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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z 暂时保存好所有包装材料，直到电器经检查可以正常工作为止。
	z 检查电器是否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如果发现电器损坏了，联系电器经销商或零售商报告损坏情况。 
	z 斐雪派克对运输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1m进水管(1)

排水管(1) 排水管接头(1)

烘干支架(1) 泡棉过滤网(3)
安装

	z 遵守本指南详述的安装步骤，确保电器安全工作。

	z 电器不得通过定时器等外部开关设备供电，不得连接公用事业单位定期通断的线路。 

	z 为安全起见，建议不要使用延长线或便携式电源插座。

	z 干衣机必须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无尘环境下。 

	z 为了确保不阻碍干衣机底部的开口，不得把干衣机安装在编织毯（例如地毯和地垫）上。

	z 切勿把干衣机安装在带锁房门或滑动门后面，如果房门合页和干衣机门合页安装在相反侧，也不要把干衣

机安装在房门后面，以免妨碍干衣机门开到最大。始终要确保干衣机门可以开到最大。

用户指南(1)

用户指南

CN

热泵式干衣机

DH9060FS

阅读并妥善保存本指南

65cm进水管(1) Y形接头(1)

进水管套件

随机提供的零部件

!  警告！

有触电危险

如不遵照此建议，可能会造成触电甚至死亡。

• 如果使用延长线或便携式电源插座（例如多孔 
插座），要确保延长线或便携式电源插座不接 
触水或受潮。 

妥善保存本说明书
本安装指南所述的型号并非在所有市场上销售，随时会有变动。如要详细了解本国销售的型号和规格，请访问公司

网站www.fisherpaykel.com，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斐雪派克经销商。

https://www.fisherpayk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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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尺寸

正视图 侧视图

俯视图

A

B

D

D

C

C

电器尺寸 MM

A 总高度*

	z 最小
	z 最大

840
855

B 总宽度 600

C 总深度** 665

D 开门时深度 1080

* 准确高度取决于机脚调节

** 包括旋钮和门（关门时）

电器实际尺寸可能会相差±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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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柜尺寸和间隙尺寸

间隙尺寸 MM

A 干衣机门和相邻橱柜壁之间的最小间隙 335

B 与相邻电器或橱柜之间的最小间隙* 20

* 适用于侧面、顶面和背面

实际尺寸可能会相差±2mm。

如要了解配套安装尺寸，请访问fisherpaykel.com。

正视图 侧视图轴测图

A

A

C

安装柜尺寸 MM

A 安装柜最小高度 860

B 安装柜最小宽度 640

C 安装柜最小深度

	z 与电器面板齐平*
	z 在橱柜里

640
705

实际尺寸可能会相差±2mm。

如要了解配套安装尺寸，请访问fisherpaykel.com。

B

B B

B

B

* 电器面板

C

https://www.fisherpaykel.com/
https://www.fisherpayk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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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衣机洗衣机

电气连接和水管接头

规格

电气

电源 220 – 240VAC 50Hz

线路电流 10A (Max)

功耗(W) 750

供水

水压
最大1MPa (150psi) 
最小30kPa (4.5psi)

水龙头流量 最小6升/分钟

冷水温度 最高35°C

进水管
650mm或1500mm

电源线

1500mm
排水管

1300mm

电源进水 排水管

上图说明干衣机和洗衣机并排安装，如要了解其他所有安装方式，请访问

fisherpaykel.com。

连接位置/长度干衣机和洗衣机标准并排安装

https://www.fisherpayk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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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包装 安装方式选择

1 打开外包装，包括塑料袋。 

2 提起干衣机使其脱离底座。 

3 取出滚筒里的所有包装材料和配件。

4 采用环保方法处置所有包装材料，确保把包装材料放在儿童够

不到的地方。

独立安装

干衣机直立在地面上，很容易把它移动到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z 安装干衣机时，必须确保干衣机门可以开到最大。
	z 切勿把干衣机安装在室外、潮湿处、结冰处、淋雨处、阳光直射处或靠近热源的地方。
	z 切勿让干衣机压住电源线。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安装干衣机，既可以单机独立安装，也可以叠装在斐雪派克滚筒洗衣机上。

必须在洗衣机和干衣机之间使用叠装套件，并根据叠装套件安装说明

把它正确安装在洗衣机和干衣机上。 

	z 确保使用专供洗衣机和干衣机配套安装之用的叠装套件。
	z 可以向斐雪派克经销商或斐雪派克维修技术员购买叠装套件， 

也可以在网上购买叠装套件。

	z 电源插头必须便于插拔。

下列叠装方式不安全，不得采用这几种安装方式：

	z 洗衣机叠装在干衣机顶上 
	z 洗衣机叠装在洗衣机顶上
	z 叠装在下列洗衣机之外的洗衣机顶上

叠装套件 兼容洗衣机

叠装套件428159 WH1160F、WH1260F、WH1060P1、WH1160P、WH1260P、 

WH1060S和WH1160S

叠装

如要了解最新叠装信息，请访问fisherpaykel.com。

https://www.fisherpayk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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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干衣机配备冷凝器，在烘干过程中让湿气变成冷凝水。冷凝水收集在干衣机左上角的可拆卸水盒里，也可以

设置干衣机用随机提供的排水管自动排水。 

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设置干衣机在烘干衣物时自动排水，避免在烘干过程中倒空水箱。 

在多层公寓或楼上使用干衣机时，应该给干衣机配装下水管。排水必须符合当地法规的要求。

1

连接排水管：

拆卸干衣机背面接头上的黑水管。

解开（干衣机随机提供的）排水管，然后把它接到

黑水管上。

把排水管的另一端插入竖管。

2

3

供水

进水管 

如不遵照下列建议，可能会造成水淹和财物损失。必须使用干衣机随机提供的新水管。

安装进水管需要使用洗衣机随机提供的冷水进水管。

1 把(1m)进水管直接头一端接到冷水龙头上，把另一端接到Y形接头上。 

2 把(0.65m)进水管直接头一端和（洗衣机随机提供的1.5m）洗衣机进水管直接头一端接到Y形接头上。

3 把两根进水管的弯接头一端分别接到干衣机进水阀和洗衣机冷水进水阀上。可以根据配置，把任一根进

水管接到任一台电器上。小心不要让Y形接头落在电器上，否则进水时可能会产生拍打声。

4 用手拧紧进水管端头，直到进水管密封圈刚好接触水龙头密封面。继续拧紧半圈。

5 确保软管不打结。

6 打开水龙头检查接头是否漏水，24小时之后再检查一次接头是否漏水。

供水要求

冷水温度不应超过35°C，超过此温度可能会损坏干衣机。

此电器有符合AS3500.1标准要求的防回流装置，连接水管不需要采取进一步防回流措施。

干衣机洗衣机

电源进水 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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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调平干衣机

排水管必须固定在下水管里，防止水排到地面上。确保排水管插入合适的下水管并固定好，且干衣机接头不
漏水。定期检查接头和排水管。

 z 竖管从地面算起的最大高度为1m。
 z 定期检查竖管里是否有线屑和其他障碍物，线屑和其他障碍物可能会影响排水，甚至会造成水淹。
 z 应该过一段时间检查一次排水管，如果发现排水管损坏（例如磨损、断裂、暴突、打结、漏水等）， 

要及时更换排水管。切勿过度折排水管，否则会造成排水管断裂。

必须调平干衣机，确保干衣机高效运转时噪声很小。应该在尽可能靠近最终安装位置的地方调平干衣机， 

使四个脚落地均匀承重。确保干衣机不向任何一方摇晃。

1

2

3

左右调平干衣机：

	z 把水平仪放在干衣机顶上后边的中间位置。 
	z 调节后脚，直到干衣机左右两边处于水平状态。
	z 切勿把调平脚从脚套上拧下来。

前后调平干衣机：

	z 把水平仪放在干衣机顶上左边。
	z 调节（旋出）左前脚。 
	z 重复上述步骤调节右前脚。 
	z 两个前脚的高度应该相同。 

再次检查干衣机是否处于水平状态：

	z 把水平仪放在干衣机顶上前边的中间位置。
	z 确保干衣机不向任何一方摇晃。
	z 如果干衣机不处于水平状态，重复上述步骤。 

在调平干衣机之后，干衣机箱角不应接触地面，干衣机不会向任何一方摇晃。

水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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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安装

测试程序

确保在用干衣机烘干任何衣物之前执行测试程序。测试目的是在使用干衣机之前检查干衣机安装是否正确，

干衣机是否正常工作。

1 按电源按钮 启动干衣机。

3

按 按钮，滚筒开始旋转。

观察干衣机是否有任何问题。 

如果干衣机有任何问题，它会发出提示音，显示器显

示故障。如果有任何问题，参看用户指南。

在测试结束之后打开门，检查干衣机内部是否发热。

如果内部发热，说明干衣机工作正常。

选择定时烘干程序烘干30分钟。确保滚筒里没有

衣物，且关上门（你会听到关门咔哒声）。
2

如果有任何问题，必须先解决问题，才能正常使用。如果干衣机没有问题，在烘干程序结束时自动关机。

	z 打开水龙头检查所有水管接头是否漏水。确保软管不打结。24小时之后再检查一次水管接头是否漏水。
	z 解开电源线，拔掉插脚上的塑料盖，然后把插头插入墙壁上的电源插座。
	z 把电器连接到有容量合适的熔断器保护的带地线的电源插座上。

安装人员进行下列检查

 � 干衣机是否正确调平了？箱角是否不接触地面和墙壁？

 � 排水管是否接到正确的出口并插入竖管？

 � 进水管连接是否正确？

 � 水箱、冷凝器过滤网、过滤泡沫和绒毛过滤网安装是否正确？

 � 电源线插头是否插入了合适的电源插座并接通了电源？

 � 是否执行了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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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并妥善保存供以后参考：

型号

序列号 

购买日期

购买人 

经销商地址

安装人员姓名 

安装人员签名

安装公司 

安装日期

备件* 零件编号

长进水管(2m) 422680P

大内径进水管 426123P

*  可以向当地的斐雪派克经销商或接受过斐雪派克专业培训和支持的维修技术员购买。

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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