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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欢迎使用中央空调智能控制系统！它不仅是一个多功能的设备管理平台，更

是一个强大的能源管理平台，能为您的中央空调及循环水、塔顶风机等子系统提

供有效的节能手段，节省大量能源，将您的运营成本降低到一定限度，使您轻松

实现最经济的运行模式！

本用户手册主要针对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循环水和塔顶风机控制机柜进行专

门的说明，协助您轻松实现对设备的掌控。

新特性

●能源监控功能强大

内置“能源监控云终端”，全面的设备监控，能够监控设备的状态、运行能

耗、物理量等数据。支持分时计量、定时存储、历史追忆、永久存储，便于能源

数据的报表、分析、优化。

●简便易用的节能模式

内置精选的节能运行功能，可以作为独立的节能设备使用，其中的节能运行

模式可以由用户指定，然后自动生效，成为集能源监控和节能功能于一体的强大

平台。

●可远程点选的节能策略

内置节能策略执行器，可通过远程服务器的云计算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再

根据计算结果对节能策略进行选择，实现最大程度的节能。可以远程选择节能策

略，充分利用计算云的强大数据支持。

●强大的通讯支持

每台机柜依据标准工业现场总线的双通讯口，具有独立通讯的能力，可同时

在不同地址发起访问，可以支持本地屏显和远程数据交互。

本产品具有较高的使用灵活性，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深刻理解，以便充分利

用它的功能实现经济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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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开始，为您的中央空调系统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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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安全提示

注意：

机柜通电时以及断电后 5分钟以内，内

部具有危险电压，操作者必须是专业电工，

并且在断电 5分钟之后方可打开机柜外壳。

注意：

由于外界信号的突然改变，可能诱发机

柜突然开始运转，电动机的运转容易造成机

械伤人。因此，在检修机械部分之前，一定

要断开机柜的总电源。

注意：

当使用工频旁路柜时，请先切换到旁路

状态。

在电机运行时，如果需要将电机从旁路

状态切换到节能状态，必须先使得切换开关

处于中间停止位置并等待至少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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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快速入门

本章向您介绍中央空调智能控制系统（循环水和塔顶风机控制柜）的基本功

能和基本操作方法。

1.1 机柜外观和操作简介

监视器：大屏幕工业触摸屏，用于显示数据以及设置参数；

电压、电流表：机械式电表显示实时电压和电流；

节电/停止/旁路切换开关：使机柜在节电、停止、旁路之间切换；

手动/自动切换开关：仅当处于节电状态时有效，用于选择自动控制还是手动控

制，如果选择手动控制那么会以最高速度运行；

启动按钮：启动对应的循环泵或者风机；

停止按钮：停止对应的循环泵或者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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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指示灯：当节电部分有故障时会亮起，此时应切换到旁路状态；

复位按钮：当节电部分有故障时，可先切换到旁路状态，然后尝试按此按钮进行

复位。

急停按钮：紧急状况时用于立即停止输出。

1.2 触摸屏操作入门

本系统的每台机柜都含有触摸屏，触摸屏是最主要的操作界面，其中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数据显示和操作功能，务必仔细掌握，本节为基本的操作步骤入门。

触摸屏的界面主要含有一个“封面”，以及多个主界面，其中有的主界面又

含有子界面。

封面：

上图为触摸屏的封面，其中显示了当前用户信息为“GUEST”，即来宾，没

有阅读主界面的权限，此时，点击左下方的“USER”，然后输入用户密码：“2222”，
即可转为“ADMIN”即操作员权限，可以操作所有主界面。

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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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密码“2222”，转为操作员权限：

然后再点击“主页”，返回到封面主页：

此时就可以自由点击：“SYSTEM”、“SCHEME”等主界面了。

1.3 主界面简介

主界面分为“SYSTEM”和“SCHEME”，分别介绍如下：

1、SYSTEM界面（其中从机的界面可能不同）

本界面显示了主要的运行信息，以便浏览关键的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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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EME界面

本界面主要是为设备提供设定和显示内部数据的接口，其中又分为 4个子界面，

分别为：

（1）模式定义

（2）工作数据

（3）电气状态

（4）节能数据

其中分别含有很多数据，我们将在数据详解章节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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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原理

2.1 动力回路接线原理

说明：本系统柜提供节能运行主回路，用户的旁路运行柜提供旁路备

用运行回路，两者互锁。

2.2 控制端子接线原理

本系统机柜分为主柜和从柜，其中主柜含有软件系统，能够对循环水和塔顶

风机进行实时计算，做到最优节能；从柜负责倾听主柜的指令，并配合主柜进行

协同工作。控制线路端子的接线图如下：



9

2.3 控制原理

本系统的控制原理分为四段，分别为气候控制、温度控制、压力控制、转速

控制。

1、气候控制

根据当前的气候条件动态调节。

2、温度控制

根据设定的温度进行反馈控制。

3、压力控制

根据设定的压力进行反馈控制。

3、转速控制

用户直接设定一个输出比例。

控制原理最终体现在数据设定中，请参考数据详解章节。

第三章 数据解释

3.1 SYSTEM界面数据

实时输出：显示当前电动机的实时输出百分比；

有功功率：显示当前电动机的有功功率；

累计用电：显示从本机柜向电动机累计供应的电能；

累计节电：显示本机柜累计已经节省的电能；

尖、峰、平、谷累计：分时段累计各种价格的电能；

小时耗电：显示上一小时的用电量。

节能/旁路：1表示节能状态；0表示出于旁路运行状态；

运行指令：1表示用户要求运行；0表示用户要求停止；

变频启动：1表示变频器已经获准启动；0表示不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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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比率：百分比，表示当前输出的频率比例；

节能比率：百分比，表示当前的节电率；

控制供电：1表示控制器供电正常；0表示控制器供电异常；

输出慢值：是当前输出比例的慢速滤波值；

超时：显示的是是否超出了权限的使用时间，1表示已经超出，0表示未超出；

A、B、C相电压：显示各相电压，标准值为 220V；
A、B、C相电流：显示各相电流的均方根有效值；

有功功率：显示有功功率；

相序标识：1-正序；2-逆序；0-测不到相序；

缺相故障：1-缺相；0-不存在缺相；

变频故障：1-变频器发生故障；0-变频器没有发生故障。

3.2 SCHEME界面数据

1、模式定义

云终端操作口令：云终端具有操作口令，其中万能操作口令是“123”，但是它是

具有试用期的。用户可以自行设定操作口令，但是应先询问厂家。设定操作口令

的方法是：

操作口令在默认状态下总是显示 8888，此时代表没有输入操作口令，此时无法

对设备内的设定数据进行更改。

如果输入了正确的操作口令，操作口令会显示为 0，此时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对设

备的设定数据进行更改，超过三分钟后操作口令会自动锁死，不能再对数据进行

修改。

输入正确的操作口令之后三分钟以内，如果再次输入其它操作口令，则视为重新

设置操作口令，此时操作口令已经被修改成为后设置的值。

注意：切勿随意设置操作口令，否则系统可能停止工作！

基准功率：设定节能之前设备的平均功率，即平均每小时耗电量。

主从模式：设定本机柜属于主柜还是从柜，其中 1代表主柜，2代表从柜。

测频率的偏移值：设定测量指令频率的偏移值，也就是说内部多大的 AD采样值

表示 0Hz频率，此数据默认值是 0.
测频率的倍率：设定测量频率时，AD采样值和频率显示值之间的倍率关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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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不要修改。

电流、电压变比：设定互感器变比，用户不要修改。

云终端站号 2：设定云终端在远程电脑通讯时的通讯地址，用户不要修改。

投入运行上限：设定从柜在主柜的运行比例高于多少时才投入工作，用户在实际

中设定，可以使得主泵和从泵都达到较好效率运行。

退出运行下限：设定从柜在运行比例低于多少时才退出工作。

PLC操作口令：默认为“123”，其修改方法与云终端操作口令相同。

基准流量：设定泵的额定流量或者管路在工频时的流量。

控制路径：1-设定为温差控制模式；2-设定为压差控制模式；3-设定为直接指定

转速模式。

温控模式：设定温差控制的方法，1-PID控制；2-摆动控制。

冷却温度高报警：当冷却水温度高于多少度时，发出报警；

冷冻温度低报警：当冷冻水温度低于多少度是，发出报警。

温差设定上限、下限：设定温差控制的摆动模式下的上下限；两者的平均值就是

温差的 PID控制模式的设定温差。例如：设为 6.00和 4.00时，达到 6.00或者 4.00
将会发生摆动，如果采用 PID模式控制温差则给定值为 5.00.

设定压差高值、中值、低值：是温差的摆动模式下使用的三种给定压差。

手动设定频率：是手动模式下直接给定的转速，50Hz代表与工频相同的速度。

温控、压控时间常数：设定温差控制和压差控制的响应速度，数据越大响应速度

越慢。

设定最低频率：允许泵运行的最低频率。

变送器的一系列偏移值和倍率值：根据选定的变送器特性而设定，用户切勿修改。

变送器低值报警：判断变送器短线的最低值，一般设为 1000.

PLC站号 2：PLC与电脑通讯时的地址，用户不要修改。

压差给定输出：温差控制 PID的控制运算结果所指定的压差。

频率给定输出：压差 PID的控制运算结果所指定的频率。

PID的各个系数：厂家调试使用，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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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的各个输出参数：作为参考观看。

2、工作数据

指令频率：PLC输出的转速给定值。

环境温度：测量得到的环境真实温度。

相对湿度：环境的相对湿度。

湿球温度：经测算得到的湿球温度参考值。

超温标识：冷却水温度超高或者冷冻水温度超低，1-超温；0-未超温。

传感器故障标识：1-传感器短线；0-未发生。

PLC输入 DI：分别表示旁路接触器吸合和节能接触器吸合。

PLC存储：显示 PLC自身保存数据的次数。

水温（高、低）：显示真实水温。

温差：显示温差

并显示温差控制的 PID输出值。

压力（高、低）：显示真实压力。

压差：显示压差

并显示压差控制的 PID输出值（频率给定值）。

并显示出 PLC的各个 AD采样值作为参考。

能源监控云终端的一项基本功能是对能源使用的数量，以及能耗设备的工作

状态进行监视，对数据进行保存，并通过远程通讯传递到触摸屏，并可以同时分

另一路传递到工业控制软件或者能源管理软件。下图展示了能源监控云终端的此

项功能：

3、电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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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示电压、电流、供电状况。

（2）显示相序、缺相。相序 1-正序；2-逆序；0-测不到相序。缺相 1-代表缺相。

（3）节能/旁路：1-节能状态；0-旁路状态。变频故障：1-故障；0-无故障。

（4）显示功率、功率因数、运行指令、保存次数等。

（5）显示 AD值作为参考。

（6）电机断电计时器：对电机的端电压进行检测，当电机断电超过一定时间（0.4
秒）以上时，表示电机没有处于旁路运行状态，此时才允许进行节能运行。

4、节能数据

显示与能源相关的各个数据：

（1）累计用电量和节电量。

（2）尖峰谷平用电分析。

（3）节能状态。

（4）输出比率和节能率。

（5）控制供电、机内温度、时、分。

注：由于从柜没有 PLC，因此凡是与 PLC相关的数据在从柜显示屏中显示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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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第四章 设定和运行

4.1 基本设定次序

1、通电后，在触摸屏的封面上点击“USER”，然后输入密码“2222”，获得访问

权限。

2、返回“主页”，点击“SCHEME”，进入“模式定义”，进行以下设定：

（1）输入 PLC的操作口令。

（2）设定是冷却水还是冷冻水系统。

（3）设定所需的温差上限、下限，温度报警值，决定现场使用的最佳温差和温

度保护点。

3、返回“主页”，点击“SYSTEM”，观察数据。必要时也可进入“SCHEME”
的其它子界面查看各个数据。

4.2 运行效果评价

在“SYSTEM”界面中，可观察各个使用效果，都比较直观。

1、电能的使用和节省情况。

2、实时输出比率和节能比率。

3、运行的电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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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功能。

4.3 运行异常和故障解决

1、变频器异常

变频器异常体现在“变频故障”为 1，发生此类故障应该属于变频器有问题，此

时可尝试按机柜上的复位钮，如果仍不能复位，可将机柜的空气开关断开五分钟

之后重新合上，观察变频器故障是否消失。变频器常见故障原因如下：

（1）过热。此时应检查机柜通风是否良好，防尘罩是否需要清洗，风扇是否有

故障。

（2）过流。此时考虑是否存在水锤效应，或者电动机异常。

（3）过载。此时考虑电动机和水泵是否异常。

2、缺相故障

当输入三相缺相或者严重不平衡时，“缺相故障”显示为 1，此时应检查线路。

3、超时

应咨询厂家解决。

4、传感器故障

当“传感器故障标识”显示为 1，标识传感器存在短线现象，此时立即停机，开

启旁路设备，并检修传感器线路。

5、超温报警

当冷却水或者冷冻水的温度超出保护值，就会发生超温报警，此时应分析是否存

在季节性因素或者泵、管路等部位的故障，并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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