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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概述 

约克 YEWS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的控制中心是一个基于 PLC

的控制系统。它能够控制多个制冷系统（回路），将冷冻水温度维

持在设定范围内，并保证冷水机组的安全运行。 

该 PLC 系统监控冷冻水出口温度与设定值的偏差以及该温度

的变化速率，以便按要求来启/停、加载/卸载压缩机。 

用户通过触模式键盘和液晶显示屏可以看到运行数据和程序

数据。 

在冷水机组控制中心上有一个主（机组）“ON/OFF”摇臂开

关，可用来开启或关闭整台机组，而开启或关闭单个制冷系统则可

从相应的液晶显示屏画面中选择。 

冷水机组的外部控制接口可以通过 Modbus 现场总线获得。

此外，也提供远程遥控接口，以便遥控机组的启/停、限制电流、远

程温度重设和报警。 

机组参数设置提供密码保护，分别为“观察”、“操作

员”、“维修”。“操作员”：9675；“维修”：1380；返回“观

察”级别：1000。 

  1.2 键盘和显示 

操作员可以通过键盘从中央位置对整台冷水机组进行控制,

获取运行数据、程序设定值和系统命令。键盘和显示见图 1，图 2。 

  1.3 机组启/停开关 

机组启/停（ON/OFF）开关位于键盘的正下方，如果需要的

话，操作员可以用该开关让整台机组停机。将它置于“ON”的位

置，使冷水机组运行。 

 



 
                           图 1 

 

 

 
                          图 2 



     显示器为液晶显示器，可用来显示中文或英文信息（每行 15

个汉字或 30 个英文字母；共 8行）。该显示屏带有灰度调节、中英

文显示切换，均可从相应的显示屏画面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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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1； 

2: 遥控启/停端子； 

3：S2； 

4：通讯口 1，用于程序升级； 

5：通讯口 2，RS485 口可与外部设备通讯，协议为      

Modbus RTU; 

6: 模拟量输入端子； 

7：电池； 

8：滑阀输出； 

 

 

 

  1.4 紧急停机开关(ESD) 



YEWS 冷水机组配有紧急停机装置，一黄底红色开关。当置

于“OFF”（关）位置时，它会切断控制中心内和相应制冷系统的控

制电路和电子设备的 220V 电源。控制中心内的所有控制电路（包括

压缩机）都断电，并且显示也将停止。 

紧急停机开关也可以用作相应系统控制电路的隔离开关，并

可以锁定在“OFF”的位置。 

 

    2．PLC 系统 

 

    2.1 主板 

  （见图 3）PLC 主板控制冷水机组，并作决定。来自冷水

机组变送器和传感器的输入信号直接接至该板，或接至输入输出

I/O 板，并通过扁平电缆传送至主板。主板将这些模拟量信号通过

多路转换开关转换为数字量信号，并定期进行扫描以监控冷水机组

的工况。CPU 根据该信息向 I/O 板发出命令，使接触器、冷冻水电

磁阀等动作，从而实现运行控制和安全控制。 

主板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压缩机滑阀来调节冷冻水温度。 

CPU 让键盘命令起作用，以更改设定值、切断值、时序安

排、操作要求，并提供显示。 

DIP 开关 S1(8 位) 

S1-1   ON:  PLC 系统处于诊断模式。 

       OFF: PLC 系统处于运行模式。 

S1-2   未用 

S1-3   未用 

S1-4   未用 

S1-5   未用 

S1-6   未用 

S1-7   ON:  盐水工况 

       OFF：空调工况 

S1-8   ON： R134a 冷媒 

       OFF: R22 冷媒 

DIP 开关 S2(2 位) 

S2 开关的优先级高于 S1。 

S2-0   ON： PLC 系统处于运行模式。 

       OFF：PLC 系统处于编程模式。 

注：此功能只在工厂调试时使用。机组出厂后应处于“ON”位

置。 

S2-1   未用 



内部时钟和存储器后备电池 

  主板含有一实时时钟（RTC）集成电路片和一内部后备电

池。该后备电池确保不管在什么时候任何程序值（设定值、时钟、

切断值等）不会因断电或停机而丢失。该锂电池具有 5年寿命。 

  2.2 输入/输出板（I/O 板） 

  输入/输出板包括输入板和输出板，实现开关量信号的输

入、输出。 

  输入板将外界的开关量输入信号通过光电耦合芯片转换成数

字量信号，传输给主板。 

  输出板将来自主板的 0～12VDC 逻辑电平转换为使接触器、

阀门等执行器动作的 220VAC 信号。  

 

 
 

                     图 4 输出板 

 



 
                   图 5  输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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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元器件 

3.1 断路器 

为控制电源提供断路器。 

双极断路器可以切断整个控制电源。并提供漏电保护。 

单极断路器位于变压器原边,可以切断 PLC 的控制电源。 

3.2 变压器 

变压器位于控制中心内,它将 220VAC 控制电源转换为 PLC 所

需的 18VAC、15VAC、10VAC 电源。 

3.3 马达保护器 

专用的马达保护器将检测三相电机电流并转换成与电机电流

成比例的 0～5V 直流电压信号。然后这些模拟量馈入主板，使微处

理器可以监控电机电流是否过低、过高。马达保护器还提供电机过

热、三相电流相间不平衡和相序保护，并且有编程和故障检查的 7

段显示。 

电机过热保护由嵌在电机绕组中的相隔 120°的热敏电阻来

实现。马达保护器对这些热敏电阻进行监控，若电机冷却不够的

话，在绕组温度过热时将压缩机关掉。 

马达保护器上的电流互感器可以提供 3相电流保护，它检测

6根电机引线中的 3根，并向主板发出一正比于电机平均电流的模

拟信号，用于微处理器的电流过高/过低保护和电流显示。这使得微



处理器可以监控电流，并在所测得的电机电流过高或过低时将系统

关闭。 

马达保护器上的 3CT 和内部电路使电机保护组件能够按电机

保护器 DIP 开关编好的那样防止电机电流过高。工厂已根据电机的

规格对这些开关作了设置。 

马达保护器也可以提供相序保护，以确保螺杆式压缩机不会

倒转。 

马达保护器内的单相保护电路还能监控是否有相间不平衡现

象。如果电流不平衡超过电机平均电流的 17％，电机保护器可识别

出来，并关闭系统。 

一旦电机保护组件测出故障，内部触点将断开并切断系统。

当触点断开时，此状态将输入到微处理器中，系统将闭锁。 

这样，就必须断开控制中心的 220VAC 电源，让电机保护组

件复位。然后，将系统启动开关置于“OFF”,让微处理器复位，以

便系统重新启动。 
注意：当组件出现故障时，要先对问题作彻底检查后，才能重新启动

系统。不作检查则可能导致电机或压缩机故障。详情请参考 YEWS 操作维护手

册。 

4．控制 

4.1 EMS/BAS 控制器 

基于微处理器的控制系统可以接收远程信号，以便遥控冷水

机组的启/停，调节每台压缩机的最大允许工作电流和冷冻水出口温

度设定值。这些功能很容易就能实现，只需将用户提供的有源/无源

触点与 PLC 的相应端子相连。此外，还提供报警触点，以便将冷水

机组的故障状态发送给远程终端。 

遥控启/停 

用 220VAC 有源触点与 PLC 主板上远程启动/停止端子相连，

便可实现遥控启/停。 

当机组处于遥控控制方式时（控制方式可从显示画面上设

定），远程启动触点闭合，冷水机组便能运行。一旦远程停止触点

闭合，冷水机组将停机。 

远程电流重设 

可以让无源触点（端子 X7,0V）重复的定时闭合来远程调低

最大允许工作电流。触点闭合的持续时间将决定调节量。 

一般来说，该输入用于需要限制需求的场合，其操作如下： 

输入触点闭合一定的时间，可以下调电流极限百分比。 

• 触点闭合 1～11 秒，最多可以将电流极限百分比从 105％
向下调整 75％，即最小值为 30％FLA。 



• 11 秒是最大允许闭合时间，它可降低 75％的电流极限。 
远程电流重设可以按下式计算： 

远程电流重设＝105％-{(触点闭合时间－1)×75％/10} 

例如：4秒钟的脉冲之后，该值应该等于： 

远程电流重设＝105％-{(4-1)×75％/10} 

            ＝105％-22.5％ 

            ＝82.5% FLA 

为了维持一定的设定值，从每个 PWM 信号结束算起，重复触

点闭合信号的间隔时间不能超过 30 分钟，但也不能少于 30 秒。过

了 30 分钟之后，如果不再刷新，设定值将会恢复到其原始值。 

远程温度重设 

可以让无源触点（端子 X6,0V）将输入 PLC 的冷冻水出口温

度设定值远程调高。触点闭合的持续时间将决定调节量。 

其操作如下： 

输入触点闭合不同的时间，可以设置不同的温度偏移量。 

触点闭合 1～11 秒，偏移量可以按下式计算： 

温度偏移＝（触点闭合时间－1）×R/10 

其中 R＝5℃； 

例如，程序设定值为 7℃，在 4秒脉冲之后，温度偏量应该

等于： 

温度偏移＝（4－1）×5/10 

        ＝15/10 

        ＝1.5 ℃ 

再将存储器中已设好的设定值加上此偏移量，就是新的远程

设定值。在上例中，程序设定值为 7℃，在触点闭合 4秒之后，新

的设定值为 7＋1.5＝8.5℃。 

为了维持一给定的偏移量，重复触点闭合信号的间隔时间必

须介于 30 秒至 30 分钟之间。从上一个 PWM 信号结束算起，少于 30

秒的刷新是不被接受的；过了 30 分钟之后，如果不再刷新，设定值

将会恢复到其原始值。 

4.2 防再起动定时器 

可编程防再启动定时器让用户能够选择压缩机的防再启动时

间，以便最好地满足它们的需要。当电机启动时，受启动电流的影

响，电机内会产生热量。在再次启动之前，这些热量要散走，否则

电机会受到损坏。防再启动定时器确保了电机在再此启动之前有足

够的时间来进行冷却。 

可调的定时器用于电机冷却，但用户也可以用它来减少正常

启/停。有些场合需要压缩机有较快的启动反应，即更短的防再启动



时间。但要尽可能将定时器调到最长的允许间隔。尽管电机冷却有

300 秒就足够了，我们仍建议取 600 秒。时间越长，散走的热量越

多，减少了启停次数，同时可延长电机的寿命。 

4.3 冷冻水泵的控制 

提供有源 220VAC 电压触点。冷水机组运行时触点闭合，冷

冻水泵运行。冷水机组停机，冷冻水泵继续运行 30 秒后停止运行。 

4.4 压缩机加热器的控制 

每台压缩机都有各自的加热器，一旦压缩机开始运行，加热

器将停止加热。当压缩机停机时，加热器将以断续方式通电，即 

通电 10 分钟，断电 15 分钟。且控制系统还将监视排气温度，如高

于 66℃，加热器将断电；如低于 66℃，加热器将继续加热。 

4.5 报警 

控制中心配有触点，可以在系统出现故障时发出报警信号。

触点为有源触点，机组正常时触点断电，故障时触点提供 220VAC 电

源。 

1＃系统报警  Y7；2＃系统报警 Y13；  

 

 

4.6 运行状态 

控制中心配有触点，可以在系统运行时发出信号。触点为有

源触点，机组运行时触点提供 220VAC 电源。 
1＃系统运行  Y6；2＃系统运行  Y12； 
4.7 超前/滞后压缩机的选择 

     （只适用于双机头） 

首先进入设置画面，输入密码进入“维修”级别。翻动画面

找到超前/滞后设置，按动“CANCEL”键激活此设置。 

超前/滞后可设置为“AUTO”(自动)；“1＃系统”；“2＃

系统”。 

“AUTO” 

当机组处于自动状态时，PLC 系统会自动将 1＃系统默认为

超前，2＃系统为滞后。 

“1＃系统” 

1＃系统超前，2＃系统滞后。 

“2＃系统” 

2＃系统超前，1＃系统滞后。 

4.8 机组控制方式的选择 

机组控制方式分为“本地”，“遥控”，“通讯”。需进入

“操作员”级别才能更改。 



“本地”即使用机组控制中心上的船形启/停开关，控制机

组启动，停机。 

“遥控”客户可将有源 220VAC 信号接入位于主板上的遥控

启/停端子，用以控制机组的启动，停机。 

“通讯”客户可以采用通讯方式控制机组启/停。通讯协议

见附件 A。 

4.9 单系统强制运行 

     (只适用于双机头) 

首先进入设置画面，输入密码进入“维修”级别。翻动画面

找到手动强制运行设置，按动“CANCEL”键激活此设置。 

“―――”正常状态； 

“1＃系统”当选择此状态时，1＃系统将单独运行直至选回

“―――”状态，1＃系统才停止。 

“2＃系统” 当选择此状态时，2＃系统将单独运行直至选

回“―――”状态，2＃系统才停止。 

4.10 时钟设置 

在设置画面的最后一页，提供时钟设置功能。可将当前正确

的时间状态输入到 PLC 系统中。此设置级别“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