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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주기 >>
1. 재질 : 모조지 80g
2. 인쇄 작업
1) G/S(LG) BRAND(FIG1): * 표지 - 1도 : LG RED PANTONE #207
- 2도 : LG GRAY PANTONE #430
* 내지 -1도 : BLACK
2) OEM BRAND(FIG2) : * 표지 - 1도 : BLACK
* 내지 - 1도 : BLACK
3. 문자의 크기 및 형상은 주어진 FILM에 준한다.
4. 책자의 크기는 일반적 규격(국판)에 준한다.
5. 양산 전에 설계 한도를 득할것.
6. 유해물질 관리 기준
:본 부품에 금지물질이 포함되지 않도록 하고, 상세내용은 LG(63)-A-5501-34를
만족할 것.
<< NOTES >>
1. Material : Vellum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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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int work

P/NO. 다

150

150

1) G/S(LG) BRAND(FIG1) : * Cover - First color : LG Red Pantone #207
- Second color : LG GRAY PANTONE #430
* Inside - First color : Black
2) OEM BRAND(FIG2) : * Cover - First color : Black
* Inside - First color : Black
3. Printing, text size and line are based on LG designg film.
4. Size will Follow the standard.
5. Before product controlled by criteria sample.
6. Standard of supervision for hazardous material
: The part should not contain prohibited substances(Pb,Cd,Hg,Cr+6,PBB,PBDE)
and details should comply with LG standard of LG(63)-A-55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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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手冊

洗衣機

請在運行前仔細閱讀本使用者手冊，並隨身攜帶以便隨時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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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訊息

爲了您的安全，請務必遵循本手冊中的資訊，以降低火災、爆炸或電擊風險，或防止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死亡
您的安全和其他人的安全都非常重要在本手冊中和機器中有多項重要安全訊息請務必閱讀並遵守所有安
全訊息
這是安全警示符號此符號提示您可能會導致財產損害和/或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的潛在危險

警告
注意

所有安全訊息均遵循安全警示符號與警告詞或
注意詞。這些詞表示：

如果不遵循說明，可能會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

如果不遵循說明，可能會導致輕傷或產品損壞

  所有安全訊息均將告訴您什麽是潛在危險，如何降低受傷幾率，以及不遵循說明的後果

基本安全預防措施

警告

爲了降低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風險，使用此機器時，請遵循基本預防措施，包括以下內容
yy 此機器僅用於使用者手冊中所述的預期用途

yy 使用前必須按照本手冊中所述正確安裝機器

yy 請勿清洗之前透過汽油、乾洗溶劑或其他易燃或易爆物質清潔、清洗、浸濕或弄髒的衣物﹐因為它們產生的
蒸氣可能會點燃或爆炸
yy 請勿向洗衣水中添加汽油、乾洗溶劑或其他易燃或易爆物質這些物質產生的蒸氣可能會點燃或爆炸

yy 在某些情況下﹐尚未使用 2 週或更長時間的熱水系統中可能會產生氫氣。氫氣易爆。在使用洗衣機之前，如果
熱水系統使用時間尚未達到這一期限﹐請打開所有熱水龍頭並讓各水龍頭的水流淌幾分鐘這將釋放所有
累積的氫氣因為氫氣易燃﹐在此期間﹐請勿吸煙或使用明火
yy 請勿允許兒童在洗衣機上或洗衣機內玩耍當在兒童附近使用洗衣機時，必須嚴密監督兒童因為兒童可能
會被困在洗衣機內並導致窒息
yy 在洗衣機不再使用或丟棄之前﹐拆除機蓋以防兒童爬入

yy 請勿在暴露於戶外天氣或凍結溫度的位置安裝或儲存洗衣機
yy 請勿篡改按鍵

yy 確保機器下方和周圍無可燃物品（棉絨、紙張、抹布等）、汽油、化學物質和其他易燃蒸氣和液體
yy 必須由有資質的維修技術員進行維修請勿拆卸洗衣機
yy 請參閱「安裝說明」瞭解接地要求

yy 警告：本產品包含加由利福尼亞州認定會導致癌癥、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學物質觸摸後請洗手
yy 務必遵循服裝製造商提供的衣物保養說明

yy 請勿將浸染了食用油的衣物放入洗衣機中被食用油污染的衣物可能會促進化學反應﹐從而導致著火
yy 請僅使用製造商建議的衣物柔順劑或產品消除靜電

yy 此洗衣機不適合用於海上或露營車、飛機等移動裝置

yy 如果此機器要停用很長一段時間，例如在渡假期間，請關閉水龍頭並拔掉洗衣機。
yy 請勿透過加熱烘乾含泡沫橡膠或類似橡膠材料的衣物。

yy 包裝材料可能會對兒童造成危險。可能會導致窒息！讓兒童遠離所有包裝。
yy 放入衣物前請務必檢查洗衣機內是否有異物。確保機蓋在不使用時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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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如果筒槽或攪拌器正在移動，請勿將手伸進機器中。

yy 如果發生氣體洩漏（例如丙烷、液化石油氣等），請立即讓該區域通風。請勿打開或關閉任何機器或照明
燈。請勿使用抽氣扇。火花可能會導致爆炸或火災。

yy 請勿維修或更換機器的任何部件或嘗試維修，除非在使用者保養說明或發佈的使用者維修說明中明確建議
您這樣做，並且您已理解並具備執行維修的技能。

使用前請閱讀所有說明

警告

爲了您的安全，請務必遵循本手冊中的資訊，以降低火災、爆炸或電擊風險，或防止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死
亡。

接地要求

此機器必須接地。如果發生故障或停止運行，接地將透過提供最小電阻路徑降低電擊風險。此機器配備有設備
接地導線和接地式插頭的電線。插頭必須插入按照所有當地法規和條例正確安裝和接地的適當插座中。某些
內部部件故意未接地，可能僅會在維修期間導致電擊風險。維修人員 - 機器通電時請勿觸摸以下部件：泵、閥、
電機、按鍵。

警告

設備接地導線連接不當會導致電擊風險。如果您懷疑機器是否正確接地，可請有資質的電工或維修人員進行
檢查。請勿改裝機器原裝插頭。如果插頭與插座不配，可請有資質的電工安裝適當的插座。如果未遵循這些警
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重要安全說明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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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您的安全，請務必遵循本手冊中的資訊，以降低火災、爆炸或電擊風險，或防止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
死亡。

安裝安全說明

警告

爲了降低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風險，使用此機器時，請遵循基本預防措施，包括以下內容：

yy 請參閱「安裝說明」瞭解詳細的接地規程。洗衣機隨附的安裝說明可供安裝人員參考。如果洗衣機移至新址，請讓
有資質的維修技術員進行檢查和安裝。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此機器的電源線配備匹配標準 3 孔（接地）壁式插座的 3 個插腳（接地）的插頭以減小受到此機器電擊的可能
性。
yy 在任何情況下，都請勿從電源線上切割或拆除第三個（接地）插腳。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
災、電擊或死亡。
yy 爲了個人安全，此機器必須正確接地。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此洗衣機必須插入 110 VAC、60 Hz 接地插座。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請讓有資質的電工檢查壁式插座和電路以確保插座正確接地。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
擊或死亡。
yy 如果某處安裝了標準 2 孔壁式插座，您有責任和義務使用 3 孔壁式插座進行更換。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
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請勿安裝在地毯上。安裝在堅固的地面上。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洩漏損壞。
yy 請務必將洗衣機插入額定電壓與銘牌上額定值一致的單獨插座。這樣可實現最佳效能並防止室內佈線電路過載，
電線過熱可能會導致火災危險。
yy 如果安裝帶 LG 前置式洗衣機和 LG 氣體烘乾機的底座洗衣機，但配備的插座不夠，則使用不低於支路額定電流
的延長線。
yy 切勿透過拉扯電源線來拔出洗衣機插頭。請務必緊緊抓住插頭將其從插座上直接拔出。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
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維修或立即更換所有已磨損或存在其他損壞的電源線。請勿使用在電線上或其末端出現裂紋或磨損的電線。如果
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安裝或移動洗衣機時，請注意不要擠壓、壓壞或損壞電源線。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
擊或死亡。
yy 必須由有資質的維修人員按照當地法規安裝洗衣機並正確接地以防運行期間出現電擊危險並確保穩定性。
yy 此洗衣機非常重。可能需要兩人或兩人以上共同安裝和移動此機器。如果未遵循此操作，可能會導致背部受傷或
其他傷害。
yy 儲存和安裝洗衣機的地方氣溫不得低於零度，也不能將其暴露在戶外天氣條件中。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
致嚴重洩漏損壞。
yy 爲了降低電擊風險，請勿將洗衣機安裝在潮濕的空間內。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
死亡。
yy 爲了降低人身傷害風險，請遵循所有行業建議的安全規程，包括使用長袖手套和護目鏡。如果未遵循本手冊中的
所有安全警告可能會導致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死亡。
yy 如果機器已損壞、出現故障、有部分拆解或有零件缺失或損壞（包括電線或插頭損壞），切勿運行。
yy 爲了減小電擊的可能性，在嘗試任何保養或清潔前，請將機器插頭從電源上拔出，或透過拆除保險絲或切斷斷路器
斷開家庭配電盤上的洗衣機。
yy 按照正確方向將電源插頭插入壁式插座以便電線可貼近地面。如果將電源插頭反向插入插座，可能會損壞電纜內
的電線，從而導致電擊或火災。
yy 用於安裝的底座洗衣機僅放置在 LG 製造的前置式洗衣機的下方。底座洗衣機不可作為單獨裝置運行，需放置在
頂揭式洗衣機、烘乾機的下方，或非 LG 製造的洗衣機的下方。
yy 請勿篡改堆疊開關。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機器故障或嚴重傷害。
yy 請勿運行堆疊了兩個或多個底座的洗衣機。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機器故障或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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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爲了您的安全，請務必遵循本手冊中的資訊，以降低火災、爆炸或電擊風險，或防止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死
亡。

使用、保養、清潔和處理安全說明

警告

爲了降低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風險，使用此機器時，請遵循基本預防措施，包括以下內容：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yy

清潔洗衣機之前，拔掉插頭，避免電擊風險。
切勿使用刺激性化學物質、研磨型清潔劑或溶劑清潔洗衣機。它們將損壞拋光面。
請勿在洗衣機上放置油性或油膩的抹布或衣物。這些物質產生的蒸氣可能會點燃材料。
請勿清洗被植物油或食用油弄髒的衣物。這些衣物在洗滌後可能還會含一些油污。由於殘留油污，衣物可能會冒
煙或自燃。
在嘗試任何使用者保養之前，請將機器從電源上斷開。將按鍵調至關閉位置並不會將機器的電源斷開。如果未遵
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請勿在一次洗衣中混合使用洗衣用品，除非是標籤上指定的洗衣用品。
請勿混合氯漂白劑和氨或酸（例如醋）。使用洗衣用品時請遵循包裝指示。使用不當可能會產生有毒氣體，導致嚴
重傷害或死亡。
部件正在移動時，請勿將手伸進機器中。在放入、取出或添加衣物之前，按下開始/暫停按鈕，讓滾筒在手接觸內
部前滾動至完全停止。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請勿允許兒童在洗衣機上或洗衣機內玩耍。當在兒童附近使用洗衣機時，必須嚴密監督兒童。隨著兒童的成長，
教授他們所有機器正確、安全的使用方法。如果未遵循這些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
洗衣機拆除包裝後，毀壞紙箱、塑料袋和其他包裝材料。兒童可能會將這些材料當做玩具玩耍。地毯、床罩或塑
料膜覆蓋的紙箱可能會形成密閉空間。如果未遵循這些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
請將洗衣用品放置於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爲了防止人身傷害，請遵守產品標籤上的所有警告。如果未遵循這些
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
停用機器或將其丟棄之前，將機蓋從洗衣機上拆除，避免兒童或小動物被困在裏面。如果未遵循此操作，可能會
導致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
關閉機蓋時讓手和異物遠離機蓋和鎖區。如果未讓手遠離，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
請勿用濕手接觸電源插頭。這可能會導致電擊。
高溫洗衣或乾燥程序期間，請勿觸摸機器的排水。排水很燙，觸摸可能會導致燙傷或傷害。
請勿站立在機器上或將物品（例如衣物、點燃的蠟燭、點燃的煙、餐具、化學物質、金屬物品等）放置在機器上。這
可能會導致電擊、火災、產品故障或傷害。
請勿在暴露於凍結溫度的位置安裝或儲存洗衣機。水管中的水可能會凍結，損壞洗衣機。在儲存或移動洗衣機至
凍結溫度的位置時做好防凍工作。請參閱「保養」章節中的說明。
爲了避免打破機蓋玻璃，關閉機蓋時請勿用力過猛。
請勿踩在底座洗衣機上。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損壞洗衣機或導致嚴重傷害。

保留這些說明

功能和用途

功能和用途

主要部件和組件
抽屜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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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疊開關

機蓋

腳架支座

控制面板

頂蓋

A
B
C
D
E

調平腳

直驅變頻馬達

直驅變頻馬達，直接連接至筒槽，降低噪音與震動會帶來卓越的耐用性、壽命長。

COMPACT CAPACITY & NEVERUST™ 不鏽鋼筒槽

高效設計賦予緊湊空間內的大容量。

前觸控面板

簡潔的 LED 顯示屏顯示了程序選項、設定、程序狀態以及預計剩餘時間。觸摸按鈕提供更多便利且具有
優質設計美學。

SMART DIAGNOSIS™

如果您在使用 LG 洗衣機時遇到問題，無需擔心。
SmartDiagnosis™ 功能可以幫助維修中心透過電話，或智慧電話上的簡單應用程式診斷問題，幫助您降
低成本，減少維修電話的不便。

遙控器 RCW1（可選）

不想彎腰觸摸按鍵？請以遙控器上按鈕以設定程序（線上可用或諮詢 LG 零售商）。

包含的附件

1 根短
進水管

1 根進水管 Y 型接頭

排水管 Y 型接頭

防滑墊
Max load
( 4tsp, 20g )

(18EA)

扳手

排水管

1 條係帶

(5EA)

螺絲

Normal
( 2 tsp, 10g )

洗滌劑分配器

1 根進水管

注意：如果附件丟失或要購買附件，可以撥打 0800-898-899 或者造訪 LG 網站﹐網址為 http://www.l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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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安裝說明

選取適當的位置

警告

yy 移動、拆除和堆疊洗衣機時需要兩人或兩人以上協作。
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財產損失或嚴重的人
身傷害。
yy 請在未暴露於戶外天氣或凍結溫度的位置儲存和安裝
洗衣機。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
災、電擊或死亡。
yy 將洗衣機正確接地以符合所有電氣管制法規和條例。
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
或死亡。
yy 爲了降低電擊風險，請勿將洗衣機安裝在潮濕的空間
內。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
擊或死亡。
yy 爲了確保空氣流通，請勿用地毯或其他材料阻塞洗衣機
底部的大開口。
yy 請勿拆除接地插腳。請勿使用 2 插腳適配器或雙線延
長線。如果未遵循這些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
災、電擊或死亡。

注意：產品使用者有責任和義務請有資質的維修技術員
安裝合適的插座。

地面

yy 爲了減少振動、噪音，洗衣機必須安裝在堅固建造的地面
上。
yy 整個洗衣機下方兩側之間或前後之間的允許斜坡最大為
1 英吋。
yy 不建議您在地毯和軟質磁磚表面上安裝。
yy 切勿將洗衣機安裝在平台上或者不牢固的支撐結構上。   

注意：洗衣機必須安裝在牢固地面上以便在脫水程序期間減
少振動。水泥地最佳，但如果是依據聯邦住房管理局  標準製
造的木地板也可使用。不應將洗衣機安裝在地毯上或暴露於
戶外天氣中。

注意

yy 此底座洗衣機必須安裝在 2009 年之後製造的 LG 15公
斤以上的滾筒洗衣機的下方。
yy 底座洗衣機將不會作為單獨裝置工作。
yy 底座洗衣機必須堆疊在 LG 牌滾筒洗衣機的下方以便正
確運行。

電源插座

yy 電源插座必須位於洗衣機任何一側 1.5 m 以內。
yy 必須將機器和插座放置好以便插上插頭。

警告

132.9 cm

2.5 cm

68.9 cm

2.5 cm

爲了確保充足的水管管線和氣流間隙，請在各側保留間
隙至少 2.5 cm，裝置背部保留間隙 10 cm。 確保為可能
需要增加間隙的牆壁、門和踢腳線保留間隙。
75.6 cm

yy 為實現最佳效能，將洗衣機插入其單獨插座。 勿使
用長於三英尺的延長線。如果未遵循這些警告，可能
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亡
yy 插座必須依據目前線路電氣法規和條例接地。
yy 建議您使用延時保險絲或斷路器。

128.3 cm
(50.8 cm
維修時額外需要）

安裝說明

打開包裝並拆除裝運材料

1.拆除紙箱和裝運材料之後，取出洗衣機的保麗龍底
座。確保塑料筒槽支架與底座脫離，且未卡在洗衣
機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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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將滾筒洗衣機的調平腳放置在底座洗衣機頂部
之前確保其完全縮回。將機器放置在底座洗衣機
頂部。

洗衣機支腳
塑料筒槽
支架
紙箱底板

如果您必須放倒洗衣機以拆除包裝材料底板，務必保
護好洗衣機側面並小心地將其一側放倒。請勿從正面
或背面放倒洗衣機。
2.將海綿板收好以供將來使用。如果日後必須移動
洗衣機，海綿板將在運輸過程中保護洗衣機防止
損壞。
注意：爲了防止損壞，請勿在洗衣機到達最終位置
前拆除海綿板。

3.將頂蓋旋轉約 180 度。用頂蓋覆蓋上孔並安裝 4 個
短螺絲（隨附在包裝箱中）進行固定。
短螺絲

頂蓋

5.確保底座洗衣機上的孔與前置式洗衣機中的孔對
齊，然後在每個角安裝 4 個長螺絲（隨附在箱中）以
便將滾筒洗衣機牢固連接至底座洗衣機。

長螺絲

6.輕輕拉長滾筒式洗衣機的支腳直到其適當接觸底
座洗衣機。

您將需要的工具
yy 可調鉗

yy 螺絲起子
          

警告

yy 必須安裝頂蓋以避免電擊或短路的風險。如果未
遵循此操作，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
死亡。

水平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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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連接進水管

•• 供應的水壓必須介於 0.1 MPa 和 0.8 MPa (1.0‒8.0 kgf/
㎠)之間。
•• 連接進水管至閥時，不要剝離或交叉擺放。

•• 如果供應水壓超過 0.8 MPa，必須安裝減壓裝置。

連接水管至水龍頭

使用線連接螺桿式水管至水龍頭
將水管接頭鎖至水龍頭上。

•• 定期檢查水管狀況並視需要更換。

檢查進水管的橡膠密封墊
進水管隨附兩個橡膠密封墊。

目的用於防止漏水。 請確認連接到自來水龍頭時足夠緊
密。

不使用線連接螺桿式水管至水龍頭

水管接頭

1

橡膠密封墊

鬆開四個固定螺絲
上接頭

水管接頭
橡膠密封墊

橡膠密封墊

固定螺絲

2

如果水龍頭太大，無法安裝接頭，請移除導板。
導板

安裝說明

3

4

將接頭推至水龍頭底端，讓橡膠密封墊形成不漏水
的連接狀態。擰緊四個固定螺絲

垂直將供水水管向上推，讓水管內的橡膠密封墊可
完全接合至水龍頭，然後向右擰緊固定。

3

11

將接頭推至水龍頭底端，讓橡膠密封墊形成不漏水的
連接狀態。
擰緊四個固定螺絲和接頭環板。

4

將接頭插銷板往上拉，將進水管推至接頭上然後放開
接頭插銷板。請確定接頭至定位鎖定。

板
插銷板

進水管

不使用線連接一鍵式水管至水龍頭

1

鬆開接頭環板並鬆開四個固定螺絲。

環板

2

如果水龍頭太大，無法安裝接頭，請移除導板。
導板

注意

•• 連接進水管至水龍頭後，打開水龍頭，將水管中的
異物沖出（灰塵、沙、鋸末等）
。 將水流至桶內，並檢
查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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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連接水管至兩台洗衣機

1

連接進水管至滾筒式洗衣機的進水管。 打開配件包
裝，安裝洗衣機底座。

安裝排水管

•• 排水管不應置於地面以上高於 100 公分處。 家電中的
水可能無法排出或排水緩慢。

1

水管夾子

進水管
接頭
壓板

2

插入水管夾子至排水管彎管。

排水管彎管

將洗衣機底座的進水管定位至進水管接頭。   要安裝
的洗衣機底座。

2

水管從彎管伸出，將彎管插入至洗衣機底座後的排
水口。

3

調整水管夾子至定位，防止漏水。

橡膠隔墊

橡膠隔墊

3

連接滾筒式洗衣機額外提供的進水管至進水管接頭
和水龍頭。
進水管接頭

水管夾子

安裝說明

使用排水管接頭

連接滾筒式洗衣機的排水管和洗衣機底座至排水接頭。
插入隨附的水管夾子至排水管的兩端上。 將排水管牢固
按壓至排水接頭上。 調整水管夾子，防止水管鬆開或漏
水。 如果沒有完成，可能導致淹水。 使用排水接頭可協助
避免虹吸現象、臭味或不當的排水。

調整家電水平

13

如果地板不平，視需要轉動可調式底腳（不要在腳下放入
木塊等物品）
。 請確認所有四個腳穩固且都站立於地板
上，然後檢查家電是否達到完美的水平（使用水平儀）
。
•• 家電達到水平後，向上擰緊鎖定螺母至家電底部。 必須
擰緊所有的鎖定螺母。

排水接頭

升高
鎖定螺母

檢查對角

調低

擰緊所有 4 個
鎖定螺母

•• 對角按壓頂板邊緣時，家電不應上下移動（檢查兩個方
向）
。 如果對角按壓機器頂板時家電搖擺，再次調整底
腳。

警告

•• 在洗衣機底座堆滾筒式洗衣機時，在洗衣機底板上
使用平衡底腳，調整兩側水平。 滾筒式洗衣機的平
衡底腳應極小化且鎖定螺母應以逆時針方向固定
旋緊。

注意

•• 木製或懸吊式地板可能導致震動過大和不平衡。
•• 如果在高起的平台上安裝洗衣機，必須牢固固定，
降低從台上摔落的風險。

14

安裝說明

使用腳墊（選用）

如果您在光滑的表面安裝家電，可能因過度震動

而移動 不正確的水平可能因噪音和震動導致故障。 如果
發生此情況，請在平衡底腳下安裝腳墊並調整水平。

1

清潔地面，安裝腳墊。

•• 使用乾抹布擦去異物並擦乾水分。 如果仍顯潮濕，
則腳墊可能會位移。

2

將家電置於安裝區後，調整水平。

3

將腳墊黏合面朝地板放置。

•• 在前底腳下安裝腳墊的效用最大。 如果難以將板
置於前底腳下，則放置在後底腳下。
此面朝上

黏合面

4

請確定家電達到水平。

•• 輕推或輕輕搖動家電的頂部邊緣，確認家電不會
搖動。如果家電搖動，請再次調整家電水平。

注意

•• 您可從 LG 服務站購買腳墊。

安裝說明

分選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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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保養標籤

注意

yy 請勿將衣物放置高於筒槽頂部邊緣。未遵循此注意，
可能會導致洩漏或衣物損壞。
yy 使用最大尺寸洗衣機中的大型衣物程序清洗枕頭、
寢具等易浮起或不吸水的物件。請參閱洗衣機中隨附
的使用者手冊。未遵循此注意，可能會導致洩漏。

許多衣物都有衣物保養標籤。使用下表，依據製造商
建議調整程序和選項保養您的衣物。  

Fabric Care Labels

將類似的衣物分類

為實現最佳洗衣效果，減小衣物損壞的可能性，依據
衣物材質分選衣物。
混合不同衣物類型和/或髒污層級，可能會導致洗衣
效能較差、染色、變色、衣物損壞或掉絨。如下所述
將衣物分類。

顏色

依據顏色分類。將深色衣物放在一起清洗，並與淺色
或白色衣物分開。如果將深色衣物和淺色衣物混合可
能會導致淺色衣物染色或變色。

髒污層級

在最大尺寸洗衣機中清洗重度髒污的衣物。如果將重
度髒污的衣物與輕度髒污的衣物一起清洗，可能會導
致輕度髒污的衣物洗衣效能較差。底座洗衣機優先清
洗輕度髒污和精緻的衣物。

面料類型

請勿將精緻衣物和較重或較髒的衣物混合。如果將較
重的衣物與精緻衣物一起清洗，可能會導致較重的衣
物洗衣效能較差，且可能會損壞精緻衣物。

棉絨類型

洗衣時部分衣物在其他衣物掉絨的同時會吸絨。避免
將掉絨和吸絨的衣物混合清洗。混合這些衣物可能會
導致衣物起球或掉棉絮。（例如，吸絨衣物 - 針織衫；
掉絨衣物 - 毛巾。）

分類洗滌...
按照顏色
白色
淺色
深色

按照髒污層級
強力
標準
輕污

按照面料
精緻衣物
易於保養
重污

按照棉絨
掉絨衣物
吸絨衣物

將物件放入洗衣機

yy 檢查所有口袋，確保口袋是空的。夾子、火柴、鋼筆、
硬幣和鑰匙等物品會損壞洗衣機和衣物。
yy 拉上拉鏈、掛鉤和拉帶以防這些衣物刮破破纏住其他
衣物。
yy 初步處理重污處以實現最佳洗衣效能。
yy 請勿清洗一件衣物，以防負載失衡。添加一件或兩件
類似衣物平衡負載。毛毯、被子或床罩等大號、大件衣
物應該在最大尺寸洗衣機裡單獨清洗。
yy 機蓋打開時洗衣機將不會注水或運行。
yy 請勿讓筒槽超重。衣物應鬆散地放置在筒槽中且位於
最大注水線下。如果衣物超過注水線可能會導致衣物
和洗衣機損壞。

注意

yy 在推入抽屜盒開始程序前關閉機蓋至其發出滴答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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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洗滌劑和分配器

使用洗滌劑

洗滌劑說明

高效能 洗滌劑會產生較少泡沫、更高效溶解可改善
洗衣和脫水效能，並幫助保持洗衣機內部清潔。如果
未使用高效能洗滌劑，可能會導致過度起泡和效能欠
佳，從而導致錯誤代碼、程序故障和機器損壞。
Max load
( 4tsp, 20g )
Normal
( 2 tsp, 10g )

此機器僅需極少量洗滌劑。為實現適當的洗衣效能，
請務必使用機器原裝分配器和測量裝置。
分配器至多容納 4 茶匙 (20ml, 20g) 高效能洗滌劑。
大多數標準負載僅需 2 茶匙 (10ml, 10g) 洗滌劑，或將
分配器填滿至中間線。

使用過多洗滌劑可能會導致過度起泡和效能欠佳。如
果洗滌劑殘留在衣物上，減少洗滌劑用量或進行加強
洗清。要進行加強洗清，請按下加強洗清按鈕。
重要說明：並不是所有洗滌劑都相同。請注意洗滌劑
的用量，避免過度起泡、洗清效能較差和洗滌劑積聚
在衣物中，並且殘留物積聚會導致洗衣機臭味。分配
器提供的最大量僅應用於非常多的衣物。使用過多洗
滌劑可能會導致洗衣機和衣物中洗滌劑積聚。

請務必測量洗滌劑用量。由於高效能洗滌劑旨在用於
此類洗衣機，測量洗滌劑時請注意。對於標準負載，
應使用的高效能洗滌劑不超過 1 茶匙或提供的分配
器/測量裝置容量的一半。

1. 拉開抽屜盒，打開機蓋，將衣物放入筒槽。

2. 使 用洗滌 劑分配器測量相當於，將洗滌 劑倒入筒
槽。

3. 關閉機蓋，滑動抽屜盒至關閉，按下開始/暫停按鍵啟
動程序。
注意：在底座洗衣機中不可使用氯漂白液或漂白粉。要
使用漂白劑，請使用最大尺寸洗衣機並遵循該機器使用
者手冊中的說明。

重要說明：請勿將洗滌劑、漂白劑、液體衣物柔順劑等洗
衣用品放置或儲存在洗衣機或烘乾機頂部。立即擦乾溢
出物。這些產品會損壞拋光面和按鍵。

使用漂白劑

請勿在底座洗衣機中使用氯漂白液或漂白粉。要漂白
衣物，請使用最大尺寸洗衣機並遵循與該機器一起提
供的使用者手冊中的說明。

使用衣物柔軟精

底座洗衣機會在最後洗清前產生重複鳴響聲，因此如果
需要，可以向衣物中添加液體衣物柔軟精。對於標準負
載，製造商建議您使用 1/4 柔軟精。
機器清洗時，按下開始/暫停進行暫停程序。

1. 拉開抽屜盒，打開機蓋，將液體衣物柔軟精添加至洗
滌劑分配器。柔軟精還可在用水稀釋後直接添加至筒
槽。請勿將未稀釋的柔軟精直接倒在衣物上，因為可
能會弄髒衣物。
2. 關閉機蓋，滑動抽屜盒至關閉，按下開始/暫停重啟程
序。
如果您忘了添加柔軟精：
1. 按下電源按鈕，中斷程序。
2. 選取洗清+脫水程序並按下開始按鈕啟動程序。
3. 遵循以上說明在清洗時添加衣物柔軟精。

如何使用

如何使用

控制面板功能

A

B

C

E
A

電源（開/關）按鈕

按下啟動洗衣機。按下關閉洗衣機。程序運行
期間按下電源按鈕將取消該程序，並且程序
設定也會丟失。短時暫停後抽屜盒將解鎖。

D
C

注意：

• 如果洗衣機關閉後筒槽內殘留水，將會預
約 4 分鐘進行排水。在排水開始前可以隨
時重啟洗衣機。但是，已經開始排水後，將
會暫停所有功能直到水已經完全排出和洗
衣機關閉。

B

• 按下電源按鈕時，預設選取標準程序。要修
改預設選項或選取其他程序，按下程序選
取 (v) 按鈕亮起顯示。

程序選取按鈕

按 下 此 按 鈕 選 取 所 需 程 序。所 需 程 序 已
選 取 後，顯 示 屏 上 將 出 現 標 準 預 設。啟
動程序前可以隨時使 用程序設定按鈕
調整設定。
注意：爲了保護您的衣物，並不是所有程序選
取上的所有設定均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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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F

開始/暫停按鈕

按住此按鈕啟動選定程序。如果洗衣機正在
運行，使用此按鍵可以暫停程序而不丟失目
前設定。

注意：如果您在選取程序後的 60 分鐘內未按
下開始/暫停按鈕，洗衣機會自動關閉且會丟
失所有程序設定。洗衣機將會排出所有殘留
於筒槽的水。

選項按鈕

使用這些按鈕為選定程序調整設定。按鈕上
的設定燈亮起顯示目前選取。

顯示時間和狀態

該顯示屏顯示程序狀態和預計剩餘時間。

遙控傳感器

使用遙控器設定按鍵，而無需彎腰觸摸控制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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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時間和狀態

時間和狀態顯示屏顯示預計剩餘時間和程序進程。

A

D
A

抽屜盒鎖定指示器

B

兒童安全鎖

C

程序啟動後抽屜盒鎖定指示器將會亮起。
在程序已暫停、停止或已結束前指示器燈
將常亮。
啟動兒童安全鎖後，LED 會亮起。設定兒
童安全鎖功能時，除了電源按鈕之外的其
他功能均禁用。禁用兒童安全鎖後，LED
將會關閉。

程序狀態指示器

選定指示將運行階段的程序時，這些 LED
將亮起。當某個程序正在運行時，啟動階
段的 LED 將會閃爍，同時其他階段的 LED
將保持不變。階段完成後，LED
將會關
閉。如果程序已暫停，啟動階段的 LED 將
停止閃爍。

B

C
D

預計剩餘時間

某個 程 序已 選 定 時，會 顯 示該 程 序的 預
設時間。選取修改或選項時，該時間將更
改。
注意：顯示的時間僅為預計時間。該時間
依據標準運行條件而定。多個外部因素（
負載量、室溫、進水溫度、水壓等）可能會
影響實際時間。

如何使用

運行洗衣機

1
2
3
4
5
Bleach

Softener

Softener

Detergent

Detergent

Bleach

6
7
8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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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選衣物並放入洗衣機

根據需要，按照面料類型、髒污層級、顏色和負
載分選衣物。打開機蓋，將衣物放入洗衣機。

清潔用品

用分配器測量高效能 洗滌劑並倒入洗衣機。

啟動洗衣機

按下電源按鈕，啟動洗衣機。程序燈亮起，發出
鳴響聲。

選取程序

按下程序選取按鈕選取所需程序。當您按下電源
時，預設選取標準程序。要修改選項，按下程序選
取按鈕啟動顯示屏。還可以使用可選遙控器選取
所需程序。

調整設定

如果需要，可使用選項按鈕立即更改選定程序
的預設設定。
注意：並不是所有程序上的所有選項均可用。如果
該選取不被允許，則會聽到不同的鳴響且燈不會
亮起。

開始程序

輕輕按下機蓋把手直到發出滴答聲，滑動抽屜
盒至關閉。按下開始/暫停開始程序。抽屜盒鎖
定，洗衣機啟動程序。如果在 60 分鐘內未按下
開始/暫停按鈕，洗衣機會關閉且會丟失所有設
定。

添加衣物柔軟精

在最終洗清前會聽到重複的鳴響聲。如果需要，
可在出現鳴響時，暫停機器並在三分鐘內添加
液體衣物柔軟精。

程序結束

程序完成後會響起音樂。立刻將衣物從洗衣機
中取出，以減輕起皺。

yy 爲了降低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風險，請在運行此機器前閱讀重要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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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指南

以下程序指南顯示每個程序的預設設定，可用選項和建議的衣物類型。
以下顯示 每個程序預設設定允許的修改調整。
程序
標準
精緻衣物
柔洗
運動衣物

程序使用

輕度髒污的棉質衣物、T 恤、毛巾、牛仔褲、混
合衣物。
女士內衣內衣、睡衣、精緻衣物等
毛衣、針織衫
貼有可柔洗標籤的衣物。

專門用於/處理功能性衣物。

洗清 + 脫水

預處理污漬，或洗清泡沫和筒槽排水

筒槽清潔

清潔筒槽並清除黴味。

洗衣程序

加強洗清

52 ~ 116





58 ~ 103





47 ~ 103





43 ~ 103





8 ~ 90





58

運動衣物

使用此程序清洗除羊毛、絲綢等精緻衣物之外輕度污
染的普通衣物。

僅脫水程序

注意：按下開始/暫停按鈕且未選取程序時將會使用預
設設定立即開始標準程序。

精緻衣物

使用此程序清洗女士內衣、透明衣物等精緻衣物和在
標準程序中易損壞的蕾絲衣物。此程序不適合清洗絲
綢衣物。

柔洗

此程序適合清洗需要精細保養的會縮水的羊毛衣物或
柔洗衣物。僅可清洗貼有可機洗或柔洗標籤的羊毛衣
物。

可用選項

預計時間

洗衣程序旨在實現各種衣物的最佳洗衣效能。選取最
適合衣物類型的程序，以實現最佳洗衣效能和衣物保
養。按下程序選取按鈕選取所需程序。當您選取了某
個洗衣程序，對應洗衣程序燈會亮起。請參閱第 19
頁「運行洗衣機」，瞭解更多運行方法的詳細資料。

標準



鍵
預設

兒童安全鎖



使用此程序清洗為運動專門設計和處理的功能性衣
物。

洗清 + 脫水

選取此選項可獨立於常規程序之外進行洗清和脫水衣
物。此程序在防止污漬殘留在衣物方面非常有效。
要啟動僅脫水程序，選取洗清+脫水程序。然後按下
加強洗清按鈕六次，或按下直到顯示屏顯示 8 且面板
上的洗清圖示熄滅。

筒槽清潔

使用此程序清潔洗衣機筒槽。

如何使用

選項

選取某個程序後，為衣物選取其他功能。

注意：
yy 爲了保護您的衣物，每個程序並不包含所有功能。
yy 如果在 60 分鐘內未按下開始/暫停按鈕啟動程序，
按鍵將關閉且所有設定將丟失。

加強洗清

此選項添加加強洗清至選定程序。使用此程序幫助確
保從衣物上清除洗滌劑。在最終洗清前會產生重複鳴
響聲，因此如果需要，可暫停機器並添加液體衣物柔
軟精。

注意：
yy 您無法透過筒槽清潔程序選取加強洗清選項。
yy 在最終洗清前會產生重複鳴響聲約 20 秒，因此如
果需要，可暫停機器並添加液體衣物柔軟精。

兒童安全鎖

使用此選項禁用按鍵。此功能可防止兒童更改程序或
運行此機器。設定兒童安全鎖後，在可使用所有按鍵
（電源按鈕除外）之前必須停用此選項。洗衣機已關
閉後，使用電源按鈕可啟動機器，但按鍵將仍鎖定。
按鍵鎖定時，將交替顯示 CL 和預計剩餘時間。按住
加強洗清按鈕 3 秒啟動或停用兒童安全鎖。
注意：按鍵鎖定後，必須手動解鎖恢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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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排水功能

該洗衣機配備旨在確保洗衣機安全的特殊排水功能。
在筒槽仍有水的情況下，如果洗衣機暫停，水將會在
靜止幾分鐘後自動排出。這有助於透過減小水殘留於
筒槽的可能性保證兒童安全。
殘留於筒槽中的所有水將會在洗衣機已關閉後四分鐘
自動排出。如果洗衣機暫停且在 60 分鐘內未按下開
始/暫停按鈕，洗衣機將會關閉且將會丟失所有程序
設定。洗衣機將會排出所有殘留於筒槽的水。
在排水開始前可以隨時啟動或重啟洗衣機。但是，洗
衣機開始排水後，將會禁用所有按鍵和功能直到水已
經完全排出和洗衣機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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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和清潔

保養和清潔
警告

爲了降低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風險，請在運行此機器前閱讀並遵循完整的使用者手冊，包括重要安全
說明。
yy 清潔洗衣機之前，拔掉插頭，避免電擊風險。如果未遵循此警告，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火災、電擊或死
亡。
yy 切勿使用刺激性化學物質、研磨型清潔劑或溶劑清潔洗衣機。它們將損壞拋光面。

定期清潔
清潔外側

正確保養您的洗衣機可延長使用壽命。可使用溫水和
溫和非研磨型家用洗滌劑清潔洗衣機外側。立即使用
柔軟濕布擦乾所有溢出物。

重要說明：請勿使用溶劑、清潔酒精或類似產品。切
勿使 用鋼絲球或研磨型清潔劑，因為他們會損壞表
面。

保養和清潔內側

使用毛巾或軟布擦拭洗衣機機蓋開口和機蓋玻璃周
圍。

程序完成後，務必儘快從洗衣機中取出衣物。將潮濕
衣物留在洗衣機內可能會導致起皺、染色和臭味。每
個月運行一次（根據需要增加次數）筒槽清潔程序，
以清除積聚的洗滌劑和其他殘留物。

筒槽清潔程序

隨著長時間的使用，部分環境和使用條件可能會導致
筒槽內殘留物積聚從而導致發黴或黴味。筒槽清潔程
序專門設計為使用專門用於清潔洗衣機的漂白劑或其
他清潔劑清除殘留物積聚。每個月運行一次筒槽清潔
程序，如果大量使用或出現臭味可增加運行次數。
1. 從筒槽中取出所有衣物。

2. 在 1 夸脫的水中稀釋 1/4 碗氯漂白液，將混合液倒
入筒槽。氯漂白液使用量請勿超過 1/4 碗。在運行
筒槽清 潔 程 序前，請勿將漂白劑長時間置 於筒槽
中。
注意：如果要使用其他筒槽清潔產品，請遵循清潔劑
製造商的說明和建議。

3. 關閉機蓋和抽屜盒並按下電源按鈕啟動洗衣機。選
取筒槽清潔程序，然後按下開始/暫停按鈕開始程
序。在已選取筒槽清潔後選取任何其他程序將會導
致取消筒槽清潔程序。
4. 程序結束後，打開機蓋使筒槽內側完全變乾。
注意：

yy 使用筒槽清潔時切勿洗衣。衣物可能會損壞或殘留
清 潔產品。確保僅在清空筒槽時運行筒槽清 潔程
序。
yy 清洗結束或打開機蓋確保筒槽清潔。
yy 筒槽清潔應每個月運行一次。

去除礦物積聚

如果您生活在硬水區，會在洗衣機內部組件上形成礦
物污漬。建議在硬水區使用軟水劑。
使用除垢劑，例如洗衣機魔力清潔劑 (Washer Magic)
，®以去除可見礦物積聚。除垢後，在洗衣之前務必運
行筒槽清潔程序。
使用不鏽鋼清潔劑可去除不鏽鋼上的礦物污漬和其
他斑點。請勿使用鋼絲球或研磨型清潔劑。

打開機蓋

如果將有數天不使用洗衣機，打開機蓋和抽屜盒乾燥
筒槽。

注意

yy 請勿允許兒童或寵物在洗衣機上或洗衣機內玩耍。
如有必要，當他們在打開的洗衣機附近時，必須嚴
密監督。

保養和清潔

警告

保養
清潔進水口過濾器

如果洗衣機未正確注水，將會在顯示屏上顯示錯誤訊
息。供水中的硬水污漬、沉澱物或其他雜質可能會堵
塞進水管濾網。

注意：進水網保護進水閥的精細部件免受可能與供水
一起進入閥門的顆粒物的損壞。運行拆除過濾器的洗
衣機可能會導致閥門無法關閉從而導致漏水和財產
損失。
1. 完全關閉兩個水龍頭。將熱水管管線和冷水管管線
從洗衣機背部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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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在清潔前拔掉電源線並關閉水龍頭。如果未遵
循此操作，可能會導致電擊。
yy 請勿使用不帶進水口過濾器的洗衣機。如果使用
不帶進水口過濾器的洗衣機可能會導致洩漏和
產品故障。
yy 如果您在硬水區使用此洗衣機，石灰積聚可能會
堵塞進水口過濾器。

儲存洗衣機

如 果 洗 衣 機 將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不 使
用，且 位 於 可 能 暴 露 於 凍 結 溫 度 的 位 置
請執行以下步驟以保護洗衣機免受損壞。
1. 關閉供水。

2. 將水管從供水管和排水管上斷開連接。
冷水入口

3. 將電源線插入正確接地的電器插座。

4. 向空的筒槽中添加 1/4 加侖無毒露營車 (RV) 防凍
劑。切勿使用汽車防凍劑。

5. 按下電源按鈕，然後選取僅脫水程序（請參閱第 20
頁）。按下啟動/暫停按鈕啟動排水泵。讓排水泵運
行一分鐘，然後按下電源按鈕關閉洗衣機。這將排
出部分防凍劑而保留足夠的防凍劑保護洗衣機以免
損壞。

6. 拔掉電源線，用軟布擦乾筒槽內側，並關閉機蓋。
7. 直立儲存洗衣機。
進水口過濾器

重要說明：無法確保零部件市場的水管符合要求或
正常運行。其他水管可能無法正確擰緊，從而導致洩
漏。依據產品品質保證，將不包含產品或財產的間接
損失。
2. 遵循製造商說明，將過濾器從水閥上小心拆除，放
入白醋或酸性除垢劑中。注意，請勿在清潔時損壞
過濾器。
3. 重新安裝前澈底洗清。將過濾器按回原位。

4. 重新連接水管前，最好將水龍頭打開至最大（以使
水流 最 大），使 用幾 加侖的水沖 洗 水管和水管管
線，排水至桶中或排水管。
注意：水壓不足或髒污堵塞進水口過濾器時，顯示屏
上會閃爍 IE 訊息。清潔進水口過濾器。

8. 爲了在儲存後清除防凍劑，使用洗滌劑運行完整的
洗衣程序。請勿在此程序中添加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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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規格

型號：WT-D350W/ WT-D350V
電源

110 V~，60 Hz

尺寸

686(寬) x 783(深) x 358(高), 1283（D 的值是在開啟的情況下測量）

最大水壓
產品重量

最大洗衣量
消耗功率

0.1~0.8 MPa (1~8kgf/㎠)
45 kg

洗衣 3.5 kg（乾衣）
500 W (洗衣)

SMART DIAGNOSIS™ 系統

如果您的洗衣機出現任何問題，它可以透過電話將資
料傳輸至 Smart Diagnosis 團隊您可以與我們專門
培訓的技術員直接對話。技術員會記錄下從您機器上
傳輸的資料並使用它們來分析問題，從而為您提供快
速有效的診斷。
如 果 您 的 洗 衣 機 出 現 問 題 ， 請 致 電
0800-898899 系統功能。您將聽到的傳輸聲音是標準聲
音，聽起來類似音樂。

除非您透過按下電源按鈕啟動洗衣機，否則 Smart
Diagnosis 無法啟動。如果您的洗衣機無法開啟，則
必須在不使用 Smart Diagnosis 的情況下進行故障
排除。

使用 SMART DIAGNOSIS™ 系統

遵循技術員說明並按要求執行以下步驟。

當呼叫中心要求您這麼做時，請將電話的話筒放在電源按鈕附近，距離機器不超過一英吋（但是不要接觸）。
注意：請勿按下任何其他按鈕。

按住加强洗淸按鈕，同時繼續將電話放在電源按鈕附近。

聽到三聲嗶嗶聲。在您聽到三聲嗶嗶聲後，釋放溫水按鈕。將電話固定不動，直到語音傳輸結束。顯示屏將會倒計時。倒
計時結束且語音已停止後，與技術員之間恢復通話，他能幫助您使用傳輸的資訊進行分析。
Smart Diagnosis 具有旨在透過維修呼叫改進（不是取代）故障排除傳統方法的故障排除功能。此功能的有效
性基於多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用於傳輸的手機發生異常，傳輸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外部雜訊，以及機器所在室
內的音效較差。因此，LG 無法確保 Smart Diagnosis 可以準確排除任何所給問題。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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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解答：常見問題
問：

是否可以同時運行底座洗衣機和滾筒洗衣機？

問：

在底座洗衣機可放置多少衣物？

答：

答：

問：
答：

可以。LG 2009 年之後製造的滾筒洗衣機下方的底座洗衣機旨在與滾筒洗衣機同時運行。其不
是用於在 LG 直立式洗衣機、LG 烘乾機、非 LG 製造機器下方運行，或作為單獨裝置運行。
關於相容性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LG 網站 www.lg.com/tw。
筒槽設計為至多容納 3.5公斤.（一塊厚浴巾重約一磅）。請勿讓洗衣機筒槽超重。筒槽中衣物
應鬆散放置，機蓋應易於關閉。
每次洗衣應使用多少洗滌劑、柔軟精或漂白劑？
什麽時候添加至洗衣機，添加多少？

洗滌劑：
•底座洗衣機需要少量洗滌劑。多數普通衣物僅需 1 茶匙 (10 g) 高效能洗滌劑。至多使用 2 茶
匙 (20 g) 高效能洗滌劑。請勿使用完整洗衣液球。
•將洗滌劑倒入機器原裝測量裝置/分配器中。在開始程序前將分配器和衣物一起放入筒槽。
•如果分配器丟失，請直接將 1–2 茶匙(10-20 g) 洗滌劑倒入筒槽。
•更多資訊，請參閱洗滌劑和分配器使用。
衣物柔順劑：
•對於標準負載，製造商建議您使用 1/4 柔軟精。 使用機器原裝分配器。要瞭解說明，請參閱
使用衣物柔軟精。

問：
答：

問：
答：

問：
答：

漂白劑：
•請勿為底座洗衣機中的衣物使用漂白液或漂白粉。
要使用漂白劑安全高效清洗衣物，使用滾筒洗衣機中的漂白劑分配器。
程序正在運行時我可以拉出抽屜盒嗎？

不可以。爲了安全起見，運行期間抽屜盒鎖定。可以暫停程序打開抽屜盒。
在已經啟動程序後想要添加衣物怎麼辦？

按下啟動/暫停按鈕暫停程序。解鎖抽屜盒後，添加衣物並按下開始/暫停重啟程序。如果衣物
在最先幾分鐘後添加，洗衣效能可能會受影響。
程序結束後如何乾燥筒槽？
如何讓筒槽不發黴、沒有黴味？

爲了實現最佳保養，使用筒槽後用軟布或毛巾擦乾機蓋和筒槽。使用後，讓抽屜盒和機蓋處
於打開狀態實現最大空氣循環。每個月運行一次筒槽清潔程序，或根據需要增加次數。每運行
30 次程序後會顯示 TCL 作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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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聽到的正常聲音

水流動的聲音:

滴答：

yy 洗衣機會依據衣物大小和類型向所需程序添加更多
水。
yy 洗衣負載可能會不平衡。如果洗衣機遇到衣物不平
衡，它將會停止並重新分配衣物。
yy 洗衣機可能會稀釋衣物添加劑以添加至衣物。

洗衣機 運行時可能會聽到以下聲音。它們是正常聲
音。
鎖定和解鎖機蓋時機蓋鎖旋轉。

噴水聲或嘶嘶聲：

程序噴水或循環時。

嗡嗡聲或潺潺聲：

洗衣槽附近調平環中的液體幫助洗衣槽順利脫水。

洗衣機已運行後添加水的聲音

程序運行期間有時排水泵從洗衣機排水時。

呼叫維修服務之前

您的洗衣機配有自動故障監測系統，以在早期階段檢測和診斷故障問題。如果您的機器無法正常工作或不工
作，呼叫維修服務之前檢查以下部分：

問題

咔嗒聲和叮噹聲
敲擊聲
振動雜訊

漏水

可能原因

解決方案

筒槽中可能有鑰匙、硬幣或安全別 停止洗衣機，檢查筒槽異物。如果洗衣機重新啟動後仍
針等異物。
有雜訊，請呼叫維修服務。
清洗重物可能產生敲擊聲。
清洗衣物可能會失去平衡。
未拆除包裝材料。

這是正常情況。如果聲音持續，洗衣機可能失去平衡。
關閉並重新分配所清洗衣物。
暫停程序並在機蓋解鎖後重新分配衣物。

請參閱「安裝要求」章節中的「打開包裝並拆除裝運材
料」一節。
筒 槽 中 的 清 洗 衣 物 可能 分 配 不 均 暫停程序並在機蓋解鎖後重新分配衣物。
勻。
並不是所有調平腳都穩固地支撐在 請參閱「安裝說明」章節調平洗衣機。
地面上。
地面不夠堅硬。
確保地面堅固且平整。請參閱「安裝要求」章節中的地
面。
水龍頭、洗衣機或 Y 型接頭處的進 檢查水管和 Y 型接頭是否存在洩漏、裂紋、和破裂問
水管連接鬆動。
題。
室內排水管堵塞。
排水管從排水接頭脫落或插入深
度不夠。
對於筒槽而言衣物太大。

檢查並緊固水管接頭。
洗衣機排水非常快速。在排水期間檢查水是否迴流至排
水管。如果水從排水管中流出，檢查排水管是否正確安
裝並檢查排水管的限制條件。聯絡管道工維修排水管。
將排水管係到進水管或豎管上以防排水時脫落。對於較
小的排水管，將排水管盡可能深地插入水管。對於較小
的排水管，將排水管盡插入距離水管凸緣 1-2 英吋。
減少衣物或使用最大尺寸的洗衣機。對於大號或大件衣
物請使用前置式洗衣機上的大件/床上用品程序。
停止洗衣機並檢查衣物。確保在筒槽中衣物鬆散且機蓋
易於關閉。

故障排除

呼叫維修服務之前（續）
起皺

問題

泡沫過多

可能原因
衣物未及時從洗衣機中取出。
洗衣機過載。

熱、冷進水管位置顛倒。
使用過多洗滌劑或錯誤洗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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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程序完成後，務必儘快從洗衣機中取出衣物。
洗衣機可以滿載，但筒槽中的衣物不應過多。機蓋應易於
關閉。
熱水洗清會導致衣物起皺。檢查進水管接頭。
高效能洗滌劑特別設計用於高效能洗衣機且含有泡沫減少
劑。僅使用印有高效能 標誌的洗滌劑。對於洗滌劑使用量
請參閱「如何使用」章節。如果仍存在起泡或洗滌劑殘留問
題，繼續加強洗清。

污漬

將漂白劑或柔軟精直接添加到筒槽 程序完成後，務必儘快從洗衣機中取出衣物。
中的衣物上。衣物未及時 從 洗衣機
中取出。
衣物未正確分類。
務必將深色衣物與淺色和白色衣物分開清洗以防變色。

洗衣機無法啟動

電源線未正確連接。

切勿將重度髒污衣物與輕度髒污衣物一起洗。
確保插頭已牢固插入接地、2 孔、110-VAC、60-Hz 插座。

室內保險絲燒斷、斷路器斷開或停 重設斷路器或更換保險絲。請勿增加保險絲容量。如果電
電。
路超載引起故障，請有資質的電工進行調整。
注意：如果程序運行時洗衣機由於斷電停止，洗衣機將會在電源恢復時從程序停止處恢復程序。

洗衣程序時間比平時時 洗衣機會依據衣物量、水溫和其他 這是正常情況。洗衣機會自動調整程序時間實現選定程序
間長
運行條件自動調整洗衣時間。
的最佳效能。顯示在顯示屏中的剩餘時間僅為預計剩餘時
間。實際時間可能會不同。
洗衣機發黴或有黴味
使用了錯誤或過多的洗滌劑。
依據製造商說明僅使用高效能 洗滌劑。此機器僅需極少量
洗滌劑。1-2 茶匙即足以清洗滿載。
筒槽內側未正確清潔。
定期運行筒槽清潔程序。
漏水

洗滌劑過度起泡。

過度起泡可能會導致洩漏，所用洗滌劑類型和用量可能會
導致起泡。高效能洗滌劑是唯一建議使用的洗滌劑。如果
衣物較少或輕度髒污，或使用軟水，務必減少洗滌劑使用
量。使用量切勿超過提供的分配器顯示的最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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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維修服務之前（續）
問題
洗衣機將不會運行

可能原因
由於停用控制面板電源關閉。
電線未插入插座。

解決方案
這是正常情況。按下電源按鈕，啟動洗衣機。
確保電線安全地插入正在工作的插座。

水壓極低。
洗衣機過冷。

檢查室內的另一個水龍頭確保家用水壓足夠高。
如果洗衣機有很長一段時間暴露於凍結溫度中，在按
下電源按鈕前讓其回溫。否則，顯示屏將不會亮起。
確保注水閥上的進水口過濾器未堵塞。請參閱過濾器
清潔說明。
檢查進水管是否未扭折或堵塞。
此為高效能 洗衣機。因此，此洗衣機的水位設定可能
會與傳統洗衣機的水位設定不同。
確保始終打開熱水龍頭和冷水龍頭。
如果機蓋打開，洗衣機將不會運行。關閉機蓋並確保
沒有異物妨礙機蓋完全關閉。
檢查進水管接頭。確保熱供水管連接至熱水進水閥，
冷水供水管連接至冷水進水閥。
此為高效能洗衣機。水將無法正常覆蓋衣物。依據洗
衣移動方式優化注水位以實現最佳洗衣效能。

供水關閉。
按鍵未正確設定。

完全打開熱水龍頭和冷水龍頭。
確保程序已正確設定，關閉機蓋並按下開始/暫停按
鈕。
打開機蓋或抽屜盒
如果機蓋打開，洗衣機將不會運行。關閉機蓋和抽屜
盒確保沒有異物妨礙機蓋完全關閉。
斷路器/保險絲被切斷/燒斷。
檢查室內斷路器/保險絲。更換保險絲或重設斷路器。
洗衣機應連接至專用支路。電源恢復後洗衣機將於程
序停止處恢復程序。
按鍵需要重設。
按下電源按鈕，重選所需程序並按下開始/暫停按鈕。
程序設定後未按下開始/暫停按鈕。 按下電源按鈕，重選所需程序並按下開始/暫停按鈕。
如果如果在 60 分鐘內未按下開始/暫停按鈕，洗衣機
將會關閉。

洗衣機未正確注水

過濾器堵塞。

進水管可能扭折了。
節能。

供水不足。
打開機蓋或抽屜盒。
熱、冷水進水管
位置顛倒。
水位過低。

故障排除

呼叫維修服務之前（續）
問題
洗衣機無法排水
去污效果欠佳

每次洗衣均漏水

可能原因
排水管扭折。
排水管高於地面超過
100cm。
重度髒污的衣物。
預處理污漬。

水管未正確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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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確保排水管未扭折。
確保排水管位於洗衣機底部上方不超過 100 cm 且遠
離洗衣機不超過 50 cm。
底座洗衣機旨在輕柔並有效地洗滌輕度髒污的衣物。
頑固污漬可能需要使用滾筒洗衣機的浸泡或污漬洗滌
功能以進行額外清潔。
先前已清洗的衣物可能殘留有污漬。這些污漬可能難
以去除，可能需要柔洗或預處理幫助去污。
檢查所有注水管和排水管接頭確保擰緊且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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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代碼
顯示屏顯示：

問題

顯示屏顯示：

可能原因

解決方案

抽屜盒未正確關閉

關閉抽屜盒並按下開始/暫停按鈕啟動程序。

機蓋未正確關閉

打開抽屜盒並確保鎖區沒有衣物或其他障礙
物。

如果抽屜盒已關閉且顯示抽屜盒鎖定錯誤訊
息，呼叫維修服務

關閉機蓋、抽屜盒至關閉，並按下開始/暫停
重啟程序。
洗衣機注水速度慢或無法注水，或
顯示屏顯示：               

供水水龍頭未完全打開。
水管扭折、擠壓或壓壞。
進水口過濾器堵塞。

水龍頭或室內的供水水壓過低。
供水與洩漏限制水管連接。

如果機蓋已關閉且顯示機蓋錯誤訊息，呼叫
維修服務
確保水龍頭完全打開。

確保水管是否未扭折或擠壓。清潔和保養洗衣
機時請小心移動。
清潔進水口過濾器。請參閱「保養和清潔」章
節中的保養步驟。
檢查室內的另一個水龍頭確保家用水壓足夠高
且水流未受阻。將進水管從洗衣機上斷開連接
並在水管中倒入幾加倫的水沖洗供水管。如果
水流過低，聯絡管道工維修水管管線。
旨在限制洩漏的水管會導致錯誤並妨礙洗衣機
注水。不建議您使用洩漏限制水管。

洗衣機無法啟動

電源線未正確連接。
室內保險絲燒斷、斷路器斷開或
停電。

洗衣機排水速度慢或無法注水，或
顯示屏顯示：

排水管扭折、擠壓或堵塞。

最終洗清前洗衣機會產生重複鳴
響聲

這不是故障。 這是在最終洗清前允 請參閱第 16 頁的「使用衣物柔軟精」，瞭解有
許添加液體衣物柔軟精的提示。
關向衣物添加液體衣物柔軟精的說明。

排水管在洗衣機底部以上超過
100 cm。

確保插頭牢固插入接地、2 孔、110-VAC、60-Hz
插座。
重設斷路器或更換保險絲。請勿增加保險絲容
量。 如果電路超載引起故障，請有資質的電工
進行調整。
確保排水管沒有堵塞、扭折等，且未在洗衣機
背部或下方受到擠壓。
調整或維修排水管。排水管最大高度為
100 cm。

故障排除

錯誤代碼（續）
顯示屏顯示：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案
如果平衡運行（見上文）未成功，將 自動嘗試將衣物重新平衡未成功。此程序已暫
顯示此錯誤。
停已進行手動調整。
負載過少。

較重的衣物與較輕的衣物混合。
負載失去平衡。
顯示屏顯示：   

按鍵錯誤。

顯示屏顯示：

由於預設水閥水位過高。

顯示屏顯示：   

水位傳感器未正常工作。

顯示屏顯示：   

出現電機錯誤。

顯示屏顯示：   

應該運行筒槽清潔程序。

顯示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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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較少可能會需要添加其他衣物幫助洗衣機
平衡負載。
這些衣物可能是較重的衣物與較輕的衣物的
混合。務必清洗重量類似的衣物以便脫水時平
均分配重量。
如果衣物已纏在一起
進行手動分配
以防自動分配正常工作。
拔掉電源線並聯絡距離您最近的 LG 服務中
心。
關閉水龍頭，拔掉洗衣機電源線，並呼叫維修
服務。
關閉水龍頭，拔掉洗衣機電源線，並呼叫維修
服務。

讓洗衣機保持 30 分鐘，然後重啟此程序。如果
仍然出現 LE 錯誤，呼叫維修服務。

清空筒槽，將 1/4 碗和 1 夸脫稀釋的漂白劑水
倒入筒槽，並選取筒槽清潔程序。
要在提示時跳過筒槽清潔程序，按下程序選取
按鈕。在其他數個程序中此訊息會繼續顯示，
直到下一次對筒槽清潔進行日程安排時消失。
未配備最大尺寸洗衣機的底座洗衣 底座洗衣機將不會作為單獨裝置運行。底座洗
機正在運行。
衣機必須堆疊在最大尺寸 LG 機器的下方。
堆疊開關未正常工作。
如果此裝置堆疊在非 LG 機器或 2009 年之前
製造的 LG 機器的下方，堆疊開關將不會正確
運行。

http://www.l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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