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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pressing this button 2 seconds can cancel 
this function.







在本手冊內，您會發現許多有關如何正確使用和維護空調器的有用提示。
您只要做一點預防性護理，就能在空調器的使用壽命期節省大量的時間和
金錢。在故障排除提示表中，您可以找到許多常見問題的答案。如果您先
查看我們的故障排除提示表，您可能不需要致電尋求服務。

● 8歲及以上的兒童和身體、感官或心理能力下降或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可
    使用本空調器，前提是他們已接受有關安全使用本空調器的監督或指導，
    並了解所涉及的危險。兒童不得玩耍本空調器。未經監督，兒童不得進行
    清潔和用戶保養。（適用於歐洲國家）
● 本空調器不適用於身體、感官或精神能力下降或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員
  （包括兒童），除非他們已經由負責其安全的人員對空調器的使用進行了
     監督或指導。（適用於歐洲以外其他國家）
● 應監督兒童以確保他們不玩耍本空調器。
● 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造商、授權的維修中心或合資格人士更換，以
    避免危險。
● 空調器的安裝應符合國家鋪線規定。
● 不得在潮濕的房間（如浴室或洗衣間）操作空調器。
● 帶電加熱器的空調器與可燃物之間至少有1米的空間。
● 聯繫授權維修技術人員維修或保養本空調器。
● 聯繫授權安裝人員安裝本空調器。
● 如果“用戶使用說明書”和“遙控器使用說明書”功能說明之間有很大差
    異，應以“用戶使用說明書”的描述為準。
● 如果空調器在使用過程中被撞倒，立即關閉空調器並將其從主電源上拔下。
    檢查空調器，以確保沒有損壞。如果懷疑空調器損壞，聯繫技術人員或維
    修中心尋求幫助。
● 在雷暴期間，必須切斷電源，以免雷擊損壞機器。
● 為了減少火災或觸電的風險，請不要使用任何電晶體控速裝置控制該風扇。
● 不得在地毯下鋪設電源線。不得用地毯、家飾布或類似的覆蓋物覆蓋電源
    線。不得在傢具或電器下面鋪設電源線。將電源線鋪設在遠離公共區域的
    地方以避免有人被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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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線

E-地線，黃色/綠色
N-中性線，藍色
A-火線，棕色

牆壁插座 開關

使用

清潔與維護

工作條件



空調器部件示意圖



可能有所

操作說明

操作

通風操作指南



電源(POWER):

模式(MODE):

▲調高溫度:

▼調低溫度:

按電源(POWER)按鈕開啟/關閉空調器。

（空調器的定時模式包含自動關機功能）

按下模式（MODE）按鈕選擇適當的操作模式。模式選擇包括AUTO（自動）、

COOL（製冷）、FAN（風速）和DRY（抽濕）。模式（MODE）按鈕旁邊的

綠色指示燈將點亮，以標識所選的模式。當空調器處於DRY（抽濕）和AUTO
(自動) 模式時，風速無法調節。在DRY（抽濕）模式下，風速為LOW（低速）；

在AUTO（自動）模式下，風速為MED（中速）。

按▲按鈕提高空調器的設定溫度。每次按下按鈕，溫度都會升高1°C（攝氏度）。

最高設定為30°C。

按▼按鈕降低空調器的設定溫度。每次按下按鈕，溫度都會降低1°C（攝氏度）。

最低設定為17°C。

風速 (FAN):

擺風 (SWING):

按下風速（FAN）按鈕以激活風速設定。每按一次該按鈕將在HIGH（高速）、

MED（中速）、 LOW（低速）風速選項之間交替。風速（FAN）按鈕選項旁邊

的綠色指示燈將點亮，以標識所選的風速。

按下擺風（SWING）按鈕以激活自動搖擺功能。擺風（SWING）按鈕旁邊的綠

色指示燈將點亮。垂直導風葉將前後擺動（左右擺動），自動交替吹掃空氣，以

達到舒適製冷效果。要停止搖擺功能，請再次按擺風（SWING）按鈕，該按鈕旁

邊的綠色指示燈將熄滅。按下擺風（SWING）按鈕2秒鐘將激活睡眠（SLEEP）
模式，可以降低噪音並營造舒適的睡眠環境。

定時(TIMER):

首先按下定時（TIMER）按鈕，按鈕旁邊的綠色指示燈亮。它指示自動開機模式

已啟動。按住（▲）或（▼）按鈕更改定時的時間，以0.5小時為增量，最多10小
時，然後以1小時為增量，最多24小時。

操作說明



抽濕(DRY):

在抽濕（DRY）模式下，空調器通過除濕方式降低房間濕度。

製冷(COOL):
溫度設定範圍在17°C至30°C之間。當室溫比設定點高1°C時，製冷自動開始；

當室溫比設定點低1°C時，製冷停止。風扇將繼續運行。

自動(AUTO):

在自動（AUTO）模式下，風速為MED（中速）。（部分沒有MED（中速）的

型號，在自動（AUTO）模式下風速為HIGH（高速）。）空調器將根據實際和

所需室溫之間的溫差在適當的風速（FAN）或製冷（COOL）模式下運行。如果

實際室溫比設定溫度高2°C，空調器將以製冷（COOL）模式運行。當實際室溫

不高於設定值2°C或更高，且不低於設定值1°C或更低時，空調器將以風速

（FAN）模式運行。

注意：如果空調器以自動（AUTO）模式運行時激活睡眠（SLEEP）模式，風速

      將立即變為LOW（低速）。

睡眠(SLEEP):
按下擺風（SWING）按鈕2秒鐘以激活/關閉睡眠（SLEEP）模式。

在製冷（COOL）模式下，激活睡眠（SLEEP）模式後，製冷溫度設置點將每小

時增加1°C。兩小時後，設定點將不會更改，並且風速將保持在LOW（低速）。

注意：在自動（AUTO）模式下激活睡眠（SLEEP）模式時，設定溫度不會隨時

      間改變。

注意：如果發生以上任何一種故障，關閉空調器，並檢查是否有障礙物。重新

      啟動空調器，如果故障仍然存在，關閉空調器並拔下電源線。聯繫製造

      商或其服務代理商或合資格人員以進行維修。

空調器顯示屏上的故障代碼顯示：

顯示室內溫度傳感器故障

顯示蒸發器傳感器故障

顯示冷凝器傳感器故障

防霜保護（關閉空調器並重新啟動以恢復正常操作）。



遠程顯示的是其位置的實際溫度。遙控器將每3分鐘發送一次此信號到空調器，

直到再次按下Follow Me按鈕。如果空調器在任何7分鐘間隔內未收到Follow Me
信號，則空調器會發出蜂鳴聲以指示Follow Me模式已結束。

空調器顯示屏上的故障代碼顯示：

   顯示室內溫度傳感器故障

   顯示蒸發器傳感器故障

   顯示冷凝器傳感器故障

注意：如果發生以上任何一種故障，關閉空調器，並檢查是否有障礙物。重新啟

      動空調器，如果故障仍然存在，關閉空調器並拔下電源線。聯繫製造商或

      其服務代理商或合資格人員以進行維修。

   防霜保護（關閉空調器並重新啟動以恢復正常操作）。

請勿在沒有空調過濾網的情況下操作，避免粉塵物質進入空調器

從而影響機器運行效果。

操作說明（續）

警告



螺絲

螺絲

空調過濾網

空調健康清新網

垂直擺風角度調節（手動）

排水

适合

的



密封墊

的情况

安裝說明

選取最佳安裝位置
遮阳篷 遮阳篷

用出



註：設備可由下面的實心框
    架支撐，或由實心高架
    支架上的吊架支撐。

安裝在木框架牆、隔牆或窗戶中的
首選方法。

堅固木框架，

所有圍繞設備

排水盤

空調平衡點外支撐架

或者，可以使用如下

所示的支架。木框架牆或隔牆

外部牆框架或建築周圍的
去毛刺或密封

堅固木框架

排水盤

固定支架（每側一個）

實木支撐

如果無法提供外部支撐，則採用替代
安裝方法。

確保百葉窗
完全在牆外

木框架牆或隔牆

45°磚切割以露出百葉窗

磚牆空氣輸入

空氣輸出

空氣輸入

空氣輸入

磚牆

空氣輸入頂視圖空氣輸入

百葉窗

空氣輸出

選項B

45°磚切割以露出百葉窗

正面

最小100mm

選項A

選取最佳安裝位置

預留孔位的安裝指引

嵌入式預留孔位的安裝指引

墻體內安裝指引

外墙框架或建筑周围需
去毛刺，有空隙的地方需
要用胶泥密封





牆壁

機櫃

支承架

螺絲



故障檢修表

请
並



參數表



遙控器規格

型號

額定電壓

信號接收距離

使用環境條件

RG10F(E)/BGEF

3.0V（乾電池R03 / LR03X2）
8m
-5°C～60°C(23°F~140°F)

快速入門指南

安裝電池 選擇模式 選擇溫度

按電源按鈕 遙控器指向空調器 選擇風速

不確定功能是什麼？

不確定功能是什麼？

有關如何使用空調器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的“如何使用基本功能”和
“如何使用進階功能”部分。

● 空調器上的按鈕設計可能與所示示例略有不同。
● 如果空調器沒有特定功能，則按遙控器上該功能的按鈕將無效。
● 當“遙控器使用說明書”和“用戶使用說明書”功能說明之間有很大差異時， 
  應以“用戶使用說明書”的說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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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操作說明

插入和更換電池 使用遙控器的注意事項
您的空調器可能隨附兩顆電池（適用於
部分空調器）。使用之前，請將電池放
入遙控器中。
1.從遙控器上向下滑動後蓋，露出電
  池盒。
2.插入電池，注意將電池的（+）和（-）
  末端與電池倉內的符號對齊。
3.將電池蓋滑回原位。

電池注意事項

電池處置

使用遙控器的提示

為獲得最佳產品性能：
• 請勿混用新舊電池或不同類型的電池。
• 如果電池在2或3個月內不會使用，請
  勿將電池留在遙控器中。

請勿將電池作為未分類的城市垃圾進行
處置。參閱當地法律以正確處置電池。

• 遙控器必須在距空調器8米以內使用。
• 接收到遙控信號時，空調器會發出蜂
  鳴聲。
• 窗簾、其他材料和陽光直射會干擾紅
  外信號接收器。
• 如果使用遙控器不超過2個月，使用後
  請取出電池。

裝置符合當地國家法規。
• 在加拿大，它應符合CAN ICES-3（B）
    / NMB-3（B）。
• 在美國，本裝置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
  操作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本裝置不會造成有害干擾，並且
（2）本裝置必須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擾，
     包括可能導致意外操作的干擾。
本裝置經測試證明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
中關於B類數字裝置的限制。這些限制旨
在提供合理的保護，防止住宅安裝中的
有害干擾。本空調器產生、使用並能輻
射射頻能量，如果不按照說明書安裝和
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信造成有害干擾。
但是，不保證在特定安裝中不發生干擾。
如果本空調器確實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
造成有害干擾（可通過關閉和開啟空調
器來確定），則鼓勵用戶嘗試通過以下
一種或多種措施糾正干擾：
• 重新定向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線。
• 增加空調器和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將空調器連接到與接收器不同電路的
  插座上。
• 諮詢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
  術人員以尋求幫助。
• 未經負責符合性的一方批准的變更或
  修改可能會使用戶失去操作空調器的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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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和功能指南

在您開始使用新空調器之前，確保熟悉它的遙控器。以下是遙控器本身的簡要介紹。
有關如何操作空調器的說明，參閱本手冊的“如何使用基本功能”部分。

注意：按設定按鈕（SET）以下列順序選擇操作功能：
Fresh        →AP mode        →Fresh...
所選符號將在顯示區域上閃爍，然後按OK按鈕進行確認。
Fresh功能和AP模式不適用於本空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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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TEMP   ) 

開機定時器按鈕 (TIMER ON)

溫度   (TEMP   ) 

開關按鈕 (ON/OFF)
開啟或關閉空調器。

每按一次，升溫1°C（1°F），最高溫度為30°C（86°F）。

每按一次，降溫1°C（1°F），最低溫度為17°C（62°F）。

設置定時器定時開啟冷氣機組。（有關說明，見“如何使用基本功能”）。

用於復原當前設定或重新開始之前的設定。

用於確認選擇的功能。

模式按鈕 (MODE)
連續按此按鈕將依次進入以下運行模式：
自動AUTO → 製冷COOL → 抽濕DRY → 製暖HEAT → 送風FAN
注意：單製冷空調器無HEAT(製暖)功能。

風速按鈕 (FAN SPEED)

連續按下將依次選中以下風速檔：
自動AUTO → 低風LOW → 中風MED →高風HIGH

快捷按鈕 (SHORTCUT)

OK按鈕 (OK)

啟動和停止水平導風板移動。按住2秒鐘以啟動垂直導風板自動搖擺功能
（只適用於部分型號）。

擺風按鈕 (SWING)

設置定時器定時關閉冷氣機組。（有關說明，見“如何使用基本功能”）。
關機定時器按鈕 (TIMER OFF)

溫度感應和室溫顯示按鈕。

用於啟用/停用睡眠功能，可保持最舒適的溫度及節省能源。

I SENSE按鈕 (I SENSE)

開啟和關閉空調器LED顯示屏和空調蜂鳴器（只適用於部分型號）。
LED按鈕

睡眠按鈕 (SLEEP)

鎖定按鈕 (LOCK)
同時按下兩個按鈕5秒鐘鎖定鍵盤。同時按下兩個按鈕2秒鐘解鎖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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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屏幕指示燈
遙控器開啟時顯示相關信息/功能符號。

Fresh功能顯示（不適用於本空調器）

睡眠模式顯示

I Sense功能顯示

無線控制功能顯示

電池電量不足檢測顯示（如果閃爍）
傳輸指示燈

點亮時表示遙控器正在

向空調器發送信號。

定時開顯示ON
當設置開機定時器
功能時將顯示。

定時關顯示OFF
當設置關機定時器
功能時將顯示。

不適用於本空調器

風速顯示
顯示選定的風速：

在自動(AUTO)或抽濕(DRY)模式
下風速將無法調節。

低風

中風

高風

自動

註：
為了清楚說明，圖中顯示了所有指示燈。但在實際操作期間，顯示屏僅顯示相關功能符號。

模式顯示

顯示當前模式，包括：

省電模式顯示

不適用於本空調器

鎖定顯示

當鎖定模式啟用時將顯示。

溫度/定時器/風速顯示

顯示預設設定溫度/風速，

或當使用定時開/定時關

功能時將顯示定時設置。

• 溫度範圍：17-30°C
• 定時設置範圍：0-24小
  時，以送風模式運行時

  將無此項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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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基本功能

注意

設定溫度

在操作之前，請確保已將空調器插上電源並接通電源。

空調器的工作溫度範圍為17-30°C（62-86°F）。您可上調或下調設定溫度，每按

一次將上調/下調1°C。

註：
1.在自動模式下，空調器將根據設定的溫度自動選擇製冷、送風或製暖功能。

2.在自動模式下，無法設定風速。

 

註：
隨著室外溫度下降，空調器的製暖功能的性能可能會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建議將此空調器與其他製暖空調器一起使用。

自動模式（AUTO Mode）

製冷/製暖模式（COOL / HEAT Mode）

抽濕模式（DRY Mode）

  選擇自動模式

（AUTO Mode）

選擇製冷/製暖模式

選擇抽濕模式 設定您想要的溫度 開啟空調器

設定溫度 設定風速 開啟空調器

設定您想要的溫度 開啟空調器

註：在抽濕模式下，由於已經自動控制風速，因此無法更改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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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風模式 (FAN Mode)

定時器功能設置

關機定時器（TIMER OFF）設定

開機定時器（TIMER ON）設定

選擇送風模式 設定風速 開啟空調器

按開機定時器

（TIMER ON）

按鈕啟動開啟（ON）

時間序列。

按溫度上調或下調

按鈕以設定啟動空

調器所需的時間。

將遙控器指向空調

器並等待1秒鐘，將

激活開機定時器

（TIMER ON）。

按關機定時器

（TIMER OFF）
按鈕啟動關閉（OFF）
時間序列。

按溫度上調或下調

按鈕以設定關閉空

調器所需的時間。

將遙控器指向空調器

並等待1秒鐘，將激活

關機定時器

（TIMER OFF）。

註：在送風模式模式下，無法設定溫度。因此，此時遙控器顯示屏不會顯示溫度。

開機 / 關機定時器 - 設置空調器定時自動開啟/關閉的時間。

註：
1.當設定開機定時器（TIMER ON）或關機定時器（TIMER OFF）時，每按一次，

  時間將增加30分鐘，最多10小時。設置10小時到24小時，每按一次按鍵將增加

  1小時。（例如，按5次獲得2.5h，然後按10次獲得5h，）超過24小時時，定時

  器將歸零。

2.通過將定時器設定為0.0h來取消任定時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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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定時器和關機定時器設置示例

請謹記，這兩個功能所設的時間均為距離當前的時間。

定時器開始 空調器開啟 空調器關閉

當前時間
下午1點

下午2點 下午3點 下午3點半 下午4點 下午5點 下午6點

2.5小時後
5小時後

示例：如果當前定時器為下午1點，則要按上述步驟設置定時器，
               空調器將在2.5h（下午3點半）之後打開，並在下午6點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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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進階功能

擺風功能 (Swing)

LED顯示屏

按下LED按鈕 按下此按鈕超過5秒鐘

（只適用於部分型號）

按下擺風按鈕（Swing）

按下擺風按鈕（Swing）時，水平導風

板將自動上下搖擺送風，再按一次使

其停止。

按下此按鈕可以打開和關閉

空調器上的顯示屏。

按住此按鈕5秒鐘以上，空調器將

顯示實際的室溫。再按5秒鐘以上

將恢復顯示設定溫度。

按住此按鈕2秒鐘以上，將激活垂直

導風板擺動功能。(只適用於部分型號)

持續按住此按鈕2秒鐘可以取消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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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功能

快捷按鈕功能

睡眠模式功能

按快捷按鈕（SHORTCUT）

空調器將以高風速運行（在壓縮機開啟時），溫度自動設定為8°C/46°F。

註：此功能僅適用於冷暖空調器。

在製暖模式下並將溫度設定為17°C/62°F時，在一秒鐘內按此按鈕2次以激活FP功能。

在操作時按On/Off（開啟/關閉）、Sleep（睡眠）、 Mode（模式）、Fan（風速）

和Temp（溫度）按鈕可取消此功能。

當遙控器打開時，按此按鈕，系統將自動返回到之前的

設定，包括操作模式、設定溫度、風速級別和睡眠功能

（如果已激活）。如果按下2秒鐘以上，系統將自動恢

復當前的操作設置，包括操作模式、設定溫度、風速級

別和睡眠功能（如果已激活）。

睡眠模式的功能用於減少睡眠時的能量消耗（不需要相

同的溫度設定也可保持舒適）。此功能只能通過遙控器

激活。睡眠模式不適用於風速模式或抽濕模式運作下。

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用戶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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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按鈕功能

或

按設定按鈕（SET）進入功能設定，然後按設定按鈕（SET）或溫度   或溫度  

按鈕選擇所需的功能。所選符號將在顯示區域上閃爍，然後按OK按鈕進行確認。

要取消選擇的功能，只需執行與上述相同的步驟即可。

連續按設定按鈕（SET）將依次進入以下運行模式：

模式

如果您的遙控器有I Sense按鈕，則無法使用設定按鈕（SET）
選擇I Sense功能。

FRESH功能    (不適用於本空調器): I Sense功能

AP功能         (不適用於本空調器):

I Sense功能使遙控器能夠測量其當

前位置的溫度，並將此信號每隔3分
鐘發送一次到空調器。

使用AUTO（自動）、COOL（製冷）

或HEAT（製暖）模式時，通過遙控

器（不是空調器本身）測量環境溫度

將使空調器優化您周圍的溫度並確保

最大的舒適度。

註：按住I Sense按鈕7秒鐘以啟動/
    停止I Sense功能的存儲功能。

• 如果存儲功能被激活，則“ On”在
 屏幕上顯示3秒鐘。

• 如果存儲功能停止，“ OFF ”在屏幕

 上顯示3秒鐘。

• 在激活存儲功能時，按ON/OFF按
 鈕，切換模式或斷電不會取消

  I Sense功能。

當啟動FRESH功能時，離子發生器通電，

將有助於淨化房間中的空氣。

選擇AP模式進行無線網絡配置。對於

部分型號，按設定按鈕（SET）將不

起作用。要進入AP模式，請在10秒內

連續按七次LED按鈕。

客戶服務中心：
電郵地址：8210service@gilman-group.com
請即上網登記：www.toolbox.hk
網址：www.gilma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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