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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波轮全自动洗衣机
使用说明书

（请使用随机附带的新进水管，
旧的不能重复使用）

不要使用洗衣粉

扫描二维码 智享科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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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及时清理洗衣粉盒

投入衣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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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水量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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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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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本机时，在开启和关闭
上盖过程中，手指不要松开
上盖，谨防在上盖滑落时出
现伤手等意外情况

水龙头
水量（约L）

进水管部件
水位

B9001Z71V

上盖部件
进水阀
吸水垫

水道

合格证

1
2
3
4
5
6
7
8
9
10

21
27
33
39
45 *
51
57
63
73

Q/0212HRE 007《家用电动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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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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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涤物(按标准GB/T4288-2008附录A中A.4规定的洗涤物 )

（2件）

按动“功能”按钮，选择
所需要的功能

（2件）

该产品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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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膜

2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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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 e rtic a te o f Q u a lity
检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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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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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净洗

羊毛
真丝

放置与调整
将底盖两处卡爪对应插入

至少5cm

版次：2015 年 第2版
专用号：0030511521
厂家代码：V12858

支撑面最大允
许倾斜角为2

调整脚
将洗衣机前侧稍抬
起，旋转前面左右
两侧的调整脚来调
整洗衣机，使其平
稳。

位
位

冲浪洗

按动“预约”按钮，
显示屏显示到洗衣结束
的预约时间（按小时显
示），启动后预约指示
灯及预约时间闪烁
以小时为单位，预约
时间可以在2-24小时之
间选择
预约过程中，按动
“预约”按钮，可显示
预约状态

数码管显示
洗衣机工作过程中，数码
管显示剩余分钟数。出现
异常时，显示异常现象符
号（见“疑问解答”）
预约过程中，显示到洗衣
结束的剩余时间（小时）
注意：在不同水压、不同
布质、以及不同布量情况
下，洗衣机显示时间与实
际运行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在常用、节水 程序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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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位、选择标准程序以及人工选择
漂洗水位时除外）
·羊毛程序水位可在6-10水位之间选择，可洗涤额定洗涤容量一半以下
的衣物
·速洗程序默认3水位，用户也可自己选择水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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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轮间断性搅
拌(以便洗涤剂更好的溶解污
渍）

（水量与水位对应关系见正面“
使用前须知”中相关说明）

按动“程序”按钮可以选择以下程序：
程序
常用
强力
冲浪洗
速洗

适用情况
常用的洗涤方式
较大、较厚衣物的洗涤
适合洗衬衣、内衣等需要均匀，全面洗护衣物
轻污类衣物的洗涤

疑问解答
排水管和内桶内可能有少量水

正常，出厂检验时残存的水

节水

超净洗
羊毛
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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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洗涤请选择夜洗程序）

适合较脏衣物的洗涤，运行过程中默认带有浸泡
2.0kg以下适合机洗的羊毛衣物的洗涤
适合机洗的真丝衣物的洗涤

节水

放下排水管，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清除异物，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超净洗

羊毛

冲浪洗

真丝

盖上上盖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分钟内未按动“启
动/暂停”按钮，
洗衣机将自动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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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锁功能

“功能”按钮
按动功能按键，可选择童锁（具体操作见童锁描述）、风干、留水
、桶自洁等功能。
本机最多可风干化纤衣物1.5Kg（风干后应适当晾晒，可有效缩短
干衣时间），其他衣物的风干程度随布质的不同可能不同。使用风干
功能前，请将衣物抖散；在羊毛程序中，不可选择风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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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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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自洁程序可方便您对洗衣机内外桶进行清洁。本程序运行约12小
时，期间交替进行浸泡、洗涤、漂洗脱水等过程（其中浸泡时间约
10小时），清洁更彻底。程序运行时请不要关闭电源，也不可连续
使用本程序；运行本程序时，请勿在洗衣机里放入衣物及其他杂物；
本程序配合洗衣机桶专用洗涤剂效果更佳。

过程
过程

“洗涤”、“漂洗”、“脱水”按钮
选用常用、强力、节水、冲浪洗、超净洗程序中
可以设定不同的洗涤时间、漂洗次数、脱水时间
在羊毛、速洗程序中，按动“洗涤”、“漂洗”
“脱水”按钮，洗衣机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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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衣程序全部设定完毕，按“启动/暂停”洗衣机开始运行后，按住“功能”按键，
持续3秒钟以上， 听到“嘀、嘀、嘀”三声蜂鸣声，数码管显示“CL”,童锁功能开启，
此时童锁指示灯闪亮，所有按钮进入锁定状态，不可选择。
·解除：按住“功能”，持续3秒以上，听到“嘀、嘀、 嘀”三声蜂鸣声，童锁解除。
童锁设定后，如未解除，每次使用时都会自动启动童锁功能。
本功能启用后，若开盖，将E2报警并停止运行，10秒后排水。
若确认安全后，需
盖上上盖后按动“启动/暂停”后继续运行。若十分钟内未进行上述操作，洗衣机
将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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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沾有线屑（请将易沾线屑和易掉
线屑的衣物分开洗涤，同时增加漂洗
次数，并控制衣量，不易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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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大件洗不干净（大件尽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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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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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及本洗衣机羊毛洗程序说明，可以对可机洗羊毛产品进行洗涤。

选择羊毛程序时需注意：
洗涤容量应在2.0kg以下。
为确保衣物的洗涤效果，建议不使用预约洗涤。

B9001Z71V有国际羊毛认证

桶干燥功能
桶干燥程序可对内外桶进行风干，防止滋生霉菌；（洗完衣物后，洗衣机内
外桶比较潮湿，当洗衣机长时间放置后，内外桶壁容易滋生霉菌，此时可选
择“桶干燥”程序，对洗衣机的内外桶进行风干，使内外桶保持干燥，可避
免霉菌的滋生。）
按动“电源”按钮接通电源后，同时按住“预约”和“水位”按键，持续3
秒以上，听到“滴”一声蜂鸣声，数码管显示53分，指示灯全部熄灭，进入
桶干燥程序，按动“启动/暂停”按键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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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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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衣物，盖上上盖，
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将洗衣机调整水平，
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打开水龙头，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清理进水阀，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等待水压达到允许值后，按动“启动
/暂停”按键
化冻后，按动“启动/暂停”按键。

显示板和驱动板通讯故障。

本洗衣机羊毛洗程序已获得国际羊毛局（The Woolmark Company）授权。根据衣物标签上的洗护

在选择漂洗次数时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溢水漂洗。
溢水漂洗水时，洗衣机注水到设定水位将继续进水，
桶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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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漂洗在第一次漂洗时进行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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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板和电源板通讯故障。

水位过高。

部分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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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说明
尊敬的海尔用户：
感谢您使用海尔家用洗衣机，我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有关规定，凭电子保修卡（扫描封面二维码选择电子保修卡下载、安装后，录
入发票注册产品，保修无忧，一键家电管理，报装、报修，方便快捷）或发票，
为您提供下列服务：
一、家庭用洗衣机的整机免费保修三年。
二、下列情况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
1.用户因运、装、用、管不当而损坏的；
2.自行拆卸产品的；
3.涂改发票或无购机发票的;
4.因异常电压、火灾等外部原因损坏的；
5.未按说明书、洗衣机主体注意标牌等注意事项要求使用的。
家庭用以外的洗衣机使用提示：
该产品为家用，除家庭以外（如：学校、公寓、部队、企业、医院、洗衣房、
洗浴中心、酒店、宾馆、招待所等团体）使用的洗衣机，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
为了您更好的使用，请定期与海尔售后服务联系维护保养，以免使用不当造成损失。
备注：1、本产品有结构变化，数据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2、根据需要，以下零件可供选购：
进水管加长管
排水管加长管

B9001Z71V

0.3MPa-1.0MPa

9.0kg
9.0kg

62dB(A计权)
72dB(A计权)
长:580mm

宽:590mm

2级

高:100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