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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產品之前，請閱讀本手冊。
•• 本手冊說明室內機的基本操作方法，此室內機使用BRC1H61W/BRC1H61K遙控器。請將本手冊放置
於便於取得的位置，並隨時參閱。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公司網站上的BRC1H61W/BRC1H61K操作手冊。•
另外，有關遙控器操作以外的其他說明，請參閱室內機隨附的操作手冊。

按鈕位置與說明

以圖示顯示目前的狀態。

關於資訊畫面上的圖示
顯示的項目會依據您使用的室內機而有不同。

圖示 名稱 說明
資訊 表示資訊畫面。

主/副遙控器 會在使用主/副遙控器時顯示。
1=主、2=副

藍牙* 表示遙控器正在與行動裝置進行通訊，以便使用應用程式。

時鐘未設定 表示時鐘需要再次設定。

舒適運轉 表示目前室內機在舒適運轉下運轉。

集中控制 表示目前系統由集中控制設備（選購配件）控制，遙控器的
控制功能會受到限制。

切換功能受到控制 
（僅限VRV）

有顯示：
遙控器沒有主控權。
無法選擇製熱/製冷運轉。
閃爍：
此系統中沒有任何遙控器具有主控權。••
此時可設定主控遙控器。
未顯示：
遙控器具有主控權。
可選擇製熱/製冷運轉。

備用 表示正在執行備用運轉。

省電 表示目前的系統耗電量受到限制，正在以有限的容量進行運
轉。

個別氣流方向 表示已啟用個別氣流方向。

測試運轉 表示測試運轉模式已啟動。

除霜/熱啟動 表示除霜/熱啟動模式已啟動。

自潔濾網運轉 表示自潔濾網運轉已啟動。

檢查 表示室內機或室外機正在接受檢查。

定期檢查 表示室內機或室外機正在接受檢查。

通風運轉 表示正在執行通風運轉。

警告 表示發生錯誤，或室內機組件需要維護。

*••Bluetooth®文字標記與標誌為Bluetooth•SIG,•Inc.•之註冊商標，大金工業已取得使用前述標記之授
權。其他商標與商業名稱皆屬於其擁有者。

��請一併參閱室內機隨附的安裝手冊。

安裝遙控器之前，請務必仔細閱讀本“安全注意事項”。

•• 本手冊將注意事項分為警告和注意兩類。•
請務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項：每個項目對於確保安全而言都非常重要。

警告 表示潛在危險的狀況，若未避開，可能會造成死亡或嚴重受傷。

注意 表示潛在危險的狀況，若未避開，可能會造成輕度或中度受傷。
它同時也用於警示不安全的做法。

•• 完成安裝之後，請進行測試運轉以檢查是否有故障，並以操作手冊做為輔助工具，向顧客解釋如何操
作及清潔遙控器。請顧客將安裝手冊與操作手冊放在一起，以供未來參考。

 警告
要求您的經銷商或合格人員執行安裝作業。
請勿嘗試自行安裝遙控器。
不當的安裝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請洽詢當地經銷商有關重新配置及重新安裝遙控器的作業。
不當的安裝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請按照安裝手冊的指示進行遙控器的安裝作業。
不當的安裝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進行安裝作業時，請務必使用指定的配件和零件。
若未使用指定的零件，可能會導致遙控器掉落、觸電或火災。

請將遙控器安裝於可承受其重量的基座上。
強度不足可能會導致遙控器掉落並導致受傷。

請確定所有電氣作業皆由合格人員依照適用的法規（註1）及本安裝手冊，使用獨立的電路執行作
業。
另外，如果電線過短，請務必使用長度足夠的電線，切勿連接其他電線來達到足夠的長度。
電源電路容量不足或電氣結構不當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註1）••適用的法規乃指“與特定產品或領域相關且適用的所有國際、國家及地方指令、法律、法規

及/或規則”。

進行安裝作業之前，請關閉電源。
觸碰帶電部位可能會導致觸電。

請勿拆解、重組或維修。
否則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請確定所有電線皆已確實固定，請使用指定的電線，並確定沒有外部力量作用於端子連接部位或電
線。
不當的連接或固定可能會導致過熱或火災。

材料的選擇及安裝方式皆必須符合適用的國家及國際標準。

 注意
為避免水或昆蟲進入而導致觸電，請以補土填滿電線孔。

請勿在手部潮濕時進行操作以避免觸電。

請勿用水清洗遙控器。
否則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安裝空調、電源線、遙控器電線及傳輸線時，必須距離電視機或收音機1m以上，以避免影像干擾或
雜訊。
（依據無線電波而定，距離1m有可能不足以避免雜訊發生。）

請勿將遙控器安裝於以下場所：
1.• 有油煙、油霧或蒸汽的地方，例如廚房。•
樹脂零件可能會因此變質並脫落。

2.• 會產生腐蝕性氣體（例如亞硫酸氣體）的地方。
3.• 有機器發出電磁波的地方。•
電磁波可能會干擾控制系統，並導致設備故障。

4.• 可能會洩漏易燃氣體的地方，空氣中有碳纖維或可燃粉塵懸浮物的地方，或處理稀釋劑或汽
油等揮發性易燃物的地方。•
在這些情況下操作設備可能會導致火災。

5.• 高溫區域或熱源附近。•
這些地方可能會導致過熱或火災。

6.• 潮濕區域或可能浸入水中的地方。•
如果有水進入遙控器內部，電氣組件可能會發生故障。•
這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使用遙控器的恆溫器感測器時，請考量以下因素以選擇安裝位置。
•• 可偵測到室內平均溫度的地方。
•• 不會受到陽光直射的地方。
•• 遠離熱源的地方。
•• 不會因為開關門等因素而受到室外空氣影響的地方。

維護機組與液晶顯示器
•• 如果液晶顯示器和遙控器表面髒污，請使用乾布擦拭。
•• 如果無法去除表面的髒污，請將布浸入以水稀釋的中性清潔劑中，用力將布擰乾，然後清潔
表面。以乾布擦拭表面。
•• 請勿使用非中性清潔劑或有機溶劑（酒精消毒劑、苯、油漆稀釋劑等）。•
這可能會造成破裂、觸電或火災。

 注意
請勿使用任何油漆稀釋劑、有機溶劑或強酸。

繁體中文

+-

型號：BRC1H61W/BRC1H61K

選擇/啟用/設定按鈕
從主畫面進入主選單。
從主選單進入子選單之一。
在各個子選單中啟用運轉/通風模式。

開/關按鈕
按下此按鈕可開啟系統。
再次按下此按鈕可關閉系
統。

瀏覽/調整按鈕
向右瀏覽。
調整設定。

瀏覽/調整按鈕
向左瀏覽。
調整設定。

狀態指示燈（LED）
操作過程中，螢幕周圍的燈
環將會亮起藍/紅/綠色。
亮起藍色：運轉中、•
閃爍紅色：發生錯誤、•
亮起/閃爍綠色：藍牙連線中

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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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與功能

畫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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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畫面說明

a 關閉
•• 於運轉停止時顯示。

b 錯誤/濾網/測試圖示
•• 顯示錯誤、濾網及測試圖示。•

：錯誤• ：濾網• ：測試

c 集中控制
•• 於集中管理時顯示。

d 運轉模式
•• 顯示目前的運轉模式。

e 通風模式

f 室溫
•• 顯示目前的室溫。

g 舒適運轉
•• 於舒適運轉運作時閃爍。
•• 於舒適運轉設定時顯示。

h 藍牙
•• 表示遙控器正在與行動裝置進行通訊，以便
使用應用程式。

i 切換功能受到控制
•• 當遙控器未獲得授權以選擇製熱/製冷運轉
時顯示。

j 華氏/攝氏
•• 可依據設定選擇顯示華氏/攝氏。

k 空氣清淨

l 設定溫度
•• 顯示設定的溫度。

m 時鐘（顯示24小時制的時間）

n 主/副遙控器符號

o 狀態
•• 通知狀態。

p 顯示錯誤
•• 如果發生錯誤，將會顯示圖示、錯誤碼及機
組編號。

q 資訊圖示

r 設定選單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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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畫面

12:34

室內機功能列表、目前時間及錯誤碼等，
會以圖示顯示。
有關各圖示的意義，請參閱本說明書的正
面。

使用者選單

使用• •或• •選擇您要變更為哪個圖示，然後按下• 。
您可以變更基本功能，例如運轉模式、風扇速度、氣流、狀態指示燈（LED）的亮度，以及顯示華氏/攝氏。

變更運轉模式

使用• •或• •選擇您要變更為哪個運轉模式，然後按下•
。

自動 製熱 製冷

風扇 除濕

變更風扇速度

使用• •或• •選擇您要變更為哪個風扇速度等級，然後按
下• 。

自動

Lv.5（高）

Lv.1（低）

Lv.4

Lv.2

Lv.3（中）

變更氣流方向

使用• •或• •選擇您要變更為哪個氣流方向，然後按下•
。

位置0

擺動

位置1

位置4

位置2 位置3

自動

本節的說明只是範例。可設定的項目會依據您使用的室內機而有不同。
如果超過10秒鐘未操作任何按鈕，畫面將會返回主畫面。

依據所連接的機型而定，部分項目可能不會顯示。

使用• •或• •選擇• ，然後按下• 。 按下• 。

按下• 。

按住• •5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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