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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连接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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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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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转接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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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软管

细连接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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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墙帽 PVC 保护带 密封胶泥

01 包装内容 02 产品简介

遥控器室内机

室外机

室外机

03 使用 04 使用

正视图

支脚

出风口

应急运转控制

快速设置

购买更多

在遥控器和手机 APP 无法控制空调时，可使用应急运转按键操作：

按键一次，进入制冷模式；连续按两次，进入制热模式；长按按键 3 秒关机。

本产品可通过米家 APP 操控，支持 MIUI 系统，兼容米家智能平台，可

与其他产品互联互通。

1. 下载 APP
    在应用商店搜索“米家”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下载安装米家 APP。

2. 添加设备

   打开米家 APP 首页，在页面右上角点击“+” ，

   根据 APP 提示方式添加设备。添加成功后即 

   可在首页列表找到此设备。
提示 : 因米家 APP 升级更新等原因，可能实际操作与此描述不符，请按照当前米家
APP 内指 引进行操作。 

购买更多智能产品及品质好物请扫描下方二维

码下载有品 APP。

打开前面板，在右侧找

到“应急运转”按键

按键 2 次
进入制热模式

长按按键 3 秒
关机

按键 1 次
进入制冷模式

开启或关闭空调器
按“开关”键         ，开启或关闭空调器。

模式

按“模式”键   ，依次切换并显示“制冷”   、“制热”   、“除湿”     、   
 “送风”   模式。

设置温度

按  或  键调节温度，每按一次增加或减少 0.5℃。

风速调节
开机状态下，按       或       键调节风速可选择：低风          、中风          、高风       、

     强力风            或自动风           。
提示：送风模式下，自动风功能不可用。

上下摆风调节
按“上下摆风”键         开启或关闭上下摆风。

提示：制热模式下，导风叶片会在水平位置停留几分钟后才开始摆动，以防止在

温度未升高时将冷风吹到人体所造成的不适感。  

舒适
按“舒适”键         开启舒适功能，空调器会自动设置、调节到适合的温度和风速。

您也可以手动调节温度和风速、开启或关闭电辅热。关机状态下，可按“舒适”键

开机并开启舒适功能。

按“模式”键        退出舒适功能。

提示：开启了舒适功能后，遥控器显示屏上显示           和           ，不显示温度，风速显示为                。               

睡眠

1. 按“睡眠”键  ，开启或关闭睡眠模式。睡眠开启时，遥控器显示屏上显示

睡眠  图标。
2. 睡眠模式下，空调将根据睡眠曲线自动调节温度和风速，此时运行风速并不会

同步到您的遥控器和 APP 界面。您也可手动调节温度和风速，但此时风速可

能会和正常模式下风速不同。

3. 开启睡眠模式后，屏幕亮度自动调至最低挡，强劲风（5 挡风速）无效。

电辅热

按“电辅热”键  ，开启或关闭电辅热功能，遥控器显示屏上显示电辅热  图标。

定时关机
开机状态下，按“定时关机”键          ，

每按一次，依次切换“1h → 2h → 4h → 6h → 8h →关”。

Wi-Fi 重置

按住遥控器上的“Wi-Fi 重置”键        3 秒，室内机的 Wi-Fi 指示灯闪烁，进入等

待连接状态，重置成功。

提示：短按“Wi-Fi 重置”键            时，空调不会做出任何响应。

静音

短按“静音”键          开启或关闭蜂鸣器。开启静音功能后，按遥控器按键时，

室内机不发出蜂鸣声。

长按“静音”键           3 秒，室内机可调节至微风档。 

关屏

按“关屏”键          开启或关闭空调器室内机显示屏。

提示：电辅热功能只有在制热模式下才能被开启。当再次切换到制热模式时，“电辅热”需重

新开启。

后视图

进风口

室外机
截止阀

显示屏

睡眠

风速增加

温度减小

温度增加

蜂鸣器开关

关屏

送风

静音

上下摆风

制冷

制热

电辅热

显示屏开关

定时关机

模式

Wi-Fi 重置

开关

舒适

上下摆风

          风速减小

1 3 5 7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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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干电池

×2

1

2

安装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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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机

室内机

顶视图

室内机显示屏

正视图
用手指按压盖板上部凹槽，向下滑动电池盖。

向上翻起电池盖，将两节 7 号电池按图中所示方向

装入电池仓，盖紧电池盖。

1

2

6

电辅热

设定温度

风速 定时关机

Wi-Fi

睡眠

舒适

除湿开关 舒适

模式

睡眠

电辅热 上下摆风 定时关机

WIFI重置 静音 关屏

出风口

显示屏

面板

环境温度
传感器

进风口

Wi-Fi 指示灯

   Wi-Fi 未连接：连接电源后半小时内，Wi-Fi 指示灯  闪烁等待连接。

     半小时后，仍未连接，则 Wi-Fi 指示灯  消失。

   Wi-Fi 已连接：Wi-Fi 指示灯  长亮。

温度显示器：显示设置温度

电加热指示灯：制热模式下电加热工作时亮起

 Wi-Fi 指示灯

遥控接收窗：接收遥控器信号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压缩机及配件

制冷剂

电机

换热器

管路件

阀类

螺钉、螺栓等紧固件

其他金属件

控制器及电器元件

海绵

泡沫

其他塑料件

橡胶件

电源线及连接线

其他印刷件

室内机的清洁

过滤网的清洁

参数规格 辅助电加热器参数规格

熔断器参数规格

09  注意事项

取出过滤网
打开面板，稍向上提过滤网中央下部的提手（如图 a），

然后下拉，取出过滤网。

清洗过滤网
用吸尘器吸掉灰尘或用清水冲洗过滤网。滤网较脏时，

可用中性洗涤剂或肥皂水清洗，然后用清水冲洗后在

阴凉处晾干。

注意 : 务必使空调停止运行、断电后再进行以下操作；清洗后务必使部件完全干燥再安装使用，避免阳光直射。

06 基本参数05 维护与保养

07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08  疑难解答 10  保修说明

智米全直流变频空调 1A 使用说明书

辅助电加热器

材料 功率 额定电流 表面与塑压件最小距离

电加热管 1000W 4.55A 16mm

注意 : 本机采用的辅助电加热器为工厂定制专用电加热器，市场上没有可以替代产品。 

             电加热器的更换必须由本公司授权维修店按原型号规格进行更换。

以下属于正常现象 原因

室内机塑料件发出一些响声。 这是制冷或制热运转时，塑料件热胀冷缩引起的。

制冷时，可能有水滴从室内机滴下。 室内湿度太大时可能引起该现象。

空调可能发出柔和的“沙沙”声。 这属于冷媒流动的正常声音。

室内有异味。 这可能是墙壁、地毯、家具或衣服中散发的气味。

制热运行开始几分钟，室内机可能没有热风吹出。 这是空调的防冷风设计。

压缩机关闭后，至少需要 3 分钟才能再启动。 这是为了延长压缩机的寿命。

制热运行时，室外机可能有水流出。 室外空气中的水份在冷凝器上凝结成水所致。

制热时，室外机可能会有热蒸汽冒出。 这是机组在进行除霜操作。

室内风扇速度有时和设置不一致。 在制热防冷风、制热过载保护、制冷过载保护、除湿运转等情况下，风速可能会根据空调运转需要进行改变。

空调关机后，室内风扇有时会继续吹风一段时间。 这是为了制热后吹出余热或制冷后吹干室内机水分 , 保持机体干燥无霉变。

空调噪音大。 如果您设置了最大风速，室内机风扇高速运转，会导致噪音增大。

关灯睡觉后，空调显示屏亮度影响您的睡眠。 您可以选择“睡眠模式”，显示屏亮度将自动降至最低；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或 APP 关闭显示屏。

空调制冷、制热效果变差。 您可能选择了“睡眠模式”，空调进入节能运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制冷或制热模式，退出睡眠功能。

故障现象 空调器不工作 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不佳

检查项目

1. 电源线是否装好。

2. 电源保险丝是否熔断或断路器是否断路。

3. 遥控器电池的电量是否耗尽。

4. 是否受到其他无线电设备干扰。

5. 电源质量太差（电压过低、干扰信号大等）。

1. 室外机进、出风口是否有障碍物。               

2. 空气过滤网是否被灰尘堵塞。

3. 房间内是否人太多。                                             

4. 门或窗是否关闭。

5. 风速或温度设定是否合理。

清洗面板
使用软布或海绵蘸取清水或稀释后的中性洗涤剂进行擦拭。

1

清洗内部面板
用软布或海绵擦拭。

3

1 复位过滤网
将过滤网复位、固定（如图 b）并关闭面板。

3

复位

向下按前面板，即可合上面板。

4

1. 产品自您签收次日起 7 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您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维修；

2. 产品自您签收次日起 15 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您可以选择换货或维修；

3. 产品自您签收次日起 6 年内，发生性能故障，您可以选择免费维修服务；

4. 网购产品，自您签收次日起 7 日内，在保证产品（含包装和附件）完好未安

装使用的前提下，可无理由退货；

保修期限

非保修条例

1. 因用户使用、维护或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2. 因不可抗拒外部因素如：火灾、水灾、地震等造成损坏的；

3. 非授权服务商拆动造成损坏的；

4. 包修凭证与产品不符、涂改或伪造的；

5. 超过包修期或非厂商承诺免费的服务项目和内容；

6. 性能指标或技术参数达到产品设计及说明标准的；

7. 其他不符合国家新三包规定的免费处理的情况。

注：保修条例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

智米全直流变频空调 1A 产品售后服务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实行售后

三包服务，服务内容如下：

保修内容

保修内容 保修内容 保修时间

智米全直流变频

空调 1A

整机 机器本身的零件（不包含其他部件） 6 年

其他部件 智米空调遥控器 1 年

上述不属于三包范围的情况， 用户需处理时， 厂商授权服务商可提供收费服务。

友情提示：因运输过程中需使用包装箱保证产品运输安全，建议您自签收之日起至少保留包

装箱 15 天。

2

图 a 图 b

警告

回收处理

安全事项

切勿擅自安装！本空调器应按照国家布线规则进行安装，只有在正确安装后才能长久可靠

地使用，不正确的安装可能会引起漏水、漏氟、火灾或触电等事故。

插座和供电线路容量必须足够，插座必须装有地线，插座和空调器电源线上的火线、零线、

地线必须一一对应，否则可能引起触电或火灾。

如果电源线损坏，为避免意外事故，必须由厂商或维修部门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和更换。

禁止老人、儿童、体弱或缺乏经验和知识者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操作空调器。

禁止使用铜线等金属导线代替安全保险丝，否则可能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

在有雷电的情况下，请先停止空调器的运行，然后拔下电源线插头或关闭空调器供电线路。

否则可能导致空调器电子器件损坏。

在空调出风口前不要放置家用电器和其他电气设备，如果室内机导风叶片表面产生的冷凝

水滴落，会造成财产损失，同时也会导致用电设备的短路、漏电等事故发生。

本产品只能使用单相 220V~ 50Hz 电源。请使用指定规格的电源线，切勿自行改制。

请勿将接地线与煤气管、自来水管相接，接地不充分可能导致触电。

线束、排水管和压缩机管路确保正确连接，若连接不正确可能引起空调器不工作、工作一

段时间后效果变差、漏水、漏氟、触电或火灾等事故。

请勿在空调器正在运转时拔下电源线插头或通过插拔电源线插头来开关机，长期不使用时，

请切断电源。

当环境湿度较大时，请将风速调高挡位，或通过上下摆风按键将导风叶片角度调到出风量

最大位置，以防止水滴落下。

请勿在可能泄漏易燃易爆气体或腐蚀性气体以及环境潮湿、电磁干扰大的地方安装空调器。

本空调器的室内机不具备防水性能，请勿在洗衣间、浴室等潮湿环境中使用。

确保室内的通风换气。与室内采暖设备、燃气灶具等共同使用时，应避免因换气不充分导

致的缺氧事故。

请勿将空调器的风直接吹向动物或植物，否则可能导致不良影响。

清洁空调器时务必关闭空调器，断开电源，确认风扇完全停止后，再进行操作。

请勿将手指、棍棒伸入空调器的吸、排风口，否则会造成空调器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请勿在室外机上放置物品并经常检查其安装支架，若有损坏，应及时修理，否则机组可能掉

落造成伤害。

发现空调器异常时（有烧焦的糊味等），应立即关机并切断电源，并联系售后服务。

请勿擅自修理空调器，修理不当会导致意外事故。

空调器的安装和移动必须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完成，或联系售后服务。

为了安全和保护环境，对于产品和废物的销毁（或处理），请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条

例执行。

运行正常现象

故障检查

主板电流熔断器

室内机 T3.15AL / 250V~

室外机 T15AL / 250V~ 或 T16AL / 250V~

15

打开面板 

向前拉，打开室内机面板。

2

过滤网清洁

空调清洁

维护保养

对空调器进行维护保养前，确保空调器已关机，并切断电源。

对空调器进行维护保养时，避免跌倒、摔落等事故，以免受伤。

打开室内机面板后，请勿触碰主机换热器的金属翅片，以免受伤。

提示：必要的换季维护保养可以延长空调器的使用寿命并减少用电量。

请勿用水清洗机组，空调器进水会导致故障或触电等事故。

请勿用水清洗遥控器，以免发生故障。

请勿使用酒精、汽油、香蕉水、抛光粉、风油精、牙膏、洗衣粉等化学制品或溶剂清洗空调器，

以避免损害产品。

清洁室内机面板时，请勿用力过大，以免损坏。

请勿用铁丝网球、刷子等擦拭面板及遥控器外壳，以免使外壳受损。

过滤网在空调使用季节应每两周清洗一次，以免因灰尘覆盖影响制冷、制热效果。

请勿用铁丝网球或刷子刷空气过滤网，以免损坏过滤网。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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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环境及人类健康：

1. 本产品报废后请将其与生活垃 

    圾分开，消费者有责任将其送 

    至有资质的回收点；

2. 回收处理中心将通过适当的方

     法回收再利用产品中的材料；

3. 关于本产品回收处理的详细信

    息请咨询当地政府、废品处理

    中心或特许服务商。

服务电话：400-008-5678           
制  造  商：北京智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小米生态链企业 )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 68 号华润五彩城写字楼 11 层 1102 房间

执行标准：Q/BJZMK0003-2017          

说明书中的产品、配件、用户界面等插图均为示意图，仅供参考。由于产品的更新与升级，

产品实物与示意图可能略有差异，请以实物为准。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妥善保管

产品名称 智米全直流变频空调 1A

空调匹数 1.5 匹

整机型号 KFR-35GW-C2ZM-M1

能效等级 1 级能效

APF(GB 21455)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4.75

中间制冷量 1750W

中间制冷输入功率 285W

中间制热量 2250W

中间制热输入功率 385W

低温制热量 4420W

低温制热输入功率 1660W

室内机噪音 ( 微 - 高／强 ) 21-40/42dB(A)

室外机噪音 51dB(A)

室内机尺寸 953 × 315 × 203mm

室外机尺寸 843 × 560 × 354mm

无线连接 Wi-Fi IEEE 802.11/b/g/n 2.4GHz

本设备包含型号核准代码为 CMIIT ID：2017DP3944 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注 : 其他产品规格参数请参照室内机铭牌、室外机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