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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施耐德电气品牌以及本指南中涉及的施耐德电气及其附属公司的任何商标均是施耐德
电气或其附属公司的财产。所有其他品牌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本指南及其内容
受适用版权法保护，并且仅供参考使用。未经施耐德电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出于任
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方式（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方式）复制或传播本指
南的任何部分。
对于将本指南或其内容用作商业用途的行为，施耐德电气未授予任何权利或许可，但
以“原样”为基础进行咨询的非独占个人许可除外。
施耐德电气的产品和设备应由合格人员进行安装、操作、保养和维护。
由于标准、规格和设计会不时更改，因此本指南中包含的信息可能会随时更改，恕不
另行通知。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于本资料信息内容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或因使用此处
包含的信息而导致或产生的后果，施耐德电气及其附属公司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或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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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重要安全说明 — 妥善保管这些说明
尝试安装、操作、检修或维护该设备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查看设备，以熟悉
该装置。在本手册中或设备上，可能出现下列安全信息，以警示潜在的危险或提请
读者注意澄清或简化步骤的信息。
在“危险”或“警告”安全信息添加该符号表示如果没有遵守相关说
明，将存在导致人身伤害的触电危险。
这是一个安全警示符号。其用于警示您注意潜在的人身伤害之
危险。请遵循带有该符号的所有安全信息，避免可能出现的人
身伤亡。

危险
危险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免，将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警告表示潜在危险的情况，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小心
注意表示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注意
通知用于阐释与物理伤害无关的实践。安全警示符号不得用于此类安全信息。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请注意
电气设备只能由具备资历的人员安装、操作、检修和维护。对于使用本材料导致的
任何后果，Schneider Electric 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谓具备资历的人员是指，具有与电气设备之结构、安装和操作有关之技能和知识
的人员，并受到培训，能够识别和避免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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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安全须知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FROM MOVING PARTS
Keep hands, clothing, and jewelry away from moving parts. Check the
equipment for foreign objects before closing the doors and starting the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警告
MOVING PARTS HAZARD
Do not remove rear panels if the equipment is operating.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OF EQUIPMENT FALLING OVER
•

Use two or more persons at all times to move or turn this equipment.

•

Always push, pull, or turn while facing the front and rear of this equipment.
Never push, pull, or turn while facing the sides of this equipment.

•

Slowly move this equipment across uneven surfaces or door thresholds.

•

Lower leveling feet to floor when this equipment is at rest.

•

Lower leveling feet and attach joining brackets to adjacent racks when this
equipment is in final position.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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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Ensure that all spare parts and tools are removed from the equipment before
operating.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小心
高压制冷剂或设备损坏危险
•

仅使用R410A制冷剂。

•

内容物处于压力之下：释放系统压力或重新加注时要小心。

•

制冷回路的加注和维护只能由合格人员进行。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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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概述
原文说明书
此为制造商提供的原文说明书。

请妥善保管这些说明
本手册包含重要说明，安装本设备时必须依照这些说明进行操作。

本手册中使用的交叉引用符号
有关该主题的更多信息，可参见本文档其它章节或其它文档。

手册更新
施耐德电气™的一项政策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公司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修改
此处任何数据的权利。本手册中显示的图像仅用于描述目的，可能不同于选定的特
定型号。
注: 机组图像和组件识别信息仅用作示例。机组的最终配置可能根据不同的选
项而改变。
在施耐德电气网站上（www.schneider-electric.com/support）查看本手册的更新内
容。选择“支持”选项卡下的“下载文档和软件”链接，并在搜索字段中输入设备的手
动部件号或 SKU。部件号见本手册封底。

缩写
本手册中使用下列缩写和术语：

10

•

EEV：电子膨胀阀

•

VFD/VSD：变频驱动/变速驱动

•

DX：直接蒸发

•

BMS：楼宇自控系统

•

ATS：自动转换开关

•

HACS：热通道封闭系统

•

CACS：冷通道封闭系统

•

RACS：机架通道封闭系统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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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干扰
SKUs ACRD301、ACRD301G、ACRD306，ACRD306G。ACRD307、
ACRD307G、ACCU30001、ACCU30002、 ACCU30101，和 ACCU30102 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操作须服从以下两个条件：
1. 这些设备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设备必须能够承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未经产品符合性负责一方的明示许可而擅自对本设备进行更改或改装，将导致用户
失去操作此设备所应享有的保护权利。

加州 65 号提案—加州居民警告声明
警告：本产品可能会导致您接触到据加州已知会导致癌症、出生缺陷或其他生
殖伤害的化学物质，包括铅和铅化合物。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65Warnings.ca.gov。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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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安装后，验证所有组件是否正确运行，及设备是否可以开始运行。

概述
安装之后，请检验所有组件均能正确工作，设备可投入使用。
1. 完成下列检查：
•

初始化

•

电气规格

•

机械

•

显示屏界面

•

启动

•

最终

2. 检查系统中的制冷剂充注量，必要时添加制冷剂（请参见 为设备充液, 页
18）。
3. 在系统完全充满油（参见 加油步骤, 页 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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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初步检查清单

警告
设备或人员损害
不要在风扇出口前面运行检修设施。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初步检查可保证设备正确安装。制冷装置的位置已经适当预处理，且制冷装置没有
损坏。
注: 防潮纸将潮湿渗透状况降低到最小范围。如果没有防潮纸，将很难维持室
内的湿度。不要将室外非空调气体引入室内。
确认：
根据安装手册和当地法规的要求，完成安装程序。
制冷设备所在房间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都使用防潮纸进行了密封。
制冷设备无损坏迹象。
设备周围的间隙符合CE、当地和国家规定以及安装手册中的要求。
制冷设备已达水平状态并与毗邻机架连接。
制冷设备不安装在机架列的开放端。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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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检查清单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ELECTRICAL HAZARD
•

Electrical service must conform to local and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s and
regulations.

•

The equipment must be grounded.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电气检查将检验所有的电气连接是否都可靠、正确，并检查机组是否正确接地。
确认：
输入电压与铭牌上标定的相位和电压相匹配。
所有的电气连线必须符合国家和当地的法律法规。
设备适当接地。
室内机的前后门和室外门都正确接地。
内部电气部件与接线盒应无任何松弛的连接。
电气连接牢固，包括接触器、接线板、控制器、开关、继电器、辅助设
备和现场连接。
初级和辅助电源（如有）适当连接。
电流断路器正确且安全地连接 DIN 导轨。
对于 InRow 和 CACS 模式，正确安装机架温度传感器。
可选的绳状水检测装置已正确安装。
机架和湿度传感器正确连接。
有关安装程序，请参见设备安装手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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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检查清单

小心
对设备或人员的危害
•

设备出厂时配有氮气保持装置。使用位于内部制冷剂配管上的维修端口移除
氮气保持装置。

•

配管安装不当可能导致不当运行，并可能损坏制冷机组或周围设备。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机械检查将验证是否所有的机械组件和连接都可靠、紧固，并准备启动。检查将确
保现场配管正确，并促使油液回到压缩机。
确认：
冷凝水排放管线与排水连接的尺寸相同，并具有远离设备的适当坡度。
机械连接紧密，包括制冷剂管道和冷凝水排放管道。
根据安装手册中的管线尺寸表，制冷剂配管大小正确。
记录液体和气体管线的垂直、水平和总行程长度。
现场安装存油弯和配管符合安装手册规定和相应的配管经验。
制冷剂配管中的45度和90度弯曲数已记录。
在启动设备前，机房条件符合操作指南中的要求。
盖板和防护栏都安装到位。
配管在必要处有适当的支撑和隔离。
建筑内和屋顶上的配管正确绝缘。
在系统引入制冷剂前，确保管道已经测试，并保持真空。
室内机：检查观察窗中的指示纸是否为绿色。
现场安装检修阀打开。

990-91192B-037

15

ACRD300 和 ACCU30000 系列

调试

显示器界面检查清单
显示屏界面检查将验证传感器和内部通讯链接是否安装妥当。如果您正在使用制冷
机组控制器，请检查控制装置是否已连接到室内的其他制冷装置上。
确认：
A-Link总线已连接到每台制冷装置，终端电阻已插入所有未使用的ALink连接器。
输入触点与输出继电器已妥善连接。
楼宇管理系统连接正确，一个接线端接入Modbus D0和Modbus D1之间
的最后一台控制设备上。
网络端口连接正确，已为设备分配了IP地址。

启动检查检查清单
启动检查可保证设备在初次启动后运行正常。该项检查可验证所有运行模式是否正
常工作，制冷设备是否已准备好正常运行。
设备运行时，确保：
制冷设备在各种运行模式下均无故障，包括漏水、异常振动或其他不规
则操作。
空气过滤器清洁、无碎片。如果必要，更换空气滤清器。
如果适用，执行空气平衡，以验证风扇设置为所需的转速。
如果配备，冷凝水泵适当工作，在冷凝盘加水，并检查泵操作。
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正常工作。
压缩机吸入和排出压力在正常范围内。
压缩机油位处于三分之一充满位置。
制冷装置充入适当的制冷器，用于一年左右的操作。
高压开关工作正常。
1. 关闭冷凝器风扇。
2. 压头上升，直到高压开关切断压缩机。
3. 记录切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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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检查清单
最后检查系统是否清洁、所安装的选配件是否工作正常、是否已将启动表送给
Schneider Electric。
确认：
设备的内部和外部清洁，没有任何碎屑和松散器件。
内部保护盖和器件已经安装。
包装材料应妥善处理。
没有活动的警报。
客户在用户显示屏上接受培训，能够查看活动警报和状态读数。
客户将获得适用于其所在地区的技术支持联系号码。
装置文件已经提供给客户。
已填写启动申请表，并寄送给了 Schneider Electric。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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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备充液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小心
高压制冷剂或设备损坏危险
•

仅使用R410A制冷剂。

•

使用适合于R410A的软管和歧管组件，最小额定压力为50bar (725 PSIG)。

•

机组显示器应用于获取压力读数。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计算 R410A 制冷剂填充量
标准管道连接为 7.5 米 (24.6 英尺)、用于标准装置的标称设备填充量为 15 千克
(33.1 磅)。标准管道连接为 7.5 米 (24.6 英尺)、用于低温装置的标称设备填充量为
19.5 千克 (43.0 磅)。如果管道长度超过 7.5m (24.6 英尺)，则必须计算制冷剂充注
量，并将其添加到整个系统充注量中。如果管道长度超过 7.5 米 (24.6 英尺)，下表
提供增加填充量的参考：
美国公称管道尺寸-英
寸

类型

外径 - 英寸。

壁厚 – mm

横截面 – mm2

制冷剂充注量 – kg/m
(磅/英尺)

3/8

L

1/2

0.89

94

0.094 (0.063)

1/2

L

5/8

1.02

150

0.151 (0.101)

5/8

L

3/4

1.07

224

0.226 (0.151)

3/4

L

7/8

1.14

312

0.314 (0.2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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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充注过程
R410A 是混合型制冷剂。当给设备加注混合型制冷剂时，只能使用液态制冷剂。
注: 该设备必须充入 R410A 型制冷剂。安装承包商应负责提供足够的制冷剂，
以便在启动过程中为整个系统充注制冷剂。
有关检修端口的位置，请参见《安装手册》中的“组件标识”部分。

1. 使用氮气，将系统加压至 17.2 bar (250 PSI)（使用检修和排放端口）。让系
统受压达 24 小时，然后，检查测量器，看看是否有泄压现象。
2. 使用真空泵，并向下拉动第一个真空至 750 微米（使用连接管道上的真空端
口）。初次下拉需要 24 小时。
3. 一旦真空水平达到 750 微米，关闭歧管仪表阀。等待一个小时（真空不得升
高超过 1500 微米），而后使用氮气破坏真空（使用检修和排放端口），直至
系统压力等于大气压。
4. 将最终的真空下降至 300 微米达至少两小时。
5. 在冷凝器上，通过检修端口和针式阀，充注液体 R410A 制冷剂，直至制冷剂
液罐内压力均衡。
6. 打开球阀，并启动系统。通过吸入口缓慢加注制冷剂。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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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步骤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注意
对设备造成的损坏
不要给压缩机加注太多油：可能导致压缩机损坏。从压缩机中排油的唯一方法是
从设备上拆下压缩机。还可能导致以下系统损坏：
•

由于油堵塞造成的阀门和活塞故障。

•

机油残留过多。

•

由于系统低压侧油位升高，蒸发器性能下降。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系统必须现场充入 600 ml (20 盎司) PVE 油，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na7022b

在回油良好、且管路长度高达 15 米 (49 英尺)的装置中，不需要超过初始 600 ml
(20 盎司)的额外油。如果安装管线超过 15m (49 英尺)，可能需要额外的油。系统
制冷剂总充量的 1% 或 2% 可用于计算所需油量。无论如何，必须根据压缩机观察
窗中的油位调整机油充量：压缩机运行时，观察窗中的油位必须不低于 1/3。

1. 准备加油：
a. 使用新的密封油罐和手动油泵。泵软管的大小必须为1/4 英寸扩口管接
头，一端带阀揿压器，通过该揿压器可以打开压缩机吸入口上的阀门。
b. 使用 Daphne 密封 PVE 油 FVC32D。任何其他油在使用前必须得到
Schneider-Electric 的批准。
2. 清洗泵和软管：
a. 确保油泵清洁。将泵插入油容器中，确保容器暴露于大气中的时间尽可能
短。如果可行，则使用插头适配器套件进一步减少油液在大气中的露置程
度。
b. 将泵抽动几次，排净泵和软管内的空气。清洗泵，清除上次使用后留在软
管内的湿度饱和油液。
c. 在清除后立即将软管连接到压缩机的吸入孔上，避免湿气侵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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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设备运行时，通过吸液孔注入 600 ml（60 盎司）PVE 油。缓慢抽出油液。
（这是为了确保油分离器正常工作）。
4. 除了油分离器所需的数量，不需要额外的油。令压缩机满载运行至少一小时，
并通过油位观察孔查看油位。油位应介于1/3和2/3满液位之间，或者位于油位
标签所示的限值以内。如果油位不在可接受限值以内，检查机油回流管线是否
受阻。机油正常流动时，回油管摸上去会感觉温热。
注: 适当处置废油。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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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基于半机架平台 (300 mm (12 英寸)，ACR 300 系列室内机采用 ACCU30000 室外
冷凝机可提供高达 30 千瓦的制冷能力。变速压缩机与 EC 风扇和翅片管交换器一
起工作，达到最佳制冷效率。模块化的行式机房制冷系统为各种空间提供了有效、
可预测且经济的制冷效果。
关键环境的要求现在远远超出了传统数据中心或机房的范围，它包括了更广的一套
应用。关键环境应用包括：
•

计算机房

•

远程通信设施

•

清洁室

•

电源设备

•

医学设备室

•

LAN/WAN环境

InRow的优点

na5859a

行式解决方案从多方面提高了能量效率和制冷能力。首先， InRow DX 装置从热通
道直接吸入空气，由于存在较大的温差，使得 InRow CW 能够利用更高的传热效
率。它可以在其正在冷却的服务器的正前方排出室温空气。通过将制冷设备放置在
机架列中，可使该设备以较高的回风和送风温度运行，从而获得100%的显热能
力。这大大减少了加湿的需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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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界面

Display
Reset

10/100

USB
Console

项目

990-91192B-037

na4820a

Micro
SD
Service
Port

说明

功能

LCD 显示屏

4.3英寸彩色触控显示屏

电源 LED

制冷设备通电时，LED 亮起。装置固件升级
时，LED 闪烁。

检查日志 LED

该 LED 亮起时，在事件日志输入了新的条目。

警报 LED

显示装置当前的警报条件。

状态 LED

显示网络管理卡当前的状态。

显示屏重置按钮

重置显示屏微处理器。对空调控制器没有影
响。

Link-RX/TX (10/100)
LED

显示网络链接当前状态。

Micro SD 卡插槽

存储卡扩展槽。

服务端口

USB-B 端口仅供维修人员使用。

USB-A 端口

支持固件升级。

串行配置端口

将显示屏连接至本地计算机，配置初始的网络
设置，或者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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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LED
该 LED 显示屏幕上有活动的警报。
情况

说明

关

无警报

固定黄色

警告

固定红色

严重警报

状态 LED
该 LED 显示屏幕的状态。
情况

说明

关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
• 显示屏没有输入电源。
•

24

显示屏工作异常。其需要维修或更
换。与 Schneider Electric 客服联
系。

固定绿色

显示屏具有有效的 TCP/IP 设置。

固定橙色

在显示屏中检测到了硬件故障。与
Schneider Electric 客服联系。

闪烁绿色

显示屏没有有效的 TCP/IP 设置。

闪烁橙色

显示屏正在发出 BOOTP 请求。

交替闪烁绿色和橙色

如果 LED 缓慢闪烁，表明显示屏正在
发出 DHCP 请求。如果 LED 快速闪
烁，表明显示屏正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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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ACRD300 和 ACCU30000 系列

Link-RX/TX (10/100) LED
该 LED 显示屏幕的网络状态。

990-91192B-037

情况

说明

关

存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
• 显示屏没有输入电源。
•

将制冷设备与网络相连的电缆或装置断开或工作异
常。

•

显示屏自身工作异常。其需要维修或更换。与
Schneider Electric 客服联系。

固定绿色

显示屏连接至速率为每秒 10 兆位（Mbps）的网络。

固定橙色

显示屏连接至速率为 100 Mbps 的网络。

闪烁绿色

显示屏正在以 10 Mbps 的速率接收或传输数据包。

闪烁橙色

显示屏正在以 100 Mbps 的速率接收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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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显示屏
制冷设备通电后，显示屏启动和运行 LED 测试。

综述画面
启动后，显示屏显示综述画面，包含基本的状态信息。按下 首页，在主菜单和综
述画面之间切换。一段时间不活动后，显示屏恢复综述画面。
注: 为了确保触控屏表面保持清洁和最佳性能，使用显示屏时，建议使用软尖
的触指。切勿在触碰表面使用硬尖物体。
注: 图像仅为显示界面操作的示例。您设备上的屏幕可能会有所不同。

0.0 kW 0 CFM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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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主菜单屏幕
操作期间，可以随时按下 首页 返回主菜单。在主菜单上，按首页键，在“首页”和
“综述”屏幕之间切换。若要查看活动的警报，按下Alarms（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警报, 页 61。

根据设备当前状态，警报 按钮会有所变化。
符号

i

说明
无警报：不存在警报情况。
通知：提供非警告或严重警报的详细信息。
警告：要求引起注意的警报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害数据或设备。
严重警报：存在严重警报，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显示屏出现主菜单选项，如下图的例子所示。

na6255b

注: 根据设备类型不同，菜单可能有所变化。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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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说明
•

开/关：开/关屏幕用于打开或关闭设备，并配置设备的操作设置。
请参见 设备起动/关机, 页 34。

•

状态：包含传感器读数信息、设备操作信息、运行时间和计数器，以及组件信
息的菜单。
请参见 查看状态读数, 页 50。

•

配置：包含设备和网络用户可配置设置的菜单。服务菜单也位于此处。
◦

单位：包含用于配置制冷设备操作行为的菜单。
请参见 制冷设备配置, 页 36。

◦

分组：包含用于配置制冷机组操作行为的菜单。
请参见 制冷机组配置, 页 38。

◦

封闭系统：包含与 AFC 相关的设置。
请参见 主动流控制器(AFC)设置, 页 43。

◦

检修：包含用于配置检修设备和手动控制组件的菜单。只有具备资历的检
修人员可以访问此菜单。
请参见 “检修”菜单, 页 80。

◦

显示屏：包含用于显示屏设置、用户首选项和用户访问的菜单。
请参见 显示设置, 页 47。

◦

网络：包含配置网络设置的菜单。
请参见 配置网络, 页 49。

◦

Modbus：包含配置 Modbus TCP 的设置。
请参见 配置 Modbus, 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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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默认值：包含重启显示屏的选项。
请参见 恢复默认值, 页 48。

•

测试：包含校准触控屏和测试显示屏 LED 的菜单。
请参见 测试, 页 33。

•

日志：这些屏幕保存状态信息，并记录事件和配置更改。
请参见 日志, 页 57。

•

关于：这些屏幕显示有助于获取检修的识别信息。
参见关于网络, 页 55、关于设备, 页 56，和 关于显示屏, 页 56

•

登录/注销：用于登录或注销设备。
请参见 登录/输入密码, 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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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控制
若要查看子菜单，从子菜单选择一个选项。继续该步骤，直至适当的菜单活动。
导航期间，屏幕顶部显示当前的文件路径。点击任何一个标题，显示屏恢复显示指
定菜单。
有多个页面的菜单可以使用箭头在页面之间移动。前进和后退，每次前进或后退一
页，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直接前往菜单的第一页或最后一页。在菜单内作出修改
后，按下OK（确定）确认修改或按下ESC（取消）取消修改。

2/2

na6293a

注: 图像仅为显示界面的运行示例。设备上的屏幕可能会有所不同。

使用路径声明
选择在路径声明中指定的主菜单和子菜单选项，查看或配置设置。路径声明列出了
主菜单和子菜选项，您可选择浏览想要查看或修改的设置。在下面的实例中，给出
了路径声明的各部分的定义：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设备综述
主菜单 > 您的起始点为主菜单。
状态 >从主菜单选择该选项。
设备综述 >从子菜单选择该选项。
后续选项在路径声明中列出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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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设置
注: 图像仅为显示界面操作的示例。您设备上的屏幕可能会有所不同。
具有混合类型设置（例如，列表项和字段项）的屏幕需要在更改后单独确认所作的更改。
1. 选择选项或输入更改的设置数值。
a. 对于列表项 ，按向上和向下箭
头，选择设置。
，输入设置的数

2. 更改单个设置后，按下 确定

确认。

29.4

°C

29.4

°C

29.4

°C

na6258a

b. 对于字段项
值。

2/2

仅包含字段项的屏幕可以一次按下 确定 按钮共同确认。
1. 输入任何或所有字段项的数值 。
2. 按 确定 ，一次性确认所有更改，或
按 取消 退出，而不接受更改 。
°C

40.6

°C

29.4

°C

17.8

°C

na6260a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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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输入密码
路径：主菜单 > 登录
设备显示界面要求密码验证，而后，才可以改动设备上的设置。您可以选择 Login
（登录），从主菜单登录。不要求登录即可查看设备配置时，允许作出任何修改。
1. 选择 登录。
2. 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 ( )，选择您
的登录 ID。
3. 使用键盘，在 Pin 字段
码。

输入密

注: 默认的密码为 1234。
4. 选择 输入

Display
1

2

3

±

4

5Login 6

:

7

8

9

.

0

ESC

DEL

na6282a

注: 默认的用户 ID 为 apc。

。

如果没有在主菜单上的Login（登录）画面输入密码，您尝试修改设置时，将提示
输入密码。设备默认密码为 1234。
有关编辑用户和密码的信息，请参见添加新用户或编辑现有用户, 页
47。
首页 按钮外形改变，显示用户目前已经登录。
符号

说明
系统锁定时的 首页 按钮。

系统被用户解锁时的首页按钮。

一旦输入密码，用户登录将保持活动，直至不活动时间超出 自动注销 设置。
请参见 屏幕明视度和音量, 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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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校准显示屏
路径：主菜单 > 测试 > 显示屏校准 > 校准
使用该画面，触碰画面中心出现的方块，校准触控屏。对校准结果感到满意时，允
许定时器计时为零。
注: 每次更新触控屏上的固件时，都需要校准触控屏。
路径：主菜单 > 测试 > 显示屏校准 > 校准检查
使用该画面，触碰画面中心出现的方块，测试触控屏校准的精度。对测试结果感到
满意时，允许定时器计时为零。

测试显示屏 LED 和信号器
路径：主菜单 > 测试 > 信号器
1. 按下 开始，测试显示屏 LED 和信号器。
显示屏 LED 将循环亮起绿色、橙色和红色，且信号器将响起。
2. 按下 停止，停止测试。

测试 AFC LED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封闭系统
1. 在 主动流控制灯测试 选择 开启，并按下确定，测试主动流控制器 (AFC)
LED。
AFC LED 将循环亮起红色、绿色和蓝色。
2. 在 主动流控制灯测试 选择 关闭，并按下确定，停止 LED 测试。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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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起动/关机

设备起动/关机
启动制冷设备
路径：主菜单 > 开/关
1. 在 单位 选择 开启。
如果没有登录，且保护开机/待机激活，将提示您输入密码。
注: 可以在 主菜单 > 开/关下面启用保护开机/待机。默认设置为Disable
（停用）。
2. 如果要求，请输入密码。
标题现在将显示 设备名称：活动。
3. 选择设备功能超程选项：
– 自动：允许系统选择控制装置的功能：
– 强制开启：如果选择启用运行时间平衡，且您不希望机组内的特定装置成
为备用装置，则选择 启用。
制冷设备将根据所配置的设置运行。
注: 单位设置仅对本地制冷设备有效。必须为制冷机组中的每台制冷设备设置
单位 选项。
注: 待机输入也必须不活动，方可离开“待机”状态。
如果已经选择 保护开机/待机选项，将提示您输入设备密码，而后才可以修改单位
设置。

停止制冷设备运行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The Off option does not remove power from the cooling unit. You must
disconnect power at the mains to remove power from the cooling uni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路径：主菜单 > 开/关
1. 对于 开/关，选择 关。
如果没有登录，将提示您输入密码。
标题现在将显示 设备名称：关闭。
注: 设备也可以通过连接至远程开/关的外部信号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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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配置
导入和导出设备配置
可以通过从 USB 驱动器导入其他制冷设备的设置来配置制冷设备。

导出
1. 导航至 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USB 。
2. 将 USB 驱动器插入显示界面的 USB 端口。
3. 按下 导出。
设备配置将导出到 USB 驱动器。
导出完成后，“放弃数据导出到 USB 驱动器”的消息将消失。
4. 从 USB 端口移除 USB 驱动器。

导入
1. 导航至 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USB 。
2. 将 USB 驱动器插入显示界面的 USB 端口。
3. 按下 导入。
将从 USB 驱动器下载设备配置。
4. 显示“导入完成”的消息时，按 确定。
5. 从 USB 端口移除 USB 驱动器。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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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设备配置
制冷设备配置选项在制冷机组中的制冷设备试运行时进行设置。
注: 将设置更改为不正确的值将导致制冷设备出现故障。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
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置。
注: 显示的设备内容可能因不同型号而异。

配置设备
操作设置
路径：主菜单 > 开/关
开/关 菜单中的设置控制冷却装置的运行方式。
注: 将设置更改为不正确的值将导致制冷设备出现故障。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
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置。
注: 显示的设备内容可能因不同型号而异。
•

单位：选择设备 关闭 还是 开启。

•

启动延时：输入启动时间（秒）。当冷却单元通电时，启动延迟开始。制冷设
备在延时完成之前无法开始运行。使用启动延时以在规划停机或断电之后顺序
重启动机房中的设备。（0-999 秒）

•

冷却策略：选择用于控制机组运行的冷却策略。（RACS、HACS、INROW）
CACS，手动）
有关冷却策略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操作模式如何工作, 页
41。

•

送风设定值：送风设定值为排放进入周围环境的空气要求的温度。(15.0-30.2°
C (59.0-86.4°F))

•

制冷设定值：设定制冷机组在 IT 空间应该保持的温度。(17.8-35.0°C (64.095.0°F))

•

增量 T 设定点：机组编程为 HACS 或 RACS 模式时，该值指定 AFC 不存在
时，送风和回风温度之间的期望温差。(10F/5.6C, 15F/8.3C, 20F/11.1C, 25F/
13.9C, 30F/16.7C, 35F/19.4C, 40F/22.2C)
注: 设置较低的 制冷设定点 或较小的 T 增量设定点，以便辅助冬季启动。

•

风扇最大转速：设置蒸发器风扇允许的风扇最大转速百分比。(15.0-100.0%)

•

手动 IT 风扇转速：输入风扇转速百分比，手动控制设备中的风扇。(15-100%)
注: 风扇转速不能超过风扇最大转速。

•

设备功能超程：确定机组中制冷设备的角色。
◦

自动：允许系统选择控制装置的功能：

◦

强制开启：如果选择启用运行时间平衡，且您不希望机组内的特定装置成
为备用装置，则选择 Forced On（强制开启）。
注: 启用运行时间平衡可以在主菜单 > 配置 > 机组 > 制冷 屏幕修改。

•

检测出泄漏时空转：设置为 是时，如果检测出关键泄漏激活，制冷设备将进
入空转模式。设置为 否，如果检测出泄漏，制冷设备不进入空转模式。

•

关机输入状态：显示关机输入的当前状态。

•

存在关机输入：选择设备是否存在关机输入。
注: 设置与 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组件相同。

•

关机输入常态：显示关机输入的正常状态。（开、关）
注: 设置与 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组件相同。

•

36

保护开机/待机：选择启用，对 主菜单 > 开/关菜单进行密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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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配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组件
注: 将设置更改为不正确的值将导致制冷设备出现故障。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
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置。显示的设备内容可能因不同型号而异。
•

电压：显示设备电压。（未配置，100-120v，200-240v）
注: 这是只读数值。

•

电源：显示设备当前输入电源是主电源还是辅助电源。
注: 这是只读数值。

990-91192B-037

•

蒸发器风扇电源数目：设置安装在电气盒中的风扇电源数量。（1 或 2 个）

•

冷凝泵保持时间：设置下部冷凝水浮动开关启动后泵将继续运行的时间长度。
（0-120 秒）

•

空气过滤器类型选择空气过滤器是标准还是高效。

•

装置中的机架入口温度传感器数量设置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空气温度传感器
数量。(0-4)

•

设备中的泄漏检测器数量设置连接到设备的泄漏传感器数量。(0-4)

•

关机输入状态：显示关机输入的当前状态。

•

存在关机输入：选择设备是否存在关机输入。

•

关机输入常态：显示关机输入的正常状态。（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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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机组配置
制冷机组配置设置可确定哪些组件可用，以及制冷机组应如何运行。
注: 将设置更改为不正确的值将导致制冷设备出现故障。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
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置。
注: 显示的设备内容可能因不同型号而异。

配置制冷机组
路径：Main > Configuration > Group > Composition（主菜单>配置>分组>构
成）
构成 菜单包含了确定该制冷机组中安装的制冷设备数目和制冷设备物理布置的设
置。
•

机组中的设备数量：该制冷机组中的制冷设备数目。最多可将20台制冷设备连
接起来作为一个制冷设备组工作。

•

AFC 控制器数量：机组中的 AFC 设备数量（0 -5）。

•

备用装置数量：要求备用制冷装置之总数。此数值的范围在零至机组中装置数
量以内。

•

海拔高度：设备在海平面以上的距离，单位为米或英尺，取决于用户偏好。如
果安装 AFC，海拔高度用于计算压力补偿。海拔高度也用于绝对湿度 (g/Kg)
和相对湿度 (%RH)之间的转换。

配置 Modbus
使用 Modbus TCP 菜单，设置制冷设备和楼宇自控系统之间的通讯。选择启用
TCP 通信协议。
路径：Main > Configuration > Modbus > Serial（主菜单 > 配置 > Modbus > 串
行）
•

启用串行 Modbus：选择启用 Modbus 串行通信协议。

•

地址：每个Modbus设备必须具有一个唯一的目标标识号。为此制冷单元输入
一个唯一的编号。(1-247)

•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bps 或 19200 bps。

•

奇偶性：选择Even（偶数）、Odd（奇数），或 None（无）。
注: 如果选择 Even（偶数）或Odd（奇数）性，而后，在电脑主机选择 1
停止位。如果选择 None（无），而后在电脑主机上选择两个停止位。

路径：Main > Configuration > Modbus > TCP（主菜单 > 配置 > Modbus >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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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 Modbus TCP：选择启用 Modbus TCP。

•

端口：输入端口。默认端口为 502。为了确保额外的安全性，输入 5000 和
32768 之间的端口（仅限 TCP 连接）。

•

端口恢复默认：按下 Port（端口）恢复默认设置(502)。

990-91192B-037

常规配置

ACRD300 和 ACCU30000 系列

接口连接

24V

24V
J9

J12

J10
J11
100-240V

J14

J13

J15

– +
2
3

1

1
4

– Link

J17

J16

24V 12V 0V

NC COM

4

2

NO

NC COM

3

NO

NC COM

2

J18

J19

NO

1

(1)
RS485
(2)
(3)

FIELDBUS
CAN

RS485 (1)

RS485 (2)
2W/4W

TX
D0- D1+

0V

RS485 (3)
2W/4W

CANH CANL 0V

0V

D0- D1+

NETWORK

0V

0V

J2

D0- D1+

1

2

3

4

0V

J3

RS485

J4

CAN J5

J6

M

J7

J8

na6256a

J1

D0- D1+

MODBUS

TX
D0- D1+

RX

RX

项目

说明
USB 设备端口
USB 主机端口 （无）
串行端口 （无）
A-Link 端口
重置按钮
输出继电器 4/待机输入
输出继电器 1–3 （无）
通用传感器端口
网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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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触控屏显示连接
ModBus 连接
ModBus 配置开关
Fieldbus Modbus 连接 （无）
Fieldbus Modbus 配置开关 （无）
现场总线 CANbus 配置开关
现场总线 CANbus 连接
处理器状态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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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k 连接
注: 所有输入和输出连接均须按照 2 类电路连线。
A-Link 总线连接最多允许二十 (20) 台 InRow ACRD30X 的机组彼此通信。
要使设备作为一组进行工作，可使用含 RJ-45 连接器的标准引出线 CAT-5 电缆连
接这些设备。A-Link 总线必须在机组中安装的第一台和最后一台装置进行端接。每
台装置提供有 A-Link 端接器。
注: 整组的最大电线长度不得超过 500 m (1640 英尺)。

主动流控制器（AFC）
AFC 设备安装在 HACS 或 CACS 环境中的制冷机组中，如图所示，与 A-Link 总
线相连。如果制冷机组位于地板下的环境，AFC 设备通过控制器上的 J5 端口连
接。

注意
CAT 5 引出线
在 A-Link 端口上连接的设备只能使用标准的引脚分配(1-1, 2-2, 3-3, 4-4, 5-5, 66, 7-7, 8-8) CAT5 电缆。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AFC 安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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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环境
制冷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冷却来自热通道的空气并将其输送到处于温度设定值的冷通
道。制冷设备实施的控制策略取决于制冷机组的部署策略。
在InRow环境中，制冷设备可为公共冷通道恒温送风。制冷装置自动调整风扇转
速，以确保到达 IT 设备的气流达到所需的量。风扇速度由制冷设定值和最大机柜
空气入口温度之间的温差决定。
在 HACS 或 RACS 环境中，中和积聚在公共热通道中的热量，并将热量排出到周
围环境空间中而维持冷通道中要求的温度。
在 CACS 环境中，控制装置向封闭的冷通道供应恒温气流。风扇速度经过调节可
保证所要求的风量到达IT设备。

操作模式如何工作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分组 > 制冷
路径：主菜单 > 开/关
注: 两个菜单中的冷却策略设置相同。
冷却控制根据冷却策略设置而变化：
•

冷却策略：制冷装置使用直接蒸发盘管和变速压缩器，调节穿过盘管的制冷剂
流，并有一组风扇，控制气流通过盘管。制冷输出由进气设定值与制冷机组进
气温度之间的差值决定。
◦

INROW：风扇速度通过比较机架入口温度和制冷设定值来控制。当机架温
度相对于制冷设定值增加时，风扇将增加输出，以维持设定值。当机架入
口温度相对于制冷设定值减小时，风扇将减小输出，以维持设定值。

◦

RACS/HACS：存在主动流控制器(AFC)时，控制器利用 AFC 提供的压差
数据，向 IT 负载供应正确数量的气流。不存在 AFC 装置时，使用风扇转
速优先设置控制风扇转速。风扇速度可根据制冷装置之间的温度差进行选
择。回风温度偏离风扇速度首选设置时，风扇将加速，以减小温差回到设
定值步或减小风扇输出，以增加装置温差。通过维持要求的温差，系统与
负载气流要求相匹配。

◦

CACS：存在 AFC 时，控制器利用 AFC 供应的不同压力数据，向 IT 负载
供应正确数量的气流。AFC 装置不存在时，蒸发器风扇速度通过比较机架
入口温度和制冷设定值来控制。当机架温度相对于制冷设定值增加时，风
扇将增加输出，以维持设定值。当机架温度相对于制冷设定值减小时，风
扇将减小输出，以维持设定值。

◦

手动：风扇速度由手动 IT 风扇速度的用户输入值控制。

控制装置配备有压缩机循环控制，尝试最大限度减少压缩机循环开启和关闭的次
数。送风温度下降低于 13°C (55.4°F)时，无论压缩机最低开启三分钟的时间是否
过去，压缩机均将循环关闭。一旦关闭，压缩机一般将不循环开启，直至送风温度
达到设定值，且最低两分钟关闭时间已经过去。然而，如果压缩机是独立的设备，
无论关闭时间如何，压缩机都将循环开启，或者，如果设备电源关闭和打开，无论
是否已经过了最短关闭时间，压缩机都将循环开启（仅适用于 InRow 和
CACS）。
压缩机循环在七天时间的基础上监测。在此期间，如果每小时的平均循环数超过
12，将发出 压缩机过度循环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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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点
设定值是制冷机组尝试在环境中保持的目标值。默认的设定值适用于大多数制冷应
用场合。
注: 将设置更改为不正确的值将导致制冷设备出现故障。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
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置。
注: 显示的设置会因型号和设备配置不同而异。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分组 > 制冷
•

冷却策略：选择用于控制机组运行的冷却策略。（RACS、HACS、INROW）
CACS，手动）
有关冷却策略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操作模式如何工作, 页
41。

•

送风设定值：送风设定值为排放进入周围环境的空气要求的温度。(15.0-30.2°
C (59.0-86.4°F))
注: 在制冷机组试运行后，送风设定值须由 Schneider Electric 的合格人员
确定。

•

制冷设定值：设定制冷机组在 IT 空间应该保持的温度。(17.8-35.0°C (64.095.0°F))

•

增量 T 设定点：机组编程为 HACS 或 RACS 模式时，该值指定 AFC 不存在
时，送风和回风温度之间的期望温差。(10F/5.6C, 15F/8.3C, 20F/11.1C, 25F/
13.9C, 30F/16.7C, 35F/19.4C, 40F/22.2C)
注: 设置较低的 制冷设定点 或较小的 T 增量设定点，以便辅助冬季启动。

•

启用负载辅助：设置为 启用时，如果主装置无法满足需求，通过备用的制冷
装置提供额外的容量。不再要求辅助时，装置恢复备用状态。
注: 仅在 HACS，RACS，和 CACS 配置支持冗余（备用装置）、运行时
间平衡和负载辅助模式。

•

运行时平衡启用：设置启用时，系统确保机组内的装置之间保持类似的运行时
间。系统内制冷装置的运行小时数之间的差值超过 运行时间平衡差 输入的数
值后，如果提供最小的运行小时数，系统将自动在运行时间最长的主装置和具
有相等或更大容量的备用装置之间自动切换模式。
注: 运行时间平衡瑁不可调。运行小时数是指制冷装置实际操作的时间，
而非连续的 72 小时（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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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时平衡差：输入制冷机组中用于维护运行时平衡的小时数。（24–720 小
时）

•

切换时间：输入当前活动设备在另一台设备启用后保持开启的时间长度。在这
段时间内两台设备均将运行。（0-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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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流控制器(AFC)设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密闭系统
•

主动流控制器数量：设置机组中的主动流控制器数量。(0-5)

•

主动流控制灯测试：设置On（开启）时，主动流控制器 LED 将在红色、绿色
和蓝色 灯光模式循环。

•

主动流控制偏压：此设置用于通过调整包含的通道压力阈值，修改控制器的偏
压。Zero（零）是缺省设置。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
置。
◦

热通道封闭兼容（HACS）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制冷不足，选择负压或轻微负压，调整额外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过度制冷，选择正压或略微正压，调整较低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冷通道封闭(CACS)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制冷不足，选择正压或略微正压，调整额外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过度制冷，选择负压或略微负压，调整较低制冷的通
道压力。

设置

蓝色 LED—HACS
红色 LED—CACS

设定点绿色 LED

红色 LED—HACS
蓝色 LED—CACS

正压

< –0.008 英寸 ±3%

0.004 ±0.0004 英寸

> 0.016 英寸 ±3%

略微正压

< -0.010 英寸 ±3%

0.002 ±0.0004 英寸

> 0.014 英寸 ±3%

零

< -0.012 英寸 ±3%

0.000 ±0.0004 英寸

> 0.012 英寸 ±3%

略微负压

< -0.014 英寸 ±3%

-0.002 ±0.0004 英寸

> 0.010 英寸 ±3%

负压

< -0.016 英寸 ±3%

–0.004 ±0.0004 英寸

> 0.008 英寸 ±3%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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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络管理
包络管理用于控制压缩机可接受的工作范围。

变速压缩机工作范围
LOW EVAP TEMPERATURE WARNING
LOW EVAP TEMPERATURE CUT OUT

OPERATING ENVELOPE
ACTION OFFSET

STARTUP EVAP TEMPERATURE

65
D

E

55

45

35
G

25

15
–40

L

M

–30

–20

I

na6337b

CONDENSING TEMPERATURE (°C)

75

H

–10
0
EVAPORATING TEMPERATURE (°C)

10

20

25

EXV ACTION (SH<30°C)
CONDENSER FAN SPEED REGULATION ACTION

注: 根据不同的设备设置和压缩机型号，设备的运行包络将会有所不同；本示
例基于 VZH044CG 压缩机型号的默认值。
数据点
d
e
h
区间

冷凝压力 – 巴
36.95
17.86
13.45

蒸发压力 – 巴
11.56
11.56
8.33

说明
开放操作区

数据点
i
l
m
区间

在压缩机运行周期中的任何时候，可以在
该区域最长运行 240 秒

冷凝压力 – 巴
13.45
13.45
13.45

蒸发压力 – 巴
6.97
4.71
1.00

说明
启动时，压缩机可在该区域最长运行 240
秒
不可接受的操作范围

如果蒸发温度超过蒸发器启动温度值，将允许压缩机启动。只有在启动后，压缩机
才能在区域 3 最长运行 240 秒。蒸发温度进入区域 2 后，压缩机可以在该区域最
长运行 240 秒。蒸发温度进入区域 1 后，其可以返回区域 2 最多 240 秒。如果蒸
发温度在进入区域 2 后的任何时候下降低于低蒸发排放温度截止值，将关闭压缩
机。压缩机可以无限期在区域 1 运行。压缩机不会在区域 4 运行。
控制器不断调整冷凝温度设定点，使其遵循 i、h，和 g 之间的虚线。这使得冷
凝器风扇将冷凝温度驱动得尽可能低，从而降低压缩机上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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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蒸发温度接近运行包络线的极限，控制器将采取措施，保持压缩机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运行。
•

如果蒸发温度达到操作包络边界的 操作包络动作补偿度数（由点e 和 g形
成），控制器将调整电子膨胀阀 (EXV)，将蒸发温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如果蒸发温度达到操作包络边界的 操作包络动作补偿度数（由点d 和 i形
成），控制器将调整压缩机转速，将蒸发温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如果冷凝温度达到 操作包络动作补偿度数（由点d 和 e形成），控制器将调
整压缩机转速，将冷凝温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请参见 压缩机设置, 页 82。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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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和检修间隔
运行小时数
制冷设备记录所选组件的运行时间。在更换组件时，使用重置运行时间菜单，可以
将所显示的组件的运行时间重置为零。这些设置是只读值。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小时数
•

设备运行小时数

•

空气过滤器运行小时数

•

压缩机运行小时数

•

冷凝器运行小时数

•

冷凝泵运行小时数

•

风扇 1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2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3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4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5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6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7 运行小时数

•

风扇 8 运行小时数
注: 风扇 1 是底部风扇，风扇 8 是顶部风扇。

重置运行时间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重置运行小时数
此菜单下的设置用于重置运行时间警报，这些警报配置为定期维护检查的提醒。
选择重置，然后按 确定，重置单个组件的运行时间。以下组件可以重置运行时间
警报：
•

设备警报重置

•

压缩机警报重置

•

空气过滤器警报重置

检修间隔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警报 > 维护
每个组件时间间隔设置带有报警功能。如果设置为 启用，在组件的检修间隔到达
时，信号器将响起。通过为每个组件选择XXX 警报复位复选框，复位服务报警并
按确定键，清除警报。启用服务间隔警报，并设置检修以下组件的星期数：
•

设备运行时间：显示设备操作的总小时数。

•

设备警报已启用：选择 启用 或 停用 警报。

•

设备警报间隔：设置制冷设备检修警报的间隔。（1–300 星期）

•

空气过滤器运行小时数：显示过滤器使用的小时数。

•

已启用空气过滤器警报：选择 启用 或 停用 警报。

•

空气过滤器警报间隔：设置空气过滤器检修警报的间隔。（1–300 星期）

用户安全设置
显示 菜单下的 安全 菜单包括用户访问设备的选项。

46

990-91192B-037

常规配置

ACRD300 和 ACCU30000 系列

添加新用户或编辑现有用户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显示屏 > 安全
1. 选择 添加用户，添加新用户；或选择 编辑用户，编辑系统的现有用户。
2. 在 名称 字段中，输入用户名称。
3. 在 Pin字段，输入用户的 pin 代码。
4. 在 确认 pin 字段，重新输入用户的 pin 代码。
5. 按下 确定 保存设置。

删除用户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显示屏 > 安全性 > 删除用户
1. 使用上下箭头浏览至想要删除的用户，并按下 确定。
2. 按下是，确认删除系统的现有用户。

显示设置
显示屏菜单设置显示界面设定值，包括时间和日期、单位、密码以及超时设置。您
还可以调节对比度和声音设置。

语言、日期，时间和温度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显示屏 > 喜好
•

语言：选择显示屏的正确语言。

•

日期格式：选择日期的显示格式。

•

温度：温度格式选择 公制 或 美制。

•

手动：手动输入当前的时间，而非从服务器检索。

•

990-91192B-037

◦

当前日期：输入日、月，年。日期显示在某些状态画面上，同时还用在警
报/事件日志中记录日期。

◦

当前时间：输入显示屏的当前时间。

与 NTP 服务器同步：选择雨网络时间协议服务器同步时间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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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明视度和音量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显示屏 > 系统设置
•

警报音量：选择警报响起的音量（关闭、低，中等，或 高）。

•

按钮音量：选择每次在显示界面上按键时所发出声音的音量。也可以将声音设
置为Off（关）。

•

亮度：控制显示屏的可见性。

•

启用背光超时：启用 或 停用 背景灯超时设置。

•

背光超时：调整背光超时设置。
◦

分钟：指定时间过后，关闭设备背光。超时范围为 1-60 分钟。

◦

强度：选择背光超时期间显示屏可见度。
– 关闭显示屏将保持在正常强度水平。
– 极低：显示屏很暗。
– 低下：显示屏将比较暗。
– 中等：显示屏亮度将降低至正常亮度的二分之一。

•

自动注销：在指定的时间过后，当前用户自动从系统注销。选项为 1, 5, 10,
30, 或 60 分钟。

恢复默认值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恢复默认值
恢复默认值 屏幕用于重启显示屏，并将显示屏的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na6262a

注: 将不恢复控制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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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制冷装置配备了网络管理卡，使您可以通过网络来管理制冷装置。在显示器界面上
为制冷设备网络管理卡配置网络设置。管理卡允许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配置。

配置网络
TCP/IPv4 设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网络 > TCP/IPv4
启用 IPv4（如果适用），并选择 地址模式（手动、DCHP, BOOTP）。
•

手动：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

BootP：设置制冷设备的网络管理卡，以便从 BootP 服务器获取它的网络设
置。

•

DHCP：设置制冷装置的网络管理卡，以便从DHCP服务器获取它的网络设
置。选择是否要求供应商特定的 cookies 接受 DHCP 地址。

TCP/IPv6 设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网络 > TCP/IPv6
启用 IPv6（如果适用）。
•

选择 自动配置 或 手动配置，并选择DHCPv6 模式（路由器控制、仅非地址信
息 或 地址和其它信息，或 从不）。

•

对于 手动配置，输入 系统 IP 和 默认网关。

网络访问设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网络 > 网络访问
启用 Web（如果适用），并选择Access Mode（访问模式）（HTTP 或
HTTPS），并输入 Port（端口）。

FTP 服务器设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网络 > FTP 服务器
启用 FTP（如果适用），并输入 Port（端口）。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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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状态读数
显示界面具有若干选项，可用于查看制冷设备的状态、制冷设备所属的制冷机组以
及受控制的环境。制冷装置的状态读数可在 状态 > 设备 菜单下获取，而制冷机组
的读数可在状态 > 机组状态菜单或综述屏幕上获取。

综述画面
启动后，显示屏显示综述画面，包含基本的状态信息。按下 首页，在主菜单和综
述画面之间切换。一段时间不活动后，显示屏也恢复综述画面。

08/08/2018 07:45

0.0 kW 0 CFM

项目

0.0 kW 0 CFM

na7025a

Rack Inlet
25.0°C

说明
设备操作状态和当前日期及时间
报警按钮
• 机架入口：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温度传感器的平均读数。在 制冷
策略 设置为 INROW、CACS，或 手动 时，将显示此项。
•

回风温度：回风温度读数。在 制冷策略 设置为 HACS 或 RACS
时，将显示此项。

•

过热：设备的过热读数：进入和离开盘管的制冷剂之间的温差。

• 电源：连接到设备顶部和底部送风温度传感器的平均温度。
制冷机组中所有设备的总制冷输出和气流。
设备的制冷输出和气流。
主页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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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设备状态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设备
查看关于该制冷装置的特定信息。
注: 这些是只读值。
•

990-91192B-037

模式:识别设备的当前操作模式。
◦

未知：目前无法获得的状态。

◦

初始化：设备正在初始化。

◦

关闭设备当前关闭。

◦

待机：设备处于待机模式。

◦

延时：设备延时起动，直至 起动延时结束。

◦

活动：设备正在制冷。

•

送风（平均）温度连接到设备顶部和底部送风温度传感器的平均温度。(°C (°
F))

•

机架（平均）温度：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温度传感器的平均读数。(°C (°F))

•

回风（平均）温度：连接到设备顶部和底部回风温度传感器的平均温度。(°C
(°F))

•

湿度：IT 机房的当前相对湿度。(%RH)

•

气流：设备当前的气流输出。(l/s (ft3/m))

•

空气过滤器压力：空气过滤器的当前气压。（Pa（英寸水柱）

•

制冷要求：要求满足空调室当前热负载的制冷输出。(kW)

•

制冷输出：制冷设备的组合输出。(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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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机组状态
路径：Main > Status > Group Status（主菜单>状态>机组状态）
查看关于该制冷机组的特定信息。
注: 这些是只读值。
•

机组机架最低温度：由制冷设备组中所有制冷设备报告的机架温度的最低值。
(°C (°F))

•

机组机架最高温度：由制冷设备组中所有制冷设备报告的机架温度的最高值。
(°C (°F))

•

机组露点温度：机组平均露点温度。(°C (°F))

•

总气流：制冷机组中制冷设备的组合气流输出。(l/s (ft3/m))

•

空气侧总的制冷需求：要求满足空调室当前热负载的制冷输出。(kW)

•

总明显制冷功率：制冷机组的组合输出。(kW)

•

主动流控制状态：封闭气压差压测量装置（AFC）的调节状态。
◦

低于：至少一台 AFC 设备上的气流状态不足。AFC 上的 LED 将亮起红
色。

◦

确定：所有 AFC 设备均有额定气流状态。AFC 上的 LED 将亮起绿色。

◦

超过：至少一台 AFC 设备存在气流过剩状态。AFC 上的 LED 将亮起蓝
色。

◦

无：没有安装 AFC 设备，或无状态读数。
有关调整 主动流控制偏置的信息，请参见 主动流控制器(AFC)
设置, 页 43。

传感器读数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详细信息 > 环境
环境菜单提供连接到设备的传感器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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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风温度上限：连接到设备顶部送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送风温度下限：连接到设备底部送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回风温度上限：连接到设备顶部回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回风温度下限：连接到设备底部回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机房温度：IT 空间中环境空气的温度。(°C (°F))

•

湿度：IT 空间中空气的相对湿度。(%RH)

•

露点温度：IT 空间的露点。(°C (°F))

•

机架入口温度 1：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 1 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机架入口温度 2：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 2 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机架入口温度 3：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 3 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机架入口温度 4：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 4 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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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系统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详细信息 > DX
DX 菜单提供制冷剂系统部件的信息，以及压力和温度读数。
注: 这些是只读值。
•

吸入压力：吸入管线的制冷剂压力。（巴（psi））

•

排放压力：排放管线的制冷剂压力。（巴（psi））

•

吸气温度温度：吸入管线的制冷剂温度。(°C (°F))

•

排气冷凝温度：排放管线的制冷剂温度。(°C (°F))

•

出口蒸发盘管温度：离开蒸发盘管的制冷剂温度。(°C (°F))

•

入口蒸发盘管温度：进入蒸发盘管的制冷剂温度。(°C (°F))

•

过热：保持制冷剂处于气态所需的温差。(Δ°C (Δ°F))

•

风扇平均转速：设备中八个风扇的当前平均转速。(%)

•

压缩机转速：压缩机当前的转速。(Hz)

•

EEV 位置：电子膨胀阀的当前的开度百分比。(%)

•

冷凝器风扇转速：冷凝器风扇当前的转速。(%)

电源信息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详细信息 > 电源
电源菜单提供设备组件的功耗信息。
注: 这些是只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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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类型：显示室内机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

•

活动电源：显示设备是使用主电源还是辅助电源。

•

主电源：如果电源损坏，ATS 将转移到辅助电源。

•

辅助电源：如果辅助电源良好，将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使用。

•

风扇电源 1：风扇电源 1 的电流消耗。(A)

•

风扇电源 2：风扇电源 2 的电流消耗。(A)

•

冷凝器风扇功率：冷凝器风扇的电流消耗。(W)

•

压缩机功率：压缩机的电流消耗。(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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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状态
路径：主菜单 > 状态 > 详细信息 > 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菜单提供输入/输出连接的当前状态。
注: 这些是只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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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机输入状态：关机输入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1：警报继电器 1 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2：警报继电器 2 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3：警报继电器 3 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4：警报继电器 4 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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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
查看有关制冷网络参数的识别信息（IPv4 或 IPv6）。
路径：主菜单>关于>网络
Ipv4 配置：如果使用 IPv4，本节显示 Ipv4 信息。
•

启用：识别指定的网络是否启用。

•

模式:指定如何获得 IP 地址。

•

IP 地址:设备的 IP 地址。

•

子网掩码：子网络的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网络使用的默认网关地址。

Ipv6 配置：如果使用 IPv4，本节显示 IPv6 信息。
按下地址，查看分配的所有 IPv6 地址。
•

启用：识别指定的网络是否启用。

•

自动配置：如果自动分配 IP 地址，显示 是。

•

手动配置：如果手动分配 IP 地址，显示 是。

•

DHCPv6 模式：DHCPv6 模式。
◦

路由器控制：DHCPv6 由 IPv6 路由器公告中的M（管理的地址配置标志
位）和O（其他可声明的配置标志位）管理接收到路由器公告时，网络管
理卡（NMC）检查设置了M还是O标志位。NMC 阐释下列情况的 M 和
O“位”的状态：
– 任何一个均不设置：显示本地网络没有 DHCPv6 基础架构。NMC 使用
路由器通告和/或手动配置，获取非本地链接地址和其它设置。
– 设置 M，或 M 和 O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完整的 DHCPv6 地址配置。
DHCPv6 用于获得地址和其它配置设置。这称作 DHCPv6 有状态。一
旦接收到 M 标志位，DHCPv6 地址配置保持有效，直至相关接口已经
关闭，即使后续接收到没有设置 M 标志的路由器通告数据包。如果首
先接收到 O 标志位，而后接收到 M 标志位，在接收到 M 标志位后，
NMC 执行完整的地址配置。
– 仅设置 O：在这种情况下，NMC 发送一个 DHCPv6 信息请求包。
DHCPv6 用于配置“其他”设置（例如，DNS 服务器位置），但不提供地
址。这称作 DHCPv6 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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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及其它信息：DHCPv6 用于获得地址和其它配置设置。这称作
DHCPv6 有状态。

◦

无地址和仅限信息：DHCPv6 用于配置“其他”设置（例如，DNS 服务器位
置），但不提供地址。这称作 DHCPv6 无状态。

◦

从不：选择该单选方框后，DHCPv6 不用于任何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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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备
查看有助于获取检修的识别信息：
注: 显示的设置为只读性质，将视设备类型和配置不同而异。
路径：主菜单 > 关于 > 装置
•

型号：设备型号。

•

序列号：设备序列号。

•

固件版本：设备固件版本。

•

开发固件版本：设备的开发固件版本。

•

硬件版本：设备硬件版本。

•

制造日期：制冷设备的制造日期。

•

PIC1 固件版本：PIC1 处理器的固件版本。

•

PIC2 固件版本：PIC2 处理器的固件版本。

关于 AFC
路径：主菜单 > 关于 > AFC
查看机组中的主动流控制器设备信息。
•

序列号：AFC 的序列号。

•

固件版本：AFC 固件版本。

•

硬件版本：AFC 硬件版本。

•

型号：AFC 型号。

•

启用灯测试：选择复选框，并按下确定，测试 AFC 中的 LED。LED 将循环亮
起红色、绿色和蓝色，直至用户停止测试。若要停止 LED 测试，取消选择复
选框，并按下 确定。

关于显示屏
路径：主菜单 > 关于 > 显示屏 > 设备
有关物理显示设备的信息。
•

型号：显示界面的型号。

•

序列号：显示界面的序列号。

•

硬件版本：显示界面的硬件版本。

•

制造日期：显示界面的制造日期。

•

MAC 地址：设备 MAC 地址。

路径：主菜单 > 关于 > 显示屏 > 固件
查看识别有关显示屏界面固件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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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

•

APC OS (AOS)

•

APC 启动监视器

•

视频驱动器

•

FPGA

•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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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事件日志

na6295a

每次检测到设备变化时，系统将在事件日志中储存状态信息和消息。警报和事件在
日志中记录，并在激活的警报屏幕显示。状态事件(通知)和系统配置变化只在事件
日志中显示。

查看事件日志
路径：主菜单 > 日志 >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记录所有警报和事件。此屏幕显示以下信息：
•

事件名称。

•

事件严重程度。

•

发生事件的时间和日期。

使用箭头键，滚动查看事件列表，并显示每个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990-91192B-037

57

ACRD300 和 ACCU30000 系列

日志

过滤事件日志

na6294a

事件日志中的事件可以按时间或严重性排序。事件也可以按 设备事件或 系统事件
显示。按 取消 键，返回上一屏幕，不做任何更改；或按 确定 接受更改。

相关 设备事件 的筛选选项如下：
•

通讯

•

温度

•

风扇

•

状态

•

诊断

•

湿度

•

配置

相关 系统事件 的筛选选项如下：
•

批量配置

•

安全性

清除事件日志
路径：主菜单 > 日志 > 事件日志
1. 按下事件日志屏幕左下角的垃圾箱图标，清除事件日志。显示确认屏幕。
2. 输入管理员密码，以清除日志。
3. 选择是，清除日志中的所有事件。选择否，返回事件日志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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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日志
路径：主菜单 > 日志 > 数据日志 > 图形
数据日志 是显示选定读数随时间变化的图表。选择要绘制图形的数据点，然后按
+，将数据点添加到图形中。若要从图形中删除数据点，请从列表中选择数据点，
然后按 –。若要清除图表，请按 清除。
注: 图像仅为示例：您的屏幕可能有所不同。

+
2006.0

CLR

UN:TotalAirFlow (CFM)

08:32:30

08:37:52

na6312b

302.0

数据日志配置

na7026a

选择数据日志记录条目的时间间隔（日志间隔）。在数据日志的大小达到数据日志
大小限值时，日志将删除数据的前半部分，并继续正常记录进行自动覆写。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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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数据
路径：主菜单 > 日志 > 导出数据
数据导出功能导出包含以下文件的 .tar 文件：
•

config.ini

•

data.txt

•

debug.txt

•

event.txt

1. 将 USB 驱动器插入显示界面的 USB 端口。
2. 按开始导出数据。
3. 确认将数据导出至 USB 驱动器。
4. 等待导出数据，或按放弃导出数据中止导出。
5. “成功导出数据”后，按确定。显示“移除 USB 设备”的消息。
6. 从显示界面移除 USB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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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警报
当某个警报被触发时，装置通过以下途径在显示屏上向您告警：
•

显示界面上的指示灯

•

屏幕右上角的警报图标

•

如果启用，则每 30 秒发出一次可选的声音警报

“查看活动的报警”
按下屏幕右上角的报警图标，访问活动报警屏幕。活动警报 屏幕提供警报编号、
严重程度以及简短的警报描述。

清除活动警报
1. 按下 清除，清除活动的警报。
显示确认屏幕。
2. 输入管理员密码，以清除警报列表。
3. 选择是，删除所有警报。选择否，返回活动警报屏幕。

警报阈值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警报 > 阈值
可以设置阈值，以便在超出阈值时激活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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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风高温阈值：送风温度传感器测量到的送气平均高温阈值。当温度超出阈值
时，将出现报警。(0–100°C (32–212°F))

•

机架入口高温阈值：机架送风温度传感器测量到的送气平均高温阈值。当温度
超出阈值时，将出现报警。(0–100°C (32–212°F))

•

回风高温阈值：进入制冷装置的空气的高温阈值。当温度超出阈值时，将出现
报警。(0–100°C (32–212°F))

•

回流高湿度阈值：发生高阈值报警的相对湿度。(35–90%RH)

•

回流低湿度阈值：发生低阈值报警的相对湿度。(20-50%RH)

•

过滤器堵塞阈值：发生过滤器堵塞警报时的压力。（24.88-236.40 Pa（0.100.95 英寸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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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消息和建议的措施
报警消息

严重性

需要采取的措施

AFC 故障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AFC 固件版本兼容

严重

空气过滤器堵塞

警告

空气过滤器已超过运行时间阈值

警告

空气过滤器压力传感器故障

警告

•

检查 AFC 固件的版本。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清洗或更换空气过滤器。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清洗或更换过滤网，然后重置其运行时间。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盘管冻结

警告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
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盘已满

警告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冷凝盘溢流

严重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通信故障

严重

•

检查 RS485 与室外机的连接。

•

检查室外机电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损坏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制动器操作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缆断裂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通信错误

严重

•

检查 RS485 与室外机的连接。

•

检查室外机电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流限制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子设备高温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直流链路过电压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直流链路欠电压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直流链路电压低下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子设备过热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霍尔传感器错误

严重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机锁定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低速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源电压过高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源欠电压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机过热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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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消息

严重性

需要采取的措施

冷凝器风扇电机高温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线路阻抗过高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相位故障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功率限制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器风扇电源模块过热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冷凝盘下部浮动开关卡住或故障

严重

冷凝盘泵控制故障

严重

排放压力传感器故障

警告

排放压力过高

EcoAisle 门打开

严重

警告

•

检查浮动开关。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冷凝器确定是否存在阻塞物。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验证通道封闭系统门适当关闭。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蒸发器风扇电源故障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蒸发器风扇电源‘X’故障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EXV 错误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风扇 # 故障

警告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持续高排气压力

严重

•

表示在 30 分钟内发生了四次“压缩机高压”关
机。必须手动清除报警。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湿度低于阈值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湿度高于阈值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入口蒸发排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警告

尚未配置输入电压

气流不足

严重

警告

内部通信错误

严重

检测到泄漏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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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 主菜单 > 开/关菜单中的 电压。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验证空气端口通畅无阻，且针对负载有足够
的制冷能力。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

检测出泄漏后，系统配置进入怠速模式。确
定泄漏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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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报警消息

严重性

需要采取的措施

持续低吸入压力

严重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下方回风温度传感器故障

警告

下方送风温度传感器故障

无备用设备可用

出口蒸发排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警告

警告

警告

输出继电器 # 激活

通知

PIC# 固件版本不兼容

严重

初级电源故障

机架入口温度高于阈值

回风温度高于阈值

机房湿度传感器故障

辅助电源故障

检出烟火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严重

吸气压力传感器故障

警告

吸气压力过低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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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确保机组中制冷设备的主菜单>开/关角
色超程设置为 自动，且制冷装置可用（未处
于故障状态）。

•

在 配置 > 机组 > 构成屏幕，检查和确认备用
装置数没有设置为零 (0)。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信息仅供参考：不需要任何操作。
•

检查 PIC 固件的版本。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电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确保温度传感器连接和放置正确。

•

确保 机架入口高温阈值 在 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警报 > 阈值 菜单中正确设置。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确保 回风高温阈值 在 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警报 > 阈值 菜单中正确设置。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电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是否有烟雾。

•

断开设备电源，并检查内部配线和组件是否
损坏。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

检查空气过滤器和蒸发器确定是否存在阻塞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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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性

需要采取的措施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吸气压力过低难以起动

严重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过热温度持续过高或过低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过热温度过高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过热温度过低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送风温度高于阈值

严重

压缩机短循环过多

警告

AFC 数量异常

警告

机组中的设备数量异常

设备超过运行时间阈值

警告

警告

设备怠速

严重

因输入接点导致设备关机

警告

上方回风温度传感器故障

上方送风温度传感器故障

VFD 通信故障

警告

警告

严重

•

确保送风高温阈值在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警报 > 阈值 菜单中正确设置。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验证 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封闭系统中
AFC 设备的物理数量。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机组 CAN 连接。

•

验证机组的设备数量正确（主菜单 > 配置 >
机组 > 组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修设备。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

对于异常情况，检查远程接触开关和配线操
作是否正常。

•

对于正常情况，不需要采取措施。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传感器连接。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检查 RS485 与室外机的连接。

•

检查室外机电源。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控制卡过温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控制卡过温警告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控制电压过载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流限制超出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流过载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流过载警告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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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报警消息

严重性

需要采取的措施

VFD 直流链路高电压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直流链路低电压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直流过电压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直流过电压警告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直流欠电压警告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驱动初始化为默认值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接地故障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高压头开关已激活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涌流误差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内部错误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初始化错误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源相位损失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机过温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机相位 U 缺失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机相位 V 缺失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机相位 W 缺失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机热敏电阻温度过高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峰值过电流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持续跳闸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电源卡温度正常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短路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速度不在限制范围内

警告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转矩超出限制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FD Vd D1 电源低下

严重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检漏仪传感器数量错误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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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菜单 > 配置 > 设备 > 组件菜单中，检查
设备中检漏仪的数量。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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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卡
快速配置
设备在送货时将配备一个网络管理卡，使设备可通过网络得到管理。配置网络管理
卡，以便通过网络控制该设备。

概述
必须按照以下 TCP/IP 设置进行配置，网络管理卡才能在网络上运行：
•

网络管理卡的 IP 地址。

•

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
注: 切勿将环回地址 (127.0.0.1) 用作网络管理卡的默认网关地址。否则，
管理卡将被禁用，此时您需要通过本地串行登录的方式将 TCP/IP 设置重
置到其默认值。
注: 如果默认网关不可用，则使用与网络管理卡处于相同子网且正在正常
运行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通讯量很小时，网络管理卡使用默认网关测试
网络。
有关默认网关的看门狗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用户手册或在线指
南“简介”中的“看门狗功能”。

TCP/IP 配置方法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定义网络管理卡所需的 TCP/IP 设置：

990-91192B-037

•

设备 IP 配置向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设备 IP 配置向导, 页 68）。

•

BootP 或 DHCP 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BootP 和 DHCP 配置, 页
68。）

•

本地电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本地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页 71。）

•

联网电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远程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页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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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IP 配置向导
设备 IP 配置向导用于查找和配置没有分配 IP 地址的网络管理卡。设备 IP 配置向
导在 微软® Windows® 2000、Windows 2003、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12，和 32- 及 64-位 Windows XP 版本、Windows Vista、Windows
2008、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和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运
行。
设备 IP 配置向导支持固件版本 3.x 或以上的网络管理卡，且仅用于 IPv4。
注: 使用此向导时需要暂时关闭大多数的软件防火墙，以便发现未经配置的网
络管理卡。
若要通过用户配置文件配置一个或多个网络管理卡，请参见用户手册或
在线指南。
1. 从 www.schneider-electric.com 或 www.apc.com/下载设备 IP 配置向导（搜索
“设备 IP 配置向导”）。
2. 安装和运行设备 IP 配置向导。
3. 遵循屏幕上的说明。
注: 如果启用完成后启动 Web 浏览器选项，则可以使用 apc (缺省设置)作为用
户名和密码。

.Ini 文件实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ini文件导出实用程序将.ini文件设置从已配置的网络管理卡导出至一个
或多个未配置的网络管理卡。

BootP 和 DHCP 配置
默认的TCP/IP配置，DHCP，假设有一台正确配置的DHCP服务器可用来向网络管
理卡提供TCP/IP设置。可能的设置为手动，DHCP或BOOTP。
如果 DHCP 或 BOOTP 服务器均不可用，请参见设备 IP 配置向导, 页
68或远程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页 70，了解如何配置 TCP/IP 设置的
更多信息。
BOOTP：为了让网络管理卡使用BOOTP服务器配置其TCP/IP设置，必须找到经
过适当配置的RFC951兼容BOOTP服务器。
1. 在BOOTP服务器的BOOTPTAB文件中，输入网络管理卡的MAC地址、子网掩
码和默认网关的IP地址以及选填的启动文件名。
注: 查看设备铭牌，以获得 MAC 地址。MAC 地址也在显示界面提供，路
径为，主菜单 > 关于 > 显示屏 > 设备。
2. 网络管理卡重新启动时，BOOTP 服务器会为其提供 TCP/IP 设置。
•

如果您已经指定了 bootup 文件名，网络管理卡会尝试使用 TFTP 或 FTP
从 BOOTP 服务器传输该文件。网络管理卡接收启动文件内指定的所有设
置。

•

如果没有指定启动文件名，可以使用 CLI 或 Web 界面远程配置网络管理
卡。在默认情况下，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pc。
要创建启动文件，请参见 BOOTP 服务器的说明文档。

DHCP：您可以使用与RFC2131/RFC2132兼容的DHCP服务器来为网络管理卡配
置TCP/IP设置。
若要了解DHCP如何配置网络管理卡的网络设置，请参见在线指南中的
“DHC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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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管理卡发出 DHCP 请求，请求中使用了以下自我标识信息：
•

供应商类别标识符（默认为，APC）

•

客户端标识符（默认为网络管理卡的 MAC 地址）

•

用户类别标识符（默认为安装在网络管理卡上的应用固件标识）。

2. 经过适当配置的DHCP服务器会返回一组DHCP选项，包括网络管理卡进行网
络通讯所需要的所有设置。DHCP 选项还包括供应商特定信息选项（HCP 选
项 43）。在默认情况下，网络管理卡会忽略未采用以下十六进位格式而在
DHCP 选项 43 中封装 APC cookie 的 DHCP 选项：
选项 43 = 01 04 31 41 50 43
其中
•

第一个字节(01)是编码

•

第二个字节(04)是长度

•

其余的字节(31 41 50 43)是 APC cookie（默认不需要）
请参见 DHCP 服务器说明文档，为供应商特定信息选项添加编码。

若要更改命令行界面（CLI）的 DHCP Cookie Is 设置，请使用 TCP/IP 菜单内的
Advanced（高级）选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本地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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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您可以从任何一台与网络管理卡分享相同网络的计算机上使用ARP和Ping为网络管
理卡分配IP地址，然后使用Telnet访问该网络管理卡的CLI并配置其他TCP/IP设
置。
注: 配置网络管理卡的IP地址后，您可以使用Telnet访问该网络管理卡，而无需
先使用ARP和Ping。
1. 使用ARP命令中网络管理卡的MAC地址定义网络管理卡的IP地址。例如，为
了给MAC地址为00 c0 b7 63 9f 67的网络管理卡定义IP地址
156.205.14.141，可使用下列命令：
注: 查看设备铭牌，以获得 MAC 地址。MAC 地址也在显示界面提供，路
径为，（主菜单 > 关于 > 显示屏 > 设备）。
•

Windows 命令格式：
arp -s 156.205.14.141 00-c0-b7-63-9f-67

•

LINUX 命令格式：
arp -s 156.205.14.141 00:c0:b7:63:9f:67

2. 使用大小为 113 字节的 Ping 分配 ARP 命令定义的 IP 地址。对步骤 1 中所定
义的 IP 地址，使用以下 Ping 命令之一：
•

Windows 命令格式：
ping 156.205.14.141 -l 113

•

LINUX 命令格式：
ping 156.205.14.141 -s 113

3. 使用 Telnet 访问使用新分配的 IP 地址的网络管理卡。例如
telnet 156.205.14.141
4. 将 apc 用作用户名和密码。
5. 联系网络管理员，获得网络管理卡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6. 使用这三个命令配置网络设置（斜体文本表示变量）：
a. tcpip -i 您的 IP 地址
b. tcpip -s 您的子网掩码
c. tcpip -g 您的默认网关
对于每个变量，键入格式 xxx.xxx.xxx.xxx 的数值。
例如，若要设置 156.205.14.141 的系统 IP 地址，键入下列命令，然后按下
回车：
tcpip -i 156.205.14.141
7. 键入 reboot。网络管理卡将重新启动，以应用所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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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您可以使用连接到显示屏前端的串行端口的计算机来访问命令行界面。
1. 选择本地计算机上的一个串行端口，并禁用使用该端口的所有服务。
2. 使用提供的串行电缆，将选定串行端口连接至显示屏前面的串行端口。
3. 在计算机上运行终端程序（例如 HyperTerminal®、TeraTerm，或 PuTTY），
并将选定端口配置为 9600 bps、8个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个停止位和无数
据流控制。
4. 保存所作的更改。
5. 如有必要，反复按回车键，以显示用户名提示。
6. 使用 apc 作为用户名和密码。
7. 联系网络管理员，获得网络管理卡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8. 使用这三个命令配置网络设置（斜体文本表示变量）：
a. tcpip -i 您的 IP 地址
b. tcpip -s 你的子网掩码
c. tcpip -g 你的默认网关
对于每个变量，键入格式 xxx.xxx.xxx.xxx 的数值。例如，若要设置
156.205.14.141 的系统 IP 地址，键入下列命令，然后按下 回车：
tcpip -i 156.205.14.141
9. 键入 reboot。网络管理卡将重新启动，以应用所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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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配置的设备
概述
当装置运行在您的网络上后，您可以通过下列界面访问配置的制冷装置：
•

Web 界面

•

Telnet/SSH

•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

FTP/SCP

•

Modbus
有关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联机指南。

Web 界面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x 或以上版本（仅限 Windows® 操作系
统）,或 Mozilla® Firefox® 3.0.6 或以上版本（所有操作系统），通过 Web 界面访
问制冷设备。其他常用的浏览器或许也可以使用，只是没有经过 Schneider
Electric 的全面测试。
使用 Web 浏览器配置显示界面选项或查看事件日志时，可以使用下列协议：
•

HTTP 协议（默认启用），该协议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提供身份验证，但是没有
加密。

•

HTTPS 协议，该协议通过安全套接字层(SSL)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对正在传
输的用户名、密码和数据进行了加密，并通过数字证书对网络管理卡进行了验
证.

要访问 Web 界面和配置网络上的冷却设备设备的安全性：
1. 在 Web 浏览器中，输入制冷设备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均为 apc）。
3. 若要启用或停用 HTTP 或 HTTPS 协议，使用 主菜单 > 配置 > 网络。
有关选择和配置网络安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UPS 网络管理卡安全手
册，在 www.schneider-electric.com 提供：搜索“UPS 网络管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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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net 和 SSH
您可以通过 Telnet 或 Secure SHell (SSH）访问控制台，具体情况取决于您启用了
哪一个。若要从 Web UI 启用这些访问方法，选择配置>网络>控制台>访问。在默
认情况下，已启用 Telnet。Telnet 和 SSH 可以同时启用。

Telnet 用于基本访问
Telnet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提供身份验证的基本安全性，但是不具备加密的高安全
性。如要从相同网络中的任意计算机上使用Telnet访问网络管理卡控制台：
1.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行，然后按 回车：
Telnet 地址
作为地址，可以使用网络管理卡的IP地址或DNS名称(如果已配置)。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情况下，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为apc和apc，设备用户
的用户名和密码为device和apc)。

SSH 用于高安全性访问
如果 Web 界面使用安全性较高的 SSL，则可以使用 Secure SHell (SSH）访问
CLI。SSH 会将用户名、密码和传输的数据加密。
无论是通过SSH还是通过Telnet访问CLI，界面、用户帐户和用户访问权限都一
样，但是，要使用SSH，必须首先配置SSH并在计算机上安装SSH客户端程序。
有关配置和使用 SSH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在线指南》。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仅 SNMPv1
在将最新版本 PowerNet® MIB 添加到标准 SNMP MIB 浏览器之后，可以使用该浏
览器对设备进行访问。SNMP 的所有用户名称、密码和社区名称均以纯文本的形
式通过网络传输。默认读取团体名称为 public；默认读取/写入团体名称为
private。

仅 SNMPv3
对于 SNMP GETs、SETs 和 trap 接收器，SNMPv3 使用用户配置文件系统来验证
用户。SNMPv3 用户必须拥有一个 MIB 软件程序分配的用户配置文件，才可执行
GETs 和 SETs、浏览 MIB 并接收 traps。默认设置为无验证和无隐私。
注: 若要使用 SNMPv3，您必须有支持 SNMPv3 的 MIB 程序，且 SNMPv3 必
须在网络管理卡中正确配置。
设备支持 SHA 或 MD5 身份验证和 V 或 DES 加密。

SNMPv1 和 SNMPv3
若要使用 StruxureWare Data Center Expert 在 StruxureWare 系统的公共网络上管
理冷设备，必须在设备界面中启用 SNMPv1。读取权限允许设备接收来自设备的
陷阱。将设备设置为陷阱接收器时，需要拥有写入权限。
仅管理员才可以启用或禁用 SNMP 访问。选择 管理>网络，并选择 SNMPv1 或
SNMPv3 下面的访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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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SCP
您可以使用 FTP（默认启用）或 Secure CoPy（SCP）将所下载的固件传输至网
络管理卡，或访问设备事件或数据日志的副本。SCP 提供安全性更高的加密数据
传输，它在启用 SSH 后自动启用。FTP 和 SCP 可以同时启用。
为了通过 FTP 或 SCP 访问网络管理卡，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必须为 apc
和 apc，设备用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必须为 device 和 apc。在命令行中，输
入设备的 IP 地址。
注: 如果启用 SSL 和 SSH 进行高安全性的身份验证和加密，请禁用 FTP。若
要停用 FTP，您必须是管理员。转到主菜单 > 配置 > 网络 ，启用 FTP。
在用户手册中，查看下列部分：
•

要传送固件，可查看撐募

蛿。

•

若要检索事件或数据日志副本，可查看“如何使用 FTP 或 SCP
检索日志文件。”

Modbus
Modbus可让您通过楼宇管理系统的界面查看网络管理卡。
Modbus RTU 接口支持 2 线 RS-485、4 线 RS-485，加上接地 MODBUS TCP。
注: Modbus 可配置为以 9600 或 19200 bps 速率运行。其已经配置8 个数据
位，无奇偶性，和 1 个停止位。奇偶性可以改变，但数据位和停止位不得改
变。
若要访问 Modbus 暂存图，转到 Schneider Electric 网站，www.
schneider-electric.com，并搜索“Modbus 暂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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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丢失恢复
使用本地计算机（通过串行端口连接到网络管理卡的计算机）访问命令行界面
（CLI）。
1. 选择本地计算机上的一个串行端口，并禁用使用该端口的所有服务。
2. 将 Schneider Electric 串行缆线（零件号码 940-0299）分别连接到计算机上选
定的端口和 显示屏前面的串行端口。
3. 运行终端程序（例如，HyperTerminal®），将选定端口配置为：
– 9600 bps
– 8 个数据位
– 无奇偶校验
– 1 个停止位
– 无流量控制
4. 按下显示屏前部的重置按钮，并立即按下计算机键盘上的回车键，如果必要，
可以重复，直至显示用户名提示。
注: 在五秒钟过去后，如果没有按下回车键，必须再次按下重置按钮。
如果无法显示用户名 提示，请验证以下项目：
– 串行端口没有被其它应用程序占用。
– 终端设置与第 3 步中指定的设置相同。
– 使用了第 2 步中指定的正确缆线。
5. 按显示屏前面的重置按钮。状态 LED 将交替闪烁橙色和绿色。当 LED 灯闪烁
时，立即按下显示屏前面的重置按钮，暂时将用户名和口令重置为其默认设
置。
6. 根据需要多次按回车键，重新显示用户名提示，然后使用默认的 apc 作为用
户名和密码。（如果在重新显示 用户名提示后，登录时间超过 30 秒钟，则必
须重复第 5 步重新登录。）
7. 在命令行界面上，使用下列命令改变密码设置，其已经重置为apc：
user -n <user name> -pw <user password>
例如，将超级用户密码修改为 XYZ，键入
user -n apc -pw XYZ
8. 按 quit 或 exit 注销，重新连接任何断开的串行电缆，并重新启动任何禁用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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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固件
更新设备上的固件后，您将获得最新的功能、性能改进和错误修复。
这里的更新是指将模块文件放在设备上；不需要安装。请定期检查 www.
schneider-electric.com 是否有任何新的更新。
注: 如果您需要显示界面显示英语以外的语言，需要选择语言包。

更新显示屏固件
显示界面

Display
Reset

10/100

USB
Console

项目

76

na4820a

Micro
SD
Service
Port

说明

功能

LCD 显示屏

4.3英寸彩色触控显示屏

电源 LED

制冷设备通电时，LED 亮起。装置固件升级
时，LED 闪烁。

检查日志 LED

该 LED 亮起时，在事件日志输入了新的条目。

警报 LED

显示装置当前的警报条件。

状态 LED

显示网络管理卡当前的状态。

显示屏重置按钮

重置显示屏微处理器。对空调控制器没有影
响。

Link-RX/TX (10/100)
LED

显示网络链接当前状态。

Micro SD 卡插槽

存储卡扩展槽。

服务端口

USB-B 端口仅供维修人员使用。

USB-A 端口

支持固件升级。

串行配置端口

将显示屏连接至本地计算机，配置初始的网络
设置，或者访问命令行界面（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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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SB 驱动器传输和更新文件
更新显示界面固件
1. 将 USB 驱动器插入 PC 上的可用端口，并验证其是否格式化为 FAT32 文件系
统。
2. 在 USB 驱动器上，创建名为 apcfirm 的文件夹。
3. 从当地支持团队或Schneider Electric网站获取固件文件。
4. 将文件解压缩，并提取到 apcfirm 文件夹中。
•

操作系统 (*_aos_*.bin)

•

引导监视器 (*_bootmon_*.bin)

•

应用 (*_RD3xx_*.bin)

5. 使用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创建名为 upload.rcf的文件。
6. 按传输的顺序列出每个固件模块的文件名。以下为示例。
重要: 文件必须在 upload.rcf文件中以正确的顺序列出。
•

必须首先列出 BM (bootmon)文件：BM=apc_hw06_bootmon_105.bin

•

必须第二个列出 AOS（操作系统）文件：AOS=apc_hw06_aos_609.
bin

•

必须第三个列出 APP（应用程序）：APP=apc_hw06_rd3xx4i_*.bin
注: * 在 APP 文件中，文件名是修订号，并将随着每个版本而改变。

7. 在 apcfirm 文件夹中，保存 upload.rcf 文件。
您的 apcfirm 文件夹看起来应当与这里所示的示例文件夹类似：

8. 将 USB 驱动器插入显示界面的 USB-A 端口。
显示界面出现确认消息。
9. 按下 显示屏重置 按钮，重置显示界面。
显示界面重置，并传输文件。传输完成时，显示屏将恢复操作。
注: 在传输过程中，触控屏将停用。在文件传输过程中，不会中断设备操
作。
10. 文件传输完成后，移除 USB 驱动器。
11. 在 主菜单 > 关于 > 显示屏屏幕上，检查触控屏显示界面上的固件版本。
12. 若要更新附加设备上的固件，请重复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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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控制器固件
开始传输之前，请确保 USB 驱动器的格式为 FAT32。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USB >固件下载

USB

2.33.0 = 2.33.0

Reset

PIC2

2.28.0 = 2.28.0

Reset

AFC

1.3.0 > 1.2.0

Reset

J5

6.6.0 > 6.5.0

Reset

na6595a

PIC1

项目

说明
下载全部
全部重置

功能
下载所有可用的固件更新。
重置所有已更新固件的控制器。如果不需要重置控制
器，此按钮将显示为灰色。
单独重置相应的控制器。如果控制器无法重置或不存
在，这些按钮将显示为灰色。
在操作符号左侧的 USB 驱动器上显示固件版本，在操
作符号右侧的控制器上显示当前固件版本。

Reset
固件修订

= 符号
> 符号
设备不存在
控制器
PIC1
PIC2
AFC
J5

注: 确保检查版本号：驱动器上的版本可能不是新
版本。
等号表示固件版本相同。
大于号表示当前固件可以更改为 USB 驱动器上的固件
版本。
控制器不在设备中。
下载特定控制器的固件。如果无法更改控制器固件或
控制器不存在，这些按钮将显示为灰色。
PIC1
PIC2
主动流控制器
设备控制器

1. 下载固件升级文件，并解压缩。
2. 在 USB 驱动器上，创建名为 fw 的文件夹。
3. 将提取的模块文件放在 fw 目录中。
4. 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名为 fw.rcf的文件。（文件扩展名必须为 .rcf，而不得
为 .txt 等。）
5. 在 fw.rcf 中，为需要更新的每个固件模块添加一行。以下是文件格式示例。
注: 确保 j5.cbp 文件保留在目录中：如果没有有效固件，或各别跳线与当
前加载的固件不匹配，J5 控制器可以自行下载固件。
PIC1 = pic1-2.33.0.cbp
PIC2 = pic2-2.28.0.cbp
AFC = AFC-1.11.0.cbp
J5 = J5-1.0.3.cbp
6. 将 fw.rcf 放在 USB 驱动器上的 fw 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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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 USB 驱动器插入显示界面的 USB 端口。
8. 在显示界面上，导航至 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USB > 固件下载。
9. 为单独或所有设备选择控制器下载的固件。
10. 下载固件后，单独或全部重置控制器。
11. 使用 验证更新, 页 79中的步骤，确认更新已成功完成

验证更新
验证传输成功
若要验证固件升级是否成功，可以在命令行界面中使用 xferStatus 命令，查看最后
一次的传输结果。或者，可以使用 SNMP GET 接收
mfiletransferStatusLastTransferResult OID。
注: 这仅适用于检查触摸屏固件更新是否成功。

最后的传输结果代码
可能的传输错误包括找不到 TFTP 或 FTP 服务器、服务器拒绝访问，服务器找不
到或无法识别传输文件，或传输文件损坏。

验证所安装固件的版本号
使用显示界面，或网络用户界面，验证升级的固件模块版本。您也可以使用
SNMP GET，获得 MIB II sysDescr OID。在命令行界面，使用“关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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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菜单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检修 菜单包含与设备操作有关的设置，只能由具备资历的人员修改。

“检修”菜单访问
检修 菜单只能由检修人员访问。如果您需要访问检修菜单，需要与技术支持部门
联系，并提供信息窗口显示的代码。从技术支持部门收到检修代码后，在显示屏上
的适当窗口输入代码。

设备配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设备
注: 只能由具备资历之人员对设置进行修改。
•

蒸发器风扇电源数目：设置安装在电气盒中的风扇电源数量。（1 或 2 个）

•

蒸发器风扇电源校准：如果设备增加了新的风扇电源，或者更换了风扇电源，
则需要校准蒸发器风扇电源。选择 开始，并按下 确定，开始校准。

•

蒸发器风扇电源校准：如果正在校准风扇电源，则显示进行中；校准完成后显
示已完成。

•

蒸发器电源 1 校准系数：该校准系数是电源关闭时的读数：零安培的基数。正
常读数是 2048 ±10。

•

蒸发器电源 2 校准系数：该校准系数是电源关闭时的读数：零安培的基数。正
常读数是 2048 ±10。

•

空气过滤器类型选择空气过滤器是标准还是高效。

•

风扇最大转速：设置蒸发器风扇允许的风扇最大转速百分比。(15.0-100.0%)

•

风扇最小转速：设置蒸发器风扇允许的风扇最小转速百分比。(15–100%))

•

电压：选择设备电压。
◦

未配置

◦

100-120v

◦

200-240v

•

供电类型：显示使用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

•

冷凝水排放类型：选择设备使用的冷凝水排放类型。（重力 或 泵吸）

•

烟火传感器；如果存在传感器，选择是。

•

存在湿度传感器：如果存在传感器，选择是。

•

存在关机输入：如果存在关机输入，选择是。

•

关机输入状态：显示关机输入的正常状态。（打开或关闭）

•

装置中的机架入口温度传感器数量设置连接到设备的机架入口空气温度传感器
数量。(0-4)

•

设备中的泄漏检测器数量设置连接到设备的泄漏传感器数量。(0-4)

•

EEV 位置：EEV 当前位置百分比。

•

EEV 起动时的开度：输入
压缩机 EEV 的起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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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系统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封闭系统
•

主动流控制器数量：设置机组中的主动流控制器数量。(0-5)

•

主动流控制灯测试：设置On（开启）时，主动流控制器 LED 将在红色、绿色
和蓝色 灯光模式循环。

•

主动流控制偏压：此设置用于通过调整包含的通道压力阈值，修改控制器的偏
压。Zero（零）是缺省设置。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
置。
◦

热通道封闭兼容（HACS）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制冷不足，选择负压或轻微负压，调整额外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过度制冷，选择正压或略微正压，调整较低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冷通道封闭(CACS)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制冷不足，选择正压或略微正压，调整额外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过度制冷，选择负压或略微负压，调整较低制冷的通
道压力。

设置

蓝色 LED—HACS
红色 LED—CACS

设定点绿色 LED

红色 LED—HACS
蓝色 LED—CACS

正压

< –0.008 英寸 ±3%

0.004 ±0.0004 英寸

> 0.016 英寸 ±3%

略微正压

< -0.010 英寸 ±3%

0.002 ±0.0004 英寸

> 0.014 英寸 ±3%

零

< -0.012 英寸 ±3%

0.000 ±0.0004 英寸

> 0.012 英寸 ±3%

略微负压

< -0.014 英寸 ±3%

-0.002 ±0.0004 英寸

> 0.010 英寸 ±3%

负压

< -0.016 英寸 ±3%

–0.004 ±0.0004 英寸

> 0.008 英寸 ±3%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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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和检修间隔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运行小时数
每个组件时间间隔设置带有报警功能。如果设置为 启用，在组件的检修间隔到达
时，信号器将响起。通过为每个组件选择重置 XXX 检修警报，并按确定键，重置
警报。启用检修间隔警报，并在XXX 警报间隔设置检修每个组件的星期数：检修
组件后，专业人员可以重置或调整检修间隔的运行时间计数器。以下组件可以配置
服务间隔：
注: 默认情况下，机组和空气过滤器的服务警报处于启用状态。启动后必须启
用其他警报。
•

设备

•

空气过滤器

•

压缩机

•

冷凝器风扇

•

冷凝水泵

•

风扇 1

•

风扇 2

•

风扇 3

•

风扇 4

•

风扇 5

•

风扇 6

•

风扇 7

•

风扇 8

压缩机设置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压缩机驱动
•

压缩机转速：显示压缩机当前的转速。(Hz)

•

压缩机最大转速：输入压缩机允许的最大转速。(60.0-100.0 Hz)

•

压缩机最小转速：输入压缩机允许的最小转速。(15.0-60.0 Hz)

•

压缩机启动速度：输入压缩机首次开启时的目标速度 (Hz)。目标速度有效至蒸
发温度超过 0°C (32°F)。之后，压缩机由送风温度 PID 控制。(15-100 Hz)

•

压缩机最大重启次数：输入压缩机跳闸后 30 分钟内允许压缩机重启的次数。
如果在 30 分钟内的重新启动次数超过该值，变频驱动器 (VFD) 将关闭压缩
机。(1-20)

•

启用包络管理：选择是否启用包络管理。
请参见 包络管理, 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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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机包络起动延时：环境作用补偿。这是控制器开始应用压缩机包络管理过
程的温度偏移。(2.8-5.6°C (6.2-12.3°F))

•

散热片温度:显示压缩机散热片温度。(°C (°F))

•

电流：显示压缩机电流消耗。(A)

•

压缩机功率：压缩器功率损耗。(kW)

•

警报状态：用于诊断的压缩器报警字。

•

警告状态：用于诊断的压缩器警告字。

•

软件版本:压缩机控制器的软件版本。

•

序列号：压缩机序列号。

•

软件 ID:压缩机驱动软件 ID。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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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油管理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回油管理
注: 只能由具备资历之人员对设置进行修改。

990-91192B-037

•

回油管理：选择是，启用回油管理。在速度过低（低速限值）时，会在短时间
内增加速度（增压持续时间），以确保压缩机曲轴箱中有足够的油量。

•

升压持续时间:压缩机转速增加到声压速度的时间长度。（60–300 秒）

•

升压速度：升压持续时间内压缩机升压的速度。(80–200 Hz)

•

低速运行时间：在回油管理启用，且压缩机转速在输入时间长度内小于 低速
限制时，VFD 会在升压持续时间输入的时间长度，将压缩机速度提升到升压
速度（1-1400 分钟）

•

低速极限：启动回油管理的压缩机转速。(80–2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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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设置

注意
设备损坏
该步骤必须由 Schneider Electric 具备资历之人员执行。PID控制设置不当会导
致设备损坏。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PID
比例积分导数(PID)环控制风扇和其他组件的输出。
•

过热控制：显示过热的 PID 算法是否运行（运行）或（停止）。

•

过热设定点：设定制冷剂进入和离开盘管的温差目标值。(4.4–22.2Δ°C (8.0–
40.0Δ°F))

•

过热 PID 增益：安装在冷却盘管入口和出口的温度传感器比例系数（增
益）。比例乘数器调整测量值和设定值之间的差值(误差)。

•

过热 PID 积分：安装在冷却盘管入口和出口的温度传感器积分系数（重置
率）。积分乘数器调整误差测量和误差存在的时间量。以小增量的形式将输出
加上或减去此积分系数，以修正由于比例因素引起的偏移误差。

•

过热 PID 微分：安装在冷却盘管入口和出口的温度传感器比例系数（微
分）。此导数系数根据误差的快速变化对输出进行调整，修正误差变化速率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

•

过热 PID 重置：选择是，将过热设定点 PID 值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

气流控制：显示气流控制的 PID 算法是否运行（运行）或（停止）。

•

主动流控制偏压：此设置用于通过调整包含的通道压力阈值，修改控制器的偏
压。Zero（零）是缺省设置。只有合格的维修和维护人员才可更改这些设
置。
◦

热通道封闭兼容（HACS）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制冷不足，选择负压或轻微负压，调整额外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过度制冷，选择正压或略微正压，调整较低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冷通道封闭(CACS)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制冷不足，选择正压或略微正压，调整额外制冷的通
道压力。
– 如果制冷装置似乎过度制冷，选择负压或略微负压，调整较低制冷的通
道压力。

设置

蓝色 LED—HACS
红色 LED—CACS

设定点绿色 LED

红色 LED—HACS
蓝色 LED—CACS

正压

< –0.008 英寸 ±3%

0.004 ±0.0004 英寸

> 0.016 英寸 ±3%

略微正压

< -0.010 英寸 ±3%

0.002 ±0.0004 英寸

> 0.014 英寸 ±3%

零

< -0.012 英寸 ±3%

0.000 ±0.0004 英寸

> 0.012 英寸 ±3%

略微负压

< -0.014 英寸 ±3%

-0.002 ±0.0004 英寸

> 0.010 英寸 ±3%

负压

< -0.016 英寸 ±3%

–0.004 ±0.0004 英寸

> 0.008 英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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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流 PID 增益：存在 AFC 时，蒸发器风扇的比例系数（增益）。比例乘数器
调整测量值和设定值之间的差值(误差)。

•

气流 PID 积分：存在 AFC 时，蒸发器风扇的积分系数（重置率）。积分乘数
器调整误差测量和误差存在的时间量。以小增量的形式将输出加上或减去此积
分系数，以修正由于比例因素引起的偏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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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流 PID 微分：存在 AFC 时，蒸发器风扇的比例系数（微分）。此导数系数
根据误差的快速变化对输出进行调整，修正误差变化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

气流 PID 重置：选择是，将气流控制 PID 值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

冷凝器风扇控制：显示冷凝器风扇的 PID 算法是否运行（运行）或（停
止）。

•

冷凝器温度设定值：输入冷凝器温度控制器在两种情况下使用的设定值：一种
情况是蒸发温度低于或等于 0°C (32°F)；另一种情况是当冷凝温度传感器不提
供数值时。(10.0-93.3°C (50.0-200.0°F))

•

冷凝器温度设定点模式：如果选择手动，则控制冷凝器风扇，将冷凝温度调节
至冷凝器温度设定点。如果选择 Auto（自动），则控制冷凝器风扇，将冷凝
温度调节到由蒸发温度确定的设定值，如下图所示。
压缩机外壳（高冷凝温度）
80
70

压缩机转速 – Hz

60
50
40
30
20

0
56.7°C
(134.0°F)

57.2°C
(135.0°F)

57.8°C
(136.0°F)

58.3°C
(137.0°F)

58.9°C
(138.0°F)

59.4°C
(139.0°F)

60.0°C
(140.0°F)

na7223a

10
60.6°C
(141.0°F)

冷凝温度 – °C (°F)

•

冷凝器 PID 增益：冷凝器风扇的比例系数（增益）。比例乘数器调整测量值
和设定值之间的差值(误差)。

•

冷凝器 PID 积分：冷凝器风扇的积分系数（重置率）。积分乘数器调整误差
测量和误差存在的时间量。以小增量的形式将输出加上或减去此积分系数，以
修正由于比例因素引起的偏移误差。

•

冷凝器 PID 微分：冷凝器风扇的微分系数（微分）。此导数系数根据误差的
快速变化对输出进行调整，修正误差变化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

冷凝器 PID 重置率：选择是，将冷凝器风扇控制 PID 值重置为出厂默认设
置。

•

送风控制：显示送风的 PID 算法是否运行（运行）或（停止）。

•

送风设定值：排放进入周围环境的空气要求的温度。(15.0-30.2°C (59.0-86.4°
F))

•

增量 T 设定点：机组编程为 HACS 或 RACS 模式时，该值指定 AFC 不存在
时，送风和回风温度之间的期望温差。(10F/5.6C, 15F/8.3C, 20F/11.1C, 25F/
13.9C, 30F/16.7C, 35F/19.4C, 40F/22.2C)
注: 设置较低的 制冷设定点 或较小的 T 增量设定点，以便辅助冬季启动。

990-91192B-037

•

送风 PID 增益：安装在设备上的送风传感器的比例系数（增益）。比例乘数
器调整测量值和设定值之间的差值(误差)。

•

送风 PID 积分：安装在设备上的送风传感器的积分系数（重置率）。积分乘
数器调整误差测量和误差存在的时间量。以小增量的形式将输出加上或减去此
积分系数，以修正由于比例因素引起的偏移误差。

•

送风 PID 微分：安装在设备上的送风传感器的微分系数（微分）。此导数系
数根据误差的快速变化对输出进行调整，修正误差变化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

•

送风 PID 重置：选择是，将送风温度 PID 值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

机架进口控制：显示机架入口空气温度的 PID 算法是否运行（运行）或（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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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冷设定值：设定制冷机组在 IT 空间应该保持的温度。(17.8-35.0°C (64.095.0°F))

•

机架入口 PID 增益：连接在设备上的机架入口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比例系数
（增益）。比例乘数器调整测量值和设定值之间的差值(误差)。

•

机架入口 PID 积分：连接在设备上的机架入口空气温度传感器的积分系数
（重置率）。积分乘数器调整误差测量和误差存在的时间量。以小增量的形式
将输出加上或减去此积分系数，以修正由于比例因素引起的偏移误差。

•

机架入口 PID 微分：连接在设备上的机架入口空气温度传感器的微分系数
（微分）。此导数系数根据误差的快速变化对输出进行调整，修正误差变化速
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

机架入口 PID 重置：选择是，将机架入口空气温度 PID 值重置为出厂默认设
置。

调整PID环
调节PID环，以优化制冷机组的性能。
注: 该步骤必须由 Schneider Electric 具备资历之人员执行。必须将设备安装在
房间内并运行后，才能调整 PID 回路。必须定期调整该回路，以适应房间内负
载的变化。
1. 将积分和导数常数调整为零，并将比例常数调整为1.0。
2. 设置温度设定值并启动制冷机组。
3. 当温度达到稳定值时，将比例常数增加 0.5。如果此更改未引起温度变化，请
调整设置点。
4. 重复步骤 3，直至温度开始波动，且波动振幅保持不变。
5. 记下波动峰值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分钟）。这是极限周期，即 PU
6. 记下比例常数的值。这是极限增益，即 GU
7. 使用下表计算 PID 常数。使用此控制方法在行中的方程式来计算每个常数的
值。
8. 根据这些计算结果设置各常数。
控制方式

比例

积分

导数

P

0.5 * GU

—

—

P+I

0.45 * GUU

0.54 * GU / PU

—

P+I+D

0.6 * GU

1.2*GU/PU

0.075 * GU * PU

您可能需要使用以下方式进一步调整 PID 回路，以应对房间负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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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工作情况

PID 调整修正

对温度变化反应迟缓

增大比例系数或增大导数系数。

房间负载或设定值更改后制冷过度/不
足

增大导数或比例系数。

环境温度从未达到设置点

增大积分系数。

在恒定房间负载下制冷过度/不足

增大积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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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维护模式

注意
UNIT MALFUNCTIONS
•

Changing the settings incorrectly can cause malfunctions to your cooling
unit.

•

Only qualified service personnel should make changes to these settings.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路径：主菜单 > 配置 > 检修 > 手动模式
维护模式用于执行维护检查。具备资历的人员可以手动控制设备内的部件，以检查
错误和机械问题。在进入维护模式之前，设备必须处于 关闭 状态。按每个设置旁
边的确定按钮，接受更改。一些数据项在多个屏幕上复制，以便在调整设置时提供
组件的状态。
•

990-91192B-037

维护模式：选择要进入的维护模式类型。
◦

启用_无限期：该设备将保持维护模式，直至禁用。

◦

启用_超时：该设备将保持维护模式两分钟。

◦

禁用：机组将退出维护模式，恢复正常运行。

•

最大制冷：选择 最大值，将所有维护模式执行器设置设置为最大输出：冷凝
器风扇、蒸发器风扇、EEV 位置和压缩机速度。

•

EEV 位置：电子膨胀阀的当前的开度百分比。(%)

•

吸入压力：吸入管线的制冷剂压力。（巴（psi））

•

排放压力：排放管线的制冷剂压力。（巴（psi））

•

压缩机转速：输入压缩机手动指令的速度。(0.0-100.0 Hz)

•

平均风扇转速：室内机八个风扇的当前平均转速。(rpm)

•

风扇转速：蒸发器风扇当前的转速。(%)

•

风扇转速：输入风扇转速百分比，以手动控制蒸发器风扇。(0.0-100.0 %)

•

冷凝器风扇转速：冷凝器风扇当前的转速。(rpm)

•

冷凝器风扇转速：冷凝器风扇当前的转速。(%)

•

冷凝器风扇转速：输入风扇转速百分比，手动控制冷凝设备中的风扇。(0.0100.0%)

•

EEV 位置：电子膨胀阀的当前的开度百分比。(%)

•

EEV 位置：输入电子膨胀阀的开度百分比。在压缩机转速大于 0 Hz 时，EEV
由过热 PID 控制器控制。(0.0-100.0%)

•

液体管路电磁阀：液体管路电磁阀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

液体管路电磁阀：选择打开或关闭液体管路电磁阀。当压缩机转速设置大于 0
Hz 时，强制打开液体管路。（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1：选择打开或关闭，以控制警报继电器。（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2：选择打开或关闭，以控制警报继电器。（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3：选择打开或关闭，以控制警报继电器。（打开或关闭）

•

警报继电器 4：选择打开或关闭，以控制警报继电器。（打开或关闭）

•

出口蒸发盘管温度：离开蒸发盘管的制冷剂温度。(°C (°F))

•

入口蒸发盘管温度：进入蒸发盘管的制冷剂温度。(°C (°F))

•

送风温度上限：连接到设备顶部送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送风温度下限：连接到设备底部送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回风温度上限：连接到设备顶部回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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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风温度下限：连接到设备底部回风温度传感器的温度。(°C (°F))

•

吸入压力：吸入管线的制冷剂压力。（巴（psi））

•

排放压力：排放管线的制冷剂压力。（巴（psi））

•

EEV 位置：电子膨胀阀的当前的开度百分比。(%)

•

液体管路电磁阀：液体管路电磁阀的当前状态：打开或关闭。

•

风扇转速：蒸发器风扇当前的转速。(%)

•

冷凝器风扇转速：冷凝器风扇当前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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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预防性维护
复印以下页面，并在维护过程中使用它们。完成后，请将其存放好以供日后参考。
整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执行下列每月维护检查清单。

环境
送风温度传感器读数：___________
回风温度传感器读数：____________
记录上个月的报警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洁程度
检查空气过滤器的状况。根据需要，清洁或更换。
检查蒸发器盘管的情况。去除大的碎屑。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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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检查蒸发器风扇有无异常噪声或震动。
检查液体管线视液镜湿度指示器。
检查液体管线观察镜有无气泡。
检查压缩机视液镜中的油位。
检查冷凝器风扇有无异常噪声或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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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规格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检查电气板门和盖板有无损坏或固件松脱。
检查冷凝器电气板门和盖板有无损坏或固件松脱。

功能测试
检查显示屏界面的操作。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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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预防性维护
复印以下页面，并在维护过程中使用它们。完成后，请将其存放好以供日后参考。
整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每月检查清单，执行下列季度维护检查清单。

环境
记录送风设定点：___________
记录制冷设定点：_____________

清洁程度
检查冷凝管盘中有无碎屑。视需要清洁。

机械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记录吸入和排放压力：_____________
记录蒸发器过热温度：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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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规格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检查线束和模制连接器。
检查客户界面布线连接。
检查温度和湿度传感器连接。

990-91192B-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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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预防性维护
复印以下页面，并在维护过程中使用它们。完成后，请将其存放好以供日后参考。
整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每月和季度检查清单，执行下列季度维护检查清单。

环境
检查制冷装置有无明显损坏。
检查制冷装置周围和附近有无灰尘、尘土、碎屑和液体污渍。

清洁程度
检查冷凝管盘中有无碎屑。视需要清洁。
检查和清洁蒸发器盘管。
检查和清洁冷凝器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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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检查阀门、螺纹连接和换热器有无制冷剂泄漏。
检查制冷剂管道夹具和绝热层。视需要固定。
检查确认冷凝管线没有受到阻碍或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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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规格

危险
HAZARD OF ELECTRIC SHOCK, EXPLOSION, OR ARC FLASH
•

Apply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and follow safe
electrical work practices.

•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serviced by qualified personnel only.

•

Turn off all power supplying this equipment before working on or inside the
equipment.

•

Replace all devices, doors, and covers before turning on power to this
equipment.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

警告
HAZARD TO EQUIPMENT OR PERSONNEL
All work must be perform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qualified personnel.
未按说明操作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
检查断路器和保险丝盒电气连接。
检查低压变压器，测量和记录输出电压。
测量和记录电源输入电压：_________
检查和上紧压缩机逆变器驱动上的电气连接。
检查和记录下列组建的电流消耗：
•

风扇：_____________

•

压缩机：________

检查冷凝器电气部件、保险丝、接触器、速度控制器。

功能测试
检查漏水探测装置的操作。
确认制冷操作模式正在正常运行。
检查冷凝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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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如有必要，请致电技术支持部门，描述故障的性质及控制面板上显示的可能原因。
问题

可能的原因

纠正操作

控制系统不稳定或
不起作用

制冷装置的入口温度高于额定
最高温度

减少负载或添加更多制冷设备。

风扇无法启动

制冷设备由于外部命令而关闭

暂时移除输入触点缆线（如已连接）。

个别风扇无法启动

验证风扇断路器开启。

远端温湿度传感器未正确放置

确认远端温湿度传感器正确放置在冷通道。

过滤网脏污

清洗过滤网。

盘管脏污

清洗盘管。

应用程序错误

与 Schneider Electri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热负载过远

将制冷设备放置在更为靠近热负载的位置。

未选择正确的风扇转速

仅限RACS和HACS模式：选择下一个最高风扇速度设
置。

室内湿度过高。

改善机房密封情况。

温度控制不够严密

远端温湿度传感器未正确放置

确认远端温湿度传感器正确放置在冷通道。

制冷设备外侧渗水

冷凝排水软管未连接或未正确
在制冷设备外部布线

确认冷凝水排放管已正确连接到水泵并正确布设到制
冷设备外侧。

制冷设备无法获取
设置点

水份残留

确认冷凝水排放管垂直高度和水平长度分别不超过 3.5
m (11.5 英尺)和 18.0 m (60.0 英尺)。
排水系统渗漏

查找泄漏处并进行修复。

制冷设备未正确调平

调节制冷设备的调平脚。

管道隔热层损坏

确定损坏区域并修复隔热层。

显示界面不运行，
但制冷装置运行

显示界面未正确连接

确认显示界面电缆已正确连接。

气压不适、

假性过滤网阻塞

确认压差导管的末端未被阻塞。
确认压差导管已连接到控制器。
确认透明塑料空气管未被挤压。

报警未在监视设备
(客户输出触点)上显
示

外部监控设备未接通电源或运
行不正常

如有需要，确认外部设备有电源供应。
如果制冷装置正向外部设备供电(+12 V或+24 V)，请检
验外部设备的电流是否≤50 mA。
通过旁路客户输出触点测试外部设备。
检验客户输出触点设置。

制冷装置关机命令
失效

驱动电压

确认有驱动电压输入制冷装置。可以使用提供的+12 V
或+24 V。另外，还必须接地。
检验客户输入触点设置。

与楼宇自控系统
(BMS) 端口无通信

连接有误

确认制冷设备连接到BMS端口，而不是 Control (控制)
端口。
确保导线极性连接正确。使用直流伏特计检测无传输
时的信号。预计第2脚的电压比第1脚高出至少200
mV。断开缆线连接并测量制冷设备，然后连接缆线并
再次测量制冷设备。如果信号低于200 mV，制冷设备
线路可能接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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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的原因

故障排除

纠正操作
请确保每台制冷设备的连接器内均有两组导线或一组
导线加一个100到120 欧姆的终端电阻。

制冷设备间无法相
互通信

A-Link故障

确认第一台和最后一台制冷设备均有一条电缆和一个
终端电阻。
确认所有其他制冷设备均有两条电缆。
确认A-Link缆线已连接到A-Link端口，且网线已连接到
网络端口。
确认制冷机组中制冷设备的数目与机组的数目设置相
符。

输出空气的温度为
17°C (62°F)，风扇
以极高的速率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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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或下部送风传感器

上部或下部送风温度传感器出现故障。确认两个送风
温度传感器安装正确，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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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户支持
本产品或任何其他产品的客户支持可通过以下任何方式免费获得：
•

访问施耐德电气网站，访问施耐德电气知识库中的文档并提交申请以获得客户支
持。
- www.schneider-electric.com（公司总部）
连接到特定国家的施耐德电气本地化网站，每个网站都提供客户支持信息。
- www.schneider-electric.com/support/
可通过搜索施耐德电气知识库并使用电子支持的方式获得全球支持。

•

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施耐德电气客户支持中心。
当地、特定国家中心：请访问www.schneider-electric.com/support/contactwww.
schneider-electric.com > 支持 > 全球运营，以获取联系信息。

有关如何获得当地客户支持的信息，请与向您出售产品的代理商或其他经销商联系。

Schneider Electric
35 rue Joseph Monier
92500 Rueil Malmaison
France
+ 33 (0) 1 41 29 70 00
www.schneider-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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