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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 感謝您選用本公司「新鮮空氣調節箱」(又稱預冷空調箱)，在安裝

使用前，請詳讀本說明書。 

2. 安裝良好，保養周到，能使預冷空調箱運轉正常，延長使用年限。 

3. 本公司預冷空調箱僅適用冰水冷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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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或突發狀況，請逕向本公司業務部門洽詢。 

5. 本預冷空調箱之安裝，應由合格空調承裝商，且具有經驗之技術人

員負責施工。 

6. 本公司產品規格與設計隨著時代進步而更新，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

知。 

7. 本說明書之圖文，均經專業人員編審，屬智慧財產權，未經本公司

同意，請勿翻印。 

 

二、 安裝注意事項 

1. 接貨與點收 

當預冷空調箱送到時，首先請檢查外觀是否損壞，核對貨單上之品

名、規格、數量及附屬配件是否相符，有否在運送中損壞，如果貨件不

齊或有損傷，應立即向送貨者說明並通知本公司業務經辦人員。 

2. 保管 

預冷空調箱未吊裝前，請妥為保管，應避免現場淋雨、潮濕、灰塵、

泥漿等污損並防止失竊或破壞。如因保管不良致損壞者，恕不退貨或更

換。  

3. 安裝前準備工作 

A. 場所與位置選擇： 

 選擇靠進風位置。 

 選擇足以承載本預冷空調箱重量之樓板。  

 選用足以承載本預冷空調箱之吊架及懸吊式避震器。 

 選擇維修保養容易位置。  

 避開臭味、潮濕、油煙場所。 

B. 工具、材料之準備： 

 請依水管配管作業，準備工具或材料。 

 請依電工施工規則，準備工具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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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風管施工規則，準備工具或材料。 

 請依本預冷空調箱的水量斜接適當管徑的水管。 

 本預冷空調箱的風量依風管標準施工規範施作。 

 請先確認業主供電電源，與預冷空調箱銘牌記載之電源電壓是

否相符。  

 本預冷空調箱進出水及排水口管徑(詳型錄)，所以管材口徑不

得小於型錄標示，幹管管徑應依據水流量及水頭損失計算配置

之。 

 

三、 安裝 

1. 依選定位置，在樓板下劃好位置，埋入膨脹螺絲，並鎖吊桿及防

震裝置。 

2. 先將預冷空調箱之機身吊裝完畢，確定是否水平，然後將冰水進

出水管配置完成。 

◆注意：冰水進出幹管若在風機後面，至少應保留空間 50㎜以

上，以免機器震動隨管路傳遞。  

3. 因維修空間在機器下方，所以配管應保留空間至少風機可以完全

放下。 

◆注意：排水口應與冰水進出接口同一方向，只要機身吊裝成水

平，滴水盤即能保持一定斜度。 

4. 最後作好排水管路配置。 

◆注意：排水管應保持 2﹪以上斜度。  

◆注意：預冷空調箱排水應裝置 U型存水彎，以利箱體內水盤把

冷凝水排出。存水彎的高度必須大於機外靜壓的壓力。 

5. 當全部水管接妥後，將每台預冷空調箱進出水端之閘門閥關閉，

先作管路系統加壓測漏，經檢查確認無洩漏情形後，將管路以適

當厚度之保溫材加以保溫，防止冒汗。 

6. 如果在預冷空調箱上裝置三通閥(分流閥)或二通閥，請參考(附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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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水管安裝圖例 

 

四、 接電 

1. 單相馬達接線：應確認端子台上所接之電線顏色與風速開關連

接。 

 

圖(二) 

（1）黃色＝高速 

（2）咖啡色＝中速 

（3）橙色＝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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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藍色＝電源 

（5）（6）供接二通閥或三通閥 

2. 三相馬達接線 

 
圖(三) 

※警告 

1. 電源電壓務必確認清楚。如果接錯線，一旦送電，馬達線圈立

即燒毀。 

2. 每一台預冷空調箱需裝一只控制開關。如果二台以上共裝一只

控制開關，其馬達線圈也會容易受損。 

3. 如果以上施工錯誤而損壞機件，恕不負責保固、退貨或更換。 

五、 接風管 

1. 風管接管應依預冷空調箱風量、風速與風管之摩擦損失，選擇適

當風管管徑、材料和長度（參考風管計算尺)。 

2. 風管應順著預冷空調箱出風方向銜接，不可反方向兜繞，以免影

響風阻及出風量。 

3. 風管與預冷空調箱銜接應絕對牢固，並預防脫落、破洞。否則將

影響風量損失。  

 

六、 做好完工檢查 

1. 用手指撥動風輪，檢查風輪與風車殼是否摩擦聲，如有摩擦聲，

應先排除殼內雜物，或修正風輪定位。 

2. 送電讓馬達運轉，應檢查馬達有否異音，並測試高、中、低之風

速是否正常。 

3. 清理滴水盤內遺留之工具、雜物、碎石、木屑等，並倒水在水盤

內，檢查排水口是否堵塞，排水是否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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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開各預冷空調箱進出水閥，並啟動冰水循環泵，檢查冰水循環

是否正常，並用耳朵貼近管路，聽聽管內是否有空氣滾動聲音。

如有空氣存在，應在每台預冷空調箱出水口端之排氣閥進行排氣，

直至空氣全部排出為止。 

5. 未使用前，機身應做防塵措施，並預防室內裝璜時吸入大量灰塵，

而損壞機件。  

 

七、 開機順序及檢查 

1. 檢查電源電壓是否相符。 

2. 確認預冷空調箱專用電源開關是否送上。 

3. 每台預冷空調箱開關個別開啟，檢查是否可分速送出風量。 

4. 設定適當溫度值。 

 

八、 停機順序及檢查 

1. 關預冷空調箱電源開關。 

2. 檢查每台預冷空調箱是否已關斷電源，尤其是不常用場所，因為

預冷空調箱隱藏在天花板內，聲音很小，不易察覺。如持續運轉，

耗電又損傷機器。 

 

九、 保養 

1. 當冷熱交替季節或運轉後 30天，至少應清洗或更換空氣濾網一

次，（如環境污染嚴重場所更應縮短換洗期限）。 

2. 打掃房間時，應停止預冷空調箱運轉，以免灰塵飛揚，吸入預冷

空調箱內。 

3. 盤管太髒，或積油污過多時會影響熱傳效果，降低能量，應適時

切斷電源，懸掛標示牌取下風車固定板，用真空吸塵器清理之。

如盤管油污嚴重，應以鋁鰭片專用之油污清潔劑清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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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異常檢知與排除 

請由合格冷氣承裝業處理。 

故障現象 可能原因 檢修對策 

出風口 

沒有風 

回風過濾網太髒 清洗回風過濾網。 

風管太長，管路摩擦

損失過大 

修改預冷空調箱安裝位置或修改

風管。 

盤管太髒阻塞風道 清洗預冷空調箱盤管。 

馬達燒燬 檢查接線並更換馬達。 

出風口 

不冷 

風道阻塞 
同"出風口沒有風"之方式相同作

檢查。 

盤管內積大量空氣 轉開排氣閥做手動排氣。 

冰水溫度過高 
檢查冰水機運轉是否正常或管路

配接是否正確。 

室內負載過大 考慮加裝其他空調設備補充。 

冰水管電磁閥(二通

閥、三通閥故障) 

更換電磁閥或暫時以手動強制接

通電磁閥。 

馬達故障 

接線錯誤 
檢查接線方式(含溫度控制開關之

接線)。 

電源輸入錯誤 檢查電源輸入端之電壓。 

馬達損壞 更換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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