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说明书中所有图示均为示意图，请以实物为准）

分配器盒
1

3
2

前端长度必须大于10mm，若水龙头
出口端面不平整，请用锉刀锉平，
以免漏水

FAW10986LSU1

不符合安装条件水龙头：
非指定洗衣机可用的水龙头、塑料
材质的水龙头、非固定出水口的水
龙头、出水嘴前端长度小于10mm的
水龙头、口径大于6cm的水龙头等

技术数据

1
2
(用户有需求的情况下使用)
3 消毒剂
(用户有需求的情况下使用)

3.请勿在洗衣机上放置物品。洗衣机周边禁止放置微波炉、电磁炉、以及
其他电磁加热类家电产品。
必须为国家认证的合格产品。

洗涤剂应使用滚筒洗衣机专用低泡洗涤剂；
羊毛、丝绸、羽绒类织物，需要使用专用洗
涤剂；
羽绒类织物不可以使用柔顺剂；
浓稠的软化剂、漂白剂或者柔顺剂，请先稀
释再放入分配器盒内。过量的柔顺剂会损害
人造纤维，用量请参考其使用说明；
若有洗涤剂洒出，请尽快用抹布擦拭赶紧；
为了防止高浓度消毒液对衣物的损害，建议
使用消毒成分为对氯间二甲苯酚的消毒液。
建议投放量：衣物重量和投放消毒剂量关系如
下表所示，按1:50稀释的消毒液投放量实例
0.5kg 1.0kg 1.5kg 2.0kg
衣物重量
投放消毒剂量 80ml 100ml 120ml 140ml
注：无“消毒洗”程序的机型不建议添加消毒剂；
有“消毒洗”程序的机型在选择消毒洗程序时，
建议在程序运行前按照投放说明添加消毒剂。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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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接触洗衣机，
3.洗衣机附近请勿放置儿童容易攀爬的板凳或类似物品。
4.请勿让儿童进入筒内玩耍，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儿童不得使用
本机。

洗涤容量

5
衬套

2

1

3

6

衣物类型

不退色棉织物

最大洗涤容量

10kg

棉纺/化纤 羊毛织物
5kg

1kg

速洗
1kg

摇篮柔洗
1kg

羽绒
2.5kg

标记牌

洗涤能效测试程序请选择“智慧洗+60度+最高转速+漂洗2次”，
其它程序选项一概不选。

7
塑料保护套

3

4

7

变频电机

将电源插头插入
电源插座

放入衣物，再关好机门
并在分配器盒中放入适量的洗涤剂再关好分配器盒
（详见使用前须知的“分配器盒”部分）

紫外除菌装置

根据需要，可选择温度、转速、漂洗、
预约、免熨烫、夜洗、防过敏等功能

打开水龙头

选择所需
的程序

请勿弯曲

5cm

底脚的调节
。

青岛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内

2.取出降噪海绵条，揭掉双面胶保护膜，
按照图2所示，将降噪海绵条粘贴在洗
衣机壳体下方（较长的两根粘在1、3
处，较短的两根粘在2、4处），重新
放平机器。

网址： h t t p : // w w w. h a i e r. c o m

0020508539G

服务电话： 4006

999 999

版 次：2019年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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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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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完全调平可减少噪音和振动，
请务必在使用前将洗衣机调平。
1.用扳手把锁紧螺母松开。
2.通过调整底脚高度，将洗衣机
调成水平状态。
3.底脚调平后，
再用扳手将
锁紧螺母沿
锁紧旋向旋紧。

默认状态下，“预约”功能为关闭
状态。需要启动该功能，请轻触
“预约”按键进行设定

降噪海绵条

4

洗衣结束后，洗衣机自动关机

2
3

启动/暂停程序

放置好排水管

注：附件进水管总成、防溅塑料堵、排水管
支架放置于包装底座。

打开电源开关
机门自动弹开

触摸“特渍”键，可在油渍、酒
渍、血渍、唇彩、果汁渍、奶渍
奶渍之间选择。
“特渍”按键仅“智慧洗”程序
可用。

触摸“功能”键，可在免熨烫、夜洗、防过敏之间选择。
“功能”键在“单脱水”和“筒自洁”程序下不可用。

“特渍”按键

触摸“参数”按键，
可在漂洗、温度、转
速之间选择，不同程
序可选参数不同。
“筒自洁”程序下各
参数均不可选。

程序启动状态下，触摸“+”按键持续3秒钟，
可设定或解除童锁功能。
在“参数”选定模式下单独触摸“+”和“-”
键，用于调节漂洗、温度、转速。不同程序
可调节参数有所不同。
在程序状态下，单独触摸“+”和“-”按键，
可以调节洗涤时间。

记忆

“程序选择”按键

“功能”按键

速洗

用于不太脏的棉麻及化纤织物的洗涤

大物

用于大件衣物的洗涤

洗衣机处于自动称重状态

单脱水

用于对衣物的单独脱水

排水故障

清洗排水泵过滤器，检查排水
管是否堵塞，若仍出现，请联
系维修

紫外除菌

用于棉麻及化纤类需要进行除菌
的衣物，通过紫外灯的照射达到
除菌效果

门锁锁门异常或未关好门

重新关好机门，若仍出现，
请联系维修

温度传感器异常

请联系维修

羽绒

用于羽绒衣物的洗涤

进水异常

按“启动 / 暂停”键解除，检查
是否打开水龙头、是否停水，若仍
出现，请联系维修

加热管异常

请联系维修

电机停转报警

请联系维修

超出报警水位

自动排水至洗涤水位后继续运行，
若仍出现，请联系维修。

水位传感器故障

请联系维修

显示板总线通讯故障

请联系维修

显示板与驱动板通讯故障

请联系维修

显示板与电源板通讯故障

请联系维修

脱水时分布不均匀

将衣物取出抖散均匀，重新进行脱
水，若仍出现，请联系维修

漂+脱

用于对衣物的单独漂洗和脱水

摇篮柔洗

用于真丝类、手洗类衣物的洗涤

羊毛

用于羊毛织物的洗涤

筒自洁

智慧洗

是否选择了摇篮柔洗

用于清洁洗衣内筒，可加入专用
洗涤剂，不要放入衣物
（建议用户根据个人使用情况，定
期运行“筒自洁”程序，对洗衣机
内外筒进行清洁）
用于棉麻、化纤类衣物混合洗涤，
根据衣物的重量，洗衣机自动设置
进水量、洗涤时间等，以达到最佳
的洗涤效果

紫外除菌功能温馨提示
“智慧洗”按键

显示屏显示“
”时，
机器门锁锁定，不能解锁和
弹开门，显示“
”时，
童锁设定，需先解除童锁。

根据放入的衣物，智能感
应衣物重量，自动调节程
序时间、进水量、洗涤温
度、脱水转速、漂洗次数
等洗涤参数。

童锁功能

选择预约功能
时点亮
物联功能开启时点亮

有报警提示
时点亮

选择参数
选择特渍
选择功能

童锁功能启用时点亮
选择洗衣程序

显示屏显示时间为参考时间，由于水温、水压等原因与实际
运行时间可能有所差异。
使用物联功能时，通过手机不能设置或解除童锁。

触摸“中途添衣”按键3
秒以上，可在洗衣机处于
状态(水位低于观察窗下
沿一定距离，桶内温度低
于55℃，内筒不转等)时，
门锁会自动打开，可进行
添衣。不满足条件时，程
序暂停，显示LOCK，需按
启动键继续运行。

10
关机状态下按住“电源”按键持续5秒，
屏幕显示“C9”，开启物联功能。

在洗衣过程中取消或重新选择程序

启动程序后，轻触屏幕“+”按键持续3秒可启用童锁功 （1）先关机取消正在运行的程序，然后再开机，即可重新选择程序。
能，此时选择其它功能按键无效，程序不会改变。 灯 （2）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若需要选择附加功能，可按“启动/暂停”按键，然
点亮，屏幕显示“
”。即使关机程序仍将记忆当前 后选择所需附加功能，再按“启动/暂停”按键继续运行（有些功能不可选）。
以上操作应在未启动童锁的状态下进行。
的状态，一旦开机上电后，仍将继续运行原来的程序。
童锁状态下，再次轻触屏幕“+”持续3秒，可取消童锁
功能；童锁功能启动后，关机、报警等都不能解除童锁，
当程序运行到结束时，程序自动解除童锁。

偏心保护
门锁锁上时点亮

“中途添衣”按键

脱水时，如果衣物分布不均匀，洗衣机将对衣物进行重
新抖散、分布，当衣物分布均匀后再脱水；如果在规定
时间内，衣物仍然没有分布均匀，为避免洗衣机的剧烈
振动，洗衣机将不脱水，此时需要你检查衣物是否缠绕、
打结，并对衣物进行重新整理，再选择“单脱水”程序
进行脱水。当衣物较少时，由于偏心保护可能会使洗衣
机不脱水，可增加部分衣物，使衣物分布均匀，再进行
脱水；另外，洗衣机对衣物重新分布、抖散，使时间延
长，属于正常现象。

断电记忆
本机有断电记忆功能，在洗衣过程中若突然停电或插头松脱，洗衣机可记忆程序运
行状况，恢复供电开机后洗衣机将按照原程序继续工作。

紫外除菌功能是通过安装于洗衣机外筒下部的紫外
线除菌装置在运行紫外除菌程序过程中通过紫外线
照射进行除菌，按照国标其除菌率在96%以上。同
时还可以有效去除洗衣机内部环境的细菌，防止交
叉感染，给您带来清洁、健康的洗护体验。
紫外除菌功能设置常温时可以杀菌；设置60度时可
以即杀菌又除螨，当程序运行开始时，紫外除菌装
置启动除菌功能，加热管同时启动，当水温升高到
40度以上时，装置自动关闭，以保证其使用寿命和
除菌效果，当水温下降到40度以下时，紫外除菌装
置再次启动。

1、扫描说明书首页右上角二维码或在手机的安卓市场、手机助手、苹果Apple
Store等应用商店中搜索“海尔智家”下载APP客户端；手机连接家庭WiFi，注册登
录APP，按照APP中的绑定指引添加绑定设备。
其中设备本机联网配置方法为：插上洗衣机电源，长按电源键5秒钟，直到洗衣
机开机并显示C9进入配置模式，登陆手机APP客户端，点“添加设备”，按照APP操作
指引完成洗衣机的搜索绑定。
2、用微信扫描说明书首页右上角二维码或在微信 公众号中搜索“海尔智能洗
衣机”并关注，可以获取更多服务。

3、智慧物联功能包括：（1）设备控制：选择程序模式、设定程序参数、控制
设备的启动、暂停及关机等；（2）状态查看：实时查看设备的运行状态；（3）信息
接收：接收程序结束提醒、故障报警等各种提示信息；（4）识地识水：根据当地的
水质和水温智能优化程序参数，洗衣当地化；（5）水电管理：查看设备的耗水耗电
信息，用水用电量一目了然；（6）在线客服：与客服人员在线沟通、反馈问题及提
交建议。
4、APP客户端及微信公众号的功能会随着版本的升级不断更新，具体以相应版
本实际功能为准。
打开物联功能，程序结束后2分钟（物联功能有效）用户如果没有其它操
作，洗衣机将自动关机。

本设备包含型号核准代码为CMIIT ID：2017DP3299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仅支持连接2.4G无线网络，路由器的WiFi名称和密码长度不超过32位，
且仅支持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含有@、*、#等特殊符号可能会造成设备联
网失败）。

筒内温度高于80度

排水管最高点是否低于80cm？
排水管管口是否浸入水中？
100

污水管
污水管堵
过滤器门

管堵

门锁拉杆

过滤器门

小件衣物高速甩干后易贴筒壁，开门取衣物时请勿遗漏。

检查无线模块插接是否正常，若仍
出现，请联系售后服务人员

不允许开门

需静待程序执行完毕或程序判定满
足开门条件才能开门

童锁功能有效

轻触“+”按键持续3秒可解除童锁

全程序结束

泵

过滤器手柄

洗涤中途添加衣物或长时间停电而想取出
衣物时，先确保筒内水位低于观察窗下沿
一定距离，筒内温度低于55℃，内筒不转
情况下可打开机门；若水位高于观察窗下
沿，则需要打开洗衣机过滤器门，将一个
盛水容器放于污水管处，拔掉管堵将水排
除，待水位低于观察窗下沿可打开机门。
开机门时，需要借助工具向下拉动底部小
盒内的拉杆，拉住拉环向下轻拉，听到轻
微的响声后，可打开机门并添加衣物或取
出衣物，之后将过滤器门复位。

温度低于80度自动解除

无线模块通信异常

过滤器是否堵塞？

常清洗进水管接头及进水阀过滤网，防止
被杂质堵塞。

1.运行单脱水程序，进行排水。
2.机内水排出后，按动过滤器门，门会自动弹开。
3.将污水管轻轻拉出拔下污水管堵，将管内剩余的水
排净，然后将污水管堵堵好，将污水管推放回原处
并卡接牢固。
4.用手按逆时针方向扭动过滤器手柄将过滤器取出。
5.将过滤器上的线头和杂物除掉，用清水将过滤器
冲洗干净。
6.沿沟槽方向插入过滤器，顺时针旋转拧紧过滤器。
7.关上过滤器门。
洗衣完毕后，请关闭水龙头，并卸下进水管。
拔掉电源插头和放好排水管。
长期不用时，请微开机门，擦干窗垫，防止
里面产生异味。
勿用有机溶剂或有腐蚀性的液体来擦拭洗衣机
外部及橡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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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发票，为您提供
下列服务：

清洗分配器盒
清洗分配器盒时，先将分配器盒水平
拉出，再轻轻按下 PUSH标志后继续
向外水平拉出（如上图），取下过程
中如有洗涤剂、柔顺剂滴落到主控板
和箱体上，请用抹布擦拭干净，以防
发霉产生异味，取下来的分配器盒
用抹布洗干净再重新装好。
过滤器必须拧紧，以免漏水。
使用过程中，操作“筒自
洁”时，请勿添加衣物，
可加入专业洗涤剂。

12.
FAW10986LPU1
220V~/50Hz
(0.03-1.0)MPa

10kg
10kg
1400转/分
52dB（A计权）
67dB（A计权）
1 级
845mm×530mm×595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