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 速 指 南| 洗
重要提醒

步骤 1

该快速指南包括所有洗衣机和Candy

在应用商店下载Candy simply-Fi App。

更多关于洗衣机和手机连接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andysmarttouch.com/how-to。在

衣 机 注 册

官网上观看洗衣机注册的视频教程，查看常见问题答疑和下载用户手册。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打开 Candy simply-Fi App，点击“注

在主页上，点击洗衣机的图标，然后点击

选择洗衣机的购买日期（日/月/年），然后点

App 将会提示你在洗衣机控制面板上是否看

册”，填写个人用户信息。接受隐私政策并正

“是”。

击“下一步”。

到 Smart Touch 的图标。

simply-Fi App连接的步骤。
为了能使用Smart Touch的全部功能，我们建
议您使用配置了NFC功能的安卓手机。
对于没有NFC功能的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除

注意-App只可以在安卓（4.4版本或更高）和
iOS（8.0版本或更高）系统上运行。
请确保网络连接正常。

了步骤6和步骤7外，其他所有步骤相同。如
果使用没有NFC功能的手机，请按照步骤6

如果你使用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

（没有NFC）和步骤7（没有NFC）进行连

请打开手机的“设置”菜单，开启 NFC 功

接。

能。

注意-只有使用配置NFC功能的安卓智能设备
进行连接，才能使用Smart Touch的所有功
能，如下面列表所示：
有NFC功能的安卓智能

操控洗衣机+内容显

手机

示

没有NFC功能的安卓智
能手机

只显示内容

安卓平板

只显示内容

苹果手机和平板

只显示内容

注意- 对于不同的智能手机和不同的安卓操作
系统，打开 NFC 功能的方法可能不同。详细
的开启方法请查看智能手机的说明书。
注意-为了更好地把洗衣机和 App 连接起来，
我们建议您开启手机的语音识别功能和振动功
能。

确填写所需的信息。

点击“是的，我能看到这样的图标”。

注意-点击“演示模式”按钮，可以离线体验

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 跳到步



所有 Smart-Touch 和 Wi-Fi 的功能。

骤6


其他没有 NFC 功能的设备  跳到步骤
6（没有 NFC）

步骤 6

步骤 7

步骤 6（没有 NFC）

步骤 7（没有 NFC）

步骤 8

步骤 9

将你的智能手机靠近洗衣机控制面板上的

保持手机在 Smart Touch 图标上不要移到，

如果你使用没有 NFC 功能的设备来注册洗衣

手动输入 16 位产品序列号，你可以在洗衣机

App 自动识别产品序列号和洗衣机的型号名

查看你新注册的洗衣机是否有其他优惠活动

直到数据传输完毕（过程持续几秒钟）。

机，App 会提示你停止注册，并建议你用一

背面的铭牌上找到序列号。

称。

（例如针对该型号可延长保修时间等）。

Smart Touch 图标，App 自动读取洗衣机的

台带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重新下载

生产序列号。
注意-如果你不清楚手机上 NFC 天线的位置，
建议你在 Smart Touch 图标上以圆形轨迹慢
慢移动手机，直到 App 和洗衣机有数据传
输。
如果一直没有数据传输，请耐心重复几次。或
者点击“任何问题？”，手动输入洗衣机的生
产序列号。

跳到步骤 8

点击“现在查看”或者“以后查看”，然后按

App 并进行注册。

点击“下一步”

如果你不需要，请点击“否”。

跳到步骤 8

点击“确认”。

App 提示的步骤继续操作。
洗衣机的注册过程完成。

快 速 指 南| 语
语音助手

更多关于洗衣机和手机连接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andysmarttouch.com/how-to。在

音 助 手

官网上观看洗衣机注册的视频教程，查看常见问题答疑和下载用户手册。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按第一页洗衣机注册指南的步骤注册你的Smart

仔细浏览语音助手的功能介绍，然后点击

点击麦克风图标。

当屏幕显示“开始说话”的提示时，请按顺

只有系统清楚识别后才会出现相关的词语。在

Touch洗衣机。

“好的”

序说出你要洗的衣物种类或者面料种类，说

这些词语中，只有关键的词语才能被识别，从

话时避免停顿和其他不必要的细节。

而选出正确的程序。

此快速指南部分展示如何使用语音助手。只
需要输入三段简单的语音即可智能选择合适
的程序。
衣物或者面料种类
衣服颜色
脏污程度
最符合你要求的洗衣程序。
注意-语音助手只适用于带有NFC功能的安卓
智能手机，并且安装使用Candy Simply-Fi
App。
请记得通过手机的“设置”菜单打开 NFC 功
能，并且确保网络连接正常。
对于不同的智能手机和不同的安卓操作系

注意-语音助手只设别你手机上设置的语言种
打开Candy Simply-Fi App，进入洗衣机页

准备你需要清洗的衣服。

类。

面，点击右上角麦克风的图标。

当系统听写完成后，将自动进入下一步。
注意-为了得到最好的洗涤效果，我们建议您

统，打开 NFC 功能的方法可能不同。详细的
开启方法请查看智能手机的说明书。

例如：
你说出：“牛仔裤，棉布，家庭”




根据不同的面料，颜色和脏污程度对衣服进

请避免有其他背景杂音，就跟说话时的停顿

行分类。

一样，即使很短，也可能会影响系统对单词

此外，请确认衣服是否可以机洗。如果不太

的识别。

确定，请参考衣物上吊牌或标签说明。

系统显示：“牛仔裤，棉布，家庭”

只有“牛仔裤”和“棉布”成为关键词；而
“家庭”即使被识别出来，也会被系统忽略。
如果正确，点击“确认”。如果有错请点击
“重试”，重新说出衣物种类或面料的名称。

步骤 6

步骤 7

步骤 8

步骤 9

注意事项

其他语言版本

语音助手：


语音助手无法识别任何语音输入 请重

CS

DE

EL

EN

ES

FR

PT

RU

ZH

复你说的词语，表达更加清楚一点，或
者尝试说其他同义词。


IT

NL

PL

衣物种类或者布料识别冲突  你洗涤太
多不同种类的衣物了。请选出其中最精
细的衣物，然后再说一次。



多种衣物种类或者布料类型之间区别很
大  系统选出的程序首先是最大程度保

按照步骤 3 和 5，继续选择衣物的“颜

按照步骤 3 和 5，继续选择衣物的“脏污程

如果所有语音输入是正确的话，语音助手将

回到 App 界面，点击：

色”。

度”。

会选择最适合你要求的洗涤程序。

 开始 立即开始洗衣程序
 预约开始 设置开始时间或者结束时间

注意-请只说出一个脏污程度等级，例如不太

将要洗的衣服放入洗衣机，关上机门。然后

将手机靠近洗衣机控制面板上的 Smart

脏、一般脏、很脏、非常脏的其中一个。

放入适量的洗涤剂，把旋钮拧到 Smart

Touch 图标，把洗衣命令传输到洗衣机上。

否则，系统将会选择最高的脏污等级。

Touch 的位置。

洗涤程序结束后，把旋钮拧到关闭的位置。

护你的衣物，所以为了保证最好的洗涤
效果，我们建议你挑选出最精细的衣
物，然后重复整个语音选择过程。

http://candysmarttouch.com
/quick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