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 速 指 南| 洗
重要提醒

步骤 1

该快速指南包括所有洗衣机和Candy

在应用商店下载Candy simply-Fi App。

更多关于洗衣机和手机连接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andysmarttouch.com/how-to。在

衣 机 注 册

官网上观看洗衣机注册的视频教程，查看常见问题答疑和下载用户手册。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打开 Candy simply-Fi App，点击“注

在主页上，点击洗衣机的图标，然后点击

选择洗衣机的购买日期（日/月/年），然后点

App 将会提示你在洗衣机控制面板上是否看

册”，填写个人用户信息。接受隐私政策并正

“是”。

击“下一步”。

到 Smart Touch 的图标。

simply-Fi App连接的步骤。
为了能使用Smart Touch的全部功能，我们建
议您使用配置了NFC功能的安卓手机。
对于没有NFC功能的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除

注意-App只可以在安卓（4.4版本或更高）和
iOS（8.0版本或更高）系统上运行。
请确保网络连接正常。

了步骤6和步骤7外，其他所有步骤相同。如
果使用没有NFC功能的手机，请按照步骤6

如果你使用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

（没有NFC）和步骤7（没有NFC）进行连

请打开手机的“设置”菜单，开启 NFC 功

接。

能。

注意-只有使用配置NFC功能的安卓智能设备
进行连接，才能使用Smart Touch的所有功
能，如下面列表所示：
有NFC功能的安卓智能

操控洗衣机+内容显

手机

示

没有NFC功能的安卓智
能手机

只显示内容

安卓平板

只显示内容

苹果手机和平板

只显示内容

注意- 对于不同的智能手机和不同的安卓操作
系统，打开 NFC 功能的方法可能不同。详细
的开启方法请查看智能手机的说明书。
注意-为了更好地把洗衣机和 App 连接起来，
我们建议您开启手机的语音识别功能和振动功
能。

确填写所需的信息。

点击“是的，我能看到这样的图标”。

注意-点击“演示模式”按钮，可以离线体验

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 跳到步



所有 Smart-Touch 和 Wi-Fi 的功能。

骤6


其他没有 NFC 功能的设备  跳到步骤
6（没有 NFC）

步骤 6

步骤 7

步骤 6（没有 NFC）

步骤 7（没有 NFC）

步骤 8

步骤 9

将你的智能手机靠近洗衣机控制面板上的

保持手机在 Smart Touch 图标上不要移到，

如果你使用没有 NFC 功能的设备来注册洗衣

手动输入 16 位产品序列号，你可以在洗衣机

App 自动识别产品序列号和洗衣机的型号名

查看你新注册的洗衣机是否有其他优惠活动

直到数据传输完毕（过程持续几秒钟）。

机，App 会提示你停止注册，并建议你用一

背面的铭牌上找到序列号。

称。

（例如针对该型号可延长保修时间等）。

Smart Touch 图标，App 自动读取洗衣机的

台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重新下载

生产序列号。
注意-如果你不清楚手机上 NFC 天线的位置，
建议你在 Smart Touch 图标上以圆形轨迹慢
慢移动手机，直到 App 和洗衣机有数据传
输。
如果一直没有数据传输，请耐心重复几次。或
者点击“任何问题？”，手动输入洗衣机的生
产序列号。

跳到步骤 8

点击“现在查看”或者“以后查看”，然后按

App 并进行注册。

点击“下一步”

如果你不需要，请点击“否”。

跳到步骤 8

点击“确认”。

App 提示的步骤继续操作。
洗衣机的注册过程完成。

快 速 指 南| 语
语音助手

更多关于洗衣机和手机连接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andysmarttouch.com/how-to。在

音 助 手

官网上观看洗衣机注册的视频教程，查看常见问题答疑和下载用户手册。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按第一页洗衣机注册指南的步骤注册你的Smart

仔细浏览语音助手的功能介绍，然后点击

点击麦克风图标。

当屏幕显示“开始说话”的提示时，请按顺

只有系统清楚识别后才会出现相关的词语。在

Touch洗衣机。

“好的”

序说出你要洗的衣物种类或者面料种类，说

这些词语中，只有关键的词语才能被识别，从

话时避免停顿和其他不必要的细节。

而选出正确的程序。

此快速指南部分展示如何使用语音助手。只
需要输入三段简单的语音即可智能选择合适
的程序。
衣物或者面料种类
衣服颜色
脏污程度
最符合你要求的洗衣程序。
注意-语音助手只适用于带有NFC功能的安卓
智能手机，并且安装使用Candy Simply-Fi
App。
请记得通过手机的“设置”菜单打开 NFC 功
能，并且确保网络连接正常。
对于不同的智能手机和不同的安卓操作系

注意-语音助手只设别你手机上设置的语言种
打开Candy Simply-Fi App，进入洗衣机页

准备你需要清洗的衣服。

类。

面，点击右上角麦克风的图标。

当系统听写完成后，将自动进入下一步。
注意-为了得到最好的洗涤效果，我们建议您

统，打开 NFC 功能的方法可能不同。详细的
开启方法请查看智能手机的说明书。

例如：
你说出：“牛仔裤，棉布，家庭”




根据不同的面料，颜色和脏污程度对衣服进

请避免有其他背景杂音，就跟说话时的停顿

行分类。

一样，即使很短，也可能会影响系统对单词

此外，请确认衣服是否可以机洗。如果不太

的识别。

确定，请参考衣物上吊牌或标签说明。

系统显示：“牛仔裤，棉布，家庭”

只有“牛仔裤”和“棉布”成为关键词；而
“家庭”即使被识别出来，也会被系统忽略。
如果正确，点击“确认”。如果有错请点击
“重试”，重新说出衣物种类或面料的名称。

步骤 6

步骤 7

步骤 8

步骤 9

注意事项

其他语言版本

语音助手：


语音助手无法识别任何语音输入 请重

CS

DE

EL

EN

ES

FR

PT

RU

ZH

复你说的词语，表达更加清楚一点，或
者尝试说其他同义词。


IT

NL

PL

衣物种类或者布料识别冲突  你洗涤太
多不同种类的衣物了。请选出其中最精
细的衣物，然后再说一次。



多种衣物种类或者布料类型之间区别很
大  系统选出的程序首先是最大程度保

按照步骤 3 和 5，继续选择衣物的“颜

按照步骤 3 和 5，继续选择衣物的“脏污程

如果所有语音输入是正确的话，语音助手将

回到 App 界面，点击：

色”。

度”。

会选择最适合你要求的洗涤程序。

 开始 立即开始洗衣程序
 预约开始 设置开始时间或者结束时间

注意-请只说出一个脏污程度等级，例如不太

将要洗的衣服放入洗衣机，关上机门。然后

将手机靠近洗衣机控制面板上的 Smart

脏、一般脏、很脏、非常脏的其中一个。

放入适量的洗涤剂，把旋钮拧到 Smart

Touch 图标，把洗衣命令传输到洗衣机上。

否则，系统将会选择最高的脏污等级。

Touch 的位置。

洗涤程序结束后，把旋钮拧到关闭的位置。

护你的衣物，所以为了保证最好的洗涤
效果，我们建议你挑选出最精细的衣
物，然后重复整个语音选择过程。

http://candysmarttouch.com
/quickguide

安全措施

CS 14102D

注意：在清潔和維修工作上皆適用。


清潔和維修前必須拔出電源插頭。



每次洗衣後都關上水龍頭。



製造商依法將所有洗衣機接上地綫。

使用說明書

請小心檢查本機電力裝置可接駁地綫並已依法接上；否則請通知售後服務中心。

接上地綫是為了用户的安全，因可避免觸電意外。


洗衣機與電源插座的距離必需觸手可及，遇上問題時可立即拔出電源插頭。



電源電線破損就要換上整套由製造商或總代理售後服務中心提供的原廠電源插頭
（電源電線和電源插頭）
。

本機必須依法接上地綫，若因不遵循指示而導致財產損失或對人身造成傷害
，製造商將不負任何責任。



若手脚沾有水份時不要觸摸洗衣機。



赤脚時不要使用洗衣機。



使用拖板接駁電源要格外留神。



請勿使用接頭或多用途插座。



不應由兒童操作或接觸洗衣機。



不要拉着電線或用洗衣機借力從電源插座拔出插頭。



不要將洗衣機放在室外或令洗衣機遭受日曬雨淋。

A.

備有關機 OFF 位置的洗衣程序掣



洗衣機在運作中不應蓋上布或膠布。

B.

開機掣

I.

額外功能選擇指示燈



不要將洗衣機放在潮濕或會被水花濺濕的任何地方。

C.

預較洗衣時間掣

L.

關上機門指示燈



不要將洗衣機安裝於不平穩的地面上，應避免阻塞洗衣機底部的空氣流通。

D.

額外功能選擇掣

M.

洗衣量偵測指示燈



所有包裝材料可能危害兒童，應存放在兒童觸及不到的地方。

E.

速洗 / 深層潔淨掣

N.

功能按鈕上鎖掣

F.

水温選擇掣

O.

水温選擇指示燈

G.

脫水轉速掣

P.

脫水轉速指示燈

Q.

Smart Touch 範圍

注意事項：
- 若洗滌劑超過劑量，可能會導致過多的泡沫。
- 若洗衣機檢測機內存有過多的泡沫，它可能不會進行脫水程序或延長洗衣時間和增加用水量。

控制面板
H.

數碼顯示面板

操控說明
倘使用液體洗衣劑，請將提供的特別容器放入貼上“2”的洗衣劑格內。

機門把手

以保証液體洗衣劑在洗衣機操作期間流進洗衣桶。
按下把手內側並拉開機門。注意：
本機設有特別裝置以防止洗衣機機門在進行最後洗濯／脫水時打開。
注意：只可把液體放進貼上“

脫水乾衣程序結束後要等候二分鐘以上才可打開機門。

A

”的格內。洗衣機操作期間的最後過水

階段內會自動注入柔順劑。

備有關機 OFF 位罝的洗衣程序掣
可向左右旋轉。扭動洗衣程序掣可選擇其中一項程序以啟動洗衣機。按下“開

產品

機／暫停” “START/PAUSE”掣啟動所要的洗衣程式，本機就會執行指令直

注意：

至完成整個洗濯工作。

洗濯重型地毯，牀罩或其他重型衣物，請不要進行脫水乾衣物。

當洗衣程序完成後，數碼顯示面板會出現”END” 的字樣。

標明可機洗的羊毛衣物才可放入洗衣機洗濯

最後扭動洗衣程序掣至關機 OFF 位罝就可熄機。
注意：

注意：

每項洗衣程式完成後或在選定和啟動新一項的洗衣程序前，要將洗衣程序掣

將衣物分類以保証：

轉至關機 OFF 位罝。

B

C

-

並無金屬物品藏在衣物裡（胸針，萬字夾，安全別針，大頭針，髮夾，
硬幣等）

開機掣

-

在洗衣前將坐墊套，枕套和衣物的拉鏈拉上，扣好鉤或扣，並將鬆開

選擇所要的程序後，按下掣啟動所要的洗衣程序（所要的程序指示燈亮着）

的腰帶或絲帶繫在一起。

注意：按下開機掣數秒後，洗衣機才開始操作。

清洗窗簾時，請將掛鉤（金屬和塑膠）取下。用窗簾繩將所有窗簾帶
繫在一起。

預校洗衣時間掣
用此掣設定開機時間。可以預校在１至２４小時後開始洗濯衣物。此設定
完成後，請按「開機掣」
，所設定的開機時間會進行倒數和將會自動完成所

-

多留意衣物上的標籤。

-

將衣物分類時，先用衣物上推荐的除污劑清洗頑固污漬後才放入洗衣
機洗濯。

設定的洗衣程序。
如﹕按下掣後螢幕出現〝ｈ00〞代表 0 小時後進行所設定的洗衣程序。再按

維修中心﹕

一下會出現〝ｈ01〞代表 1 小時後進行所設定的洗衣程序。

威榮電業服務有限公司

要取消預較洗衣時間：

香港新界葵涌健全街３號嘉里温控貨倉１，１６樓Ａ

按着「預較洗衣時間掣」直至指示燈熄滅，並可按下「開機掣」以人手

電話﹕２４０６９７９２

啓動洗衣機或轉動程序選擇掣至關機位置 OFF 熄機，再選擇其他程序。

３

傳真﹕２４０８３３６3

＊此乃中文翻譯版本，以英文版本為準。

選擇掣

操控說明
D

額外功能選擇掣

嬰兒程序

額外過水
已選擇的洗滌程序完後，會添加沖洗。(已選的額外沖洗次數)

使用 60℃的洗滌溫度，给我們得到一個完美的清潔和消毒的效果。

耐穿的布料
適合耐穿的布料使用，得到一個完美的清潔和消毒的效果。

“可機洗”羊毛衣物程序

防皺功能 (不適用於棉質洗衣程序)
可將衣物的皺褶程度減至最底， 令洗濯後的衣物保持平滑。

此項洗衣程序已獲”WOOLMARK”認可。而採用交替式洗衣模式，可以完全
地洗濯可機洗的純羊毛衣物，不會令衣物受損。

E

速洗掣
選擇 14、30、44 分鐘速洗程序。

“可機洗”手洗衣物程序

按下此掣後，指示燈會自動顯示已選的速洗程序。
本機設有輕柔手洗程序。極適合標籤只可“手洗”的衣物。此程序是在水
温 30℃進行包括三次過水和一次慢速脫水。

深層洗衣掣
深層洗衣掣只用於洗濯棉質衣物，按下此掣，就可以選擇３種不同程度的潔
淨效能。注意﹕每次選擇洗衣程序和設定洗衣水温後，螢幕上會自動顯示深

Smart Touch 程序

層洗衣效能為弱 L1。

在 Smart Touch 選項中，可以自行更改設置:

1)

深層洗衣功能是由全新的雅潔麗感應系統監察。同時影響洗衣桶的機械功能

預設程序為自動清潔

和所選擇的温度，令整個洗衣操作期間的温度恆定在某一水平。洗衣桶在規

- 清潔洗衣機鼓前，確保在滾筒中沒有任何衣物

定時間內以兩種速度運轉。當洗衣劑滲透入衣物內，洗衣桶運轉方向幫助洗

- 使用專用的洗衣機清潔劑或粉末洗潔劑

衣劑均勻散播；而在洗濯和過水時，洗衣桶運轉加速確保最佳潔淨功效。

- 在結束後，確保機門打開，以使滾筒變乾
- 建議每使用 50 次程序後，就啟動自動清潔程序

2)

智能手機進行互動

3)

啟動已下載新的洗衣程序

F

水温選擇掣
當您選擇所要洗衣程序後，建議洗衣温度就會自動顯示螢幕上。
可按照不同需要，選擇較低的洗衣温度。

操控說明

選擇掣

G

脫水轉速掣

速洗程序

脫水程序是用來排除衣物上的水份而又不會損毁布質。可隨意調校脫

選擇 14、30、44 分鐘速洗程序。

水轉速。
按下此掣就可以減低最高轉速，亦可以取消脫水。只要按下此掣選出
所要的脫水轉速，即可重新設定脫水。

按下此掣後，指示燈會自動顯示已選的速洗程序。
* 選用速洗程序， 洗衣劑用量應是洗衣劑包裝盒上指示的建議的
20%

要避免損毁布質，不要提升脫水轉速至超出所要的規定。
可在任何時間調校脫水轉速而不用暫時中止洗衣機運作。

特別過水功能程序
此程序包括三次過水和中間一次脫水（按下合適的掣就可减低或不
進行脫水）
，並可應用於任何種類衣物上進行過水，例如“手洗” 程
序之後。
此程序更可用於漂白程序（參考洗衣程序表）
。

H

數碼顯示面板
1)

額外功能指示燈

特別“快速脫水”程序

2)

倒數計時指示燈

快速脫水是全力進行脫水完成該程序（按下合適掣也可減低脫水轉
速）
。

3)

機門上鎖指示燈

只要排水

4)

洗衣量偵測指示燈

5)

功能按鈕上鎖指示燈

6)

洗衣水温指示燈

7)

脫水轉速指示燈

此程序排除洗衣機內的水。

幼細纖維衣物
這項嶄新的洗衣程序是洗濯及浸洗交替進行，極適合洗濯極幼細纖

洗衣量偵測器 (Kg Check)

維衣物。並採用大量水完成洗衣程式和過水，以保証效果滿意。

*此功能只適用於「棉質」及「混合纖維」洗衣程序。

牛仔褲洗衣程序

洗衣量偵測器 (Kg Check) 會在首 4 分鍾內:

專為洗滌牛仔褲物料而設計的洗衣程序，可以去除污垢而不損纖維。

-

調節所需洗衣水量

-

確定所需洗衣時間

-

根據已選的洗衣程序，而調節冲洗程序。

選擇掣
棉質, 白色 程序

在最後的洗衣程序，用最高速度的脫水，給我們更一個完美的洗滌。

操控說明
Q

本產品配備 Smart Touch 技術，讓您可以通過應用程序與智能手機進行
互動(基於 Android 操作系統並配備了 NFC 功能)。
- 在您的智能手機上下載 Candy simply-Fi 應用程序

棉質, +預洗程序
專為洗滌非常骯髒的衣物。注意：洗衣劑放落於洗衣劑格內刻有〝1〞的
位置。洗衣劑用量應是主洗的 20%用量。

“綜合洗衣”程序
Candy 用户尊享的二大優點洗衣程序：
-

可一同洗濯各類衣物（例如棉質 + 人造纖維等……）不褪色衣物；

-

節省能源，慳水慳電

Android 智能手機配備了 NFC 功能

與洗衣機互動+觀看內容

Android 智能手機不配備 NFC 功能

只觀看內容

Android 平板

只觀看內容

Apple iPhone

只觀看內容

Apple iPad

只觀看內容

關於洗衣機註冊的教程，請查看指南或到訪網站:
candysmarttouch.com/how-to
功能: Voice Assistant 語音助手, Cycles 洗衣程序, Smart care 智能呵護,
My statistics 統計資料

“綜合洗衣”程序時的洗衣温度是 20℃，而由交替動力階段（洗衣桶轉動）
至靜止階段（衣物浸泡在水中的休息階段）
。

棉質程序
此程序用大量水洗濯和過水，並配合間歇脫水以保証完全過水。
最後的脫水更有效地排除衣物水份。

混合及人造纖維衣物
全靠洗衣桶間歇運轉節奏及入水量令主洗及過水都令人擊節讚賞。
輕柔脫水令衣物平滑而不起皺。

速洗程序
該程序只需要 59 分鐘，即可完成不同面料混合衣物
的洗滌，提供一個快速的洗滌方案

使用如下:

洗衣程序表

請緊記以下細節
1. 洗滌極骯髒衣物

裝入
程序適合於

所要的

最高容量

最高洗衣

洗衣程序

（公斤*）

温度℃

此型號要將最高洗衣量減少３公斤。

洗衣劑

2

1

2.

使用脫水轉速掣，可減低脫水轉速以配合衣物上標韱的指引，或取消
一切脫水功能以洗濯極纖幼衣物。

棉質, 白色

10

●

●

棉質+預洗

10

●

●

混合布料

10

●

●

棉質, 棉麻衣物

10

●

●

棉質,混合纖維

5

●

●

若選用「預洗」功能，才將洗衣劑放進刻有“1” 的洗衣劑格。

(●)

部份衣物的污漬是需要在洗濯前先用液體漂白劑清洗，
而洗衣機可清潔衣物上一般污漬。
將漂白劑倒入液體漂白劑容器內，並放進標明“2”的
洗衣劑格，設定“過水”這項特別洗衣程序。此階段完成後，把選擇掣轉至關機
“OFF”位置，再加入其他衣物，

59 分鐘速洗

3.5

●

●

14 分鐘速洗

1.5

●

●

30 分鐘速洗

2.5

●

●

44 分鐘速洗

3.5

●

●

過水

-

-

排水, 快速脫水

-

-

極纖幼衣物

2.5

●

●

牛仔褲,骯髒衣物

3

●

●

嬰兒

6

●

●

“可機洗”羊毛衣物

2

●

●

“可機洗”手洗衣物

2

●

●

●

預設程序為自動清潔 / 智能手機進行互動 / 啟動已下載新的洗衣程序

以最適合的洗衣程序而進行正常洗濯。

洗衣劑格分為三部份：
-

貼上“1”的是放預洗洗衣劑；

-

貼上“＊”的是放衣物柔順劑；

-

貼上“2”的是放主洗洗衣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