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 NO. 9382252007

使用說明書
室內機組（風管式）

ARCK022GTAH 
ARCK028GTAH 
ARCK036GTAH 
ARCK040GTAH 
ARCK050GTAH 
ARCK063GTAH 
ARCK071GTAH 
   （搭載排水泵）

請保存本說明書以供日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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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安全注意事項

 ● 在使用本機之前，請仔細閱讀「注意事項」，並以正確方法操作。

 ● 本部份的說明均與安全有關；請在操作時注意安全。

 ● 「警告」和「注意」在此說明中有以下意義：

 警告
本標誌表示如程序失當，有可能導致用戶死亡或
嚴重人身傷害。

 注意
本標誌表示如程序失當，有可能導致用戶人身傷
害或財物受損。

使用注意事項

 警告

 ● 請勿長時間讓空調機的風直接吹到身上。

 ● 請勿將手指或其他物件插入出風口或入風口格柵。

 ● 除了緊急 (EMERGENCY) 狀況，切勿在運轉期間關閉室內機組的主電
源和子斷路器。否則會導致壓縮機故障以及漏水。首先，透過操作控制
單元、變頻器或外部輸入裝置停止室內機組，然後切斷斷路器。請務必
使用控制單元、變頻器或外部輸入裝置操作。

 ● 如果本機的電源線損壞，必須由授權的維修人員進行更換，因為需要專
用工具以及指定的電源線。

 ● 在冷媒外洩的情況下，請務必遠離火或任何易燃物，使房間通風，並與
授權的維修人員聯絡。

 注意

 ● 請勿讓氣流直接吹向動植物。

 ● 請勿讓氣流直接吹向壁爐或取暖設備。

 ● 請勿阻塞或遮蓋入風口和出風口。

 ● 請勿攀爬到空調機上或在其上放置物件。

 ● 請勿在空調機頂上放置花瓶或盛水容器。

 ● 請勿在室內機組上懸掛物件。

 ● 請勿將任何物品放在室內機組下方，以免弄濕。

 ● 每當清潔空調機或空氣過濾網時，請務必關閉斷路器。

 ● 請勿將水或清洗溶劑直接倒在機組上，或使用其清洗機組。

 ● 請勿將空調機直接置於有水的環境中。

 ● 請勿用濕手操作空調機。

 ● 檢查安裝支架是否損壞。

 ● 只能在安裝空氣過濾網的情況下運轉。

 ● 請勿飲用空調機排出的水。

 ● 請勿向散熱片施加重壓。

 ● 請勿在空調機附近使用易燃性氣體。

 ● 運轉期間請勿觸摸配管。

 ● 請確保電子設備與室內或室外機組保持至少 1m 的距離。

 ● 本機並非設計給身體、感覺或心智功能不足者（包括孩童）、或缺乏經
驗及知識者使用，除非有能確保其安全者給予監督或指導，才能使用本
機。請注意避免讓孩童戲玩本機。

註： 在熱還原系統中切換操作模式可能需要一些運轉準備時間。請注意，
這並不是故障。

安裝注意事項

 注意

 ● 請勿試圖自行安裝本空調機。

 ● 本機組內沒有配備用戶可自行維修的零件，請務必聯絡授權維修人員進
行維修。

 ● 移機時，請聯絡授權維修人員拆卸與安裝本機組。

 ● 本機組必須接地。

 ● 請確保做好排水工作。

 ● 避免在壁爐或其他取暖設備附近安裝空調機。

 ● 安裝室內與室外機組時，請採取預防措施，以防嬰幼兒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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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名稱

1 出風口
2 進風口

遙控器類型：

 ● 無線遙控器

 ● 有線遙控器

有關使用方法，請參考各自的使用說明書。

強制自動運轉

當遙控器遺失或由於其他原因無法使用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強制自動運
轉。

* 僅限於連接了接收器時。

 注意

請勿用濕手或尖銳物件按 MANUAL AUTO 按鈕。

啟動運轉

按下操作控制面板上的 MANUAL AUTO 按鈕。

可在以下設定下進行運轉。

運轉模式： 自動：
當無法選擇自動模式時，將會以與同一系統內的其
他室內機組相同的模式運轉。（當同一系統內的其
他室內機組不運轉時，空調機將以冷氣運轉。）

風速 自動

設定溫度 23°C

停止運轉

按下操作控制面板上的 MANUAL AUTO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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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與濕度範圍

 ● 運轉本產品所需的溫度與濕度如下表所示。

冷氣 / 除濕模式 暖氣模式

室外溫度 請參考室外機組的規格。

室內溫度 約 18 ～ 32°C DB 約 10 ～ 30°C DB

室內濕度 約 80% 或更低

 ● 如果空調機在上述所列之外的高溫條件下運轉，內建的保護電路可能會
運轉以防止內部電路損壞。另外，冷氣和除濕模式期間，如果本機在上
述所列範圍之外的低溫條件下使用，熱交換器可能會凍結，導致漏水和
其他損壞。

 ● 如果本機長期在高濕條件下使用，室內機組表面上可能會形成凝結，並
且水滴會滴落在地面或下方的其他物體上。

 ● 請不要將本機用於普通住宅中冷氣﹑暖氣﹑除濕和室內空氣循環之外的
任何用途。

清潔與保養

 注意

 ● 清潔本機組之前一定要關閉機組，並斷開電源。

 ● 清潔時請勿站在不穩定的檯面上。

 ● 拆下以及更換空氣過濾網時，請勿觸摸熱交換器，以免造成人身傷害。

 ● 請勿自行清潔本機組內部。若要清潔內部，請務必聯絡授權的服務人員。

 ● 清潔機身時，請勿使用超過 40°C 的熱水、磨蝕性清潔劑或苯或稀釋劑
等揮發性溶劑。

 ● 當空氣過濾網聚積髒污時，會引起送風量減少、運轉效能降低及噪音量
上升。 
在正常使用期間，空氣過濾網應每 2 週清潔一次。

清潔空氣過濾網

清潔

清潔空氣過濾網
用吸塵機或清洗方法清除灰塵。清洗後，先在陰涼處徹底晾乾，再裝回
去。

當長時間不使用時

再次使用時開始運轉前，將斷路器開啟至少 12 小時。

運轉提示

運轉與性能

關於優先狀態與待機狀態

 ● 同一系統內可以連接多台室內機組。視系統而定，運轉模式的選擇會受
到限制。

冷氣優先狀態 同一系統內的其他室內機組以冷氣或除濕模式運轉
時，無法同時選擇暖氣。

暖氣優先狀態 同一系統內的其他室內機組以暖氣模式運轉時，無法
同時選擇冷氣與除濕模式。

待機狀態 2 台或多台室內機組同時以不同模式啟動時，待機模
式啟動。優先模式之外的室內機組將以待機狀態等待，
直到優先模式更改（一旦切換優先順序後將開始運
轉）。
此時，運轉指示燈（綠色）亮起，定時指示燈（橙色）
閃爍（僅限於連接了接收器時）。

低溫供冷

 ● 若室外溫度下降，室外機組的風扇可能切換到低速，或某一風扇會間歇
性的停止運轉。

暖氣性能

 ● 暖氣模式是根據熱泵原理運轉的，即從室外空氣中吸收熱量，並將該熱
量傳輸到室內。結果，當室外空氣溫度下降時，運轉性能也會下降。當
覺得暖氣效能不夠時，建議將本空調機與其他加熱設備組合使用。

 ● 暖氣模式透過循環整個房間的空氣來加熱整個房間，因此當剛開始開啟
空調機時，整個房間都被加熱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

微電腦控制的自動除霜

 ● 在室外空氣溫度很低、濕度很高的條件下使用暖氣模式時，室外機組上
可能會結霜，從而導致運轉效能下降。為了防止這種效能下降，本機組
配有微電腦控制的自動除霜功能。當結霜時，空調機將暫時停止，並短
暫運轉除霜程序（約 4 ～ 15 分鐘）。 
在自動除霜運轉期間，運轉指示燈（綠色）會閃爍（僅限於連接了接收
器時）。

回油運轉

 ● 會定期進行回油運轉，以使壓縮機油返回到室外機組。 
在回油運轉期間，運轉指示燈（綠色）會閃爍（約 10 分鐘）（僅限於
連接了接收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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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下列情況並非故障或運轉問題。

現象 問題 參考頁

無法立即運轉：  ● 若關閉機組然後立即開機，為了避免保險絲燒斷，約 3 分鐘內壓縮機不會運轉。 —

 ● 每當關閉斷路器然後開啟時，約 3 分鐘內保護電路將發揮作用，以防止機組在這段時間內運轉。 —

風量較弱或停止：  ● 當開始暖氣運轉時，室內機組的風扇可能暫時停止，以便內部零件預熱。 —

 ● 暖氣運轉過程中，若室溫上升到溫度調節器設定之上，室外機組將停止，室內機組的風扇也會停止。
若希望進一步為房間供暖，請將溫度調節器設為更高的設定。

—

 ● 在回油運轉期間，氣流可能會停止約 10 分鐘。 3

 ● 暖氣運轉過程中，當自動除霜模式運轉時，機組將暫停運轉（4 ～ 15 分鐘）。 3

 ● 除濕運轉過程中或機組正在監控房間溫度時，風扇可能會以低速運轉。 —

 ● 在監控自動運轉中，風扇將以低速運轉。 —

指示燈閃爍：
（僅限於連接了接收器時）

運轉指示燈（綠色）閃爍： 正在執行回油運轉。 3

運轉指示燈（綠色）閃爍： 正在執行自動除霜運轉。 3

運轉指示燈（綠色）和定時指示燈
（橙色）交替閃爍： 

剛從斷電狀態恢復。
—

運轉指示燈（綠色）和定時指示燈
（橙色）同時閃爍： 

正在試運轉模式運轉。
請向管理員查詢，是否可能正在進行維護。

—

運轉指示燈（綠色）亮起、定時指
示燈（橙色）閃爍：

這是待機狀態。 3

聽見噪音：  ● 下列情況下室內機組有水流聲音，且運轉聲音變大。這是冷媒流動的聲音。

 運轉開始時
回油運轉完成時
自動除霜運轉完成時

—

 ● 運轉期間，可能會聽到輕微的吱吱聲。這是由於溫度變化引起面板發生微小膨脹與收縮的結果。 —

 ● 暖氣運轉過程中，偶爾可能會聽到嘶嘶聲。這是自動除霜運轉發出的聲音。 3

氣味：  ● 可能會從室內機組中散發某些氣味。這種氣味是由於房間的氣味（傢俱、香煙等）被吸入空調機的
結果。

—

室內機組發出煙霧：  ● 冷氣運轉過程中，可能會看到室內機組發出淡淡的煙霧。這是由於空調機排出的空氣被房間空氣突
然冷卻而產生的冷凝或煙霧。

—

室內機組冒出蒸汽：  ● 暖氣運轉過程中，室外機組的風扇可能會停止，因此可能會看到機組內冒出蒸汽。這是由於自動除
霜運轉造成的。

3

室外機組有水產生：  ● 暖氣運轉過程中，由於自動除霜運轉，室外機組可能會產生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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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況可能不屬於故障，請再檢查一次。

現象 檢查項目 參考頁

完全無法運轉：  ● 是否存在電源故障？ —

 ● 是否保險絲被燒斷或斷路器已斷開？ —

 ● 主電源開關是否設定為關？ —

 ● 您是否嘗試運轉與優先狀態不同的模式？ 3

 ● 是否處於待機狀態？ 3

運轉模式無法變更：  ● 您是否嘗試變更為與優先狀態不同的模式？ 3

冷氣（或暖氣）
性能不佳：

 ● 是否正確調節室溫設定（溫度調節器）？ —

 ● 空氣過濾網是否變髒？ 3

 ● 空調機的入風口或出風口是否阻塞？ —

 ● 門窗是否打開？ —

 ● 在冷氣運轉時，是否有強烈陽光從窗戶射入？（拉上窗簾。） —

 ● 在冷氣運轉時，房間內是否有加熱設備和電腦，或房間內是否有許多人？ —

 ● 風速是否設為低速？ —

將溫度設定為低於室溫後使用：  ● 溫度下降效果不明顯。
根據房間狀況，溫度可能不會下降。
（濕度大或室溫高時。）

3

在下列情況下，請立即停止運轉，並聯絡授權維修人員。

 ● 即使已執行故障排除檢查，也無法解決問題。

 ● 過濾網指示燈（紅色）閃爍速度非常快（連接了接收器時）。

 ● 有線遙控器顯示 Er（已連接時）。

 ● 有燒焦的氣味。

 ● 如需對指示燈閃爍做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參考「IR 遙控信號接收器」或「有線遙控器」的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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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型號
ARCK022

GTAH
ARCK028

GTAH
ARCK036

GTAH
ARCK040

GTAH
ARCK050

GTAH
ARCK063

GTAH
ARCK071

GTAH

電源 220 V ～ 60 Hz

可用電壓範圍 198 ～ 242 V

冷氣能力 [kW] 2.2 2.8 3.6 4.0 5.0 6.3 7.1 

暖氣能力 [kW] 2.8 3.2 4.0 4.5 5.6 7.1 8.0 

聲壓等級

高 dB [A] 26 26 29 31 31 29 32

中 - 高 dB [A] 25 25 27 29 27 28 30

中 dB [A] 24 24 26 27 26 27 28

中 - 低 dB [A] 23 23 25 26 25 26 27

低 dB [A] 22 22 24 24 24 25 25

靜音 dB [A] 21 21 22 22 22 22 22

尺寸與重量

高 [mm] 198 198 198

寬 [mm] 700 900 1,100

深 [mm] 450 450 450

重量 [kg] 15.5 16.0 19.0 22.5

 ● 標準靜壓：1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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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年月日  年 月 日

經銷商店名

 TEL

致顧客……請記入購買年月日、經銷商店名，以方便聯絡。

臺灣富士通將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 //www.fujitsu-general.com/tw/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416 號 4 樓之 1                

電話：04-22461191                

免費電話：0800-245888 

9382252007_OM_TC.indd   79382252007_OM_TC.indd   7 2016/2/15   9:17:492016/2/15   9:17:49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None)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Oblique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Symbol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Roman
    /ZapfDingbats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005B57FA4E8E201C00460075006A0069007400730075002D005000720069006E0074201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tru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