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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安全須知 

使用本冷卻機前，請先詳讀本操作手冊。並遵守安全須知，以避免造成

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 

(1) 維持工作區域清潔、採光良好，以避免環保昏暗造成意外。 

(2) 非操作人員，應遠離工作區域。 

(3) 請依據「屋內線路裝置規則」選用適當的電線線徑及開關容量。 

(4) 請勿堆積物品在本機組上。 

(5) 選好安裝位置後，請拆卸輪子，或將輪子固定。 

(6) 請由專業人員執行保養及維護。 

 

2. 安裝設置 

本機組是為精密機械產業而設計的純水冷卻裝置，可使水溫控制精準，

提昇工具機加工精度。詳附圖(1) 

 

圖(1) 

 

2.1. 運輸安全注意事項 

(1) 冷卻機搬運時，請勿顛倒或橫放。應避免過度傾斜或碰撞。 

(2) 運輸或移動本機組時，請使用適當的機具(例如：堆高機或天車)，

請勿徒手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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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本機組前，請先拆除電源接線，並排出管路內的冷卻液。 

(4) 使用堆高機移動本機組時，應確保本機組處於平衡狀態，搬動高度

不要高於地面 20公分以上。 

(5) 使用天車移動本機組時，應注意： 

 請選用足夠支撐本機組重量的天車及纜繩。 

 請注意保持本機組的平衡。 

 本機組移動時，所有工作人員必須保持安全距離，吊掛之天車

繩索夾角必須小於 45°(θ<=45°)詳圖(2) 

 

圖(2) 

 

2.2. 安裝場所 

(1) 安裝場所須保持乾淨。 

(2) 本機組應置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3) 避免安裝在以下的場所： 

 室溫超過 40℃以上的環境。 

 進氣口及排氣口氣流不順暢。 

 腐蝕性、可燃、粉塵、油霧等惡劣的空氣環境。 

 本機組適用的工作範圍，詳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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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組安裝的空間限制，詳圖(4)。 

 

圖(3) 圖(4) 

 

2.3. 配管連接 

(1) 連接本機組與工具母機之水管連接管件，請自行準備。 

(2) 請勿使用鋼性材質之水管，應使用彈性材質之水管。 

(3) 使用之水管須可承受 142psi(10kg/cm2)壓力。 

(4) 使用之水管內不可有灰塵或異物，以免造成熱交換器及水泵阻塞，

降低冷卻能力。 

(5) 冷卻機以外的配管，請勿縮小管徑。並使用止洩帶纏繞在管牙接頭

上，以防止空氣進入水管或漏水。 

(6) 請盡量減少使用閥門，並縮短管路長度，以減少水管之壓力損失或

流量損失。 

 

2.4. 電氣配線 

(1) 任何配線動作前，請注意斷電及安全預防措施。 

(2) 連接或更換配線，請遵守電氣安全規則，由有證照專業人員執行。 

(3) 請參考電路圖配線。(在配電箱蓋後面) 

(4) 請務必做好接地工作。請勿將接地線連接至瓦斯管、避雷針或電話

線以避免電擊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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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遠端控制和警報輸出：從工具機端控制本機組，請接 4、5。從本

機組端將異常訊號輸出至工具機請接 14、15。詳圖(5)。 

 

圖(5) 

 

3. 運轉操作 

開機前請檢查下列事項： 

(1) 輸入電源之電壓及相序是否正確。 

(2) 水管連接是否妥善不漏水。 

(3) 接地是否適當。 

(4) 水路系統內之水量是否足夠。(避免水泵空轉) 

(5) 本機組安裝位置是否適當。(通風量好、室溫正常) 

(6) 連續重複開機易損壞本機組，所以當關閉本機組後，若要再次重新

起動請間隔 3分鐘。 

(7) 水路系統排空氣，動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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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電源後，水泵開始運轉。 

 當空氣排出後，將水管鎖緊，並關閉電源。 

 

3.1. 控制面板說明 

如圖(6)。 

 

圖(6) 

 

(1) 七節顯示燈(紅色)  

顯示各類溫度點，及各類故障保護碼。 

(2) 運轉(Running)指示燈(綠色) 

壓縮機啟動時指示燈恆亮，壓縮機停止時指示燈閃爍。 

(3) 異常(Alarm)指示燈(紅色) 

各類故障碼的發報指示，本機組保留有一組異常乾接點可供工具機

連線。 

(4) 濾網(Filter)指示燈(黃色） 

累積時間 500小時後指示燈閃爍，再累積時間至 1000小時後指示燈

恆亮，提醒清洗過濾網。  

(5) 按鍵功能 

 

  電源鍵 

 

  模式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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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調升、降鍵 

 

  復歸鍵 

3.2. 機組操作說明 

(1) 電源鍵： 

首次上電時，顯示液體溫度值，其餘燈號不亮表示待機狀態所有停

止。按一次開機，按一次關機。若有遠端啟動功能按壓此按鍵則無

任何動作。 

(2) 模式鍵： 

要開機時方可使用 鍵， 鍵功能做以下循環選擇，當 

 

要退出 鍵時可按 鍵來離開並回到顯示液體溫度。 

a. 顯示冷卻水溫度(不閃爍)  

b. 閃爍顯示" " 設定溫度值 

當閃爍顯示" "(方可設定溫度)，配合 鍵來設

定溫度值。 

 固定溫度型可設定溫度範圍 10.0℃~40.0℃ 

 追蹤溫度型可設定溫度範圍-9.9℃~9.9℃ 

 

c. 當閃爍顯示" "(溫度點溫度值)可配合 鍵來

顯示 、 、 、 、 各溫度點溫度值。 

 為控制溫度值。 

 為基礎溫度值。(在追蹤溫度型才會顯示) 

 為冷凝器溫度值。 

 為蒸發器溫度值。 

 為壓縮機吐出溫度值。 

d. 閃爍顯示"故障碼"(如無故障顯示 ) 

當閃爍顯示顯示 時代表沒故障，其餘查看故障碼歷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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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故障碼表)，可配合 鍵查閱歷史資料來顯示故障

碼。 

e. 閃爍顯示" " 校正控制液溫溫度值 

 

當閃爍顯示" "可配合 鍵來調整溫度校正。 

f. 閃爍顯示" " 校正基礎溫度值(在追蹤型才會顯示) 

 

當閃爍顯示" "可配合 鍵來調整溫度校正。 

(3) UP(上)/DOWN(下)鍵： 

 

配合以上 鍵使用。 

(4) 復歸鍵： 

 

鍵的使用時機 

a. 過濾網清洗後按下 鍵，濾網指示燈熄滅，重新積算濾網

清洗提醒時間。  

b. 故障排除後刪除故障碼歷史紀錄。(按 鍵進入查看歷史 

 

紀錄，再按 鍵 3秒，方可刪除記錄) 

 

c. 在任何模式下按 鍵後即離開模式操作，七節顯示燈回到

顯示液體溫度。 

 

4. 維護保養 

任何保養措施，請注意斷電及安全預防措施。請由有證照之專業人員執

行。冷卻機定期保養可維持好的冷卻效率，並延長冷卻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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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日常清潔 

維修保養時，應關閉電源。 

保養項目 保 養 內 容 

機身 

 請用中性清潔劑或高品質肥皂清潔冷卻機表面污垢。切

勿使用石類、酸類藥劑、鋼刷、熱水等，以保持烤漆完

整。 

 注意清潔過程中清潔劑及水勿濺濕電器零件。 

冷凝器  定期使用壓縮空氣或毛刷、吸塵器清除冷凝器表面灰塵。 

空氣濾網 

 拆卸空氣過濾網。詳圖(8) 

 使用吸塵器、空氣噴槍、或用清水沖刷過濾網，待曬乾

後裝回。若污垢嚴重時可用中性清潔劑清潔之。 

過濾器濾芯  冷卻器回水管路之過濾器濾芯，視情況更換。 

機內電線 
 每 6個月將配電箱蓋板取下來，用乾布擦拭機內的電

線，以避免灰塵長時間堆積，造成散熱不良。 

 

圖(7) 

 

4.2. 機組存放 

本機組長時間不使用時，請注意機身內部及冷凝器應避免灰塵及水份

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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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組應有防塵外罩保護。 

(2) 將電源線擦拭乾淨，放置妥善。 

(3) 機組應放置於平坦、乾燥通風的場所。 

(4) 機組若裝腳輪，請將固定輪鎖緊，以免滑動。 

 

5. 故障排除 

 

5.1. 洩漏處理 

當維修工作需要動明火焊接時，請先執行洩漏處理。 

(1) 冷媒洩漏處理：請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下排放冷媒，避免人員窒息。 

(2) 焊接時請在冷凝機內之水管覆蓋濕布，以防止誤觸水管引起火災。 

 

5.2. 異常排除 

(1) 本機組機突然停止運轉及異常顯示之故障排除，如下表。 

故 障 檢 知 表 

異常代碼 警 報 代 碼 內 容 可 能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壓縮機頂殼溫度 

保護 

冷媒系統洩漏 檢查冷媒系統。 

毛細管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散熱不良 改善散熱環境。 

壓縮機故障 更換壓縮機。 

電壓異常 檢查電壓。 

 
壓縮機過載 

電壓異常 檢查電壓。 

壓縮機燒毀 更換壓縮機。 

散熱風機故障 檢查風機或更換。 

環境溫度過高 改善散熱環境。 

負載太大 更換較大冷卻機。 

 
風機過載 

電壓異常 檢查電壓。 

散熱風機燒毀 更換散熱風機。 

散熱風機卡住 檢查並清除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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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檢 知 表 

異常代碼 警 報 代 碼 內 容 可 能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高壓開關跳脫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冷媒過多 檢查冷媒系統 

冷凝器及濾網阻塞 清潔冷凝器及濾網。 

散熱不良 改善散熱環境。 

散熱風機故障 更換散熱風機。 

 
低壓開關跳脫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冷媒系統洩漏 檢查冷媒系統。 

 
防凍跳脫 

循環水流量太小 

檢查循環系統是否阻

塞或調整閥是否全

開。 

負載太小 
檢查工具機是否運

轉。 

防凍結感測器異常 更換溫度感測器。 

 
冷凝器過熱跳脫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冷媒過多 檢查冷媒系統。 

冷凝器及濾網阻塞 清潔冷凝器及濾網。 

散熱不良 改善散熱環境。 

散熱風機故障 更換散熱風機。 

 
蒸發器低溫跳脫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冷媒系統洩漏 檢查冷媒系統。 

負載太小 
檢查工具機是否加

工。 

循環水流量太小 

檢查泵浦系統是否阻

塞或調整閥是否全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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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檢 知 表 

異常代碼 警 報 代 碼 內 容 可 能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壓縮機排氣溫 

過熱高溫保護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冷凝器及濾網阻塞 清潔冷凝器及濾網。 

散熱不良 改善散熱環境。 

散熱風機故障 更換散熱風機。 

冷媒系統洩漏 檢查冷媒系統。 

 

水流開關跳脫 

(開機後偵測) 

冷卻水循環不足 
補足冷卻水或檢查回

水濾芯。 

泵浦故障 更換泵浦。 

水流開關異常 更換開關。 

 
泵浦過載 

電壓不正常 檢查電壓。 

泵浦卡死或燒毀 更換泵浦。 

冷卻水系統阻塞 檢查循環系統。 

 

水位過低警告 

(開機後偵測，水溫與

警告交互閃爍) 

箱體內冷卻水不足 補足冷卻水。 

水位開關損壞 更換水位開關。 

 

水位過高警告 

(開機後偵測，水溫與

警告交互閃爍) 

冷卻水量過多 排除多餘冷卻水。 

水位開關故障 更換水位開關。 

 

冷卻水溫度 

過高停機 

(上限) 

冷卻機能力不足 更換較大冷卻機。 

感測器故障 更換感測器。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冷卻水溫度 

過低停機 

(下限) 

感測器故障 更換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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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檢 知 表 

異常代碼 警 報 代 碼 內 容 可 能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冷卻水高溫警告 

(開機後偵測) 

冷卻水溫偏高 檢查冷媒系統。 

感測器故障 更換感測器。 

 

冷卻水低溫警告 

(開機後偵測) 

冷卻水溫偏低 檢查冷媒系統。 

感測器故障 更換感測器。 

 
電源逆相保護 輸入電源逆相 更換任意兩相電源。 

 

控制溫度感測器         

斷/短路 

感測器斷/短路或

未插好 

更換感測器或重新安

裝。 

 

參考溫度感測器         

斷/短路 

 

基礎溫度感測器         

斷/短路 

 

防凍溫度感測器 

斷/短路 

 
加熱器高溫 設定溫度過高 回復出廠設定。 

 

冷凝器感測器 

斷/短路 

感測器斷/短路或

未插好。 

更換感測器或重新安

裝。  

蒸發器感測器 

斷/短路 

 

壓縮機溫度感測器 

斷/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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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檢 知 表 

異常代碼 警 報 代 碼 內 容 可 能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壓縮機過電流 

保護 

電壓異常 檢查電壓。 

散熱不良 改善散熱環境。 

負載太大 更換較大冷卻機。 

冷媒過多 檢查冷媒系統。 

冷媒系統阻塞 檢查冷媒系統。 

 
過電壓保護 電壓超過規格值 檢查電壓是否符合。 

 
欠電壓保護 電壓不足規格值 檢查電壓是否符合。 

 

EEPROM 

故障/未安裝 

EEPROM損壞或安裝

不確實 

更換EEPROM或重新安

裝。 

未安裝 EEPROM 安裝 EEPROM。 

※發生異常時操作屏幕會顯示異常代碼，依異常代碼查出原因，並排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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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卻機突然停止運轉，異常不顯示之故障排除，如下表 

A異常 電源輸入但冷卻機不運轉，面板不顯示。 

可能原因 

主電源連結不良或插 PIN排線脫落接觸不良。 

控制板故障。 

控制板前端控制迴路保險絲熔斷。 

檢查方法 

檢查電源供電是否正常。 

檢查電器連結是否正常。 

檢查保險絲。 

若以上皆正常，則控制板故障 

排除方法 
重新錯誤配線。 

更換故障零件。 

 

B異常 電源輸入壓縮機、風機及泵浦任一不運轉，但面板顯示溫度。 

可能原因 

控制板電驛沒有輸出或導線接觸不良。 

電磁開關故障。 

壓縮機、風機及泵浦任一故障。 

檢查方法 

檢查控制板電驛及導線。 

檢查電磁開關。 

檢查壓縮機、風機及泵浦其中之故障物。 

排除方法 更換故障零件。 

 

 

15 
 


	1. 一般安全須知
	2. 安裝設置
	2.1. 運輸安全注意事項
	2.2. 安裝場所
	2.3. 配管連接
	2.4. 電氣配線

	3. 運轉操作
	3.1. 控制面板說明
	3.2. 機組操作說明

	4. 維護保養
	4.1. 日常清潔
	4.2. 機組存放

	5. 故障排除
	5.1. 洩漏處理
	5.2. 異常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