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设备在通信企业中袁 主要是为通信设备创
造必需的工作环境遥 其运行的效果袁直接关系到通信
网络的安全和质量遥 因此袁研究探讨延长空调设备使
用寿命的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首先袁 在设备选型范围内选择优质品牌的机房
专用空调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基础

设备的选型袁 是经过行业工程师对生产厂家进
行资质审核尧 质量考查以及参考空调设备在通信行
业使用效果后袁研究讨论决定的遥 具有较高的技术权
威性和参考价值遥 所以在选型范围内选择空调设备
可以野优中选优冶袁具有可靠的保证遥

优良的空调投产运行后袁 不但能保证通信机房有
良好的运行环境袁延长通信设备的工作寿命袁保障通信
安全袁而且可以节约能耗袁降低成本袁提高空调设备的
利用率袁保证空调设备本身的使用寿命遥 包头网通公司
一九九三年选用的野力博特冶空调设备现在仍稳定地在
程控机房运行遥

其次袁 严格的工程质量是延长空调使用寿命的
基本保证遥

空调设备的设计安装要符合空调设备的工程建
设要求和技术规范遥 科学地设计袁精心地施工袁能给
空调设备的稳定运行袁 发挥最大效能奠定良好的基
础袁有利于延长其使用寿命遥

某市话局在一次空调设备工程建设中袁中期容量
设计按短期容量选型遥 在施工中袁风路不符合空调设

备技术规范和工程要求袁制冷管道没有达到叶空调设
备维护规程曳要求遥投产运行后袁在程控交换机中期扩
容后袁程控机房温湿度偏高袁达不到程控交换机的工
作要求袁致使空调设备需要提前更换袁造成损失遥

再次袁 空调设备日常维护工作的规范是延长其
使用寿命的关键环节

维护管理的严密尧维护内容具体细致尧维护工作
科学合理袁能发挥空调设备的最大效能袁延长空调的
更新改造周期袁延长空调设备的工作寿命遥 节约空调
设备的维护成本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遥

包头网通公司在空调设备的维护方面袁 严格管
理袁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遥 根据包头市空调设备
的分布等实际情况袁把维护内容细化袁采用了科学的
维护方案袁 投产运行后的专用空调设备使用寿命均
比叶空调设备维护规程曳中专用空调设备使用八年的
规定还多两年遥

加强空调设备维护工作办法主要有院
一尧确保空调设备送风系统状态良好
送风系统良好的工作能确保空调设备各项功能

正常工作遥
对此采取以下措施院
员援 室内风机皮带松紧度在 员圆皂皂耀圆缘皂皂 左右袁

皮带不打滑遥
圆援 定期检查室内风机工作电流及轴承工作情

况遥

猿援 每年或每季度测量送风机电机线圈等的绝
缘袁保证其数值符合叶电信空调设备维护规程曳要求遥

源援 保证送风机轴承紧密配合袁无异常响声袁定期
测试风机转速使其符合说明的要求值遥

缘援 确保电源供电电压在 猿愿园灾依员缘豫袁三相不平
衡度在依源豫左右袁频率在 缘园匀扎依员匀扎遥

远援 保持风机风叶干净无灰尘遥
二尧保证制冷系统正常工作
员援 定期检查制冷压缩机电流值袁检查压缩机油

位尧有无过冷过热现象及异常响声遥
圆援 确保制冷系统高压值在 员缘原员愿噪早 辕 糟皂圆 左右袁

低压值在 源原远 噪早 辕 糟皂圆 左右袁并且没有跑尧冒尧滴尧漏现
象遥

猿援 定期测试室外机工作电流袁检查电机及轴承
运行情况袁保持室外翅片干净无脏物遥

源援 定期检查膨胀阀尧电磁阀及干燥过滤器袁如不
符合技术要求袁要迅速查找原因遥

三尧保证加湿系统稳定工作
员援 保证空调设备供水袁排水畅通袁确保排水阀尧

供水阀尧加湿工作正常遥
圆援 保证加湿用水是野软水冶遥
猿援 定期检查加湿器工作电流遥
四尧保证电控部分安全可靠工作
员援 保持接触器尧空气开关尧保险尧电路线等状况

良好遥

圆援 不要随意调节设置空调设备工作参数遥
猿援 定期检查各电器元件的工作状态袁不符合要

求的尽快解决遥
五尧空调设备的加热系统也要处于良好状态
加热系统虽然在北方不经常工作袁 但在维护中

也要按叶空调设备维护规程曳要求认真维护袁以保证
在空调设备除湿时不会造成送风温度过低袁 出现结
露现象袁发生意外事故遥

加强空调设备的维护工作袁发挥其最大效能袁充
分利用好空调设备袁提高空调的利用率袁不仅能延长
空调设备的使用寿命袁而且会节约能耗袁增强企业的
经济效益遥

试想院 一台专用空调设备的工程造价约三十万
左右袁叶电信空调设备维护规程曳 规定专用空调设备
使用年限为八年袁即专用空调设备的更新周期八年遥
若一台专用空调设备工作十年或更长时间袁 四台空
调更新周期就节省一台空调设备遥 像包头网通公司
有四十多台专用空调设备都工作十年以上袁 四个空
调更新周期节约十多台空调设备袁 按每台三十万元
计算袁节约建设资金三百多万元遥

当今的市场经济下袁 在通信企业中探索空调
设备使用寿命延长的行之有效方法袁 将类似的方
法推广到电源尧交换等部门袁充分的提高通信设备
的利用率袁 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很好的现实
意义遥

延长空调设备使用寿命的方法及意义
内蒙古通信公司包头分公司 王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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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力 膨 胀 阀 渊贼澡藻则皂燥泽贼葬贼蚤糟 藻曾责葬灶泽蚤燥灶 增葬造增藻 熏
栽耘灾冤是制冷系统最基本的四大部件之一袁对制冷系
统的稳定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在实际的维修
中袁由于经常被认为比较复杂而神秘袁有些制冷系统
的疑难问题难以迅速定位袁 往往怀疑热力膨胀阀故
障而被更换掉遥

事实上袁 热力膨胀阀只有一种简单的功能要要要
不管蒸发器的热负荷怎样变化袁 随时为蒸发器提供
适量的制冷剂遥 它并不能提供温度控制尧吸气压力控
制尧湿度控制尧压缩机运行时间控制等袁但通过对膨
胀阀运行状态的分析袁可以显示许多系统问题袁找出
真正的故障原因遥

一尧热力膨胀阀的工作原理
为理解热力膨胀阀的工作原理袁 有必要了解热

力膨胀阀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院淤感温元件院由感温
包尧毛细管尧波纹膜片腔组成袁内充注一定量的制冷
剂遥 由感温包感测蒸发器出口处的温度袁温度不同袁
内部制冷剂的压力不同袁 则由波纹膜片腔产生不同
的压力袁使阀口处于一定的开度遥 感温元件产生的是
开阀力渊孕员冤袁温度越高袁阀口开启越大遥 于壳体院由膨

胀阀的冷媒进口尧出口尧外平衡管等组成遥 进出口管
焊接或由喇叭口连接在制冷管路上遥 外平衡管一边
焊接在壳体上袁一边焊接在蒸发器出口处袁引入蒸发
压力穴孕圆雪袁是膨胀阀口的关闭力遥 盂流口组件院由弹
簧尧锥形流口等组成遥 弹簧产生的弹簧力渊孕猿冤也是闭
阀力袁用于调整蒸发器出口处冷媒的过热度遥 在正常
运行状况下院孕员越孕圆垣孕猿袁三力平衡袁保持膨胀阀口有
适合的开度和一定的过热度遥

制冷剂在流过热力膨胀阀后袁 变成温度较低的
气液混合物袁在蒸发器内流动过程中吸收热量袁最后
流出蒸发器时全部变成气体遥 如果不考虑在蒸发器
内的流动阻力袁 在整个蒸发器中制冷剂处于一种沸
腾状态袁对应的压力为饱和压力袁温度即为此压力下
的饱和温度遥 最理想状态下袁是希望在蒸发器出口处
液态冷媒刚好全部变成气体袁 这样就充分利用了蒸
发盘管面积遥 但在实际情况下袁由于在整个蒸发器盘
上负荷分布尧盘管内各回路制冷剂分布不平衡袁难以
避免在蒸发器出口处还有液滴未被完全蒸发袁 液体
进入压缩机会导致压缩机液击遥 为防止这种情况出
现袁就要控制冷媒流量袁使冷媒在蒸发器内完全变成

气态后袁继续吸收热量袁气体温度上升袁温度升高后
的气体就称之为野过热气体冶袁此时的气体温度和它
在沸腾状态下的温度差袁就称为野过热度冶遥 膨胀阀的
控制作用袁就是通过控制蒸发器出口过热度实现的遥
热力膨胀阀本身设计了一定的过热度袁 一般为 圆益袁
称为野静态过热度冶曰通过调整弹簧袁可得到 缘原愿益的
过热度袁二者结合在一起袁可得到 圆原员园益范围内的过
热度遥

过热度的测量袁 可用较为精确的温度计测量压
缩机吸气口处渊最好是感温包处冤的温度袁用压力表
测得低压值袁 同时就在压力表上查出该压力下对应
的饱和温度值袁二者之差袁即为过热度遥

热力膨胀阀在出厂时均已经调整好袁 我们在维
修时袁不到万不得己袁无需调整遥 在机房空调中袁最佳
的过热度是 缘原愿益袁蒸发温度约为 苑原愿益袁二者相加袁
在压缩机吸气口处温度为 员圆原员远益是比较理想的遥

二尧有关膨胀阀的故障分析和现场处理
在实际维修中袁如果怀疑膨胀阀有问题袁必须先

要了解整个制冷系统的状态以及外围相关部件的工
作状态袁切切不可一开始就拿膨胀阀开刀遥

揖案例铱
某电信公司一台豪华型下送风机组袁 制冷系统

低压一直较低袁以前其他公司维修袁开始认为氟里昂
泄漏袁补充氟里昂后袁不见效果袁认为膨胀阀调整不
当袁调整膨胀阀袁仍没效果袁遂认定膨胀阀故障袁建议
用户更换遥

我们到现场检查发现袁室内送风机皮带特别松袁
已经严重减少了送风量袁造成蒸发器负荷不足袁低压
下降遥 调整皮带松紧度袁检查其他部分后开机袁低压
升至正常水平袁机组正常运行遥 但由于以前调整膨胀
阀时没有作记录袁重新调整吸气过热度袁短时间内难
以恢复到初始状态遥

揖点评铱
没有对制冷系统作全面检测袁 没有测量吸气过

热度等重要参数袁 就得出膨胀阀故障的做法是草率
的遥 同时袁若想调整膨胀阀袁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耐
心袁还必须记住调整膨胀阀的圈数袁以便还原遥 另外袁
尽量避免更换膨胀阀袁 因为对膨胀阀的焊接工艺要
求较高袁以现场的焊接设备和人员操作水平袁很难达
到工厂内要求的工艺标准遥

对热力膨胀阀性能分析时袁 测量过热度永远是
必不可少的一步院

员援 如果进入蒸发器内的冷媒不够要要要过热度较
高遥

圆援 如果进入蒸发器内的冷媒太多要要要过热度较
低遥

揖故障之一铱
热力膨胀阀提供的制冷剂流量不足遥
揖故障现象铱
出风感觉不凉曰
压缩机吸气过热度较高曰
吸气压力低于正常值遥
揖可能原因铱
员援 制冷剂不足或泄漏遥 可以从液体管路上的视

液镜有气泡来判断袁 但引起视窗内有气泡的原因很
多袁包括院管路摩擦损失尧液位压力损失尧液体管路受
热尧液体管路堵塞渊如干燥过滤器尧电磁阀冤等遥 如果
能把上述可能性排除袁 便可确定是氟里昂不足或泄
漏遥

圆援 制冷剂含水分较多遥 如果制冷剂中含水量较

多袁在蒸发温度降到 园益以下时袁有可能在热力膨胀
阀口处结冰袁造成所谓的野冰堵冶遥 判断冰堵的方法袁
是在压缩机停机后袁蒸发压力突然升高袁或者在压缩
机运行时袁 用热毛巾为膨胀阀体加热袁 冰堵症状消
失遥 观察视液镜中心的试纸颜色袁也可以判断制冷剂
中是否含水过多遥 如果确定袁需更换干燥过滤器或更
换氟里昂遥

猿援 膨胀阀脏堵院有脏物杂质把膨胀阀口堵塞遥制
冷系统中的杂质来源有院 铜管焊接时未吹干净的氧
化膜尧压缩机运行磨损产生的金属细屑尧冷冻机油化
学反应产生的物质等遥 一般情况下袁同时会伴有干燥
过滤器堵塞渊干燥过滤器两侧有明显的温差冤遥 需更
换干燥过滤器袁清理管道中的杂质遥 对堵塞膨胀阀流
口杂质袁可把流口组件拆下袁仔细清理遥

源援 膨胀阀口产生野蜡封冶遥在低温下袁冷冻机油可
能析出蜡状物质附着在膨胀阀口处袁 故障现象和处
理方法与脏堵相同遥 在机房空调制冷系统中袁由于温
度较高袁一般不会产生此故障遥

缘援 膨胀阀两侧压力差不够遥 在膨胀阀口开度相
同的情况下袁两侧压差越大袁制冷剂流量越大遥 虽然
膨胀阀有自动调整流量的能力袁但毕竟是在很有限尧
精密的范围内遥 正常情况膨胀阀两侧需要有 愿噪早 辕 糟皂圆
左右的压差遥 机房专用空调冬季制冷运行时袁室外机
需要使用压力或温度调速器控制高压袁 就是为了保
证膨胀阀两侧有足够的压差袁 得以给蒸发器提供适
量的制冷剂遥 渊正常情况下袁蒸发压力为 缘 噪早 辕 糟皂圆袁膨
胀阀压差为 愿 噪早 辕 糟皂圆袁 膨胀阀后分布头及蒸发器压
降约为 员 噪早 辕 糟皂圆袁加在一起约为 员源 噪早 辕 糟皂圆袁这就是
高压不要低于 员源 噪早 辕 糟皂圆 的原因冤

远援 感温包内制冷剂泄漏遥 感温包内充注定量的
制冷剂如果泄漏袁 波纹膜片就失去了打开膨胀阀口
的动力袁会造成膨胀阀部分或全部关闭袁系统低压很
低遥 泄漏的部位袁大多在于毛细与其他物体碰撞或自
身碰撞摩擦的地方袁 也有在毛细管进入波纹膜片的
焊接处的袁仔细检查袁可以发现漏点遥 出现这种情况袁
就要整体更换膨胀阀了袁 但也有的膨胀阀可以把感
温元件渊感温包尧毛细管尧波纹膜片冤拆下袁而不必更
换膨胀阀体袁如部分豪华型空调使用的 杂孕韵砸蕴粤晕 膨
胀阀遥 现场维修的原则袁尽量不更换整个阀体遥

苑援 感温元件内的制冷剂迁移遥正常情况下袁整个
感温元件内的制冷剂液体应存留在感温包内袁 但有
时会因为感温包的安装方式不对袁 造成制冷剂液体
从感温包内迁移到其他部位遥 渊室内负荷过大袁过热
度过高冤另一个原因是膨胀阀如果处于较低温度中袁
制冷剂也会向膨胀阀体波纹膜片内迁移遥 结果造成
感温包内没有了液体袁 而饱和气液混合物和纯气体
过热的温度要要要压力曲线大不相同袁 造成膨胀阀调
节错误遥 有的膨胀阀上面用保温的东西包上袁就是为
了防止那里温度过低遥 因此袁在检查膨胀阀时袁尽量
不改变出厂的感温包安装方式遥

愿援 外平衡管堵塞或受到压挤尧折弯而封闭遥上面
提到过袁外平衡管提供的是闭阀力袁如果封闭了一定
压力在管中袁也可能会造成阀口关闭遥

其他原因院如设计选用膨胀阀容量过小尧过热度
调整不当等遥 如果出厂时经过检验袁在维修中一般不
会出现遥

揖故障之二铱
膨胀阀提供的制冷剂流量太大遥
揖故障现象铱
有液体进入压缩机曰

过热度低曰
吸气压力正常或稍高遥
揖可能原因铱
员援 热力膨胀阀野冰堵冶尧野脏堵冶尧野蜡封冶等袁故障

现象和原因同前所述遥 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使膨胀阀
流口固定在各种可能位置袁所以袁也有可能造成流量
过大或过小遥

圆援 膨胀阀口内部泄漏袁密封不严遥 如果发生内部
泄漏袁压缩机停止后在膨胀阀处仍然可以听到野嘶嘶冶
的流动声音袁同时袁从视液镜看到液体仍在流动遥 当
然袁从视液镜观察液体流动情况时袁要排除较高处制
冷剂回流引起的干扰和气泡遥 确认有内部泄漏后袁可
以拆下流口组件检查密封情况袁如果不能解决袁就需
要更换整个阀体了遥

猿援 感温包安装问题遥 安装位置和方式不对袁或者
和回气管接触不好袁或者感温包保温不好袁都有可能
造成供液过多遥

源援 热力膨胀阀过热度调整不当遥
揖故障之三铱
压缩机启动时袁制冷剂流量较大遥
揖故障现象铱
液体进入压缩机曰
没有过热度曰
吸气压力高于正常值遥
揖可能原因铱
员援 机组安装不规范遥 由于管路流向尧室内机室外

机的相互位置安排不妥袁造成停机时制冷剂向压缩机
或蒸发器汇集袁在突然开机时流量较大遥

圆援 压缩机处于较低温度环境中遥 在压缩机较长
时间停机状态下袁制冷剂逐渐由温度较高处迁移到温
度较低的地方袁如果压缩处的温度较低袁则可能汇集
了很多制冷剂并与冷冻机油互溶遥 在压缩机开机时
突然沸腾遥 这就是要求机组长期停机后欲开机之前袁
对机组通电预热的原因遥

猿援 外平衡管堵塞遥 感测到的压力不能很快传递
到阀体内袁造成关闭力小袁阀口开启较大遥

源援 液管上的电磁阀关闭不严遥 在停机时源源不
断的为膨胀阀提供制冷剂袁以至在低压侧内集聚遥

揖故障之四铱
制冷系统振荡袁或间歇式不稳定遥
揖故障现象铱
吸气压力波动曰
吸气过热度波动曰
膨胀阀时而供液不足袁时而供液太多遥
揖可能原因铱
员援 设计制冷系统特性不能抑制系统振荡袁类似

于常见的野共振冶袁系统不匹配遥
圆援 选用的膨胀阀容量过大造成振荡遥
猿援 感温包安装位置不对遥 如果测到的是回气管

中积存的冷冻油的温度袁则容易出现振荡遥
源援 蒸发器上负荷分布不均匀遥 如气流吹过蒸发

器时不均匀袁蒸发器盘管各回路内制冷剂分配不均匀
等遥

缘援 制冷剂中含有较多水分遥 可能造成膨胀阀时
而冰堵袁时而解冻正常工作的状态遥

三尧小结
从以上的各种故障分析可以看出袁需要更换膨胀

阀才能解决故障的情况并不太多袁关键是通过对膨胀
阀状态的分析袁 找出制冷系统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问
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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