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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电动空调培训

报告单位：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内营销事业部培训管理处



JLD-IIC电动空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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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电动空调制冷循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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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在制冷时，低压气态制冷剂经变频压缩机压缩后形成高温高压
气体，经排气管、止逆阀进入四通换向阀的D端，此时四通换向阀线圈
不工作，气体经四通换向阀的C端出口进入冷凝器。在冷凝风机强制冷
凝器与空气热交换下，高温高压气体在冷凝器内被冷却成中温高压的
液体，液体经干燥器后到达双向膨胀阀，经双向膨胀阀节流后进入蒸
发器，在蒸发风机强制与车内热交换下（实现制冷），低温低压的液
体在蒸发器内膨胀吸收热量后变成高温低压气体，高温低压气体经四
通换向阀的E端进入，S端输出后进入气液分离器，气体经气液分离
（如果有液体）后经回气管进入压缩机，实现制冷循环。

Ø 电动空调制冷循环分析



① 在系统制热时，低压气态制冷剂经变频压缩机压缩后形成高温高压
气体，经排气管、止逆阀11进入四通换向阀的D端，此时四通换向
阀线圈通电工作，气体经四通换向阀的E端输出进入蒸发器。在蒸发
风机将蒸发器与车内空气热交换下（及实现制热），高温高压气体
在蒸发器内被冷却成中温高压的液体，汇集管到达双向膨胀阀，经
双向膨胀阀节流后变成低温低压液体，经干燥器进入冷凝器，制冷
剂在冷凝器内膨胀吸收外界热量后变成低温低压气体，低温低压气
体经四通换向阀的C端进入，S端输出后进入气液分离器，气体经气
液分离（如果有液体）后经回气管进入压缩机，实现制热循环。

② 当外界环境温度低于零下3℃时，空调启动PTC电加热器，蒸发风机
工作，压缩机和冷凝风机停止工作。

Ø 电动空调热循环分析



空调型号 JLD-IID-D

额定制冷量（kw） 37

蒸发风量（m3/h） 6000

冷凝风量（m3/h） 10000

新风风量（m3/h） 1100

制冷输入功率（kW） 10.5

压缩机 AC230V  3相 30-75Hz可调

控制电源 DC24V(DC20V-DC28.8V)/3A

高压保护（MPa） 3.0±0.1

低压保护（MPa） 0.2±0.05

制冷剂 R407C

重量（kg） 360

产品标准 Q/TBYH 16-2011      电动客车空调装置

安全引用标准 GBT 18384.3-2015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序号 名    称 品牌 特    点

1 压缩机 日立 世界著名品牌，卧式全封闭涡旋压缩机

2 蒸发风机 粤海 交\直流(可选)，长寿命，低噪音，免维护。

3 冷凝风机 粤海 交\直流(可选)，长寿命，低噪音，免维护。

5 膨胀阀 EMERSON 世界著名品牌，可靠性高，调节性能优良

6 止逆阀 DANFOSS 世界著名品牌，可靠性高.

7 操纵器 SONGZ 数显、智能温控、故障指示

8 逻辑控制器 SIEMENZ 世界著名品牌，可靠性高，控制性能优良

9 变频器 DELTA 专门设计，质量稳定、可靠

10 压力释放阀 3.5MPa 美国进口

Ø 松芝客车空调的基本配置



JLD-II电动空调介绍

冷凝器 冷凝风机 压缩机及电
气控制部分 蒸发器

Ø 主要设备布置



涡旋式压缩机工作可靠、容积效率高，重量轻，噪声低，运转平稳。 

JLD-IIC电动空调介绍

Ø 专用压缩机



Ø 压缩机系统结构图



高压配电柜 直流接触器 快速熔断器 直流电抗器

变频器压缩机、风机负载

Ø 高压主电路方块图



顶置控制器 继电器

直流接触器启动

操纵器命令

变频器启停、调速

     高低压力
变频器保护信号

Ø 低压控制电路方块图



① SIEMENS可编程控制器主模块；

② 24V电源输入：控制器输入端，含变频
器故障信号、高低压力信号、操纵器模
式命令；

③ 24V电源输出，主要为扩展模块供电。

Ø 可编程控制器介绍



PLC输入 定义 状态
I0.0 压缩机变频器故障 正常为DC24V，指示灯点亮     

    此五组指示灯在
空调任何工作模式下
都应为点亮状态，方
为正常。可根据指示

灯判断相应故障

I0.1 冷凝风机变频器故障(可选) 正常为DC24V，指示灯点亮

I0.2 蒸发风机变频器故障(可选) 正常为DC24V，指示灯点亮

I0.3 系统高压压力 正常为DC24V，指示灯点亮

I0.4 系统低压压力 正常为DC24V，指示灯点亮
I0.5   
I0.6 PTC使能信号 带PTC时，此端口为DC24V
I0.7 面板通风低速信号 面板风量键为低速时此灯点亮，电压DC24V左右
I1.0 面板空调启动信号 制冷模式下，设定温度-2℃<车内温度时，此灯点亮

制热模式下，设定温度+2℃>车内温度时，此灯点亮

I1.1 面板通风启动信号 空调处于任何工作模式时，此灯都应为点亮状态
I1.2 面板调速信号     面板自动调节，不作为判断依据 
I1.3 面板调速信号
I1.4 汽车输入信号 车辆输入信号，不一定使用，不作为判断依据
I1.5 面板冷热模式信号 制冷模式为点亮，制热模式下为熄灭状态

Ø 可编程控制器输入信号及定义



PLC输出 定义 状态
Q0.0  悬空
Q0.1  悬空
Q0.2 蒸发风机启动信号 空调除制热除霜工况外，指示灯都应点亮

Q0.3 冷凝风机启动信号 制冷模式下，除设定温度到达或系统压力故障时，
将无输出，指示灯熄灭；

脚踏开关信号有效时，压缩机、冷凝风机会停止Q0.4 压缩机风机启动信号

Q0.5  
空调自动调速信号

 
    面板自动调节，不作为判断依据。

Q0.6

Q0.7 高压接触器启动信号 Q1.0、Q1.1任何一个指示灯点亮后，此灯将熄灭

Q1.0 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 I0.0 / I0.1 / I0.2 任何一指示灯连续被点亮熄灭三
次后，此指示灯点亮，面板显示故障代码：“EP1”

Q1.1 系统压力故障信号  I0.3 / I0.4 任何一指示灯熄灭后，此指示灯点亮，
面板显示故障代码：“EP2”

Ø 可编程控制器输出信号及定义



电池电源

Ø 可编程控制器与变频器连接示意图

压缩机

蒸发风机

冷凝风机



Ø 控制器、变频器布置图片



Ø 高压电器布置图片



Ø 变频器介绍



高压上电状态 运转状态 故障状态

Ø 变频器介绍（续1）



变频器自带简易面板 参数设定、故障查询面板

R、S、T：直流高压输入端

Ø 变频器介绍（续2）

U、V、W：三相交流输出端 U、V、W（接线）



① 操纵器“EP1”故障：变频器故障。空调完全断电，
全部停止工作；在压缩机、冷凝风机、蒸发风机中，
任意一个变频器有故障时，相对应的指示灯会熄灭-点
亮-熄灭-点亮-熄灭，每次熄灭时，高压接触器会断开。
经过3次后空调司机侧面板显示“EP1”故障，相对应
变频器“Fault”故障灯会点亮

② 操纵器“EP2”故障：系统压力故障。空调只能通风；
PLC输入侧I0.3、I0.4分别对应空调系统高低压力开关
信号，在正常状态下，这2个端口指示灯都应点亮。

③ PLC输入侧故障：I0.0、I0.1、I0.2分别对应压缩机、

冷凝风机、蒸发风机变频器故障；

Ø 电气故障诊断



Ø 变频器故障诊断（带面板）



当无诊断面板时，我们无法确认是变频器自身故障，还是压缩机或风机等负载

引起的故障时，我们一般采取如下办法：

① 继电器K2、K3、K4分别控制蒸发风机、冷凝风机、压缩机启动；

② 当确认为蒸发风机或冷凝风机变频器故障时，我们可采取拔出K4和蒸发风机或冷凝风机相对应
的继电器后，上高压电开机测试，如果此时存在故障，则说明是变频器自身故障，需更换变频
器；如果此时空调无故障，则说明是风机负载引起的故障，这样我们逐一断开各个风机，逐步
排查引起故障的风机，故障风机一般会有异响等现象；

③ 如果确认为压缩机变频器故障，我们单独拔出K4继电器后测试判断是否为压缩机本身或变频器
故障；

④ 无轨电车因早晚车辆稀少情况下，电网电压较高，可能会出现变频器过压保护引起面板故障，
此时属于正常现象。重新开启面板即可。

Ø 变频器故障诊断（无面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