀叉筷匙等。
热漂、干燥

62

5/15g

1块

精制玻璃器皿、塑料及容易受损的 主洗、热漂、
高档餐具，轻度油污无顽固污渍的 热漂、干燥
餐具。

83

5 / 15g

1块

饭后立即清洗的清淡少油、轻度污 主洗、热漂
染的混合餐具和刀叉筷匙等。

20

0 / 15g 不适合

5 / 20g

1块

●

附加程序、预约以及状态指示功能说明
加强干燥指示灯。配合洗涤程序使用，洗涤温度升高烘干时间延长，增强餐具的烘干效果。
预约指示灯。预约选择或预约程序运行时该指示灯亮起。
童锁指示灯。该指示灯亮起时，控制面板程序被锁定，防止误操作。
WIFI指示灯。连接WIFI或使用手机端操控时，该指示灯亮起。
缺专用盐指示灯。专用盐具有软水作用，确保高温洗涤后餐具及机器内无水垢产生。
该指示灯亮起时，请及时添加洗碗机专用盐。
缺专用漂洗剂指示灯。漂洗剂可有效去除玻璃或瓷器表面的水渍，提升干燥效果。
该指示灯亮起时，请及时添加洗碗机专用漂洗剂。

50ml

洗碗机内壁清洁
如发现洗碗机内壁有斑点或污渍，请将碗篮取出，用拧干的软布或洗
碗机专用清洁剂清洁。

”消毒程序。

过滤器能够有效阻挡餐具上掉落的残渣进入到洗涤系
统中，食物残渣有时会堵塞过滤器，影响洗涤效果。
1. 洗碗机结束后，检查过滤器内是否留有食物残渣，及
时清理。
2. 如需清洁，请依次取下平面过滤网和过滤器，按照下
图操作步骤使用清水冲洗干净。

1.检查喷淋器的喷射孔是否被堵塞。
2.如需清洁，请依次取下中喷淋臂和下喷淋臂，用水和软刷进行清洗。
3.重新安装喷淋臂。
① 顺时针拧中喷淋器固定件（将引水 ② 抓住下喷淋器中部向上提拉取出。
管接口和喷淋器固定件拧开使分离）。

洗碗机不启动
不能用户自定
义设置

洗涤中停止运行

捏住把手
向上提拉
平面过滤网

粗过滤器
引水管接口

预约程序

细过滤器

3. 设置完成，按住电源开关键“

顺序 自定义选项

”1秒，洗碗机退出用户自定义模式。

初始界面 档位设置

说明

漂洗剂

d1-d7

取消预约功能：连续触击预约选择键“ ”,直到显示24h后再
次触击，预约程序取消，返回待机状态。）

2

蜂鸣器
“滴滴声”

b1开
b0关

开启或关闭程序结
束提示音。

2.预约时间选择完成，按下启动/暂停键“ ”，预约程序开始，
预约指示灯常亮，显示屏内显示预约程序离结束剩余时间。

3

水软化器

H1-H9

根据当地水硬度调
整水软化器档位。

8.WIFI使用注意事项
智能洗碗机操作步骤

2. 软件的下载安装

智能控制设备准备及软件下载
1.一台无线路由器（网络带宽10M以上)，记住无线路由器的名
称和无线网络密码。
2.安装好客户端软件，安卓或苹果手机一部。
说明：
洗碗机必须接入无线网，才可以使用手机客户端软件。
请放置在能接受无线路由器信号的位置，该位置信号强度大于
45dbm；不建议把家电连接到公共wifi网络中。如果连接到公
共wifi中，其他用户能够在网络中搜索到您家中的洗碗机，不
利于保护您的隐私。
通过手机客户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操作机器，更多功能将逐渐
更新，请注意更新客户端软件。
本产品因不断研究更新，保留说明书中内容变更权利，具体更
改内容以网站和手机端为准。

注意

③ 流水下分别冲洗粗/细过滤器。 ④ 顺时针拧紧装回过滤器。
③流水分别冲洗干净。

请使用洗碗机专用漂洗剂。

④ 重新安装喷淋臂。

出现水痕调高档位，
出现白痕调低档位。

1

1. 智能控制设备准备
90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洗碗机内部可能出现异味，造成异味原因之一
是门体密封条中附着残渣，建议定期用干净的湿布擦拭，并用软布擦
干。擦拭时请不要拉扯密封条，有可能过度拉扯导致漏水。

喷淋器固定件

5/20g

80

1. 待机状态，按住加强干燥键“
”3秒进入设置模式。
首先进入的是漂洗剂档位设置，显示屏显示 d6（出厂默认设置）。

程序运行后，请不要刻意去变更程序，此时您添加的洗碗
粉或洗涤块已消耗，如果出现该操作需要重新添加。

门体及门体密封条清洁

① 逆时针旋转过滤器向上提拉。 ②取出过滤器并拆分。

用户自定义设置

洗涤过程中若想变更或终止洗涤程序，均按住电源开关键“ ”
1秒关机，程序终止，若要变更洗涤程序，请重新启动电源。

1块

日常使用的餐具洗涤，且需要消毒 主洗、冷漂、
热漂、干燥
的混合餐具等。

1.轻按添加盒上的按钮，打开洗碗粉或洗涤块添加盒

洗涤中暂停洗涤程序

注意

（预洗格/主洗格）

预洗、冷漂

2.添加洗碗粉或洗涤块，关闭添加盒（可听到盒盖卡住的声音）

注意
1.在进行清洁部件前，请确保电源插头已拔下。
2. 请勿使用溶剂或腐蚀性的清洁剂和漂白剂！不要使用
洗衣粉或消毒剂！

”，洗涤程序开始运行，显示屏内显示剩余洗涤时间。

5/20g

日常使用的中度污染，饭后未及时 主洗、冷漂、
热漂、干燥
洗涤的混合餐具和刀叉筷匙等。

操作图示

请使用洗碗机专用洗碗粉或洗涤块，请勿使用洗洁精，消毒液等洗涤剂。
请注意专用洗碗粉或洗涤块包装上的使用说明和日期，过期或受潮结
块时将会影响洗净或干燥效果，请妥善废弃。

功能

功能

粘度强的重度污染餐具，发生干结 主洗、冷漂、
的食物残渣。适用于日常使用的锅 热漂、干燥
85
类、混合耐用餐具和刀叉筷匙等。
日常使用的中度污染，发生干结的 预洗、主洗、
食物残渣。适用于日常使用的锅类、冷漂、热漂、80-130
干燥
混合耐用餐具和刀叉筷匙等。

茶杯架
1. 上搁架带有2个茶杯架,用来放置
茶杯等小型器皿。
2. 茶杯架在不使用时可以向上翻
起，以便下面放置较高的餐具。

●

”。显示屏内显示该洗涤程序所

变更/终止洗涤程序

洗涤程序功能说明

洗碗机放置示例 参见下图（仅供参考）

注意

选择好洗涤程序后，轻触启动 / 暂停键“

洗涤过程中轻触启动/暂停键“ ”，显示屏闪烁显示洗涤剩余
时间，若要继续洗涤再次触击该键，程序继续运行。

预约选择（延时1-24小时结束）

指示灯

预洗格

3

●

长按3秒锁定/解锁（开机状态下长按3秒，启动童锁，童锁指示灯“ ”常亮）

请将筷子、汤匙和刀叉分开摆放，请勿混放在一起无法被水流冲刷
到，确保洗涤时水流都能冲到。
不建议洗涤竹筷，洗碗机内部高温可能导致竹筷变形。
为了减少受伤的风险，请您将刀叉和其他锋利的餐具，尖端朝下摆
放。

6.洗碗机专用洗碗粉或洗涤块

” 开机，蜂鸣器“滴”鸣叫一声，洗涤程序自动默认智能洗“
轻触控制面板电源开关键“
需洗涤时间 ，此时洗碗机为待机状态。

洗涤程序选择

1.下搁架为可移动搁架，摆放时可以将餐具直接在洗碗机中摆放，也可以将
搁架取出，在搁架中摆放好餐具后放回洗碗机。
2.在洗涤汤锅、煎锅等炊具时，需要将搁架取出，直接将锅口朝下放置于下
搁架中进行洗涤。
提示：1.脏污严重的餐具（锅具）建议摆放在下搁架，下喷淋臂喷水力度较强，
洗涤效果较好。
2.炊具摆放时应避免叠加放置，因为重叠区域过大导致水流冲不到炊具上，影
响洗涤效果。

■

2

●

电源开关（按住此键0.5秒开机，运行时按住1秒关机）

筷笼
上滑轮

将餐具正确放入洗碗机，关闭洗碗机门体。打开水阀，接通电源。

提示： ● 第一次使用洗碗机，出厂默认程序智能洗“

操控区说明

9.
温馨提示：达到理想的清洁效果，请定期对洗碗机进行定期的
检查和维护，可以避免机器发生故障；我们建议每次洗涤结束
后，将门体微微敞开，保持洗碗机内部空气清新。

1

4

下搁架

上搁架

为了您的安全操作，操作前请确保手是干的，打湿的手会影响操作的灵敏度。

软件的安装及绑定
1.扫描二维码，下载海尔优家APP;
2.打开APP，进入设备控制页面;
3.点击下方标题栏“设备”，点击
右上角“
”进入配置页面;
4.点击“根据设备类型添加”，找到洗碗机模块，选择购买的洗碗机型号;
5.根据页面提示，点击“下一步”输入无线网络密码，点击“连接网
络”（进入连接网络的配置模式），同时按住电源开关“ ”5秒 进
入 wi fi 配 置 模 式 （关机状态下），机器显示屏显示“
”，等待
手机端与机器配置连接;
6.绑定成功，进入操作页面即可用手机控制洗碗机。若绑定失败，可
返回绑定页面重新绑定。

洗碗粉或洗涤块过多或水流 参照洗涤程序功能说明添加适量的洗碗粉或
洗涤块，并投放到正确位置。
被阻挡，无法冲刷到。

排水管被压瘪或弯折。
过滤器处长期未清洗而堵塞。 关机并拔下电源插头，关紧水龙头，清理过滤器和排水管，建议餐具放入之前，将大的食物残渣先剥
内部管路或水软部分被堵塞。 离掉。进行以上排查后，按电源键重新开始程序即可。
水龙头未打开或者开的太小。 打开水龙头。按电源键重新开始程序。

联网及绑定遇到的问题
提示绑定失败请检查：
1. 机器是否进入配置模式；
2. 检查输入的wifi密码是否正确；
3. 检查wifi是否与internet连接(上网);
4. wifi频段是否是2.4G；
5. 是否对路由器设置了白名单。

洗碗粉或洗涤
使用的洗涤程序不适合添加
块残留
果蔬、速洗不适合添加洗碗粉或洗涤块。
洗碗粉或洗涤块。

家中停水或家中水压太低。 等待来水并且水压需达到0.05-1.0MPa，按电源键重新开始程序。

注册优家APP收不到验证码
请检查：
1. 输入手机号是否正确；
2. 查看手机短信是否拦截；
3. 信号是否正常。

智能控制功能会随着 APP客户端版本的迭代不断更新，具体功能以相应APP控制界面显示为准。

进水管被压瘪或弯折太厉害。 检查进水管，如果出现弯折，请将其顺直；进行以上排查后，按电源键重新开始程序即可。
显示屏显示E8/
F2/F7/FC0/FC1
/FC2
缺漂洗剂“ ” 漂洗剂消耗完或未添加。
指示灯亮起
缺专用盐“
指示灯亮起

” 洗碗机专用盐消耗完或未
使用洗碗机专用盐。

请添加洗碗机专用漂洗剂。
请添加洗碗机专用盐,专用盐充分溶解后，指示灯熄灭。

洗碗粉或洗涤块过期。

更换洗碗粉或洗涤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