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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使用

遙控器的使用位置

請在離冷氣機8米距離內使用遙控器，將遙控器對着

接收器。

信號被收到時將聽到蜂鳴聲。

注意

若遙控器向室內機發送信號時信號被窗廉、門或其他物品阻擋，將無法操控
冷氣機。

請防止液體滴落到遙控器上，請勿讓遙控器接受暴曬或處於高溫下。

若室內機的紅外線信號接收器被暴曬，冷氣機可能無法正常工作。

請拉下窗廉，以免接收器被暴曬。

如果其他電器對遙控器有反應，請移走這些電器或諮詢當地經銷商。

電池更換
遙控器靠兩顆乾電池（R03/LR03X2）供電，電池裝在後部，配蓋子保
護。

（1）拆取蓋子時，請按壓並下滑蓋子。
（2）取出舊電池，插入新電池，將（ + ）和（ - ）端放置正確。
（3）將蓋子滑回原位，重新裝上蓋子。

註：拆取電池後，遙控器會清除所有已有設定。插入新電池後，須重
新設定遙控器。

注意

切勿將新舊電池或不同型號的電池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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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進行處置，需單獨作為特殊垃圾進行回收和特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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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規格

型號

額定電壓

信號接收距離

使用環境條件

3.0V（R03/LR03X 2乾電池）

性能特徵

1. 運行模式：自動、製冷、抽濕、製熱（FR(X)系列無此模式）、 
  送風。
2. 24小時定時設置功能。
3. 室內設定溫度範圍：17°C~30°C。
4. LCD（液晶顯示屏）。

註：

按鍵設計可能與您所購產品有細微差別，取決於具體型號。

擁有的功能取決於各冷氣機組的設計。
若遙控器上有某項功能是冷氣機組所不具備的，則按此按鍵時，
冷氣機將無反應。

功能按鍵

按鍵
打開/關閉空調機組。

溫度 （TEMP   ）

溫度  （TEMP    ）

「模式（MODE）」按鍵

SWING）」按鍵

「方向（DIRECT）」按鍵

「睡眠（SLEEP）」按鍵

每按一次，升溫1°C，
最高溫度為30°C。

每按一次，降溫1°C，
最低溫度為17°C。

用於停止或啟動縱嚮導風板移動。

功能與「風向（SWING）」按鍵相同。 

用於啟用/停用睡眠功能，
可保持最舒適的溫度，及節省能源。

詳情請參見「用戶手冊」的「睡眠模式」章節。

註：冷氣機組以睡眠模式運行時，
若按下「模式（MODE）」、
「送風（FAN）」或「     」按鍵，
睡眠模式將被取消。

連續按此按鍵將依次進入以下運行模式：
自動 製冷 抽濕 製熱 送風

註：若您購買的空調機為純製冷機型，
請勿選擇製熱模式，純製冷型冷氣機
不支援製熱模式。

「風擺（



功能按鍵

「強勁（TURBO）」按鍵

TIMER OFF）」按鍵

LED按鍵

「快捷（SHORTCUT）」按鍵

FAN SPEED）」按鍵

TIMER ON）」按鍵  

用於啟用/停用強力製冷/製熱功能。
強力製冷/製熱功能能讓冷氣機組在
最短時間內達到預設溫度（若冷氣機
不支持此功能，則按下此按鍵時冷氣
機組將不會發生相應動作。）

可設置和啟用您喜歡的設定。

首次接通電源後，按下此按鍵，冷氣
機組將以自動模式及24°C溫度運行，
風量為自動。

打開遙控器後按下此按鍵，系統將自
動恢復先前設定，包括先前的運行模
式、設定溫度、風量和睡眠功能（如
啟用）。

按住此按鍵2秒以上，系統將自動恢
復當前運行設定，包括當前的運行
模式、設定溫度、風量和睡眠功能
（如啟用）。

連續按下將依次選中以下風速檔：

自動→低風 →中風→高風。
備註：RAC-H07FR(X)
和RAC-H09FR 機型無中風選項。 

設置定時器定時開啟冷氣機組。每按
一次，自動定時設置將增加30分鐘時
間。設置時間顯示到10h後，每按一
次，自動定時設置將增加60分鐘時間。
如想取消自動定時程序，僅需將自動
開啟時間調為0.0。

設置定時器定時關閉冷氣機組。每按一次，
自動定時設置將增加30分鐘時間。設置時
間顯示到10h後，每按一次，自動定時設
置將增加60分鐘時間。如想取消自動定時
程序，僅需將自動關閉時間調為0.0。

可開啟和關閉冷氣機的LED顯示屏。

「風速（

「開機定時器（

「關機定時器（



LCD指示燈 

註：
為了清楚說明，下圖顯示了所有指示燈。但在實際運行期間，顯示屏
僅顯示相關功能符號。

傳輸指示燈 溫度/定時顯示

鎖定顯示

風速顯示

點亮時表示遙控器正在
向冷氣機發送信號。

預設顯示設定溫度，當使
用定時開/定時關功能時將
顯示定時設置。

顯示

冷氣機組開啟時將顯示，冷氣機組關閉時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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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鎖定模式啟用
時將顯示。（本
裝置無此項顯示）

將顯示選定的風速：

當處於「自動」
風速會不顯示。
當處於自動模式
或抽濕模式時將
無此項顯示，此
時風速無法調節。

備註：以下機型無

定時開顯示    on

定時關顯示     off 

睡眠顯示

跟隨顯示

靜音顯示

模式顯示

當設置開機定時器
功能時將顯示。

當設置關機定時器
功能時將顯示。

當啟用睡眠功能
時將顯示。

表示跟隨功能已啟用。
（本裝置無此項顯示）

本裝置無此項顯示。

顯示當前模式，包括：

低風

中風

高風

自動 製冷 抽濕 製熱 送風

按鍵使用指南

自動模式

設定溫度

製冷模式

冷氣機組的運行溫度範圍為17—30°C。
您可上調或下調設定溫度，每按一次將
上調/下調1°C。
自動模式下，冷氣機組將根據設定溫度，
自動選擇製冷、送風、製熱或抽濕模式。

註：自動模式下無法設置風速。

備註：

RAC-H07FR(X)和RAC-H09FR機型無中風風速選項。

1.如欲選擇自動模式，請按「模式（MODE）」
按鍵。
2.用「溫度   （Temp    ）」或「溫度   （Temp     ）
」按鍵，設置理想溫度。
3.如欲啟動冷氣機組，請按          按鍵。

1.如欲選擇製冷模式，請按「模式

（MODE）」按鍵。

2.用「溫度 （Temp    ）」或溫度  
「（Temp    ）」按鍵，設置理想溫度。

3.如欲選擇風速，請按「風速（FAN SPEED)」

按鍵，選擇自動、低風、中風或高風。

4.如欲啟動冷氣機組，請按      按鍵。

備註：RAC-H07FR(X)和 RAC-H09FR
機型無中風風速選項。

RAC-H07FR(X)
RAC-H09FR

FR系列不支援製熱模式。

中風風速選項。

備註：FR系列不支援製熱模式。



按鍵使用指南 

抽濕模式

擺風模式

1. 如欲選擇抽濕模式，請按「模式（MODE）」按

鍵。

2. 用「溫度   （Temp    ）」或「溫度  （Temp    ）」

按鍵，設置理想溫度。

3. 如欲啟動冷氣機組，請按     按鍵。

註：抽濕模式下無法改變風速。

1.如欲選擇送風模式，請按「模式

（MODE）」按鍵。

2.如欲選擇風速，請按「風速( FAN SPEED)」

按鍵，選擇自動、低風、中風或高風。

3.如欲啟動冷氣機組，請按     按鍵。

註：擺風模式下無法設置溫度。
因此，此時遙控器LCD屏不會顯示溫度。

備註：RAC-H07FR（X）和RAC-
H09FR機型無中風風量選項。

定時功能設置：

冷氣機組擁有兩種定時功能：
開機定時器— 設置定時時間，然後冷氣機組
將定時自動開啟。

關機定時器— 設置定時時間，然後冷氣機組
將定時自動關閉。

憑 功能，可以設置一段時間，
之後冷氣機組將自動定時開啟，比如在您
下班回家時開啟。

按鍵。顯示屏將預設顯示您上一次設置的

時間和「h」（小時）。

2. 如欲設置想要冷氣機組開啟的時間，請

再次按「開機定時器（TIMER ON）」按

鍵。

3. 等待2秒，然後開機定時器功能會啟動。然

後，遙控器上的數字顯示將回到溫度顯

示。

註：此時間表示現在過後您想要冷氣機
組打開的時間。
比如，若您設置2小時定時開啟，屏幕
將顯示「2.0h」，冷氣機組將在2小時後
開啟。

示例：設置冷氣機組在2.5小時後開啟。

「開機定時器（TIMER ON）」按鍵

1. 請按「開機定時器（TIMER ON）」按

開機定時器



憑 功能，可以設置一段時間，
之後冷氣機組將自動定時關閉，比如在您
睡醒時關閉。

鍵。顯示屏將預設顯示您上一次設置的

時間和「h」（小時）。

2. 如欲設置想要冷氣機組關閉的時間，請

再次按「關機定時器（TIMER OFF）」按

鍵。

3. 等待2秒，然後定時關功能將會啟動。然

後，遙控器上的數字顯示將回到溫度顯

示。

註：此時間表示現在過後您想要冷氣機

組關閉的時間。

比如，若您設置2小時定時關閉，屏幕

將顯示「2.0h」，冷氣機組將在2小時

後關閉。

示例：設置空調機組在5小時後關閉。

註：設置10小時以內的定時開或

定時關功能時，每按一次按鍵將

增加30分鐘。設置10小時到24小
時時，每按一次按鍵將增加1小
時。超過24小時時，定時器將歸

零。

您可關閉開機或關機定時器功能，

將定時器設到「0.0h」即可。

請繼續按「開機定時器

（TIMER ON）」或

「關機定時器（TIMER
OFF）」按鈕，直至

調到理想時間。

請謹記，為這兩個功能所設的時間均為距離當前的時間。舉例而言，假設當前
時間是下午1:00，您希望冷氣機組在下午7:00自動打開，想要冷氣機組工作2小時，
在晚上9:00時自動關閉。

請遵循下述操作：

「關機定時器（TIMER OFF）」按鍵 

1. 請按「關機定時器（TIMER OFF）」按

同時設置開機定時器和關機定時器功能
關機定時器



定時開始

示例：將冷氣機組設為在6小時後開啟，運行2小時，然後關閉（見下圖）

遙控器顯示

設定為在當前時間
後6小時開啟

設定為在當前時間
後8小時關閉

冷氣機
組開啟

冷氣機
組關閉

當前時間
下午1點

下午2點 下午3點 下午4點 下午5點 下午6點 下午7點 下午8點 下午9點

6小時後
8小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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