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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了Sirocco的風扇技術及最優化的管路設計技術實現了低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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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優点

9m超遠風給屋里 遠的距離 ( 可達到距離9m ) 也能送到凉風.9m 超遠風

爲了强力快速制冷, 加寬左右出風口井利用前面上端離起的口實現了完美的3D+ 立體制冷.動化態 3D+ 立體制冷

空調按鍵部位用手指經經觸摸就能啓動.Soft 觸摸按鍵

産品時前面板采用了 高級 華貴時 施華洛世齊水晶照明 干淨透明時感覺 且從産品中折射出的美麗光芒
更能 托出空調設計的獨特施華洛世奇/水晶照明

尖端人體感知器分析室內人的位置后送出對其最恰當的風.人體感知精靈

使用了金一 (enzyme) 過濾網, 綠茶-HEPA(High-eff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過濾網,
TVF-防過敏過濾網淸除異味, 微塵甚至 等 引起過敏性反映的物質完美空氣淸新系統

空調停机后將産品內部用高溫熱風除濕, 防止細菌和 的滋生.自動殺菌干燥

低 音制冷

符合生物節律的快速制冷省電.數碼省電制冷

將空氣吸入口過濾網的灰塵自動淸潔的功能, 是壁掛型空調在世界最早的功能.
( 産品購買時已經自動設定)機器人淸掃

適合在短時間內需要强力制冷的時候使用.渦輪

在雨季潮濕的季節, 强力除濕, 提供舒話的的室內環境.梅雨季超强除濕

用殺菌處理的熱交換器表面不會沾上水滴, 從源頭上防止腐蝕和細菌繁殖, 能 更干淨
的使用空調.殺菌熱交換器

只有啓動功調時才會顯示的魔幻顯示屛與功調的前面板完美結合更强調出干淨利落的獨特設計魔幻屛

根据人體的睡眠階段精確調節制冷的尖端睡眠功能提供更深更舒話的睡眠.酷暑之夜的美夢
爲了溫差大的換季時期的健康, 話合早晩使用.健康制熱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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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使用LG 櫃式空調.
讀完說明書之后使用的話，能 便便利知安全的長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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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標示的于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項是爲了安全和正確使用産品, 事前防止預想不到的或損失.

安全注意事項

是對有危險隱患的事項或操作, 具有提醒作用的記號.
爲了避免發生危險, 請小心査看幷按照指示操作.

爲了防止危險發生而標示需要避開的使用方法的記號.

不遵守指示事項的情況下, 使用者可能有死亡或重傷的情況發生.警告

警警告告 // 注注意意內內容容

不遵守指示事項的情況下, 使用者可能有負傷或財産受損的情況發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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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請遠離火源.
容易發生火災.

사용할때

請不要在電源線上面放置重物.
有發生火災或觸電的危險.

請不要損傷電源線, 加工, 
勉强歪曲,   ,   , 塞入縫
里或加熱電源線等.
有發生火災或觸電的危險.

使用時

産品出現異常的聲音, 味道或
有烟的話請拉下主電源電閘,
然后拔下電源揷頭.
有發生火災或觸電的危險.

不要任意的改變或延長電源線.
有發生火災或觸電的危.

請使用空調專用線.
有發生火災或觸電的危險.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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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將手放進運轉中的室內
机里.
容易發生觸電及受傷或故障.

産品的熱交換器表面鋒利,
淸掃時要小心.
容易受傷.

熱交換器

控制盒盖

維修
服務中心

産品被浸水時一定要委托維修
服務中心.
容易發生火宅或觸電.

防止水進入産品內部. 特別是
不要任意分解室外机控制盒盖.
容易發生觸電或故障.

請不要直接拉下主電源電閘
關閉産品.
容易發生火宅或觸電.

使用時
請不要用濕手 觸主電源電閘.
容易發生火宅或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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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燃燒器具同時使用時, 請隨時
給室內換氣.
容易發生窒息或觸電.

淸掃時一定要拉下主電源電閘.
容易發火災或觸電.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拉下主電源
電閘.
容易發生火災或故障.

請不要讓兒童爬上室外机上面.
容易使兒童掉下來嚴重 傷.

請不要往机器上面潑水.
容易發生觸電或故障.

使用時

維修服務時一定要給拉下
主電源電閘.
容易發生觸電.

主電源電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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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風吹到的地方請不要使用
燃燒器具.
容易發生火災.

請不要在電源線上面用椅 等
盖着.
容易發生火災.

請不要在電源線附近使用加熱
用具.
容易發生火災或觸電.

使用時
産品上面不要放置盛有水的容器等.
水酒下來的時候容易發生火災或觸電.

請不要放置或使用壓力容器.
(請不要在空調旁邊使用發膠.)
容易發生爆炸或故障.



9

請避免過度的制冷, 長時間使用時戶換氣.
對健康有害.

22小小時時 11~~22次次換換氣氣

煤氣泄漏時, 在啓動机器之前先開 戶換氣.
容易發生爆炸或火宅.

請不要在進風口或出口周邊放置障碍物. 
容易發生故障或事故.

請不要使用溶劑等强力洗滌劑, 請使用柔軟
的布.
容易發生火災或産品變形.

使用時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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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表面有斑点時請用柔軟的毛巾用溫水
弄濕后擦拭.

請不要往運轉中的進風口和出風口
伸進手指或棍子.
容易受到傷害.

請不要在動植物, 精密儀器, 美術品保存
等特殊用途/場所里使用.
容易發生産損失.

請不要在産品上面放置物品
(遙控器).
容易發生産品故障或事故.

請不要强按産品的出風盖板.
容易發生故障.

使用時

熱交換器

出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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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漣接配管 , 請不要用手觸摸.
容易受到傷害.

智能淸掃中時, 請不要將手指或棍子伸向
進風口.
容易受到傷害.

請不要在机器運轉時打開前面板, 請在停止
運轉或拉下電源電閘后打開.
因爲換氣扇還在運作, 容易受到傷害.

使用時

請不要在后面推産品.
容易發生産品損傷及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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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喝從空調出來的水.
容易拉 子.

請不要在密閉的空間內長時間使用.
因爲缺少 氣, 容易造成窒息.

出風口前面不應放置障碍物.
産品會因爲過熱, 容易發生火災或故障.

取下遙控器里的電池時, 請防止兒童誤食電池.
電池請放置在幼兒无法 到的地方. 
萬一 已經誤食了, 請及時聯系醫生.

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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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遙控器干電池 (AAA)時
請2個同時 更換.

請不要對遙控器干電池池充行充電或
分解, 不要 到火里.
容易發生火災或爆炸.

干電池液沾到皮膚上時請用淸水
淸洗, 必要時請咨詢醫生.
對健康有害.

使用時

運轉中停電的情況, 請拉下
電源電閘.

熱交換器受汚染的話會降低制冷
效果及發生故障, 在長時間使用
后請淸除異物及灰塵. 

電源線破損的情況下請委托制造
者或銷維修者或有資格技術者更換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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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各部分名稱
室內机

1⃞ 前面板
2⃞ 魔幻屛和按鍵部
3⃞ 遙控器保管盒
4⃞ 完美空氣淸新系統

(白金-    過濾網, 綠茶 HEPA過濾網,
TVF(Total Virus Filter)-防過敏過濾網)

5⃞ 抗菌過濾網(左,右)
6⃞ 升降式送風口
7⃞ 人體感知精靈
8⃞ 滑動送風口(佐,右)
9⃞ 殺菌 熱交換器
[10] 側出口風
[11] 控制盒
[12] 進風口
[13] 机器人淸掃机(佐,右)
[14] 机器人淸掃控制盒
[15] 集塵桶(Clean Boy)

1⃞
7⃞

8⃞

9⃞

[13]

[14]

[15]

3⃞
4⃞

2⃞

[10]

5⃞

6⃞

[ 前面板打開的狀態 ]

室內机
1⃞ 出風口
2⃞ 進風口 (后面)
3⃞ 側面板
4⃞ 底座

低座爲了保護環境沒有進行塗刷, 
內部 造突出,使用了不容易生
銹的特殊材質

5⃞ 冷媒配管

室外机

[12]

[11]

1⃞ 3⃞

4⃞

2⃞
室外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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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屛和按鍵標示部

省電制冷運轉指示
制冷運轉指示
除濕運轉指示
制熱運轉指示
除想/熱啓動運轉指示
空氣淨化運轉指示
設定/室內標示
溫度標示
人體感知直接風
人體感知間接風
超遠風
渦輪風
風速指示
自動殺菌干燥指示
機器人淸掃功能指示
定時功能指示
童鎖指示
室外機運轉指示
遙控器信號接收部

空氣淨化按鍵
電源開/關按鍵
溫度調節按鍵
運轉模式按鍵
風速調節按鍵

魔幻屛標示部 按鍵標示部

※ 是標示了所有功能的狀態.
※ 標示部的功能根據型號不同會有所不同

1

1

2

2 3 4 5 6

7

8

9

10

13

14

15
16

20

23

11
12

17

18

19

21

22

24

3
4
5

20

6

7

8

9

10

21

22
23
2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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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7⃞
6⃞

8⃞

2⃞ [10]

[11]

[12]

9⃞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顯示屛
空氣淨化
人體感知
運轉選擇
風型選擇
炫燈設定

機器人淸掃
設定/取消
溫度凋節
運轉/停止
風速强度
左右
上下
睡眠預約
側出風
功能設定/定時設定
省電制冷
復位

顯示目前空 調設定的狀態.

設定完美空氣淸新 系統的按鍵.

選擇人體感知 直接風或人體感知 間接風的按鍵.

選擇制冷, 除濕, ，制熱的按鍵.

是設定渦輪和超遠風的按鍵.

空調前面 始華洛世奇水晶照明和空調下面的
水晶 照明 亮度調節及關閉照明前按鍵.

能 自動淸掃 過濾網

開機預約/ 關機預約 / 附加功能 設定/取消的按鍵.

調節希望溫度的按鍵.

選擇運行或停止的按鍵.

選擇弱風, 中風, 强風, 超級氣流的按鍵.

左右調節出風口出來的風的方向.

上下調節出風口出來的風的方向.

設定/ 取消精確預約的按鍵.

調節兩邊出風口的風向的按鍵. 

是選擇自動殺菌干燥,機器人淸掃, 開氣預約, 關氣預約 的按鍵.

符合生物節律的快速制冷省電.

是將遙控器初始化設定的按鍵.           

使用遙控器時將遙控器的送信部位朝向控調的收信部位.

遙控器

[開啓狀態]

[14]

[16]

[15]

[17]

[18]

[13]

遙控器信號
接收部

信號發生器

※ 是標示 了所有功能的狀態
※ 遙控器 顯示 上的功能 根据型號不同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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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使用方法

·軟觸按鍵是利用 靜電開關的原理 設計成接觸人體就起反應, 從而啓動机器

·使用軟觸按鍵時只需將手指輕輕接觸到標示部位.

·不要太使 勁 接軟觸按鍵, 容易造成損環

軟觸按鍵

按鍵上面有異物或用人體外其他布或手套等按的話, 有可能因 爲 材質 和厚 度的原因
而不能啓動.注意

·如圖將兩個鍵同時按住3秒鍾以上.
·可以設定自動殺菌干燥功能, 鍵盤鎖功能,關間 (OFF)魔幻屛 功能.
·如果想取消功能設定, 用同樣的爲 法將兩個鍵同時按住3秒鍾 以上.

[設定自動殺菌干燥快捷鍵] [設定鍵盤鎖快捷鍵] [關閉(OFF) 魔幻屛功能快捷鍵]

利用本體按鍵的快捷鍵使用方法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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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使用方法

打開干電池盖.

根据遙控器內部的 , 方向的標示, 
放入干電池

2

1

合上干電池盖.

請保管在室內机前面板的里側

3

使用遙控器干電池時請使用干電池(AAA).
長時間不用遙控器時, 干電池液有可能流出來造成損環, 所以將干電池全部拿出來保管.
更換干電池時請 2個 一起更換,要是更換之后還 不能 啓動的話請聯系維修服務.
使用過的干電池請 不要分解或再充電, 幷且不要 到有火及熱氣的地方,有爆炸的危險.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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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次只按一個按鍵.
(同時按多個 按鍵的話會无法啓動.)
請一次只按一個按鍵.
(同時按多個 按鍵的話會无法啓動.)

請不要用脚 ,   或給予强烈的衝擊.

請不要在充滿水或濕氣的地方使用.

請不要在有火或氣的地方使用.

注意事項

三波長 熒光燈 或建筑彼璃反射光等有强光
的地方有可能使遙控器收信不良.
這種情況下拿到室內機遙控器收信器前面
使用遙控.

遙控器在離室內機9m以外的地方會信號
不良，根据室內環境會影響遙控器的信
號情況.

9m

5m 5m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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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停止

制冷 送出舒話和淸爽的風讓室內變得凉快.

溫度調節 可以簡便調節想要的溫度.

請接運轉/ 停止鍵, 啓動空調
兩邊側出風口和昇降式送風口開了之后就會吹出冷風.

滑動送風口後邊移動, 側出口和 升降式送風口開啓後出來凉.
設定溫度比室內溫度高的情況下制冷3分鍾後 運行至設定的溫度.
顯示屛 上希望溫度會顯示約5秒鍾之后 自動顯示室內溫度.
取消運轉時請再按一次 運轉/停止

制冷設定溫度可以在18°C~30°C 范圍內設定
(制熱設定溫度:16°C~30°C).
室內溫度和 室外溫度 差異建議在 5°C 左右. 

按鍵選擇設定溫度每按一次溫度會調節 0.5℃.

희망

직접풍 간접풍 롱파워 터보Z

設定溫度5秒後自動顯示室內溫度

5秒後

▼ 標示屛

▲ 設定溫度 ▲ 室內溫度

▼ 設定爲制冷的情況

制冷停止后馬上再開空調時不出冷風是因爲有保 護産品的功能的 綠故.制冷停止 3分 鍾后
室外机的 壓縮 机開始運行 幷出冷風

3分 延遲
功能

溫度調節
每按一次溫度會上升0.5°C.

請把設定溫度調低于室內溫度.
設定溫度要比室內溫度低,空調才能制冷.

每按一次溫度會下升0.5°C.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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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定除濕的情況

※ 運轉中 每接運轉選擇 鍵的話 會以 制冷 → 除濕 → 制熱 的順序反復.

接運轉/停址鍵, 開始運轉空調
兩邊側出風口和昇降式送風口開啓後出來凉風.

空調運轉時接 運轉選擇 鍵選擇 除濕.

運轉
選擇

2

1

梅雨季强力除濕 去除濕氣, 提供舒話環境.

▼ 顯示屛

▶
制冷選擇 除濕 選擇

▶
制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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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制熱的情況

· 空調內部預熱運轉后微弱風運轉中風强度不會變.
· 在室外溫度低的冬季制熱力可能急 劇下降, 使室內完全變暖可能需要 長時間.

參考

健康制熱 使寒冷的室內變得溫暖

接運轉/ 停止鍵, 開始運轉空調.

運轉選擇 接運轉選擇鍵選擇制熱.
先制熱頂熱之后運行徵弱風,然后運行爲設定的風强度.
顯示屛上設定溫度匯會顯示的5秒鍾之后自動顯示室內溫度. 

1

2

開始制熱時爲了不讓冷風出來,一開始不出風, 暫時頂熱之后出熱風的功能.  

室外溫度低, 濕氣大的天氣制熱時, 室外机上會起霜.
這時自動將霜溶解的功能就叫除霜功能.
除霜功能運行時室內換氣扇會停止, 除霜運行結束后過 一會就會出熱風.

什 叫制熱
頂熱功能

什 叫制熱
除霜熱功能

▶

※ 運轉中每接 運轉選擇鍵的話會 制冷 → 除濕 → 制熱 的順序反復.

▶
制冷 選擇 除濕 選擇

▶
制熱 選擇

運轉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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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速調節

風速 簡便調節想要的風强度.

空調運轉中接風 風速選擇 鍵.
風速只可以在 制冷, 空氣淨化, 除濕,  制熱 時選擇. 
(但是空氣淨化仙單獨 運行時以 弱風 → 中風 → 强風 的順序反復.)
打開空調時 制冷, 除濕, 制熱運轉時的風强度會自動設定 爲開之前的强度.  
睡眠運轉時 風强度 自動設定爲睡眠風.
睡眠風的强度不會在 顯示屛及遙控器上顯示.

▼ 設定强風的情況

1

弱風

弱風 中風 强風 超强風

▶
中風

▶
强風

▶
超强風

魔幻 屛標示部

遙控器 顯示

※ 每次按 送風强度 鍵時會以 弱風 → 中風 → 强風→ 超强風 的順序反復.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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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風方向調節

側出風口左右風 空調運轉中可以簡便調節希望的左右風的方向

昇降式送風口/側出風口上下風 空調運轉中可以簡便調節希望的上下風的方向

側出風 接側出風鍵的話, 會以 側出風→取消 的順序反復.

單獨運轉空氣淨化時不能運轉兩邊左右風

上下 接上下鍵時以 上下→取消 的順序反復.

單獨運轉空氣淨化時不能調節上下風

▼ 設定上下的情況

昇降式送風口/側出風口左右風 空調運轉中可以簡便調節希望的左右風的方向

左右 接上下鍵時以 左右→取消 的順序反復.

單獨運轉空氣淨化時不能調節左右風

1

1

1

▶

▶

▶

▶

▶

上下選擇 取消

左右選擇 取消

側出風選擇 取消

上下

左右

側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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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人體感知

制冷運轉時請接 人體感知 鍵 .
每接人體感知鍵以 直接風 → 間接風 → 一般運轉 的順序反復.

※ 只有在制冷模式時才可以使用 從人體感知中心5m以最多能感知3名.

人體感知傳感器感知到人體
散潑的紅外線, 分析人的位置

知能人體感知 制冷感知到人體的紅外線 , 自動調節向的尖端功能

1

▼ 設定爲人體感知直接風
的情況

根据人在的方向和距離自動
調節風强度和風的方向.
感知人體的周期約1分鍾

使用昇降式送風口/側出風口
送出對其最恰當的風

▶ ▶

人體感知功能只有在制冷模式下可以使用.
睡眠, 除濕, 制熱運行時不可以使用.
室內的 物件或移動的物體等根据室內環境的不同, 人體感知的感度會有所差異
隨着安裝 環境或使用環境不同有可能發生將TV, 監視 器等 發熱體感知成人的情況.
風的方向大約以1分鍾 爲單位自動調節.
風速大約以3分鍾 爲單位自動調節.

參考

知能人體感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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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制冷時請接一次 人體感知 鍵.
運轉制冷時每按人體感知鍵以 直接風 → 間接風 → 一般運轉 的順序反復.

1

5 m

105。

1.2 m

※ 升降式送風口的上下風會根据距離自動調節.
※ 各領域有 2人以上時風向會自動調節.
※ 人體感知運行時風强度會默認爲超長風.

▼ 設定爲人體直接風
的情況

▶ ▶

直接風選擇 間接風選擇 一般風選擇

人體感知
不到領域

※ 坐在沙發上的人的位置爲基准
設定的距離. 

人體感知直接風 人體感知傳感器感知到人之后, 將凉爽的風吹向人所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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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爲人體感知間接風
的情況

5 m 1.2 m

105。

※ 升降式送風口的上下風會根据距離自動調節.
※ 各領域有 2人以上時風向會自動調節.
※ 人體感知運轉時風速會默認爲超强風.

▶ ▶

直接風選擇 間接風選擇 一般運轉選擇

人體感知
不到領域

※ 坐在沙發上的人的位置爲基准
設定的距離. 

人體感知間接風 人體感知傳感器感知到人之后, 將凉爽的風吹向人所在的方向周圍.

運轉制冷時請按一次 人體感知鍵.
運轉制冷時每按人體感知鍵以 直接風 → 間接風 → 一般運轉 的順序反復.

1



▶

風向會自動調節.
空氣淨化, 除濕, 制熱運轉中不能選擇渦輪, 超遠風.

1 按運轉/停止鍵, 開始運轉空調.
兩邊側出風口和昇降式送風口開后出來凉風.

空調運轉中按遙控器上的風型選擇鍵選擇渦輪.
兩邊側出風口和昇降式送風口上/下, 左/右自動運轉.
根据室外机運轉狀態上下風可能會自動或固定.
風速自動設定爲超强風.

如何取消運轉渦輪
反復按風型選擇鍵能 選擇超遠風(一般運轉).
按下遙控器鍵中的 運轉 / 停止 / 風速選擇 / 上下 / 左右 / 側出風 / 省電制冷中的
一個鍵就可以取消.

2

3

渦輪 短時間內達到制冷效果.
▼ 設定爲渦輪的情況

※ 反復按風型選擇鍵會以 渦輪→超强風→(一般)的順序反復.

▲ 顯示屛

▶ ▶

28

風型選擇

渦輪 超遠風

渦輪/超遠風

一般運轉

風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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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運轉/停止鍵, 開始運轉空調.
兩邊側出風口和升降式送出風口開啓后就會出凉風了.

空調運轉時請反復按下 風型選擇鍵選擇超遠風. 
兩邊側出風口關閉, 通過升降式送風口出强風
屋內 遠的地方也能吹到風.
風速自動設定爲超强風.

※ 反復按下風型選擇鍵的話會以 渦輪→超遠風→一般運轉反復.

取消超遠風時
反復按遙控器的風型選擇按鍵的話可以選擇(一般) → 渦輪
按下遙控器鍵中的 運轉 /停止 / 風速選擇 / 上下 / 左右 / 側出風 / 省電制冷中的
一個鍵就可以取消.

1

2

3

超遠風 室內 運的角落風也能吹到.
▼ 設定爲超遠風的情況

▼ 顯示屛

風向會自動調節.
空氣淨化, 除濕, 制熱運轉總不能選擇渦輪, 超遠風.

▶
▶ ▶

渦輪 超遠風

渦輪/超遠風

一般運轉

風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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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

空調的空氣淨化能力和制冷能力是不相同的.
春, 秋, 冬季時只使用空氣淨化功能, 能 維持舒適的室內空氣.
使用空氣淨化新功能, 體驗一下LG空調完美空氣淨化系統 .

空調關機狀態下按空氣淨化鍵.
昇降式送風口將會打開幷開始運轉空氣淸新.
單獨運轉空氣淨化時不能實行上下風, 左右風功能.
空氣淨化運行中按運轉選擇,可以同時使用制冷, 除濕, 制熱功能.

請按空空氣淨化.
取消運轉空淸新, 只需再按一次 空氣淨化 鍵.
(按運轉/停止鍵也能取消運轉空氣淨化.)

風速可以調節爲弱風→中風→强風.

1

單獨設定空氣淨化的淸況

制冷, 除濕, 制熱運轉中按 空氣淨化鍵的話可以和空氣淨化同時使用. 

※ 空調運轉中想單獨使用空氣淨化的時候, 先按運轉/停止鍵關閉空調之后
再按空氣淨化鍵. (遙控器或主机的顯示屛上選擇都可以.)

設定制冷/除濕/除濕 + 空氣淨化運轉時

完美空氣淸新 使室內空氣變得淸潔舒適.

▼ 顯示屛
(空氣淨化單獨 運轉時)

▼ 單獨運轉空氣淨化
的情況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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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2小時睡眠預約的情況

▼ 顯示屛

睡眠運轉模式

按運轉/停止鍵, 開始運轉空調.

·風速是自動設定爲睡眠風.
·睡眠時間最多能設定到 7小時.
·運轉至睡眠設定時間后空調會自動關閉.

室內溫度

(設定溫度)

睡眠運轉時間

半小時候關閉

1小時 4小時 7小時

1小時候關閉 7小時候關閉 取消設定

1

按睡眠預約鍵, 設定睡眠時間.2

取消酷暑之夜的美夢功能
·睡眠預約按鍵一直反復按到鍾控 器顯示屛上的睡眠預約時間消失爲止.

3

睡眠之前請預約希望的時間.(過度的制冷對健康有害.)
設定酷暑之夜的美夢功能時 10抄鍾后除了 標示, 所有顯示都會關閉.

酷暑之夜的美夢功能 根据人體的睡眠階段, 在尖端睡眠功能下睡的更深更舒適

10秒后

睡眠
預約

▶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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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屛
(自動殺菌干燥運轉時)

·自動殺菌干燥功能在運轉停止后 3分鍾時間以關机之前的風速送風后, 4分鍾時間用高溫熱風
去除室內机內部的味道及防止 菌的發生.

自動殺菌干燥功能 用高溫風防止空調內部栖息的 及細菌等的繁殖幷菌的功能.

1 用功能設定/定時設定 鍵選擇 自動殺菌干燥 功能.
- 每按一次鍵會以 自動殺菌干燥→智能淸掃→開→關→初期狀態 的順序反復.

按設定/取消鍵設定自動殺菌干燥功能2

請同時按3秒鍾空氣淨化和開/關鍵.
設定爲自動殺菌干燥功能.
再一次同時按3秒鍾空氣淨化和開/關鍵.
自動殺菌干燥功能被解除.

用主机控制鍵設定/取消的情況

※ 産品時殺菌干燥功能是設有被設定的.

用遙控器設定/取消的情況

▼ 設定自動干燥的情況

▼ 顯示屛(設定方法)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

▶ ▶ ▶ ▶
自動殺菌干燥 智能淸掃 開 關 一般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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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屛

▼ 運行停止時手動設定
智能淸掃的情況

機器人淸掃 機器人淸掃堆積在左右抗菌過濾網上灰塵的功能. 

1

2

産品累計使用時間經過20小時以上的話, 運轉結束時自動開始運轉機器人淸掃功能,
不需要別的操作.
預約運轉或睡眠運轉結束時卽使經過20小時以上也不會執行機器人淸掃, 下一次運轉
(除了預約及睡眠運轉) 結束時會自功執行.

運轉停止狀態下按下 機器人淸掃 ( 〈 ) 鍵就會開始運轉機器人淸掃.

運轉停止狀態下機器人淸掃運轉再按一 機器人淸掃 ( 〈 ) 鍵就可以
結束機器人淸掃.
(淸掃結束后機器人淸掃机會回到入風口下方原來的位置.)

自動運轉的情況

手動運轉的情況

重新設定自動運轉的情況

機器人淸掃机上下往返一回淸掃堆積在過濾網上的灰塵.
淸掃下來的灰塵會移到下面的集塵桶(Clean Boy).
主机上的進風口的過濾網會自動被淸掃, 所以不用單獨拿出來洗.
自動殺菌干燥功能啓動時不運轉機器人淸掃, 自動殺菌干燥結束后機器人淸掃才會開始運轉
如果想要直接淸洗進風口過濾網, 請聯系維修中心, 可以有償淸洗

※ 産品購入時已經自動設定. 
※ 産品運轉時不執行此功能.

用功能設定/定時設定 按鍵選擇機器人淸掃功能
(每按一次鍵會以 自動殺菌干燥→機器人淸掃→ 開→關→初期狀態 標識的順序反復.)

用設定/取消鍵設定機器人淸掃功能.

(※ 然産品購入時已經自動設定, 但在不喜歡自動設定或重新設定功能的時候可以使用.)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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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殺菌干燥 機器人淸掃

▶ ▶
開 關

▶
初期狀態

▼ 運轉停止時設定開机
預約的情況 停止運轉時按功能設定/定時設定鍵選擇開机機預約功能.

每按一次鍵會以 自動殺菌干燥→機器人淸掃→開→關→初期狀態 的順序反復.

用4方向鍵設定預約開机時間. (可以在24小時內設定)

請按設定/取消鍵.
想要取消開机預約時選擇開机預約后按1次設定/取消鍵或者將時間調至‘OHr’之后再按設定/取消鍵就可以了.

1

2

3

開机預約 在設定的預約時間后, 空調自動開机的功能.(24小時內可以設定)

關机預約 在設定的預約時間后, 空調自動關机的功能.(24小時內可以設定)

停止運轉時按功能設定/定時設定鍵選擇關机預約功能.
每按一次鍵會以自動殺菌干燥→機器人淸掃→開→關→初期狀態 的順序反復.

用4方向鍵設定預約關机時間.(可以在24小時內設定)

請按設定/取消鍵.
想要取消關机預約時選擇關机預約后按1次設定/取消鍵或者將時間調至‘OHr’之后再按設定/取消 鍵就可以了.

1

2

3

▶

▶

上鍵 : 增加1小時時

下鍵 : 減少1小時時

上鍵 : 增加1小時時

下鍵 : 減少1小時時

調節時間按鍵

調節時間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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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復按遙控器上的炫燈設定鍵, 調節亮度及選擇開/關.
每按一次鍵會以關 → 弱光 → 中光 → 强光 → 關的順序變更

空調運轉 / 停止及運轉狀態沒有關系.

在施華洛世奇/水晶照明開着的狀態下設定睡眠的話約10秒后施華洛世奇/水晶照明會關間. 

産品前面和下端的照明會同時被調節.

施華洛世奇/水晶照明 産品前面和下端的照明可將居室氣 演擇的非常浪漫.
▼ 設定爲照明的情況

▼ 設定爲數碼省電制冷的情況
按運轉/停止鍵, 開始運轉空調.
兩邊側出風口升降式送風口開啓后就會出冷風了.

空調運轉中按下遙控器的省電制冷鍵開始運轉數碼省電制冷.
運轉數碼省電制冷時自動調節設定溫度和風向, 因此可以節省電費.
可以調節風速和溫度.(這時設定的溫度是 21一下的話,設定溫度總是會顯示爲22.)
初期設定溫度后人體的適應時間和室內溫度變化在 22~26之間自動調節.

要取消運轉 數碼省電制冷時請再按一次遙控器的 省電制冷鍵.
省電制冷會以室內環境的變化動調節, 因此有可能會 遙控器上的設定不一致.
(實際運轉狀態請參考主机顯示屛上的顯示內容.)

數碼省電制冷 符合生物節律的決速制冷省電.

1

2

3

▼ 顯示屛

施華洛世奇水晶照明

水晶照明



童鎖功能 防止兒童任意操作空調控制鍵.

不管開机與否請同時按下風速鍵和溫度凋節 高(△)鍵3秒鍾隨着“ ”的一聲響,顯示屛上顯示
鍵盤鎖定狀態幷已經設定成功.

童鎖設定

不管開机與否請同時按下風速鍵和溫度凋節 高(△)鍵3秒鍾隨 着“ ”的一聲響, 已經設定的設定
童鎖功能被取消.

童鎖取消

童鎖設定之后會維持目前運轉狀態, 在取消之前无法用主机顯示屛上的童鎖空調發生作用.
童鎖設定期間按主机按鍵的話不能執行任何動作幷會顯示3秒鍾童鎖定狀態后消失, 然后再按主机
按鍵會再出現童鎖定狀態
但是童鎖設定之后遙控器可以正常操控空調.

▼ 顯示屛
(童鎖 功能 設定方法)

主机顯示屛OFF功能 請在想要關閉主机顯示屛時使用.

不管開机與否請同時按下風速鍵和溫度凋節 低(▽) 鍵3秒鍾隨着“ ”的一聲響, 主机顯示屛
OFF設定成功.

主机顯示屛OFF設定

不管開机與否請同時按下風速鍵和溫度凋節 低(▽) 鍵3秒鍾隨着“ ”的一聲響, 主机顯示屛
OFF被取消.

主机顯示屛OFF取消

使用遙控器或按主机顯示屛按鍵的話, 顯示屛會打開約10秒鍾后關閉.
爲了標示運轉狀態仍會顯示運轉設定狀態標示.

▼ 顯示屛
(OFF 功能 設定方法)

36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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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空氣淸新系統

塗上納米金屬的白金過濾網不僅可以將室內的異味分解, 因爲包含了突出殺菌效果的
白金活性炭能 除去人體的揮發性有害物質 (V0Cs).
利用生態界里幇助磁性作用的 能完美去除98%的新房綜合症病因的甲

具有從綠茶提取的兒茶素的强力HEPA過濾網
兒茶素成分可以起到更强烈的抗菌作用, 幷且能 99.97%去除 子病毒， 菌等
可吸入顆粒物. 

防過敏過濾網利用 淸除過敏性反映的物質.

TVF過濾網因納米粒子大小的蛋白質 而有突出的細菌淸除. 殺菌的效果

完美空氣淸新系統

注意 - 過濾網更換隨着使用環境的不同將會有所差異.
- 更換周期是1天3小時使用基准.

除塵, 除臭, 抗菌過濾網等多過濾網可斷絶異味, 細菌, 灰塵.

백금-엔자임 필터白金-   過濾網

綠茶-HEPA 過濾網

防過敏 + 殺菌防病毒 過濾網

白金 -      
過濾網

綠茶 -HEPA
過濾網

TVF(Total Virus Filter) 
+ 

防過敏過濾網

交換周期 : 6個月

交換周期 : 1年

交換周期 :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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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空氣淸新過濾網更換及管理
▶ 最多可以安將3個希望功能的過濾網

住前面板頂部往前拉,打開前面板.1

444

住過濾網右側上端部位, 向前輕拉.2

拿下過濾網之后換上要更換的過濾網

將過濾網下兩邊的腿放開勾在前面的 子上, 自然地前推
隨着磁 鐵作用‘ ’的聲音過濾網安裝成功.

41 打開前面板, 按下産品下面集塵桶（Clean Boy）的手把里側, 然后拉出來.

42 打開集塵桶(Clean Boy) 的盖子淸空灰塵.

3

前面板

爲了安全請在淸掃之前開閉机器幷拉下主電源電閘.
沒有過濾網的情況下運轉机器的話, 空調性能會下降及發生故障.
絶對不要分解幷發生破損, 變形等情況.

注意

集塵桶(Clean Boy) 淸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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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保管方法

本産品 不論室內機, 室外機都沒有空調 . 
- 室內機 : 前面板及進風口，出風口的異風 葉 片都充分起到空調 的作用.
- 室外機 : 因爲內部結 松構突出,使用了不容 易生銹的特殊的材質 , 卽使不用 空調 也完全沒有問題.

幷且避免了因爲套上空調 使用而出 現的壓縮機不良的問題.

請拉下主電源電閘.3

將室內機, 室外機擦拭干淨.
爲子防止産品出現刮請使用柔軟的布擦拭.

4

淸淨 空氣淨化 鍵開始運轉空氣淨化.
在天氣晴朗時 運轉1小時可去除産品內部的濕氣及 菌.

1

請接運轉/停止 鍵停止運轉.2

空氣
淨化 開/關

運轉
模式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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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維修前需要確認事項
産品出現異常情況時在 詢間服務中心之前請先確認以下事項.

完全不能啓動 是主電源電閘沒有拉上去碼?

電壓是不是太低了?

是不是停電了?

設定溫度是不是比室內溫度高 ?

是不是單獨運轉了除濕或空氣淨化?

冷空氣是不是 到室外了?
太陽光是不是直接射到室內了?

室內是不是有發熱的産品?

室內機和室外機了的距離是不是太遠了?

室外機前面是不是被障碍物 住了?

産品的 制冷面積是不是比屋里面積小?

室內不是人太多了?

干電池是不是沒有電了?

遙控器 收信器是不是被 住了?

是不是在强光的附近?

沒有正常時凉爽

請把主電源閘拉上去.

正規 電壓是不是 220V，詢問一下韓國電力.

査看一下其他電器.
(恢復電力時請再重新啓動 .)

請把設定溫度調到室內溫度以下. 

請選擇運轉制冷.

請把打開的 戶關上, 堵上縫隙.

請用 簾等住 光.

請不要馬發熱的産品一起使用.

配管的長度10m以上話制冷效果會稍微降低.

爲了使室外机能 更好的進行熱交換. 請把
障碍物拿開

請確認使用的空調制冷力是不是適合 目前的
室內面積. 

室內里人太多的時候制冷效果會有所下降.

請更換新干電池. 

拿掉 住的物體. 

3波長熒 光燈或 反射燈引起的强光射到的
地方因爲受到干 , 遙控器有可能操作失靈 .

症症 狀狀 處處理理事事項項確確 認認

遙控器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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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塵桶(Clean Boy)是正確揷入的碼?

室外机是水平安裝的碼?

室外机有連接排水管碼?

室外机的周圍溫度是不是太高了?

空調關閉后是不是又馬上啓動了?

設定溫度是不是高于室內溫度?

預約的操作正 確碼?

是不是在遙控器顯示 關閉的狀態下按了
遙控器運轉/停止鍵?

是不是像梅雨季一樣室內濕度 高?

是不是有重物壓着排水管?

排水管尾端是不是高于接水連接部 或者連接管
是不是纏在一起了?

産品是不是安裝在了料理店 或用油多的地方
或濕度是不是高?

集塵桶(Clean Boy)要正確揷入才能淸掃干淨過濾網
上堆積的 灰塵. 

安裝時要水平安裝.
否則會發生震動會漏水現象.

冷暖机時請確認室外机下端的排水管。

室外机周圍溫度過高時, 爲了保護産品會
自動停止運轉.

啓動了室外机保護壓縮幾裝置, 約3分鍾后就會出冷風. 

請把希望溫度調到低于室內溫度.

根据說明書請重新預約一次.

再按一次遙控器的運轉/停止鍵, 産品會停止運轉.

是濕氣變成露水的自然現象.(請用干布擦拭.)

請把壓在連接管上的重物拿開.

爲了使水順利排出, 安裝排水管一定要低于接水
部位.

通過 出風口也有可能出來蒸氣.用油多的地方
請定期洗滌熱交換器.

症症 狀狀 處處理理事事項項確確 認認

室外机溢水.

出風不連續

定時預約不運轉
運轉空氣淨化時用遙控器按
運轉/停止鍵的話會替換爲
制冷

使用機器人淸掃功能時灰塵
淸除不干淨.

出現露水

室內機溢水

出來白色的像霧一樣的東西



風速 是選擇强了碼?

設定溫度 是不是低于室內溫度?

是不是單獨運轉空氣淨化?

熱空氣是不是泄到外面了?

室內機和室外机的距離是不是太遠?

是不是因爲料理店的辣的味道 ?

是不是剛搬到新房子,因爲裝修或家具的味道
而眼睛辣?

是不是在美容院或家具商店等地方使用的空調?

是不是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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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 時

沒有正常時暖和.

有異味, 眼睛辣

請選擇睡眠功能.

請裝設定溫調至高于室內溫度.

請選擇制熱功能.

請裝 戶關上, 堵上縫隙.

配管的長度10以上話制熱效果會稍微降低

請啓動室內的排風扇或換一下空氣.

請啓動室內的排風扇或換一下空氣.

內部味道請利用換氣或等淸掃等淸除

空調里産生的水排出困難的時候會有味道
産生，請檢査一下排水管. 

症症 狀狀 處處理理事事項項確確 認認

省電方法

1⃞ 請調節好設定溫度后使用.  室內溫度和室外溫度差異建議 在5℃左右. 
2⃞ 請淸除室外機出風口前的紗 等障碍物.

有障碍物的話室外机 音會增大, 不出冷風幷且電費會增加.
3⃞ 不要讓外面的風吹進來 ， 光用 簾等遮住.

冷氣泄到外面,導致制冷速度變換, 幷且電費.
4⃞ 睡覺 時 請運轉睡眠預約功能. 運轉至預約的時間后會自動停止. 
5⃞ 使用時請調節好左/右出風方向. 能把冷風送到室內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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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KFR-72LW/B13VBp

項目 單位 LP-B7213APV
3.0HP冷暖(變頻)

電源 Ø/V/Hz 1/220/50
制冷量 W 7200(2400-8400)

制冷 輸入功率 W 1880(650-2500)
運轉電流 A 8.6(2.5-13.8)
制熱量 W 9000(2100-10000)

制熱 輸入功率 W 2900(600-3400)
運轉電流 A 13.5(1.9-16.5)
輸入功率 W -

輔助電加熱 運轉電流 A -
室內 dB(A) 46

音 室外 dB(A) 56
循環風量 室內 ㎥/h 1050

注 量 g 2920(R-410A)
制冷 W 3030

最大輸入功率 制熱 W 3600
制冷 A 13.8

最大輸入電流 制熱 A 16.5
保 險 絲 熔斷電流 A 30

除濕量 L/h 2.9
外觀尺寸 室內 mm 532 × 1 925 × 372

寬 X 高 X 深 室外 mm 950 × 834 × 330
室內 kg 53

淨 質 量 室外 kg 64
能效等級 SEER 1

産品規格

氣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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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執行規格/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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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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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條例

請打電話 : 400-81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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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