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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注意事项

干衣

干衣

请不要将洗衣干衣机放在0℃
以下的环境下，不要暴露在户
外或在湿气大的地方使用；
使用结束后,请将机内的水排
放干净,以免冻结。



以上误操作行为，有可能引起
火灾或漏电。

火灾危险





以上误操作行为，有可能引起
火灾或爆炸。

爆炸危险

 不要将沾有可燃性的稀释
剂、苯、汽油、干洗洗涤剂
溶液、食用油、脂肪类等的
衣物进行洗涤或脱水甩干；

 沾有油类成份的衣物在水洗
后不能完全清除油渍,有可能
发生油类成份的化学反应而
引起火灾。

以上误操作行为，有可能引起
爆炸。

爆炸危险

 请勿将易燃、易爆、挥发性
物质或沾有上述物质的衣物
放入或靠近洗衣干衣机；

 不要将氯气漂白剂同氨或酸
性物质（如醋或除锈剂）混
合，不同的化学物质会产生
有毒气体危及生命；

 煤气泄漏时请勿操作洗衣干

 不要在靠近沼气池等易爆气 
体或液体环境中使用。

以上误操作行为，有可能引起
火灾、短路或漏电。

火灾危险

 清洗时不要往洗衣干衣机上

 使用完毕、维修与清洁时请
拔出电源插头；

 当洗衣干衣机被洪水浸泡后
使禁止 用；

 使用前请固定好排水管，并
确认下水道无异物堵塞，如 

 不要将湿衣物放置于控制面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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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注意事项

不要让洗衣干衣机接触或靠
近热源、明火(如蚊香、蜡烛、
香烟、电吹风等)；
当洗衣干衣机出现异音，焦
味发出时请立即停止使用，
并断水断电，与我公司售后
维修联系。

衣机；

洒水；

发现洗衣干衣机下面有水时请
勿靠近；



1.安全注意事项

洗衣干衣机运行中请勿将手伸
到洗干衣衣机下面，以免洗衣
干衣机振动时受到伤害；

请勿攀爬或搁置重物在洗衣
干衣机上；

请勿让儿童接触或靠近洗衣
干衣机；

洗衣干衣机不用时请关好机
门，以防止儿童藏进里面；

破坏洗衣干衣机门锁,避免
儿童将自己锁在机器内导致
窒息。

洗衣干衣机的主要目的是用
来洗衣物的，而不是用作其他
用途的；



卓越，是您的家庭好帮手！每台洗衣干衣机在出厂前都经过了全面细致的
检测，以确保其功能完善并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

洗衣干衣机部件名称及产品附件(图示仅供参考)

感谢您选择了伊莱克斯洗衣干衣机，



3.洗衣干衣机安装

不要将要洗的衣物或其他物品放在洗衣干衣机的顶盖上，这会影响洗衣干衣
机的运行；

洗衣干衣机必须安放在平整、坚实的地面上,禁止安放在地毯等不平整的地
面上；

禁止将洗衣干衣机放置在狭小的高台或自制的架子上；

如果在冬天气温低于零度的环境下搬运洗衣干衣机，请在使用前将洗衣干衣
机置于室温下数小时后使用；

甚至导致洗衣干衣机损坏等严重故障。

；

在害虫较多的地方，要注意保持洗衣干衣机周围环境的卫生，任何蟑螂
或其他害虫引起的损坏不属于质保范围。



如果洗衣干衣机长时间不用

应使用一套新的水管将洗衣干衣机连接到水源，禁止重复使用旧水管。



请将洗衣干衣机电源插头连接到正确并带有接地的插座中；

当洗衣干衣机放置不用时,应断电断水,取消门锁的功能,防止儿童误操作
被困在洗衣干衣机中。



服务电话确认您的洗衣干衣机是否已正确接地；
禁止自行变更插头,若您的洗衣干衣机冒烟或发出异味,请立即切断电源，
关闭水龙头，并联系专业维修人员。



a. b.

请勿用洗衣干衣机洗涤衬有钢丝的衣物；

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请勿让儿童或老人使用洗衣干衣机；
洗衣干衣机必须安装和使用在有地漏的房间内；

请勿用水喷淋冲洗洗衣干衣机。

让宠物远离洗衣干衣机；





洗衣干衣机使用

请不要在洗衣干衣机内长期放置要洗的衣物，可能会导致发霉，进而产生斑





按下此键，可启动或暂停洗衣干衣机，暂停状态下指示灯停止，运行
时则闪烁；

系列洗衣干衣机请静等门锁图标消失<约2~3分钟>,再开门！

洗衣干衣机将自动关机。



洗衣干衣机运行过程中,同时按下“烘干”和“转速”键,持续3秒,即可
开启或关闭静音；

洗衣干衣机运行时,同时按下“温度”和“转速”键,持续3秒,即可开启
或关闭童锁功能；



洗衣干衣机会对衣物进行若干次的重新分布、

本洗衣干衣机部分程序具有重量感知功能,时间显示区域开始先显示









本洗衣干衣机具有断电记忆功能，在洗衣过程中若突然停电或插头松脱，洗衣机干衣机可
记忆持续运行状况，恢复供电后开机将按照原程序继续工作。

本洗衣干衣机具有记忆洗涤功能,即能够自动记忆用户上一次完整的洗涤程序，当您再次开
机后，洗衣干衣机自动记忆上次洗涤程序及其他设置(即开机默认选择上次完整洗涤程序及
设置,以此向前类推)。

洗衣干衣机在洗衣开始阶段，会对您放入筒内的衣物进行重量感知，会根据筒内衣物重量
自动投放洗衣液(前提:洗衣液盒内的洗衣液量充足)，然后根据衣物重量和洗衣液的量来
决定进水量的多少，成为您节水的好帮手。

脱水时,如果衣物分布不均匀，洗衣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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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洗衣干衣机的剧烈震动，洗衣干衣机
将会降档脱水，即脱水转速会降低；

干衣

干衣



运输固定用螺栓是否已被全部拆除?洗衣干衣机是否放

置平稳? (可调整底脚,使其保持平稳)衣物是否缠绕打

结?洗衣干衣机是否碰撞到其他物品?是否有异物掉入?







10.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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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洗衣干衣机

洗衣干衣机满载衣物运行时会更加经济。



11.维修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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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6

产品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Pb）汞（Hg）镉（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顶盖组件

控制面板组件
（含电路板）

前门板组件
（含门组件）

桶体组件
（含电机）

导线组件
（含电路板）

包装印刷组件

辅料类

其他

 明细表中的部件为不同型号产品所包含的主要部件汇总，本产品是否包
含该部件，以产品实际配置为准；

 明细表中未列明的，除客户定制的部分部件外，本产品中含有的其他部
件及其均质材料均不含有害物质；

 明细表中含有害物质的部分部件及其均质材料符合欧盟RoHS对
使用的严格要求，请放心使用；

 温馨提示：为了保护环境，本产品或其中的部件报废品，作为消费者的
您有责任将其与生活垃圾分开，选择有资质的回收站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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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电器元器件

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

说明：
1、本表依据SJ/T 11364-2014的规定编制；
2、“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
    26572-2011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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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572-2011规定的限量要求，超出部分符合《达标管理目录限

4、上表中打 的部件，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无法实现替代，今后随着技×
   术进步，将实现替代或改进；
5、本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环保使用期限为15年。

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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