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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型号

感谢您购买日立滚筒式洗衣烘干机 。感谢您购买日立滚筒式洗衣烘干机 。
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正确地使用本机器。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正确地使用本机器。

请在阅读后，与保修卡、简单使用指南、安装说明书和洗衣请在阅读后，与保修卡、简单使用指南、安装说明书和洗衣

烘干机安装时的检查一览表（安装确认书）一起妥善保管。烘干机安装时的检查一览表（安装确认书）一起妥善保管。

请务必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请务必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P.12~16><P.12~16>，并正确，并正确

使用。使用。

日本原装
Made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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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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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异常情况●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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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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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程序的运行内容和能够更改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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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风熨斗

去污力

说明有关日立滚筒式洗衣烘干机的特点以及洗涤、烘干的重点。
请仔细阅读，加以使用。

●通过高速风力展开褶皱。以低于以往产品温度的风力进行柔软烘干，抑制

不耐热衣物缩水。

●在大型滚筒中将衣物充分展开进行烘干。

●喷气式风扇电机生成高速风吹向衣物，展开褶皱。

●使用3D加速传感器，为了达到拍打洗涤

的最佳效果，利用转速传感器来控制滚筒

的转速。

（［标准］、［快速洗烘］、［快速洗

衣］、［强力］、［个性洗］、［轻柔］

程序时）

●在洗涤及洗 烘的［标准］程序的洗涤过程中运行。

牛仔裤或
运动衫等

衬衫或围
裙等

洗涤物过度转向相反侧

不能将洗涤物全部扬起 拍打洗涤效果提高

拍打洗涤效果提高

■大型滚筒配合传感器智能清洗。
较重的洗涤物

较轻的洗涤物

滚筒转
速提高

滚筒转
速降低

水温感测系统

根据洗涤量，决定洗涤时的水位。

■布量传感器

根据布质，控制洗涤过程的水量和时间。

■布质传感器

水温较高时，容易去除污垢，即使缩短洗

涤时间也能充分洗涤。

■水温传感器

通过３种传感器进行检查，灵活调整洗剂量显示、洗涤时间、用水量

多 低 洗剂量显示 洗涤时间

少 高

布
量
水
温

●左图为示意图，控制
会随运行条件、判定
的组合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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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热能循环利用烘干

主电机生成的热量传导到滚筒内，使温度上升。

烘干时的温风不仅利用了加热器的热量，还利用

了生成高速风的喷气式风扇的压缩热和喷气式风

扇电机的热量。

打开烘干管中设置的节能风门（开关式吸气

口），吸收主电机或加热器加热的空气热量，

此热量将在烘干时再次利用。

（［夜间］、［烘干10分］、［异味净］程序

中不执行）

主电机 节能风门

喷气式风扇

1

1

2

3

3

2

可循环利用主电机的热量

也可循环利用喷气式风扇的热量

使用节能风门，可循环利用空气热量

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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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感测］功能
●在洗涤［标准］程序、洗 烘［标准］程序的洗涤过程中运行。

●在某些环境条件（水质硬度或水温等）下，水温感测系统有可能不运行。

布量传感器
根据洗涤量，决定洗涤时的
水位。

水温传感器
检测水温，决定洗涤时间。

布质传感器
根据布质，控制洗涤过程的
用水量和时间。

1

2

3

洗
涤
过
程

多 低 洗涤剂量显示 洗涤时间

少 高

布

量

水

温

●洗涤9kg时
●上图为示意图，控制会随运行条件、判定的组合
而变化。

●水温感测系统设定后，显示将点亮。（显示熄灭时，设定被解除，

水温感测系统停止运行）

●水温感测系统设定或解除时，均会在面板上显示洗涤剂量。

请按照标准显示投入洗涤剂。<P.28、29>

●自动控制，运行洗涤时间和水量。

●按下 ［水温感测］，可设定或解除水温感测功能。

（设定及解除的内容将被记忆）

●即使选择了标准程序，以手动方式更改了洗涤时间等设定内容或设定了加热强洗时。

●滚筒内已加入水的状态（约3L以上）开始运行时。
●洗涤过程中更改了进程时。

水温感测
设定时

水温感测
解除时

水温感测中（点亮）

水温感测中（熄灭）

无法设定水温感测功能时（仅在该次运行时自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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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安装时如遇到问题，请联络当地日立特约维修站或拨打日立咨询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机体侧连接的连接螺母是否完全拧紧？

●连接部分是否松动或不稳定?

●连接水龙头时，是否使用了本公司生产的便捷

接头（附件）？<P.8>

漏水原因

安装状态的确认

使用中出现异常情况时
<P.78～97>

<安装说明书>

［
水
温
感
测
］
功
能  

使
用
前

•排水管的高度是否为10cm以下？
•排水管是否切实安装到了排水口上？

•机体是否水平安装？
•水平器的气泡是否在圆圈中？

排水异常的原因

脱水时停止或发出异常声音、振动的原因

<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

排水管的高度在10cm以内，且全长
在2m以内

※请从正上方观看
水平器。

圆圈

气泡

10cm以内

2m以内

●安装机体前，是否对排水口进行了清理？
显示通知（C02、C18）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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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请参阅［安装说明书］）

连接水龙头时使用
连接排水弯管时

使用

排水口的孔较小时
使用（排水口直径
在48mm以内）

水平安装机体时
使用

对烘干滤网插入
口进行维护保养
时使用

便捷接头 进水管
（约0.8m）

转接管 L型管‧粘合剂  
(用于调整高度)

吸入喷嘴 <P.75> 

■<P.○○>括号内的数字为具体说明页数。
■本使用说明书与语音提示的部分表达可能有所不同。

各部件名称、附件

洗剂投入盒<P.30、76>

滚筒（洗涤‧脱水筒）

线屑滤网<P.72、73> 

(1个) (1根) (1个) (各1个)

液体洗涤剂‧液体漂白剂投入口（右侧后方）

滤网部

橡胶垫圈

旋钮

真空吸盘式提升机构

※转动滚筒时会发出水声，这是为了保持脱水
平衡，进入到平衡环中的水声。滚筒内并未
残留水分。

平衡环（5层流体平衡器）

粉末洗涤剂‧粉末漂白剂投入口（左侧）

柔软剂投入口（右侧前方）

把手

(4个)

6mm

3mm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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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运输用螺栓后堵
孔时使用

安装、拆卸运输用螺
栓时使用

运输或安装机体，进
行筒固定时使用

确认机体是否水平安
装时使用

固定排水管的连接部
时使用

罩盖
<安装说明书>

卸下运输用螺栓扳手
<安装说明书> 

运输用螺栓
<安装说明书> 

水平器
 <安装说明书>

软管夹子
<安装说明书> 

烘干滤网 <P.74、75> 

电源开关

洗衣机门开启按钮

电源线

排水管挂钩（孔）

洗衣机门安全锁

洗衣机门衬垫

（两侧都有）

(2个) (1个) (2个) (1个) (1个)

外部

把手 滤网A

滤网B

内部

进水口 
<P.77>  

操作面板

洗衣机门

洗衣机门塞
（开盖钮零件）

调整脚 <安装说明书>
（可以调整前面右侧的脚的高度）

各
部
件
名
称
、
附
件

排水管
<安装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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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面板的功能
洗剂量（标准）显示 <P.28>

语音提示 <P.66>

使用加热强洗 <P.68>

设定童锁 <P.35>

进行预约 <P.60、61>

可以改变运行进程 <P.58、59> 剩余时间、洗涤剂量、预约时间、通知显示
<P.28、60>显示要投入的洗剂量的标准。

启动后，仅［预约］亮灯。

●按3秒可以改变音量。
●有些过程即使不按按钮，也会自动进
行通知。

按下［加热强洗］按钮，对洗涤物
吹温风，使洗剂溶解更充分。

使儿童无法擅自打开洗衣机门。

按下按钮后，显示设定的程序过程或
运行中的动作过程、或显示通知时，
通过语音来提示相应的处理方法。

●设定后， 点亮。

可以让它在几小时后结束运
行，或在3 ～ 12小时之间以
1小时为单位进行预约。

可以切换［洗涤］、［漂洗］、［脱
水］、［烘干］进程或进行组合。 开始运行后显示剩余时间。

每次按下预约按钮，都会显
示预约设定时间。

●启动后按［暂停］进行更改。［洗
涤］结束则无法进行更改。※运行仅
［洗涤］时，无法更改洗涤模式。

●也有些程序无法改变进程。

●有些程序无法设定此功能。
●上次选择的洗涤模式无法保存。

●有些程序没有预约功能。
●［烘干］、［清洁］程序都
无法预约。

■运行中的显示示例（  表示闪烁）

“洗涤（30分）”
运行中

“脱水（4分）”运行中 轻柔维护运行中

“漂洗1”运行中
除泡运行中（［洗涤］运行时）

（循环亮起） <P.91> 
错误显示

（“C08”）

“注水漂洗”运行

中

除泡运行中（［漂洗］运行时）

（循环亮起）<P.91> 
烘干运行待机中

※除泡运行时，首先进行排水，从滚筒的外侧进水进行除泡。（最多15分
钟） 疏松脱水（理衣动作中）

设定水温感测 <P.6>
通过３种传感器进行检查，
灵活调整洗剂量显示、洗涤
时间、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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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显示

选择程序 <P.36～61>

电    源 <P.78>

启动╱暂停烘干调节 <P.68>

按下［洗涤］、［洗 烘］、［烘干］、［清
洁］按钮的话，可以选择的程序会依次亮灯。

用于电源的［开］、［关］。

进行运行的启动或暂停。烘干状态可调节为［强］、［标准］和
［弱］这3个级别。

●［洗涤］、［洗 烘］、［烘干］和［清

洁］可以选择的程序各有不同。
●按下标准洗剂量显示时闪烁的按钮，即开始
进水。

●运行结束后，旋律音（蜂鸣）响起，并自动
关闭电源。

●没有启动时，放置10分钟后则会自动关闭。
●关闭电源后，约5秒之内按钮无法进行操
作。想要再次开启电源时，请在程序灯熄
灭后，按下电源［开］按钮

●出厂时设定为［标准］。

●烘干过程中即使按下［暂停］，滚筒内部冷却之前洗
衣机门不能打开。
●确认洗衣机门为关闭状态后再按下。否则会导致机体
发生故障。

●选择可使用风熨斗功能的程序时，将会点亮。风熨斗运行中将进行闪烁。

●洗衣机门被锁住期间，点亮或闪烁。

●滚筒内部为高温时，点亮或闪烁。

●烘干滤网堵塞时，亮灯或闪烁。

●线屑滤网堵塞或安装不正确时，［洗涤］程序或［洗 烘］程序运行时亮灯。

高温

洗衣机门安全锁

烘干滤网

线屑滤网

风熨斗

■开启电源后，按3秒钟便可变更改设定的按钮

可以解除和设定疏松脱水。 <P.71>
●可以解除和设定温度传感器控制。
●可以调整脱水启动情况。
●可以调整烘干情况。

<P.69∼71>

可以变更旋律音（蜂鸣声）。 <P.67>
可以更改除湿方式（风冷、水冷除
湿）。

<P.69>

可以设定和解除轻柔维护功能。 <P.71> 可进行语音提示的音量调节。 <P.66>

可以解除和设定结束预告音。 <P.67>

▲

操
作
面
板
的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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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表示“引起警告與注意”行為。

表示強制的“禁止”行為。

表示必須執行的“強制”行為。

為了預防對使用者及他人造成傷害，以及對財產造成損失，應遵守以下注意事項。另外，請先仔細閱讀本

文中的注意事項並正確使用。

■此處記錄的注意事項

下列的標志區分與說明，忽視標志內容而錯誤使用時，可能發生的危害與損害的程度。

標志示例
該標志欄表示:“會造成死亡
或嚴重傷害”。

該標志欄表示:“會發生受傷
或財產損失”。

● 可能會造成火災、觸電和受傷的原因。

電源插頭和電源線
●請單獨使用額定值為交流220V，10A容量的電源插座
如果與其他電器設備共用同一插座，可能會因異常發熱而導致火災事故。

●當電源插頭的金屬片及其接觸面上有灰塵時，請進行擦拭清潔

可能會導致火災。

●維護保養時或不使用時，請將插頭從插座中拔出

可能因絕緣老化而引起觸電．漏電或火災。

●拔出插頭時，請握住插頭向外拉，切勿拉拔電源線

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短路起火。

●如果電源線損壞時，必須聯絡當地日立特約維修站或撥打日立咨詢服務熱線進行更換

以避免觸電危險

●本品採用二極帶接地線的電源插頭，請使用二極帶接地線的電源插座

可能的話，最好使用漏電保護器，可能因漏電或故障引起傷害。

●嚴禁用濕手插拔電源插頭

可能會導致觸電。

●嚴禁使用已受損的電源線．插頭．或鬆動的插座

可能會導致觸電．短路．起火。

●嚴禁損傷電源線

　［請勿刮傷．加工．強行彎曲．拉扯．捆束．放置重物．夾住等］
可能會導致電源線破損，引起火災。

●嚴禁在電源線插座上配置多插頭

可能會導致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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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滌物和洗滌劑

●吸附食用油、動物油、機油、高級服飾乾洗油、去光水和稀釋劑、汽油、美容油、

　軟膏劑等的衣服、鞋子（輕便運動鞋）、帽子等，即使在洗滌後也不能進行烘乾。此外，

含有海綿的衣物也不能進行烘乾

可能會由於油等氧化的熱量引起自燃起火。

●不要放入過多的洗滌劑

可能產生大量泡沫使機體出現故障、導致漏水及觸電。

其他

●無法運行、冒煙、出現異味等異常時，為防止事故請務必立即拔掉電源插頭，同時聯絡

當地日立特約維修站或撥打日立咨詢服務熱線檢查與維修

可能會因觸電或漏電短路而引起火災。

●不得使用揮發性溶劑（汽油、苯、稀釋劑、煤油等）或燒碱洗滌或洗滌烘乾粘有此類東

西的物品

可能會引起爆炸．火災。

●除指定的專業維修人員以外，絕對禁止他人拆卸、修理或改造

可能會引起火災．觸電．受傷。（維修時請聯絡當地日立特約維修站或撥打日立咨

詢服務熱線。）

●保養時，請勿直接將水灑到機體上

可能會引起短路．觸電。

●關閉洗衣機門時，請勿將手放在固定洗衣機門的部件邊緣

否則手或手指有可能被夾在洗衣機門和機體之間，導致受傷。

●廢棄處理時，卸下洗衣機門

可能會導致小孩被關入。鬆開螺絲，卸下洗衣機門。

●包裝在一起的水平器，放置在兒童或嬰兒無法觸碰的地方

如果不慎被吞食，可能會導致窒息。

●智障人士、殘疾人士在沒有監管和指導的情況下，請勿使用本產品

可能會引起火災．觸電．受傷。

安
全
方
面
的
注
意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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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體附近

●嚴禁將易燃物放入或靠近滾筒

　［煤油、汽油、稀釋劑、揮發油、酒精等或吸附這些物質的洗滌物］

可能會引起爆炸或火災。

●請勿靠近蠟燭、蚊香、香煙等火源

可能會引起火災。

●請不要讓兒童進入滾筒內，不要讓幼小兒童使用

有被關入滾筒內導致窒息、燒傷、觸電、受傷、溺水的危險。

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续）

●可能會引起漏水．受傷。

洗滌物

●防水墊、座墊或腳墊、門墊等堅固厚重的物品、水無法滲透的纖維制品，不得進行

洗滌．漂洗．脫水及烘乾。

可能會損壞洗滌物，或是因脫水中異常振動導致受傷。

釣魚服、滑雪服、雨衣、睡袋、桑拿浴衣、潛水衣、風衣、尿布、自行車．摩托車．汽車蓋、防水墊、

座墊、腳墊等又硬又厚的東西

例如

運行時、運行後

●滾筒完全停止前，請不要用手等觸碰其中的洗滌物等

即使是緩慢的旋轉也有使手捲入受傷的危險。

尤其請特別注意兒童。

安裝時

●請不要安裝在浴室等潮濕或者容易受到風吹雨打的地方

可能會因觸電或漏電而引起火災。

運行前後，運行時

●請確認洗滌、烘乾前水龍頭是否打開以及有無漏水情況

如果螺絲鬆動而漏水，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

●不使用時請關上水龍頭

以防萬一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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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方
面
的
注
意
事
项

●嚴禁強行打開處於關閉狀態的洗衣機門 <P.33～35>

可能會造成洗衣機門或鎖定部件破損，導致受傷，無法進行洗滌、烘乾。

●運行時，請不要將手腳等放入機體下

可能會導致受傷。

●烘乾時或結束後，請不要觸摸滾筒和洗衣機門週邊的金屬部件、衣物（拉鏈和金屬鈕扣）

可能會導致燙傷。

●請牢固安裝好線屑濾網之後再運行，運行時不能打開

可能會導致漏水。

●拿放洗滌物時，不要硬對洗衣機門襯墊施加壓力

洗衣機門襯墊變形時，會有漏水的危險。

●運行時不要拉出洗劑投入盒

可能會導致蒸汽洩漏、漏水。

●烘乾時不要拉出烘乾濾網

可能會導致蒸汽洩漏、漏水、燙傷。

●不要加入過多洗滌劑

可能會導致機體故障或漏水、觸電。

●烘乾時，不要觸摸機體上部右側

可能會引起燙傷。

運行前後，運行時

●安裝後或移動後，改變水龍頭連接後，首先請確認水龍頭的開關及有無漏水

●請小心開關洗衣機門

可能會導致受傷、週邊牆壁等的破損、機體故障。

●使用前，先確認洗衣機門襯墊表面是否附著線屑等異物

若未確認洗衣機門是否緊密，可能導致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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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拉鏈（鈕扣）應該完全合上
可能會造成運行中機器故障和漏水。

●洗劑投入盒周圍的塑料部件、金屬部件或洗衣機門處，若沾有柔軟劑、液體洗滌劑、漂白

劑時，請用濕布擦拭
可能會使機體生鏽、破損、塑料部件破損，導致受傷。

●停水後及拆除進水管一段時間後再裝上時，請關上水龍頭按下啟動按鈕， 當顯示洗劑量
時，再緩慢地打開水龍頭（長時間沒有使用時也一樣）
以防止因進水管、自來水管內聚集空氣、壓縮氣壓，而造成機體受損、漏水、受傷。

●清除排水口
如果排水口堵塞，排水口會因排水不暢而漏水。

●定期清除線屑濾網或排水口（1次/月）
對易產生線屑的衣物或黏有寵物毛或頭髮等的衣物進行洗滌時，會導致線屑濾網或排水口堵

塞，無法排水，引起漏水等。

●關上洗衣機門時不要夾住洗滌物
可能會導致機體故障或漏水。

●不要爬上機體及在其上放置重物
可能會導致機體故障、漏水。

●請勿拉拽洗衣機門或對其施加過大的力
可能會導致機體故障或漏水。

●請勿使用50℃以上的熱水
可能會導致機體故障或漏水、烘乾不良。

●請勿將洗衣機安裝在有輪子的台面上或不平整的場所
機體的異常振動可能會導致受傷、機體故障。

●洗滌蓋（另售）不適用於［洗

▲

烘］［烘乾］運行、［輕柔］程序
可能會因洗滌蓋飛出而受傷或導致機體破損。

●可能會引起漏水．受傷。

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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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方
面
的
注
意
事
项   

使
用
方
面
的
注
意
事
项

使用方面的注意事项

■請勿靠近電視機或收音機

●可能會產生干擾，導致電視機、收音機產生雜音。

■請勿在運行中拔下插頭

●可能會造成機體故障，若因故必須拔下時，請務必先按暫停按鈕或將電源關掉後，再拔下插頭。

■烘乾時請充分保持空氣流通

●為了能有效地烘乾衣物，請充分保持空氣流通。

●冬季等室溫很低時，如果通風不充分，可能導致窗戶和牆壁結露。

■不要放入過多洗滌物

●衣物卡住滾筒，可能會導致洗衣機門襯墊及塑料部件破損。

●可能會導致洗滌時間過長，產生洗滌斑點或烘乾斑點。

■不要使用市售的洗滌輔助設備

●洗滌輔助設備會因熱變形、破損、損壞洗滌物，從而導致機體故障。

■在市售的洗滌網內，不要裝入過多的洗滌物

●噪音和振動會變大。

●有時無法充分脫水。

●請只放入很輕的洗滌物（小件物品或女式內衣等）。

■洗滌物較多時，請將襪子及手帕等小物件放入市售洗滌網內後再運行

●運行時，衣物過於集中在洗衣機門襯墊附近，會無法充分洗滌及烘乾。

●建議使用另售的洗滌蓋（MO-F102）。<P.99> 

 洗滌蓋不適用於［洗 烘］、［烘乾］運行、［輕柔］程序。

洗滌網 洗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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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物的准备

以下物品無法烘乾

● 表面有橡膠類或橡膠等
塗層的衣類

● 海綿類物品（布娃娃狀的玩具）

● 有深濃印刷顏色的衣類

● 用洗衣漿漿過的衣類

● 熨斗顯示 ，是有低溫限制的物品

● 熨斗顯示 ，是不能熨燙的物品

● 也有表示需要避免旋轉烘乾等的物品

● 有 顯示的物品

※ ●  有晾乾（  ）平干（  ）標籤的
物品

※ ● 緊身衣褲、蕾絲或刺繡等有裝飾或附屬配件的    
物品、超精細纖維

※ ● 羊毛等獸毛製品、混紡製品

※ ● 有 標籤的物品

  ※ 有些洗滌物可通過［靜態烘乾］進行烘乾。<P.50> 

以下衣物無法洗滌也無法烘乾

● 市售的洗滌輔助設備（洗滌球、垃圾收集濾網等）

● 使用座墊、枕頭、被子、彈簧墊等棉類或氨甲酸酯

（海綿類）的物品

●鞋（輕便運動鞋等）

※可以使用［異味淨］、［靜態烘乾］程序。

● 防水性產品 <P.14>
 • 洗滌物容易偏向一邊，會導致機體故障、洗滌物破損。

● 背面貼有橡膠的墊子類、厚實或毛長的墊子類
（門墊、毛毯、碎布墊、鋪墊等）

 • 洗滌物容易偏向一邊，會導致機體故障、洗滌物破損。

● 粘附寵物毛發的衣物等
 • 毛發類污物堵塞內部水管，可能會造成故障。

●請確認衣物標籤。注意

● 羊毛等強力扭曲纖維（強捻線）類

衣物（特別是編織花紋） 

■為防止縮水、變形、變色、損傷、手感變差等

● 皮革製品 

     皮革裝飾品 

● 絲織品衣物

 • 有時會引起縮水、花紋變形或變色。

● 有裝飾物（羽毛、毛皮等）的

衣物

● 人造纖維、銅氨纖維及其混紡品

 • 有時會引起縮水、花紋變形或變色。

● 和服、和服小飾品

● 領帶、西裝、外套
 • 有時會引起縮水或花紋變形。
※可以使用［異味淨］程序。

● 洗滌標籤表示為乾洗/石油溶劑

洗滌的物品

● 進行過塗層加工、樹脂加工（使用過粘合劑）、

壓印浮雕加工物（凹凸花樣）

● 天鵝絨、純毛的毛毯、電毯、長拉毛編織

（厚度10mm以上）的毛毯、地毯套

● 沒有衣物標籤，未表示材料的衣物

■為防止縮水、變形、變色、損傷、手感變差等

分類和確認

■ 為防止烘乾濾網堵塞等故障

■為防止因脫水異常振動而導致受傷和故障等

●附着食用油、动植物油、机油、干洗油、挥发油或稀释剂、汽油、美容油、软膏剂等的衣物、帽子等，
即使在洗涤后也不要进行烘干。此外，海绵类衣物也不能进行烘干。

 • 可能因油等的氧化热而导致自燃起火或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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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进行洗涤及烘干的衣物及推荐程序

洗
涤
物
的
准
备   

能
够
进
行
洗
涤
及
烘
干
的
衣
物
及
推
荐
程
序

遇到这种洗涤物时 推荐程序
普通的洗涤物
‧内衣裤、睡衣等 标准

<P.36、38、40>

想在短时间内洗涤、烘干时
‧衬衫、睡衣等 快速洗烘

<P.38>

想在短时间内洗涤轻微污垢时
‧手帕、围裙等 快速洗衣

<P.36>

污垢较多或洗涤物较厚时
‧运动衫、袜子等 强力

<P.36、38、40>

自行设定程序时
‧衬衫等 个性洗

<P.56>

想要安静运行时
‧内衣裤、睡衣等 夜间

<P.38、40>

洗涤或烘干毛毯等物品时
‧腈纶毛毯、被子、窗帘、薄床垫等 毛毯

 <P.42~45>

洗涤带有手洗标签的衣物时
‧裙子、毛衣等 护衣洗

 <P.46~49>

想在保持良好手感的情况下洗涤毛巾等时
‧毛巾、浴巾等 轻柔

<P.36>

烘干带有干洗标签的衣物或鞋子等时
‧毛衣、鞋子等 静态烘干

<P.50>

担心异味的物品
‧西装、布制玩偶等 异味净

<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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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良好洗涤效果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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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得
良
好
洗
涤
效
果
的
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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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良好洗涤效果的要点（续）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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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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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得
良
好
洗
涤
效
果
的
要
点

， 。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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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7>

<P.57>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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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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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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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程序

■不容易产生褶皱的普通洗涤物
●运动衫

●毛巾类

●体操服

●内衣裤等
标准程序

■容易产生褶皱的洗涤物
●棉类衬衫等长形的衣物

（特别是薄的棉类衬衫）

●床单类等的大件物品

●睡衣、手帕、T恤
●牛仔裤等又硬又厚的衣物
●棉裤等
●罩衫等

标准程序
［30分］

■不容易烘干的厚的洗涤物
●较厚的运动衫

●浴巾等 强力程序

获得良好烘干效果的要点
●请在可使用风熨斗功能的程序下运行。<P.26>

根据洗涤物的种类，分别使用不同的烘干运行程序

建议

减少衣物起毛球或产生静电的方法

●将容易出现褶皱的洗涤物和不容易出现褶皱的洗涤物分类，进行洗涤~烘干的时候，选择

洗 烘的［标准］程序、烘干的［30分］运行结束后，请取出容易褶皱的洗涤物，立即

进行晾晒。

剩下的衣物、请再以烘干的［标准］程序进行烘干。

●烘干运行结束后，若长时间放置洗涤物，将失去轻柔感，出现褶皱，因此在运行结束

后，请立刻取出洗涤物或设定轻柔维护。<P.71>

●请将容易起球的衣物翻过来烘干。

●［洗 烘］运行时，请使用柔软剂。

［烘干］运行时，请使用市售的防静电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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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褶皱的方法

为了避免烘干不均匀

避免缩水的方法

●请将烘干状态设定为［强］。<P.68>

●请运行［强力］程序。

●请减少洗涤物的量（4kg以下）。

●请将较厚的衣物与较薄的衣物分开烘干。

●较厚的衣物可能会产生烘干色斑。请再次运行烘干的［标准］程序。

●有些衣物烘干后容易产生褶

皱。任何烘干机都同样无法避

免少许褶皱的产生，本机与以

往的烘干机相比，因衣物的类

型和形状不同，有时可能比较

容易产生褶皱。

●特别是棉类衬衫等长形衣物，

用洗 烘的标准程序［自动］

进行烘干时，将产生较多褶

皱。

洗涤后约烘干30分钟，减
少袖子等因脱水而产生的
褶皱。完成后尽快挂起来
晾干。

如果减少洗涤量，则可以
减少褶皱的产生。

洗 烘［标准］程序
（烘干［30分］）

烘干［标准］程序
（洗涤物：2kg以下）

●附有干洗标签的洗涤物（羊毛的毛衣、裙子等）请使用［静态烘干］程序。<P.50>

●请配合使用阳光下晒干的方式。

(在阳光下晒干后再进行烘干)

获
得
良
好
烘
干
效
果
的
要
点

●脱水运行后，暂时取出洗涤

物，将脱水产生的褶皱展开之

后再进行烘干，可以减少褶

皱。

洗 烘的标准程序［自动］

的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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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风熨斗
■烘干运行中，通过将温度较低的高速温风吹向洗涤物，来抑制褶皱的产生。

［洗 烘］运行 <P.38> 

［烘干］运行 <P.40> 

按下［洗 烘］
按钮，选择可使
用风熨斗的程序

按下［烘干］按
钮，选择可使用风
熨斗的程序

洗涤程序

高速温风运行

脱水

高速送风运行

高速温风运行 高速送风运行

●选择洗 烘运行的［标准］、［快速洗烘］、［强力］、［个性洗］，或烘干运行的［标准］、

［强力］程序后，将自动启动风熨斗功能。

●对半干或已干衣物进行［烘干］时，无法除去褶皱。

●烘干滤网堵塞，机体内部的压力上升时，［风熨斗］有可能不进行闪烁，保持原来的显示（低速

温风运行）。

●选择清洁程序的［异味净］后，［风熨斗］将进行闪烁。

●减少每次的烘干量。当洗涤物非常少，并且其中棉类的衣物比例较高时，请添加1～2件其他衣物。
（避免在洗涤物紧贴滚筒内侧的状态下进行烘干运行）

●推荐对进行过定型加工等防皱加工的衣物进行烘干。

●将较薄的衣物与较厚的衣物分开烘干。

●系好带子后再进行烘干。减少容易缠绕到一起的衬衫或睡衣等的烘干量。（防止洗涤物缠绕到一起）

●脱水运行后，暂时取出洗涤物，除去因脱水而产生的褶皱后再进行烘干。

●运行结束后，立刻取出洗涤物（如果原样放置在滚筒内，将因洗涤物的重量而产生褶皱）或设定轻柔

维护。<P.71>
●对于较薄的棉衬衫等容易产生褶皱的洗涤物，褶皱的去除效果有可能会降低。在洗 烘的［标准］程

序下，选择烘干［30分］并运行结束后，请进行悬挂晾干。

高速脱水

或高速温

风脱水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闪烁）

（闪烁） （闪烁）

闪烁时吹出高速温风。

闪烁时吹出高速温风。

（闪烁）

高速

温风

高速

温风

高速

送风

高速

送风

低速

反转

低速

反转

低速

反转

低速

反转

减少褶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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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母亲

衬衫

内衣 袜子

男式内裤 手帕

睡衣 浴巾

编织缝制品 短裤

手帕 睡衣

女孩 男孩

罩衫 短裤

内衣

手帕 袜子

休闲衬衫

短裤 男式内裤

手帕 袜子

●“风熨斗”具有大量减少衣物褶皱的功能，但根据衣物的洗涤量、材料及一起烘干的洗涤物种类，除皱效

果会有所不同。可能会留有褶皱。

衬衫

编织缝制品

休闲衬衫

内衣

罩衫
（学校制服）

手帕
(4条)

洗涤物烘干结果的例子
关
于
风
熨
斗

要烘干的洗涤物重量
※插图和表中为洗涤物的大致重量。 棉55%‧聚酯45% 棉100%

衬衫 休闲衬衫

1kg

3kg

7kg
父亲 母亲

衬衫 裤子

内衣 袜子

男式内裤 手帕

睡衣 浴巾

编织缝制品 短裤

手帕 睡衣 浴巾

女孩 男孩

罩衫 短裤

内衣 裙子

手帕 袜子

睡衣 浴巾

休闲衬衫 短裤

男式内裤 手帕

袜子 睡衣 浴巾

1张双人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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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剂和柔软剂的准备与投入方法
洗涤量的检测和洗剂量的显示

放入洗涤物设定想要运行的程序，
按［启动］按钮

滚筒旋转、传感器测量洗涤量

【显示示例】

显示洗剂量（标准）

拉出洗剂投入盒，参考右表放入洗涤剂、
漂白剂、柔软剂

关于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的注意事项

洗涤剂

漂白剂

柔软剂

※滚筒内加入3L以上的水时，或为［毛毯］、［护衣洗］、
［筒清洗］、［筒干燥］程序时，不显示洗涤量的检测值
和洗剂量（标准）。

表示测定中

显示洗剂量，约6秒后变为剩余时间（标准）。
（洗剂量的显示内容不发生变化）

显示示例：1小时30分 显示示例：30分

●请勿使用高泡洗涤剂。

可能会因泡沫过多而发生弊害（漏水或触电）。

●易起泡的洗涤剂，请以每30L水加入20g洗涤剂为基准，不要使用过多。

●［筒清洗］程序以外，请勿使用氯化漂白剂。

否则会导致机体发生故障。

●请勿投入过多的柔软剂

否则有可能变硬，或产生洗涤色斑。

洗涤量显示约1分钟后开始进水。按下正在闪烁的

程序按钮（ 、 ▲ ）后，立刻开始进水。

如果在1分钟以内无法投入，请按下［暂停］按
钮。此时将停止投入洗涤剂。

洗涤量

(标准)
洗剂量

标准显示
水温感测

6～9kg
无设定
（熄灭）

有设定
（点亮）

4～6kg
无设定
（熄灭）

有设定
（点亮）

1～4kg
无设定
（熄灭）

有设定
（点亮）

～1kg
无设定
（熄灭）

有设定
（点亮）

▲

（1.0杯）

（0.8杯）

（0.6杯）

（0.3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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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量和洗剂量、漂白剂量、柔软剂量

请按照洗涤剂量的标准显示投入洗涤剂。

关于洗涤量

●［洗 烘］、［烘干］程序下的规定容量为7kg以内。

●以表中的洗涤量为标准。
根据洗涤物的种类、大小及厚度等不同，可洗涤量也有所不同。
为了有效地去除污垢，推荐洗涤量为7kg以内。

根据厂商不同，有些洗涤剂没有标注标准使用量（每30L水○○g）。此外，根据洗涤剂的种类不同，一勺的
洗剂量也有所不同。因此，请参考洗涤剂外包装上的“滚筒式洗衣机的使用量标准”。

普通洗衣机和滚筒式洗衣机的使用量不同，敬请注意。

洗
涤
剂
和
柔
软
剂
的
准
备
与
投
入
方
法

合成洗涤剂 柔软剂 漂白剂

粉末 液体 中性液体 浓缩 普通

（每30L水） （每30L水） （每30L水） （每30L水） （每30L水）

20g 25g 10mL 20mL 25mL 40mL 7mL 10mL 20mL 40mL

44g 55g 22mL 44mL 55mL 40mL 15mL 22mL 44mL 40mL

36g 45g 18mL 36mL 45mL 30mL 13mL 18mL 36mL 30mL

28g 35g 14mL 28mL 35mL 25mL 11mL 14mL 28mL 25mL

16g 20g 8mL 16mL 20mL 20mL 8mL 8mL 16mL 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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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的使用方法

粉末洗涤剂、液体洗涤剂

拉出洗剂投入盒

放入洗涤剂

●请勿放入过多洗涤剂

（否则将导致运行时间变长、漂洗或除垢不良、发黑、

故障或漏水、触电）

●请勿在洗剂投入盒内放入结块的洗涤剂。请将结块弄碎

后放入洗剂投入盒。

（结块状态下放入，将导致漏水）

●如果洗剂投入盒较湿，会有洗涤剂粘着，所以放入洗涤

剂前，请用干抹布擦拭。

●进水前如果不放入洗涤剂，洗剂投入盒中会有洗涤剂未

完全溶解。

●同时使用液体洗涤剂和液体漂白剂时，请注意不要放入

过多。由于虹吸现象，可能会有所流失。

●液体洗涤剂和柔软剂的投入口，为根据虹吸现象设置

的排水构造，所以会有水分残留。根据内部的结露或柔

软剂的粘附情况，残留水量会有所增加。担心此种情况

时，请倒掉或用干抹布擦拭，或进行保养。<P.76>

●使用固体类洗涤剂时，请充分溶解后直接投入滚筒内。

投入滚筒时，待显示洗涤剂量之后，按下暂停，打开洗

衣机门投入。

●因为洗剂投入盒内可能会有剩下的

水，请慢慢地拉出来。

请勿手持盖子将其拉出。

●请按照洗剂量（标准）显示，投入
洗涤剂。 <P.28、29> 

洗
涤
剂
标
准
用
量
显
示
之
后

液体洗涤剂•液体漂白剂
投入口（右侧后方）

柔软剂投入口
（右侧前方）

粉末洗涤剂•粉末漂白剂投
入口（左侧）

洗剂投入盒

把手

罩盖

洗涤剂和柔软剂的准备与投入方法（续）

TS_BD-A6000C.indb   30TS_BD-A6000C.indb   30 6/20/2011   3:41:50 PM6/20/2011   3:41:50 PM



31

漂白剂

柔软剂

柔软剂放入到右侧前方

●放入洗涤剂之后

关闭洗剂投入盒

洗
涤
剂
标
准
用
量
显
示
之
后

使用粉末漂白剂时请放入左侧，液体

漂白剂请放入右侧后方。

除［筒清洗］程序外，其他程序请勿使用氯化漂白剂。

(否则会导致机体发生故障)

●关于使用量及使用方法，请遵照漂白剂的表示。

●请勿将液体漂白剂直接倒在洗涤物上。（否则会导致变

色，布料损坏）

●请勿在柔软剂投入口投入洗涤剂。（否则会导致故障）

●请不要长时间（12小时以上）将柔软剂直接放在里面。

（可能会结块）

●柔软剂投入口有时会有柔软剂粘着。请取出投入盒进行

清理。

●请勿放入过多柔软剂。（最大60mL）

(否则柔软剂流出直接接触到洗涤物，将导致变色、发黑)

●使用了香气较浓或粘着性较高的洗涤剂或柔软剂，可能

会产生异味。此时，请减少洗剂量或运行［筒清洗］程

序。<P.54> 

●投入液体洗涤剂或柔软剂时，如果撒到盖子上部，可能

会溶解残留在其上，所以请避开盖子投入。

●请慢慢打开或关闭洗剂投入盒。

如果快速关闭，洗剂投入盒内的水、洗涤剂、漂白剂、

柔软剂可能会洒落。此外，液体洗剂洒落到柔软剂投入

口时，可能会引起虹吸失灵导致柔软剂残留。

●请定期（每周1次）取出洗剂投入盒，对其插入口周围进

行清理。

（在附着液体洗涤剂、漂白剂及柔软剂的状态下进行放

置，可能会导致机体破损或受伤 <P.76> )

●当洗衣机门内侧的金属部件、机体外侧的塑料部件上附

着液体洗涤剂、漂白剂或柔软剂时，请立刻用湿抹布擦

拭干净。

（可能会造成机体生锈或塑料部件破损，导致受伤）

洗
涤
剂
和
柔
软
剂
的
准
备
与
投
入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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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剂和柔软剂的准备与投入方法（续）

用1L左右的水稀釋洗衣漿，放入滾筒

按下 ［開］按鈕，打開電源

按下 ［洗滌］按鈕，選擇［標準］

分別按下   按鈕

按下 ［啟動］按鈕。

● 漿洗時，請勿設定［加熱強洗］功能。

● 請勿對洗衣漿漿過的衣物進行［烘乾］，否則會導致烘乾濾網堵塞而產生故障。

注意

6分 沒有設定 1分

按上表設定後，放入附有洗衣漿的洗滌物，關閉洗衣機門。

旋律音鳴响後即結束。

洗滌 漂洗 脫水

洗衣漿

洗衣漿用量

上漿洗滌量

僅限于有化工合成漿（乙烯基乙酸酯系PVAc）表示的洗衣漿。

●  使用非上述洗衣漿時，有可能會造成機體故障，請確認表示成分。

※請不要使用PVA（聚乙烯醇）。

請依照標示的洗衣漿用量標準使用。

滾筒式洗衣機由於用水量很少，因此有時會有些發硬。如擔心請少放一些。

3kg以下（洗滌物的大致重量） <P.21>

使用洗衣漿時

洗衣漿運行

按下 ［開］按鈕，打開電源

按下 ［洗滌］按鈕，選擇洗滌的［護衣洗］程序

關閉洗衣機門，按下 ［啟動］按鈕

● 請勿放入洗滌劑、洗滌物。注意

附上洗衣漿之後: 請沖洗滾筒裡殘留的洗衣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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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洗衣机门的开闭

洗衣机门的打开、关闭方法

运行中想要打开洗衣机门时

洗衣机门的打开方法

洗衣机门的关闭方法

洗涤时

为了安全起见，运行中不要让洗衣机门打开，保持锁紧状态。

●请切实关闭洗衣机门后，再按下［启动］按钮。

●如果按下［启动］按钮后再关闭洗衣机门，可能会导致洗衣机门无法关闭。

●运行中打开洗衣机门时，洗衣机门的玻璃上附着的水或泡沫可能会滴到地板上。
此时，请用毛巾等擦拭。

按［洗衣机门开启］的按钮，打开。即使  熄灭，洗衣机门也无法打开时，请一边按［洗衣机门开
启］的按钮，一边向前拉按钮附近的洗衣机门周围（内侧部）来，打开。

接通电源时或即使按下［暂停］按钮  仍点亮时，表示童锁被设定，请按住  3秒以上，来解除

童锁。<P.35>

请按下洗衣机门的中央右侧，切实关闭。

●洗衣机门的周围是用洗衣机门衬垫来保证密封性的，因此根据粘着情况，洗衣机门可能会难以打开。

●洗涤运行中，根据水位，洗衣机门安全锁将不会被解除。

●［轻柔］程序脱水时，会向洗涤物吹温风，冷却运行未结束前，无法打开洗衣机门。

［洗衣机门开启］按钮

内侧部

洗衣机门

按下 ，使其暂停

关闭洗衣机门，按下 ，再次开始运行。

 熄灭后，打开洗衣机门放入洗涤物

 正在闪烁时，无法打开洗衣机门。

洗
涤
剂
和
柔
软
剂
的
准
备
与
投
入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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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中想要打开洗衣机门时（续）

解除洗衣机门安全锁的方法

烘干时

电源为［关］时

洗涤过程中暂停时

●  显示时，由于内部很热，在内部降温之前无法打开洗衣机门。

●烘干运行中暂停时，根据运行时间，冷却后柔软剂进水约1~2分钟之后电源可能会关闭。

（运行时间为烘干开始的15～40分钟，根据程序或洗涤量而有所不同）

●轻柔维护运行中，按下暂停按钮，洗衣机门安全锁被解除，电源关闭。

●洗 烘运行时进行暂停，添加较多洗涤物（2kg以上），可能会导致洗涤物烘干不充分，因此请再次进行烘干

运行。

●烘干过程中或结束后，请勿触碰滚筒和洗衣机门周围的金属部件、机体右上部分及洗涤物（拉链或金属钮扣）

否则会导致烫伤。

●将电源设为［开］。

‧运行中关闭电源或发生停电时，洗衣机门安全锁将会一直锁定。

‧滚筒内部出现高温时，待冷却结束后，洗衣机安全锁会被解除。

●滚筒内剩余的水量超过可打开洗衣机门的水位时，请先进行排水再打开。

 闪烁，进入冷却运行

3～15分钟的冷却运行后，洗衣机门安全锁会被解除

先按下  后，再按下 

按下 ，选择［标准］程序

滚筒开始旋转后，按下  ，使其暂停

 熄灭后，打开洗衣机门

按下 

按下 ，进行排水

有关洗衣机门的开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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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童锁

保持洗衣机门不关闭的方法

●运行时，确认洗衣机门塞（洗衣机门零件）收起，如果强行关闭将导致故障。

使用时

按下［洗衣机门开启］按钮，打开洗衣机门

用硬币等向右转动洗衣机门塞，
直至发出“咔嗒”声

洗衣机门塞弹出并被固定。

硬币 硬币

洗衣机门塞 洗衣机门塞

洗衣机门塞

（收起时）
洗衣机门塞

（使用时）

洗衣机门塞返回原位。

用硬币等向左转动洗衣机门塞，
使其恢复原位

返回原位时

设定时 解除时

请用硬币等向右转动洗衣机门内侧的门塞（洗衣机门零件），直至发出声音。

为了不让儿童随意关闭洗衣机门或被关到滚筒内，可以使洗衣机门无法关闭。

为了抑制霉菌的产生，洗衣机门打开的状态下也请使用门塞。

为了不让小孩子任意打开洗衣机门，发生被锁在滚筒内地情况，关掉电源的状态、运行前或
运行过程中强制将洗衣机门安全锁锁上，让洗衣机门无法被打开。

按下 ，接通电源

关闭洗衣机门，按下  3秒以上

语音通知“已设定儿童安全锁”，“咔

嚓”声响过后设定完成，门被锁上

语音通知“已解除儿童安全锁”，

“咔嚓”声响过后，设定解除

按下  3秒以上

●设定内容被记忆。

●童锁在设定状态，即使电源自动关闭并切断，洗衣机门还是无法被打开。要打开洗衣机门，请解除设定。

点亮。 熄灭。

有
关
洗
衣
机
门
的
开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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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种洗涤物时

洗涤
容量

加热
强洗 水温感测

推荐
洗涤剂

9kg

4.5kg

9kg

9kg

4.7kg
(被子1kg)

1.5kg

4.5kg

洗涤

■［轻柔］程序

分别使用不同的程序

标准
普通的洗涤物

快速洗衣
想在短时间内洗涤轻
微污垢时

强力
污垢较多或洗涤物
较厚时

个性洗 <P.56、57>
想要自行设定程序时

毛毯 <P.42～45>
毛毯、被子、窗帘、薄床垫等

护衣洗 <P.46～49>
带有手洗标签的洗涤物

轻柔
想保持毛巾等手感良好时。

可
以
设
定

无
法
设
定

无
法
设
定

可
以
设
定

可
以
设
定

可
以
设
定

无
法
设
定

粉末合成洗
涤剂或液体
洗涤剂

干洗标签衣
物专用洗涤
剂或液体中
性洗涤剂

粉末合成洗
涤剂或液体
洗涤剂

液体洗涤剂

●脱水运行中，向洗涤物吹30分钟温风，可抑制毛巾等起皱。
 （与［标准］程序相比，运行时间变长）
 请不要用该程序洗涤无法烘干的洗涤物。<P.18>

［轻柔］程序中，请勿使用洗涤盖。

（脱水时的温风有可能使其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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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18、20～23>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程序

按下 

放入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 <P.28～31> 

关闭洗衣机门，

■更改［洗涤］、［漂洗］、［脱水］的设定时 <P.57、62、63> 
■想要清除顽固污垢时 <P.68> 

按照洗剂量（标准），

每按下按钮，可选程序即会点亮。

旋律响起，检测洗涤量，30秒～2分后显示洗剂量（标准）。

准备

洗
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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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种洗涤物时

洗涤
容量

加热
强洗 水温感测

推荐
洗涤剂

7.0kg

7.0kg

7.0kg

7.0kg

4.5kg

3kg

洗涤～烘干

■［快速洗烘］程序

■［夜间］程序

分别使用不同的程序

标准
普通的洗涤物

快速洗烘
想在短时间内洗涤、
烘干时

强力
污垢较多或洗涤物
较厚时

个性洗 <P.56、57> 
想要自行设定程序时

夜间
想要安静运行时

毛毯<P.42～45>
毛毯、被子、窗帘、薄床垫等

可
以
设
定

无
法
设
定

粉末合成洗
涤剂或液体
洗涤剂

液体洗涤剂

●烘干最初的高速脱水时就向加热器供电，可比［标准］程序更快地烘干洗涤物。

●降低烘干运行中温风脱水时的滚筒转速和送风风扇转速，可以安静地运行。
（与［标准］程序相比，运行时间变长，洗涤物的褶皱变多）

▲

无
法
设
定

可
以
设
定

无
法
设
定

可
以
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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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涤
～
烘
干

使用方法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18、20～23>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 ，选择程序

按下 

放入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 <P.28～31> 

关闭洗衣机门，

■更改［洗涤］、［漂洗］、［脱水］的设定时 <P.57、62、63> 
■想要清除顽固污垢时 <P.68> 
■调节烘干状态时 <P.68> 

按照洗剂量（标准），

每按下按钮，可选程序即会点亮。

旋律响起，检测洗涤量，30秒～2分后显示洗剂量（标准）。

准备

TS_BD-A6000C.indb   39TS_BD-A6000C.indb   39 6/20/2011   3:42:01 PM6/20/2011   3:42:01 PM



40

烘干
分别使用不同的程序

遇到这种洗涤物时 烘干容量

7kg

2kg

7kg

4.5kg

3kg

0.4kg

标准
普通的洗涤物

夜间
想要安静运行时

强力
较厚的洗涤物

标准（运行［10分］）
想要除去花粉时

毛毯 <P.42～45>
毛毯、被子、窗帘、薄床垫等

静态烘干 <P.50>
烘干带有干洗标签的衣物或鞋子等时

■［夜间］程序

容易缩水的衣物 不易缩水的衣物 防止缩水的方法

●降低送风风扇的转速，安静地运行。
（与［标准］程序相比，运行时间变长，洗涤物的褶皱变多）

●第1次洗涤、烘干时就基本上决定了缩水程度。

●根据布料的种类或编织方法、缝制和加工方法等，缩水程度会有所不同。
 容易缩水的衣物：羊毛或棉质的毛衣等罗纹编织品

●请设定标准［烘干］程序［10分］。

●烘干容量为2kg以内。（如果放入2kg以上的衣物，烘干效果将降低）

●请勿运行无法烘干的衣物 <P.18>

有些衣物浸泡在水中或仅洗涤晾干也会缩水，有些在烘干时缩水更严重。

关于衣物的缩水

想要除去花粉时

毛衣

羊毛衫或裙子等 化纤混纺类袜子等 棉、混纺等的
纺织品

聚酯纤维制品等

运动袜 衬衫 罩衫 ●烘干前请仔细确认衣物的标签和

材质。

●对于有干洗标签的洗涤物，请运

行［静态烘干］程序。

●请同时充分利用阳光晒干。

（例如，在阳光下晒干后再进行

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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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自动运行时 设定时间运行时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18、20～23>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18、20～23>

仅［标准］程序可
以更改时间。设
定为［10分］、
［30分］、［60
分］或［90分］
后进行烘干运行。

每按下按钮，可选程序即会点亮。
自动运行，直到洗涤物烘干为止。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标准］程序，

从［10分］、［30分］、［60分］、
［90分］中选择想要设定的时间

按下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程序

按下 按下 

●烘干时如果洗涤物上残留漂白剂，将缩短本机的寿命，损伤洗涤物。
洗涤时使用了漂白剂或次氨酸钠等药剂时，请充分（无气味残留）漂洗之后再进行烘干。

■调节烘干状态时 <P.68> 

■对使用漂白剂洗涤的衣物进行烘干时

设定时间，
运行时

关闭洗衣机门， 关闭洗衣机门，

显示
显示

烘
干

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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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毛毯／洗涤～烘干

■洗滌3kg~4.7kg的毛毯時，需使用另售的“洗滌蓋（MO-F102）”。 <P.99>

●如果不使用洗滌蓋進行洗滌，可能損傷洗滌物、導致機體破損。

※有關洗滌蓋的安裝、拆卸方法 <P.43>

■可以洗滌的被子

● 內部材質為化纖（聚酯纖維）的被子

蓋被（單人尺寸 寬150cm×長210cm以下，內部棉絮在1kg以下）

●羽絨被，有顯示 、 標籤的被子

　例如：貼身被、棉絮重量0.5kg等）

■可以洗滌的毛毯

● 標示手洗的毛毯。
● 綸或聚酯纖維的彈力毛毯、毛圈毛毯、編織毛毯

（寬180cm×長230cm以下，一件重量4.7kg以下）

■其他可以洗滌的物品

●有 標簽的床墊、窗簾：4.7kg以下

kg

可洗滌的物品、不可洗滌的物品

●請勿洗滌內部材質為羊毛而被套材質為絲綢的被子。

［洗滌］運行時

kg

■放入滾筒的方法，因洗滌量和烘乾量或種類而異。

　請您按照下表正確使用洗滌蓋。

［洗滌］運行

［洗 烘］運行

毛毯

不滿3kg

3kg~4.7kg

不滿3kg

被子

1kg以下

–

–

洗滌蓋

不使用洗滌蓋也可運行。

請使用洗滌蓋進行運行。

請不要使用洗滌蓋運行。

●純毛毛毯、電熱毯、長拉毛編織毯（厚度10mm以上）請不要洗滌。

洗滌物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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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烘］、［烘干］运行时

安装方法

拆卸方法

可洗涤～烘干／烘干的衣物、不可洗涤～烘干／烘干的衣物

洗
涤
毛
毯
／
洗
涤
～
烘
干

洗涤盖的安装、拆卸方法（仅［洗涤］运行时）

1 弯折洗涤盖，由上侧插入 2 如图所示，使洗涤盖的下侧变形，
塞入

3 将洗涤盖外侧朝自身方向拉靠至滚筒
内侧 4 确认是否已全部放入滚筒

●将手放到洗涤盖上，确认滚筒转动顺利。

1 将洗涤盖的下侧如图所示朝自身方向拉 2 下侧没有靠住时，朝自身方向拉出

■请勿使用洗涤盖。
 烘干的热量会让洗涤盖变形。

■可洗涤～烘干╱烘干的毛毯

■被褥及电热毯无法进行洗涤～烘干或烘干

●有 
手洗

 标签的毛毯
●腈纶或聚酯纤维的弹力毛毯，毛圈毛毯，编制毛毯

（宽180cm×长230cm以下，1条的重量不足3kg）

●3kg以上的物品，请勿运行［洗 烘］、［烘干］程序。

●请勿使用毛毯网或洗涤地毯套。

（否则会导致脱水时的振动变大，造成脱水不良）
●请勿将毛毯与其他的洗涤物一起洗涤。
●较小（100cm×140cm以下）的毛毯，请与其他单人毛毯一起洗涤。如果仅洗涤1条，可能会导致
脱水时振动变大，无法脱水。

洗涤盖

不足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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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毛毯／洗涤～烘干（续）
使用方法

［洗涤］、［洗 烘］运行时 ［烘干］运行时

准备 准备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42、43>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按下 ，接通电源

放入液体洗涤剂、柔软剂 
<P.28～31> 

按下 ，接通电源

选择［毛毯］程序

按下 ，选择［毛毯］程序

按下 按下 

（请勿使用粉末洗涤剂）

关闭洗衣机门，

按下想要运行的任一按钮，

关闭洗衣机门，

［洗 烘］、［烘干］运行时，请勿使用洗涤盖。

［洗涤］运行（3kg以上）时，
要安装洗涤盖

不使用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

▲

●［洗 烘］、［烘干］运行结束后，有烘干色斑时，请将毛毯翻折，选择烘干［毛毯］程序再次进行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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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涤
毛
毯
／
洗
涤
～
烘
干

毛毯的放入方法

将两端向内侧折叠 然后再对折

再折成风琴状（4折） 毛毯角朝向里侧放入滚筒

●如果不将毛毯角朝里，运行中可能会损坏毛毯。

●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自然晾干。

（如果是被子，晴天时大约4小时能晾干）

●经常将被子正反翻面晾干的效果更好。

另外经常拍打被褥会使棉被蓬松舒适。

●羽绒被挂晒时，中间的羽毛会纠结，请稍加抖散，会更有蓬松效果。

（为了防止羽绒变质或扎人，请盖上一层床单后再进行晾晒）

●在毛毯仍然潮湿时，用刷子将毛朝同一个方向梳理整齐，晾干后更柔顺。

毛毯角朝里

以 形方式晾晒
比较容易晾干

晾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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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衣洗程序洗涤
洗涤物的准备

可以洗涤的衣物

衣物的标签显示

带有 手洗
（轻轻手洗）标签或 （可以机洗）标签的衣物

带有 干洗 （可以干洗）标签和 
手洗

 或  标签组合的衣物

※ （不可水洗）标签的衣物不能用洗衣机洗涤，敬请注意。

 石油洗涤剂

干洗
（使用石油类溶剂）标签的衣物无法机洗。

■有的衣物即使有上述标签也无法洗涤。<P.18>
请咨询干洗店。

●毛衣

●宽松长裤、裙子

●罩衫、衬衫、连衣裙（聚酯纤维等）

●学生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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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洗涤物

［护衣洗］程序时，滚筒几乎不旋转，可轻柔洗涤带有 手洗
（轻轻手洗）标签的精致衣物。

由于采取不对衣物施力的洗涤方法，因此请事先做如下处理。 护
衣
洗
程
序
洗
涤

●毛線衣

●寬鬆長褲、裙子

●女式襯衫、男式襯衫、套裝（絲、麻等）

●學生制服

※即使有 標籤，也有不可以洗滌的情況。

●覺得可能褪色的衣物，請先確認是否會褪色。

用白色的毛巾等沾上洗滌劑，用力壓在衣物不顯眼的部分，確認顏色是否會移到白色毛巾上。

若發現會褪色，請勿洗滌。

●容易褪色的衣物（絲巾等）請特別注意。

●污漬或嚴重的髒污，請盡快去除。

若放置太久會變得不容易洗掉，所以在洗滌前事先處理會更有效。

●有釦子或刺繡的衣物請翻面。

●請扣上釦子或拉上拉鏈。

可以洗滌的衣物

衣物的準備

褪色的確認

●左述以外的衣物，請依照衣物

的處理標籤或洗滌劑的表示進

行洗滌。

注意

洗滌物的準備

kg

手洗標籤
衣物的處理符號標籤

乾洗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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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护衣洗］程序

按下 

放入液体洗涤剂、柔软剂 <P.28～31> 

关闭洗衣机门，

（请勿使用粉末洗涤剂）

准备

●将洗涤物翻面。
●如果只有1件毛衣，请加入其他洗涤物。
（洗涤物偏向一边时，脱水时可能会检测出不平衡。）

护衣洗程序洗涤（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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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衣
洗
程
序
洗
涤

●讓蒸汽熨斗輕懸於衣物上，用蒸汽

熨燙並整理衣物形狀。

●噴過大量蒸汽之後，配合洗滌前所

量取的紙板調整至原來的形狀。

●可將毛衣的形狀整理好後平放在

陰涼處陰乾。

●攤平在平整的木板上晾晒，可防

止變形。

●女式襯衫、套裝，將形狀整理好後

掛置於衣架上在陰凉處陰幹。

晾乾方法

處理方法（縮水或變形的恢復方法）

洗滌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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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静态烘干
使用方法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静态烘干］程序

按下 

关闭洗衣机门，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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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烘干的衣物（无法运行的衣物参见<P.18>）

烘干结束后

进
行
静
态
烘
干

●毛衣、对襟毛衣、轻便运动鞋（一双）

●羊毛、羊毛混纺的裙子或女式西装裤

●麻、聚酯等的罩衫、衬衫、裙子

※即使附有干洗标志的上记物品也能烘干。

●可以进行烘干的衣物的量 1件。

●0.4kg以上的大件物品请不要烘干。

●没有标签显示及材质表示的衣物，建议交给洗衣店处理。

●根据鞋子和拖鞋的种类，有的可能无法运行。

请按照商品的标签说明进行烘干。

●不可烘干粘附着油的物品。

●将洗涤物叠好后，均匀地放入滚筒内的悬浮器间。

洗涤物的折叠方法

悬浮器

（一双）

●讓蒸汽熨斗輕懸於在衣物
上，用蒸汽熨燙並整理衣
物形狀。

處理方法（縮水或變形的恢復方法）

出現烘乾色斑時，請將衣物重新往相反側折疊，再度進行靜態烘乾。

●在噴過大量蒸汽之後，配合

洗滌前所量取的紙板調整至

原來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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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清洁程序【异味净】

可运行异味净程序的衣物（无法运行的衣物参见<P.18>）

遇到这种情况时 容量 运行时间

1kg 40分
异味净
有异味的物品

●羊毛、腈纶制品（强捻线除外）

●将衣物叠好后，均匀地展开放入到滚筒内。

●西装或宽松长裤等

●根据鞋子的种类，有的可能无法运行。

请按照商品的标签说明进行洗涤。

●帽子和箱子（皮革、毛皮制品除外）

●布制玩偶（不含海绵）

●鞋或拖鞋

‧使用粘合剂的制品无法进行异味净。

粘合剂可能会熔化而脱落。

衣物的放入方法

悬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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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异味净］程序

按下 

关闭洗衣机门，

准备

●有些异味无法除净。

使用方法

使
用
清
洁
程
序

●滚筒潮湿时，请擦拭。

每按下按钮，
程序将点亮。

（11小时）（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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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清洁程序【筒清洗、筒干燥】
分别使用不同的程序

关于筒清洗

关于筒干燥

遇到这种情况时 容量 运行时间

3小时

11小时

30分

筒清洗
担心滚筒产生污垢或有异味时

筒干燥
想要防止产生霉菌时

请
勿
放
入
洗
涤
物

洗涤筒清洁剂等的使用量标准

遇到这种情况时

洗掉筒内沉积的肥皂渣或霉菌，之后对筒内烘干30分钟清除异味。

将滚筒干燥30分钟，抑制霉菌的产生。

■筒清洗（3小时） ■筒清洗（11小时）

●请使用洗涤筒清洁剂或衣物用漂白剂。

●如包装上有说明，请按照说明使用。

●如未标示，请使用约200mL。

●厨房用漂白剂的清洗效果较差，请勿使用。

●将漂白剂或洗涤筒清洁剂投入滚筒中时，请注意不要附着在机体表面。

●担心筒内产生异味时

●担心洗涤物上附着线屑时

●大约每2个月1次

●筒内气味较重时

●要彻底清扫时

●沉积了肥皂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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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筒清洗］运行时 ［筒干燥］运行时

打开水龙头

按下 ，接通电源

进水后，滚筒开始旋转，

再次按下 后暂停

按下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选择［筒清洗（3小

时）］或［筒清洗（11小时）］

按下 ，选择［筒干燥］程序

准备

关闭洗衣机门，按下 

关闭洗衣机门，按下 

按下［洗衣机门开启］按钮，打开洗衣

机门，请衣物用漂白剂或洗涤筒清洁剂

直接投入滚筒中。

每按下按钮，程序即会点亮。 每按下按钮，程序即会点亮。

使
用
清
洁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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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洗程序
使用方法

■［个性洗］程序能依照喜好的内容进行记忆及变更。
登录后不需再设定，只要选择［个性洗］程序，就可显示之前记忆的内容。

●变更运行内容后按［启动］、变更的内容则会被记忆。

按下 ，接通电源

选择［个性洗］程序

按下 

关闭洗衣机门，

按下想要运行的任一按钮，

按照洗剂量（标准）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18、20～23> 

放入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 <P.28～31> 

准备

▲

■想要清除顽固污垢时 <P.68>

设定程序内容
<P.57>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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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使用不同的程序

运行内容的更改方法

■［个性洗］程序的内容将被记忆。

（［个性洗］以外的程序也可以更改内容并运行，但无法被记忆。）

■反复使用的程序使用［个性洗］将非常便利。

■［个性洗］程序的漂洗方法分为“储水漂洗”和“注水漂洗”两种。

■每按下按钮，设定都将改变。

●注水漂洗：储水后，一边进水一边漂洗。

●［洗 烘］运行时，无法进行设定。

［自动］程序为自

动运行到干燥。

个
性
洗
程
序

初始设定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初始设定

［洗 烘］运行时

［洗涤］运行时

［洗 烘］运行时
的设定

［洗涤］运行时
的初始设定

［洗 烘］运行时
的初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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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  通过各按钮       

洗涤的［标准］程序进行部分运行
使用方法

按照您的喜好进行洗涤时

洗涤→漂洗→脱水

想将洗涤物分开洗涤时

仅洗涤

加浆时

洗涤→脱水

想漂洗洗过的衣物时

仅漂洗

想排出滚筒内的水，或想在晾干前
脱水时

仅排水、仅脱水

想对洗过的衣物进行漂洗、脱水时

漂洗→脱水

不进行最终脱水时

洗涤→漂洗 电源

按下电源开
关［开］

按下洗涤按钮，
选择［标准］ 进行排水、脱水后再开始漂

洗供水。

进行排水、脱水后再开始漂
洗供水。

仅排水时，按下脱水按钮选
择［1分］，脱水开始后，按
下暂停按钮后再按下电源开
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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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设定内容 结束

以所设定的洗涤～脱水模式运行。

仍有洗涤液时停止运行。

仍有漂洗液时停止运行。

不进行清洗，直接洗涤和脱水。

漂洗前进行排水、脱水，仍有漂洗液时停止运行。

漂洗前进行排水、脱水。

排水后进行脱水。

■既可单独设定洗涤、漂洗或脱水，也可将各功能组合在一起运行。

（设定内容不会被记忆。）

■每次更改内容相同时，使用［个性洗］程序将非常便利。<P.56>

■［标准］程序以外的程序设定部分运行时，按下不想运行的进程按钮，清除显示后即可进行部分
运行。（也有无法进行部分运行的程序）  <P.62、63>

●有水残留时，请在［标准］程序下设定为脱水［1分］后再运行。

如果滚筒在装有3L以上的水的状态下启动，可能不显示洗涤量的检测值和洗剂量（标准），或不进行加热强洗。

●洗涤液不可重复利用。

否则会产生大量泡沫，导致故障。

●设定为仅［洗涤］时，可以暂停，但无法追加［漂洗］、［脱水］进程或更改洗涤时间等。

●设定为仅［脱水］时，剩余时间的显示要比脱水设定时间长。

（便于调整排水时间或对脱水时衣物的偏向情况进行调整）

洗
涤
的
［
标
准
］
程
序
进
行
部
分
运
行

设定加热
强洗

按下［启动］
按钮

无法设定

不进行加热
强洗时，跳

到   

※浆过后的洗
涤物，请勿
设定加热强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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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约
预约按钮的使用方法（切换内容）

■预约时间为运行终了预定时间。
例如，从现在开始想要在3小时后结束洗涤时，预约时间为［3小时］。

■每按下 ，设定都将改变。

■洗涤中的［毛毯］、［护衣洗］程序及［烘干］、［清洁］程序无法进行预约。

●确认预约内容：按下 。（持续按下会显示预约内容）

●取消预约内容：按下 ，关闭电源。

●更改预约内容：按下 ，关闭电源后再次打开电源重新设定。

●追加洗涤物：不关闭电源的状态下投入洗涤物。

●根据洗涤量或质地、进水量、水温、气温及排水条件，运行结束时间可能会有所变化。

●预约运行时，请勿与容易褪色的洗涤物一起洗涤。

●拔出电源插头或停电时，预约运行将被取消。

●为防止衣物产生褶皱，洗涤结束后请尽快取出晾干。

●运行结束后，请尽快取出洗涤物。

运行结束后如果长时间放置，会产生气味。

［洗 烘］程序运行时，推荐设定轻柔维护。<P.71>

●预约过程中添加洗涤物时，请不要添加过多。

洗涤物过多会导致去污效果变差，出现烘干色斑。

●洗涤量过多时，按下启动按钮后，有可能不进行待机而直接开始运行。

遇到这种情况时

（3小时后的显示）

可设定为3~12小时后 ［洗涤］运行时

可设定为5~12小时后 ［洗 烘］运行时

出厂设定。

3
小
时
后

4
小
时
后

5
小
时
后

6
小
时
后

11
小
时
后

12
小
时
后

无
设
定

洗 烘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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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打开水龙头，放入洗涤物 <P.18、20～23>

按下 ，接通电源

选择程序

按下 ，设定运行结束时间

按下 

放入洗涤剂、漂白剂、柔软剂 <P.28～31>

关闭洗衣机门，

■想要清除顽固污垢时 <P.68> 

按照洗剂量（标准），

每按下按钮，可选程序即会点亮。

旋律响起洗衣机门上锁，检测洗涤量后，30秒～2分后显示洗剂量（标准）。

※滚筒内有水的状态下（约3L以上）启动时以及在［毛毯］（洗涤、洗 烘）及［护衣洗］

（洗涤）程序下运行时不显示。

显示洗涤内容后，［预约］以外的显示都将消除。

然后，洗衣机门的安全锁解除。

▲

准备

可以小时为单位，在3~12小时范围内预约运行结束时间。
想在外出期间进行洗涤或想在夜间洗涤早上晾干时，利用此功能将非常方便。

按下想要运行的任一按钮，

进
行
预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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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标准
15～70分 喷淋漂洗2次 注水漂洗 －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快速洗烘
6分 注水漂洗 － －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快速洗衣
6分 注水漂洗 － －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强力
25～80分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个性洗
※30分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夜间
15分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毛毯 20分 注水漂洗 注水漂洗 注水漂洗 －

护衣洗 9分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

轻柔
15分 储水漂洗 储水漂洗 － －

3～70分 储水或注水漂洗1～4次

静态烘干 － －

∶标准设定内容 ∶各按钮可以切换的内容

全自动程序的运行内容和能够更改的内容

●洗涤时间包括进水时间（进水量每分钟15L）和排水时
间（标准状态）（机体的剩余时间显示和上表的所需时

间，根据水压，洗涤量，排水条件等各有不同）

●［标准］、［强力］、［快速洗衣］、［个性洗］、

［夜间］、［轻柔］程序，通过检测衣物的洗涤量和质

地，决定最佳洗涤方式。

●为便于使用，［强力］、［个性洗］、［轻柔］的自动

程序带有使用记忆功能，即如果上次运行使用记忆的自

动程序后，下次开机会直接显示相应程序。

●不能在［洗涤］程序结束后更改程序内容。

●［个性洗］程序显示的是出厂设定状态下（※表示）的

时间。

●启动后即无法切换程序。如果切换程序，请切断

电源后再重新启动进行程序切换。

●所需时间可能会由于衣物偏向一边或运行中产生

大量泡沫而又所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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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自
动
程
序
的
运
行
内
容
和
能
够
更
改
的
内
容

所需时间的标准
（可能与实际时间不同）

洗涤 洗 烘 洗 烘 烘干 洗涤 洗 烘 烘干

4分
1分

自动 自动 59分
（19～115分）

1小时～
7小时

10分～
6小时1～9分 30分、60分、90分、自动 10分、30分、60分、90分、自动

－ 1分 自动 － －
1小时～
7小时

－

2分
－ － －

27分
（23～86分）

－ －
1～9分

6分
1分 自动 自动

81分
（19～115分）

2小时～
7小时

1小时半～
6小时1～9分

※4分
※1分

※自动
－

59分
（19～115分）

1小时～
7小时

－
1～9分 30分、60分、90分、自动

－ 1分 自动 自动 －
1小时～
8小时

40分～
7小时

4分
1分 自动 自动

63分
（59～68分）

2小时～
5小时

1小时～
4小时1～9分

3分 － － － 45分 － －

30分
（显示H）

－ － －
68分

（46～113分）
－ －

－ － －
100分

（显示90分）
－ － 100分

●根据衣物的洗涤量及种类，卷成一团后烘干时间可能会变长。

●烘干的标准时间为在室温20℃、水温20℃的情况下运行的时间。
●运行开始后，剩余时间的显示可能会有所增减。（这是因为正在

计算、补正水压及水龙头的打开状态及运行中的状态）

●剩余时间显示为［10分］或［20分］并进行闪烁，但有可能继续
运行1小时～2小时。
（这是因为传感器检测到规定的干燥条件前，机器会继续运行。）

■关于剩余时间的显示

显示示例：1小时30分时

显示示例：10小时以上时

检测洗涤量时与上述显示

相同。

显示示例：45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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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作
概
要

全自动程序的运行内容和能够更改的内容（续）

溶解洗涤剂 加热强洗

拍打洗涤

预先洗涤

正式洗涤

储水漂洗 注水漂洗

洗涤 漂洗

为了溶解洗涤剂，要一

边向洗剂投入盒中加

水，一边将洗涤剂投入

滚筒底部。

排水后脱水。

一边旋转滚筒，一边使

水循环，从而分离出残

留的洗涤剂。

一边注水一边排水，

旋转滚筒从而使水循

环，分离出残留的洗

涤剂。

进水到规定水位

排水后脱水。

进水到规定水位

一边吹温风一边旋转滚

筒。（运行时间会有所

延长）

一边旋转滚筒，一边使洗

涤液循环。※

使用循环泵让洗涤液在

滚筒底部循环，从而溶

解洗涤剂。

通过循环泵将洗涤液喷

洒到洗涤物上。

进水到规定水位，并一

边旋转滚筒，一边使洗

涤液循环。※

※追加补给水时或洗涤的

部分时候，仅滚筒旋

转，不循环洗涤液。

P P

P

P

P

P

P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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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 ［轻柔］程序 ［静态烘干］程序洗 烘 烘干

脱水 烘干

排水后脱水。

低速反转

●洗涤物偏向一边时可能

会进水、旋转滚筒或排

水，以便在脱水运行中

进行疏松动作。

●脱水设定时间（例如：

4分钟）是滚筒以一定
的转速高速旋转的时

间，实际运行时间中也

包括疏松动作的时间和

滚筒提升转速的时间。

排水后脱水。

※洗涤量较
多时除外

疏松动作

（仅洗涤运行）

高速旋转

低速反转

低速反转

低速反转

低速反转

脱水或
温风脱
水

低速反转

低速反转

高速温风

高速温风

高速送风

高速温风

低速反转

高速温风

低速反转

滚筒停止

高速送风

高速温风
（加热器弱）

全
自
动
程
序
的
运
行
内
容
和
能
够
更
改
的
内
容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高速送风

滚筒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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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使用方法
无法听到［提示］音／音量过大

语音提示的使用方法

语音提示的音量调节

出厂时的音量设定为“中”。更改设定时

■按下 ，将用语音通知所选程序或运行中的动作和剩余时间。此外，显示通知（C○○等）

时，将告知内容及处理方法。

■可进行语音提示的音量调节或将其设置为［关］。
（运行中无法进行音量调节）

状态 内容

程序选择中 按下  后将通知所选程序。

运行开始时

（按下  开始运行时）

将旋律音设定为语音时，将通知运行开始。［烘干］运行、清洁程
序的［异味净］程序中，即使不进行语音设定，旋律音后也会通知
“请确认水龙头是否打开”。

运行中
•按下  后，将通知按下时正在运行的动作。
•当显示区域显示［C02］时，将自动告知相应的内容和处理方
法。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每按下3秒以上，将进行如下切换。

放置约5秒钟后，将用语音通知设定完成。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音量［大］

音量［中］（出厂时）

音量［小］

音量［关］

中（出厂时）
“2”

大
“3”

关
“0”

小
“1”

TS_BD-A6000C.indb   66TS_BD-A6000C.indb   66 6/20/2011   3:42:32 PM6/20/2011   3:42:32 PM



67

想要更改运行开始音•结束音／想要消除声音

想要消除运行结束10分钟前的预告音

■运行开始•结束时将鸣响旋律音。

■可在4种中选择设定。

■大约在运行结束的10分钟前用预告音通知。
（［洗 烘］和［烘干］运行中，鸣响预告音时的剩余时间因程序或设定内容而异）

■可设定为有声音或无声音。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暂停

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 ▲  3秒以上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关闭电源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根据运行开始•结束音的设定，切换时鸣响的声音有所不同。

各
种
使
用
方
法

出厂时设定为“旋律”。要更改设定时

出厂时设定为“有设定（有声音）”。要更改设定时

每按下3秒以上，将进行如下切换。

（断开电源，完成设定）

（断开电源，完成设定）

每按下3秒以上，将进行如下切换。
（按下按钮时的开始音除外）

●因洗涤物偏向一边而重新脱水时，无结束预告音。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旋律
（出厂时）

语音 蜂鸣音 有按键音

有设定（有声音）（出厂时） 无设定（无声音）
“哔•哔•预告音旋律” “哔•哔•哔”

TS_BD-A6000C.indb   67TS_BD-A6000C.indb   67 6/20/2011   3:42:33 PM6/20/2011   3:42:33 PM



68

各种使用方法（续）
使用加热强洗

●动作中，［加热强洗］约闪烁5分钟，然后消失。
●加热强洗动作中，即使按下暂停，洗衣机门安全锁也可能不会立刻解除。

这是因为正在对滚筒内部进行冷却。

●以下情况不能进行加热强洗。

•有水状态下启动时

•［毛毯］、［护衣洗］程序，［烘干］运行，［清洁］程序

●加热强洗设定时，从洗涤量检测完成到加热强洗动作结束，此过程中无法进行各项设定的更改 。

■将高浓度洗涤液喷洒到洗涤物上之后，吹温风使洗涤剂溶解后进行洗涤。

选择加热强
洗 <P.68>
※运行时间有
所延长。

使用循环泵来
溶解洗涤剂

喷洒高浓度洗
涤液并使其渗
透到衣物中。

向洗涤物吹温风，提
高洗涤剂活性，有利
于污渍剥离。

温风

添加水，一边循环
约2倍的高浓度洗涤
液，一边洗涤

溶解洗涤剂 使其渗透 加热 拍打洗涤

●交替吹入温风与循环
洗涤剂。

P P P P

循环泵

想要减少烘干后的烘干色斑／烘干过度

（运行开始）

出厂时设定为［标准］。要更改设定时

■烘干后洗涤物的状态，会根据洗涤量、衣物大小及材质而有所不同。请根据使用情况，在运行

开始前进行调节。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更改设定

按下 

按下 ▲  或 ，选择程序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烘干色斑较多时

出厂时

烘干过度时

（湿气稍微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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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
使
用
方
法

要设定和解除温度传感器控制时

●洗涤和洗烘的［标准］、［强力］程序时，温度传感器可动作。

（仅［洗涤］等状态下，更改设定时温度传感器不动作）

●连续洗涤时，温度传感器有可能不工作。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设定加热强洗时，在滚筒内有积水的状态下运行时，温度传感器不动作。

■检测室温，控制洗涤时间。

室温较低时，洗涤时间将变长。

出厂时未设定。要更改设定时

※每按下［洗涤］，都将切换显示。

（按下启动按钮，完成设定）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 无设定（出厂时）

（不进行温度传感器控制）

有设定

想要更改除湿方式时
■可切换烘干运行时的除湿方式。

•风冷除湿模式∶烘干运行中，从排水管排出湿气（温风）进行运行。

•水冷除湿模式∶烘干运行中，用水来进行水冷除湿。（用水量将增加）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关闭电源

出厂时设定为“风冷除湿模式”。更改设定时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夜间］、［异味净］程序下通常

进行水冷除湿。

每按下3秒以上，将进行如下切换并用声音通知。

水冷除湿方式

风冷除湿方式 “哔”

“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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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使用方法（续）
想要抑制［洗 烘］运行时的振动和声音

要调整脱水启动情况时

出厂时设定为“高速模式”。要更改设定时

■可以切换［洗 烘］烘干过程中的脱水转速。

运行中的振动可能会因地板强度等条件而变大，请根据使用情况进行调节。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按下 

按下 ，关闭电源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无法更改洗涤进程的脱水转速。

（按下启动按钮，完成设定）

※每按下［漂洗］，都将切换显示。

■除标准模式外，还可切换抑制振动和噪音的运行模式和使脱水启动顺畅的模式。

高速模式∶出厂时

中速模式∶运行时间变长。

低速模式∶运行时间变长。

出厂时设定为“标准模式”。更改设定时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更改设定

按下 

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启动按钮，完成设定）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每按下［脱水］，都将切换显示。

•低振动模式
降低脱水时的振动音。
（运行时间变长）

•标准模式（出厂时）

•顺畅启动模式
使脱水顺利进行。
（噪音和振动可能因洗涤物的种类
而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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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
使
用
方
法

想要解除脱水结束后的疏松运行时（疏松脱水）

想要使洗涤物在烘干结束后变得轻柔（轻柔维护）

出厂时设定为“有设定”。要更改设定时

出厂时设定为“无设定”。更改设定时

轻柔维护运行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关闭电源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洗涤量较多（6kg以上）时，可能不进行疏松动作。

●从漂洗或脱水开始运行时，不进行疏松动作。

每按下3秒以上，将进行如下切换。

每按下3秒以上，将进行如下切换并用声音通知。

每隔5分钟搅拌12秒，约运行2小时。
按下［暂停］按钮，洗衣机门安全锁解除，运行结束。

休止和滚筒旋转反
复进行（约5分） （约12秒）

约2小时

轻柔维护运行中，剩余时间

显示区域闪烁［000］，并将
显示 。

■［洗涤］的最终脱水，将在脱水结束后进行疏松运行（2～4分），使洗涤物容易取出
（［轻柔］、［毛毯］、［护衣洗］、［洗 烘］、［烘干］、［清洁］程序除外）。疏松
脱水时，剩余时间闪烁显示。

■旋转滚筒，以便在烘干结束后洗涤物取出前保持衣物的轻柔感。

轻柔维护运行中，洗衣机门被锁定，因此请按下暂停按钮后再打开。（［毛毯］、［静态

烘干］、［异味净］、［标准（烘干10分）程序除外）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按下 ，关闭电源

有设定（出厂时）

无设定

（不进行疏松脱水）

设定时

解除时 “哔”

“哔－”

●设定内容将被记忆。

若要更改设定，请执行相同的操作。

运行结束旋律（蜂鸣音） 轻柔维护运行

休止 滚筒旋转

TS_BD-A6000C.indb   71TS_BD-A6000C.indb   71 6/20/2011   3:42:41 PM6/20/2011   3:42:41 PM



72

线屑滤网

维护保养

请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运行过程中或滚筒、排水管内有水残留时（运行洗涤后等），请勿拆卸线屑滤网

●卸下线屑滤网之前，请进行脱水并确认已排水

线屑滤网堵塞时，洗涤液难以通过，会导致无法排水。

滚筒内有水时，排水管越过门槛变高时（比地板高10cm以上）或排水口堵塞时，如果拆卸线屑滤网，将有大量的
水流出，敬请注意。

显示“C17”时将无法进行脱水，请暂时关闭电源，再重新接通电源。

●“线屑滤网”和“C17”将在线屑滤网内聚积线屑时，或［洗涤］、［洗 烘］运行超过30次运行结束时显示。
请暂时关闭电源，进行线屑滤网的维护保养。
再次接通电源时，显示消失。
●即使在“线屑滤网”和“C17”显示时也能运行，循环泵不工作的状态下也有可能进行注水漂洗。此时，请关闭
电源，进行线屑滤网的维护保养之后再运行。

●残留的水可能会流出来，请用盛水容器接水。

●请注意不要让沉积在线屑滤网内部的线屑落到机体内部。

●如果线屑滤网的插入部位有污垢时，请用抹布等擦拭干净。

●如果堵塞严重，请用牙刷等清除。

●在不损伤橡胶垫圈的情况下清除线屑等异物。如果擦除了橡胶

垫圈上的润滑油，线屑滤网将难以转动。

打开线屑滤网罩盖

●卸下线屑滤网之前，请进行脱水并确认已排水

卸下线屑滤网

打开线屑滤网盖

清除线屑，将堵塞的网眼冲洗干净

将线屑滤网的旋钮向左旋转约1圈

将线屑滤网朝自身方向慢慢拉出

准备

线屑滤网罩盖

旋钮

盛水容器

线屑滤网盖

橡胶垫圈

轻轻拉出

向左旋
转约1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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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屑滤网的保养（续）

●请将2处的搭扣实挂好。
●线屑滤网盖脱落时，请将其对准线屑滤网上的轴，垂直压

入。

●请确认线屑滤网的橡胶垫圈未脱落。

●请确认线屑滤网安装部和橡胶垫圈部没有线屑附着。

●请勿卸下橡胶垫圈。

如果没有橡胶垫圈将漏水。

●安装线屑滤网时，请确认橡胶垫圈上是否有线屑附着。

如果在线屑等附着的状态下进行安装，可能会漏水。

●线屑滤网或橡胶垫圈破损时，请立刻更换。<P.99>
否则会导致漏水或故障。

●线屑滤网未安装到位时，为防止漏水，将显示“线屑滤网”和“C16”且无法运行。<P.79>

●如果未将旋钮向右旋转到发出“咔嗒”声的位置，将显示

“C16”且无法运行。<P.79>

将线屑滤网盖恢复原位

将线屑滤网的“上”标记朝上

安装线屑滤网

将线屑滤网向里面插入到底

将旋钮向右旋转，直到发出“咔嗒”声

关闭线屑滤网盖

维护保养过程中线屑滤网盖脱落时

轴

滤网

“上”标记

橡胶垫圈

插入到底

旋钮

旋钮

将旋钮向右旋转，直
到发出“咔嗒”声

维
护
保
养

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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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垢较严重时，请进行冲洗。

●冲洗后，请充分干燥后再安装。

将烘干滤网朝自身方向拉出后卸下

将烘干滤网翻面，卸下锁杆后提起滤网B

将滤网A翻面

用吸尘器去除吸附在滤网A，B上的线屑等。

烘干滤网

锁杆

滤网B

烘干滤网

滤网A

滤网B 滤网A

烘干滤网

维护保养（续）

请在每次烘干后，对烘干滤网进行维护保养。

污垢较严重时进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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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滤网（续）

烘干滤网插入口

滤网B

请按原样安装

按下 ，接通电源

按下  3秒以上

显示消失后，卸下烘干滤网

将吸入喷嘴安装到吸尘器吸口上，吸除烘干滤网插入口

里面附着的线屑

维护保养过程中滤网B脱落时

●线屑滤网脱落时，请将其对准线屑滤网上的轴，

垂直压入。

●烘干滤网是消耗品。滤网破损时，请向当地日立特约维修站或拨打日立咨询服务热线购买。<P.99>

烘干滤网安装部内部可能有线屑附着。

●剩余时间显示区域显示“－－－”，关闭节能风门 <P.5> 
后将自动关机。

●请清除插入口内部上下面附着的线屑。

●吸入喷嘴不符合吸尘器吸口（连接较松）时，请根据使用的吸尘器进行如下操作。

●请在烘干滤网干燥的状态下进行维护保养。
为防止因线屑所含水分而造成吸尘器故障。

日立产品 ∶请将附件（吸尘器附件）安装到吸尘器上。

非日立产品 ∶请在吸入喷嘴的根部缠上胶带后安装。

●请勿将手或手指放入烘干滤网插入口。
安装内部狭窄，可能会导致受伤。

此时请使用附件的吸入喷嘴进行维护保养。

●请将烘干滤网安装到位。

如果未安装到位，烘干过程中烘干滤网周围将有蒸汽冒出，噪音变大。

●“烘干滤网”和“C06”闪烁时，如果继续运行，会导致“烘干时间变长”、或“烘干效果变差”。<P.79>
●用手轻轻对烘干滤网进行水洗。请勿用洗涤剂、漂白剂进行清洗。

●安装完成后，接通电源，即使显示“烘干滤网”和“C06”，按下启动按钮后即会消失。
●对烘干滤网进行维护保养后，即使［洗 烘］或［烘干］运行超过25次也将显示。（线屑沉积较少时也将显示）

吸入喷嘴 

烘干滤网插入口

“烘干滤网”显示不消失或显示“C06”时，请进行维护保养。

注意事项

维
护
保
养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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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剂投入盒

维护保养（续）

如果洗剂投入盒中残留有结块的洗涤剂，进水时可能会造成机体内部堵塞，将导致漏水或液体

洗涤剂投入口、柔软剂投入口有水残留。

洗涤剂或柔软剂残留或有污垢时，请用水冲洗。

洗涤剂或柔软剂附着或有污垢时，请用水冲洗。

卸下洗剂投入盒

将洗剂投入盒朝自身方向拉出，直到卡住为止

一边按住洗剂投入盒左边，一边再次朝自身方向拉出。

从洗剂投入盒上取下盖子，冲洗污垢

擦干水分，按原样安装

卸下洗剂投入盒

用湿抹布擦拭洗剂投入盒周围

按原样安装洗剂投入盒

●洗剂投入盒内可能有水残留。

拉出时请小心，以防水洒出。

●污垢严重时，请先用热水（约40℃）浸泡约5分钟，

再用牙刷等刷洗。

●冻结时请在洗剂投入盒内倒入热水（约40℃）。

●请确认盖子（2处）已安装。

洗剂投入盒

盖子 洗剂投
入盒

顽固污垢用牙刷刷洗

洗剂投入盒的上面 洗剂投入盒的下面

取下盖子

洗剂投入盒插入口周边

请定期（每周1次）清理，当洗涤剂、柔软剂附着或有污垢时，请用湿抹布擦拭干净。

水龙头、便捷接头、进水管

排水口

水龙头的垫圈等如果长年使用，可能会因老化或生锈导致漏水，因此请定期检查是否漏水。

万一发生漏水时，请关闭水龙头后联系检查及修理。

请以每月1次为标准，或当烘干时间变长或显示“C02”时进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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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滚筒

洗衣机门 玻璃面 洗衣机门衬垫

附着水滴或有污垢时，请进行维护保养。
●机体上附着水滴或污垢，洗衣机门等的塑料部件或金属部件上附着洗涤剂或柔软剂时，请用软布擦拭干净。

放置不理的话将导致损伤、生锈或破损。

●洗衣机门内侧的玻璃面有污垢时，请用湿抹布擦拭干净。

●请不要在机体各部位直接浇水冲洗。

●请勿用汽油、稀释剂、去污粉、碱性洗涤剂、弱碱性洗涤剂、蜡等擦拭，也不要用鬃刷刷洗。

●请用去污剂擦除滚筒内的锈迹。

请勿使用金属鬃刷等。

●不锈钢滚筒及洗衣机门周围的金属部虽然不易生锈，但在如下情况下可能会生锈。

•发夹等与滚筒长时间接触、或使用混有铁粉或红锈的水。

•滚筒内、洗衣机门周围的金属部分长时间放置氯化类漂白剂、洗涤剂或柔软剂。

●运行结束后，进水管内残留的水滴可能从注水口滴落，请用软布擦拭干净。

●每次维护保养时，请清理洗衣机门周围或洗衣机门衬垫周围、

内侧或滚筒内附着的线屑等杂物。

否则衬垫与洗衣机门之间附着线屑将导致漏水，线屑有可能附

着到洗涤物上。

•擦除后洗涤物上仍附着线屑时，请运行［筒清洗］程序（3小
时）。<P.54>
（不使用洗涤筒清洁剂，也可进行维护保养）

●根据不同的环境，洗衣机门或衬垫周围可能会结露，担心此种

情况时请进行擦拭。

维
护
保
养

进水口

关闭

连接螺母

进水口的过滤网

进水口的过滤网

如果进水不畅，请进行维护保养。

关闭水龙头，卸下进水管

请用牙刷等刷除沉积在进水口过滤网中的污垢

将卸下的进水管按原样安装
<安装说明书>

关闭水龙头，按下 ，接通电源

拧松连接螺母并将其卸下

运行大约10秒，按下  后，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 ，开始运行

按下 ，选择［筒清洗］程序

●为了防止水分四溅，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用钳子等将进水口的过滤网拆下，进行清理。

●卸下进水口的过滤网后，请按原样重新安装。如果不安装，

会导致进水阀发生故障。

如果不安装，会导致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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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和通知内容 处理方法

出现异常情况时
剩余时间显示区域出现以下显示时

●出现以下显示时，会闪烁显示或通过语音提示告知。

※出现下述以外的显示时 <P.91、92>

无法进水

无法排水

无法脱水

关于自动关机

请按下［暂停］或电源［关］按钮暂时停止运行，然后按下［启动］或电源［开］按钮，再次启动运行。

此时仍出现显示通知时，请检查［处理方法］中的项目。

●接通电源，不按启动按钮放置10分钟，电源将自动切断。

●在暂停状态下放置1小时以上时，电源将自动切断。

●运行结束后，电源将自动切断。

●在显示通知的状态下，放置12小时以上时，电源将自动切断。

●水龙头是否打开？
●进水口的过滤网是否被污垢堵塞？<P.77>
●是否停水？
●自来水管或进水管是否冻结？<P.98>

●排水管、排水口、排水弯管中是否聚积了线屑？

●排水管是否正确安装？

<安装说明书>
•是否磨损或冻结？

•排水管是否放下？

•管口是否浸入水中？

•中间是否高出10cm以上？
●如果安装了延长管，排水管长度是否超过了3m？

●洗涤物是否偏向一边？

请将洗涤物尽量展开后，重新放到滚筒内。

（即使看起来均匀，但如果吸水变重的棉质

衣物聚积在一边，平衡性将变差）

●毛巾被或牛仔裤等较厚的洗涤物，或放入洗涤网

中的洗涤物是否仅洗了一件？

请放入2、3件其他洗涤物。（仅洗一件时，
洗涤物容易偏向一边）<P.20～23>

●床单等大件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请减少大件洗涤物。

<P.20～23>
●机体是否摇晃？是否将其安装在了倾斜的地面上？

请检查水平器的气泡是否在圆圈内。

<安装说明书>
●是否放入了无法洗涤或烘干的衣物进行运行？

请取出无法洗涤或烘干的衣物。<P.18>
（脱水过程中的振动可能会变大）

暂停

按下

暂停

按下

暂停

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按下

开始运行

按下

TS_BD-A6000C.indb   78TS_BD-A6000C.indb   78 6/20/2011   3:42:49 PM6/20/2011   3:42:49 PM



79

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显示和通知内容 处理方法

发生如下情况时，请停止使用并联络当地日立特约维修站或拨打日立咨询服务热线。
●显示上述C○○后，即使检查了“处理方法”的项目，仍多次出现相同显示时
●上述以外的F○○、C○○显示后，即使暂时关闭电源再重新接通电源，仍多次出现相同显示时

自动运行（最长6小时）
时无法烘干

振动传感器误动作

线屑滤网未正确安装

线屑滤网堵塞

无法脱水

烘干量过多

滚筒不旋转

烘干滤网堵塞

洗衣机门无法上锁或解除锁定

●烘干滤网或烘干滤网插入口是否堵塞？
如堵塞，请进行维护保养。<P.74、75>

●［洗 烘］或［烘干］每运行25次时将显示。
（线屑较少时也将显示）
●洗涤物是否已脱水？或者是否缠绕在一起？
●是否打开水龙头？（烘干中也用水进行冷却）
请检查显示“C01”时的处理方法。
●排水管是否正确安装？
请检查显示“C02”时的处理方法。

●洗衣机门是否切实关闭？
●洗衣机门的安全锁可能未完全解除。

●振动传感器可能因外来干扰等而误动作。

●线屑滤网未正确安装。
安装线屑滤网时，请将其向右转动直到发出
“咔嗒”声。<P.72、73>

●线屑滤网是否堵塞？
如堵塞，请进行维护保养。<P.72、73>

●［洗涤］或［洗 烘］每运行30次时将显示。
（线屑较少时也将显示）

●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请减少洗涤量。
（根据衣物种类、大小或布料，可烘干的
洗涤量会有所不同）

●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请减少洗涤量。

●洗涤物是否缠绕在一起？
请疏松洗涤物。

●是否产生过多泡沫？
请漂洗1次后再进行脱水。

●烘干滤网或烘干滤网插入口是否堵塞？
如堵塞，请进行维护保养。<P.74、75>  
（对烘干滤网进行维护保养后，接通电源时
也可能会显示［烘干滤网］,按下启动按钮后
可解除）

●是否延长了电源线？
●同一插座上是否连接了其他设备？

●［洗 烘］或［烘干］每运行25次时将显示。
（线屑较少时也将显示）

●排水管是否正确安装？
请检查显示“C02”时的处理方法。<P.78>

●是否产生过多泡沫？
请漂洗1次后再进行脱水。

关闭电源

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开始运行

检查后按下

暂停

按下

暂停

按下

暂停

按下

暂停

按下

关闭电源

按下

TS_BD-A6000C.indb   79TS_BD-A6000C.indb   79 6/20/2011   3:42:51 PM6/20/2011   3:42:51 PM



80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咨询较多的问题

■显示区域出现了  等显示

机体各部分出现异常情况时

旋律音和语音提示 < ∶P.86> 启动按钮 < ∶P.85>

烘干滤网
< ∶P.85、86>

电源 < ∶P.85>

滚筒 < ∶P.84>

不鸣响运行开始音•结束音•结束预告音等

没有进水等

有水残留等

洗衣机门无法打开等

有气味等

担心产生振动和噪音等

实际运行与设定内容不符等

运行时间较长等

洗剂量显示、运行中显示、剩余时间显示

按下按钮仍未开始运行等

滤网潮湿等

电源未接通等

初次使用时潮湿等

进水口、进水

< ∶P.82、83>

洗剂投入盒
< ∶P.85>

洗衣机门 < ∶P.83、84>

机体< ∶P.86>

噪音、振动  < ∶P.81、82> 有残留的洗涤剂 < ∶P.93>

担心产生线屑 < ∶P.93>

担心衣物发黑或产生黄斑 < ∶P.94>

衣物发硬 < ∶P.95>

有烘干色斑、未烘干 < ∶P.96>

去污效果较差 < ∶P.93>

担心染色或变色 < ∶P.94>

有气味 < ∶P.95>

担心产生烘干褶皱 < ∶P.96>

运行动作 < ∶P.87、88>

运行时间 < ∶P.89、90>

显示内容 <  ～ ∶P.91、92>

■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时 ■完成后出现异常情况时

■担心产生噪音和振动

<参考右边页内容><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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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声音•振动

机体各部分出现异常情况时

出现下列声音时不属于异常现象，只是机体正常工作时发出的声音。

如果遇到以下情况，请在委托修理之前再次进行检查。

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发出这种声音时 原因（并非故障）

洗涤运转时

吱吱···声
循环泵吸入空气的声音。
●有时循环泵的声音可能会变大。

哗哗···声 为减少洗涤或漂洗时的泡沫而喷淋水流的声音。

嘣嘣···声
循环泵运转时的声音。

冷却控制基板的风扇发出的声音。

吭吭···声
电机运转的声音。
●脱水会阶段性提升转速，中途变化有时会发出较大的声音。

哄哄···声 残留在排水管内部的水和空气混合后发出的声音。

烘干运转时

啵啵···声 送风风扇或电机运转时的声音。
●烘干时，有时送风风扇的声音会变大。吭吭···声

沙沙···声 除湿烘干用的冷却水流动的声音。

嘣嘣···声 冷却控制基板的风扇发出的声音。

哄哄···声
从排水管泄出的空气与残留在排水管内部和排水弯管中的水混合后发出的声音。

烘干滤网堵塞，筒内压力发生变化时发出的声音。

哄哄···声 根据运行条件，排水管内流动的空气增多，声音会变大。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噪
音
、
振
动

转动滚筒时将
发出水声

●为了保持脱水时的平衡而加入到平衡环内
的水流声。
滚筒内并未残留水分。

并非故障

进水时声音很
大

●如果自来水水压较高，进水声可能会变
大。

并非故障

烘干运行中发
出异常音

烘干滤网是否切实安装？ 请切实安装烘干滤网。<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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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噪
音
、
振
动

烘干时声响大

●烘干运行中要调节送风风扇的转速，因此
声音可能会发生变化。

并非故障

●烘干运行中滚筒高速旋转的声音。
请通过调节［洗 烘］运行时（烘干进程）的
脱水转速，设定为低速模式。<P.70>

关于振动和噪
音

机体是否倾斜或摇晃？
请检查附件水平器的气泡是否在圆圈中央。
<安装说明书>

滚筒内是否混入发夹或硬币等异物？ 请清除异物。

运输用螺栓是否仍安装在机体上？
请卸下运输用螺栓。
<安装说明书>

●与传统的普通洗衣机相比，由于滚筒式是
横向旋转，所以振动较容易传到地面。

并非故障
请通过调节脱水启动状态，设定为低振动模
式。<P.70>

●脱水时滚筒的转速将逐步提高，转速提高
的过程中声音可能会变大。

并非故障

烘干运行中排
水口发出声音

●烘干运行中，排出含湿气的声音。 并非故障

运行结束时声
音变大

●送风风扇动作，进行送风运行。 并非故障

烘干运行结束
时发出流水声

●烘干运行结束时，将水蓄积到排水弯管时
发出的流水声。（通过将水蓄积到排水弯
管中，从而防止排水管中气味回流）

并非故障

 

进
水
口
、
进
水

不进水

水龙头是否打开？或者是否停水？ 请确认水龙头处于打开状态。

进水口的过滤网是否被污垢堵塞？ 请清除聚积的污垢。<P.77>

自来水或进水管是否冻结？ 请检查自来水管和进水管。<P.98>

●仅漂洗时，先进行排水和脱水，之后再进
水进行漂洗。

并非故障

进水管漏水

水龙头的形状是否合适？
请检查水龙头。
<安装说明书>

便捷接头的安装及连接螺母是否松动？ 请检查自来水管和进水管。<安装说明书>

水龙头是否漏水？
●水龙头垫圈或金属部件如果长年使用，可
能会因老化或生锈等导致漏水。

并非故障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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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进
水
口
、
进
水

洗涤、漂洗过
程中进水

●洗涤过程中水位下降时将自动进水。 并非故障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泡沫传感器检测到大量泡沫时会进行排水
和进水。

请减少洗涤剂的用量。
 <P.28、29> 

在漂洗进程中
脱水前进行进
水

●仅第1次漂洗进程中，在脱水前为了除泡而
进行进水。

并非故障

进水不止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为了消除滚筒内的泡沫，向滚筒内加水
（最长15分钟）。运行过程中，按钮左边
的灯不断转动显示。<P.10>

请减少洗涤剂的用量。
<P.28、29>

排
水
口
、
排
水

排水口堵塞

是否定期对排水口进行了维护保养？
请以每月1次为标准，对排水口进行维护保
养。

毛巾等容易产生线屑的物品是否洗涤过多？
●根据使用的排水弯管的形状，可能会发生
线屑聚积。

请以每月1次为标准，对排水口进行维护保
养。

排水口周围潮
湿

排水管是否切实连接到排水口上？
请将排水管切实连接到排水口上。<安装说明
书>

 

洗
衣
机
门

洗衣机门无法
打开

控制面板上是否显示  ？
●点亮状态下洗衣机门已上锁，无法打开。

按下［暂停］按钮后可打开洗衣机门。  
正在显示 时，请等待直至灯熄灭。<P.33、
34>

是否在洗衣机门上锁的状态下切断了电源？
●洗衣机门安全锁将会一直锁定，无法打
开。

请按下［开］按钮并接通电源。洗衣机门安
全锁将被解除。

是否在脱水运行中切断了电源？
●即使之后立刻接通电源，在滚筒停止旋转
之前，洗衣机门安全锁将会一直锁定，无
法打开。

请等待滚筒停止旋转。  熄灭后，洗衣机
门即可打开。

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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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洗
衣
机
门

洗衣机门无法
打开

脱水运行中是否按下了［暂停］按钮？
●在滚筒停止旋转之前，洗衣机门无法打
开。

请等待直至滚筒停止旋转。

是否在烘干运行中切断了电源？
●在滚筒内的温度下降之前，洗衣机门安全
锁将会一直锁定，无法打开。

请按下电源［开］按钮并等待直至滚筒内的
温度下降。

  熄灭后，洗衣机门即可打开。
<P.34>

 是否闪烁？
●因烘干和温风脱水运行，滚筒内变为高温
时将进行冷却运行，以便降低滚筒内的温
度。

请等待直至滚筒内的温度下降。  熄灭
后，洗衣机门即可打开。<P.34>

是否设定了［童锁］ ？
●童锁设定状态下结束运行，即使电源关
闭，童锁仍将处于被设定状态，洗衣机门
无法打开。

请解除童锁。<P.35>

滚筒内是否有水？
●运行中根据水位，洗衣机门安全锁将不会
被解除。

请排水。

是否送风？
●送风过程中即使暂停，送风停止之前也无
法打开洗衣机门。

请等待直至送风停止。

剩余时间显示区域是否闪烁“000”？
●处于轻柔维护运行中。

按下［暂停］按钮后，洗衣机门安全锁被解
除。轻柔维护的设定和解除参见 <P.71>

开盖钮难以操
作，洗衣机门
不易打开。

●根据环境状况，洗衣机门衬垫和洗衣机门
有可能粘贴到一起。

并非故障
请一边按住开盖钮，一边将按钮附近的门周
边（内凹部分）朝近前拉，打开洗衣机门。

洗衣机门无法
关闭

洗衣机门安全锁部分是否有异物堵塞？
请清除异物。请按下洗衣机门的中央右侧，
切实关闭。

洗衣机门塞（开盖钮零件）是否弹出？ 请将洗衣机门塞恢复原位。<P.35>

 

滚
筒

初次使用时滚
筒和排水管却
是潮湿的

●出厂时的性能测试中使用的水或结露的水
分可能会残留在滚筒或水管中。

并非故障

滚筒变色
●水或洗涤剂中包含的成分附着在滚筒表
面，氧化后可能会导致滚筒变色。

担心此种情况时，请使用不锈钢专用清洁剂
来擦拭干净。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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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电
源

电源未接通 电源插头是否插入插座中？ 请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中。

运行中途停
止、运行中途
电源断开

是否停电？保险丝或断路器是否被切断？ 请按下［开］按钮，重新运行。

是否将会发出干扰的电视机或收音机放到了
机体旁边？
●机体反复受到干扰时，电源可能会自动切
断。

请将电源插头拔出再插入后，按下［开］按
钮，重新运行。请勿将电视机或收音机放到
机体附近。

●带动滚筒转动的电机温度超过规定值时，
为了安全起见，会自动切断电源。

并非故障
请等待约1小时后再重新运行。

●在烘干滤网堵塞的状态下进行烘干运行，
电源可能会自动切断。

并非故障
请对线屑滤网进行维护保养。<P.74、75>

接通电源后，
不立即显示

●按下电源按钮，通过“哔哔”声通知，约
1秒后显示点亮。

并非故障
启动控制基板需花费时间。

启
动
按
钮

按下按钮仍未
开始运行

是否设定了预约运行 ？ 如想立刻开始运行，请取消预约。<P.60>

按下启动按钮
后有水排出

●滚筒内有较多水电状态下启动时，将在排
水后开始运行。

并非故障

洗
剂
投
入
盒

洗剂投入盒内
有水残留

●液体洗涤剂和柔软剂的投入口，根据虹吸
现象设置排水构造，因此会有水分残留。

担心此种情况时，请倒掉或用干布擦拭，或
进行保养。<P.76>

盖子是否脱落？ 请切实安装到位。

机体是否水平安装？<安装说明书>
●机体如果倾斜安装，虹吸将不起作用，洗
剂投入盒内的水不能彻底排出。

请检查水平器的气泡是否在圆圈内。

烘
干
滤
网

烘干滤网潮湿

是否中途停止了运行？
●烘干中途停止运行时、或洗涤物未完全烘
干而结束运行时，烘干滤网可能会潮湿。

并非故障

烘干滤网是否堵塞？
●如堵塞，烘干滤网可能会潮湿。

请对烘干滤网进行维护保养。<P.74、75>

●潮湿状态下放置，会产生霉菌。 请卸下烘干滤网，使其自然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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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烘干滤网上未
聚积灰尘

是否将烘干运行中的除湿方式更改为了“水
冷除湿方式”？
●“水冷除湿方式”中，灰尘与水冷除湿用
水一起排出，因此烘干滤网上聚积的灰尘
量变少。

并非故障

旋
律
音
和
语
音
提
示 

不鸣响运行开始
音•结束音•结
束预告音

是否将运行开始音•结束音•结束预告音设
定为了［无声音］？

请将运行开始音•结束音设定为旋律、语音
或蜂鸣音。<P.67>
请将结束预告音设定为“有声音”。<P.67>

无法进行语音提
示的音量调节

●运行中无法进行语音提示的音量调节。
运行结束后，请按下电源［开］按钮，接通
电源后再进行音量调节。<P.66>

听不到运行开
始音•结束
音•结束预告
音•语音提示

●根据周围的声音及运行状况，声音可能不
易被听到。

难以听到语音提示时，请将音量设定为
“大”。<P.66>
无法调节运行开始音•结束音•结束预告音
的音量。

 

机
体

机体发出异味

●购买后不久，可能会发出橡胶制品等的异
味。

随着使用，气味会消失。

是否对滚筒进行了维护保养？
●滚筒内聚集肥皂渣或霉菌时，会产生异
味。

请定期运行［筒清洗］程序。<P.54>

为了抑制霉菌的产生，运行结束后，建议您
将洗衣机门打开。（请注意不要让儿童进入
滚筒中）此时，请使用洗衣机门塞（开盖钮
零件）。<P.35>

推荐运行［筒干燥］程序，以便干燥滚筒，
抑制霉菌产生。<P.54>

是否对排水口进行了维护保养？
●排水口堵塞时，会产生气味。

请以每月1次为标准，对排水口进行维护保
养。

显示部起雾
是否正在进行烘干运行？
●滚筒内升温，显示部可能因蒸汽或湿气而
起雾。

并非故障
请等待直至滚筒内的温度下降、显示部的雾
气消除。

机体的右上方
发热

是否正在进行烘干运行？
●由于机体右上方有烘干用的加热器，因此
烘干运行中会感到有些热。

并非故障，小心烫伤。

有东西掉落到
机体内部时

是否掉到地板上？
如果未掉到地板上，请停止使用并咨询用户
服务中心。

烘干运行时地
面潮湿

是否将机体放到了气温较低的地方？
●地板可能因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湿气而结
露。

出现结露时请用干抹布擦拭干净，防止滑
倒。

烘
干
滤
网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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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运
行
动
作

漂洗运行与设
定内容不符

洗涤物是否偏向一边？
●为纠正洗涤物的偏向情况，可能会追加漂
洗。（剩余时间显示将增加，漂洗次数的
显示不发生变化）

将洗涤物放入滚筒时，请注意不要让其偏向
一边。
<P.21、22>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漂洗、脱水运行中泡沫产生过多时，为抑
制泡沫产生，自动调整为［注水漂洗］。

请放入适量的洗涤剂。<P.28、29>

显示［注水］
却不进行注水

●最终漂洗为注水时，注水漂洗途中为了使
柔软剂渗透到衣物中，将不进行注水。

并非故障

脱水过程中返
回漂洗运行

最终脱水时洗涤物是否偏向一边？
●返回到漂洗运行，以便纠正洗涤物的偏向
情况。

并非故障

脱水运行时的
滚筒转速发生
变化

●根据洗涤量及衣物的偏向情况，自动调节
滚筒转速。

并非故障

脱水运行中
点亮

是否正在运行［轻柔］程序？

●由于脱水运行中使用加热器，因此  点
亮。

并非故障

脱水后无疏松
动作

是否解除了［疏松脱水］？ ［疏松脱水］的解除和设定参见 <P.71>

●从漂洗或脱水开始运行时，不进行脱水结
束后的疏松动作。

并非故障

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洗涤量6kg以上时，可能不进行疏松动作。

并非故障

脱水不充分 脱水时间是否设定过短？ 请延长脱水时间。<P.57>

机体运行动作中出现异常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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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运
行
动
作

运行中，袜子
和手帕夹到洗
衣机门内侧和
衬垫之间

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洗涤物过多时，请将袜子或手帕等小件物品
放入市售的洗涤网后再开始运行。

将小件物品放到滚筒内侧后，再放入剩下的
衣物开始洗涤。

请使用另售的“洗涤盖”。<P.99>

运行结束时，洗
衣机门的内侧或
下部、衬垫上有
水滴附着

●是洗涤或脱水过程中的水飞散附着或附着
的水滴落而造成的。

担心此种情况时，请用干抹布擦拭干净。

运行结束后，
洗涤物贴在滚
筒内侧

棉质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标准］程序脱水的最后阶段，进行了疏
松运行（疏松脱水），但棉质洗涤物可能
未充分疏松。

请运行［轻柔］程序。

［疏松脱水］解除时，请进行设定。<P.71>

是否对少量洗涤物运行了［洗 烘］?
●由于在洗涤物贴在滚筒上的状态下进行了
烘干。

请增加洗涤量。

是否解除了［疏松脱水］？ ［疏松脱水］的设定和解除参见 <P.71>

●洗涤物仍贴在滚筒上时 推荐使用柔软剂。

脱水运行中按
下暂停，电源
切断

是否正在进行［疏松脱水］？
并非故障
疏松脱水过程中按下暂停，电源将切断以便
结束疏松脱水。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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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运
行
动
作

烘干运行中使
用了水

是否正在运行［静态烘干］、［夜间］程
序？

并非故障

是否设定了水冷除湿方式？
并非故障
关于风冷、水冷除湿方式 <P.69>

●根据环境和配管状态，有时可能会用水。 并非故障

运
行
时
间

运行时间较长

脱水运行中洗涤物是否偏向一边？
●纠正洗涤物偏向，因此运行时间将变长。

将洗涤物放入滚筒时，请注意不要让其偏向
一边。
<P.21、22>

洗涤过程中是否添加了大量的衣物？
●中途添加洗涤物后，比最初检测的洗涤物
重量要大，因此运行时间可能会变长。

并非故障

●根据洗涤物的材质、大小、气温及水温等
条件，运行时间会有所变化，因此最初显
示的剩余时间可能会与实际的运行时间不
符。

并非故障

●剩余时间将在运行途中补正，因此显示可
能在中途发生改变。

并非故障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如果产生大量泡沫，会自动进行除泡动
作，运行时间有所延长。

请按照显示放入适量的洗涤剂。<P.28、29>

是否设定了加热强洗？
●加热强洗运行中，可能会自动延长运行时
间。

并非故障
关于加热强洗 <P.68>

到达预约时间
后运行未结束

●根据洗涤量、材质或进水量，实际的运行
结束时间可能比预约的运行结束预定时间
要晚。

关于预约运行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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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运
行
时
间

烘干时间较长

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请减少洗涤量后再进行烘干。如果将较厚衣
物和较薄衣物分开烘干，运行时间将变短。

烘干滤网是否堵塞？
●如果烘干滤网堵塞，烘干时间可能会变
长，或在衣物半干时结束运行。

请在每次烘干后，对烘干滤网进行维护保
养。
<P.74、75>

水龙头是否打开？
●即使仅进行烘干，也要进水。否则烘干
时间可能会变长，或在衣物半干时结束运
行。

开始运行前，请打开水龙头。另外，请检查
是否停水，自来水管、进水管或排水管是否
冻结。<P.98>

进水口的过滤网是否被污垢堵塞？
●污垢聚积时，会导致进水不畅。

请清除聚积的污垢。<P.77> 

排水管是否正确安装？
●如果不能排水，将无法正常进行烘干运
行。

请正确安装排水管。<安装说明书>
•请进行排水管或排水口、排水弯管的维护
保养，清除线屑等堵塞。

•请检查是否磨损或冻结。

•设置时，请勿让排水管的管口浸入水中。

•设置时，请勿让排水管的中间高出10cm以
上。

•如果安装了延长管，请将排水管长度保持
在3m以内。

进水温度是否为30℃以上？
●进水温度达到30℃以上时，除湿效果降
低，烘干时间变长。

烘干过程中进水时，请勿使用30℃以上的
水。

安放机体的场所室温是否为5℃以下或30℃以
上？
●如果室温过低或过高，烘干时间将变长。

并非故障

洗涤物是否已脱水？
●如果烘干脱水不充分的洗涤物，烘干时间
可能会变长，或在衣物半干时结束运行。

请在脱水运行后再进行烘干。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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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洗
涤
剂
量
显
示

实际洗涤量很
少，洗剂量标
准显示却很多

洗涤物是否事先已弄湿？
●如果洗涤物含有较多湿气或已弄湿，检测
出的洗涤量会偏大。

并非故障

较厚的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较厚的洗涤物比较重，检测出的洗涤量可
能会偏大。

并非故障

实际洗涤量很
多，洗涤剂量
标准显示却很
少

洗涤物是否偏向一边？
●如果洗涤物很不均衡或缠绕在一起，将无
法准确测量洗涤量，检测出的量偏小。

将洗涤物放入滚筒时，请注意不要让其偏向
一边。
<P.21、22>

●化纤、聚酯纤维等的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由于化纤、聚酯纤维等的洗涤物较轻，检
测出的洗涤量可能会偏小。

并非故障

洗剂量标准显
示缓慢或不显
示

●洗涤量的检测需要30秒 ～ 2分钟。滚筒
内已加入约3L以上水的状态开始启动时，
或在运行［毛毯］、［护衣洗］、［筒清
洗］程序时不显示。

并非故障

［快速洗衣］
程序下，不显
示洗剂量标准
显示的0.8杯或
1.0杯

●［快速洗衣］程序中，洗剂量标准显示仅
显示0.3杯或0.6杯。

并非故障

运
行
中
显
示

开始后，显示
瞬间闪烁

●由于操作面板的控制，显示有时会瞬间闪
烁。

并非故障

［洗涤］时
间、［漂洗］
次数的指示灯
循环转动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如果产生大量泡沫，会自动进行除泡动
作，运行时间最多延长15分钟。
运行过程中，指示灯循环转动显示。

并非故障
运行中的显示示例 <P.10>
请按照显示放入适量的洗涤剂。<P.28、29>

操作面板上的显示内容异常时 （显示“C○○”等时参见<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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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剩
余
时
间
显
示

烘干运行中，
剩余时间不减
少，进行闪烁

●显示剩余［10分］后，有可能会继续运行
1～2小时。洗涤物烘干不充分时，将自动
增加运行时间。

并非故障

脱水运行后剩
余时间闪烁

是否设定了［疏松脱水］？
●是脱水后对缠绕在一起的洗涤物进行疏松
动作时的显示。

按下［暂停］按钮后，电源会自动关闭，可
取出洗涤物。［疏松脱水］的解除和设定参
见 <P.71>

是否正在运行［轻柔］程序？
●脱水运行中，向洗涤物吹温风时的显示。

并非故障

剩余时间的显
示比脱水设定
时间长

●剩余时间中包括实际运行时间和纠正洗涤
物偏向动作或滚筒提速的动作时间。

并非故障

运行开始后的
剩余时间的显
示比上次要长

●自来水水压较低（进水时间长）时，为了
补正进水时间，显示时间将变长。

并非故障

●进水口的过滤网是否被污垢堵塞？ 请对进水口进行维护保养。<P.77>

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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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洗涤完成后出现异常情况时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有洗涤剂残留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根据洗涤剂品牌，有的产品可能在水温较
低时难以溶解。

请按照显示放入适量的洗涤剂。<P.28、29>

是否将洗涤剂直接放入滚筒中？
●如果将洗涤剂直接放入滚筒中，可能无法
充分溶解。

请将洗涤剂放入到洗剂投入盒中。

是否将结块的洗涤剂放入到洗剂投入盒中？
请将结块的洗涤剂粉碎后，放入粉末洗涤
剂•粉末漂白剂投入口。

洗剂投入盒是否潮湿？ 请用干抹布擦拭后再放入洗涤剂。

●仍有洗涤剂残留时
增加漂洗次数、或设定为［注水漂洗］后再
运行。<P.57>

 关于线屑

线屑滤网中是否聚积了线屑？ 请对线屑滤网进行维护保养。<P.72、73>

是否对滚筒进行了维护保养？
●滚筒内部可能会沉积固体污垢。

请运行［筒清洗］程序。<P.54>

●深色洗涤物的线屑较明显。

增加漂洗次数、或设定为［注水漂洗］后再
运行。<P.54>

为了除去洗涤物上附着的线屑，请在烘干运
行的［标准］程序下，运行烘干［30分］。

●将毛巾等容易附着灰尘的洗涤物烘干后，
洗涤物（颜色较深）容易产生线屑。

推荐在［筒清洗］程序下，对滚筒进行维护
保养后再进行洗涤。
<P.54>

 污渍无法洗净

滚筒内的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根据运行程序，可洗涤也有所不同。

请根据使用的程序调整洗涤量。<P.36、38>

洗涤物上是否附着泥垢或饭渣等不易去除的
污垢？

洗涤带有饭渣、严重污垢的洗涤物时，请设
定［加热强洗］。<P.68>

洗涤带有泥垢等严重污垢的洗涤物时，请
事先处理后将洗涤时间设长 <P.57> 或运行
［强力］程序。<P.36、38>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如果起泡过多，拍打洗涤的效果将变差，
将在洗涤中途转到除泡动作（排水后向滚
筒内进水）。

请减少洗涤剂的用量。<P.28、29>

是否将洗涤剂放入到了洗剂投入盒中？
●如果直接将洗涤剂投入滚筒中，将无法生
成高浓度洗涤液。

请将洗涤剂放入到洗剂投入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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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担心衣物发黑或
产生黄斑 

柔软剂是否放入过多？
●柔软剂放入过多，会导致衣物发黑。

请放入适量的柔软剂。 <P. 28、29> 

洗涤剂是否放入过多？
●洗涤剂放入过多，会导致衣物发黑或产生
黄斑。

请减少洗涤剂的用量。<P. 28、29>

●即使放入了适量的洗涤剂和柔软剂，根据
洗涤物的脏污程度，有时衣物会发黑或产
生黄斑。

增加洗涤时间或漂洗次数，或设定为［注水
漂洗］后再运行。<P.57>

●如果使用液体洗涤剂，发黑和黄斑可能会
更明显。

担心此种情况时，请尝试使用粉末合成洗涤
剂。

●想要去除衣物发黑或黄斑时

【注意事项】
有的洗涤物可能无法使用漂白剂，请确认
标签和说明。根据发黑或黄斑的状态，有
的可能无法彻底去除。

请尝试以下方法。
●请将其放入3倍浓度的洗涤液浸泡（一夜）
后，再进行洗涤。
●仍不能去除时，白色衣物请使用氯化漂白
剂或还原型漂白剂、有颜色和花纹的衣物
请用氧化漂白剂来漂白（放在盆中短时间
浸泡）。（使用时，请确认漂白剂的说明
书）

 担心染色或变色

是否与深色衣物或新的花色衣物等一起洗
涤？
●请确认洗涤物的标签说明。
●染料变浓，染色可能会更明显。

请将深色等容易褪色的衣物与其他衣物分开
洗涤。
请避免长时间浸泡。

自来水里是否含有水管锈迹？
●衣物可能会因水管锈迹而变色。

用毛巾等过滤自来水，确认是否含有水锈。
有水锈时，请咨询专业人员。

●想要消除染色或变色时

【注意事项】
有的洗涤物可能无法使用漂白剂，请确认
标签和说明。根据染色或变色状态，有的
可能无法彻底去除。

请尝试以下方法。

●白色衣物请使用氯化漂白剂或还原型漂白
剂、有颜色和花纹的衣物请用氧化漂白剂
来漂白（放在盆中短时间浸泡）。（使用
时，请确认漂白剂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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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异
常
情
况
时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衣物发硬
●毛巾等毛织材料的洗涤物，可能会倒毛、
变硬。

推荐使用柔软剂。

请运行［轻柔］程序。

烘干后感觉发硬的洗涤物，请在烘干运行的
［标准］程序下，选择烘干［30分］再次运
行。

 有异味

是否对滚筒进行了维护保养？
●滚筒内聚集肥皂渣或霉菌时，会产生气
味。

请定期运行［筒清洗］程序。<P.54>

为了抑制霉菌的产生，运行结束后，建议您
将洗衣机门打开。（请注意不要让儿童进入
滚筒中）
此时，请使用洗衣机门塞（开盖钮零件）。
<P.35>

推荐运行［筒干燥］程序，以便干燥滚筒，
抑制霉菌产生。<P.54>

是否对排水口进行了维护保养？
●排水口堵塞时，会产生气味。

请以每月1次为标准，对排水口进行维护保
养。

排水管是否正确安装到排水口上？
●根据排水配管的状态，有时可能会产生气
味。

请正确安装排水管。根据安装条件（排水弯
管的形状和排水配管的状态等），烘干运行
中排水口的气味可能会返上来。请试着将
除湿方式由“风冷除湿”更改为“水冷除
湿”。（但是，烘干运行时用水量将增加）

是否使用了香味较浓或粘着性较高的洗涤剂
或柔软剂？
●洗涤物上可能会残留洗涤剂或柔软剂的浓
烈香味。

请减少洗涤剂或柔软剂的用量。

是否在运行结束后仍将洗涤物放置在滚筒
内？
●刚刚烘完或半干有热气的洗涤物，可能会
带有洗涤剂等的气味。

如果将洗涤后或半干的有热气的洗涤物放置
不理，会产生气味。
●运行结束后，请立刻取出洗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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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异常情况时（续）
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有烘干色斑、未
烘干

是否放入了过多的裤子或长袖衬衫等容易缠
绕到一起的衣物？
●衣物缠绕的状态下直接进行烘干，可能会
产生烘干色斑。

容易缠绕到一起的衣物过多时，脱水运行后
请用手将其疏松后再进行烘干。

是否在洗涤物脱水后进行了烘干？
●如果不脱水的状态下进行烘干，可能会在
衣物半干时结束运行。

烘干潮湿的衣物时，请在脱水运行后再进行
烘干。

烘干运行中是否卸下了烘干滤网？
●如果烘干运行中卸下烘干滤网，滚筒内部
的压力发生变化，烘干效果可能会变差。

烘干运行中，请勿卸下烘干滤网。

●可能会因洗涤物的组合或机体安装场所的
温度、湿度而产生烘干色斑。

请将烘干调节设定为［强］。<P.68>
•请运行［强力］程序进行烘干。<P.40>

排水口是否堵塞？
●如果排水口（排水弯管）或排水管有线屑
堵塞，可能会影响烘干效果。

请确认排水口或排水管，有线屑堵塞时请清
除。

 担心产生烘干褶
皱

是否在洗涤物缠绕的状态下进行烘干？
担心产生烘干褶皱时，脱水运行后请用手将
其疏松、展开褶皱后再进行烘干。

是否正在烘干易产生褶皱的洗涤物？

请在可使用风熨斗的程序下运行。<P.26>

请在烘干运行的［标准］程序下，运行烘干
时间［30分］。
半干时结束烘干运行。结束后请进行悬挂晾
干。

请设定“轻柔维护”。<P.71>

滚筒内的洗涤物是否放入过多？ 请将洗涤量减少到3kg以下后再进行烘干。

是否在运行结束后仍将洗涤物放置在滚筒
内？

●运行结束后，请立刻取出洗涤物。可能因
衣物的重量而产生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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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时 请检查以下项目 处理方法

水
温
感
测
系
统

水温感测不显示

是否选择了标准程序（洗涤、洗 烘）以外
的程序？
●水温感测系统仅在标准程序（洗涤、
洗 烘）下运行。

请选择标准程序（洗涤、洗 烘）后运行。

水温感测的显示熄
灭

是否手动更改了进程？
●即使选择了标准程序，以手动方式更改
了洗涤时间等设定内容或设定了加热强洗
时，将自动解除（熄灭）。运行过程中更
改了进程时，也将自动解除（熄灭）。

想要运行水温感测系统时，请在不更改进程
的状态下运行。

●设定加热强洗后将自动解除。 无法同时设定水温感测和加热强洗

滚筒内是否有水积存？
●已加入水的状态（约3L以上）开始运行
时，无法正确测量，因此将自动解除（熄
灭）。

想要运行水温感测系统，请将滚筒内的水排
出后再运行。

洗剂量显示不发生
变化（不减少）

●测量水温后，显示洗剂量。水温较低时，
洗涤剂的起泡效果较差，因此不减少洗剂
量。

并非故障

●洗涤剂量的标准显示为0.3杯时，不发生变
化。

并非故障

运行时间不发生变
化（不减少）

●洗涤量为6kg以上时，无论水温如何，运行
时间都将变长。

并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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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
担心会结冰时

关闭水龙头 将排水管插入排水口

接通电源，按下脱水按钮设定为“仅脱水”，

按下  后运行约30秒 <P.59>

按下  后切断电源

接通电源，按下  并选择［筒清洗］程

序，按下  后开始运行

运行大约10秒，按下  后切断电源

卸下进水管并使其朝下
<安装说明书>

●排出进水管内剩余的水。

●为了排出滚筒和排水管内的水。

在寒冷地区使用而担心结冰时，请用毛毯等盖住机体的

后侧（上方）以便保温。

毛毯等●由于进水管内附着的水滴会滴落，所以请在
进水管的管口处放置水桶等容器，或用抹布
等吸水。

如果已冻结时

卸下进水管，将其浸泡到约40℃的热水中 接通电源，按下启动按钮后放置
（让进水阀解冻）

确认以下2点。

※无法确认时，请反复操作步骤  ～ 。

向滚筒中加入40℃左右的热水约5L后，放置
约10分钟

连接进水管后，打开水龙头

打开

●电热可让进水阀解冻从而开始进水。
（约20分钟）

（1）用手是否能转动滚筒
确认能够转动滚筒

（2）接通电源，按下脱水按钮并设定为“仅脱
水”<P.59>后开始运行，是否进行排水

确认进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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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情
况  

另
售
部
件

另售部件
请向用户服务中心购买。

遇到这种情况时 另售部件

排水口位于机体下方时 ■竖直排水成套工具（HO-BD3）

排水口的孔较小，排水管无法插入时 ■L型管
（部件编号BD - V2100L - 062）

使用毛毯程序进行洗涤时 ■洗涤盖（MO-F102）
（部件编号MO - F102 - 001）

线屑滤网破损时 ■线屑滤网
（部件编号NET-KV2 - 001）

洗剂投入盒破损时 ■洗剂投入盒

烘干滤网的网破损时
此外，无除异味效果时

■烘干滤网

用于延长排水管 ■延长用排水管（约80cm）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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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全指标

3-N0231-1 F1(C)

型 号 BD-A6000C 洗 涤 方 式 滚筒式

种 类 日立滚筒式洗衣烘干机 额 定 功 率 洗涤时：240W; 脱水时：200W; 烘干时：1250W

电 源 220V ～ 50Hz 噪 声 值 洗涤时：54dB(A); 脱水时：62dB(A)

标准洗涤容量 9kg
（干布的质量） 自 来 水 水 压

0.03MPa ～ 0.8MPa
（0.3kgf/cm2 ～ 8kgf/cm2）标准脱水容量

标准烘干容量 7kg（干布的质量） 质 量 约89kg

标 准 水 量 28升（洗涤『标准』程序） 外 形 尺 寸 宽735mm×深640mm×高1050mm

能源效率等级 1级（洗涤『标准』程序+加热强洗） 耗 电 量 1.71千瓦时╱工作周期

用 水 量 108升╱工作周期 洗 净 比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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