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根据说明书中的说明，按照以下顺序安装与调整洗衣机，以便您能够更安全正确地使用洗衣机
②整机放置与调整
③连接进水管
①安装底盖
用户可在洗涤前将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添加到洗衣液、
洗衣粉、柔顺剂投入口。洗衣过程中，洗衣机会将洗衣液、
洗衣粉、柔顺剂自动添加到洗涤桶中，无需手动添加。

(请使用随机附带的新进水管，
旧的不要重复使用)

免清洗洗衣机
使用说明书

( 注：本机不能储存洗涤液、洗衣粉、柔顺剂，投放时请加
入一次洗衣所需的使用量，在进行下一次洗衣时需重新进行
添加。)

扫描二维码 智享科技魅力

适用型号
MB7018F61V
MB7518F61V
MB8518F61V
MB7098F61
MB7598F61
MB8598F61
MB75-F15288MU1
MS7598Z61U1

免清洗：

目录：

创新采用六大清洗系统，在
洗干净衣物的同时，对洗衣
机内桶外表面和外桶内表面
进行物理清洁，用户不需要
使用化学清洁剂来专门清洗
即可获得相当或更好的清洁
效果*，达到免清洗的目的。
同时可以节水节电，节约时
间，节省清洁剂。

一、使用前须知

当本机程序运行终止时必须关闭本机水龙头并
拔下本机电源插头，确保本机整机断水断电，
并在再次使用本机前检查电源线及电源插头确保完好

洗衣粉投入口

禁止

车罩

长

二、附件

水位/水量对应表

三、安全注意事项
四、洗前准备
水

五、操作步骤

洗衣液投入口

六、操作按钮说明

柔顺剂投入口

七、清洁/维护
八、疑问解答

将洗衣液从此处倒入，每次最大投放量
请不要超过MAX上沿。

九、保修说明

型号
量
(约L)

将柔顺剂从此处倒入，每次最大
投放量请不要超过MAX上沿。

十、技术数据
关于柔顺剂的用法与用量，请遵循柔顺剂的使用说明。
柔顺剂投入后，请不要长时间放置，否则可能因柔顺
剂固化而导致流通不畅。
对于浓缩型的柔顺剂，请稀释后再使用。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本公司保留说明书解释权
·产品外观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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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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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7018F61V
MB7518F61V
MB7098F61
MB7598F61
MB75-F15288MU1
MS7598Z61U1

MB8518F61V
MB8598F61

20
26
32
38
44 *
50
56
62
68
73

19
23
27
31
35
40 *
45
50
55
58

，如果
用户家用电不能达到
安全要求，如无接地线等，
必须由专业人员处理到位

请勿将本机安装在浴室、阳台等
潮湿或易遭风吹雨打的地方，切
勿用水冲洗本机

上盖部件
请勿在洗衣机上放
置物品

请勿将
本机安
放在阳
光直射
或者靠
近暖气
的地方

洗衣机不能直接放在
不透风的地毯上，地
毯不能堵住底部通风
口，确保洗衣机的安
装位置通风顺畅，请
勿将洗衣机放在高于
地面的台子上使用，
以防洗衣机跌落

检查确认衣物是否适合洗衣机洗涤及水洗，
以免造成衣物变形、损坏；
破损衣物请先行修补后再洗涤；
易掉色的衣物请与其他衣物分开洗涤；
不易吸水的衣物请用手按入水中；
对于沾有较多泥灰的衣物，请先除去污物再洗
涤羊毛衣物请在洗涤开始后再投入洗衣机内；
请勿将受化学品污染的衣物投入洗衣机内；
小件和易缠绕衣物以及羊绒、毛织品、丝织品
等易磨损衣物，请装入网袋中洗涤、漂洗、脱
水，以免造成损伤；
污渍处理：
对于有明显污渍的衣物在清洗前对污渍处进行
预涂处理，然后再放入洗衣机，效果会非常
明显；
冬天水温较低、洗衣粉尽量用温水溶解后放
入，以有效发挥洗衣粉作用；
大件衣物、床上用品和特殊用品，请尽量选择
强力或者相应的程序(见程序面板)进行洗涤。

洗衣机拆箱后，不要让儿童玩
拆下的纸板箱、塑料包装袋、
包装泡沫等包装材料。
禁止儿童接触进水阀过滤网等
小部件以防误吞食及其它伤害

投入口盖

排水管挂耳

平衡环
后盖
尊敬的海尔用户：感谢您选择、使用海尔产品。
我们承诺：
您任何海尔产品需要安装或维护服务时，我们将提供“1+5”的成套增值服务：
“1”：送货安装服务一次就好
“5”：五项组合服务：
【A】安全测电服务 ，服务前为用户安全测电并提醒讲解到位。
【B】讲解指导使用，向用户讲解产品使用、保养常识，指导用户正确使用，降低能耗，延长产品寿命。
【C】一站式通检 ，对用户家其他电器逐一通检保养。
【D】健康测水质，对用户家进行“一闻，二看，三测，四检”水质检测并讲解到位。
【E】一站式服务营销，根据用户需求向用户推荐家电产品及服务。如用户有新的购买需求，向用户提供上门设计、送货、
安装、维保一条龙服务。
体现海尔真诚、贴心的服务，海尔友情提醒您：
海尔产品安装服务，因用户的安装环境、个性需求不同，安装过程中需辅加材料或有特殊服务项目需支付材料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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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登陆http://fuwu.rrs.com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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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99或登录海尔自助服务专区投诉。经核实
无误，本次服务“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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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vice.haier.com,在线安装、报修。

控制盘座
附块

合格证

线屑过滤器
箱体把手
检验员：

洗衣桨

排水管
电源线

前控板

按动“童锁”按钮
防止儿童误操作

按动“水位”按钮
选择适合的水量

箱体

调整脚

底座

节水 强力

固定脚
*注： 可能由于洗涤环境（水质、洗涤剂、温度、湿度等）的不同而导致实际效果存在差异。

该产品执行标准：
Q/0212HRE 003 《免清洗洗衣机》
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2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衣机的特殊要求》

青岛

童装

洗衣机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内
在线报修地址：http://service.haier.com
售后服务热线：4006 999 999
网址：www.haier.com
版次：2016年 第1版
专用号：0030511052A
厂家代码：V

真丝

将底盖插入洗衣机底座的底盖槽内，然后用
螺钉将其紧固

缩短排水管时
需要缩短排水管时，可按照所需长度进行剪切，但
剪切后的排水管挂钩不能再次安装

5cm

按动“功能”按钮
选择相应的功能。

默认状态下，“预约”
程序为关闭状态。按动
“预约”按钮设定预约
时间
此图以MB7598F61为例

“水位”按钮

童锁注意事项：
选择童锁功能，洗衣机开始启动后，所有按键
将被锁定。锁定后，按键不可操作，不能改变
程序设定。
① 若在洗涤时上盖被强制打开后，本机将E2
报警，停止运行并会在10秒钟后自动进行
排水。若确认安全后，请合上上盖，并按
“启动/暂停”按键，洗衣机将继续运行。
若10分钟内未进行上述操作，洗衣机将自
动关机。

·传感过程中，显示“- -”
·预约过程中，显示预约剩余时间（小时）， 程序运
行中，显示剩余总时间（分钟）
·出现异常时,显示异常现象符号(请参阅本册中“疑问
解答”)
·在脱水过程中，为保证脱水的效果，如果在脱水运行
中按动“启动/暂停”按键后，剩余时间将会有变化。

②若选择单独的浸泡、洗涤或者漂洗过程时，
洗衣机运行结束后会自动排水。

疑问解答

·在使用常用、节水、标准程序时，洗衣机可自动检测布量，经布量检测后，
水位自动设置为4、6、8、10中某一合适水位
·用户也可自己选择水位，洗衣机开始工作后，不能设置水位，需按“启动/暂
停”按钮后才可重新选择
·桶内有水时不能检测布量，显示6水位。放入湿衣物，可能显示10水位，用户
需自己选择合适的水位
·在“洗涤”及“漂洗”的洗涤运行过程中，按住“水位”按钮2秒后进行补进
水，手松开或到溢水水位时停止补进水
·因布质干湿程度不同，判定水位可能与实际水位不同
·漂洗时水位比洗涤时水位高一档（最高水位、标准程序、人工选择漂洗水位时除外）
·羊毛、真丝程序默认6水位，可在4-10水位选择，可以洗涤额定容量一半以
下的衣物
·速洗程序默认3 水位，用户也可自己选择水位

·按动“启动/暂停”按钮，启
动洗衣机
·如果在洗衣机工作时按下该按
钮，则洗衣机将暂停运行

·洗衣机进水前空转是洗衣机自动检测布量，经
布量检测后，自动设置合适水位
·在浸泡过程中或含有浸泡功能的程序中，洗衣桨
间歇性搅拌（以便洗涤剂更好的溶解污渍）
选择羊毛程序时需注意：
·洗涤容量在1.0kg以下
·为确保衣物的洗涤效果，建议不使用预约洗涤
·为了防止衣物的损伤，洗涤水温不应超过30℃
·程序完成后，请及时将衣物取出，整形晾晒，避免放置时间过长而变形
·为减少衣物的损伤，提高洗涤效果，建议使用羊毛专用洗涤剂
·请将白色或明亮色彩的衣物与深色衣物分开洗涤

正常，出厂检验时残存的水
是否进入硬币或金属等异物？
线屑过滤器是否脱落？
是否为洗涤物纽扣、拉链造成？
是否倾斜、摇晃（请参照使用前须知内
容中：调整和放置内容进行底角调整，
并确保离周围物体5cm以上）
是否为夜间洗涤？

·按动“电源”按钮，接通电源
·再次按动“电源”按钮可切断
电源
·按动“电源”按钮接通电源
后，若5分钟内没有任何其他
操作或选择完程序5分钟内没
有启动洗衣机时，洗衣机将自
动关闭电源。（带有WIFI物联

“功能”按钮
·可以选择I WASH、风干、留水三种功能。
· I WASH：可以记忆用户的个性化程序设定。当选择I WASH时，用户
可以在“常用”“节水”“强力”“家纺”“童装”程序下，分别设定
自己使用的一些功能及参数，设定好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键洗衣机会
储存记忆该设定（风干、留水、预约功能不可记忆），用户下一次在可以
选择I WASH功能下选择该程序时，默认就使用自己之前设定好的程序。
·风干：本机最多可风干化纤衣物1.5kg（风干后适当晾晒可有效缩短风
干时间），其他衣物风干程度随布质的不同而不同，使用风干前将衣物
抖散
·留水：为了节约水资源，本机特设留水功能，选择此功能后，在留水过
程中将不进行排水，保留下来的水可以利用。收集时，将排水管出水口
放在水盆等容器里，排水口要低于整机的排水管，以便水能够排出。收
集完后将排水管插回到地漏中，洗衣机继续运行剩余程序。
用户如果想收集最后一次漂洗水，可在设定程序时选择“留水”功能。
若选择了“留水”功能，在最后一次漂洗后，洗衣机将保留漂洗水约4
小时且每隔15分钟蜂鸣提示，提示用户收集漂洗水，用于其他生活使用
收集漂洗水时,请按动“启动/暂停”按钮，收集完后洗衣机将自动继续
运行下一个过程。若4小时内没有收集漂洗水，洗衣机直接排水，并运
行下一个过程。

排水管和内桶内可能有少量水

沾

进水前，进水中洗衣桨运转

网功能的机型相应等待时间为10分钟）

节水

强力

·洗衣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
现错误信息或需要关机时，按
动“电源”按键即可关闭洗衣
机

真丝
童装

童锁功能

WIFI智能物联

·童锁：为了保护儿童安全及防止儿童改
变洗衣机的运转过程，特设定本功能
·启动：①在洗衣机程序全部设定完毕，
按“启动/暂停”按钮，洗衣机开始运行后，
按住“童锁”按钮3秒以上，显示屏显示
“CL”，同时“ ”亮起，“保护中”
闪亮，童锁功能开启，所有按键进入锁定
状态，不可选择。
②在洗衣机启动前设定程序时，按“童锁”
按键，显示屏显示“CL”，同时“ ”和
“保护中”亮起，洗衣机程序设定完毕，
按“启动/暂停”按键洗衣机开始运行后，
“保护中”开始闪亮，童锁功能开启，所
有按键进入锁定状态，不可选择。
·解除：①洗衣机启动后，按住“童锁”
按键持续3秒以上，“ ”和“保护中”
同时熄灭，童锁功能解除。②洗衣机启动
前，按一下“童锁”按键，“ ”和“保
护中”同时熄灭，童锁功能解除。

“浸泡”、“洗涤”、“漂洗”、“脱水”按钮

选用常用、节水、家纺、强力、童装程
序中可以设定不同的浸泡时间、洗涤时
间、漂洗次数、脱水时间；
在羊毛、速洗、标准程序中，按动“浸
泡”、“漂洗”、“洗涤”、“脱水”
按钮，洗衣机不响应；
在真丝程序中，按动“漂洗”、“洗涤”
“脱水”按钮，只可选择相应程序，不可
调整漂洗次数、洗涤时间、脱水时间，按
动“浸泡”按钮，洗衣机不响应；
在选择漂洗次数时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需
要溢水漂洗。溢水漂洗时，洗衣机注水到
设定水位将继续进水，桶内的泡沫可从溢
水口溢出，防止泡沫和负载表面的污垢再
次污染衣物（注：在选选择低水位或水压
过低时，可能达不到溢水水位，溢水漂洗
自动转为蓄水漂洗，溢水漂洗只在第一次
漂洗时进行溢水）

·WIFI智能物联：手机微信远程控制，洗涤、
故障报警、信息反馈，随时随地掌控洗衣过程，
让自己拥有更多时间，前控板中的WIFI图标，
显示白色图标
则表示已连接，如果不显示
表示信号弱或未连接上。

本洗衣机羊毛洗程序已获得国际羊毛局（The Wool mark Company）授权，根据衣物
标签上的洗护说明以及本洗衣机羊毛洗程序说明，可以对可机洗羊毛衣物进行洗涤。
MB8518F61V、MB8598F61有国际羊毛认证。
MB7018F61V、MB7518F61V、MB7098F61、MB7598F61、
MB75-F15288MU1、MS7598Z61U1有国际羊毛认证。

放下排水管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钮
清除异物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钮

常用

洗涤衣物时的常用程序，开机默认程序。可以实现智能模糊判断使用水量。

节水

选择此程序，可以节水水量。可以实现智能模糊判断使用水量。

标准

一般面料的标准节水洗涤。可以实现智能模糊判断使用水量。
标准指示灯常亮：为能效测试程序（额定容量测试请选择最高水位，半载
容量测试请选择
水位，具体请参照水位/水量对应表，洗涤剂使用
IECB型洗衣粉）

家纺

对家纺衣物的洗涤。

强力

较大较厚衣物的洗涤。

速洗
羊毛
真丝
童装

轻污的小件衣物的洗涤。

*

适合机洗的羊毛衣物的轻柔洗涤。
适合机洗的真丝衣物的洗涤。
适合机洗的童装的轻柔洗涤。

水龙头/进水阀漏水

进水阀漏水：进水阀连接是否牢固？
（请拧紧）进水阀是否堵塞？（请
按照说明书中清洁维护部分进行清洁）
水管漏水：水管是否破损需要更换，
请直接联系售后

洗前准备是否到位？
洗衣粉（种类）和数量是否合适？
程序选择是否正确？（参考程序介绍）
是否沾有线屑（请将易沾线屑和易掉线
屑衣物分开洗涤，同时增加漂洗次数，
并控制衣量，不要太多）
是否为洗衣粉残留（冬天水温过低，洗
衣粉未溶/洗衣粉用量太多/漂洗水位过
低，漂洗次数过少）
是否为大件衣物洗不净（大件衣物请选
择强力或者大物程序）
是否为污渍洗不净（请参照洗前准备中
的污渍处理）

洗衣

盖上上盖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钮

洗衣机是否放置平稳?(请参照使用前须
知内容中:调整和放置内容进行底角调
整,并确保离周围物体5cm以上)
排水管高度是否高于地面10cm?(请尽量
保持排水管高度低于10cm,避免带水脱
产生的噪音)
是否为衣物放置不平(请将衣物放平,同
时尽量将大件和小件分开洗涤，尽量避
免缠绕产生不平衡)

用户未放平排水管或者排水管过高(下
排水:放平排水管;上排水:将排水管调
到80-100cm之间;开关上盖一次)
衣量是否合适?减少衣物负载
排水管或排水阀掉入硬币等异物堵塞
(清除异物，开关上盖一次)

重新整理衣物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钮
将洗衣机调整水平后，按动
“启动/暂停”按钮
打开水龙头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钮
清理进水阀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钮
按动“启动/暂停”按钮，待水压达到
允许值后使用
按动“启动/暂停”按钮，化冻后使用

注

盖锁未锁上

请与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显示板和电源板通讯故障

请与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运行中显示屏显示故障报警时，每两分钟连续蜂鸣一次，10分钟后本机将自动断电

关注海尔智能洗衣机微信公共账号
方法一
扫描二维码，对“海尔智能洗衣机”
进行关注

请关注“海尔智能洗衣机”微信公共账号，并按照
公共账号中的指引完成洗衣机的物联网绑定操作，
以实现洗衣机的物联网远程控制功能。

方法二
在微信公共账户中搜索“海尔智能洗衣机”，并进行
关注

MB7518F61V
MB7018F61V MB7598F61
MB75-F15288MU1
MB7098F61
MS7598Z61U1

MB8518F61V
MB8598F61

220V~50Hz
0.03MPa-1.0MPa

7.0kg
7.0kg
清洗步骤：
1.按压线屑过滤器
上端，向外拉出
线屑过滤器
2.向上提拉打开线
屑过滤器后盖，
清除线屑过滤器
里面的线屑

8.5kg
8.5kg

7.5kg
7.5kg
56dB(A计权)
66dB(A计权)

4.装上线屑过滤器
3.清洗完毕后合上上盖

示意图中线屑
过滤器式样与
型号相对应

·洗涤过程中，必须使用线屑过滤器，每次使用后都必须
及时清理,清洗线屑过滤器时，如线屑过滤器背面内桶壁
上有线屑，请统一清理，避免再次洗涤时对衣服污染
·确保线屑过滤器安装到位，以免洗涤时线屑过滤器脱落

长：520 mm
宽：550 mm
高：930 mm

长：550 mm
宽：576 mm
高：940 mm
2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