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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Remove the air conditioner from it's packaging, remove fixing screws 
and slide the air conditioner out of it's housing (Refer to Installation Steps).
Step 2
Prepare the hole in the wall so that the bottom of the housing is well 
supported, the top has minimum clearance and the air inlet louvers have
clearance as shown below in options A and B. Holes from the outside
through to the cavity should be sealed. The housing should slope down
towards the rear by about 5mm to allow water formed during operation to
drain. Please refer to the figure on the right for the installation hole size.
Step 3
Install the housing into the wall and secure. Ensure the foam seals are not damaged. Flash, 
seal or fill gaps around the inside and outside to provide satisfactory appearance and protection
against the weather, insects and rodents.
NOTE：UNIT MAY BE SUPPORTED BY A SOLID FRAME FROM BELOW OR BY A HANGER FROM A SOLID OVERHEAD SUPPORT.

a:≥428+20mm
b:≥660+20mm
c:≥400mm

1. Slide the unit into the housing until it is firmly against the rear of the housing. Care is required 
     to ensure the foam sealing strips on the housing remain in position.
2. Connect the air conditioner to the power and position excess cord length beneath the air   
    conditioner base.
3. Engage the chassis fixing brackets into the bottom housing rail and secure to the base with 
    the screw provided.
4. Remove the front panel from it's carton and plastic bag and fit as per the Installation lnstruction.
5. Switch unit on. Check for operation of the unit and check for vibration in the installation.
6. Fit the drain pan to the housing and run a drain line to a suitable location if required.











 

在您開始使用冷氣機之前，務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仔細閱讀後應將

本說明書妥善保管好，以備日後參考。 

小涼伴窗口式 

家用冷氣機 

型號 

RA-2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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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說明書 

在本說明書內，您會發現許多有關如何正確使用和維護您的冷氣機的有用提示。 對您來說，只需瞭解或掌

握一點點防禦措施就可以為您冷氣機的壽命中，節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您可以在故障排除提示圖表中找

到許多常見問題的答案。 如果您事先查閱我們的故障排除提示圖表，您可能根本不需要打電話等不必要的

求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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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為防止對用戶或其他人造成傷害和財產損失，必須遵循以下指示。 由於忽視指令而導致的不正確操作可能

會造成傷害或損壞。 嚴重程度請按以下跡象分類。 

警告 
此符號表示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可能性。 

注意 
此符號表示可能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警告 

• 請勿損壞或使用非標準的電源線。 這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火災。 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造商或授

權服務中心或類似的合格設備進行更換，以避免造成危險。 

• 請勿修改電源線長度或與其他電器設備共用插座。它可能會因發熱而導致觸電或火災。  

• 請勿用濕手或在潮濕的環境中操作。可能會導致觸電。 

• 請勿只對房間裡的居住者出風。這可能會損害您的健康。 

• 確保有效接地操作。不正確的接地操作可能會導致觸電。 

• 請勿讓水流入電氣部件，否則可能導致機器故障或觸電。 

• 正確安裝斷路開關和專用電源電路，不正確的安裝可能會導致火災和觸電。 

• 如果出現異常情況（如聞到燃燒的氣味），請停止操作本冷氣機，並關閉斷路開關。聯絡您的代理商。 

如果在異常情況下繼續操作本冷氣機，可能會發生故障、短路或再故障。 

• 如果插座鬆動或損壞，請勿使用。 

它可能會導致火災和觸電。 

• 如果需要卸下並重新安裝該設備，請與您的代理商去的聯繫。如果您不正確地拆卸並重新安裝此設備，

可能會發生觸電或火災。 

• 操作期間請勿拆開冷氣機。這可能會導致觸電。 

• 在冷氣機運行時，請把門關上。 

它不是為整個房子降溫而設計的，只能冷卻指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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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將電源線靠近加熱的設備。 

它可能會導致火災和觸電。 

• 請勿在易燃氣體或可燃物（例如汽油、苯、稀釋劑等）附近使用電源線。否則可能引起爆炸或火災。  

• 如果其他設備有氣體洩漏的情況，請在操作使用冷氣機前對房間進行通風。 

否則它可能會導致爆炸、火災和燒傷。 

• 請勿拆卸或改裝設備。 它可能會導致故障和觸電。 

• 如果需要卸下並重新安裝設備，請與您的代理商取得聯繫。 如果您不正確地移除並重新安裝設備，可

能會發生觸電或火災。 

• 請勿將細桿或細棒等物體放入出風口和吸氣側面板，因為內部的高速風扇可能會造成危險。 

注意  

• 安裝排水軟管時，請確保水流暢通。 

• 確保使用 220 伏單相電源。 

使用其他電源可能會導致電子部件過熱並導致火災。 

• 當要卸下空氣過濾網時，請勿觸摸本冷氣機的金屬部件。因為它可能會造成傷害。 

• 請勿用水清潔冷氣機。 

水可能會進入該設備並降低其絕緣性能。它可能會導致觸電。 

• 當與火爐等物件一起使用時，要保證房間有良好的通風。 

否則可能發生氧氣短缺情況。 

• 清潔設備時，請關閉電源並關閉斷路開關。當電源接通時請勿清潔設備，否則可能會引起火災和觸電。

嚴重時還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 

• 請勿將寵物或室內植物放置在冷氣機出風口的地方。這可能會傷害寵物或植物。 

• 請勿用於特殊用途。請勿使用此冷氣機來保存精密設備、食物、寵物、植物和藝術品。 

它可能會導致其質量下降等。 

• 在狂風暴雨或颶風天氣中停止操作並關閉窗戶。 

打開窗戶的操作可能會導致室內潮濕和家具被浸泡。 

• 長時間不使用本冷氣機時，請關閉主電源開關。 

否則它可能導致產品失效或火災。 

• 請勿在進氣口或出氣口內放置障礙物。 

它可能導致設備故障或發生事故。 

• 務必牢固地插好空氣過濾網。請每兩周清潔一次空氣過濾網。沒有空氣過濾網的操作可能導致機器失

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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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戶外設備的安裝支架不會因長時間暴露而損壞。如果支架損壞，可能會因裝置掉落而造成的損壞。 

• 請勿使用強力清潔劑（如蠟或稀釋劑），而應使用軟布拭擦。由於產品顏色的變化或其表面的刮擦，

外觀可能會惡化。 

• 請勿在電源線上放置重物，並確保電源線未被壓縮。否則存在著火或觸電的危險。 

• 不要飲用從冷氣機中排出的水。 

因為它含有污染物，可能會讓您生病。 

• 打開包裝和安裝冷氣機時要小心。鋒利的邊緣可能會讓您造成傷害。 

• 如果水進入冷氣機設備，請在關閉斷路開關時關閉該設備。通過關閉斷路開關來隔離電源供應，並聯

絡合格的維修技術人員來取得協助。 

• 本產品不適合身體、感官或精神能力下降或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包括兒童）使用，除非他們受到負

責其安全的人員使用本產品的監督或指導。（適用於除歐洲國家以外的其他國家） 

• 應對兒童進行監督，以確保他們不會使用本產品。 

• 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造商、其服務代理商或類似的合格人員更換，以避免發生危險。 

• 該冷氣機設備應按照國家佈線規定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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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在浴室或洗衣房等潮濕的房間內操作冷氣機。 

• 帶電加熱器的設備應與擺放可燃材料的空間至少有一米的安全距離。 

• 請聯繫授權的維修技術人員進行本冷氣機的維修或維護。 

• 請聯繫授權安裝人員以安裝本冷氣機。 

• 當功能說明中「使用說明書」和「遙控器插圖」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時，應以「使用說明書」的說明為

準。 

• 如果冷氣機在使用過程中被翻倒，請立即關閉設備並立即關閉電閘開關。目視檢查設備，以確保沒有

損壞。 

• 如果您懷疑該設備已損壞，請聯繫技術人員或客戶服務中心以尋求幫助。 

• 在雷雨天氣時，必須切斷電源，以免因雷擊而對機器造成損壞。 

• 為降低火災或觸電的危險，請勿將此風扇與任何固態速度控制設備一起使用。 

• 不要在地毯下舖電線。不要用毛毯或類似的覆蓋物覆蓋繩子。不要將電線鋪設在家具或電器下面。將

電線遠離經常走動區域，需將其放置在其他地方以免自己或他人被絆倒。 

• 如果將電源連結到固定線路，一個全極斷開裝置，其所有極間間隙至少為 3 毫米，漏電流可能超過 10

毫安培，剩餘電流裝置（RCD）的額定剩餘工作電流不超過 30 毫安培並且必須根據佈線規則將其斷

開連結到固定佈線中。 

• 如何將設備固定到其支持，請閱讀本使用說明書中的「安裝說明」部分。 

• 所有接線及佈線必須嚴格按照內部接線圖進行。 



 



接驳

中 接驳

接头

接头

接头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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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操作面板（僅限冷卻功能的型號） 

您購買的冷氣機設備的控制面板如下所示： 

 

 

 

通過將旋鈕向右旋轉到適當的位置來選擇所需的冷卻設定。 

「HIGH COOL」具有最大的冷卻效果和氣流。 

「MID COOL」  具有中等的冷卻效果和氣流。 

「LOW COOL」 具有最小的冷卻效果和氣流。 

「OFF」             將完全關閉裝置。 

「HIGH FAN」  允許在沒有冷卻效果的情況下，高速運行。 

「LOW FAN」   允許在沒有冷卻效果的情況下，低速運行。 

注意：選擇風扇速度時，壓縮機將無法運行。 

           請等待三分鐘，才能重新啟動。 

 

注意： 

慢慢地將選擇器旋鈕從「低冷」轉到「高冷」時， 

請勿經常更改「低冷」和「高冷」之間的運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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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溫調節器 

當在製冷模式中操作本冷氣機時，恆溫調節器用於設定所需的室溫。 

要設定所需的室溫，請將恆溫調節器開關旋轉到所需的設定。 達到設定溫

度後，恆溫調節器將自動啟動和停止壓縮機，以保持所需的設定溫度。 順

時針旋轉溫控調節器的選擇器，以獲得更高的冷卻設定。 較高的冷卻設定

將提供較低的室溫。 逆時針旋轉溫控調節器的選擇器，以進行較低的冷卻

設定。 較低的冷卻設定將提供較高的室溫。 

注意：在本冷氣機冷卻操作期間，當順時針旋轉恆溫調節旋鈕時，至少需

要三分鐘才能將旋鈕返向「1」方向旋轉。 否則，由於設備過載負荷，保險

絲將可能會熔斷。 

請勿將恆溫調節器旋鈕旋轉超出「1」至「12」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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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氣流擺動方向 
自動搖擺送風 

水平氣流調整 

對於具自動搖擺送風功能的設備（自動）： 

 
當「AUTO SWING」（自動搖擺）送風開關轉到「ON」（開啟）位置時，垂直百葉窗葉片會

自動左右擺動，交替吹掃冷空氣，以獲得舒適的冷卻效果。 當「AUTO SWING」（自動擺動）

開關轉到「OFF」（關閉）位置時，垂直百葉窗葉片可以停在任何位置。 

 

垂直氣流調整（手動） 

向上水準百葉窗葉片 

 

向下水準百葉窗葉片 

通過在設備運行時手動調節水平百葉窗葉片，可以改變垂直方向的氣流。 

為避免在水平百葉窗葉片表面產生冷凝水，水平百葉窗葉片在冷卻模式下不應長時間

處於最大向上或向下角度位置。 

 

通風/排氣控制 

通風/排氣控制器位於控制旋鈕上方（參見下圖）。 

為了獲得最大的冷卻效率，請關閉通風口（「CLOSE 」）。它將允許內部空氣循環流通。打開通風口（「OPEN 」），

則可排出陳舊的空氣。 

 
要打開通風口，請將拉桿拉向您。 

若要關閉它，請將其推進去。 

操作蓋（控制面板） 

  

抓住控制表板的操作蓋的右側並向上拉以將其打 關閉控制表板的操作蓋，然後再次按下操作蓋的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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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排水 

處理冷凝水的方法如下： 

1.底部排水。 將排水軟管連結到底部排水盤上。 

2.背部排水。 將排水軟管連結到後排水孔。 

3.不排水。 用橡膠塞堵住排水孔。 

底部排水安裝程式： 

- 從配件中取出排水盤和螺絲。 

- 用螺絲將排水盤固定在機箱底部。 

- 將延長排水軟管（當地購買的）連結到排水盤的出口處。 

 

背部排水孔    底部排水孔 

 

建議：為了確保冷凝水順利排出，在排水盤安裝時，務必將排水盤

的排水管口的方向向下。 

注意：當您選擇底部排水時，冷氣機會略微影響冷卻性能，但會降

低噴灑冷凝水所產生的噪音。 

 

 

背部排水裝置的安裝程式： 

- 將密封圓套（作為配件提供）放在排水接頭上。  

- 從機箱背面取下橡膠塞 - 將排水接頭插入背部排水孔，並將其旋

轉 90 度以便安裝好。 

- 將延長排水軟管（當地購買的）連結到排水接頭。 

- 確保用碎石塞堵住底部排水孔。 

注意：當您選擇背部排水時，冷氣機會略微影響冷卻性能，但會降

低噴灑冷凝水所產生的噪音。 

 

 

注意：根據安裝長度要求在當地購買排水軟管。 

注意：如果在冷卻時選擇不排水，則設備的底部和背部部排水孔應插入橡膠塞。 當您選擇無排水時，冷氣

機將獲得最大的冷卻效率，但噴灑冷凝水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噪音。 如果濺起的聲音讓您煩惱，建議

使用其他排水系統。 

注意：使用橡膠塞和排水接頭時，確保水不會從周圍區域洩漏。 如果發現洩漏，請密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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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注意：在安裝之前，請從紙箱內取出所有包裝，以及放入側面百葉窗葉片的任何插件也需取出。 

選擇最佳的安裝位置 

 

 

1.    為避免振動和噪音，請確保安全並牢固地安裝。 

2.    將設備安裝在陽光不直接照射在設備上的地方。如果裝置受到陽光直射，建造遮陽篷遮擋機箱。 

3.    在距離機箱背部 50 厘米範圍內不應有任何障礙物，如圍欄或牆壁，因為它會阻止冷凝器的熱輻射。 外

部空氣的限制將大大降低冷氣機的冷卻效率。 

4.    將裝置稍微向下傾斜安裝到外面，不要將冷凝水洩漏到室內（水平角度大約 3~4 度）。 

5.    安裝設備時，其底部高出地面 75~150 厘米。 

6.     電源線必須連結到一個獨立的電路。 黃色/綠色電線必須接地。 

7.     最好選擇一個沒有任何障礙物包圍該設備的位置。 

8.     根據下圖示選擇安裝的空間。 

 

 

注意 

機箱的所有側面百葉窗葉片必須保持暴露在結構的外部。 

超過 

150 
毫米 

超過 

150 

毫米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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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在房屋內 

第一步 

從包裝中取出冷氣機，取下固定螺絲，將冷氣機從外殼中滑出（參

見安裝步驟）。 

第二步 

準備好牆壁上的孔，使殼體底部得到良好支撐，頂部具有最小間隙，

進氣口百葉窗葉片具有對應的間隙，如下面選項 A和 B所示。從外

部到內壁的孔應密封。機箱應向後傾斜約 5 毫米，以使操作過程中

形成的水排出。 安裝孔尺寸請參考右圖。 

 第三步 

將外殼安裝到牆壁中並固定。 確保泡沫密封沒有損壞。 在內部和

外部閃光、密封或填充間隙，以提供令人滿意的外觀和防止天氣、

昆蟲和囓齒動物入侵。 

 

a:≥428+20毫米 

b：≥660+20毫米 

c：≥400毫米 

注意：冷氣機可以由實心框架垂直支撐，或從下面立一個懸置支撐架固定在實心框架支撐上。 

  

將冷氣機裝置安裝到外殼中 

1. 將設備滑入外殼，直至其緊貼外殼後部。 需要注意確保外殼上的泡沫密封條保持在適當位置。 

2. 將冷氣機連結到電源並將多餘長度的電線放在冷氣機底座下方。 

3. 將機箱固定支架連結到底部外殼導軌中，並使用提供的螺釘固定到底座上。 

4. 從紙盒和塑料袋中取出前置面板，然後按照安裝說明進行安裝。 

5. 開啟設備。 檢查設備的運行情況並檢查安裝中的振動。 

6. 如果需要的話，將排水盤安裝到外殼上並將排水管線安裝到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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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冷氣機裝置安裝到牆壁上 

  

選擇一 選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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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卸步驟 

第一步.卸下前置面板和空氣過濾網 

1.抓住前置面板下方的插槽，然後向外提升，然後卸下前置面板（參見圖 1）。 

2.將手柄夾在空氣過濾網下方，使空氣過濾網拱起，從下側向上側將其從槽中取出（見圖 2）。 

 

第二步.取下機架。 

1.卸下機箱固定支架上的一顆螺釘，然後卸下機箱固定支架。 拆下機箱背面的兩顆螺釘，如圖 3 所示。 

2.抓住框架的左下角，然後鬆開框架（參見圖 4）。 

3.抓住機箱上的手柄，小心地將冷氣機滑出機箱（參見圖 5）。 

 

 

第三步.安裝機架。 

1.將設備底盤推入機箱（參見圖 6）。 

2.安裝機架（見圖 7）並固定機架上的螺釘（見圖 3）。 

第四步.安裝空氣過濾網和前置面板。 

1.將空氣過濾網從上側到下側安裝到框架的槽中（參見圖 2）。 

2.將前置面板掛在框架的帶扣上，然後將前置面板按入框架的插槽中，只要聽到哢嗒聲按一下（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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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在致電服務之前，請查看此列表。這樣可以節省您的時間和費用。 此列表包括常見事件，這些事件均不是

由於處理不當的工作人員或本設備中材料有缺陷所造成的。 

問題  解決方法 

冷氣機無法啟動 房屋保險絲熔斷或斷路開關跳閘。 您可：用延時或複位斷路開關更換保險絲。 

選擇器控制在關閉的位置。 您可：將選擇器轉到所需的風扇或冷卻設定。 

通過將恆溫調節器移動到更該的溫度數值然後立即轉回更低的溫度數值來關閉裝

置。 您可：等待大約 3 分鐘。 聽壓縮機啟動。 

設備關閉然後開得太快。 您可：關閉設備後並等待 3 分鐘後再重新啟動。 

恆溫調節器設定得太低。您可：將恆溫器調節到更高的數值以進行冷卻。 

來自設備的空氣感覺

不夠冷 

您可：將選擇器轉到更高的冷卻位置。 

恆溫調節器太熱了。 您可：將恆溫調節器設定為較冷的溫度。 

室溫低於攝氏 18 度（華氏 64 度）。 直到室溫升至攝氏 18 度（華氏 64 度）以上

才可能進行冷卻，不然無法產生效用。 

溫度傳感管接觸冷線圈，位於空氣過濾網後面。您可： 將管子拉直線圈。 

冷氣機冷卻，但房間

太熱 - 在裝飾板前後

面的冷卻盤管上形成

冰凝效果 

室外溫度低於攝氏 18 度（華氏 64 度）。您可： 要對線圈進行除霜，請將選擇器

設定到風扇的位置。 然後，將恆溫調節器設定到較暖的位置。 

空氣過濾網可能很髒。 您可：清潔空氣過濾網。 請參閱保養和清潔部分。若要解

凍，請將選擇器設定為風扇。 

恆溫調節器設定得太冷，無法進行夜間冷卻。 您可：要對線圈進行除霜，請將選

擇器設定到風扇位置。 然後，將恆溫調節器設定到較暖的位置。 

冷氣機冷卻，但房間

太暖 - 裝飾板的前後

面的冷卻盤管上沒有

結冰 

太髒的空氣過濾網導致空氣受限。 您可：清潔空氣過濾網。 請參閱保養和清潔部

分。 

恆溫調節器設定得太熱了。 順時針旋轉恆溫調節器到較冷的設定。 

空氣定向百葉窗葉片定位不正確。 放置百葉窗葉片以獲得更好的空氣分佈。 

冷氣機設備前面被窗簾、百葉窗葉片、傢俱等擋住了，導致限制了空氣分佈。在裝

置前面清除堵塞物。 

若門、窗和寄存器等讓冷空氣洩漏。您可：關閉門門、窗和寄存器。 

設備最近在炎熱的房間打開。 允許在額外的時間來遠程存儲從牆壁、頂棚、地板

和家私的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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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快速開啟和關

閉 

太臟的空氣過濾網導致 空氣受限。 您可：清潔空氣過濾網。 

室外溫度極熱。 您可：設定為高冷卻，使空氣更頻繁地通過冷卻盤管。 

設備冷卻時所帶來

的噪音 

氣流運作的聲音。 這個是正常的。 如果聲音太大，您可：請轉動選擇器以降低 FAN

風扇的設定。 

風扇撞擊除濕系統的聲音。 濕度高時這是正常的。您可： 關閉門，窗和寄存器。 

窗戶振動來源於安裝不良。 您可：請參閱安裝說明或與安裝人員取得聯繫。 

當設備冷卻時，會在

機器內部滴水。 

安裝不當。 您可：將冷氣機輕微向外傾斜，以便排水。請參閱安裝說明，並且與

安裝人員取得聯繫。 

當設備冷卻時，水會

滴導機器外部。 

設備從潮濕的房間中去除大量水分。 這在過度潮濕的日子裡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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