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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前前 言言

1) 使用本空調機前，請確實閱讀並瞭解
本說明書。

2) 本說明書僅提供一般設計、安裝、操
作及保養人員參考，如有未盡事項或
突發狀況，請逕向本公司技術部門洽
詢。

3) 本空調機之安裝應由合格空調業者，
且具有經驗之技術人員完成。

1. 1. 前前 言言

4) 本公司產品之規格與設計如有更新，
恕不另外通知。

5) 本說明書之圖文均機專業人員編審，
屬智慧財產權，未經同意，請勿翻
印。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水冷式吊掛薄型空調機之壓縮機使用R-410A冷媒。

組裝系統可分為：

2.1 冷媒循環系統

2.2 冷卻水循環系統

2.3 空氣循環系統

2.4 電氣控制系統

2.5 電氣保護系統

茲分述如下：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1) 冷媒循環系統：
本系統組成機件包括冷媒壓縮機、凝結
器、冷媒管路及配件、蒸發器、高、低壓
控制等。本系統之運轉壓力若過高或過低
時會使高低壓控制開關動作，令壓縮機停
止運轉。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2) 冷卻水循環系統：
本系統組成機件為＂薄型空調機＂、冷卻
泵、閘門閥、逆止閥、＂Y＂型過濾器、水
流開關、水管管路、管路及配件、冷卻水
塔及補給水管路等。(除薄型空調機以外，其餘
由施工廠商施作)

本系統之冷卻水塔將＂薄型空調機＂產生
的熱源發散於空氣中，降低冷卻水的溫度
再經由冷卻水泵浦輸送至各薄空調機之冷
凝器中，與冷媒做熱交換，再次將冷卻水
溫提昇，循環至冷卻水塔散熱。
冷卻水塔配有補給水管，使損耗之水量能
自動補充之。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註：落塵較多或空氣中含特殊氣體之場所，應按時排
放冷卻水塔中的水，並補充乾淨水源，以免水份蒸發
造成酸、鹼性物質之濃厚上昇，對熱交換器造成腐蝕
及損壞機器。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3) 空氣循環系統：

本系統之組成機件為＂薄型空調機＂ 、風
管、出風口、回風口及新鮮空氣管道等。
(除薄型空調機以外，其餘由施工廠商施作)

＂薄型空調機＂吸入室內空氣經製冷之蒸
發器將空氣溫度降低，並使空氣中過多之
水份凝結成水滴排出。降溫後之空氣由風
管及出風口送到室內，達成降溫的功能，
而循環之空氣由回風口抽吸送回空調機。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4) 電氣控制系統：

本系統組成機件為＂薄型空調機＂內的電
路控制盤，安裝工程所需電路、總開關及
分開關、電磁開關、按鈕開關、繼電器等
（參考圖七、八）(除薄型空調機以外，其餘由
施工廠商施作)



2. 2. 特性說明特性說明

5) 電路保護系統：

機器運轉中，如有任何故障發生，包括：
冷媒高壓壓力過高、冷媒低壓壓力過低
等，可分別由高、低壓開關自動切斷壓縮
機運轉電源。(以上採自動復歸)

機器運轉中，如有馬達負荷過載、電流增
加，切斷壓縮機運轉電源。 (以上採手動復歸)

機器運轉中，如有壓縮機溫度過高等現
象，可自動切斷裝置關斷電源，停止壓縮
機運轉。。 (以上採自動復歸)

3. 3. 安裝要求安裝要求
1) 安裝時所需的工具（施工單位自備）
◦ 水平儀
◦ 鋼鋸
◦ 鐵鎚
◦ 手提電動鑽孔機及鑽頭
◦ 扭力扳手
◦ 活動扳手
◦ 螺絲起子
◦ 小刀或剝線鉗
◦ 捲尺
◦ 車牙機
◦ 管鉗



3. 3. 安裝要求安裝要求

2) 施工材料（一台份）
◦ 3/8∮螺桿8支（螺桿長度視懸吊高度而

定），華司墊片，螺帽各12只
◦ 膨脹螺絲4只
◦ 懸吊式避震器4只（30㎏/只）
◦ 3/4＂∮由任（水管活接頭）2只(3RT以上

之機種用1＂)

◦ 3/4＂∮閘門閥2只(3RT以上之機種用1＂)

◦ 3/4＂∮由任式橡膠避震軟管3只(3RT以上
之機種用1＂)

◦ 3/4＂∮內卜，接頭，彎頭若干只(3RT以
上之機種用1＂)

3. 3. 安裝要求安裝要求

◦ 止洩帶若干
◦ 管路固定架若干
◦ 油灰或類似填充材料



3. 3. 安裝要求安裝要求

3) 安裝注意事項

◦ 本空調機為懸吊式，安裝時應注意下列
事項：

◦ 首先估算冷房能量需要，並選擇適當的
機種型號。

◦ 選擇室內需要空調出風的適當位置，應
儘量避免向人員直吹。

◦ 選擇容易安裝，並避開樑柱的位置。

◦ 選擇容易配置冷卻水及排水等管路位
置。

3. 3. 安裝要求安裝要求

◦ 選擇樓板強度足以承擔空調機的重量。

◦ 空調機與樓板距離保持5㎝，並避免和其他
建築物或燈具等緊貼，以減少運轉時聲音
共振效應。

◦ 懸吊架應加裝避震彈簧，冷卻水管與空調
機連接時應加裝防震軟管。

◦ 選擇維修保養方便位置，（如天花板為固
定式，應於冷卻水管進出口下方留置足夠
保養孔60*60㎝）

◦ 如果管路需要貫穿樑柱，應注意樑柱結
構，並避免剪斷鋼筋。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一
多台並聯使用
時，
只要在主幹管上
裝置 3 水流開關
及 4 “Y＂型過
濾器

空調機吊裝（詳圖一）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二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選定安裝位置後，按照以下步驟進行安裝：

隨空調機所附之「吊架座」，鎖牢於機身
上，並量出吊孔距離（詳型錄外型尺
寸）。

按照所選擇最佳位置在樓板上畫好吊孔
點。

用手提式電動鑽孔機在吊孔點鑽孔，其深
度不大於膨脹螺絲的長度。

用鐵鎚將膨脹螺絲敲入吊孔點內。

將上螺桿旋入膨脹螺絲內。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將避震器套入螺桿，並旋緊螺帽再穿入下螺
桿。
將空調機托起，吊架座套入螺桿。
使用水平儀測量及利用螺帽調整高低，使機
身確實保持水平為止。

注意：
（1）空調機應儘量吊近樓板，但與樓板至

少保持5㎝距離，並令排水管有足夠的斜
度1/50，以利排水。

（2）不要刻意將空調機向排水孔方向傾
斜，因為空調機內之滴水盤已作適當斜
度設計。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冷卻水塔安裝

選擇冷卻水塔之容量應與空調機之總容量
互相配合。

冷卻水塔之安裝請參考冷卻水塔供應商型
錄及使用手冊規定施工。

在外氣溫度較低時段（如夜間，秋冬季
節）仍需本空調機運轉時，因冷卻水溫使
凝結壓力降低，造成低壓過低，引起蒸發
器結冰或壓縮機損壞等現象，請依下列方
法作水溫控制。（如附圖三、四、五）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三
由冷卻水溫度控制風扇＂停＂、＂開＂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四
用比例式三通閥使冷卻水旁通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五
風扇＂停＂、＂開與三通閥併用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例說明

溫度感測器

電子溫度感測器

比例式三通閥

電磁接觸器

電熱器

手動開關

T

T
PM

MS

H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3) 冷卻水管連接

冷卻水管如果配置不當，將無法獲得適當
之冷卻水量，當冷卻水不足時，會使空調
機之冷媒高壓升高，冷房能力減低，電力
消耗增加，壓縮機運轉噪音增大，甚至使
壓縮機停/開次數頻繁，造成壓縮機損壞等
不良後果。所以應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請依本空調機型錄標準規範內各個凝結
器之水量計算出冷卻水總水量，並按照
自來水配管工程一般規範，依照材料之
磨擦損失、水流速，選擇適當之管徑。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配管儘量走直線，一個90°彎頭相當於該
管徑的1~3M直管的阻力。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二台以上空調機並列使用時，
因空調機之凝結器阻力不同，
則水流必偏向於阻力較小者，
而阻力較大者將有水量不足現
象，因此由水泵至各空調機距
離應力求相等，所使用之管
徑，彎頭數量等也應相同。若
無法做到時，較遠者應使用較
大之管徑，或使用平衡閥調
整，使各台空調機之冷卻水阻
力盡量相等。必要時應採用迴
流配管法，使所有來回配管長
度相等。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在總幹管上應加裝「水垢處理器」，「Y
型過濾器」，以防止冷卻水中雜質積垢
於凝結器內，造成冷卻效果減低。

在幹管上加裝「水流開關」或進出水幹
管各裝「水差壓計」，並連接於空調機
控制電源迴路上，以防止冷卻水塔斷水
時造成空調機損壞。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4) 冷卻水泵安裝

請計算空調機凝結器水頭損失及管路材
質、口徑、長度、彎頭、閥門等各個摩
擦損失的總和及總水量，以選擇水泵之
揚程與馬力數。

請按照水泵供應商型錄及標準施工方法
施工。

水泵之進出水口應設防震軟管，泵座應
加裝防震設備，以防止運轉時聲音傳
遞。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應設水泵基礎，並在基礎四周留適當之
排水溝。

水泵進出水口應設閘門閥及由任接頭或
法蘭接頭，以備維修汰換時之用。

在水泵入口端應設「Y型過濾器」，出口
端應設「逆止閥」。

應加裝一台「預備水泵」，以便日後維
修切換之用。

安裝完畢應檢查水泵轉向是否照指示方
向運轉。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5) 風管安裝
本空調機如為吊掛明裝式，冷空氣以直
吹式最適宜。如改為暗裝式（即吊裝於
天花板內）其導風管不宜狹窄或過長。
（圓型風管不得小於12＂∮，長度不要
超過2M）
出、回風導管不論鍍鋅鐵鈑或自由軟管
製作，均應做有效之絕緣保溫，以防止
能量損耗。
出導管應順著出風方向裝置，不可強制
彎曲或逆向兜繞，務必使出風順暢。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一台空調機加裝二個以上出風口時，應
在空調機的出口處加裝集風箱，在集風
箱上應作風量分配，再以風管與出風口
連接。集風箱應作絕緣保溫。

安裝天花板上，（尤其頂樓樓板或天花
板內溫度較高場所）應加裝回風導管，
以防止吸入樓板或天花板內熱氣，造成
冷氣浪費與損耗。

回風口應設容易拆卸可清洗之空氣濾
網，若為天花板內回風，應選購加裝濾
網型機種，以利清洗。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回風口面積應大於出風口面積一倍以
上，以保持足夠回風量。如因回風量不
足，將使冷房能力降低或導致盤管結
冰。

風管與機身及風口之連接應絕對牢固，
避免中間破洞或缺口，以防止冷氣外
洩。且連接處須有保溫，以免機體震動
產生噪音。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6) 電氣配線

電氣配線不良或錯誤，將會導致空調機
及附屬設備損壞，甚至引起火災。所以此
項工作應特別注意：

請合格之電氣承裝業且有執照之電匠負
責施工。

請依照電力公司訂定之屋內外配線法
規，選用合格之線材及開關。

應設置空調機系統之專用電源分路，以
便日後檢修。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空調機控制盤內均設接地接點，附屬電
機設備均應做好接地。

所使用之電線或開關應選擇㊣字標誌產
品，其安全電流必須在負載電流以上。
同時電壓降在全負載電流時，不超過
2﹪，起動電流以不超過10﹪為限。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七 空調系統配電示範

4. 4.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圖八 空調機配電圖



5.  5.  試車運轉試車運轉

1) 開機前檢查：

檢查冷卻水是否飽滿，並注意補充水閘
門閥是否全開。

檢查各管路閘門閥是否置於全開或全關
位置。

檢查配電盤上各控制機件及開關等是否
正常。

檢查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5.  5.  試車運轉試車運轉

2) 空調機啟動程序：

冷卻水塔風扇馬達開關＂開＂，並檢查
風扇運轉是否正常，風向上吹。

冷卻水循環泵開關＂開＂，並檢查水泵
運轉是否正常。

啟動空調機，風車會先行運轉，約三分
鐘後壓縮機自動啟動。

3) 空調機停機程序：

依啟動程序反順序為之。



5.  5.  試車運轉試車運轉

4) 運轉中注意事項：

電氣部份：

檢查啟動後電壓是否正常。

各項電源開關是否準確推上。

開機後電流值是否正常。

5.  5.  試車運轉試車運轉

機器部份：

各項馬達是否運轉正常。

各項機器運轉是否有特別響聲及異常聲
音。

循環水泵送水是否良好，水壓力是否正
常。

高低壓開關或過載繼電器跳脫時，應查明
原因，並經修復後方可再行開機。



5.  5.  試車運轉試車運轉

5) 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發現下列現象，應立即停機，將電源開關切
斷，待檢查修復：

◦ 風車發生與外殼碰擊聲。

◦ 壓縮機有不正常撞擊聲。

◦ 電流超過正常負荷百分之二十。

◦ 壓縮機啟動困難或不能啟動。

◦ 壓縮機運轉正常而冷氣效果全無。

◦ 壓縮機自動停機而不能自動恢復運轉。

6.  6.  維護保養維護保養

1) 日常維修檢查項目：

◦ 空調機及附屬設備必須由專人負責操
作、開機、關機及平時做好維護保養，
以延長壽命。

◦ 每日需作室內外溫度、冷卻水管進出水
溫度、電壓、電流等記錄，以備往後調
整及維護之參考。

◦ 空調機器外觀保持清潔，出風口及回風
口不可堵塞，保持風的順暢。



6.  6.  維護保養維護保養

2) 每月定期檢查項目：

◦ 各裝置螺絲有否鬆動。

◦ 清理過濾網。

◦ 清理盤管上的灰塵。

◦ 檢查各管路接頭有否滲漏。

◦ 檢查電線有否摩損，連接是否牢固，各
接觸點有否燒毀現象。

6.  6.  維護保養維護保養

◦ 冷卻水塔應以專用清潔劑利用循環水泵強
制清洗，並換水添加殺菌劑一次，以免滋
生細菌。

◦ 檢查水塔補給水是否正常。



6.  6.  維護保養維護保養

3) 半年定期檢查項目：

◦ 按每月檢查項目執行。

◦ 檢查冷卻水塔效果並徹底清洗消毒。

◦ 清理Y型過濾器。

◦ 清洗凝結器內之污垢。

7.  7.  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



7.7.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

7.7.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



7.  7.  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故障原因及檢修對策

8.  8.  服務及保證服務及保證

1) 服務：

如有任何不正常現象處理後，仍有異常時，
請通知本公司服務站，通知時請告知下列
二點：

◦ 產品之機型

◦ 故障內容和現象

2) 服務員拜訪時，請出示服務保證書，如有
不清楚的地方，請就近至各地區服務站洽
詢。



8.  8.  服務及保證服務及保證

3) 保證：

詳細請看保證書上的明細。

請注意：

保證書請妥為保存，不要遺失。

9. 9. 揚帆冷氣連絡方式揚帆冷氣連絡方式

地址：桃園縣楊梅市(幼獅工業區)高獅路935號
電話：03-496-7111
傳真：03-496-7112~3
E-mail ：yfcl@ms37.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