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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海尔用户 ：
感谢您选择和使用海尔产品 。我们承诺：您任何海尔产品需要安装或维修服务时，我们将提供
“1+5”成套服务：
“1”：服务一次就 好
“5”：五项组合增值服务：
【1】安全测电服务：服务前为用户安全测电并提醒讲解到位 ；
【2】讲解指导服务：向用户讲解产品使用、保养常识，指导用户正确使用；
【3】一站通检服务：不仅服务好本产品，对用户家其他海尔产品进行通检；
【4】全程无忧服务：向用户提供上门设计、送货、安装、家电清洗、延保、回收、以旧换新等服务；
【5】现场清理服务：服务完毕将服务现场清理干净。
体现海尔真诚、贴心的服务，海尔友情提醒您：
产品的安装服务，因用户的安装环境、个性需求不同 ，如需辅加材料或有特殊服务项目支付 材
料费，具体付费请参照服务工程师出示的《服务收费指导价格标准手册》，请给予监督。如服务工程
师不按标准收费或服务规范执行不到位，请拨打海尔全国客服电话 4006 999 99 9 或登录海尔自助
服务专区评价、投诉 。
海尔，期待您的参与 ！
如果您的产品有服务需求，欢迎体验海尔自助服务专区：
【1】 海尔服务网址：http://service.haier.com；
【2】海尔优家APP：扫描机器上的二维码，手机客户端下载APP；
【3】微信公众号：海尔服务。
如果您需要选购更多产品，请登录海尔网上商城www.ehaier.com 。
该产品执行国家标准：GB/T 17713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使用海尔家用吸油烟机，我公司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及我公司
对用户的真诚承诺，凭保修证及发票，为您提供下列服务：
1、本产品是经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以及检验过程的产品。
2、整机终身免费包修（自2010年6月11日起购买的，以发票中日期为准）。
3、下列情况，不属于免费服务范围：
A.不能出示保修证及发票；
B.保修证及发票涂改；
C.意外因素或使用不当造成损坏；
D.未经我公司许可，自行修理造成的损坏；
4、单位、商店、学校、宾馆等场所使用的公用机整机保修三个月，主要零部件保修一年。

CXW-219-E900T8U1(J)
CXW-219-E900T6RU1(J)
CXW-219-E900T6RU1(T)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表
有害物质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铅
(Hg)
(Pb)
(Cr(VI))
(PBB)
(PBDE)
(Pb)

部件名称
集烟腔及装饰罩
主箱体

电机
电脑板及控制板
机械开关
照明灯
电源线及连接线
安装附件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在GB/T 26572规定的限
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 明细表中的部件为不同型号产品所包含的主要部件的汇总，本产品是否包含
该部件，以产品的实际配置为准。
* 明细表中未列明的，本产品中含有的其他部件及其均质材料均不含有害物质。
* 温馨提示：
为保护环境，本产品或其中的部件报废后，作为消费者您有责任将其与生活
垃圾分开，送至有资质的回收站点，由回收处理站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
分类拆解、回收再利用等。
有关本产品的回收处理的详细信息，请咨询当地政府、废品处理机构等。

疑难问答和售后服务：
当产品有异常或疑难时，
可到售货地点或拔打服
务热线4006 999 999
进行咨询处理。
反馈故障时请报清楚您
的姓名、地址、联系电
话及产品名称和型号，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为
您服务。
保修证书：当您需要正
常咨询或维修时，请持
此证书和购机发票与我
公司特约维修点或售后
服务中心联系。请将此
证书妥善保管。
整机终身免费保修（自
2010年6月11日起购买
的，以发票中日期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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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自净芯功能

蒸汽发生器
隐藏式水杯

水杯翻盖

当吸油烟机与燃烧燃气或其他燃料的器具同时使用时，房间必须通风良好。
CXW-219- E900T8U1(J)/E900T6RU1(J)/E900T6RU1(T)

禁止火焰直接烘烤吸油烟机。如使用公用烟道时，出风口必须牢固固定并密封
mm
如果不按使用说明的规定方法清洗，有起火的危险。
注意：当使用烹饪器具时，易触及部件可能会发烫。
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安装完毕试运转后，无异常现象的同时，售后服务人员需
向用户说明使用方法。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那么必须使用专用的电源线或从厂家的客户服务中心处购买
专用的电源线，并由制造厂或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职人员进行更换。
使用电源专用插座，电源导线不能中途连接、使用延长线以及多口配线器。要有
牢固的接地，电源线长1500mm。
外观部件（如外装饰罩）覆膜为保护膜，使用前请小心揭掉。
如需清洗油烟机内部，请联系海尔售后人员，由专业人员进行清洗。
器具使用环境条件应满足如下要求：温度≤40℃，海拔高度≤1000m。
器具不打算由存在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缺陷或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
儿童）使用，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进行与器具使用有关的监督或指导。
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
该器具为外排式吸油烟机，油烟通过风管排到室外，请确保排风管道顺畅，以免
影响排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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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 1
50

220V
18m 3

/min
219W

1700W

8
压

≥ 370Pa
180mm

1500mm

26
≥89%
≥97%
≥ 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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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书
主机
止逆阀部件

数量
1
1
1

万向风管 (Ø180)

1

止逆阀垫片
挂板

1

支脚
不锈钢洁亮巾(选配)

1
2
1

数量

名称
十字槽扁盘头螺钉 M4 X 20

8

木螺钉 5 X 50

7

膨胀管 8 X 40

7
2

自攻螺钉 ST3 X 8
内装饰罩固定架(选配)
油杯
自攻螺钉 ST4 X 12

吸油烟机与厨房吊柜参考组合尺寸
279

183

墙

1
1
2
260

4 安 装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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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
1. 吸油烟机使用的房间应该通风良好，无易燃，易爆或腐蚀
性材料或物品；
2. 安装吸油烟机的墙面体应有足够的强度，且表面平直；
3. 在墙面钻孔时应避开墙体内埋设的水、电、气管线，以免
引起触电，气体泄漏等危险。

安装内装饰罩
拉出内装饰罩，将顶部两侧的折边卡到内装饰罩固定架对应的卡槽里，再分别将两侧内装
饰罩固定螺钉紧固到位，确保内装饰罩与固定架的紧固嵌合，无任何松动现象。

316
525

本产品因不断研究改进，保留吸油烟机各部件的变更权利，恕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78

装箱单

280

375

260

使用 指南
控制面板

CXW-200-E900T8U1(J)/E900T6RU1(J)/E900T6R(T)

工具准备
安装吸油烟机应具备以下工具：冲击电钻（带 Ø8 钻头）、螺
丝刀、米尺。

附件准备
安装吸油烟机应准备附件见装箱单。

想清洗吸油烟机时使用

待机状态下，先按动电源键，再长按此自净芯键
3秒，开启自净芯功能。(详见自净芯功能说明）

想爆炒时使用

按此键，电机以爆炒速度转动。

安装步骤

552

400

安装固定件
1. 按图一所示在墙面上找出固定件（挂板，
止动螺钉和内装饰
罩固定架）的安装位置，位置应保持水平，不要左右倾斜；
2. 用直径为 Ø8 的冲击钻头在墙面钻出深为 55mm 的孔 ，
钻孔时严禁孔径过大，避免膨胀管松动而导致意外跌落；
3. 将膨胀管装入墙孔中，用木螺钉将固定件紧固在墙面上。
固定主机
将主机挂在墙面的主机挂板上，请确保主机与挂板的紧固嵌
合，无任何晃动与松动现象。
固定止动螺钉
将止动螺钉紧压机壳顶面，确保止动螺钉与主机的紧固嵌
合，无任何松动现象。
安装油杯
将油杯沿油网卡槽推入。
连接万向风管
1. 依次将止逆阀垫片和止逆阀部件放在主机顶部出风口处，用十字槽扁盘头螺钉紧固；
2. 将万向风管无标识的一端插入止逆阀座的槽内，用自攻螺钉紧固于止逆阀部件上；
3. 万向风管的另一端直接与公用烟道或者外墙上的墙孔连接，墙孔直径应为 Ø185mm；
4. 万向风管长度不应超过 3000mm，不应折叠两个弯以上，以免气流挤压在管内，影响
排烟效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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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下，按此电源键，油烟机自动延时，三分钟后
关机；待机或延时状态下按此键，关闭照明以外的功能

自净芯功能说明：
本机带有智能自净芯提醒功能，需清洗时自净芯按键指示灯会闪烁提示，
清洗步骤如下：
1）清除油杯内的积油;
2）打开水杯翻盖，向注水口缓缓注入纯净水至视窗MIN与MAX之间；
3）关闭水杯翻盖；
4）待机状态下，先按动电源键，再长按自净芯功能键3秒，开启自净芯功能。
在运行过程 中若想取消此功能，按此键，自动进入3分钟甩干状态，再按
此键，结束自净芯功能;
5）自净芯功能运行结束后，清除油杯内的积水。

注水口

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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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洁 维护

清洁和保养准备
1. 清洁或保养吸油烟机前，请务必先拔掉电源插
头；
2. 清洁或保养时请戴上橡胶手套，以防金属件的
快口伤人；
3. 清洁或保养时拆下的零部件轻拿轻放，以免变
形；
4. 请根据您的使用频率和周围环境状况，进行定
期的清洁和保养吸油烟机。
清洗主机体
1. 每日使用完吸油烟机后，都应清擦主机体表面；
2. 为保护机体表面涂层清擦时请用中性洗涤剂和
松软抹布，请勿使用如牙刷，洗衣刷等硬毛刷；
3. 请勿使用汽油，酒精等腐蚀性化学试剂或者牙
膏，去污粉，洗衣粉等具有研磨功能的清洁剂擦
拭表面。
油杯
油杯内储油达油杯标记处时，应及时清理，防止溢
出；按图二所示，将油杯水平向外拉，取下油杯。
清洗油网
1. 拧下固定油网的螺钉，取下油网（图三）；
2. 清洗油网最好用温水加洗涤剂浸泡一段时间，
将油网用抹布擦拭干净，再用清水冲洗一遍即
可；
3. 每日使用完吸油烟机后，都应清擦油网外表面，
油网内部应每星期清洗。
清洗叶轮
请按整机自净芯功能提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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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或关机时使用

图二

机体明显振动

图三

进水口不进水

自清洗水杯水量过少。
喷嘴堵塞。

向自清洗水杯中加水。
清除喷嘴处污垢或更换喷嘴（请联
系售后服务中心）。

故 障处 理
电源后叶片会自动落下，发出“咔哒”声。
高速、低速、柔速键为互锁功能，不能同时使用。
自净芯功用指示灯闪烁10秒后熄灭。

5

提示开启自净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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