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售后服务
本产品三包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执行。

免费服务范围：一般家庭使用的全自动洗衣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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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器、离合器、电容器、电磁铁、电源开关、

水位开关、臭氧发生器、气泡发生器、紫外线杀菌器、进水阀、排水泵、联动开关、线束）

免费包修一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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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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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拨打美的客户服务热线：400 8899 315，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产

检验日期：

检 验 员：

产品合格证

注意：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风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

人员更换。使用随器具附带的新软管组件，旧软管组件不能重复利用。

      　 

美的洗衣机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以备您日后查阅
图片仅供参考，产品以所购实物为准.

当洗衣机不再工作时,请务必将电源插
头从插座上拔下以确保安全.

MIDEA.COM | 4008899315

使用说明书
产品型号：MB65-eco11W

MB75-eco11W

      
          

产地:  安徽合肥

生产者： 机合肥美的洗衣 有限公司

生产者 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88号地址：

网址：www.midea.com
微 信 服 务 二 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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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购买的洗衣机某些特征和配件可能与本说明书图示不完全一致，请以实物为准。

2

包修卡......................................... ...........................................................19

请勿将干冰、汽油或其它易燃易爆
物品存放在洗衣机内。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过程中，请重点关注安全注意事项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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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要求遵守的事项，用 。下列图标进行分类说明

！

！

警告

警告

注意

违反标识事项时有可能造成较严重的人身伤亡。

违反标识事项时有可能造成轻微的人身伤害或物品损害。

请勿自行修理、拆装洗衣机。

该图标提示禁止操作的事项。

该图标提示有可能会触电。

该图标提示有可能会发生火灾。

该图标提示必须执行的事项。

请勿让幼儿攀爬洗衣机，或探视工
作中的内桶，以免发生意外。

请勿将手伸入转动着的脱水桶内，以
免扭伤手臂。

● 对无视安全注意事项内容，错误操作可能导致的危害或损伤程度，
    用下列图标进行分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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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在洗衣机上放坐小孩或堆置重
物。

禁止洗涤沾有汽油、酒精等可燃性
物质的衣物。

擦拭时，请勿用水直接冲洗本机。

儿童或老弱人士只有在监护人的指
导或帮助下方可使用本产品。

请勿在沼气池附近或其它含有易燃
易爆气体的环境中使用洗衣机。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线插头，以防
触电。

请勿在潮湿、雨淋的环境中使用，
以免引起触电、起火等事故。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
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部
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警告

请勿在洗衣机中洗涤雨衣、渔衣等
防水类、蓬松类或易浮起的衣物。

注意

洗衣结束后，请务必关闭水龙头。

+

+

请定期清洁电源线插头，以防接触
不良。

请使用220V，10A以上的有可靠
接地的专用电源插座。

220V

请勿在洗衣机上放置燃着的蜡烛、
蚊香等火源或电吹风等发热源。

切勿在一次洗涤中同时加入氯漂白
剂、氨水或酸性物质（例如醋）。

氨
水 漂白剂

用温水洗涤时，水温请勿超过50℃。

洗衣结束后，请拔出电源插头。拔
出时勿拉扯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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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的安装

7

将进水管的另一端旋紧在洗衣机
进水阀接头上。（内有橡胶密封
垫圈）
注意：旋紧紧固螺帽时应用力均
匀，且不能扭动进水管，以防进
水管接头断裂。

+

+

紧固螺帽
进水管

安装进水管

进水管接头 滑套
按下滑套(露出小
圆球)，连接座与
快速接头方可分离。

小圆球

按下快速接头上的滑套（必
须露出 4 个小圆球），插入
连接座内并向上推。放开
滑套直至和插座插牢为止，
此时即完成水龙头与快速
接头的连接，如要进水，
打开水龙头即可。

旋松A部四个螺钉，将A部水
平套在水龙头口上（水龙头
口必须平整，如不平整务必
锉平）并用力向上推，
使橡胶垫圈紧压在水
龙头口平面中心。然
后逐个旋紧螺钉。完
成上述过程后，将 B旋紧。

连接座又分A、B两
部分，安装前必须
将A、B两部分旋松
至5mm左右，或直
接脱离。如果水龙
头口径较大，可取
下A部塑料衬圈。

衬圈

5mm+

+

A

B

接合
分离

5

       

7

3:普通水龙头安装方法如下

关闭水龙头，按下快
速接头上的滑套拔
出快速接头即可。

洗衣机的安装

拆除包装

●  拆除包装 取出泡沫盖上的箱体 。， 封底

●  打开洗衣机门盖 取出洗衣机附件。，

●  严禁放在泡沫底垫上试机或洗涤。

封底的安装

插入封底

  将洗衣机后背略向前倾斜 把箱体封底插，

  入洗衣机底部插槽内 推入到底。，

   

  
用附件中提供的螺钉把封底固定在箱体

排水管的放置

  将排水管插入排水口。

用卡簧在靠近排水口接头处固定。（如图）

排水管的安装

底座上。（封底后部有螺钉过孔）

进水管的安装

  进水管接头由
  快速接头两部分组成。

连接座和

  连接座

  快速接头

  紧固螺钉

  锁紧螺帽

  滑套

  1:进水管结构：
  

2:洗衣机专用水龙头安装方法

安装方法如下：
将快速接头插入洗衣机专用水龙头上，
并向上推，插牢即可。

请优先使用洗衣机专用水龙头

3米以下

15厘米以下

如果需加长排水管软管，

   则会影响 。排水时间

排水管放置地面的高度
不得超过15厘米。

不要把排水管 到洗
衣机下面。

弯曲
其 3米，否长度应不超过

请注意：机器出厂时需做性能测试，如桶内有部份残留水属正常现象。

泡沫底垫



洗衣机各部件的名称

(整机外观以实物为准。)

洗衣前的准备

1 2
+

+

安装进水管调节调节脚,使洗衣机放置平稳

  （ 首先略倾斜洗衣机，放松调节脚旋

使洗衣机底角皆与地面良好接触，然后旋紧调节脚旋钮，

使之锁定。若地面明显不平，需修正地面，否则会导致

洗衣桶倾斜，出现撞击箱体现象。）

钮，调整调节脚

8

4 打开水龙头3 插入电源

电源与接地
本机使用交流电，电压为220V，频率为50Hz，
当电压在187V~242V范围波动时，本机可以
正常使用。为了使用方便和安全，最好在洗衣
机旁边安装一个专门供洗衣机用的电源插座。

请使用机器附带的新软管组件，
  旧软管组件不能重复利用。

5 放下排水管

6 放入衣服及适
量洗衣粉。

注意：
进水管装好后，不要急于启动洗
衣机，先开水龙头，让进水管内
产生一定的水压，检查两端接头
有无渗漏。有时由于水龙头等原
因，进水管接装困难，您可以请
有经验的人帮忙，或与本公司设
在当地的售后服务中心联系。

请注意：
为了防止插座部位安装和使用出差错，确保用电安全，
必须由具备电工常识的人来安装插座和接通地线。本
机电源线采用Y连接，更换电源线必须由专业人员来进
行。决不允许将地线和火线或零线相接，否则，外壳
带电，易导致触电危险。当洗衣机不再工作时，请务
必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以确保安全。如果电源软
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厂或其他维修部或
类似的专职人员来更换。

9

装箱单

洗衣时务必将硬币、钥匙等硬物取出，

纽扣或拉链拉上，然后将衣物内面翻

到外面来，避免擦伤衣物和桶体。



洗衣机操作面板的说明

10 11

1234567810 9

(控板图案以MB65-eco11W为例,图案如有变化不再另行通知)

48L

38L

30L

17L 25L

34L

43L

53L

启动前，连续按该键，选择相应
的程序。
选择[标准]、[毛毯]、[浸洗]、[童
装]程序时灯为长亮状态；
选择[速洗]、[轻柔]、[强洗]、[桶
自洁]程序时灯为闪亮状态。

按该键，即可打开电源或关闭电源。

1电源开关 3程序 4预约 5水量

6童锁 7过程 8一键脱

自编程序

10 WiFi

启动/暂停键，具有启动与暂停的
功能，按该键，本机即在启动-
暂停间切换。

开机后先设定好将运行的程序，
后长按“水量+程序”按键设置预
约；预约时间按照“1小时、2小时
……24小时—无预约”变化在有预
约时间的情况下，长按预约键，预
约时间递增，直至无预约。预约运
行时，按预约键可查看预约内容。

然

显示洗衣机家庭网络连接状态。
当WiFi 灯常亮时，网络连接成功。
当WiFi 灯灭时，网络未连接成功。
当WiFi 灯闪烁时，洗衣机WiFi模
块处于配置状态，可用手机直接
连接，并对洗衣机进行配置。

水量键可供用户选择、改变洗涤水量。选择左侧水量时指示灯为常亮状态，
选择右侧水量时指示灯为闪亮状态。“桶自洁”程序水量不可选。

程序启动后，按“过程”+“水
量”键启动童锁功能，除电源键
外所有按键均封锁住不可选，
再按“过程”+“水量”键可以
解除童锁功能。

在
按“过程”键可以选择 脱水 、
[洗涤]、[漂洗]三个功能任意组合。

[标准]、[童装]、[轻柔] 程序下，
[ ]

按“电源”键，在不选择其他功
能情况下，按下“一键脱(过程)”
键，脱水灯亮按“启动/暂停”键，
机器运行脱水功能。

通过 “过程”、“设置”键对
[脱水]、[浸泡] 、[洗涤]、[漂洗] 
四个功能任意组合,可设置[脱水] 、
[洗涤]、[浸泡]时间，以及[漂洗]
次数设定。详见特色功能。 

在[毛毯]、[浸洗]、[强洗]程序下,
按“过程”键可以选择[脱水]、
[浸泡] [洗涤]、[漂洗] 四个功能
任意组合。
[速洗]、[桶自洁]为特殊程序，
过程键不可选

2启动暂停 “三水位”洗衣概念：（适用于有浸泡过程的程序）“浸泡” “洗涤”
“漂洗”水位依次自动抬高，实现低水位浸泡，中水位洗涤，高水位漂洗。
如用户选择“浸泡”程序：水位选择为4档，则运动浸泡时水位只进到4档，
水位显示4档，进入洗涤阶段时会先进水到5档，水位显示5档，再进行洗涤；
进入漂洗阶段，进水至6档，显示为6档。

、

9设置

启动前，按 键，选择
“浸泡”、“洗涤”、“漂洗”、
“脱水”任一功能，按动“设置”
键可以分别对浸泡、洗涤、脱水
时间及漂洗次数进行设定。
显示屏闪烁显示设定内容，然后
显示剩余时间；当有两个以上过
程灯点亮时，按“设置”键无效，
各过程保持之前设置的内容。程
序变更时，设置内容被覆盖为各
程序默认内容。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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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

1 安装洗衣机

3 放入适量的洗衣粉 7 插入电源

8 选择程序

5  放下排水管

4 关闭盖板 

9 按下“启动/暂停”键

2 放入衣物

6 打开水龙头

1.按下“电源”键；

2.选择适当的

3.按下“启动/暂停”键。

程序 水量和 ；

程序的选择

1.按下“电源”键；2.根据洗涤的数量选择适当的水位；3.按下“启动/暂停”键。

详细的步骤

12

1.放下排水管；
2.接上进水管，打开水龙头；
3.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
4.取出衣物口袋里的硬币等杂物，抖落衣物上的泥沙。

主要功能

使用前的准备

1313

洗衣结束六次蜂鸣后即自动切断电源；

关掉水龙头；

洗衣机自动切断电源后，拔下电源以确保安全。

洗衣结束

1.放入第一次的洗涤物和洗涤剂 按“过程”键设定单
   键设定“洗涤”的运转时间。
2.洗涤结束后，取出第一次的洗涤物。
3.放入第二次的洗涤物，进行“洗涤”、“漂洗”、“脱水”的运转。
4.听到蜂鸣声后，取出第二次的洗涤物。
5.放入第一次的洗涤物，按“过程”键进行“漂洗”和“脱水”的运转。

， “洗涤”功能，按“设置”

全载能效程序：上电后，长按“程序”键5秒，进入能效程序，再按“启动/暂
停”键即进行能效程序运行过程。
半载能效程序：进入全载能效程序后，按“水量”键，此时为 半载能效程序，
再按“启动/暂停”键即进行能效程序运行过程。

对于粘有泥土，脏污严重的难洗衣物，可选择一种“漂洗”、“脱水”程序
进行预洗，然后再加入洗衣粉，选择全功能程序来洗。
注意：
1：勿使用50°C 以上的水，以免造成塑料变形。
2：若未达到设定的水位，洗衣机会自行加水。

脏衣的预洗

二次使用洗涤液

性能（洗净比、耗电量、耗水量等）检测程序

主要功能

    蜂鸣用于有效按键音，警报，启动键，提示程序结束。

  蜂鸣

  

1.洗涤或者脱水时，打开门盖E3报警 ，闭合门盖报警停止，继续进行打开盖
板前的运行状态。
2.预约启动时，打开门盖预约E3报警，闭合门盖报警停止，预约继续运行。
   

门开报警功能

 自动断电功能

1.
2.电脑板上电10分钟后未启动程序则自动切断电源。
3.报警出现后不解除报警，在1小时后则自动切断电源。

程序运行结束后则自动切断电源。

  桶自洁功能

  

  
  专用程序。 水量 和 过程 不能进行设定。打开电源，选择“ ”
  序，向洗衣桶中加入一定量洗涤剂或消毒剂，然后按 ”键开始运 行
  程序，清洁内外桶及波轮污垢。

“ ” “ ” 程桶自洁
“启动/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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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程序介绍

水位量和洗衣量的关系

注：各程序所需总时间可能受进水压力大小和进水速度影响。
“    ”表示默认程序可以选择运行此功能， 表示此默认程序无此功能。“ / ”

MB65 eco11W-
17L 25L 30L 34L 38L 43L 48L 53L

<2.5 <3.0 <3.5 <4.0 <4.5 <5.0 <5.5 <6.5

17L 25L 30L 34L 38L 43L 48L 53L

洗衣粉使用量(g)14-23 21-34 25-40 29-45 32-50 36-58 41-65 4 -715

20L 26L 31L 37L 42L 47L 52L 58L

<3 .0 <3.5 <4.0 <4.5 <5.0 <5.5 <6.0 <7.5

洗衣粉使用量(g)17-28 22-37 26-43 31-52 35-59 39-66 43-73 4 -776

20L 26L 31L 37L 42L 47L 52L 58L

MB75-eco11W

MB65 eco11W-

MB75-eco11W

标准

毛毯

童装

速洗

桶自洁

约43

约53

约10

约40

约61

约63

全自动
程    序  浸泡

总时间
 (分钟)

 漂洗
(次数)

2次

性能与用途

洗净能力强,适应性广，
可适用于春、秋、冬
季的使用。

 洗涤  脱水

2次

3次

1次

2次

洗衣时间短，适用于衣
物的脏污程度较轻，特
别适用于夏季的使用。

适合洗涤脏污程度较
重的衣物。

适合清洁洗衣机内桶。

轻柔

强洗

适合洗涤真丝等纤细
衣物，节拍柔和。

2次 约69

约32

浸洗
洗涤之前先浸泡洗，洗
涤较脏衣物。洗涤过程
增加运动浸泡功能。

洗涤能力强，漂洗效果
好，适用于洗涤儿童衣
物。

洗涤时间较长，洗涤节
拍强，适合洗涤较脏厚
重衣物。

2次

1次

14

特色功能

    

1.在间歇脱水和脱水过程中，在安全开关接通的状态下，若出现瞬间断开，则进入
    不平衡调整状态。
2.进入不平衡调整，漂洗灯闪烁，注水到当前设定水量，摆平水流调整衣物状态，
   结束后排水，回到原来的脱水行程中，2次修正无效后报警。

 不平衡控制处理

  

  
一键脱水功能

在“标准”、“毛毯” “轻柔”、“浸洗”、“强洗”、“童装”
首次按下“过程”键时，定义为单脱程序，单脱程序只脱水，不进行洗涤和
漂洗，脱水时间可以通过“设置”键调整。

、 任一程序中，

自编程序
  

2.在[毛毯]、[浸洗]、[强洗]程序下，按“过程”键可以选择[浸泡]、[脱水]、[洗涤]、
[漂洗]四个功能组合。功能组合依次为:1:“ 脱水”2:“浸泡”3:“洗涤”4:“漂洗”
5:“浸泡”、“洗涤”、“漂洗”、“脱水”6:“浸泡”、“洗涤”7:“浸泡”、“洗涤”
              “  漂  洗   ”  8 :“浸泡”、“洗涤”、“脱水”。

1,在[标准]、[童装]、[轻柔] 程序下，按“过程”键可以选择[脱水]、[洗涤]、 漂洗]
  三个功能组合。功能组合依次为:1: “脱水”2:“洗涤”3:“漂洗”4:“洗涤”
 “   漂洗”、“脱水”5:“漂洗”、“脱水”6:“洗涤”“漂洗”7:“洗涤”、“脱水”。

3.选择自编程序洗衣过程时，启动前，按“过程”键，选择“脱水”、“洗涤”
“漂洗”、“浸泡”任一功能(对应功能指示灯亮) ，按动“设置”键可以分别
对脱水、洗涤、浸泡时间及漂洗次数进行设定。如用户需要2个以上功能组合
时，按设置键分别对相应的功能进行设置时间或次数，然后再按过程键确认相
应的功能组合(对应功能组合指示灯亮)。

注： ，为增加洗涤效果， 。,当洗涤时间大于12分钟时 其洗涤过程会间断出现浸泡

    
  童锁功能

  1.该功能只有在程序启动后才有效。
2.程序启动后，同时按下“过程”键和“水量”键开启该功能

再次同时按下“过程”键和“水量”键则关闭该功能。
3.启动童锁，整个运行过程中，打开门盖则报警。
打开门盖20秒内显示门开报警：“E3 ”。如果在20秒内合上门盖报警解除，恢
复原先的运行状态；如果门开20秒后不处理，显示CL，常规报警故障， 排水阀
开，水排空后延时90S后排水阀关闭。在此过程中合上门盖报警依然不能解除，
除非将电源按键关闭或者拔掉插头。

，数码管交替显
示剩余时间和CL，

本洗衣机设有WiFi智能控制功能，通过手机下载APP实现远程操控。
智能使用说明书）。

（详见WiFi

WiFi智能



保养方法 洗衣机常见故障的确认

异常现象 

电脑板无显示

进水管漏水

不排水

不进水

电源插头没插好。

电源插座没电。

未按下“电源开关”键。

停电。

排水管位置过高。

排水管位置未放倒。

排水管弯折扭结。

排水管被堵塞。

停水。

水龙头未打开。

进水口的滤网是否堵塞。

衣物偏置而引起的。

排水结束后机盖未盖上。

脱水后再次开盖。

为了达到更好的脱水效果而进

行的。

是工厂做性能试验时剩余的水。

脱水过程中，脱
水停止并进水

不脱水

脱水开始后间
歇性地脱水

初次使用时，排
水管中有水流出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放低排水管。

将排水管放顺畅。

清除堵塞物。

来水后再用。

打开水龙头。

按“进水口的清理”方法清理滤网。

盖好盖板。

盖好盖板。

属正常现象。

属正常现象。

这是程序中对于脱偏的自动修正，洗
衣量过多或过少，或洗衣机未调水平
就容易出现脱水时的不平衡而进入自
动调整。当检查了以上各项后仍有异
常，请拔下电源插头，尽快与本公司
设在当地的用户服务部门联系。

将水龙头接头重新安装。

将洗衣机接头处拧紧。

将电源插头重新插好。

检查电源插座，或换另一电源插座再用。

按下“电源开关”键。

等来电后再运行洗衣机。

水龙头接头处未接好。

进水管与洗衣机接头处未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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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压波动造成机器无法正常工作，请拔下电源插头，重新上电。 
当检查了以上各项后仍有异常，请拔下电源插头，尽快与本公司设

 在当地的用户服务部门联系，他们将热忱为您服务。请不要在家中

 自己修理，这样是危险的。

  就会
    短暂停顿，自动补水。当液面下降很快并伴有多次补水时，请与本公司
     当地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洗涤过程中由于衣物吸水等原因，水位可能下降，一旦水位下降，

注意：  

报警解除后，恢复到报警前状态；

在您开始保养本机工作前，请务必拔下

电源插头或切断电源，并关闭水龙头。

程序结束以后

1.洗衣机会自动发出蜂鸣声，提醒您来取

   出衣物或再次使用，然后自动切断电源。

2.结束后请务必关掉水龙头，拔下电源插

   头，以免出现意外事故。

程序结束以后 清洗清洁洗衣机

1.每次用完后，用软布将表面水渍与污渍

   拭去，定期采用非腐蚀性的洗涤剂清洗

   洗衣机箱体和控制板。

！禁止使用溶剂，以防损坏洗衣机。

！切勿用水喷淋冲洗洗衣机。

2.

   或“桶干燥”程序执行，

   以定期清洁或干燥洗衣

   机的洗涤桶。

   

选择“桶自洁”、“洁桶”

魔术滤网的清理

使用一段时间后，请按下列步骤清理：

1.拉出魔术滤网。

2.将魔术滤网打开在水中洗净毛绒。

3.恢复原样重新装上。

普通滤网的清理

使用一段时间后，请按下列步骤清理：

1.取出普通滤网。

2.将普通滤网打开在水中洗净毛绒。

3.恢复原样重新装上。

使用时间较长后，进水口网可能被积垢

堵塞，请按下列步骤清理：

1.关上水龙头，接通电源。

2.启动洗衣机5秒钟（使进水管中的水流

   入桶内）后切断电源。

3.卸下进水管，将可拆卸的进水阀进水口

   网取出清洗干净后再装进进水阀，再装

   上进水管。

进水口的清理 滤网的清理



    洗衣机如不能正常运行，且数码管指示出现异常指示或报警时，请进行下列检查并修正。

洗衣机的异常显示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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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的规格及技术参数

包修卡

用户姓名

通讯地址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购买店铺 购买时间

维修点

维修记录

相关信息

维修日期

故障内容

处理详情

维修单位名称

在购买本公司产品时，请立即填写此包修卡

请妥善保管包修卡，消费者不必将其寄回本公司

维修时请携带包修卡及有效发票正本

维修电话：4008899315

维修单位电话 维修员签名

常用电话

美的集团

Midea Group

发票号码

19

能源效率等级

耗电量

用水量

洗净比

0.1MPa~0.6MPa

0.80

135 升/工作周期

0.096千瓦时/工作周期

400W

6.5Kg

515x525x900(mm)

29Kg

62dB（A计权）  （声功率级）

68dB（A计权）  （声功率级）

MB65 eco11W-

3级

0.80

125 升/工作周期

0.092 千瓦时/工作周期

400W

7.5Kg

32Kg

MB75-eco11W

2级

550X564X910(mm)

洗涤或者脱水时开盖。

水位传感
器报警

检测水位传感器有故
障3秒后则报警。

数码管闪
显示“F8” 报修。

本设备包含型号核准代码为：CMIIT ID:2014DP6087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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