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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提示的分级

.危险 指存在一种会带来直接危险的情况，
如果不加避免，将导致死亡或人身受
到重伤。

.警告 指一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如果不加
避免，它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人身受到
重伤。

.小心 指一种危险情况，如果不加避免，它可
能会导致人身受到轻伤或中等程度的
伤害。

注意 指一种危险情况，如果不加避免，它可能
会导致财产受损。

提示 指有用的提示
和建议。

安全指令和警告

-.警告：请勿堵住设备外壳中的或内置式设备的
柜体中的通风口。

-.警告：不得使用非由制造商推荐的其他机械装
置或工具来加快除霜过程。

-.警告：不得损坏制冷剂回路。

-.警告：在冷藏室内不得使用不符合制造商推荐
的设计形式的电器。

-.警告：安置设备时，不得损坏电源电缆。

-.警告：不得在设备背面放置并使用多重插座/接
线板以及其他电子器具(如卤素变压器)。

-.警告：触电会造成伤害！盖板下有带电部件。
只允许由客服人员或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
更换或维修内部.LED.照明。

-.警告：LED.灯会造成伤害。LED.灯的亮度符合
激光等级.RG.2。一旦盖板坏了，请勿用光学镜
头近距离直视照明灯。眼睛会受伤。

-.警告：应按照使用说明(安装说明)来固定本设
备，以排除因固定方式不妥而造成的危险。

-.对于.8.岁及以上的儿童，以及身体、感官或智
能低下的或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如果他们在
使用设备时受到监督或接受过安全使用方面的
指导并了解由此产生的危害，则可以使用。儿
童不得将设备当做玩具玩耍。不得让不受监督
的儿童来清洁设备或进行使用维护。3. 岁到. 8.
岁以下的儿童不得给冰箱/冷冻箱装卸料。

-.不要在设备中存放爆炸性物质，例如带有可燃
推进剂的气溶胶容器。

-.为避免人身受伤和财产受损，本酒柜应该由两
人开包和安装。

-.拆包后请检查是否存在坏损。受损时请与供应
商联系。不得将设备与电源相连。

-.避免皮肤长时间与冷的表面.(如冷藏/冷冻物).接
触。需要时请采取保护措施(如戴上手套)。

-.酒柜的任何维修和保养工作仅应由售后服务部
门负责，否则擅自操作会给用户带来极大的危
险。上述规定也适用于更换电源缆线的情形。

-.只有在亲眼见证电源插头已拔下后才能操作设
备以及进行维修工作。

-.只允许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来安装、连接
本设备以及对其进行报废处理。

-.发生故障时请拔出电源插头或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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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的符号

该符号可能位于压缩机上。它针对压缩机中的油，
且提示存在以下危险：一旦发生吞咽或进入呼吸
道，会导致死亡。本说明仅针对回收处置。在正
常运行中无危险。

警告易燃物质。

这一或类似的标签可能位于设备的背面。它针对
的是门和/或外壳中的泡沫面板。本说明仅针对
回收处置。不得撕掉该标签。

-.只允许通过拔出插头来切断电缆与电源的连接。
不得拉拔电缆。

-.如果您的酒柜是可锁定的，请勿将钥匙置于酒
柜附近或儿童可及之处。

-.该酒柜专为在封闭的空间内使用而设计。在面临
溅水或潮湿的室外或区域，请勿运行该酒柜。

-.不得将.LED.内部照明用于房间的照明。设备中
的.LED.内部照明仅用于照亮设备的内部。.

-.在设备内部应避免使用明火或点火源。

-.必须将存放酒精饮料的或其他含有酒精的容器
密封保存。

EPREL.数据库

从.2021.年.3.月.1.日起，可以在欧洲产品数据库.(EPREL).中查

阅有关能效标签和生态设计要求的信息。点击以下链接.https://

eprel.ec.europa..eu/.访问产品数据库。请您在此处输入型号标

识。型号标识请查看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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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柜描述

废物处置说明

酒柜含部分可再用材料，应当进行合理处置——不能

简单地与未分类的家庭垃圾混合在一起。对于不再需

要的酒柜，必须依据现行地方法律法规，以专业且适

当的方式进行处置。

处置酒柜时，请确保不损坏制冷剂回路，以免其所含制冷剂.

（数据见铭牌）和油分失控溢出。

•.禁用酒柜。

•.拔出电源插头。

•.剪断连接线缆。

.警告
包装材料和塑料膜会导致窒息！

禁止儿童玩耍包装材料。

应将包装材料送至官方指定的合法收集站。

1 运行和控制元件

2 拉出式贮存架

3 内部照明灯.(LED 灯条）

4 活性炭过滤装置

EWTdf 1653

EWTdf 2353

EWTdf 3553

5 调节支脚

6 铭牌

7 展示架

酒柜的适用范围
该酒柜仅适于在家庭或类似环境中贮藏葡萄酒。
例如，它包括可供：

-.员工小厨房、提供住宿和早餐的设施使用。
-.农家客栈、酒店、汽车旅馆及其他膳宿设施的
客人使用。

-.批量化餐饮和类似服务业使用。

本设备仅可作为家庭环境中常见的酒柜使用，不适于所有其他

类型的用途。

它不适于储存和冷藏药品、血浆、实验制剂或《2007/47/EC.医

疗器械指令》所规定的类似物质和产品。错误使用该酒柜可能导

致贮存品遭受伤害或破坏。

此外，它也不适于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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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连接
运行该酒柜仅可使用交流电。

允许的电压和频率请参见铭牌。铭牌位置参见“酒柜描述”部分。

插座必须正确接地并配置保险丝保护。

保险丝的跳闸电流必须介于.10.A.和.16.A.之间。

插座不得位于酒柜后面，且须可轻松插拔。

请勿使用延长线缆或分配器插座来连接该

酒柜。

不要使用单机变流器（将直流电转为交流/三相

电）或节能插头，存在损坏电子部件的危险！

气候类型

气候类型指为了达到全面的制冷效果，酒柜

可以运行的室内温度。

气候类型参见铭牌。

铭牌位置参见“酒柜描述”部分。

气候类型. 室内温度

SN. +10°C.至.+32°C
N. +16°C.至.+32°C
ST. +16°C.至.+38°C
T. +16°C.至.+43°C
SN-ST. +10°C.至.+38°C
SN-T. +10°C.至.+43°C

在规定的室温范围之外，不得运行该酒柜。

酒柜的放置

•.应避免将酒柜置于直射阳光下或炉具、散热器和类似热源.

附近。

•.您放置酒柜的空间必须按照.EN.378.标准来确定，每立方米空间

最多只能容纳.8.克制冷剂.R600a；这样，在制冷回路发生泄漏的

情况下，就不会在放置酒柜的空间内产生可燃的混合气体。有关

制冷剂含量的信息请参见酒柜内的铭牌。

酒柜的启动与关闭

启动

按住. .按钮直到温度显示器亮起。

关闭

按住. .按钮约 3 秒钟直到温度显示器熄灭。

1 上层冷藏室温度显示
2 下层冷藏室温度显示
3 上层冷藏室温度设置按钮
4 下层冷藏室温度设置按钮

5 开/关按钮（打开/关闭酒柜电源）

6 声报警器关闭按钮

7 风扇开关

8 内部照明灯开/关按钮

显示器上的符号

 警报（如果酒柜内部温度过高或过低，符号将闪烁）

 演示模式已激活

 设置模式已激活（激活童锁，调节显示器亮度）

 内部风扇持续运转

 童锁已激活

 内部照明灯持续开启

运行和控制元件

电子控制面板采用了新的“电容式触控技术”。.

任何功能都可以通过触摸相应的图标予以激活。

显示器左边的按钮，其准确的

接触点位于符号下方。

显示器右边的按钮，其准确的

接触点位于符号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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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设置
两个冷藏室的温度可以单独

设置

1 上层冷藏室

2 下层冷藏室

降低温度

按  键。

升高温度

按  键。

-  当首次按下按钮时，显示器将开始闪烁。

-  再次按下该按钮便可更改温度设置。

-  在最后一次按下该按钮大约五秒钟之后，酒柜的电子部件自动

切换并显示目前酒柜内部的实际温度。

温度调节范围为从 +5 °C 至 +20 °C 度。

以下为不同品种的葡萄酒的推荐饮用温度

红葡萄酒：+14 °C 至 +20 °C

玫瑰葡萄酒：+10 °C 至 +12 °C

白葡萄酒：+8 °C 至 +12 °C

普罗塞克起泡酒：+7 °C 至 +9 °C

香槟酒：+5 °C 至 +7 °C

如果您准备长期贮藏葡萄酒，贮藏温度应介于 +10°C 和 +12°C 之
间。

门敞开时的警报

如果柜门打开的时间超过 60 秒钟，声报警器将鸣响。

如果必须较长时间打开柜门，以便向酒柜内放置葡萄酒，请按下.

按钮以关闭声报警器。

一旦关闭柜门，声报警器将重新切换到待机状态。

风扇

内部风扇确保酒柜温度均衡稳定，其气候适宜于贮藏葡萄酒。

激活  按钮，可以进一步提高酒柜内部湿度。这对长期贮藏葡

萄酒尤其有效。

提高湿度水平可以防止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干燥。

温度警报
如果酒柜内部温度超出允许范围，声报警器将鸣响，温度显示器将

闪烁。

• 按下. 按钮，以取消声报警器。

如果酒柜长时间断电，其内部温度可能上升到过高水平。恢复通电

后，可以在显示器上观察到温度在下降。

当酒柜内部温度达到设定值时，温度显示器将停止闪烁。

酒柜出现故障后的温度警报

如果酒柜出现故障，其内部温度可能变得过高或过低。此时，声报

警器将鸣响，显示器将闪烁。

• 按下. 按钮，以取消声报警器。

如果显示温度过高（过热），请首先检查酒柜门是否已正确关闭。

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显示温度仍然过高或过低，请联系客户服务.

部门。

如显示器显示.F1，F8，E1，E2，E7 或 E8，则说明酒柜出现了故障。
在此情形下，请联系客户服务部门。

设置模式

在设置模式，您可以设置童锁，调节显示器亮度。童锁设计用于保

护酒柜电源被意外关闭，设定温度被意外更改。

激活童锁

按下.  5 秒钟。显示器 = 

 显示器 = 

  显示器 = 

 显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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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显示器亮度

按下.  5 秒钟。显示器 = 

 显示器 = 

 显示器 = 

使用. .和. .按钮选择想要的设定值。

h0.=.显示器指示灯熄灭.

h1.=.最低亮度

h5.=.最高亮度

 显示器 = 

 显示器 = 

调节好的亮度将在一分钟以后被激活。

注意.

如果按下一个按钮，显示器以最高亮度显示一分钟。

在调试本酒柜时，只有当达到了设定的酒柜内部温度时，显示器才

会显示设定的亮度。

解除童锁

按下.  5 秒钟。显示器 = 

 显示器 = 

  显示器 = 

 显示器 = 

内部照明灯

每个冷藏室顶部都安装有 LED 灯条，用于酒柜内部照明。

当酒柜门打开时内部照明灯保持常亮。当酒柜门关闭约 5 秒钟后内

部照明灯将熄灭。

如果您希望酒柜门关闭时内部照明灯也常亮，请按下  按钮。

注意

该功能适用于两个冷藏室的照明。

此外，灯光亮度可以调节。

• 按下  按钮。

• 按住   按钮，同时按下温度设

置按钮以增加或降低灯光亮度。

注意：所有冷藏室的灯光亮度都将

改变。

标签

酒柜的每个木制贮存架都配备有一张

标签。

可以使用这些标签标明每个贮存架上储

存的葡萄酒类型。

可以从经销商处购买更多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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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过滤装置交换空气.

葡萄酒还在不断地成熟，环境因

素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空气质量是葡萄酒储存的

一个决定性因素。

建议每年更换一次活性炭过滤装

置，您可以在经销商处订购。

• 将盖板往里压，然后松开。

• 拉出过滤装置。

• 装入过滤装置。

• 装入盖板，将之压入到底，

然后松手。.

. 盖板会自动锁定。.

. 要听到咔嚓声。

更换过滤装置

装入木制贮存架

取出并装入木制贮存架

为便于清洁酒柜内部，可以将木制贮存架取出。

取出木制贮存架

将木制贮存架的后方左右两侧朝上拉（解锁），然后将之朝上取

出。

完全拉出推拉式导轨。将木制贮存架的前部凹槽置于支撑销上。

将木制贮存架连同推拉式导轨一起推入酒柜中到底。

将木制贮存架完全压入后方，并使其前部卡入到位。

朝下按压木制贮存架的后方左右两侧，使之卡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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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示意图 
用于符合 NF H 35-124 标准的 0.75 升波尔多葡萄酒瓶

 重要信息

每个木制贮存架的最大负载为 25 公斤。

共 30 瓶

酒瓶数量

共 48 瓶

酒瓶数量

共 80 瓶

EWTdf 1653

EWTdf 2353

EWTdf 3553

酒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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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示意图 
展示架

故障

• 显示器显示.F0 或 F1。
– 说明酒柜存在故障。请联系售后服务部门

• 尽管风扇功能被禁用，且压缩机.(冷却装置).处于待机状态，可

酒柜内部的风扇仍在运转。

– 视给酒柜设定的内部温度和在其安置地点的环境温度，这属于

正常的使用状态。

以下故障您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可能引起故障的原因，并自行

排除故障。

•.酒柜不工作，请检查：

– 酒柜是否已启动？

– 是否将酒柜的电源插头正确插入到电源插座之中了？

– 保险丝是否完好无损？

• 当插上电源插头时，制冷单元没有启动，但温度显示器上却显

示了一个温度值。

– 演示模式已激活。请联系售后服务部门。

•.酒柜的噪音太大，请检查：

– 酒柜是否被牢固地固定在地面上了？

– 酒柜旁边的家具或者其他物品是否受酒柜的影响而引起振动？

请注意，酒柜制冷回路系统发出的噪音无法被消除。

– 转速可调的压缩机因转速等级不同而会引发各种运行噪音。

 该噪音属于正常现象。

•.酒柜冷藏温度不够低，请检查：

– 酒柜的温度设置是否正确（参见“温度设置”）？

– 单独安装的温度计是否显示了正确的温度值？

– 通风是否正常？

– 酒柜放置位置是否离热源太近？

• 压缩机的运转时间较长。

– 制冷需要较低时，压缩机切换到一个较低的转速。尽管由此会

延长运转时间，但却节省了能源。

 对于节能型酒柜，这属于正常现象。

• 很低的嗡嗡声。

– 该噪音由风扇的气流声引发。

 它属于正常现象。

• 内部照明灯不亮。

– 未启动酒柜。

 启动酒柜。

– 门曾保持开启15.分钟之久。

 门敞开时间超过约15分钟后，内部照明灯会自动关闭。

– LED.灯坏了或盖板已受损

清洁
不遵守本说明可能导致食品变质。

.警告

清洁前务必切断设备的电源。拔出电源插头或保险
丝！

应定期清洁可能会与食品以及可以触及的排水系统
发生接触的表面！

如果长时间打开冷藏柜柜门，可能使冷藏柜储物盒
中的温度明显升高。

• 使用微温水和少量清洁剂清洗内部及外壁。请勿使用研磨性或

酸性清洁剂或化学溶剂。

• 用玻璃清洁剂清洁玻璃表面以及用市售不锈钢清洁剂清洁不锈

钢表面。

.小心

热蒸汽会导致设备组件受损以及人员受伤。

不得用蒸汽清洁机清洁本设备！.

•.请确保电气部件或通风格窗内没有渗入任何清洁水。.

•.应用一块布好好地擦干所有这些部件。

•..请勿损坏或拆除酒柜内侧的铭牌，铭牌上的信息在维修时对售

后服务人员非常重要。

如果冷藏柜长时间空置，为了避免发霉，要断电、解冻、清洁和干
燥，并将柜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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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查不是上述原因之一，且

您又不能自行排除故障，请向离

您最近的售后服务网点求助。

请告知售后服务网点您酒柜铭

牌上的下列信息：型号名称.1，.

服务号.2以及系列号.3。

铭牌位置参见“酒柜描述”部

分。

停用酒柜
如果长期不用，请关闭酒柜的电源，拔出插头，也可以断开或拧

出保险丝。

清洁酒柜，把柜门打开，以防产生令人不适的气味。

该酒柜符合相关的安全规定以及欧盟指令.2014/35/EU, 2014/30/EU, 
2009/125/EG.与.2011/65/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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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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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范围

标签
2 个 - EWT 1653
4 个 - EWT 2353
8 个 - EWT 3553

盖板

间隔件

间隔件

固定角形件

稳定轨
2 根

稳定轨的手柄

盖板

盖板型材

固定角形件

2 个

2 个

叉式扳手

5 个

2 个

盖板

盖板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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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柜尺寸

侧视图 正视图

俯视图

A 510 毫米

B
EWT 16.. - 854 毫米

EWT 23.. - 1200 毫米
EWT 35.. - 1752 毫米

C 553 毫米

D
EWT 16.. - 872 毫米

EWT 23.. - 1218 毫米
EWT 35.. - 1770 毫米

E
EWT 16.. - 853 毫米

EWT 23.. - 1199 毫米
EWT 35.. - 1751 毫米

F 557 毫米

G 228 毫米

H 1100 毫米

I 115°
J 546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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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

重要提示

为避免在安装酒柜时出现麻烦以及酒柜受到损坏，务请满足以下

前提条件！

橱柜必须在水平和垂直位置经过校准！

橱柜的最大壁厚.=.16 毫米。

电源线从酒柜的背面引到此区域。

电源线的自由长度
    EWT 16..: 2000 毫米
    EWT 23..: 2000 毫米
    EWT 35..: 2800 毫米

要在兼顾以上因素的情况下选择插座的位置。

插座不得位于酒柜后面，且须可轻松插拔。

A 560 毫米 - 570 毫米

B 至少 550 毫米.(推荐预留 560 毫米)

C 70 毫米

D 30 毫米

E
EWT 16.. - 874-890 毫米

EWT 23.. - 1220-1236 毫米
EWT 35.. - 1772-1788 毫米

酒柜通风

重要提示

酒柜上方的有效通风截面应
至少为.200.平方厘米。

出气口所在位置

1 直接位于酒柜上方

2 位于橱柜上方

3 加装柜的前面是装饰性格窗

重要提示

使用装饰性格窗时，有效通风截面应为格窗上单个通风孔
相加后对应的面积。

光靠通风格窗.200.平方厘米的截面积来通风是不够的。

A 至少.200.平方厘米

B 至少.500 毫米

C 至少.40 毫米

D 至少.500 毫米

E 至少.40 毫米

酒柜的运输

 小心

运输不当会带来人员受伤和设备受损的危险！

-.应在不拆包的情况下运输酒柜。

-.运输时注意酒柜应保持直立。

-.不得由独自一人来运输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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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门铰链

1.

1. 取出盖板。

必须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更换柜门铰链。

更换柜门铰链的工作必须由两个人完成。

3. 卸下门。

此时必须有人将门支撑住。

3.

  警告！  
门很重。
存在人员受伤和财产受损的危险。
只有当安装人员能够抬起.20.公斤的重量时，才可
以完成这一改装工作。

2. 拆下运输保险器件。

2.

 小心
一旦铰链合上，会造成人员受伤！

- 让铰链保持打开。

  警告！  
门万一掉落，会造成人员受伤！
如果紧固件拧得不够紧，门就会掉落。这会导致
人员受到重伤。此外，门可能关不紧，以致酒柜
不能发挥正常的冷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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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6. 拧下铰链和盖板，分别在对角位置重新将它们拧紧。

5. 转移铰链。

5.

4. 拔出上方的固定角形件，将之安装到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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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7. 将门装到酒柜上。

重要信息

此时必须有人将门支撑住。

8. 装上盖板，将之卡入到位。

检查是否已将门牢靠地安装在酒

柜上了，且门能够很好地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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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电源缆线铺设到电源插座处。

1. 拆下.EWT.3553.型酒柜的运输保险器件。

3. 将酒柜的三分之二推入橱柜中。

推移酒柜时请注意，电源缆线不得受损！

4. 将调节支脚完全拧入。

安装酒柜

提示

安装前请检查安装尺寸。

橱柜的中间垫板和侧板必须相互垂直。.

3.

只允许由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安装。

安装工作需要由两人来完成。

  警告！  
短路会引发火灾！
-.将酒柜移动到壁龛中时请注意，电源缆线不得受
到挤压、被夹住或受到损坏！
-.电源缆线损坏后不得再用它来运行酒柜。

  警告！  
湿气会引发火灾！
带电部件或电源线缆受潮后会造成短路。
本酒柜是为在封闭的空间内使用而设计的。
-.不得在室外或在潮湿的或面临溅水的空间或区
域内使用本酒柜。
-.只能在将本酒柜安装好后才可使用它。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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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上盖板型材。

5.

在朝右开门的酒柜上在朝左开门的酒柜上

6. 拆下运输保险器件。

6.

7. 只有当壁厚少于.19.毫米时：.

才安装间隔件。

7.

16 毫米

1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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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酒柜完全推入壁龛中。

查看周边的距离尺寸是否一样大。

12.

• 拧松螺钉 1。

• 将角形件推到橱柜壁处。

• 拧紧螺钉 1。

13.

13. 通过调节支脚来校准酒柜的朝向。

42 毫米

8. 取出盖板。

9. 拧上固定角形件。

10. 拧上固定角形件。

10.

11.

9.

11. 装上盖板型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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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用螺钉穿过铰链和固定角形件将酒柜拧紧到橱柜上。

16.

15.

15. 折断并去掉铰链的角形件的前部分。

16. 插入盖板。

17. 支撑住酒柜的后部下方：

将手柄.1插入稳定轨.2中，将稳定轨推入酒柜的底部。

拔出手柄，以同样的方法对待第二稳定轨。

安装现告结束。

检查酒柜是否已经稳妥地固定在橱柜中了，且门是否能够很好

地关上。

17.

注意
缝隙的尺寸只允许通过侧板进行调整，不允许通过门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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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herr Hausgeräte Lienz GmbH 
Dr.-Hans-Liebherr-Strasse 1 
A-9900 Li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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