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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警告！

有觸電危險

如不遵照此建議，可能會造成觸電甚至死亡。

• 在安裝嵌入式面板時，涉及到供電電路。必須由接受過斐
雪派克專業培訓和支援的維修技術員或資深技術員安裝。 

• 在安裝面板之前，必須斷開洗碗機電源。

• 在安裝面板之後，安裝人員必須確保下列部件有電氣接
地：面板支架和穿過橡膠密封圈的任何定制金屬件（例如
手柄）。

• 此電器必須有接地保護。如果發生故障或損壞，接地保護
給電流提供一條電阻最小的泄流通路降低觸電風險。此電
器配有一條導線，它有設備接地線和接地插頭。

• 在安裝DishDrawer™洗碗機之前，取下家裡的保險絲，或
者斷開斷路器。

• 插頭必須插入按當地法規和法令要求安裝和接地的合適插
座。

• 切勿改動電器電源插頭，如果插頭與插座不匹配，請資深
電工安裝合適插座。切勿使用延長線、轉接插頭或多孔插
座。

• 在安裝洗碗機時，洗碗機必須完全被安裝櫃包住。

 警告！

有觸電危險

如不遵照此建議，可能會造成觸電甚至死亡。

• 警告 — 設備接地線連接不當可能會造成觸電。如果你對電
器接地是否正確存有疑慮，請資深電工或服務代表檢查。

 警告！

有割傷危險

如不小心，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

• 小心 — 面板邊沿很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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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存本說明書
本安裝指南所述的型號并非在所有市場上銷售，隨時會有變動。如要詳細瞭解本國銷售的型號和規格，請登錄公司

網站www.fisherpaykel.com，或者聯絡當地的斐雪派克經銷商。

警告！
為了降低火災、人身傷害或財物損失風險，請在使用電器之前仔細閱讀下列重要安全須知。在使用電器之前

通讀說明書。 

維修

	z 除非本指南有明確建議，否則切勿修理或更換電器的任何零件。其他所有維修工作必須由接受過斐雪派克

專業培訓和支援的維修技術員或資深技術員進行。

安裝

	z 確保關閉所有水閥。水管工和電工必須確保電器安裝符合所有法律法規的要求。
	z 在安裝洗碗機時，必須考慮到日后可能要取出來維修。
	z 電源插座必須在洗碗機安裝櫃之外，便於在安裝之後插拔。
	z 洗碗機僅供室內使用。
	z 在安裝或取出電器時務必小心，切勿損壞電源線和水管。
	z 如果把洗碗機從一個安裝地點移到另一個地點，必須讓它保持直立，避免因水溢出而損壞電器。
	z 切記只能使用隨洗碗機一并提供的新水管，不應使用舊水管。
	z 如果洗碗機安裝錯誤，可能會造成保固或索賠失效。
	z 確保洗碗機位於安裝櫃裡，否則它可能會晃動，可能會造成電器損壞或人身傷害。
	z 如果此電器破損、發生故障、部分拆卸了、零件缺失或損壞、電源線或插頭破損，切勿再使用。
	z 切勿在DishDrawer洗碗機附近存放或使用汽油或其他可燃性氣體和液體。
	z 連接到額定電壓適合并有適當保護措施的電源，避免電路過載。
	z 確保電源線的位置不會被人踐踏，不會絆倒人，否則會造成損壞或形成張力。
	z 切勿把洗碗機安裝或貯存在溫度低於冰點的地方或室外。
	z 切勿用延長線或可攜式電氣插座（例如多孔插座）連接洗碗機和電源。
	z 此電器必須有接地保護。如果發生故障或損壞，接地保護給電流提供一條電阻最小的泄流通路降低觸電

風險。
	z 此電器配有一條導線，它有設備接地線和接地插頭。插頭必須插入按當地法規和法令要求安裝和接地的合

適插座。
	z 接地說明 — 此電器必須連接永久性接地金屬線，或者設備接地線必須通過電路線連接此電器上的設備接

地端子或接頭。
	z 切勿在安裝定制面板時插上電器電源插頭。
	z 安裝定制面板要求你具備基本的機械知識和電氣知識。
	z 必須按照當地的建筑法規和電氣法規要求進行安裝。
	z 如果定制面板安裝錯誤，可能會造成保固或索賠失效。
	z 安裝洗碗機要求你具備基本的機械知識和電氣知識。
	z 必須把說明書留給客戶。
	z 在洗碗機安裝完畢之后，安裝人員必須對照最後核對表進行最終檢查。
	z 除去洗碗機的所有包裝材料。
	z 如果在房車、船或類似的移動設施裡安裝洗碗機，必須自費把安裝洗碗機的房車、船或移動設施開到維修

中心，或支付維修技術員到洗碗機安裝現場的差旅費。

安全警告

https://www.fisherpayk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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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視頻概述安裝DishDrawer™洗碗機需要哪些東西。此視頻僅概述安裝過程，不能用作DishDrawer™洗碗

機安裝指南。應該由接受過斐雪派克專業培訓和支援的維修技術員或資深技術員進行安裝。 

工具和零件

	z 保存所有包裝材料，直到最終檢查電器確認正常工作。
	z 檢查電器，確保電器沒有發生運輸損壞。如果發現電器損壞，請聯絡當地電器經銷商或零售商。 
	z 斐雪派克對運輸損壞不承擔任何責任。

* 可選 | ** 已安裝在電器上

隨機提供的零件

提供的零件  必要工具

安裝視頻

側面安裝支架套件(2)*

排水管支撐(1)

38mm底部固定螺釘和墊

圈(2)

排水管接頭(1)

防水紙(1)

線夾(1) 外部通風套件(1) 封邊條支架*

16mm十字螺釘(16)

水管夾(1)

面板支架套件(1)**進水管橡膠墊圈(1)**

觀看安裝視頻

用智慧型手機掃描行動條碼觀看，也可以登錄fisherpaykel.com/dishdrawer-install觀看。  

不提供

一字螺絲起子

十字螺絲起子水平儀

電動螺絲起子

鉗子

美工刀 鉛筆

http://www.fisherpaykel.com/dishdrawer-install


6

電器尺寸 — DD60SI型

電器實際尺寸可能會相差±2mm

俯視圖 等角視圖

側視圖正視圖

A

CB

F

D

E

電器尺寸
DD60STI

MM

A 總高度 454

B 總寬度 599

C 總深度* 571

D 底板深度 553

E 面板深度** 16-20

F 抽屜最大拉出量*** 527

* 根據18mm面板厚度計算得到

** 參看定制面板尺寸部分瞭解詳情

*** 不包括定制面板和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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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面板尺寸

ISO 側視圖

A

A

D

E

C

BC

材料規格

	z 面板最大重量不得超過9公斤（包括手柄）
	z 應該密封面板邊沿防潮（50°C，80%相對濕度）。面板背面和側面應該用聚氨酯等防

水材料密封，防止受潮損壞。
	z 面板背面應該齊平，使面板和橡膠封邊條之間始終保持密封狀態。門板不應接觸相鄰

櫥櫃。
	z 如不按上述規格安裝，安裝櫃表面可能會形成冷凝水。

定制面板注意事項 MM

A 面板最小高度 452

B 面板最小寬度 596

C 面板深度 16-20

D 門板底面和安裝櫃之間的最小間隙 2

E 門板頂面和灶台之間的最小間隙 2

每塊抽屜面板的最大重量（包括手柄） 9公斤

* 芯板尺寸。面板可以根據安裝要求伸出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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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櫃

安裝櫃間隙 MM

A 距相鄰櫥櫃門的間隙 2

B 距角櫃的最小間隙 13

尺寸 間隙

B A

等角視圖

俯視圖

A

C

B

D

水電接頭可位於

DishDrawer™洗碗

機任一邊的相鄰櫥

櫃裡***

安裝櫃尺寸
加高型

MM

A 內部最小高度 最小456

B 內部寬度 600

C 最小總深度* 579

D 踢腳板最小高度** 100

* 包括相鄰櫥櫃的19mm門板

** 透過同一安裝櫃或相鄰櫥櫃通風。參看外部通風準備部分瞭解詳情。

** 參看水電注意事項部分和安裝櫃準備部分詳細瞭解水電安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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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注意事項

水管尺寸和電源線尺寸
左邊* 右邊*

MM MM

A 排水管長度 2000 1800

B 電源線長度** 1650 1650

C 進水管長度 1650 1250

D 地面到水管支撐頂的距離 750-883 750-883

E 地面到排水管端頭的最小距離*** 500 500

F 進水管最小半徑 200 200

G 安裝櫃到電源插座中心的最大距離 450 450

* 從底板邊沿算起的尺寸

** 不包括插頭

*** 豎管安裝圖。所有水管的安裝距離相同。

A A B CBC

D D

E E

F F

水管長度和電纜長度

	z 水電接頭可以安裝在電器左邊或右邊的相鄰櫥櫃裡。參看安裝櫃準備部分瞭解水電

安裝要求。
	z 如果隨機提供的排水管夠不到下水管，可以向斐雪派克購買一根3.6米長的加長管

（零件號為525798）。

水管連接

	z 建議水溫：冷水（最高60°C)
	z 3/4" BSP (GB20)搭配平墊圈
	z 確保水管連接符合當地給排水法規要求。

水壓

	z 水軟化器型：最大1MPa (145psi)，最小0.1MPa (14.5psi)
	z 無水軟化器型：最大1MPa (145psi)，最小0.03MPa (4.3psi)

電氣要求

	z 110–120V，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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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櫃準備

管線孔

管線孔尺寸 MM

A 安裝櫃背面和管線孔之間的最大距離 5

B 擱板和管線孔之間的最大距離* 10

C 管線孔最小直徑 57

D 如果透過相鄰櫥櫃通風，應該切割管線孔下角擴大管線孔後邊

* 對於助力開門安裝方式，最大距離應該從墊塊頂上算起

後壁

擱板*

側視圖

A

B

C

D

	z 可以在DishDrawer™洗碗機安裝櫃任一側面開孔，如下圖所示。

	z 如果在木板上開孔，確保孔邊光滑並倒圓角。
	z 如果在金屬板上開孔，確保安裝隨機提供的護圈。 

把隨機提供的防水紙貼在安裝櫃上，如圖所示。

切記擦掉粉塵，把防水紙仔細貼在表面上。 
1

防潮

10mm

側面隔板

選擇安裝櫃固定方法

1
如果取出抽屜固定，確保標記位置提供足夠支撐。

如果沒有側面隔板，做一個木支架固定緊固件。

建議方法*

* 僅無框架安裝櫃

方法A 
利用支架固定在安裝櫃上

方法B 
取出抽屜固定在安裝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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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通風準備

為了防止DishDrawer™洗碗機產生的冷凝水聚集，必須採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安裝外部通風套件：

透過同一安裝櫃通風 透過相鄰櫥櫃通風 透過地板通風

	z DishDrawer™洗碗機透過安裝櫃下的地板通風，對踢腳板沒

有最小高度要求，但地板下的空間必須是房屋的下層或架空

空間，且通風良好。 
	z 應該根據安裝櫃準備部分所述方法，在側壁上開一個Ø57mm

管線孔。除此之外，還要在擱板、安裝櫃底板和地板上開一

個Ø57mm管線孔穿通風管。
	z 這種通風法不需要管子。
	z 確保所有開孔邊沿光滑並倒圓角，必要時安裝隨機提供的護

圈。
	z 確保地面上的開孔密封良好。

	z 要求踢腳板高度至少100mm。
	z 應該根據安裝櫃準備部分所述方法，在側壁上開一個Ø57mm

管線孔。除此之外，還要在擱板和安裝櫃底板上開一個

Ø57mm管線孔穿通風管。
	z 無框架安裝櫃：必須在安裝櫃底板前部開一個100mm x 

200mm孔固定管子。
	z 有框架安裝櫃：要求踢腳板深度至少60mm。此外，必須在

相鄰櫥櫃底板上開一個100mm x 200mm孔固定管子。此開

孔必須距框架邊至少25mm，使通風效果最佳。

	z 要求踢腳板高度至少100mm。
	z 應該根據安裝櫃準備部分所述方法，在側壁上開一個Ø57mm

凹槽形管線孔。 
	z 無框架安裝櫃：必須在相鄰櫥櫃底板上開一個100mm x 

200mm孔固定管子。
	z 有框架安裝櫃：要求踢腳板深度至少60mm。此外，必須在

相鄰櫥櫃底板上開一個100mm x 200mm孔固定管子。此開

孔必須距框架邊至少25mm，使通風效果最佳。

有框架安裝櫃 有框架安裝櫃 有框架安裝櫃和無框架安裝櫃無框架安裝櫃

ISO* ISO* ISO

無框架安裝櫃

25 25

200 200
200

200

100 100 100
100

Ø57Ø57 Ø57 Ø57 Ø57

5 5 5 55

定制有框架安裝櫃邊 定制有框架安裝櫃邊

* 無框架安裝櫃安裝圖 * 無框架安裝櫃安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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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封邊條支架 準備外部通風

2
檢查封邊條是否指向前方，並固定在支架下

面。 

1
讓支架對齊底板，確保箭頭指向前方，鎖片卡

進卡槽固定。

確保鎖片末端不推進底板。 

根據通風管安裝位置，向左或向右轉動電器背

面的彎頭。

把通風管推到彎頭上固定好。

建議在480mm安裝櫃裡安裝DishDrawer™洗碗機時安裝封邊條支架，蓋住灶台和底板之間的明顯間隙。 把通風管接到DISHDRAWER™洗碗機上

安裝封邊條蓋住管子

小心切掉通風套件保護面上的卡扣，如圖所

示。重新安裝頂蓋。

卸下通風套件頂蓋螺釘收好備用。

2

2

1

1

僅有框架安裝櫃

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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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採用支架固定法：

把所有四個側面支架固定在DishDrawer™洗

碗機上，讓支架A對準插槽A，支架B對準插

槽B。

確保支架末端不推進底板。

把通風管穿過地板。確保裁掉通風管的多餘

部分。

無框架安裝櫃

把通風管穿過開孔，然後推到管子上固定好。

把管子推到安裝櫃上，然後用隨機提供的四個

螺釘固定好。

有框架安裝櫃

把通風管穿過開孔，然後推到管子上固定好。

把管子穿過開孔，然後把支架插入通風槽。用

隨機提供的五個螺釘固定好。

1

2
把電器推進安裝櫃，邊推電器邊穿水管，避免

水管受到擠壓或扭曲。

把電器推進安裝櫃 把通風管固定在安裝櫃上

透過地板通風

透過安裝櫃通風

A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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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定制面板 

2 6

3 7

4 8

慢慢向下拉支架使其脫離DishDrawer™洗碗

機，然後拔掉敲門暫停模組上的電纜和地線。

拆卸支架背面的敲門暫停模組。

把敲門暫停模組安裝在面板上，如圖所示。

確保敲門暫停模組方向正確，且在固定之前不

接觸支架。

在面板背面標出中心位置，讓支架底面對齊面

板底面。
重新插入每個抽屜的兩個側銷。

每邊至少用三個螺釘把支架固定在面板上。

把十字螺絲起子插入側銷上面的孔裡，轉動起

子調節面板對齊。最大調節範圍為±2mm。

必要時在另一邊重復此步驟。 

確保保持最小2mm間隙，門板關上時不接觸

相鄰櫥櫃。

1 5拆卸兩個側銷。

有觸電危險：

把電器地線接到面板支架上的其中一個掛鉤上

實現面板支架接地。伸到橡膠密封條外面的任

何定制金屬部件（例如手柄）也必須接地。

把敲門暫停模組重新連接到洗滌控制器上的

UI 1插槽，如圖所示。把地線重新連接到面板

支架上，然後把面板安裝到電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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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支架固定在安裝櫃上（方法A） 取出抽屜固定在安裝櫃上（方法B）

利用支架固定在安裝櫃上。可能需要根據安裝

櫃材料，預先鑽一個導孔。 2

3
重新安裝密封條蓋，然後在其餘支架上重複

此步驟。 

利用底板上的三個固定位置固定在安裝櫃上。

確保正確安裝隔音材料。
3

1

2

4

打開抽屜，然後往裡按兩個鎖片開鎖。

在重新安裝抽屜之前，確保水管不扭曲。 

把抽屜重新安裝到滑軌上，利用兩邊的鎖片

卡緊。

部分打開抽屜，拆卸封邊條上的第一個螺釘

蓋。1

提起抽屜使其脫離滑軌，輕輕放在旁邊有

保護的地面上。把滑軌推進去。

小心抽屜不要放得過遠，防止水管受力。

保護抽屜底部防止受損。 

38mm螺釘和大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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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連接

把排水管支撐安裝在後壁上，盡可能靠近灶

台底面。參看水電注意事項部分瞭解最小安

裝高度。 

把排水管支撐安裝在後壁上，盡可能靠近灶

台底面。參看水電注意事項部分瞭解最小安

裝高度。 

把排水管拉過支撐套插入豎管。

確保排水管不接觸存水灣裡的水；必須保證氣

隙，以防污水在虹吸作用下回流到抽屜裡。

把水管拉過排水管支撐，把線夾套在水管上，

然後接到隨機提供的水管接頭上。用線夾固

定水管。

確保排水管直達接頭，必要時裁掉排水管的多

餘部分。切勿裁短進水管。

斷開下水管三通接頭，然後把接頭接到存水灣

或下水管三通接頭上。

插上電器電源插頭。 插上電器電源插頭。

Ø38MM豎管安裝 存水灣/下水管三通接頭安裝

1 1

2 2

3 3

4 4

確保把隨機提供的橡膠墊圈安裝到接頭上，然

後把進水管接到水龍頭上。用手擰緊。

用扳手或鉗子再擰緊180˚。避免擰得過緊。

切勿打開水龍頭。必須接通DishDrawer™洗

碗機電源，才能啟動防溢水功能。

確保把隨機提供的橡膠墊圈安裝到接頭上，然

後把進水管接到水龍頭上。用手擰緊。

用扳手或鉗子再擰緊180˚。避免擰得過緊。

切勿打開水龍頭。必須接通DishDrawer™洗

碗機電源，才能啟動防溢水功能。

最小 
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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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檢查應該由安裝人員進行

	� 檢查是否安裝並固定好所有零件。

	� 確保DishDrawer™洗碗機固定在安裝櫃上，抽屜開關順暢。

	� 確保面板正確安裝在DishDrawer™洗碗機上。

	� 確保除去所有包裝材料，撕掉支架和噴淋臂固定膠帶。

	� 檢查噴灑臂是否正確安裝到位，轉動是否順暢。

	� 確保敲門暫停模組安裝正確且正常工作。

安裝

	� 確保取出排水接頭裡的堵頭並連接排水管。

	� 排水管接頭不得支撐過長水管的重量。盡可能拉直排水管，防止水管松弛下垂。排水管多餘部分應在

洗碗機一側做成高環。

	� 確保進水管安裝橡膠墊圈並擰緊。

	� 如果把排水管接到存水彎上，確保高環至少比排水管接頭高150mm。

	� 配水軟化器的型號：根據當地的水硬度調節水軟化器的默認設定。參看使用者指南。

	� 確保在連接並接通電源之前關閉水閥。必須接通DishDrawer™洗碗機電源，才能啟動防溢水功能。

水管

	� 確保根據當地法規要求進行所有電氣測試。

電氣

	� 接通電源，打開水閥，然後打開抽屜。應該聽到一聲嗶嗶聲，控制面板上的洗滌程式指示燈亮。

	� 往抽屜裡加入三杯水。 

	� 選擇沖洗開始執行程式。 

	� 對另一個抽屜重復此步驟。

	� 在沖洗程式結束之後，確保洗碗機正常運轉和排水。

	� 檢查水閥是否正確關閉。 

	� 檢查排水管接頭是否漏水。 

	� 如果安裝完畢之後停電，無法進行測試，確保關閉水閥防止溢水。

測試工作

安裝人員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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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DishDrawer連續發出嗶嗶聲

	z 參看使用者指南的故障代碼部分。

在打開抽屜時，洗滌程式指示燈不亮

	z 確保連接并接通電源。
	z 可能需要啟動自動通電。參看使用者指南瞭解詳情。

抽屜不能正常關上

	z 確保沒有任何東西妨礙正常關抽屜，例如水管或抽屜門銷。

進水管接頭和排水管接頭附近有水 

	z 檢查水管、接頭和現有管路是否漏水。
	z 檢查橡膠墊圈和水管夾安裝是否正確。

電器傾斜

	z 確保電器固定在安裝櫃上。

面板和相鄰櫥櫃沒有對齊

	z 檢查安裝櫃是否平直。檢查并再次調平電器。拆卸電器和安裝櫃固定螺釘。調節機腳調平電器，然后把電

器重新固定在安裝櫃上。 

如果發生上面未列出的問題，參看使用者指南詳細瞭解疑難排解方法。如果在完成上述檢查之後仍然需要協

助，參看維修和保固手冊瞭解保固詳情，或者透過fisherpaykel.com網站聯絡我們。

顯示 可能的原因 解決辦法

沖沖 + 所有選項

A1沖供水故障。 1 確保打開水閥。 

2 按 按鈕停止嗶嗶聲，再按一次清除

故障。

3 按 按鈕繼續執行洗滌程式。

沖沖、沖沖 + 所有選項

A3沖抽屜無法排水。可
能是排水管阻塞或扭
曲，也可能是下水管接
頭阻塞。

1 確保排水管和下水管接頭不阻塞。

2 按 按鈕停止嗶嗶聲，再按一次清除

故障。

3 按 按鈕繼續執行洗滌程式。

沖沖、沖沖 + 所有選項

A6沖噴淋臂松脫，水壓
太小，水壓太小和泡沫
過多。

1 打開抽屜檢查噴淋臂。

2 如果噴淋臂松脫，重新安裝噴淋臂。

檢查噴淋臂安裝是否牢固，旋轉是

否順暢。參看使用者指南中的維護

部分。

3 按 按鈕停止嗶嗶聲，再按一次清除

故障。

4 按 按鈕繼續執行洗滌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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