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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警示
使用过程中，请重点关注安全警示内容，并运用生活常识谨慎操作。对因使用不当造成的

损失，本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禁止易燃物品 需要接地 需要专业人员禁止明火禁止潮湿区域

请勿自行修理、拆装洗衣机
在洗衣过程中，隔热窗可能
非常热，让儿童和宠物远离

请勿在洗衣机上放燃着的蜡

烛、蚊香或电吹风等发热源

严禁在洗衣机上放坐小孩或

堆置重物

擦拭时，请勿用水直接冲洗

请勿将干冰、汽油或其它易

燃易爆物品存放在洗衣机内

宠物和小孩可能爬入本机，

每次使用之前，检查本机

您的洗衣机仅为宜机洗织物

设计，禁止洗涤地毯

请勿在洗涤雨衣、渔衣、冲

锋衣等防水类衣物

氨
水 漂白剂

切勿在一次洗涤中同时加入

氯漂白剂、氨水或酸性物质

禁止洗涤沾有汽油、酒精等

可燃性物质的衣物

请勿在沼气池附近或含易燃

易爆气体环境中使用洗衣机

220V

请使用220V~,10A以上的

有可靠接地的专用电源插座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线插

头，以防触电
请勿在潮湿、雨淋环境中使

用，避免触电、起火等事故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

免危险，必须专业人员更换

请定期清洁电源线插头，以

防接触不良
洗衣结束后，请拔出电源插
头，拔出时勿拉扯电源线

洗衣结束后，请务必关闭

水龙头

儿童或老弱人士只有在监护人

指导或帮助下方可使用本产品

提示禁止操作的事项 提示有可能会触电提示有可能会发生火灾 提示必须执行的事项

2.产品介绍

本图为示意图，产品外观以您购买的实际产品为准；

机器出厂时需做性能测试，如筒内有部分残留水属正常现象。

如遇安装时发现原装附带的进水管、排水管长度不够，可致电服务热线，购买专用加长进

水管或排水管延长管。

洗衣机部件

进水管与水龙头的连接(螺纹式)

连接方式(1) 连接方式(2)

1.拧下转接头 2.旋上转换接头 3.旋上进水管1.拧下转接头 2.旋上进水管

连接洗衣机进水阀

•   安装完成后，请打开水龙头，检查是否漏水；

•   随机附带进水管若需加长，请致电售后获取加长进水管；

•   以上都不符合的情况，请拨打全国服务热线，联系售后安装。

提示

a.连接在水槽下方分支 b.连接在地漏

•   请勿拆卸机身背部固定排水管位置的排水管管夹，以免产生排水故障；

•   如果排水管太长，过度折弯放置，可以切除多余长度使用；

•   如果排水管长度不够，请致电售后获取排水管延长管。

提示

烘干衣物前，请确认衣物的种类是否可以烘干，不同材质的衣物请分开烘干，水龙头已打

开且是冷水(请勿烘干雨衣、自行车罩等含橡胶或类似弹性材料的物品);

洗衣机长时间未使用，或低温天气断电时，须将桶内残留水排尽。

附件

1.洗涤剂盒

6.洗衣机门
2.顶盖

3.控制面板

4.内筒

5.过滤器门

7.门玻璃

3.安装说明

如需安装请扫右侧二维码进行预约安装；

或致电服务热线:

TEL: 400-8228-228

  坚实平整的地面   倾斜的地面

安装前请选择合适场所

注意:必须保证洗衣机不要压住电源线。

 不平稳的地面  泡沫底垫

安装步骤

拆除
洗衣机包装            

安装
隔音板

拆除
运输螺栓

连接
进水管

放置
排水管            

调节
洗衣机水平           

安装
完成

取出
进水管组件            

联网
(带WiFi机型)

1 2 3 4 5 6 7 8 9

扫码下载"美的美居"App 首页添加设备（扫描机身二维码）

拆除包装箱、泡沫 安装隔音条 拆除运输螺栓(4颗)

洗衣机联网指引

1 2

调节底脚 (注:调平洗衣机可以减少噪音和震动,请务必再使用前将洗衣机调平。)

注:1.该机器的包装材料可能对儿童有危害性，请妥善处理,避免儿童轻易接触； 
     2 .在使用洗衣机之前，必须从本机背面拆除运输螺栓，拆除后需运用运输螺栓孔塞堵
         住孔口。     

放置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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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建议您

一次“筒自洁”或其他高温功能洗涤。

1.接通电源及自来水。     

2.触摸电源键上电。

3.选择“筒自洁”程序。 

4.触摸[启动]键。

      

在没有衣物的情况下完成

首次使用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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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如不能正常运行，且数码管指示出现异常或报警时，请进行下列 查 修正。

机器出厂时需做性能测试，如筒内有部分残留水属正常现象。

检 并

4.故障显示及处理方法

故障显示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洗涤进水异常

排水超时

其它

洗衣机溢水

门未合上

脱水异常不脱水

漂洗进水异常

检查机门是否关好；
检查衣服是否被门压住。

检查水龙头是否打开，水压是否正常；
检查进水管是否弯曲，清洁进水阀过滤网；
检查机身后排水管管夹是否被误拆卸。

检查排水管口是否埋入水中，排水管是否过长；
检查机身后排水管管夹是否被误拆卸；
检查水龙头是否打开，水压是否正常，水管是否
冻结/堵塞。

检查排水管是否被堵塞。

关机后重新开机启动。

开门手动抖散衣物或添加衣物后，按“启动”键
继续运行；
泡沫过多，等待消泡程序结束。

用户再次尝试使用，如再次出现相同的错误显示，

请向当地维修站报修



5.使用说明

控制面板介绍
本图仅以程序、功能模块为例介绍，具体请以您购买的产品实物为准。

型号： 机器编号：

用户姓名

购机商店

检修日期

地址

发票号

检修记录 更换零部件

购买日期

客户确认维修人员

螺钉/螺母/平垫圈

悬挂弹簧/卡箍

桶组件

泵组件

控制系统

※ 本洗衣机已获得国推 RoHS 认证，扫描机身二维码，详见电子说明书。

程序功能介绍

程序选择 功能选择 启动/暂停洗衣机抽屉盒（按压弹出） 电源

TG100MS9ILZTD100MS9ILZ

TD100Q81Y TG100Q81Y

电源
对洗衣机进行开关，轻触
按键2秒进入待机状态。

启动/暂停
启动洗衣程序，如果洗衣机正在运行，按
此键会暂停工作。

长按添衣
长按3秒，启用中途添衣功能：
1.等待直到内筒停止旋转；
2.门锁解锁（门锁图标熄灭才是安全开门状态）；
3.添加衣物后关好门，按下【启动/暂停】键。

长按添衣

1. 洗衣机在运行时温度较高或水位高于筒口的状态下中途
   添衣功能不响应；
2.在洗衣机内筒还在旋转时、内筒中有大量水 以及
   内筒中水温较高时，都不是安全状态，不可强行开门。

或泡沫

注意

净渍(特渍)选择

为净渍(特渍)洗中选择不同污渍

类别的调节按键。

漂洗  根据需要调节漂洗的次数。

脱水  根据需要调节脱水的时间。

温度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水温选择:冷水,
20℃,30℃,40℃,60℃,95℃。

洗涤剂
根据需要选择
洗涤剂投放量。

长按童锁功能
长按3秒带有[长按童锁]字样的按
键开启童锁，可以有效防止儿童
乱按或不小心引起的错误操作，
再长按3秒解锁。

程序选择区域

特色功能

烘干 

带    的程序可叠加烘干功能，按烘干功能键

可调整烘干时间。  

此时间为棉织物烘干容量、最高脱水转速、

国标测试环境条件下的烘干参考时间;

由于衣物质地差异以及周围环境影响，实

际烘干时间与上表时间会有差异;

在烘干过程中水龙头应保持打开状态

       

。

提示

棉织物(kg)

预估时间(min)

~2kg

120'

2~4kg 4~6kg

200' 250'

6~8kg

300'

烘干预估时间

智能烘干

1.选择单烘干程序，进入智能烘干；轻触"烘干"按键进入定时烘干，同步在显示屏中显示时间。

2.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档位，当所烘衣物较少时，建议选择定时烘干，可选时间为30/60 / 

      90 /120 / 180分钟。

筒内提升筋内置纳米银离子，银离子与蛋白酶结合，化学反应分解蛋

白酶，使细菌失去活性，有效除菌，营造健康洗涤环境，洗涤抑菌舱。

“蓝氧技术”可阻止水中游离染料分子沾染到衣物上，衣物多色混洗

可有效减少串色染色。

断电记忆功能

当洗衣机在洗涤过程中出现停电情况，

。断电期间，请勿强行打开机门(部分机器来电后机

器直接继续运行至结束)。

在来电后，按[电源]键后洗衣机

将继续运行至结束

超微净泡功能
使进的水中带微小气泡，通过气泡破裂变化加速洗衣粉的溶解，使溶解

更充分，达到减少洗衣粉用量的目的。

银离子

蓝氧

WiFi童锁 门锁 洗涤 脱水烘干

显示图标介绍

洗涤剂 超微浸泡

洗 涤 剂 投 放 1 档L-1 1 档L-2 1 档L-3 1 档L-4 智能投放AU 手动投放OFF

(实际显示内容请以实际机型为准，对应机型内容请查阅电子说明书）

(请根据具体机型选择使用对应程序，更多程序请联网至App查看)

洗涤日常耐洗且不会褪色衣物。

可针对特殊污渍的衣物洗涤，洁净去渍。

冷水洗涤，可以达到护色、省电、洗净的目的。

适用于白衬衫等白色衣物的洗涤。

不同衣物混洗，可有效减少串色。

采用95℃高温清洗内外筒,使洗衣更健康，请勿添加衣物。

混合洗

白衣净

净(特)渍洗

防串色

冷水洗

筒自洁

棉麻

羽绒服

羊毛

空气洗 利用加热后的高温和空气循环，抑菌消毒。

洗涤标记有“可机器洗涤”的羊毛织物。

专门用来洗涤羽绒服。

洗涤日常耐洗衣物。

快洗15' 适合洗少量不太脏的衣服。

30分钟完成洗衣,仅适合洗涤少量和轻微污渍的衣服。

单脱水 单独的脱水程序。脱水之前，肥皂水或漂洗水先排出。

除螨洗  针对床上用品采用60℃恒温长效杀菌，清除深层残留螨虫细菌。

洗烘60' 简短的洗涤烘干程序(适合少量衣物)。

大件 洗涤厚重的衣物,例如:外套、毛巾等。

漂+脱 单独的漂洗+脱水程序。

浸泡洗 在洗衣前先将衣物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进行洗涤。

程序名称 程序说明

单烘干

快(速)洗30'

单独烘干衣物，洗衣机将自动称重来决定烘干您衣物的时间，建议只放入棉

类衣物，以免对衣物造成损坏。

带     程序可选择“烘干”功能，只针对烘干机型 ；

连续按“烘干”键，可在"智能烘/定时烘"之间进行功能切换。

注意

(实际特色功能请查阅对应机型电子说明书）

请用户根据需要将洗涤剂和柔顺剂由对应注入口倒入，并请定期清理。

洗涤盒介绍

6.注意事项

将长带打结，纽扣扣好，拉链

拉上并翻转至内侧

洗衣时务必将硬币、钥匙等

硬物取出

表面易起球衣物和长绒衣物，

请翻转后再洗涤

请查看衣物标签，确认是否适

合洗衣机洗涤

不同材质的衣物，易于褪色的

衣物请分开洗涤

      

1.烘干前，请确认衣物的种类是否可以烘干，不同材质的衣物请分开烘干，水龙头已打开且

  是冷水(不要烘干雨衣、自行车罩等含橡胶或类似弹性材料的物品)；

2.禁止烘干含有汽油、石油、苯、辛纳水、酒精等低燃点化学品的衣物；

3.烘干少量或轻薄衣物时，烘干时间可能会比设定时间缩短；

4.烘干结束，取出衣物时请注意不要触及筒壁，以免烫伤；

5.部分机型，羽绒服可以选择特定的烘干功能，为了较好的烘干效果，建议烘干时放入的衣

   物重量在1kg以内；

6.选择婴儿服程序烘干时，烘干容量建议不要超过最大洗涤容量的一半。

1 2 3

4

易缠绕、磨损及小件、袜子请

放入网袋中洗涤

洗涤注意事项

7.维护保养

•  
•  如果本机存放在0℃或以下的环境中，使用时则必须将其移动至室温环境中，确保进水管、排

•  水管等部件没有结冰后方可使用。

本机使用环境为（0-40）℃，若在0℃以下环境中使用，可能会损坏进水阀和排水系统。

•  在您开始保养工作前，请务必拔下电源线插头或切断电源，关闭水龙头；

•  禁止使用具有挥发性质的清洗剂进行清洗洗衣机，诸如酒精，汽油等；

•  可用稀释过的中性非研磨类洗涤剂清洁洗衣机外壳和内筒；

•  不能用尖利物品撞击洗衣机外壳，切勿使用钢丝绒清洁内筒。

        

如打开水龙头后不进水或进水不足，请 进水阀处的滤网清洗 。

拧下洗衣机

处进水管

用毛刷清洗进水

阀处过滤网

清洗排水阀

   拔掉电源插头，打开过滤器门

  旋转紧急排水导管盖

    至垂直后，拔出排水

导管盖

(显示E21或排水不畅时使用) 紧急开门

拉

(突然断电需取出衣物时使用)

拉动拉绳，打开机门，取出衣物。

拔下紧急排水导管盖，将水排空;

5 6

洗衣粉

洗涤剂

柔顺剂
提示

适量添加洗衣粉、洗涤剂，添加过多会导致泡

沫溢出，请参考各品牌的使用说明；

对于结块及粘稠的洗涤剂或添加剂，在倒入洗

涤剂盒之前，建议用少量水稀释；

洗涤剂、柔顺剂需要按照指示投放，柔顺剂最

高液面不要超过分配器盒的MAX标识；

开始洗衣后请勿打开洗涤剂盒，防止水或泡沫

溢出；
当洗涤剂自投盒中无洗涤剂时，面板上的洗涤

剂图标    会闪烁，30秒后停止闪烁。

烘干注意事项

•   洗涤前，请先查看衣物标签，洗涤剂的使用说明，合理使用适合机洗的无泡或低泡洗涤剂，正

     确计算洗涤剂用量将有更好的洗涤效果； 

•   衣物较少时，由于偏心保护，洗衣机可能不进行甩干，可增加部分衣物均匀分布后进行甩干；

•   禁止洗涤沾有汽油、石油、苯、辛纳水、酒精等化学品的衣服；

•   当进水水温较低时可能会导致实际洗涤温度与设定洗涤温度有差异；

•   是否含银离子颗粒机型通过以下方式识别:“浅灰色提升筋不含银离子颗粒，蓝色提升筋、深灰

     色提升筋及及金属提升筋含银离子颗粒”。 

提示

•  洗涤剂盒形状及标注内容以实际机型为准，图案仅为示意;

•  清洗前请先确认洗涤剂、柔顺剂盒内是否有残留液，防止洗涤液流出；

•  禁止使用具有挥发性质的清洗剂进行清洗，诸如酒精，汽油等；

•  洗衣机挪动或维修前，务必将分配器盒抽出放置于安全地点，防止洗涤液倾倒出来。

A

按压洗A处箭头拉出抽屉1 用水清洁
所有凹槽

2 清洗洗涤剂盒内腔3

清洗洗涤剂盒和凹槽

提示

清洁外壳及内筒

结冰及防冻处理

清洗进水阀

包修卡

售后服务

8.产品参数

0.03MPa-1MPa使用水压

2 02 V~  / 50Hz额定电源

10A额定电流

排水方式

能效等级

上排水

1级

整机型号 外形尺寸

(宽X深X高)mm
机器净重

(kg)

额定/烘干容量

(kg)

安装尺寸

(宽X深X高)mm
额定/烘干功率

(W)

洗涤/脱水噪音

(声功率级dB (A))

TD100MS9ILZ 595X490X850 6810.0/7.0 595X560X8501800/1200 46/68

此机型性能参数为"节能"，温度调节至40度，转速调节至1000转；噪音程序为"混合洗"， 温度调节至60度，

转速调节至1200rpm，其它参数为系统默认，不调节;

TG100MS19ILZ 10.0 1800 595X490X850 595X560X850 6846/68

TD100Q81Y 595X490X850 6810.0/7.0 595X560X8501800/1200 46/68

TG100Q81Y 10.0 1800 595X490X850 595X560X850 6846/68

- 本产品三包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执行。

- 免费服务范围：一般家庭使用的滚筒洗衣机，用户凭发票及包修凭证享有整机免费包修三年的服务。非

   家庭使用的洗衣机（如：洗衣房、洗浴中心、学校、部队、医院、公寓、酒店、招待所、企业等团体使

   用或营利用途），用户凭发票及包修凭证享有整机免费包修三个月，主要零部件（如：电机、电脑板、

   排水泵（阀）、滤波器、温控器、进水阀、水位传感器、门锁、加热管）免费包修1年的服务。 

- 对下列情况我们实行有偿服务：用户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而造成损坏的；因异常电压、火灾等外部

   原因损坏的；自行或非承担三包修理者拆动造成损坏的；超过“三包”有效期的；涂改发票或无购机发

   票和包修凭证的；包修凭证的产品型号和制造编码与所修理产品不符或涂改的；等外品销售的洗衣机

  （以正规销售渠道的发票准）除不洗涤、不脱水或漏电故障外，不予包修；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 如需相关咨询和服务，请拨打全国服务热线：400-8228-228，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规格及技术参数

其他参数

通用参数

旋转取下阀盖取出杂物，

装回并拧紧阀盖

•   清洗前先排水、当心被热水烫伤。

注意 •  操作前拔掉电源插头；正常洗涤时请勿使用

  此拉绳。

注意

1

2

1 2

1

2

3

本洗衣机的羊毛程序已获得国际羊毛局(The Woolmark Company)批准，根据本洗衣

机羊毛程序说明，可用于洗涤标有“可手洗”类羊毛服装产品。烘干及其它洗护要求请

遵循衣物标签上的护理说明。
洗衣机授权编号：M2119:TD100MS9ILZ/TG100MS9ILZ/TD100Q81Y/TG100Q81Y；

为达到最佳洗涤效果，羊毛程序洗涤负载请勿超过2.0kg。

本设备包含型号核准代码（分别为）CMIIT ID: 2017DP2026/2019DP0460/2019DP0534/
2017DP2157/2017DP2906/2018AP7448/2017DP5430/2015CP1951/2019DP1345/
2016DP5911/2019DP4074/2019DP5976/2019DP9091/2019DP11853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注：洗衣机开始运行并且排完积水后
才可启用童锁，   亮起表示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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