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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2 冷媒設備使用維護注意事項：
使用本冷氣前，請仔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 本產品使用 R32 環保冷媒，此冷媒具有輕度可燃性且可能無味，在特定情況下有燃燒或

爆炸的危險，安裝、維修及拆裝前，請詳閱安裝使用手冊，並確實遵守注意事項。 

★ 本產品不能在有連續性火源的房間內使用 (如：明火、瓦斯爐、電暖爐、煤油爐等)。 

★ 請勿使用任何方法加速除霜過程或對結霜清理。 

★ 安裝時管路需防護，以免損傷。 

★ 安裝後需進行檢漏測試。 

★ 禁止在連接管上鑿洞或用火燒連結管。 

★ 本產品需由經過可燃性冷媒訓練之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安裝及維修，自行安裝或拆裝或維

修產品可能會造成火災、觸電及漏水等事故。 

★ 設備使用上有任何問題，請與原廠或原廠授權服務單位聯絡。 

★ 本產品必須在要求最小房間面積以上使用，最小房間面積請見以下表格： 

R32 充填量(kg)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 

最小房間面積(m2)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 

R32 充填量(kg)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最小房間面積(m2) 1.9 2.0 2.0 2.8 3.1 3.4 3.8 4.2 4.6 5.0 5.5 6.0

警告：本圖形表示本設備使用可燃性冷媒。 

如果冷媒洩漏並暴露於外部點火源，則有起火的風險。 

注意：本圖形表示應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 

注意：本圖形表示維修技術人員應參考安裝說明書使用本設備。 

注意：本圖形表示有使用說明書或安裝說明書等可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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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2 冷媒設備使用維護注意事項：

維修前注意事項 

1. 檢查維修面積與房間空間是否符合最小安裝空間要求，只能在符合最小安裝空間的房間

內進行維修。

2. 檢查維修區域是否通風良好，過程中需保持良好的通風狀態。

3. 檢查維修區域是否有火源或潛在的火源，維修區內不允許有火源且禁止吸菸。

4. 檢查冷氣機相關標示是否良好，必要時請更換模糊不清或損壞的相關警告標示。

5. 維修過程中若需焊接，請依照以下流程進行：

a. 關閉冷氣機並切斷電源→於通風處排放冷媒→抽真空→用氮氣清洗管路。

b. 切割或焊接銅管→拿到通風處的維修地點進行焊接。

6. 需確保抽真空時，真空泵浦出口處沒有任何明火且通風良好。

7. 使用 R32 冷媒時，不可使用鉛錫合金的低溫焊接方式做為管路連接使用。

充填 R32 冷媒注意事項 

1. 充填 R32 冷媒時，應使用專用的充填設備，確保不會混合到其他不同的冷媒。

2. 充填 R32 冷媒時，冷媒灌應直立，不論是否完成充填，請於系統上貼上標籤紀錄。

3. 請依照規格銘版上標示的冷媒量充填，不要過量。

4. 冷媒充填完成後，請確實檢漏後再進行測試運轉。

回收 R32 冷媒注意事項 

1. 無論維修或拆除冷氣機，最安全的做法是將管路系統內冷媒完全清除。

2. 將冷媒回收於鋼瓶前，需確定鋼瓶的設計是用來回收冷媒，且需有標籤可以辨識。

3. 鋼瓶的設計需有洩壓閥及關斷閥，回收前鋼瓶內需為真空狀態。

4. 回收冷媒設備需備有操作手冊及完善的工作流程下進行，請確認回收設備適用 R32 冷媒

回收使用，且操作回收設備時操作手冊需備在手邊。

5. 回收過程中使用的軟管及接頭需確認其無洩漏，過程中周遭不允許有火源。

6. 若回收冷媒至冷媒供應商的回收鋼瓶，請注意相關廢棄物法規，不得隨意棄置。

7. 回收過程中請注意，不能在鋼瓶中混合其他不同的冷媒。

8. 若要拆除壓縮機或洩除冷凍油，請先將管路系統抽真空，讓 R32 冷媒不會殘留在冷凍油

中，此過程請在拆除壓縮機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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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明書中所有的示意圖是為了解
釋為目的，與您所購買的機器外觀
可能有差異，請依您所購買的實物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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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離子功能指示燈 (只適用部分機型)

除霜指示燈 (只適用部分機型)



性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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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乾燥防霉功能執行時，面板會顯示"SC"碼 (非故障現象)。
2.暖房運轉而系統執行"除霜"功能時，面板會顯示"dF"碼 (非故障現象)。
3.暖房運轉而系統執行"防冷風"功能時，面板會顯示"cF"碼 (非故障現象)。
4.按壓機體上應急鍵使系統進入"強制冷房"狀態，面板會顯示"FC"碼 (非故障現象)。
5.上表中各種故障代碼的優先順序為：內機故障E0、E2、E3、E4、E5，通訊異常E1，
    室外機故障EC、F0、F1、F2、F3、F4、F5、F6 (內機)、P0、P1、P2、P3、P4、P6。
6.當同時發生2個(或以上)故障時，系統會先顯示順序優先的故障碼，待此故障排除後33秒，
    另一個故障碼再顯現 (第3個故障碼在第2個故障碼排除後33秒顯示……以此類推)。



21.設計配管長度建議在7m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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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氣閥連接
需在室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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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液氣閥連接在室內側，
需另外加裝符合ISO14903
規範之銅接頭(另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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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機外觀尺寸如下： 

能力 

(kW) 

室外機尺寸 

(W x H x D) mm 

固定腳孔距 

A (mm) 

固定腳孔距 

B (mm) 

2.3~4.1 770 x 555 x 300 487 298 

5.0~8.0 845 x 705 x 360 540 350 

8.5~9.0 945 x 810 x 410 673 403 

室外機與室內機最大管長限制： 
能力 (kW) 最大管長 (m) 最大高低差 (m) 補充冷媒量 (g/m) 

2.3~4.1 15 7 12 

5.0 15 7 12 

7.2~8.0 20 10 12 

8.5~9.0 20 10 24 

註：若配管長大於 5m，需額外充填 R32 冷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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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 

單元Ｕni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六價鉻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聯苯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遙控器元件 ─ ○ ○ ○ ○ ○ 

室內機元件 ○ ○ ○ ○ ○ ○ 

內機電路板 ─ ○ ○ ○ ○ ○ 

內機馬達 ○ ○ ○ ○ ○ ○ 

室外機元件 ○ ○ ○ ○ ○ ○ 

外機電路板 ─ ○ ○ ○ ○ ○ 

外機馬達 ○ ○ ○ ○ ○ ○ 

備考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量超出百分比含量基準值。 

備考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量未超出百分比含量基準值。 

備考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Declaration of the Presence Condition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s Marking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Note 1：“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Note 2：“○”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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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99-958

桃園市桃園區育樂街18-4號 台南市歸仁區和順路二段151巷2號

(05)284-1343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街10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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