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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特色介紹 

ECO-3MINI 與 ECO-IR 分散式紅外線節能模組 

排程控制 

 可設定 16 個工作時段時間 

 每一模組可分別指定每日可動作的時段 

(以周為單位，星期日到星期六)。  

溫度控制 

 ECO-IR 模組具備溫度感應器，可量測現場環境溫度，透過 ECO-3MINI

 輕易掌握現場溫度狀態，可依相關設定值進行節能控制並維持現場環

 境的舒適性。 

時序輪停 

 可設定時段，將使用中的冷氣切換為送風模式，每一冷氣將在指定的倒

 數時間到達後，恢復為冷房模式。此一功能可有效降低流動電費並仍保

 持環境舒適性。 

紅外線遙控器學習及控制 

 ECO-IR 模組均具備紅外線遙控功能，可對冷氣進行 1.電源開、2.電源關、

 3.冷房、4.送風 、5.除濕 功能遙控而不需改裝冷氣設備 

紅外線及繼電器雙模控制 

 ECO-IR 模組除具備紅外線控制功能外，尚具備 2 組繼電器 DO 輸出，可

 完全停止設備電源供應，省電效益，滴水不露。其 2 組繼電器控制尚可

 應用於如中央空調系統等傳統設備使用端的節電省能控制。 

 

 

 

 

 

 

 

 

 



 

4 
 

貳、 硬體介紹 

一. 外觀介紹 

 

二. 接線方式 

 
ECO-3Mini連上無線分享器就可與ECO-IR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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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操作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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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設定操作 

一、 首頁 

 
接上電源後，首頁畫面等待五秒後將直接進入主畫面。 

 

二、 主畫面 

主畫面中，可直接觀看 4 顆 ECOIR 的各別狀態 

1. 顯示目前日期和時間。 

2. 點選後進入設定選單，進行 ECO-3MIN 系統的其他相關設定。 

3. 顯示 ECO-IR 名稱。 

4. 此為 ECO-IR 停用的狀態畫面，可在 IR 設定頁面進行設定啟用或停用。 

5. 當溫度控制功能開啟時，此燈號轉為綠燈，可在 IR 設定頁面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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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時序控制功能開啟時，此燈號轉為綠燈。 

7. 當人體感應啟用且偵測到人時，底色將轉成紅色。 

8. 顯示空調運作模式(冷房/送風/除濕) 

9. 顯示空調電源狀態(啟/停) 

10. 點選後進入 IR 設定頁面，進行細項設定。 

11. 當 ECO-IR 通訊發生異常時才會顯示的警告標示。 

12. 顯示 ECO-IR 所量測到的環境溫度。 

 

三、 IR 設定頁面 

1. 顯示 ECO-IR 名稱 

2. ECO-IR 的啟/停用鈕，選擇停用時，主畫面顯示未啟用狀態。 

3. 返回主畫面按鈕。 

4. 溫度設定按鈕，若啟用溫度控制，會根據此設定進行冷房/送風。 

5. 溫度控制狀態指示燈，ON 狀態下，會根據設定溫度進行冷房/送風。 

6. 時間控制狀態指示燈，ON 狀態下，會根據時段自動啟停電源。 

7. 人體感應模式狀態指示燈，ON 狀態下灰底色為無偵測到人，綠底色為有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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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到人經過。 

8. 點下狀態指示燈區域會跳出控制介面，可進行溫度/時間/DI/繼電器的啟停

控制。 

9. 手動控制空調啟停和冷房、送風、除濕狀態。 

(註:如果在時序控制或溫度控制狀態下強制手動控制，系統會馬上恢復到自

動控制狀態，可能會造成設備異常，建議手動控制前請先關閉溫度與時序

控制) 

10. ECO-IR 內的細項設定選單。 

11. 紀錄 ECO-IR 過去 24 小時的環境溫度、電源、空調模式和 DI 狀態趨勢圖。 

12. 顯示當前環境溫度、設定溫度、濕度、電流值。 

 

 

3-1 紅外線學習 

 
步驟 1. 點選欲學習的模式按鈕 

步驟 2. ECO-IR 進入學習模式，燈號將持續閃爍 30 秒，時間內將遙控器對準紅

外線接收孔，發送要學習的紅外線碼。 

步驟 3. 發送成功 ECO-IR 的燈號將呈現漸亮 2 秒，之後回復原本運作狀態。 

 

閃爍燈號辨識： 

電源開：閃爍白燈 

電源關：閃爍橘燈 

送風：閃爍綠燈 

冷房：閃爍藍燈 

除濕：閃爍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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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時序排程設定 

 
1. 排程時間設定：自由設定 16 個時段的時間。 

2. 排程時段設定：一週時程表，自由選擇 16 個時段的啟停。 

3. 例外日期設定：指定日期讓 ECO-IR 完全不運作 

4. 開關按鈕：同 ECO-IR 設定頁的時控按鈕，ON 狀態下才會根據時間做啟停。 

5. 設為條件按鈕：為複合應用，欲啟用此功能開關按鈕也需設為 ON，把時間

當做參考條件，同時達成時段和人體感應條件才啟動電源 or 同時達成時段

和溫度控制電源的條件才啟動電源。 

3-2-1 排程時間設定 

 
可自由設定 16 個時段的開始/結束時間，右側箭頭可進行換頁。 

步驟 1. 點選欲設定時段的小時/分鐘(如紅框處)，將跳出數字鍵盤。 

步驟 2. 時間設定完成後，開關將自動轉 ON(亦可手動點選暫不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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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排程時段設定 

 
一週時程表，可自由設定一週 16 個時段的啟停。 

 

1. 選擇欲設定的星期。 

2. 點選欲啟用的時段，點選後會轉為綠色。 

 

3-2-3 例外日期設定 

 

設定例外日期，ECO-IR 將不會在該日運作，適合用於節日。 

 

步驟 1. 點選左上方的月份，跳出數字鍵盤，輸入數字。 

步驟 2. 點選該月份中的日期，轉成綠色，即設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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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輪停功能設定 

 
啟用輪停功能，短時間轉送風，讓您的空調更加省電。 

 

步驟1. 設定輪停週期，即多久一個循環，最短2分鐘。 

步驟2. 設定送風時間，即輪停週期內，送風持續的時間。 

步驟3. 設定開始/結束時間，輪停功能啟用後將在這時段運作。 

步驟4. 點選輪停開關，轉為ON。 

 

延遲送風時間：可延遲進入送風時段，適合用於一個區域裝有多台空調，每台

ECO-IR設定不同的延遲送風時間，避免多台空調同時進入送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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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組設定 

 
DI Mode：(1) 關閉：DI 不作用 

         (2) 按鈕：可利用 DI 接點外接按鈕手動控制電源開/關、送風/冷房。 

         (3) 人體感應：可接人體感應器進行自動控制 

 

DI 設為條件：為複合應用，欲使用此功能 DI Mode 也需為人體感應模式，同時達

成人體感應和溫度控制電源條件才啟動電源。 

 

DO Mode：(1) IR+Relay：紅外線與繼電器同時控制。 

(2) IR Only：僅紅外線控制，繼電器不進行控制。 

(3) Relay Only：僅繼電器控制，紅外線不進行控制。 

(4) IR+Relay0：紅外線與繼電器 0(電源狀態)同時控制，繼電器 1(送 

 

控制延遲時間：用來延遲 IR 執行動作的時間，最大 10 秒最小 0 秒，設定之後

IR 下達指令會在設定秒數之後才進行動作，用來防止設備快速開與關可能產生

的損壞。 

 

延遲關閉電源 

閒置時間：設定人體感應器偵測無人狀態下的冷房時間，時間結束後依舊無人

將轉送風。 

送風時間：設定人體感應器偵測無人狀態下的送風時間，時間結束後依舊無人

將關閉電源。 

 

電源關閉時冷房送風無動作：預設 ON，部分冷氣紅外線碼的冷房/送風模式有

包含開機碼，避免使用者在手動控制時誤觸導致運做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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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睡眠時間設定 

 
 

啟用人體感應模式下，可設定睡眠時間，時段內即使人體感應器沒有偵測到訊

號也不會關閉空調。 

 

3-6 溼度設定 

 
可設定時段內，濕度過高自動轉除濕模式。冷房模式本身就有除濕效果，此狀

態下將不會轉除濕模式。 

 

步驟 1. 設定濕度上下限，高於上限啟動除濕模式，低於下限轉為原本的模式。 

步驟 2. 設定開始/結束時間。 

步驟 3. 濕度控制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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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溫濕度進階設定 

 

溫度設定上/下限差：為 ECO-IR 設定頁的設定溫度的差值，預設為正負 0.5 度。 

若設定溫度為 27 度，在 27.5 度時才會轉冷房模式，26.5 度時轉送風模式。 

 

溫/濕度偏移量：量測出來的溫/濕度若有誤差時可在此做修正。 

 

3-8 溫度控制電源 

 
可根據溫度讓 ECO-IR 自動開/關電源。 

 

步驟 1. 設定溫度上限：高於設定值開啟電源。 

步驟 2. 設定溫度下限：低於設定值關閉電源。 

步驟 3. 啟動開關轉為 ON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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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電流設定 

 
開啟此功能可根據所設定的電流值來判斷設備狀態，來進行控制。 

 

步驟 1. 設備待機時所量測到的電流值。 

步驟 2. 設備送風狀態所量測到的電流值。 

步驟 3. 開關轉 ON 

 

3-10 名稱設定 

 
可變更 ECO-IR 在 ECO-3Mini 上顯示的名稱，最多 10 個字元，便於使用者辨識。 

此設定值儲存在 ECO-3Mini 中，若更換連接的 ECO-IR，名稱也不會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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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定 

 
時間設定：可設定系統時間。 

系統設定：可進行系統設定。 

網路設定：可設定連線 IP 

語言切換：可切換成中/英文 

 

4-1 時間設定 

 

若實際時間有誤差，可進行設定修正。 

 

步驟 1. 點選輸入當前時間，20XX 年/XX 月/XX 日，XX 時/XX 分/XX 秒。 

步驟 2. 修正的星期。 

步驟 3. 點選確定儲存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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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設定頁面 

 

當點選系統設定頁面時，會先跳出警告標示。 

如沒有專業人員指導，切勿更動內部設定，以防造成系統受損。 

 

4-3 網路設定 

 
建議此設定交由專業人員進行設定，以免誤觸無法回復。 

 

IP 位址：可修改 IP 連接其他台 ECO-IR 

狀態：ECO-IR 是否啟用。 

顯示：是否顯示系統錯誤視窗，預設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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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常用設定教學 

一、 時序排程設定 

進入 ECO-IR 設定頁>時序排程設定 

 

 
時序開關設為 ON 

 

 

進入排程時間設定 

設定時段的開始/結束時間 



 

19 
 

 

進入排程時段設定 

點選星期>點選欲啟用的時段(轉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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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度控制設定 

進入 ECO-IR 設定頁 

 
步驟 1. 點選右側箭頭(紅框處)設定溫度。 

步驟 2. 點選狀態指示區(紅框處)，啟用溫控。 

 

進階設定 

 

可設定溫度設定上/下限差值，預設 0.5 度。 

若設定溫度為 27 度，在 27.5 度時才會轉冷房模式，26.5 度時轉送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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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體感應設定 

進入 ECO-IR 設定頁>模組設定 

 

 
步驟 1. DI Mode 改為人體感應模式 

步驟 2. 設定閒置時間和送風時間即完成 

 

閒置時間：無人狀態下持續冷房時間，時間結束後依舊無人將轉送風。 

送風時間：無人狀態下持續送風時間，時間結束後依舊無人將關閉電源。 

 

進階設定-睡眠時間 

 

啟用人體感應模式下，可設定睡眠時間，時段內即使人體感應器沒有偵測到訊

號也不會關閉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