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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用科凌冷冻机，为了您能正确高效的使用，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一、操作注意事项(保养及维护) 
1、冷冻水泵不可在水箱内无水的情况下运转；(水箱内装有水位保护，当水箱无水或水位太低时，发出水位故障报警信号。) 
2、电源操作开关请尽量避免连续切换；如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时，请关闭设备总电源。 
3、冷冻水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压缩机会自动停止运行，此属正常现象； 
4、控制温度应避免设定在 5℃以下（低温冷冻机除外），防止冷冻介质在蒸发器中结冰损坏机组；长期不使用本机，应把冷

冻介质排放干净；  
5、为确保制冷效果，使整机保持良好运转，请定期清洗冷凝器、蒸发器及水过滤器。  
6、风冷式冷冻机散热器表面保持清洁干净，通风良好；水冷式冷冻机冷却水清洁干净，冷却塔内不得有杂物及其它障碍物，

定期清洗冷却塔，冷却水温及流量符合使用要求。 
7、故障报警时，应及时检查，按第七项和第十项所列方法排除故障，或及时通知维修人员处理。 
 
二、安装要求： 
1、 冷冻机安装前请选择地基平稳，四周空旷，畅通及避免腐蚀、污染、日晒、雨淋，方便安装维修之场所； 
2、水冷式冷冻机，根据冷冻机制冷量选用匹配的冷却水塔。冷水机管路配管，请根据机身管路尺寸进行安装，切勿将冷却

水管尺寸缩小，这样会引起高压超载，影响制冷效果及增加耗电量； 
3、风冷式冷冻机，请必须安装在距离墙壁一米以上空间位置，进出风口留出足够的空间，利于通风及设备维护，以免造成

散热不良引起高压过载影响制冷效果及增加耗电量。 
注：（1）电源负载及接地部分，请依照相关法规施工！ 

（2）新安装的冷冻机冷冻水管必须包保温层！ 
 

三、开机准备 
1、 接入电源电压、频率及相数应与铭牌所示相符。[注：三相电源相位线分别为 R、S、T，中性线（零线）N，接地导线

为双色线用 E 表示；机内设有错、缺相保护器，当在第一次开机时出现电源故障报警时，可能出现错相保护，可将相

线任意两相对换接妥后合上开关即可；单相电源相线为 L，中线为 N，地线为 E。] 
2、检查冷冻水管及冷却循环水管是否接通管路，并保持阀门打开；（请参考安装示意图） 
3、先将冷冻水箱加满方可启动水泵；（注：请根据要求来配用冷冻介质） 
4、水冷式检查冷却水泵运行方向及水塔风机是否逆转；冷却水塔和冷却水泵不受本机控制时，先开启冷却水塔和冷却水泵，

保证冷却水正常循环。 
 
四、面板示意图及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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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用界面： 
①主界面：                                             ②报警界面：  

 
 
 
 
 
 
 
 

 
 

③故障查询/复位： 

 
注：查询故障后，先排除故障，才能复位。 
 

2、功能菜单： 

在主界面按 键进入功能菜单，功能菜单包含 5 项内容。 

 

 

 
3、温度设定： 

在主界面中长按 或 键将温度设定调到所需值，再按 键确认（或 3 秒内不操作），即可进行控制温度值设定。 

 
4、开关机： 

①开机准备就绪后，按操作面板上的 键开机，指示灯亮，冷冻水泵开始运行；再按操作面板上的 键（如一键

启动设定为使用时，不需要按此键）， 键上的指示灯闪烁，经系统延时后，当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加载温差时，

冷却风机或冷却水泵运行，系统延时后（10 秒）压缩机运行， 键上的指示灯长亮，具体如以下控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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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开机后按 键，指示灯闪烁后关机组，指示灯熄灭；只按 键时关压缩机。 

 
5、控温逻辑： 
 
控温逻辑：机组运行中，在升温过程中，当实际温度（PV）≥设定温度（SET）+加载温差时自动启动压缩机；在降温过程中，

当实际温度（PV）＜设定温度（SET）-卸载温差时自动停止压缩机。 

 
五、修改参数操作说明 

1、用户设置 

  ①用户设置参数表 

参数名称 出厂值 设定范围 备注 

锁定温度 否 是～否 锁定设定温度 

设定温度 12.0℃ -40～99.9℃ 受厂家参数上限＼下限值限制 

调节对比度 32 20～44 调节液晶屏幕对比度 

启停方式 本地 本地～远程 远程:可远程启停机组 

屏保时间 0 0～255 分钟 0:无屏保 

多语言 中文 中文～English 中英文选择 

 

②用户参数设置 

 

 

2、厂家设置（出厂前已设置好，如无特殊需要，无需进行此项操作） 

①厂家设置参数表         *配置向导参数标志 

设置项 参数名称 出厂值 设定范围 备注 

控制 

设置 

*一键启动 使用 禁用～使用 
使用：按“启动”键开启，“压缩机”

键无效 

来电自启动 禁用 禁用～使用 使用：上电自启动机组 

报警输出方式 消音保持输出 
消音保持输出～消音停止

输出 

消音保持输出：故障存在报警就有输

出。 

消音停止输出：消音后报警不再输出。 

*水位低处理 不停水泵 停水泵～不停水泵 不停水泵：发生水位低故障时停止制

冷，不停冷冻泵。 *水流不足处理 不停水泵 停水泵～不停水泵 

*电流检测 禁用 禁用～使用 是否有电流检测模块 

*压缩机额定电流 0.3A 0～35.0A “电流检测”=“禁用”时，不显示该

项参数。 

0：不检测该项电流故障 

*冷冻额定电流 0.3A 0～25.0A 

*冷却额定电流 0.3A 0～25.0A 

*三相电源检测 板载 板载～开关量输入 
检测电源缺相、逆相故障 

板载：使用控制器自带检测保护 

*防冻/冷却过载 冷却过载 防冻～冷却过载 开关量 DI1 输入功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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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个数 2 1～2 压缩机个数 

*机型选择 风冷送水 共 4 种机型 
风冷送水，水冷送水 

风冷送风，水冷送风 

温度 

设置 

加载温差 1.0℃ 0～10.0℃ 开压缩机温度偏差 

卸载温差 1.0℃ 0～10.0℃ 关压缩机温度偏差 

设定温度上限 50.0℃ 5.0～99.9℃ 
用户设定温度的范围限制 

设定温度下限 7.0℃ -40.0～5.0℃ 

温度补偿 0.0℃ -9.9～9.9℃ 对出水温度进行补偿 

低温保护 4.0℃ -40.0～99.9℃ 
出水温度小于该设定值则报温度过低

故障 

超温预警 50.0℃ 0～99.9℃ 

出水温度高于该设定值则报超温预警

故障，有报警输出，不停机，可自动

复位 

超温报警 60.0℃ 0～99.9℃ 
出水温度高于该设定值则报超温报警

故障，停机组。 

超温回差 5.0℃ 0～99.9℃ 超温故障复位温差 

时间 

设置 

冷冻启动延时 10 秒 0～255 秒 停机时冷冻泵延时停止 

冷却启动延时 10 秒 0～255 秒 停机时冷却延时停止 

能量调节周期 5 秒 0～255 秒 能量调节周期 

压缩机保护 60 秒 0～255 秒 
压缩机防频繁启动延时，压缩机两次

启动间隔时间大于该值 

一般故障消抖 2 秒 0～255 秒 一般故障持续该时间才认为故障有效 

水流不足延时 10 秒 0～255 秒 机组至少运行到该设定时间后才检测 

水流不足消抖 10 秒 0～255 秒 
冷冻水泵运行后，水流不足故障持续

该时间才认为故障有效 

低压检测延时 60 秒 0～255 秒 
压缩机运行到该时间后才检测低压保

护输入 

低压报警消抖 5 秒 0～255 秒 低压故障持续该时间才认为故障有效 

压机使用时间 0 小时 0～9999 小时 
当压缩机累计运行时间大于该值时机

组将无法开启。 0：该参数无效 

压缩机切换时间 0 小时 0～255 小时 

当压缩机连续运行到该设定时间将自

动切换为另一台压缩机运行。0：该参

数无效 

压缩机启动时间 8 秒 3～255 秒 
对应负载启动运行到该设定时间后，

才检测对应负载电流故障与否。 
冷冻启动时间 8 秒 3～255 秒 

冷却启动时间 8 秒 3～255 秒 

开关量 

设置 

冷却过载 常开 常开～常闭 启动方式选择本地时无效 

远程控制 常开 常开～常闭 

开关量输入方式选择 

冷冻过载 常闭 常开～常闭 

水流开关 常开 常开～常闭 

水位开关 常闭 常开～常闭 

压缩机过载 常闭 常开～常闭 

压缩机低压 常闭 常开～常闭 

压缩机高压 常闭 常开～常闭 

三相电源检测 常开 常开～常闭 

 

②厂家菜单功能 

在主界面下同时按 和 键，进入密码输入界面，按 或 键输入正确厂家密码（默认 4561），按 键移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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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位，输入完毕按 键确认后进入厂家功能菜单。 

 

 

③厂家参数设置 

 

 

④厂家调试 

厂家调试可测试三相电源、7 个报警输入和 4 个继电器输出是否正常。若正常，说明输入接线良好及设置正确；若报

警则存在故障或者输入接线不良、接线与设置不一致。调试方法如下： 

 

 

⑤配置向导 

配置向导也可以对一些常用厂家参数进行设置，具体参数内容请参照：五、2、①厂家设置参数表。 

 

 

六、故障说明 

故障名称 检测条件 故障后果 说明 

压缩机高压 压缩机运行检

测 
停压缩机、延时停冷却 检测输入是否和开关量设置一致 

压缩机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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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过载 

压缩机电流过高 检测压缩机额定电流设置是否合理 

压缩机电流过低 检测压缩机电路接线是否正常 

温度过低 

运行检测 

出水温度低于低温保护设定值 

超温报警 出水温度高于超温报警设定值 

超温预警 只报警 出水温度高于超温预警设定值 

防冻故障 

上电检测 停压缩机、延时停冷却 

检测输入是否和开关量设置一致 

探头断路 
检测感温探头接线是否良好 

探头短路 

冷却过载 
冷却启动后检

测 
停压缩机和冷却电机 

检测输入是否和开关量设置一致 

冷却电流过高 检测冷却额定电流设置是否合理 

冷却电流过低 检测冷却电机电路接线是否正常 

冷冻泵过载 
冷冻泵启动后

检测 
停机组 

检测输入是否和开关量设置一致 

冷冻泵电流过高 检测冷冻泵额定电流设置是否合理 

冷冻泵电流过低 检测冷冻泵电路接线是否正常 

电源故障 上电检测 停机组 检测三相电源是否逆相或缺相 

水流故障 
冷冻泵运行后

检测 
停机组 

检测输入是否和开关量设置一致 

水位故障 
冷冻泵运行后

检测 

停机组、参见水位低停

水泵 

机组需维护 运行检测 停机后不能运行 压缩机累计运行时间超过压缩机使用时间设定值 

参数异常 上电检测 机组不能运行 重新设置参数或联系我们 

 

七、故障排除 

状  态 故障原因及现象 故障排除 
电源正常 

整机不能运转 
①温控器故障 ①更换温控器 

电源开关跳脱 

①电路短路 

②主电路过负荷 

③断路器故障 

①检查短路原因，排除短路电路 

②检查各负载找到过负荷原因,排除过负荷运行.如为断路器额定过电

流过小,可更换断路器 

③更换断路器 

三相电源故障 

① 逆相:泵浦、压缩机及风

扇逆转 

② 缺相: 泵浦、压缩机及风

扇不能正常工作 

③ 三相电源检测输入异常 

①将电源相线中任意两相调换 

②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源是否正常,查看电源接线是否断开或接触不

良 

③检查三相电源检测输入是否正确排除故障,如为三相电源检测装置

故障,请更换新品 

高压报警 

①散热不良 

②高压开关损坏 

③输入量线路故障 

①请依照附注〈一〉处理 

②更换新的压力开关 

③检查该输入量线路排除线路故障 

低压报警 

①冷媒不足低压压力过低,保

护开关跳脱 

②出水温度和蒸发器温度过

低 

③输入量线路故障 

①依附注﹤二﹥处理 

②查看水箱是否缺水，循环泵是否运转，待正常后，手动复位低压开

关或关机重启；如蒸发器结冰，请将冰水排出，再加温水，使冰溶化 

③检查该输入量线路排除线路故障 

注：不可用硬物敲打冰块,避免击穿铜管漏冷媒或冷媒系统进水，损坏

压缩机。 

过载报警 

 

①电压异常； 

②散热不良 

③水泵流量或压力过大 

④马达、泵浦、压缩机轴成损

坏； 

⑤热过载继电器过小或调节

值太低； 

⑥线路接点不良或松动 

①三相电源压降或电压不稳及缺相，请调整电压及查缺相原因； 

②请依附注﹤一﹥处理； 

③检查水路，调整水流量到水泵额定水流量内。 

④更换新轴成或换新； 

⑤换大热过载继电器或依正常值调高； 

⑥锁紧线路接点。 

故障指示未亮但

压缩机无法运转 
保护装置跳脱 请依附注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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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水槽水不冷 

或低压跳脱 

①容量不足； 

②冷媒不足； 

③冷媒阻塞； 

④阀片破裂； 

⑤温度开关设定太高； 

⑥温度开关故障； 

⑦散热不良 

⑧传感器失灵 

①加大主机容量； 

②依附注﹤三﹥处理； 

③更换阻塞部分如干燥剂或膨胀阀真空处理再充填冷媒； 

④更换压缩机，由附注﹤三﹥判定； 

⑤把温度调低； 

⑥换新； 

⑦效率低请依附注〈一〉处理； 

⑧更换新 

缺水 

水流量不足 

①水箱内水量不足； 

②管路水流过小 

①往水箱里加水； 

④ 检查每个阀门是否开启到最大 

 

 
附注（一）（以标准 R22 冷媒为例）： 
散热不良及处理方法 

当冷凝器散热不良时，压缩机效率低，运转电流提高，当风冷式高压压力升至 24kg/cm2 ，水冷式高压压力升至

20kg/cm2（具体压力情况根据所使用制冷剂而不同），压缩机受高压开关保护跳脱，压缩机停止运转，散热不良高压过载并

显示高压故障和报警指示，此时请检查冷却塔循环水是否正常，冷却水温是否过高，冷却塔风扇、水泵是否运转，冷却水阀

门是否完全打开（风冷式请检查散热器是否脏堵，风机是否正常工作），以上正常后再按复位按扭或关机重启即可正常运转。

如经常出现高压过载情况，请尽快安排清洗冷凝器。 
附注（二） 
冷媒不足低压处理方法： 
1、当水温在 5℃以上时，低压表压力显示低于 2k g/cm2 时，即表示冷媒不足，先将漏冷媒的地方进行补漏处理再更换干燥

过滤器及重新抽真空，并充适当冷媒。 
2、当发现漏冷媒部分浸于水中，请立即停止冷冻机运行，速将水箱内水排除掉，尽快通知公司派人员处理维修，以免压缩

机将水吸入系统中造成更严重损坏。 
附注（三） 
高低压是否正常 

水冷式压缩机正常运行时高压压力显示 12.5～15k g/cm2 为最佳，（风冷式 14～17k g/cm2 为最佳），但不得高于 19.5k 
g/cm2，当水冷式压力高于 19.5kg/cm2，风冷式压力高于 24k g/cm2 时，高压开关跳脱请依附注（一）处理，低压以 3.1～4.5k 
g/cm2 为最佳，但不得低于 2k g/cm2，低于 2k g/cm2 低压跳脱请依附注（二）处理。 

当压缩机运行时高压和低压两者压差极少或相等时，即表示压缩机本身阀片破损和断裂，请立即停止运转并通知公

司派人处理。请注意以上状况是当压缩机运行时，如没有运行高低压平衡属正常状况。 
附注（四）： 
当故障指示灯及保护开关全部正常时，压缩机不能启动，请检查： 
1、控制温度是否设定得太高，或损坏； 
2、切换开关是否损坏； 
3、防冻开关是否损坏； 
4、压力开关是否跳脱或损坏； 
5、压缩机过载保护器是否损坏或跳脱； 
6、电磁继电器线圈是否损坏及过载保护器是否损坏； 
7、水箱内是否液位过低； 
8、请检查冷冻水水流量开关是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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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冷式冷冻机内部结构示图 

 
 

 
九、水冷式冷冻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1．压缩机 6．冷凝器 11．水泵 

2．低压表 7．冷却风机 12.13．水路阀门开关 

3．低压保护器 8．干燥过虑器 14．被冷却设备 

4．高压表 9．毛细管（膨胀阀） 15．补水口 

1．压缩机 7．干燥过虑器 14．冷却塔循环水泵 
2．低压表 8．毛细管（膨胀阀） 16．冷却水塔 
3．低压保护器 9．蒸发器 17．补水口 
4．高压表 10、12、15 水路阀门 18．排污口 
5．高压保护器 11．冷冻水泵  
6．冷凝器 13．被冷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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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风冷式冷水机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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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冷式冷水机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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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电器连接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