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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提示的分级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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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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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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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指令和警告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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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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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触电造成的伤害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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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要踩踏设备基座、抽屉或门或将其作为支
撑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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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3岁以上8岁以下的
儿童给冷冻/冷藏箱装填或从中取出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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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勿食用贮藏太久的食物，因为它们可能会引
起食物中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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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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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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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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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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的设备是可锁定的，请勿将钥匙置于设
备附近或儿童可及之处。 

- 该设备专为在封闭的空间内使用而设计。请勿
在室外或潮湿的及有溅水的区域使用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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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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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描述

(1) 操作面板

(2) 拉出式贮存架

(3) 内部照明

(4) 空气滤清器

(5) 调整底座

(6) 铭牌

(7) 上冷藏区

(8) 中冷藏区（仅限于EWT 9275)

(9) 下冷藏区

(10) 托盘

EWT 9175 EWT 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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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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类型

气候类型指为了达到全面的制冷效果，设备

可以运行的室内温度。

气候类型参见铭牌。

铭牌位置参见“设备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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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该设备。

废物处置说明

设备含部分可再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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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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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设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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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用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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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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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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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该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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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

能效等级1 光源

本产品包含一个能效等级为 G 的光源 LED
1 该冰箱可能包含具有不同能效等级的光源。最低能效等
级已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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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设备

触摸 

移动到所需语言并触摸

移动到所需的温度单位并触摸

触摸以进行确认

操作面板

操作操作面板时可采取的 3 种不同的行动。

触摸  
触摸，以激活功能。

按住 
为激活功能必须按住 2 秒钟。

移动 
朝右或朝左移动，以在菜单中导航或

搜索数值。

改变语言和温度单位 
今后需要更改语言和温度单位时，必须关闭，然后再次打开设备 (不
会删除客户设置)。

EWT 9175 EWT 9275

可选用的语言：

• 德语

• 葡萄牙语（巴西）

• 法语

• 西班牙语

• 意大利语

• 英语（英国）

• 英语（美国）

• 中文

• 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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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T 9175

EWT 9275

主菜单

在主菜单中导航。以下功能可用。

上冷藏区的温度显示和温度调节。

中冷藏区的温度显示和温度调节 (仅限于

EWT 9275)。

下冷藏区的温度显示和温度调节。

排风扇。

内部照明亮度的调节。

设备的 Sabbath (安息日) 和节假日模式 

相当于 STAR-K Kosher 认证

启动和关闭设备。

描述如何更换过滤器和清洁滤尘器。

设置温度

标准设置值为 -12 °C。 (所有冷藏区)。
各冷藏区可以单独调节。

滑动到需要调节的冷藏区
触摸 

移动到所需的额定温度并触摸

右下方的闪烁数字表示当前的冷藏室内

温度。达到额定温度时它会熄灭。

门重新打开时会显示。

关闭设备门。

当内部实际温度偏离额定温度时，冷藏室的温度显示会闪烁。达到

额定温度后，它会停止闪烁。

如果贮藏大量未冷却的葡萄酒，在达到额定温度前与额定温度的偏

差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长24小时）。

可以将温度设置在 5 °C 和 20 °C 之间。

可以调整屏幕的亮度，它包含设备信息  

(服务编号、型号名称、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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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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排风扇（所有冷藏区）将再次提高设备中的空气湿度，这对长

期贮藏尤其有利。

提高湿度水平可以防止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干燥。

内部照明

内部照明灯位于冷藏间的左右两侧。设备门关闭后，内部照明灯自

动点亮。

触摸 

排风扇被打开，再次触摸。.

内部照明被打开，再次触摸。

内部照明开，再次触摸。

排风扇被关闭。

触摸 

100 % = 最高亮度

20 % = 最低亮度

转到所需的值并触摸

按住约2秒钟

内部照明亮度的设置

打开内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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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按住按钮约 2 秒钟， 

以激活 SabbathMode
 或 

短暂触摸，以返回正常运行模式。

SabbathMode 已激活。

SabbathMode 在 120 个小时 

后自动关闭。

如果要提前取消 SabbathMode， 

请再次触摸。 

SabbathMode 已取消。

SabbathMode
一旦 SabbathMode 已激活，电子部件的某些功能便会关闭，以满

足 STAR-K Kosher 认证的要求。

• 照明保持关闭。

• 无门报警。

• 无温度报警。

• 停电后，设备回到 SabbathMode。

关闭设备

触摸 

设备已关闭。

按住按钮约 2 秒钟，以关闭设备

或 

短暂触摸，以返回正常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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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信息

设备运行期间，会定期发声并显示维护信息（6个月）。 必须清洁

滤尘器。

触摸 

或

或

触摸 

确认维护

触摸 

关闭设备门。

门重新打开时会显示。

触摸 

按照维护章节中的描述冲洗滤尘器。

随后按住约 2 秒钟，以继续进行。

从经销商处购买空气滤清器，然后进行维护。 

朝右移动。

触摸，以结束维护。

按照维护章节中的描述更换空空气过
滤器。

接着按住约2秒钟，以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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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

含有显示屏亮度设置、语言、单位、对 SmartDeviceBox (智能设备

盒) 的激活以及设备信息。

触摸

触摸

显示屏亮度

100 % = 最高亮度

25 % = 最低亮度

转到所需的值并触摸

触摸，以离开。

触摸

朝左移动。

显示屏显示设备信息。

朝右移动。

朝左移动。

触摸，以离开。

朝左移动。

朝左移动。

朝左移动。
（只在插入SmartDeviceBox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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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触摸

移动到所需语言并触摸 移动到所需的温度单位并触摸

触摸，以离开。

触摸，以离开。

可选用的语言：

• 德语

• 葡萄牙语（巴西）

• 法语

• 西班牙语

• 意大利语

• 英语（英国）

• 英语（美国）

• 中文

• 俄语

语言 单位

朝左移动。

朝左移动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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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DeviceBox （并非在所有国家都附带）

本设备已做好了集成到智能家居系统

和高级服务中的准备。

有 关 可 用 性 和 前 提 条 件 的 其 他

信息以及各种可能性请参见网站  
smartdevice.liebherr.com。

将“SmartDevice应用程序”下载到

移动终端上。

在移动终端上启动该应用程序，并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SmartDevice 显示屏描述

显示以启动 WiFi 连接。

该符号闪烁。

正在建立与 WiFi 的连接。

将显示路由器的信息数据。

设备已成功地与 WiFi 连接。

SmartDeviceBox 已插入。

重置连接。

该通知提示路由器或互联网存在问题。

SmartDevice（智能设备）功能不是在任何国家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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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报警

报警信息

设备门打开的时间曾长于 60 秒。

行动

关闭设备门。

开门报警

触摸

温度报警

内部温度太高。

触摸 
(当继续报警时再次触摸)

行动

检查储藏食品的质量。

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报警显示将熄灭。

触摸
温度报警

触摸

电源报警

曾断过电。

触摸

如果内部温度太高的话。

触摸

触摸

行动

检查储藏食品的质量。

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报警显示将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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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停止

电子部件故障。.

触摸

行动

联系客服人员，告知显示的故障代码。

触摸

电子部件故障报警

触摸

按住约 2 秒钟，以再次读取故障代码。

连接错误

触摸

行动

联系客服人员，告知显示的故障代码。

触摸 젯 믐

믐 XX0000 
헝젬 륩。

连接中断。
无需转存冷藏物品。

直至售后服务人员消除错误，否则菜单中
一直显示连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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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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T 9175 EWT 9275
酒瓶数量 酒瓶数量

共 75 瓶 共 100 瓶

 注意

每个木制贮存架的最大负载为 2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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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

贮存架

横板可以拆卸下来，以便存放较大或较小的酒瓶。

抬起横板后端（1），并抽出（2）。

布置横板，以摆放最大数量的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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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 瓶架

托盘可以抽出来，摆放物品。. 为了摆放最大数量的酒瓶，可以使用随同供货的瓶架。.

将瓶架摆放在横板之间（1），转动（2），向

外推移（3）。

然后将瓶架推至图中所示

的 X= ~ 80 mm 的

位置上。

合理摆放瓶架，以放置最大数量的酒瓶。

EWT 9175 EWT 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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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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木制存酒架，从侧面轻轻挤压（1），向上抬起（2），并向

前拉出（3）。

在后面放上木制贮存架（1），沿轨道向后推移（2），在最后端卡住（3），

并向下压（4），直至木制贮存架卡进轨道中（5）。

取出木制贮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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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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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后要用布擦干所有清洁过的表面。

• 请勿损坏或撕下设备内部的铭牌，这对客服人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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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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托盘 装上托盘

要取下托盘，首先要取下托盘上面的木制贮存架。

将托盘上面的贮存架放进去。

将托盘拉出一点（1），前面向上抬，脱开磁力连接，并向前拉出来（3）。

将托盘放到轨道上，托盘底部的螺钉必须卡到轨道中，才能准确定位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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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维护作业的时间不受预定的

周期的影响。维护菜单包括以下

步骤。 

维护菜单

整体清洁

为了全面维护设备。

返回主菜单。

新的空气滤清器 
用以重置维护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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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新的空气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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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至少在规定的维护周期内更换它。

触摸

通知

朝逆时针方向转动盖板并将它移除。

朝逆时针方向转动空气滤清器

并将它取出。

插入新的空气滤清器并朝顺

时针方向旋转，直至它卡入

到位。

插入盖板并朝顺时针方向旋转，直至它卡入到位。

按住约 2 秒钟
 

空气滤清器的维护周期被重置。

朝左移动两次。

触摸，以离开菜单。

EWT 9175 EWT 9275

EWT 9175 EWT 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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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滤尘器

至少在规定的维护周期内清洁底座区域内的滤尘器。

取出通风栅格。

用吸尘器吸净滤尘器中的灰尘。

安装通风栅格。

附加功能

触摸

朝右移动。

按住约 2 秒钟

手动激活除霜功能

重置到出厂设置

DemoMode

朝左或朝右移动。

输入代码 151。

如果输入的代码错误， 

显示将换回到设备信息。

通过菜单导航。

要严格检查，确保设备的空气隔离件和柜门的空气隔离件之间无
缝隙。

重要提示
如果通风栅格安装错误，就会形成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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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

手动除霜

本设备会自动除霜。进行服务作业时，可以手动激活除霜功能。

给蒸发器除霜后，设备恢复正常运行。

朝左移动。

重置

可以利用该功能将电子控制器重置到出厂预设值。

触摸

按住约 2 秒钟

移动到所需语言并触摸

移动到所需的温度单位并触摸

触摸

设备现在位于正常
运行状态。

EWT 9175 EWT 9275

或

或

滑动到需要调节的冷藏区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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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DemoMode

触摸

朝右移动。

按住约 2 秒钟

朝左或朝右移动。

输入代码 151。

DemoMode 已取消。

按住

1 秒钟后显示屏显
示

EWT 9175 EWT 9275

DemoMode

可以激活 DemoMode (演示模式)，以便在展会上或在销售大厅内

能像在正常运行时那样展示设备。

触摸

激活 DemoMode

DemoMode 已激

活。 

冷却回路已关闭！

EWT 9175 EWT 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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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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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备不工作，请检查：

– 设备是否已启动？

– 是否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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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备的噪音太大，请检查：

– 设备是否被牢固地固定在地面上了？

– 设备旁边的家具或者其他物品是否受设备的影响而引起振动？请

注意，设备制冷回路系统发出的噪音无法被消除。

• 设备冷藏温度不够低，请检查：

– 根据“设置温度”部分的设置情况，设置了正确的值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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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备放置位置是否离热源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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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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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描述”部分。

停用设备

如果长期不用，请关闭设备的电源，拔出插头，
也可以断开或拧出保险丝。清洁设备，把柜门打
开，以防产生令人不适的气味。

该设备符合相关的安全规定以及第 2014/35/EU, 2014/30/EU, 
2009/125/EG 与 2011/65/EU号欧盟指令。

质保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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