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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1．．．．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该控制器适用于直流变频单压缩机系统的风冷冷水（热泵）空调热水机组；控制器由主控制板

（ADC_OD_C16）、空调线控器（TM77）、热水线控器（TM80）、风机盘管/地暖线控器（TM81）组成。 

机组可以实现单独制冷、单独制热、单独制热水、全热回收、部分热回收、制热制热水 6 种主要功

能。 

二二二二、、、、    使用条件使用条件使用条件使用条件 

1．．．．主要性能指标主要性能指标主要性能指标主要性能指标 

1） 电源电压： 

 220VAC/50Hz，线电压波动范围 187～250V； 

 380VAC/50Hz，线电压波动范围 187～250V。 

2） 空调侧/热水侧水温控制及测量精度：1℃；室内温度控制精度：每个房间分别采用线控器 TM81

控制，各室内环境温度可以独立设置并可以把温度控制在±1℃之间； 

3） 变频器输出参数：DC 母线电压 160~450V，功率≤7.5KW/单机，启动频率为 15Hz，升频速率

0.5Hz/s，降频速率 1Hz/s。 

4） 控制器空载消耗功率：≤15W/单机； 

5） 使用环境：本控制器适用于 T1 气候类型，允许最大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20～55℃，相对湿度≤90％

RH(无凝露) 

6） 保存环境：温度范围-25～70℃，相对湿度≤95％RH（无凝露）； 

7） 所选用的安全件、零部件符合 3C 要求，并提供相关的 3C 认证证书及技术资料。 
 

2．．．．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执行标准 

GB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 

(等同采用 IEC335-1:1991) 

GB4706.32-201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等同采用 IEC60335-2-40：1995) 

GB3797-87 《电气设备第二部分装有电子器件的电控设备》； 

GB4588.2-1996《有金属化孔单双面印制板  分规范》 

(等同采用 IEC/PQC 90-90) 

GB4343.1-2003《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 

(等同采用 CISPR 14-1:2000+A1) 

GB17625.1-2003《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等同采用 IEC 61000-3-2:2001) 

GB/T17626.11-1999《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等同采用 IEC61000-4-11：1994) 

GB18430.2-2001《蒸汽压缩机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户用和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 

Q/320585 ATL 017—2015《户用和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空调热泵热水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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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原理原理原理原理与与与与用户用户用户用户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1．．．．控制板布局控制板布局控制板布局控制板布局 

 

控制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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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控制板输入主控制板输入主控制板输入主控制板输入、、、、输出定义输出定义输出定义输出定义 

 

主主主主控制板控制板控制板控制板温度输入温度输入温度输入温度输入 
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TH1 压缩机吸气温度 Tcs 10k 
TH2 室外盘管冷媒制热出温度 Toc_out 10k 
TH3 使用侧冷媒出温度 Te_out 10k 
TH4 室外环境温度 Toe 10k 
TH5 室外盘管冷媒温度 Toc 10k 
TH6 使用侧回水温度 Tr 10k 
TH7 使用侧出水温度 To 10k 
TH8 压缩机排气温度 Td 100k 
TH9 水箱温度 Thot 100k 
TH10 套管进水温度 Tcw_in 100k 
TH11 水箱底部温度 Thotb 100k 
TH12   

                                    
压缩机驱动模块压缩机驱动模块压缩机驱动模块压缩机驱动模块 

编码编码编码编码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驱动模块温度 Tq 

驱动模块电流 Iq 

 
主控制板主控制板主控制板主控制板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输出 

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OUT1-1/2 备用  

OUT2-1/2 冷媒回收电磁阀（产线工装） 5A/250VAC 

OUT3 驱动电源接触器 5A/250VAC 

OUT4 热水电磁阀 HWSV 5A/250VAC 

OUT5 散热风扇 DFAN 5A/250VAC 

OUT6 空调电磁阀 ACSV 5A/250VAC 

OUT7 吸气旁通阀 SBPV 5A/250VAC 

OUT8 液旁通阀 LBPV 5A/250VAC 

OUT9 空调水泵 ACWP 5A/250VAC 

OUT10 热水泵 HWP 5A/250VAC 

OUT11 四通阀 4WV 5A/250VAC 

OUT12 制热电磁阀 HTSV 5A/250VAC 

OUT13 压缩机曲轴箱加热带 CHT 5A/250VAC 

OUT14 2.5kW 水箱辅助电加热 WHT 5A/250VAC 

OUT15 空调管路电加热 ACHT 5A/250VAC 

OUT16 回水加热电动三通阀或回水加热泵 RW 5A/250VAC 

 
主控制板主控制板主控制板主控制板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入 

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IND1 低压开关 LP 

IND2 高压开关 HP 

IND3 空调水流开关 ACWS 

IND4 节能/二通阀连锁 EN-SAVE 

IND5 外部制冷/制热开关(闭合制热)C/H 

IND6 空调侧水泵过载开关 ACLS 

IND7 热水水流开关 HWWS（出厂短接） 

IND8 微动开关 MWS（出厂短接） 

IND9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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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制板主控制板主控制板主控制板模拟输模拟输模拟输模拟输入入入入/输输输输出及出及出及出及通讯通讯通讯通讯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主板码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CN1 变压器输入接口 

CN2 变压器输出接口 

CN3 程序烧入接口 

CN4 室外机空调线控器接口 

CN5 1 号压缩机驱动板通讯接口 

CN6 备用 

CN7 源侧电子膨胀阀 EEVH 

CN8 备用 

CN9 使用侧电子膨胀阀 EEVC 

CN10 备用 

CN11 热水线控器接口 

CN12 FCU 通讯型温控器接口 

CN13 低压传感器 LPS 

CN14 高压传感器 HPS 

CN15 备用 

CN16 备用 

CN29 PC 监控通讯及 BAS 接口 

CN30 DC 变频风机 DCFM 1 

CN31 DC 变频风机 DCFM 2 

CN32 备用 

 

3．．．．控制件说明控制件说明控制件说明控制件说明 

运行继电器运行继电器运行继电器运行继电器 

当机组运行时，继电器触点闭合。 

二通阀二通阀二通阀二通阀连锁连锁连锁连锁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作为机组空调连锁信号输入。将所有用户二通阀或末端风机级联（或逻辑级联），再转换成一个开关

信号，引入主控制板 IND4 端口（逻辑关系：所有二通阀关闭时，此开关就断开；任意一个用户二通阀

打开，此开关就闭合）；此开关信号可作为机组自动开机或关机之用（前提是机组应处于开机状态）。开

关断开时执行停机。 

外部制冷外部制冷外部制冷外部制冷/制热开关制热开关制热开关制热开关 
作为外部控制机组空调运行模式的输入。 

此开关闭合时机组选择制热运行模式；此开关断开时机组选择制冷运行模式。 

空调空调空调空调水流开关水流开关水流开关水流开关 

靶式流量开关安装在空调水泵出口管路中，压差式流量开关安装在板换进出口，用于：判断空调水

量是否足够。 

热水热水热水热水水流开关水流开关水流开关水流开关 
该开关安装在机组热水水路中，用于：判断热水水量是否足够。 

水流水流水流水流微动微动微动微动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外置/配件，电加热机组必须安装） 
该开关安装在水箱热水出口管路，用于：判断是否使用热水，如果使用热水，则自动切断水箱电加

热，防止洗浴过程触电。 
 
空调空调空调空调/使用侧使用侧使用侧使用侧回回回回水温度水温度水温度水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空调回水温度，用于：确定制冷（制热）的开始、持续、结束，以及区分部分/全热回

收运行。制冷：当回水温度≤“制冷最低回水温度”（默认 5℃，可调/水系统加防冻液），自动结束制冷； 

制热：当回水温度≥“制热最高回水温度”（默认 50℃，不可调），自动结束制热。（目的：防止出水温度

探头出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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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空调空调空调/使用侧出使用侧出使用侧出使用侧出水温度水温度水温度水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空调出水温度，用于：确定制冷（制热）的开始/持续/结束、压缩机加卸载频率控制、

确定板换保护（压缩机停止）、确定空调水系统冬季防冻保护。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温度温度温度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环境温度，用于：判断是否可以制冷/制热、确定初始化、确定除霜与否。 

热水套管热水套管热水套管热水套管进进进进水水水水温度温度温度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热水套管进水温度，用于：确定热水系统冬季防冻保护、判断运行时进水温度是否过

高、确定压缩机加卸载频率控制。 

水箱温度传感器水箱温度传感器水箱温度传感器水箱温度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热水水箱温度，用于：判断制热水模式的开始/持续/结束，以及判断水箱温度过低、

过高。 

压缩机压缩机压缩机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排气温度传感器排气温度传感器排气温度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系统排气温度，用于：确定是否进入排气保护（喷液或停机），判断排气过热度是否过

低。 

压缩机吸气压缩机吸气压缩机吸气压缩机吸气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气分进口冷媒温度，用于：联合低压传感器判断各种运行模式的过热度。 

室外盘管冷媒制室外盘管冷媒制室外盘管冷媒制室外盘管冷媒制热热热热出出出出温度温度温度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盘管制热/制热水出口冷媒温度，用于：1、当吸气温度传感器故障后，机组可以不停

止运行，以此温度传感器来替代吸气温度传感器计算制热/制热水模式的吸气过热度；2、当室外盘管冷

媒温度传感器故障后，以此温度传感器来替代室外盘管冷媒温度传感器的功能。  

室外盘管冷媒温度室外盘管冷媒温度室外盘管冷媒温度室外盘管冷媒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盘管中部冷媒温度，用于：确定是否进入除霜临界模式、确定是否进入除霜、确定除

霜的结束。 

板换冷媒出温度传感器板换冷媒出温度传感器板换冷媒出温度传感器板换冷媒出温度传感器 

该传感器检测制冷时板换出口冷媒温度，用于：1、当吸气温度传感器故障后，机组可以不停止运

行，以此温度传感器来替代吸气温度传感器计算制冷/热回收模式的吸气过热；2、制冷/热回收模式板换

出口冷媒温度过低保护。 
 

四四四四、、、、    拨码开关设置说明拨码开关设置说明拨码开关设置说明拨码开关设置说明 

1．．．．设定开关设定开关设定开关设定开关 

用于集中控制地址编码。（注意：本机型模块机主机必须拨为本机型模块机主机必须拨为本机型模块机主机必须拨为本机型模块机主机必须拨为 00 号号号号） 

2．．．．拨码开关拨码开关拨码开关拨码开关 SW  

Bit1 Bit2 Bit3 Bit4 Bit5 Bit6 Bit7 Bit8 

Model Backup/备用 S/M C/H EnSave E-heater 
 

Model: 以此位码来区分机型以此位码来区分机型以此位码来区分机型以此位码来区分机型(按照按照按照按照冷量冷量冷量冷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000 （8.6kW） 

100 （12kW） 

010（14kW） 

110（16kW） 

001（20kW）--待开发 

101（25kW）--待开发 

011（30kW）--待开发 

111（？kW）未指定型号 

 
Backup:备用 



第 9 页 

S/M: 
0         单机控制 

1         模块控制 

 
C/H:  

0   “外部制冷/制热开关”无效 

1   “外部制冷/制热开关”有效 
 

EnSave: 
0        常规 

 1         空调二通阀连锁 

 
E-heater: 

0        水箱带电辅热  

1        水箱不带电辅热 

五五五五、、、、    主要模式与切换主要模式与切换主要模式与切换主要模式与切换 

1．．．．开开开开/关机方式关机方式关机方式关机方式 

1.1 控制器的按键开关控制器的按键开关控制器的按键开关控制器的按键开关 

控制器包括：主机线控器TM77（选配）、热水线控器TM80、风机盘管/地暖线控器TM81。 

通过空调线控器TM77或TM81的ON/OFF键，可以开关空调功能；热水线控器TM81的ON/OFF键

可用来开关热水功能，单独制热水模式可选择快速制热水和节能制热水两种模式，默认节能制热水。 

1.2 定时开关定时开关定时开关定时开关 

空调线控器的定时功能设置时间后，可触发开关空调动作，最长设置时间为24小时；热水线控器

的定时功能设置时间后，可触发热水开机动作，最长设置时间为24小时。 

1.3 节能节能节能节能/二通阀二通阀二通阀二通阀连锁连锁连锁连锁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空调控制板设置“二通阀连锁”后，会随时检测连锁二通阀的开/闭状态。 

当一台或一台以上风机盘管二通阀打开时，连锁二通阀闭合，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当所有风机盘

管二通阀/三通阀都关闭时，连锁二通阀断开，此时系统将暂时停止工作（使用侧水泵延迟2分钟关闭）。 

在节能状态，只要有一台风机盘管二通阀打开，连锁二通阀又闭合，系统又将继续运行。从节能

状态至恢复工作，延时时间最短为5分钟。节能期间可以关机，若未满足5分钟延迟或连锁二通阀未闭合

开机后仍然保持节能状态。 

注意： 

1) 当“节能与二通阀连锁”有效之后，空调器的ON/OFF、Mode 按键无效，仅作为状态查看、参数

设定之用。 

2) “节能/二通阀连锁开关”端口（IND4）通常接入风机盘管的“二通阀连锁”信号。 

3) 节能状态的显示符号为“？”。 

4) “节能/二通阀连锁开关”通常与“外部制冷/制热开关”联合使用。 

5) 整个系统必须有部分内机要装三通阀，以避免完全切断水泵循环回路。 

2．．．．运行运行运行运行模式设定模式设定模式设定模式设定与选择与选择与选择与选择 

2.1 空调模式选择空调模式选择空调模式选择空调模式选择 

当 “外部制冷/制热开关”设置为无效，则可通过空调线控器的模式(Mode )按键来设置和切换工作

模式，或通过集中控制器设置工作模式。运行模式将按如下顺序循环：制冷—→制热—→制冷。 

当“外部制冷/制热开关”设置为有效，则需通过空调控制板的输入端口“外部制冷/制热开关”来选择

制冷或制热运行模式。该端口闭合为制热，断开为制冷。此时，空调线控器只能用于参数设定，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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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选择模式和开/关机。 

2.2 热水模式选择热水模式选择热水模式选择热水模式选择 

热水线控器在没调整模式时默认为“节能”模式，可以通过模式“MODE”按钮和电辅热按钮选

择“节能”、“快热”、“节能+电辅热”、“快热+电辅热”、“电辅热”模式。无论在开机之前还是

开机之后均可以变换需求模式。热水线控器上还有回水加热功能按钮。 

2.3 温度设定温度设定温度设定温度设定与实际允许值与实际允许值与实际允许值与实际允许值 

温度设定主要指空调侧出水设定温度（Ts）和热水箱设定温度（Ths）。 

空调回水目标温度可以通过空调线控器TM77或热水线控器TM80来设定，热水目标温度可利用热

水线控器来设定。 

1）制冷出水温度设定范围：5~25℃。默认7℃，需按“用户参数设置”方法进行修改； 

2）制热出水温度设定范围：30~50℃。默认45℃，需按“用户参数设置”方法进行修改；空调侧出

水温度限制如下： 

A．室外环境温度Toe＞-7℃时为50℃； 

B．否则为45℃。 

3）水箱温度设定范围：30~70℃。默认45℃，用户可通过热水线控器直接进行更改。 

4）最高热泵热水温度实际允许值如下： 

A．室外环境温度35℃>Toe＞-7℃时为55℃； 

B．否则为50℃。 

5）热水电加热实际允许值：30~70℃。 

6）热水最高设定温度： 

a) 无热水电加热时： 

A．室外环境温度35℃>Toe＞-7℃时为55℃； 

B．否则为50℃。 

b）有热水电加热时： 70℃。 

备注：1）通过拨码区别有电辅热还是无电辅热；2）电辅热工作要求参照“9. 热水电加热的控制热水电加热的控制热水电加热的控制热水电加热的控制”。 

2.4 模式切换模式切换模式切换模式切换 

两线控器同时“OFF”→“ON”及同时“ON” →“OFF”，或只有一线控器从“OFF”→“ON” 

空调侧                        热水侧 
热水开机 

热水关机 
Thot-Ths<-4℃ -4℃≤Thot-Ths≤0℃ Thot-Ths>0℃ 

空调关机 单独制热水 单独制热水待机 单独制热水待机 关机 

制冷

开机 

To-Ts > 5℃ 之后部分热回收 制冷 制冷 制冷 

5℃≥To-Ts≥3℃ 之后维持 制冷 制冷 制冷 

3℃>To-Ts > 1℃ 全热回收 制冷 制冷 制冷 

1℃≥To-Ts≥-1℃ 单独制热水 待机 待机 待机 

To-Ts < -1℃或 To<4℃ 单独制热水 待机 待机 待机 

制热

开机 

To-Ts≥1℃ 单独制热水 待机 待机 待机 

-1℃≤To-Ts≤1℃ 单独制热水 待机 待机 待机 

To-Ts< -1℃ 制热制热水 制热 制热 制热 

注：1、开机之后，无论怎样模式切换，如上述空调出水或者热水温度再跑到“Dead band”之内或仍然保持在“Dead 

band”之内，则“Dead band”之内有需求的那个线控器的模式应维持前一运行状态不变。 

       2、处于部分热回收模式时，如果压缩机频率>=50Hz，则保持，而不根据上表出水温度条件判断是否进入全

热回收。 

 

注：如需改变当前的运行模式，则应按如下步骤完成转换/切换：  

转换——代表线控器无 ON/OFF 动作，只是温度到达设定值待机； 

切换——代表线控器有 ON/OFF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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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冷、制冷热回收模式与制热水模式之间相互转换/切换 →压缩机降频至0Hz，之后按照各自

模式需求进行频率调节； 

2） 制冷模式与制冷热回收两个模式之间，或制热、单独制热水、制热制热水三个模式之间相互

转换/切换 →压缩机降频至30Hz，110s之后按照各自模式需求进行频率调节； 

3） 制冷、制冷热回收模式与制热、制热制热水模式之间相互转换/切换 →压缩机降频至0Hz，之

后按照各自模式需求进行频率调节；  

4） 空调水泵和热水泵根据下一模式来确定是否关闭或维持运转，水泵如需关闭，应维持运转至

少15s。 

5） 热回收模式制冷、制热水全待机过程到单独制冷或单独制热水其中之一有需求，开机直接进

入单独制冷或单独制热水模式； 

6） 热回收模式运行过程转换至或切换至单独制冷，参见转换过程动作曲线图； 

7） 双制热模式运行过程转换至或切换至单独制热或单独制热水，参见转换过程动作曲线图；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上述模式转换/切换中压缩机需要降频至0Hz是因为需要切换四通阀；所

以对于不需要切换四通阀的模式切换可不需要停压缩机，但统一降频至15Hz再按需求升频。 

 

运行模式元件工作状态运行模式元件工作状态运行模式元件工作状态运行模式元件工作状态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 

元件             模式 单独制冷 单独制热 
单独制热水

ES/RH 

制冷部分

热回收 

制冷全

热回收 

制热制

热水 
除霜 

压缩机 自动 自动 定频或自动 自动 定频 自动 定频 

外风机转速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OFF 自动 OFF 

散热风扇 OFF OFF 自动 自动 自动 OFF 自动 
空调水泵 ON ON OFF ON ON ON ON 

热水泵 OFF OFF ON ON ON ON OFF 

四通阀 OFF ON ON OFF OFF ON OFF 

空调电磁阀 ON ON OFF ON OFF ON ON 

热水电磁阀 OFF OFF ON ON ON ON OFF 

制热电磁阀 OFF ON OFF OFF OFF 自动 OFF 

吸气旁通阀 OFF OFF OFF OFF ON OFF OFF 

液旁通阀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OFF 

水箱辅助电加热 OFF OFF 自动 OFF OFF 自动 自动 

热水回水阀(泵) 受流量、时间、温度条件控制 

曲轴箱加热带 受环境温度条件控制 

源侧电子膨胀阀 480 自动 自动 480 0 自动 480 

使用侧电子膨胀阀 自动 0 0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2.5 单水泵单水泵单水泵单水泵运行运行运行运行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此模式只有水泵得电运转，其它所有零部件不参与工作，方便调试和维修。 

在控制器开关处于“OFF/关机”状态时同时按下“5”、“6”按钮后才能启动该模式；再次同

时按下“5”、“6”按钮后强制退出该模式。 

单水泵运行模式时仅显示水泵“ ”图标。 

单水泵运行模式时按照正常情况检测流量开关。 
 

2.6 生产线生产线生产线生产线/维修维修维修维修回收冷媒模式回收冷媒模式回收冷媒模式回收冷媒模式 

需要有回收冷媒的电磁阀工装才能使用该模式。 

在控制器开关处于“OFF/关机”状态时同时按下“ ”、“ ”按钮后才能启动该模式；再

次按下“ ”、“ ”按钮后强制退出该模式，或启动该模式3min后，或低压低于0.05MPa自动退

出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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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该模式后启动该模式后启动该模式后启动该模式后：：：： 
冷媒回收电磁阀、空调电磁阀、空调水泵、热水泵得电打开，室外风机800rpm运转，源侧电子膨

胀阀EEVH保持480步，四通阀、热水电磁阀、制热阀、吸气旁通电磁阀、液旁通电磁阀保持不得电或

强制断电，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关闭到0步，之后启动压缩机，并按照30Hz运转对热水模块内的冷

媒进行回收。 

强制或自动退出后强制或自动退出后强制或自动退出后强制或自动退出后：：：： 

压缩机降频至0Hz，冷媒回收电磁阀、热水泵断电；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打开到480步，10s后

空调电磁阀、空调水泵、室外风机断电；其它阀件保持断电。 
 

六六六六、、、、    系统各部件的系统各部件的系统各部件的系统各部件的运行运行运行运行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根据“2.4 模式切换”表列出的温度情况决定开机后进入下面哪种模式。 

1．．．．模式介绍模式介绍模式介绍模式介绍 

变频压缩机变频压缩机变频压缩机变频压缩机 

压缩机在接收到压缩机开机信号后先升至30Hz（3HP 、5Hp Panasonic Comp.），在30Hz保持运

行至少110s后再按照控制逻辑要求调节至目标频率。但开机升频过程如果目标平台频率>55Hz，则保持

55Hz平台60s，之后自由调节频率。 

压缩机需停机3min 后才能再次启动，压缩机启动后至少运行30s才能关机（但达到保护条件要求停

机的应立刻停机）（此处时间和频率设定根据压缩机的要求而定）。 

1.1 单独单独单独单独制冷运行制冷运行制冷运行制冷运行  

1.1.1  空调线控器制冷模式开机、热水线控器关机时为单独制冷模式，首先启动空调循环水泵，并检查

空调流量开关ACWS是否正常，如果出现流量保护，水泵自动停止工作，变频系统不能启动运行。只有

空调流量正常时，系统才允许进入正常运行；  

1.1.2  制冷运行时，如果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变频压缩机启动（“与”的关系）：  

a．空调流量开关ACWS处于闭合状态； 

b．To－Ts＞2℃，持续10s； 

c．变频驱动及压缩机系统无故障；  

d．满足停机后3分钟延时。  
 
1.1.3 制冷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停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变频压缩机停机（“或”的关系）：  

a． 制冷模式已结束；  

b． 空调流量开关ACWS出现流量保护动作、防冻保护、变频驱动或压缩机系统出现停机故障；  

c． To－Ts＜-1℃，且持续3min停变频压缩机；  

d． To＜4.0℃停变频压缩机。 
 

1.1.4  单独制冷开机过程：  

选择制冷模式 → 开机“ON”→空调线控器显示当前出水温度→5s后空调侧水泵运行；有制冷需求

→空调电磁阀得电（四通阀、制热电磁阀、吸气旁通阀、液旁通阀、热水泵不得电）；使用侧电子膨胀

阀EEVC开到“制冷初始开度”（EEVC在压缩机启动30s后按照“制冷电子膨胀阀控制逻辑”调节）、

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开到480步； 5s后室外变频风机制冷初始转速运转 （压缩机运转3min后按照“变

频风机制冷模式控制逻辑”）；30s后如果流量开关处于闭合状态则可启动变频压缩机（若空调水流开

关在水泵运转30s后处于断开状态，则压缩机不允许启动，详见““““流量保护流量保护流量保护流量保护””””） 

1.1.5  单独制冷关机过程：  

制冷关机“OFF”→空调线控器不再显示当前出水温度 →压缩机强制关闭（需保证压缩机至少运行

30s） → 60s 后空调侧水泵关闭、室外风机停止运转 →60s后空调电磁阀断电 ；电子膨胀阀EEVC在压

缩机停止后保持最后开度60s后开到60步（其它阀件保持先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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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制冷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频率控制 

通过低压传感器压力来控制压缩机频率: (表压)  
压力传感器低压 LPS，MPa 8.6kW 机型 12kW 机型 14kW 机型 16kW 机型 

LPS≥0.853(5.5℃)或频率增上限 65 55 65 72Hz 

目标值 Tar (PD 控制) 
（±0.13MPa）

维持 
（±0.13MPa）

维持 
（±0.13MPa）

维持 
（±0.13MPa）

维持 
LPS≤0.64MPa(-2.5℃)或频率降下限 15Hz 15Hz 15Hz 15Hz 

运行过程（压缩机开机运行5min前屏蔽）中如果0.60MPa(-4.3℃)≤LPS≤0.62MPa(-3.3 )℃ 持续3min，

或LPS<0.60MPa(-4.3℃)持续30s，则认为蒸发压力过低，容易引起水路冻结，要求只停压缩机不报警，

当LPS>=0.8且制冷有需求时自动恢复启动。 

制冷使用侧冷媒出温度Te_out过低保护条件：Te_out<-3℃ 持续30s后报警E25，但压缩机开机后

1min内屏蔽。 

当出水水温To到达设定温度Ts+2℃后（回差范围Ts+4~Ts+2℃），按照出水水温进行目标控制 

To，℃ 8.6kW 机型 12kW 机型 14kW 机型 16kW 机型 

频率增上限 65 55 65 72Hz 

目标值 Tar (PD 控制) Ts±0.5 Ts±0.5 Ts±0.5 Ts±0.5 
频率降下限 15Hz 15Hz 15Hz 15Hz 

1.2 单独单独单独单独制制制制热热热热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1.2.1  空调线控器制热模式开机、热水线控器关机时为单独制热模式，首先启动空调循环水泵，并检查

空调流量开关ACWS是否正常，如果出现流量保护，水泵自动停止工作，变频系统不能启动运行。只有

空调流量正常时，系统才允许进入正常运行； 

1.2.2  制热运行时，如果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变频压缩机启动（“与”的关系）： 

a．空调流量开关ACWS处于闭合状态； 

b．Ts－To＞2℃；  

c．变频驱动及压缩机系统无故障；  

d．满足停机后3分钟延时。  
 

1.2.3 制热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停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变频压缩机停机（“ 或” 的关系）：  

a． 制热模式已结束；  

b． 空调流量开关ACWS出现流量保护动作、变频驱动或压缩机系统出现停机故障； 

c． Ts－To＜-1℃停变频压缩机； 

d． To＞51℃停变频压缩机。 
 

1.2.4  单独制热开机过程：  

选择制热模式 → 开机“ON”→ 空调线控器显示当前出水温度 →5s后空调侧水泵运行；有制热需

求 →空调电磁阀、四通阀、制热电磁阀得电（热水电磁阀、吸气旁通阀、液旁通阀、热水泵不得电）；

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开到“制热初始开度”（在压缩机启动3min后按照“制热电子膨胀阀控制逻辑”

调节）、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关到0步；“ON”5s后室外变频风机制热初始转速运转（在压缩机启

动3min后按照“变频风机制热模式控制逻辑”调节） →水泵运转30s 后若空调水流开关正常则允许启

动变频压缩机。 
 
1.2.5  单独制热关机过程：  

制热关机“OFF”→ 空调线控器不再显示当前出水温度 →压缩机强制关闭（需保证压缩机至少运

行30s） → 60s 后空调侧水泵关闭、室外风机停止运转、四通阀断电→60s后空调电磁阀、制热电磁阀

断电；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在压缩机停止后保持最后开度60s后开到60步；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开

到480步（其它阀件保持先前状态） 
 

1.2.6  制热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频率控制 

通过高压传感器压力来控制压缩机频率: (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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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低压 HPS，MPa 
8.6kW 机型 12kW 机型 14kW 机型 16kW 机型 

1.795(30℃)≥HPS 或频率增上限 75 65 75 83Hz 

保持目标值 Tard（按照 PD 调节）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HPS≥3.748(60℃) 或频率降下限 15Hz 15Hz 15Hz 15Hz 

 
当出水水温To到达设定温度Ts-2后（回差范围Ts-4~Ts-2℃），按照出水水温进行目标控制 

To，℃ 8.6kW 机型 12kW 机型 14kW 机型 16kW 机型 

频率增上限 75 65 75 83Hz 

目标值 Tar (PD 控制) Ts±0.5 Ts±0.5 Ts±0.5 Ts±0.5 
频率降下限 15Hz 15Hz 15Hz 15Hz 

 

1.3 单独单独单独单独制制制制热水热水热水热水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1.3.1  空调线控器关机、热水线控器开机时为单独制热水模式，根据水箱水温判断是否需要启动热水泵

和压缩机；热水线控器初始默认为“节能节能节能节能”模式，可以通过模式按钮“M”或“节能/快热”图标依次选

择“节能节能节能节能”、“快热快热快热快热”模式。无论在开机之前还是开机之后均可以变换需求模式。 

当电辅热处于启动状态时，“节能节能节能节能++++电辅热电辅热电辅热电辅热”：机组加热到最高热泵水温后再由电辅热加热到设定水温，

如果设定温度低于最高热泵水温，电辅热不启动；“快热快热快热快热++++电辅热电辅热电辅热电辅热”：热泵与电辅热同时运行 
 
1.3.2  单独制热水运行时，如果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变频压缩机启动（“与”的关系）：  

a．热水流量开关HWWS处于闭合状态； 

b．Ths－Thot＞4℃；  

c．变频驱动及压缩机系统无故障；  

d．满足停机后3分钟延时。  
 

1.3.3 单独制热水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停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变频压缩机停机（“ 或” 的关系）：  

a．单独制热水模式已结束；  

b．热水流量开关HWWS出现流量保护动作、进水温度过高、变频驱动或压缩机系统出现停机故

障；  

c．Ths≤Thot时，持续10秒停变频压缩机； 

d．Ths+1≤Thotb。（如果Thotb故障，该条件取消）（防止上部探头被拔出） 
 

1.3.4  单独制热水开机过程：  

选择制热水模式 →开机“ON”→有制热水需求 →四通阀、热水电磁阀、热水泵得电（吸气旁通阀

得电、空调电磁阀、制热电磁阀、液旁通阀不得电）；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开到“单独制热水初始开

度”（在压缩机启动3min后按照“制热电子膨胀阀控制逻辑”调节）、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关闭→

“ON”5s后室外变频风机制热初始转速运转（在压缩机启动3min后按照“变频风机制热模式控制逻辑”

调节）→“ON”5s后热水泵得电运转 →30s 后若热水水流开关正常则允许启动变频压缩机。 
 

1.3.5  单独制热水关机过程：  

单独制热水关机“OFF”→变频压缩机停机（需保证压缩机至少运行30s）→ 60s 后热水泵断电、

室外风机停止运转、四通阀断电→60s后热水电磁阀断电；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在压缩机停止后保持

最后开度60s后开到60步；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开到480步（其它阀件保持先前状态） 
 

1.3.6  单独制热水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频率控制 

1.3.6.1 如果选择“节能”制热水模式，则压缩机按照下表进行频率控制： 

条件 8.6 kW 机型 12/14/16kW 机型 

Toe≥18℃ 40 3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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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18℃ 50 40Hz 

为了避免冬季加热时间过长而影响用户使用，把低环境温度时的压缩机频率提高。 
 
1.3.6.2 如果选择“快热”制热水模式，压缩机按照下表进行频率控制： 

通过高压传感器压力来控制压缩机频率: (表压)  
 

压力传感器高压 HPS，MPa 8.6 kW 机型 12/14/16kW 机型 

频率上限/第一平台 65Hz+∆F1 65Hz+∆F1 

3.350(55℃) ≥HPS ≥2.981(50℃)  保持 保持 

3.70(59.5℃) >HPS>3.350(55℃) -5Hz/40s -5Hz/40s 

 HPS ≥3.70(59.5℃) 或频率降下限 40Hz+∆F2 35Hz+∆F2 

 
每个固定频率平台保持60s运行时间后再次检测压力。 

低温环境时压缩机频率修正： 

当环境温度Toe>20℃， ∆F1= ∆F2=0Hz； Toe≤20℃， ∆F1 =10Hz， ∆F2 =10Hz。 

制热水时，如果出现空调侧板换防冻需求： 

1）））） 进入板换防冻且水泵运转60s后退出防冻，则仍然单独制热水。 
2） 进入板换防冻且水泵运转60s后仍没有退出防冻，则直接进入制热制热水模式。 

快热模式运行环境温度范围：Toe<=30℃，超出该运行范围时自动进入节能模式。以避免高环境温度时

高压波动过大，特别是补热过程出现异常。 

节能模式运行环境温度范围：Toe>=5℃，超出该运行范围时自动进入快热模式。低环温时快热模式能

效更高，加热速度更快，更有利于低温补热，提高用户舒适性。也可以避免使用热水时启动电辅热。 
 

1.4 制冷制冷制冷制冷热回收热回收热回收热回收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1.4.1  空调线控器制冷模式开机、热水线控器开机时为制冷热回收模式，首先启动空调循环水泵，并检

查空调流量开关ACWS是否正常，如果出现流量保护，水泵自动停止工作，变频系统不能启动运行。只

有空调流量正常时，系统才允许进入正常运行；并根据水箱水温判断是否需要启动热水泵。只有当空调

制冷和热水同时有需求时才会进入制冷热回收模式，且先进入全热回收模式。制冷热回收模式“节能”、

“快热”模式运行时不区分。 

1.4.2  制冷热回收运行时，如果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变频压缩机启动（“与”的关系）：  

a．空调流量开关ACWS处于闭合状态； 

b．热水流量开关HWWS处于闭合状态； 

c．Thot<Ths-4℃，且To－Ts＞1℃； 

d．变频驱动及压缩机系统无故障； 

e．满足停机后3分钟延时。 
 
1.4.3  制冷热回收运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变频压缩机停机或转到单独制冷或单独制热水模式（“或”

的关系）：  

a． 转到单独制热水或单独制冷模式的条件： 

1) 制冷模式或制热水模式停止（任一线控器OFF）； 

2) To－Ts＜-1℃，且Ths>Thot时，持续3分钟则转为单独制热水模式； 

3) To＜4.0℃，且Ths>Thot时，持续10秒则转为单独制热水模式； 

4) To－Ts≥-1℃，且Ths ≤ Thot时，持续10秒则转为单独制冷模式。 

5) To－Ts≥-1℃，Ths≤Thotb。（如果Thotb故障，该条件取消）（防止上部探头被拔出）

转为单独制冷模式。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转为单独制热水或单独制冷模式后的任意时候，只要满足制冷热回收条件即进入热回

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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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为单独制热水模式后，空调水泵保持继续运转； 

3) 转为单独制冷模式后，热水泵停止运转。 

b． 变频压缩机停止运行的任一条件： 

1) 空调线控器与热水线控器同时关机OFF； 

2) 空调或热水流量开关出现流量保护动作、防冻保护、进水温度过高保护、变频驱动或

压缩机系统出现停机故障，则机组停机； 

3)  To＜4℃或To－Ts＜-1℃，且Ths≤Thot时，持续10秒则停变频压缩机。 
 

1.4.4  制冷热回收开机/运行过程：  

空调线控器选择制冷模式开机及热水线控器开机，在Thot<Ths-4℃及To－Ts＞1℃的情况下： 

1.4.4.1系统先进入全热回收运行全热回收运行全热回收运行全热回收运行 

压缩机运行5min后，Toe<32℃，则保持全热回收运行； 

1.4.4.2压缩机运行5min后，如果To－Ts＞5℃，且Toe>35℃，则系统进入部分热回收运行部分热回收运行部分热回收运行部分热回收运行 

35℃≥Toe≥32℃为过渡区（保持上一运行模式）。 

部分热回收有需求切换为全热回收模式时，压缩机先降频为35hz,90s后再切换空调电磁阀。 

1.4.4.3 如果部分热回收运行过程中, 75℃>=压缩机驱动模块温度>=70℃持续时间>30s，或压缩机

驱动模块温度>75℃持续时间>5s，则自动切换到全热回收模式。 
 

1.4.5  制冷热回收关机过程：  

空调线控器选择制冷模式关机及热水线控器关机→空调线控器不再显示当前回水温度 → 6s 后压缩

机强制关闭 → 60s 后空调侧、热水侧水泵同时关闭、室外风机停止运转→60s后空调电磁阀、热水电磁

阀→电子膨胀阀EEVC在压缩机停止后保持最后开度60s后开到60步；热水电子膨胀阀EEV开到480步

（其它阀件保持当前状态）。 
 

1.4.6  制冷热回收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频率控制 

1.4.6.1 如果当前运行模式为“全热回收模式”，则压缩机保持35Hz频率运转。 

节能模式 8.6 kW 机型 12/14/16kW 机型 

压缩机频率 45Hz 35Hz 

 
1.4.6.2 如果当前运行模式为“部分热回收模式”，则压缩机按照下表进行频率控制： 

通过低压传感器压力来控制压缩机频率: (表压) 

压力传感器低压 LPS，MPa 8.5kW 机型 12kW 机型 14kW 机型 15.5kW 机型 

LPS≥0.853(5.5℃) 

频率增上限 

- 
（无部分热回收） 

65 65 72Hz 

目标值 Tar - PD 控制 PD 控制 PD 控制 
LPS≤0.64MPa(-2.5℃)

或频率降下限 
- 50Hz 50Hz 50Hz 

部分热回收运行过程（压缩机开机运行5min前屏蔽）中如果0.60MPa(-4.3℃)≤LPS≤0.62MPa(-3.3 )℃

持续3min，或LPS<0.60MPa(-4.3℃)持续30s，则认为蒸发压力过低，容易引起水路冻结，要求只停压

缩机不报警，当LPS>=0.8且制冷有需求时自动恢复启动。 

制冷使用侧冷媒出温度Te_out过低保护条件：Te_out<-4℃ 持续30s后报警E04，但压缩机开机后

1min内屏蔽。 

部分热回收时部分热回收时部分热回收时部分热回收时，，，，为了防止蒸发压力过低为了防止蒸发压力过低为了防止蒸发压力过低为了防止蒸发压力过低（（（（防冻防冻防冻防冻），），），），不采用出水温度控制不采用出水温度控制不采用出水温度控制不采用出水温度控制！！！！ 
 

1.5制热制热水制热制热水制热制热水制热制热水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双制热双制热双制热双制热）））） 
 
1.5.1  空调线控器制热模式开机、热水线控器开机时为制热制热水模式，首先启动空调循环水泵，并检

查空调流量开关ACWS是否正常，如果出现流量保护，水泵自动停止工作，变频系统不能启动运行。只

有空调流量正常时，系统才允许进入正常运行；并根据水箱水温判断是否需要启动热水泵。只有当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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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热和热水同时有需求时才会进入制热制热水模式。 
只要空调线控器“ON”待机，如果进入单独热水模式，且线控器处于“节能模式”，则机组按照节能模式制热水。 
双制热空调侧最高水温为双制热空调侧最高水温为双制热空调侧最高水温为双制热空调侧最高水温为45℃℃℃℃ 

1.5.1.1 制热制热水模式下，如果热水线控器选择“快热”或“快热+电辅热”模式，表示以制热水优先制热水优先制热水优先制热水优先，

机组按照“快热”或“快热+电辅热”模式运行，完成制热水后再进行空调制热。 

1.5.1.2 制热制热水模式下，如果热水线控器选择“节能”或“节能+电辅热”模式，表示按照如下制热

制热水模式运行： 

如果To≤30℃，则先进行制热（由于内机有防冷风功能，风机低水温时不会运转，单独制热时间不

超过15min），当To>35℃后自动进行双制热。 

如果To>30℃，则直接自动进行双制热。 

注注注注：：：：低环境温度、低水温双制热时，容易导致冷凝压力较低、制热慢、易结霜等问题，所以在没有

“制热水优先”的情况下，先把空调水温升到35℃再同时双制热。 
 

1.5.2  制热制热水运行时，如果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变频压缩机启动（“与”的关系）：  

a．空调流量开关ACWS处于闭合状态； 

b．热水流量开关HWWS处于闭合状态； 

c．Thot<Ths-4℃，且Ts－To＞1℃； 

d．变频驱动及压缩机系统无故障； 

e．满足停机后3分钟延时。  
 
1.5.3  制热制热水运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变频压缩机停机或转到单独制热或单独制热水模式（“或”

的关系）：  

a) 制热模式或制热水模式已结束（线控器OFF），则转到单独制热水或单独制热模式；  

b) 空调或热水流量开关出现流量保护动作、变频驱动或压缩机系统出现停机故障，则机组停

机；  

c) Ts－To＜-1℃且Ths>Thot时，持续60s则转为单独制热水模式。且： 

1）转为单独制热水模式后：如果Ts－To＞1℃，To＜38℃，且单独制热水时间>10min后

才能进入制热制热水模式（注注注注：：：：需要保证空调制热需求，也避免模式切换频繁）； 

 2）转为单独制热水模式后，空调水泵保持继续运转；但转为单独制热后，热水泵延时15s

停，热水电磁阀1.5min后断电。 

d) Ts－To≥-1℃，且Ths ≤ Thot时，持续10秒则转为单独制热模式； 

e) Ts－To＜-1℃或To>45℃，且Ths≤Thot时，则持续10秒停变频压缩机； 

f) Ts－To≥-1℃，Ths≤Thotb。（如果Thotb故障，该条件取消）（防止上部探头被拔出）转

为单独制热模式； 
 

1.5.4  制热制热水开机过程：  

空调线控器选择制热模式开机及热水线控器开机： 

开机“ON”→  空调线控器显示当前出水温度 → 空调侧水泵运转5s后 → 有空调(Ts－To＞1℃)和

热水(Thot<Ths-4℃)需求 →空调电磁阀、热水电磁阀、制热电磁阀、四通阀得电 (吸气旁通阀、液旁通

阀不得电) →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开到“制热初始开度”（在压缩机启动3min后按照“制热电子膨胀

阀控制逻辑”调节）、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关到0步→5s后室外变频风机制热初始转速运转（在压

缩机启动3min后按照“变频风机制热模式控制逻辑”调节） →水泵运转30s 后若空调和热水水流开关

均正常则允许启动变频压缩机。 

1.5.5  制热制热水关机过程：  

空调线控器选择制热模式关机及热水线控器关机→空调线控器不再显示当前回水温度 → 6s 后压缩

机强制关闭 → 25s 后空调侧、热水侧水泵同时关闭 → 15s后室外风机停止运转→15s后四通阀、空调电

磁阀、热水电磁阀、制热电磁阀断电→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开到480步、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开到

480步、热水电子膨胀阀EEVW保持480步（其它阀件保持当前状态） 

1.5.6  制热制热水运行时变频压缩机的频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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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压传感器压力来控制压缩机频率: (表压) 
 

压力传感器低压 HPS，MPa 
8.6kW 机型 12/14kW 机型 16kW 机型 

1.795(30℃)≥HPS 或频率增上限 75 75 83Hz 

保持目标值 Tard 按照 PD 调节 按照 PD 调节 按照 PD 调节 

 HPS≥3.748(60℃) 或频率降下限 40Hz 40Hz 40Hz 
 

1.6 单独单独单独单独制热或制热制热水制热或制热制热水制热或制热制热水制热或制热制热水除霜除霜除霜除霜 

1.6.1 单独制热或制热制热水过程同时满足下述条件，除霜开始: 

1）Toc＜“除霜进入温度”（默认-4℃）达到“除霜进入持续时间” （默认3min）； 

2）Toe≥2℃时，若Toe>Toc+5℃达到“除霜进入持续时间”；或者Toe＜2℃时，若Toe>Toc+4℃

达到“除霜进入持续时间”； 

3）达到除霜开始计时温度（默认3℃）后连续累计制热运行时间满足“除霜时间间隔”（默认45min）； 

4） Tr>36℃,或36>=Tr>27℃且“除霜时间间隔”>100min。 
 
1.6.2 单独制热或制热制热水模式退出除霜的条件 

1） 优先条件：当排气压力Pd>=3.6MPa 

2）没达到优先条件的必备条件： 

除霜过程持续时间≥“最小除霜时间” 

3) 任意条件： 

a．除霜过程持续时间≥“最大除霜时间” 

b．Toc≥“除霜退出温度” 

c．除霜时板换防冻温度保护条件：To<“除霜板换防冻温度”（默认值为5℃） 
 

1.6.3 单独制热、制热制热水模式进入与退出除霜模式的动作 

1.6.3.1单独制热、制热制热水进入除霜过程中的动作 

1） 进入除霜 → 空调侧水泵保持运转→ 变频压缩机降频至0Hz →15s后四通阀断电、室外风机断

电→3s后源侧电子膨胀阀EEVH开到480步、使用侧电子膨胀阀EEVC开到480步→3s后热水电磁阀、制

热电磁阀断电&热水泵断电(制热制热水模式) →30s后变频压缩机直接升频至除霜频率65Hz。 

2）四通阀断电5s后开始除霜记时并屏蔽低压开关的检测。 

3）其他动作： 

� 空调线控器和热水线控器面板立即显示除霜； 

� 屏蔽空调线控器和热水线控器上除关机之外的所有操作； 

� 若空调线控器和热水线控器同时关机，立即关机； 

� 若制热制热水模式空调线控器和热水线控器有其中一个关机，应等除霜结束后进入单独

制热或单独制热水模式。 

1.7 单独单独单独单独制热水除霜制热水除霜制热水除霜制热水除霜 

1.7.1 单独制热水过程同时满足下述条件，进入除霜临界模式： 

1）环境温度Toe<=5℃； 

2）Toc＜“除霜开始计时温度”+0.5℃达到“除霜时间间隔”+45min 

3）盘管冷媒温度Toc＜“除霜进入温度” +0.6℃达到“除霜进入持续时间” 

4）空调侧水泵运行→30s 若空调水流开关正常，且Tr<36℃: 

达到除霜临界模式条件后，系统切换至双制热初始模式运行。（由于空调侧水温上升速度比较

快，所以切换到制热制热水模式） 
 

1.7.2 单独制热水模式退出除霜的条件 

1）必备条件：除霜过程持续时间≥“最小除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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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意条件： 

a．除霜过程持续时间≥“最大除霜时间” 

b．Toc≥“除霜退出温度” 

c．板换防冻温度保护条件：To<“除霜板换防冻温度”（ 默认值为5℃） 

2．．．．空调水泵运行控制空调水泵运行控制空调水泵运行控制空调水泵运行控制  

空调侧水泵在收到关机命令后，延时60s后停止运行。 

空调侧待机时，空调侧水泵始终运转。 

2.1  空调空调空调空调水泵启动条件水泵启动条件水泵启动条件水泵启动条件  

a) 机组发出制冷/制热模式开机命令后，水泵立刻运行； 

b) 进入单独制热水临界加热模式； 

c) 达到空调侧防冻保护条件To<3℃。 

2. 2  空调空调空调空调水泵停止条件水泵停止条件水泵停止条件水泵停止条件  

a) 机组出现须停水泵的故障（见故障处理）；  

b) 机组正常停机后，水泵延时60s停止，延时过程及水泵关闭后即不检测其水流开关状态； 

c) 达到防冻保护退出条件To≥8℃； 

d) 达到单独制热水临界加热模式退出条件延时60s后停止运行； 

e) 达到单独制热水除霜过程退出条件Toc≥“除霜退出温度” 后，延时60s后停止运行。 
 

3．．．．热热热热水泵运行控制水泵运行控制水泵运行控制水泵运行控制  

热水侧水泵在收到关机或加热结束至待机命令后，如果机组需要切转换/换到到单独制冷或单独

制热模式，则延时15s后停止运行。 

热水侧水泵在收到关机或加热结束至待机命令后，如果机组直接关机，不需要切转换/换到到单

独制冷或单独制热模式，则延时60s后停止运行。 

3.1  热热热热水泵启动条件水泵启动条件水泵启动条件水泵启动条件  

a) 热水线控器发出开机命令或待机过程，如果达到加热条件，水泵立刻运行；  

b) 达到热水侧防冻保护条件Tc_in<3℃； 

c) 利用电动三通阀控制的回水加热，风速按钮，10s后自动停止； 

d) 水箱水温Thot≤9℃进入水箱低温保护。  

3. 2  热热热热水泵停止条件水泵停止条件水泵停止条件水泵停止条件  

a) 热水系统出现须停水泵的故障（防冻没效果后报警）；  

b) 热水线控器关机或热水加热结束后待机； 

c) 达到防冻保护退出条件Tc_in≥8℃； 

d) 达到水箱水温低温保护结束条件Thot≥20℃。 
  

4．．．．空调电磁阀动作空调电磁阀动作空调电磁阀动作空调电磁阀动作 

空调电磁阀在接收到空调侧制冷、制热待机或关机命令后延时2min断电；部分热回收转全热回

收15s后断电。 

4.1  空调空调空调空调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电磁阀的通电条件  

a．空调线控器开机；  

b．冬季空调侧水温To <3℃，机组进入防冻保护运行； 

c．进入除霜临界模式、除霜模式。  

4. 2  空调空调空调空调电磁阀断电条件电磁阀断电条件电磁阀断电条件电磁阀断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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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关机及防冻结束停机；  

b．To≥8℃退出防冻保护； 

c．单独制热水时退出除霜运行。 
 

5．．．．热水电磁阀动作热水电磁阀动作热水电磁阀动作热水电磁阀动作 

接收到热水待机或关机命令后延时2min断电。 

5.1  热水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热水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热水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热水电磁阀的通电条件  

a．热水线控器开机；  

b．冬季热水侧水温极低Tc_in<3℃，机组进入防冻保护运行。  

5. 2  热水电磁阀断电热水电磁阀断电热水电磁阀断电热水电磁阀断电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a．关机及防冻结束停机；  

b．Tc_in≥8℃退出防冻保护； 

c．单独制热水或制热制热水时达到除霜条件进入除霜运行。 
 

6．．．． 电子膨胀阀控制电子膨胀阀控制电子膨胀阀控制电子膨胀阀控制 

6.1 电子膨胀阀电子膨胀阀电子膨胀阀电子膨胀阀上电上电上电上电复位复位复位复位 

上电初始化：机组上电后电子膨胀阀EEVC、EEVH强制-520 步，再开到480步。 

电子膨胀阀在收到关机或待机命令后开到60步。 

6.2 电子膨胀阀电子膨胀阀电子膨胀阀电子膨胀阀 EEVC、、、、EEVH 初始开度初始开度初始开度初始开度 

所有阀的初始开度 = 250  

注：                                                                                                                   

电子膨胀阀初始开度的计算值范围为：60~480。 

6.3 电子膨胀阀自动控制电子膨胀阀自动控制电子膨胀阀自动控制电子膨胀阀自动控制 

电子膨胀阀均应在压缩机启动之前开到初始开度，并在压缩机启动后的2min 之内保持不变，2min 之后

再执行自动调节程序。压缩机频率改变后EEV 保持2min 后才自动调节。 

6.3.1 电子膨胀阀 EEVC、EEVH 过热度△T1 调节 

△T1(℃) 开度控制 

13 ＜△T1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增加 64 步 

7 ≤ △T1≤ 13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增加 32 步 

5 ＜△T1 ＜7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增加 16 步 

3.5 ≤ △T1≤ 5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增加 8 步 

3 ＜△T1 ＜ 3.5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增加 4 步 

2 ≤ △T1 ≤ 3 开度保持（目标 2.5） 

0.5 ＜△T1 ＜ 2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减小 8 步 

-1≤ △T1 ≤ 0.5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减小 16 步 

△T1＜-1 每 20 秒电子膨胀阀开度减小 32 步 

注： 

1) 过热度计算及修正： 

△T1 =压缩机吸气温度Ts – 吸气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 

 (△T1为过热度) 

2) △T 的计算和调节周期取20s； 

3) 电子膨胀阀最大开度480步，最小开度60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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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模式切换过程EEVC、EEVH过渡过程开度 
模式切换过程EEVC或EECH开度保持250步1min后再自动调节。 

 

7．．．．室外风机控制室外风机控制室外风机控制室外风机控制 

机组使用直流变频双风机，电机驱动内置。制冷时按照高压压力对电机进行转速调节；制热、制

热水时按照吸气压力对电机进行转速调节。全热回收时，风机不运转。 
风机转速范围为300~1200，每档变化100rpm。 

7.1 风机的初始速度风机的初始速度风机的初始速度风机的初始速度 

风机应该在压缩机启动前启动，压缩机关闭后关闭。 

风机启动的初始速度根据当前的运行模式和环境温度，对应如下表： 

运行运行运行运行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风机的初始速度风机的初始速度风机的初始速度风机的初始速度 环境温度环境温度环境温度环境温度 

制冷 

压缩机启动前变频风机制冷初始转速 600rpm 运转 Toe>15℃ 

压缩机启动前变频风机制冷初始转速 400rpm 运转 15℃≥Toe≥5℃ 

压缩机启动前变频风机制冷初始转速最低档位运转 Toe<5℃ 

制热、制热水、制

热制热水 

压缩机启动前变频风机制热初始转速 600rpm 运转 Toe≥15℃ 

压缩机启动前变频风机制热初始转速各机型最大转速运转 Toe<15℃ 

部分热回收 压缩机启动前变频风机部分热回收初始转速 0rpm 运转 NA 

全热回收 NA NA 

7.2 风机的风机的风机的风机的转速控制转速控制转速控制转速控制 

风机在压缩机启动3min 之后，即按下表，对应当前的运行模式和吸排气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来进行转速控制。参

见下述控制逻辑： 

7.2.1变频风机制冷模式控制逻辑 

高压压力输入，MPa 16kW 风机电机转速 14kW 12& 8.6kW 

转速降下限 300 RPM 300 RPM 300 RPM 

1.795 (30℃)>HPS 每 20 秒电机转速降低一档 

 2.334 (40℃)≥HPS≥1.795(30℃) 转速保持 

HPS>2.334 (40℃) 每 20 秒电机转速增加一档 

转速升上限 900 RPM 850RPM 800 RPM 

 
7.2.2变频风机部分热回收模式控制逻辑 

高压压力输入，MPa 风机电机转速控制逻辑 

转速降下限 300 RPM 

 2.334 (40℃)>HPS 每 20 秒电机转速降低一档 

 (55℃)≥HPS≥2.334 (40℃) 转速保持 

HPS>3.35 (55℃) 每 20 秒电机转速增加一档 

转速升上限 600 RPM 

 
7.2.3变频风机制热模式控制逻辑 

低压压力输入，MPa 16kW 风机电机转速 14kW 12& 8.6kW 

转速降下限 300RPM 300RPM 300RPM 

LPS> (15℃) 每 20 秒电机转速降低一档 

(15℃) ≥LPS≥0.898(10℃) 目标值 12.5度 转速保持 

LPS<0.898(7℃) 每 10 秒电机转速增加一档 

转速升上限 1000RPM 850RPM 800RPM 

单独制热水模式，当排气压力高于3.7MPa后，目标值修正为6.5度，风机最低转速为300rpm，直到压缩机停机后退出修

正。 

7.2.4变频风机全热回收模式保护转速控制逻辑 

当压缩机驱动模块温度Tq≥70℃时，上风机保持600rpm转速运转，运转后直至压缩机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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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证驱动散热良好。 
 

8．．．．供水水管回水加热供水水管回水加热供水水管回水加热供水水管回水加热(手动控制手动控制手动控制手动控制) 

1）按下回水加热“WARM UP”按钮后，当水泵处于断电状态时，则回水加热电磁阀与热水泵同

时上电，运转30s 后停止； 

2）按下回水加热“WARM UP”按钮后，当水泵处于运行状态时，则回水加热电磁阀上电运转30s 

后断电。 
 

9．．．．热水电加热的控制热水电加热的控制热水电加热的控制热水电加热的控制 

9.1 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自动自动自动自动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此时不需要按下电加热按钮，电加热会自动投入工作。 

选择“快热”模式时，电加热与热泵同时工作，并满足9.1.1a/b/c/d/e和9.1.2a/b/c的要求。 

选择“节能”模式时，电加热按照下面条件自动控制。 

9.1.1 热水电加热满足下面全部条件才启动 

a．热水线控器开机； 

b．供水侧水流开关断开； 

c．水箱热水温度Thot＜65℃； 

d．水箱热水温度Thot＜Ths–4℃； 

e．热水电加热停止时间>240s； 

f．Ths ≥ 最高热泵热水允许值（室外环境温度Toe＜“压缩机运行范围下限”时不受此限制）。 

9.1.2 热水电加热停止条件(任一) 

a．热水线控器关机； 

b．供水侧水流开关闭合； 

c．水箱热水温度Thot≥Ths； 

d．水箱热水温度Thot＜最高热泵热水允许值－4℃（室外环境温度Toe＜“压缩机运行范围下限” 

时不受此限制）。 
 

9.2 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此拨码时需要按下电加热“ ”按钮后电加热才会投入工作。 

其它控制条件同“9.1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热水电加热的自动自动自动自动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10．．．．空调管路电加热空调管路电加热空调管路电加热空调管路电加热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10.1 单冷+电加热模式 

制热模式下，当To≤Ts-1℃时，启动电加热；当To≥Ts +2℃时，停止电加热运行。此模式下风扇

不开。 

10.2 热泵+电加热模式 

单压缩机系统制热时，当To≤Ts -4℃时，启动电加热；当To≥Ts -2℃时停止电加热运行。 

11．．．．曲轴箱加热带控制曲轴箱加热带控制曲轴箱加热带控制曲轴箱加热带控制 

11.1 曲轴箱加热带在满足下面的所有条件后开启 

a．室外环境温度Toe＜10℃； 

b．压缩机处于停止状态或压缩机运行时间未超过5min。 

11.2 曲轴箱加热器在满足下面的条件后关闭 

室外环境温度Toe≥15℃，或压缩机运行时间超过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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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吸吸吸吸气旁通电磁阀气旁通电磁阀气旁通电磁阀气旁通电磁阀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吸气旁通电磁阀通断电条件： 

a．单独制热水、全热回收模式开机时通电，压缩机启动2min后断电； 

13．．．．散热风扇散热风扇散热风扇散热风扇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13.1 散热风扇运行开启条件 

压缩机驱动模块温度Tq≥50℃； 

13.2 散热风扇运行停止条件 

a．压缩机驱动模块温度Tq＜30℃； 

b．散热风扇运行时间≥5min。 
 

14．．．．制热电磁阀动作制热电磁阀动作制热电磁阀动作制热电磁阀动作 

14.1  制热制热制热制热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电磁阀的通电条件电磁阀的通电条件  

a．空调线控器开机，且有空调制热需求；  

b．冬季空调侧水温To<3℃，机组进入防冻保护运行； 

c．进入除霜临界模式。  

14. 2  制热制热制热制热电磁阀断电条件电磁阀断电条件电磁阀断电条件电磁阀断电条件  

a．系统制热运行或防冻结束停机及关机；  

c．退出除霜临界模式。 
 

15.  室内机室内机室内机室内机制热制热制热制热防冷风控制防冷风控制防冷风控制防冷风控制 

1) 通讯型FCU防冷风 

制热时，室内机盘管温度Tic<=30℃防冷风。室内机盘管温度传感器Tic现场安装于室内盘管的进

水管上，信号采集端安装于室内线控器上，需要考虑与强电分开走线到风盘，避免温度采集干扰。 

当该温度传感器故障，或没有安装该传感器，自动屏蔽该温度传感器。这种控制风险性较小。 

16.  除霜室内机电动阀开启控制除霜室内机电动阀开启控制除霜室内机电动阀开启控制除霜室内机电动阀开启控制 

a) 除霜前/或临界加热时需要判断有几个内机处于开机状态：如果只有 1 台内机开，且不是 1 号机，则

再开 1 号机电动阀（风机不动作）；如果开机的那台是 1 号内机，则再开 2 号机电动阀（风机不动作）； 
b) 除霜结束后，原来不工作的内机电动阀恢复断电状态； 
c) 如果除霜过程中，原来不工作的内机接收到开机信号，执行正常的开机信号，除霜结束后该电动阀

不断电； 
d) 除霜过程防冷风有效。 
 

17.  一键关机功能一键关机功能一键关机功能一键关机功能 

按下空调线控器TM77或通讯型FCU温控器TM81“ON”开关5s，即可以关闭所有室内机，所有

室内执行“OFF”命令，室外机也执行“OFF”命令。 

七七七七、、、、    保护功能保护功能保护功能保护功能 

1．．．．套管进水套管进水套管进水套管进水温度温度温度温度过高过高过高过高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为了防止水箱温度探头没有正确安装、脱离测温孔，设计了套管进水温度过高保护功能。 

1.1 进入保护出现报警代码的条件（“与”的关系） 

a．热水开机运行过程（热水泵此时在运行）； 

b．套管进水温度Tc_i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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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动退出报警保护的条件（“与”的关系） 

a．套管进水温度Tc_in≤ 55℃； 

b．出现报警时间≤ 3min。 

1.3 进入与退出报警保护的动作 

a．出现保护后，热水线控器显示 “E24”故障报警代码； 

b．出现报警后，系统退出制热水模式，要么关机，要么进入制冷或制热模式； 

c．出现报警后，热水泵延时运转3min后停止； 

d．出现报警时间＞3min后，即使Tc_in≤ 55℃，仍需要在热水线控器上显示故障代码，只能通过

手动按“恢复”按钮后才能消除报警。 
 

2．．．．水箱水水箱水水箱水水箱水温温温温过高过高过高过高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为了防止水箱电加热控制问题和故障，设计了水箱水温过高保护功能。 

若水箱热水温度Thot/Thotb＞73℃，并保持5s，认为水箱水温过高，报警停机、热水电加热断电，

故障代码“E23”。不自动恢复，需要手动恢复。 
 

3．．．．环境温度超限保护环境温度超限保护环境温度超限保护环境温度超限保护 

模式选定开机时，如果环境温度超过该模式所允许的运行温度范围，将禁止机组运行或关机。温

度上限提高，目的防止太阳照晒引起偏差。 

模式 允许运行的环境温度 Toe 范围 

制冷或制冷热回收制热 15~60℃ 

制热 -15~35℃ 

单独制热水 -15~60℃ 

注： 

1）环境温度超限应在开机后室外风机运转之后才判断； 

2）上表所述的环境温度范围为程序设定，并非机组可长期可靠运行的温度范围； 

3） 环境温度应每隔1小时进行更新。（建议每小时均匀取10个样，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后取平均） 

4）室外环境温度Toe＜“压缩机运行范围下限”时，强制关闭压缩机或不能启动压缩机。当室外

环境温度Toe＞“压缩机运行范围下限”+1℃时才允许压缩机运行。 

室外环境温度Toe＞“压缩机运行范围上限”时，强制关闭压缩机或不能启动压缩机。当室外环

境温度Toe＜“压缩机运行范围上限”-1℃时才允许压缩机运行。 
 

4．．．．水流开关保护水流开关保护水流开关保护水流开关保护 

水流开关保护包括空调水流开关和热水水流开关，分别对应保护空调水泵和热水水泵。 

水泵运转之后即检测水流开关通断情况，如果水泵运转30s后水流开关闭合，则压缩机可以启动，

否则压缩机不能启动；如果水泵运转“水流开关检测延迟时间（默认110s）”之后一直处于水流断开状

态，则报流量过低报警，空调侧报警代码“E15”，热水侧报警代码“E17”。 

如果压缩机和水泵运行过程中，水流开关断开且维持5s 以上，则按下表执行保护动作并报警。 

注： 

1) 接到关机或模式切换命令时如需关闭水泵，对应的水泵应延时90s 之后再关闭，此时不检测其

水流开关状态。 

2) 故障关机时，相关水泵仅延时2s 即关闭。 

模式 
空调水

流开关 

热水水

流开关 
故障信号与处理 

制冷/制热/除霜 F N/A 
报“空调水流开关故障”。立即执行关机命令，此时空调水泵仅延时

2s 即停止。需手动复位后才能开机。 

单独制热水 N/A F 
报“热水水流开关故障”。立即执行关机命令，此时热水水泵仅延时

2s 即停止。需手动复位后才能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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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热回收/制热

制热水 

F N 

报“空调水流开关故障”。立即执行关机命令，此时空调水泵仅延时

2s 即停止，机组自动切换成“单独制热水”模式，直至热水温度达到

后停机。 

N F 
报“热水水流开关故障”。立即执行关机命令，此时热水泵仅延时 2s 

即停止，机组自动切换成“制冷”或“制热”模式运行直至关机。 

F F 
报“空调、热水水流开关故障”。立即执行关机命令，此时空调泵和

热水水泵均仅延时 2s 即停止。需手动复位后才能开机。 

注：F=故障，N=正常，N/A=不检测 

说明：水流开关保护也可以简化成不与运行模式挂钩，相应水泵运转后水流开关检测延迟时间之后如其

水流开关断开且维持5s 以上，则立即停水泵并报警，压缩机不启动。但按表进行判断较为理想。 

5．．．．低压开关保护低压开关保护低压开关保护低压开关保护 

除压缩机刚启动或模式切换3min 之内以及除霜过程中不检测低压开关状态之外，其余状态如检测

到低压开关断开并持续3秒，则执行如下保护动作： 

a．立即停压缩机； 

b． 电子膨胀阀开到关机时的开度60步； 

c．风机按照控制逻辑控制； 

d．水泵持续运转，如果在2min之内，该低压开关闭合，该故障可自动恢复，机组可以重启，电

子膨胀阀应在压缩机启动之前开到初始步数，维持3min 之后再自动调节。如果在2min后低压开关仍为

断开，则执行关机动作，禁止自动重启，并报故障信号，需手动清除才能重新开机。 

e． 如果在1小时内连续出现3次低压断开，故障将不再自动恢复，应立即执行关机命令，并发出

故障信息。经手动清除故障之后，方能重新开机。 
 

6．．．．高压开关保护高压开关保护高压开关保护高压开关保护 

除霜过程中高压开关断开不作为故障处理，而作为正常除霜退出条件之外，其余状态如检测到高

压开关断开并持续3秒，则立即执行关机命令，并发出故障信息，故障经手动清除之后，方能重新开机。 

注：除霜过程中，如发生高压断开，则需关闭高压开关保护30s之后再恢复检测。 
 

7．．．．压缩机运行保护压缩机运行保护压缩机运行保护压缩机运行保护 

压缩机从运行至关闭的最小时间是“压缩机最小运行时间”，默认为30s； 

压缩机从关闭至运行的最小时间是“压缩机最小停止时间”，默认为3min。 

11．．．． 防冻保护防冻保护防冻保护防冻保护 

1））））制冷防冻 

制冷过程中，如空调出水温度To<“制冷防冻进入温度”-1℃并维持5s，或“制冷防冻进入温度”-1℃

≤To≤“制冷防冻进入温度” 维持30s，则立即关闭压缩机，风机延时10s 后停止，空调水泵维持运转直

至空调出水温度To≥“制冷防冻退出温度”且空调水泵持续运行时间大于“制冷板换防冻锁机时间”之后关

闭，空调线控器应显示“E3”故障代码。 

故障处理如下： 

a) 报警消除：只有当空调出水温度≥“制冷防冻退出温度”，报警方可消除。 

b) 故障复位：只有当空调出水温度≥“制冷防冻退出温度”且空调水泵持续运行时间大于“制冷板换防冻锁

机时间”之后，按故障复位键后方可重启机组。 

2））））制冷热回收防冻 

制冷热回收过程中，如空调出水温度To<“制冷防冻进入温度”-1℃并维持5s，或“制冷防冻进入温度”-1℃

≤To≤“制冷防冻进入温度” 维持30s，则立即关闭压缩机，风机延时10s 后停止，热水水泵持续运转，

空调水泵维持运转直至空调出水温度To≥“制冷防冻退出温度”且空调水泵持续运行时间大于“制冷板换防

冻锁机时间”之后关闭，空调线控器应显示“E3”故障代码。 

压缩机停机满足 “最小停止时间”之后，机组自动切换成“单独制热水”模式直至热水温度到达设定值之后

再关机，此后机组不再重启直至故障手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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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方式同“制冷防冻时的故障处理”。 

3））））冬季防冻 

a) 板换冬季防冻 

当环境温度低于5℃且机组处于非制热工况时，如空调回水温度低于“制冷防冻进入温度”并持续30s 则启

动空调水泵，空调线控器上显示防冻标志“？”。如空调水泵启动后，空调回水温度大于4℃则关闭空调水

泵，并清除防冻标志；如空调水泵启动后，空调回水温度仍低于“制冷防冻进入温度-1 ”℃ 并持续30s，则

根据如下条件判断执行： 

I）如当前为关机状态，则自动启动制热运行直至空调回水温度大于“制冷防冻退出温度”后关机，并清除

防冻标志？。 

II）如当前为单独制热水状态（包括防冻制热过程中接到单独制热水命令），则立即切换成制热制热水

运行直至空调回水温度大于“制冷防冻退出温度”后再恢复单独制热水运行，并清除防冻标志？。 

III）如同时满足“制冷防冻进入温度”+“套管冬季防冻”条件，则应切换成制热制热水运行直至空调回水温

度大于“制冷防冻退出温度” 及套管进水温度大于“水箱防冻退出温度”条件后关机，并清除防冻标志AP。 

IV）如板换冬季防冻过程中接到制热开机命令，则清除防冻标志？ 并维持制热运行。 

b) 套管冬季防冻 

当环境温度低于5℃且机组处于非单独制热水工况时，如套管回水温度低于“制冷防冻进入温度”并持续

30s 则启动热水泵，热水线控器上风扇图标应显示并闪烁。热水泵启动后，如套管回水温度大于“水箱防

冻退出温度”则关闭热水泵，并清除防冻标志； 

如套管回水温度仍低于“制冷防冻进入温度-1 ”℃ 且持续30s，则按如下条件判断执行： 

I）如当前为关机状态，则自动启动单独制热水运行直至套管回水温度大于“水箱防冻退出温度”后关机，

并清除防冻标志。 

II）如当前为制热状态（包括防冻单独制热水过程中接到制热命令），则立即切换成制热制热水运行直

至套管回水温度大于“水箱防冻退出温度”后再恢复制热运行，并清除防冻标志。 

III）如防冻单独制热水过程中接到单独制热水或制热制热水开机命令，则清除防冻标志并维持单独制热

水或制热制热水运行。 

c) 热水箱冬季防冻 

当环境温度低于0℃且机组处于非单独制热水工况时，如水箱温度小于9℃，则根据如下条件判断执行： 

I）如当前为关机状态，则自动启动单独制热水运行直至水箱温度大于15℃后关机，并清除防冻标志。 

II）如当前为制热状态（包括防冻单独制热水过程中接到制热命令），则立即切换成制热制热水运行直

至水箱温度大于15℃后再恢复制热运行，并清除防冻标志。 

III）如防冻单独制热水过程中接到单独制热水或制热制热水开机命令，则清除防冻标志并维持单独制热

水或制热制热水运行。 

注：如果冬季防冻的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则优先级为“板换防冻”＞ “热水箱冬季防冻” ＞“套管冬季防冻”。 

d））））板换除霜时防冻 

环境温度低于7℃且满足“除霜进入条件”时，如此时空调出水温度低于20℃并持续30s，则在执行除霜动

作之前必须继续制热模式（空调线控器上显示防冻标志“？”）， 

待空调出水温度大于25℃后方能执行除霜动作。 

冬季防冻时水泵互动控制冬季防冻时水泵互动控制冬季防冻时水泵互动控制冬季防冻时水泵互动控制： 

1、当空调侧发出防冻需求而热水侧没有防冻需求时，热水泵也启动运转15s，以防止热水模块安装在室

内或热水模块内部温度高或套管进水温度传感器温度漂移或异常而造成热水管路冻坏； 

2、当热水侧发出防冻需求而空调侧没有防冻需求时，空调水泵也启动运转15s，可以防止空调侧出水温

度传感器温度漂移或异常而冻坏空调水侧。 
 

12．．．．变频系统降频保护功能变频系统降频保护功能变频系统降频保护功能变频系统降频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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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微动开关微动开关微动开关微动开关 

当微动开关闭合时，强制断开水箱电加热。 

八八八八、、、、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1．．．． 用户参数设置表用户参数设置表用户参数设置表用户参数设置表 

线控器代码线控器代码线控器代码线控器代码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调节精度调节精度调节精度调节精度 出厂设置出厂设置出厂设置出厂设置 

制冷设定温度，℃ 25 2 1 7 
制热设定温度，℃ 55 30 1 45 

空调线控器密码输入范围 90 10 1 50 

2．．．． 运行参数设置表运行参数设置表运行参数设置表运行参数设置表 

线控器代码线控器代码线控器代码线控器代码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调节精度调节精度调节精度调节精度 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 线控器设置线控器设置线控器设置线控器设置 

除霜时间间隔，min 90 30 1 45 可调 

最小除霜时间，min 18 2 1 2 可调 
最大除霜时间，min 15 8 1 10 可调 

除霜开始计时温度，℃ 5 1 1 3 可调 
除霜进入温度，℃ 9 -9 1 -4 可调 

除霜退出温度 30 10 1 12 可调 
除霜进入持续时间，min 4 1 1 3 不可调 
冬季防冻进入温度，℃ 5 1 1 3 可调 

制冷防冻进入温度(板换)，℃ 5 -20 1 3 可调 
制冷防冻退出温度(板换)，℃ 10 -5 1 8 可调 
制冷板换防冻锁机时间，min 60 3 1 10 可调 

除霜板换防冻温度，℃ 10 2 1 5 不可调 
压缩机最小运行时间，min 4 1 1 1 可调 
压缩机最小停止时间，min 4 2 1 3 可调 
水流开关检测延迟时间，s 24(240) 6(60) 10 11(110) 可调 
低压开关延迟检测时间，s 24(240) 1(10) 10 4(40) 可调 

空调辅电自动投入环境温度，℃ 10 -20 1 4 不可调 

除霜时 EEV2 开度，步 45(450) 10(100) 10 25(250) 不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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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温度修正，℃ 9 -9 1 0 可调 

 

九、 故障代码与处理故障代码与处理故障代码与处理故障代码与处理 

故障代码 故障描述 可能故障原因 

E01 压缩机吸气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1.探头故障 

2.连接线断开 

3.主板端口故障 

E02 室外盘管冷媒制热出口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03 使用侧冷媒出口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04 室外环境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05 室外盘管冷媒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06 使用侧回水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07 使用侧出水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08 压缩机排气温度感温头短路或压缩机运行 15 分钟后开路 同上 

E09 水箱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10 套管进水温度感温头短路或缺失 同上 

E11 ---   

E12 ---   

E13 低压开关断开 

1.压力开关故障 

2.系统中冷媒缺失 

3.过滤器膨胀前期等堵塞 

E14 高压开关断开 

1.压力开关故障 

2.系统中冷媒太多 

3.风机是否正常运行，机组水流量是否正

常 

4.过滤器膨胀前期等堵塞 

E15 空调侧水流量开关断开 

1.空调水泵是否正常，水系统是否有堵 

2.水流量开关是否正常，安装是否正确 

3.水泵扬程是否满足实际要求 

4.水泵是否反转 

E16 空调侧水泵过载断开 
1.水泵本身是否正常：是否有摩擦等 

2.流量是否超过使用范围 

E17 热水侧水流量开关断开 

1.水泵本身是否正常 

2.水探路是否有堵塞 

3.热水水箱中是否有充足的水 

E18 低压压力过低 

1.压力传感器是否故障 

2.传感器接线是否断开 

3.主板传感器接口是否正常 

E19 高压压力过高 

1.压力传感器是否故障 

2.传感器接线是否断开 

3.主板传感器接口是否正常 

E20 排气温度过高 

1.探头故障 

2.连接线断开 

3.主板端口故障 

4.缺少制冷剂 

5.制冷系统中有空气 

6.散热器散热是否良好，风机是否正常运

行 

7.EEV 动作不对，关死 

E21 排气过热度过低 

1.EEV 开度是否过大 

2.排气温度探头和排气压力传感器是否正

常 

3.室外风机运转是否正常 

E22 出水温度故障 1.出水温度过低，防冻保护 

E23 水箱温度过高 
1.电加热是否正常 

2.水温已到，不需要再开机 

E24 套管进水温度过高 
1.水箱温度探头是否损坏 

2.热水水泵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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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5 使用侧冷媒出口温度过低 防冻保护，非机组问题 

E26 ----   

E27 ----   

E28 ----   

E29 主板与联网 FCU 通信故 
1. 检查 RS485 连接线；2. 检查主板和 FCU 

是否工作正常； 

E30 驱动板 IPM 模块保护 驱动问题 

E31 压缩机驱动失常 驱动问题 

E32 单相驱动器电源电流过流，三相驱动器无此报警 驱动问题 

E33 压缩机相电流过流 
1.压缩机磨损 

2.驱动问题 

E34 驱动器功率过高 
1.驱动问题 

2.机组超工况应用 

E35 单相驱动器电源电压过低，三相驱动器无此报警 驱动问题 

E36 直流母线电压过压或欠压 
1.驱动问题 

2.供电电压太低 

E37 散热器温度过高 
1.驱动散热风扇损坏 

2.驱动问题 

E38 压缩机型号与驱动器参数不匹配 压缩机型号或驱动型号错装 

E39 驱动器 IPM 相电流故障 驱动器 IPM 相电流故障 

E40 驱动器内部通信故障 驱动器内部通信故障 

E41 散热器感温头故障 散热器感温头故障 

E42 单相驱动器电源电流采样故障，三相驱动器无此报警 驱动问题 

E43 三相驱动器电源缺相，单相驱动器无此报警 检查供电电路是否正确，是否缺相 

E44 三相驱动器 IPM 内部温度过高保护，单相驱动器无此报警 IPM 内部温度过高保护 

E45 主板与驱动器通信故障 

1.通讯线是否插好 

2.通讯线是否断开 

3.主板或者驱动器故障 

注: 

1) 发生故障后，空调线控器、热水线控器均应显示相应的故障代码，并进行故障处理。 

2) 主板的故障输出端断开为故障报警；故障输出端闭合为正常。 

3) 故障消除后，客户仍需手动按“复位”键后方能重启机组，如有多重故障每次复位只恢复一个故障。 
 

十十十十、、、、    控制器操作说明控制器操作说明控制器操作说明控制器操作说明 

空调线控器 TM77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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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面板及显示说明 
操控面板 

1－ 开关按钮 
2－ 模式按钮，模式选择包括：制冷和制热，必须在关机状态设置才有效。 
3－ 故障复位按钮，当故障报警出现后，按此按钮进行手动复位。 
4－ 参数设定按钮，按此按钮实现参数设定（需密码）。 
5－ 时间浏览/设定/定时时间设定按钮，定时开关机时间设定范围：00:00-23:59。 
6－ 定时功能选择按钮。 
7、8－ 设定按钮，通过这两个按钮来查看或者更改参数设定值。 

显示面板 
9－ 除霜显示。 
10－ 水泵启动显示。 
11－ 防冻功能启动显示。 
12－ 第二压缩机启动显示。（本产品无改图标） 
13－ 电加热器启动显示。 
14－ 机组处于制热模式显示。 
15－ 第一压缩机启动显示。 
16－ 机组处于制冷模式显示。 
17－ 温度或参数显示窗口。 

 

按键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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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 

 

模式设定 参数浏览 故障复位 参数设置 时间浏览 时间设定/ 

定时设定 

 

      

 

防冻 水泵 除霜 压缩机 制热 制冷 电加热 

 

1.11.11.11.1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先选择需要的模式，然后按压 ’键，即刻运行此模式；再次按压此键便关机。在开机状态,开机显

示出水温度，压缩机，加热器，水泵状态。严禁频繁开严禁频繁开严禁频繁开严禁频繁开////关机操作关机操作关机操作关机操作。。。。 

1.2 模式选择模式选择模式选择模式选择 

模式选择包括：制冷和制热，在开/关机状态下设置都有效。 

1.3 线控器参数浏览线控器参数浏览线控器参数浏览线控器参数浏览 

可浏览的参数包括：最近发生的故障、主板地址、压缩机匹数、低压值传感器和低压对应的饱和温度，

按压  键后再按压 、 键可浏览其 27 个参数值。 

1.4 故障复位操作故障复位操作故障复位操作故障复位操作 

当有故障时，声音报警两秒并且背光一直闪烁，按压 键，故障排除,报警取消，重新恢复工作状态，

如故障仍然存在，声音报警两秒，背光仍然一直闪烁。 

1.5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具体操作见用户设置具体操作见用户设置具体操作见用户设置具体操作见用户设置）））） 

参数设置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通过 和 、 键完成。‘ 、 ’键相当于‘减、

増’。 

1.6 常态显示常态显示常态显示常态显示 

在开机状态，显示当前出水温度显示当前出水温度显示当前出水温度显示当前出水温度，以及压缩机、加热器，水泵的工作情况；在定时状态，定时开

亮，定时关 亮；无任何按键操作时，15 秒后返回常态显示,同时背光关闭。通信失败背光闪烁通信失败背光闪烁通信失败背光闪烁通信失败背光闪烁，，，，并并并并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EEEEEEEE。。。。 

1.7 用户设置用户设置用户设置用户设置 

密码输入密码输入密码输入密码输入 

按下 键 5 秒，显示“50“闪烁后，再通过 、 键调节密码为`66`时按下  键即可，错误立即

退出。 

制冷出水温度设置制冷出水温度设置制冷出水温度设置制冷出水温度设置 

制冷出水温度设置范围：2℃-25℃。 

操作：密码确认后，再通过 、 键调到参数代码 01，按下 键后 开始闪烁，再

通过 、 键调至需要的参数，再次按下 键即完成此项参数的设置。 

制热出水温度设置制热出水温度设置制热出水温度设置制热出水温度设置 

设置范围：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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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密码确认后，再通过 、 键调到参数代码 02，按下 键后 开始闪烁，再通

过 、 键调至需要的参数，再次按下 键即完成此项参数的设置。 

除霜进入温度除霜进入温度除霜进入温度除霜进入温度 

冬季防冻温度设置范围： -9℃-9℃。 

操作：密码确认后，再通过 、 键调到参数代码 03，按下 键后 开始闪烁，再通

过 、 键调至需要的参数，再次按下 键即完成此项参数的设置。 

设置当前时间设置当前时间设置当前时间设置当前时间 

时间设置范围：00:00-23:59 

操作：按 键选择“ ” 标志闪烁，同时时间” ”闪烁再通过 、 键调

至需要的时间，再次按下 键即完成此项参数的设置。按下 或 键 2 秒，时间将快速减少或增

加。 

设置定时开时间设置定时开时间设置定时开时间设置定时开时间 

时间设置范围：00:00-23:59  

操作：按 键选择  标志闪烁，同时时间” ”也闪烁，再通过 、

键调至需要的时间，再次按下 键即完成此项参数的设置。按下 或 键 2 秒，时间将快速减少

或增加。 

设置定时关时间设置定时关时间设置定时关时间设置定时关时间 

时间设置范围：00:00-23:59  

操作：按 键选择 标志闪烁，同时时间” ”也闪烁，再通过 、 键

调至需要的时间，再次按下 键即完成此项参数的设置。按下 或 键 2 秒，时间将快速减少或

增加。 

定时功能选择定时功能选择定时功能选择定时功能选择 

操作：按一下 键，  标志亮，定时开打开，再按一下 键 灯闪亮，定时关打开，

定时开关闭，再按一下 键, 标志亮定时开和定时关都打开，再按一下 键,都关

闭 标志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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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线控器 TM80 
一、 控制面板及显示说明 

下图是控制面板显示的全部内容。    

开机状态：显示当前实际热水温度和设定温度、工作模式、日期和时间。    

操作状态：操作过程显示界面图标比开机状态不操作过程图标明显变亮。    

关机状态：只有开关触摸按键点亮，显示界面及其它按键不亮。    

 

 
二、 触摸按键功能与操作介绍 

 

 
 

 
1－ 开关触摸按键：屏幕待机时，第一次触摸点亮屏幕，之后触摸可开关机。    

2－ 回水触摸按键：启动回水水泵循环，使供水管路内的凉水变为热水。    

3－ 电热触摸按键：手动启动水箱电辅热进行热水加热。    

4－ 模式触摸按键：有节能、快热、假日模式供选择。    
5－ 增减触摸按键：按此键调整水箱设定温度和其他参数。    

6－ 设置触摸按键：长触摸此键可进行日期、度假模式时间和定时开机等参数的设置。    

 

1、 开机/关机       

先选择需要的模式，然后触摸开关按键“  ”，将按照所选择的模式运行；再次触摸此按键关

机。严禁频繁开/关机操作。    

日期 

回水

循环 

水箱

电热 

节能模式 快热模式 假日模式 

热水

温度 

杀菌模式 

设定

温度 

按键

锁 

时间 

定时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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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水加热模式选择 

通过触摸模式 “ ”按键可以依次来回切换节能“ ”、快热“ ”模式。    

热回收过程不区分节能与快热模式。    

制热或地暖开启时，若选择节能模式“ ”，可以同时制热与制热水；制热或地暖开启时，若选

择快热模式“ ”，代表热水优先模式，代表热水完成后才进行制热。    

3、 水箱热水温度设定 

通过触摸增“ ”、减 “ ”按键可以直接设定水箱热水目标温度。开机或关机过程都可以

设定热水温度。    

热水温度设定范围 30~55℃（启动电辅热可设定到 70℃），默认 50℃。    

4、 供水水管回水加热 

为了使洗浴时减少放冷水，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回水加热“ ”按键来把主干管路中的冷水变成

热水，并显示图标“ ”；回水加热过程热水泵自动运转 15s 后自动停止，对应的图标也消失。水管

路系统无回水设计时此功能无效。    

5、 水箱电辅热的启停 

电辅热启停分手动（默认）和自动控制。对于无电辅热配置的水箱，此功能无效。    

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通过触摸电热“ ”按键都可以启停水箱辅助电加热，开启时显示电

加热图标“ ”。    

若设定了自动控制（由调试人员设置），可无需手动控制，热泵机组会根据相关条件来自动启停电

辅热，自动启动后会显示电加热图标“ ”。    

节能模式在热泵完成加热能力后才启动电辅热，快热模式时电辅热与热泵同时加热。    

6、 杀菌功能 

杀菌功能：可以通过把水系统中水温升高，杀死系统中的军团菌。此功能需与调试人员确认后通

过参数设置才能开放！请注意高温烫伤危险！    

功能开放后，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开启杀菌功能（每 2 周自动启动电加热），热水温度加热

到 70度自动退出杀菌模式，用户在使用高温热水的过程可以来杀菌。    

使用杀菌模式的机组，水箱需配置电加热，否则此功能无效。    

7、 设置触摸按键使用说明 
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 3s，可依次切换设定：日/月/年→时钟/分钟。    

每次触摸设置“ ”按键 3s后，屏幕左上角的日期首先闪烁。触摸“ ”按键 1s自动切换

到下一项参数的设置。每个闪烁过程，可以通过增“ ”、减 “ ”进行参数设定。设置完成后触

摸“ ”按键 3s退出设置，或 10s内不触摸任何键自动退出。    

8、 日期与时间设定 

触摸设置“ ”按键 3s后，屏幕左上角的日/月/年会依次闪烁，可依次设定日/月/年。    

同样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切换至时间设置，则可以进行时钟/分钟/上午(AM)/下午(PM)设

置。    

9、 定时1/定时2功能设置 

本控制器可以设置 2个定时启动加热的时间。（按 24 小时制进行设置）    

在正常显示状态下，触摸设置“ ”按键 3s，再触摸模式“ ”按键，“ ”符号显

示，进入定时 1 设置。“时钟”先闪烁，触摸“ ”或“ ”按键调整时钟；之后通过触摸“ ”

按键切换至“分钟”闪烁，触摸“ ”或“ ”按键调整分钟。触摸“ ”键进行确认。    

触摸设置“ ”按键 3s 后，通过触摸模式“ ”按键可以切换显示定时 1“ ”和定

时 2“ ”，按上述介绍可完成定时 2设置。 

    
10、假日加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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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需要启动假日预约加热，可以设置假日加热模式。假日加热模式一次有效。    

在正常显示状态下，触摸设置“ ”按键 3s，再多次触摸模式“ ”按键，在切换定时 1

“ ”、定时 2“ ”之后，会同时显示假日模式“ ”和定时“ ”图标。  

此时“年”先闪烁，通过触摸“ ”或“ ”按键及“ ”按键切换，同日期/时间设置一

样，可以完成假日模式的开机日期和时间设定。 

    

11、锁屏按键设置 

同时触摸“ ”和“ ”按键 5s，可以直接进入锁屏设置，此时锁屏图标“ ”显示。锁屏

图标显示时，电只有“  ”和“ ”有效。再次触摸“ ”和“ ”按键退出锁屏，锁屏图标

消失。    

    

    

12、摄氏华氏温度设置 

温度单位出厂默认为摄氏度“ ”，但把温控器背后的拨码开关第 7位 SW-7 拨为 ON后单位可以改为华

氏度“︒F”。 
 

风机盘管风机盘管风机盘管风机盘管 FCU/FCU/FCU/FCU/地暖线控器地暖线控器地暖线控器地暖线控器 TM81TM81TM81TM81    
控制面板和显示说明控制面板和显示说明控制面板和显示说明控制面板和显示说明    

下图是控制面板显示的全部内容。    

开机状态：显示当前房间温度、工作模式、风机转速、日期和时间。    

操作状态：操作过程显示界面图标比开机状态不操作过程图标明显变亮。    

关机状态：只有开关触摸按键点亮，显示界面及其它按键不亮。    

    
    

基本功能基本功能基本功能基本功能                                显示状态显示状态显示状态显示状态    

室内温度设定        工作模式(制冷  制热  地暖 智能地暖

通风  除湿 ) 

手动或自动控制风机三速     风机风速(小风 、中风 、大风 、自动风 ) 

掉电记忆         室温显示 

时钟、睡眠、定时开关机     设置温度显示 

风盘制热、地暖制热      时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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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 接口 (MODBUS 协议)     锁定显示 

摄氏华氏温度显示       睡眠显示 

二通阀可选 

 

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                                        

感温元件：NTC        电源电压：AC220V+10%-15% 

控温精度：±1℃         接    线：0.5～2.5 mm
2
 

温度设置：14～30℃       负载电流：2A（阻性负载）1A（感性负载） 

显示范围：0～50 ℃       外    壳：PC+ABS 阻燃 

工作温度：0～50 ℃       外形尺寸：112×92×42 mm（宽×高×厚） 

湿    度：5～93%        安装孔距：60 mm （标准） 

按    键：电容触摸类型      安装方式：标准 86盒 

待机功率：< 0.5W        防护等级：IP30 

 

触摸按键功能与操作介绍触摸按键功能与操作介绍触摸按键功能与操作介绍触摸按键功能与操作介绍    

 
1111－－－－    开关触摸按键开关触摸按键开关触摸按键开关触摸按键：：：：屏幕待机时，第一次触摸点亮屏幕，之后触摸可开关机。    

2222－－－－    风机触摸按键风机触摸按键风机触摸按键风机触摸按键：：：：可以调节风机转速，依次为低速、中速、高速和自动。    

3333－－－－    模式触摸按键模式触摸按键模式触摸按键模式触摸按键：：：：有制冷、制热、地暖、智能地暖、通风和除湿模式供选择。    

4444－－－－    增减触摸按键增减触摸按键增减触摸按键增减触摸按键：：：：触摸此键调整房间设定温度和其他参数。    

5555－－－－    设置触摸按键设置触摸按键设置触摸按键设置触摸按键：：：：长触摸此键可进行日期和定时开关机等参数的设置。    

 

1111、、、、 开关机操作开关机操作开关机操作开关机操作    

先选择需要的模式，然后触摸开关按键“ ”，将按照所选择的模式运行；再次触摸此按键关机。

严禁频繁开/关机操作。 

2222、、、、 风盘风机转速设定风盘风机转速设定风盘风机转速设定风盘风机转速设定    

可通过触摸风速“ ”按键选择需要的风机转速，可以依次调节低速/中速/高速/自动“

”。在自动转速时，系统根据房间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值大小自动调节风机高、中、低

转速。 

3333、、、、 模式设定模式设定模式设定模式设定    

可通过触摸模式 “ ” 按键依次来回选择制冷“ ”、制热“ ”、地暖“ ”、智能

地暖“ ”、通风“ ”和除湿 “ ”模式。    

注：智能地暖——选择该模式后，先风机盘管进行快速制热，当室内温度上升到合适温度后，风机

盘管停止制热，而自动转入地暖模式。无地暖时，地暖控制模式和显示无效。    

4444、、、、 房间温度设定房间温度设定房间温度设定房间温度设定    

通过触摸增“ ”、减 “ ”按键可以直接设置房间的目标温度。在设置过程中，屏幕中间的

温度闪烁显示，调至想要的温度后闪烁 4次即设定成功。屏幕自动返回显示当前房间的实际温度。    

5555、、、、 睡眠模式设定睡眠模式设定睡眠模式设定睡眠模式设定    

触摸减“ ”按键 3s，启动睡眠模式，并显示睡眠“ ”图标。再触摸减“ ”按键 3s，退

出睡眠模式，睡眠图标消失。睡眠模式下，风机自动进入自动风运行。    

4 

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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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触摸按键使用说明设置触摸按键使用说明设置触摸按键使用说明设置触摸按键使用说明 

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 3s，可依次切换设定：日/月/年→定时开机时间→定时关机时间→实

际时间。    

每次触摸设置“ ”按键 3s后，屏幕左上角的日期首先闪烁。触摸“ ”按键 1s自动切

换到下一项参数的设置。每个闪烁过程，可以通过增“ ”、减 “ ”进行参数设定。设置完成后

触摸“ ”按键 3s 退出设置，或 10s 内不触摸任何键自动退出。    

7777、、、、 日期与时间设定日期与时间设定日期与时间设定日期与时间设定    

触摸设置“ ”按键 3s 后，屏幕左上角的日/月/年会依次闪烁，可依次设定日/月/年。    

同样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切换至时间设置，则可以进行时钟/分钟/上午(AM)/下午(PM)设

置。    

8888、、、、 定时开机设定定时开机设定定时开机设定定时开机设定    

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切换至定时开机设置，此时闹钟“ ”闪烁，通过触摸 “ ”

按键切换使闹钟“ ”和时钟同时闪烁，通过增“ ”、减 “ ”进行时钟设定；再通过触摸 

“ ” 使闹钟“ ”和分钟同时闪烁，通过增“ ”、减 “ ”进行分钟设定；分钟设置

完后上午/下午“ ”闪烁，通过增“ ”、减 “ ”进行选择。从而完成每日的定时开机设定。    

9999、、、、 定时关机设定定时关机设定定时关机设定定时关机设定    

通过触摸设置“ ”按键切换至定时关机设置，此时闹钟“ ”闪烁，通过触摸 “ ”

按键切换使闹钟“ ”和时钟同时闪烁，通过增“ ”、减 “ ”进行时钟设定；再通过触摸 

“ ” 使闹钟“ ”和分钟同时闪烁，通过增“ ”、减 “ ”进行分钟设定；分钟设置

完后上午/下午“ ”闪烁，通过增“ ”、减 “ ”进行选择。从而完成每日的定时关机设定。 

10101010、、、、 一键关机功能一键关机功能一键关机功能一键关机功能(只有连接特灵内机和外机才有此功能)    

触摸开关按键“ ”5s 后可以同时关闭室外机和所有房间的空调。    

11111111、、、、 锁屏按键设置锁屏按键设置锁屏按键设置锁屏按键设置    

同时触摸“ ”和“ ”按键 3s，可以直接进入锁屏设置，此时锁屏图标“ ”显示。锁屏

图标显示时，电只有“ ”和“ ”有效。再次触摸“ ”和“ ”按键退出锁屏，锁屏图标消

失。    

12121212、、、、 摄氏华氏温度设置摄氏华氏温度设置摄氏华氏温度设置摄氏华氏温度设置    

温度单位出厂默认为摄氏度“ ”，但把温控器背后的拨码开关第 7位 SW-7 拨为 ON后单位可以改为华

氏度“︒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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