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式不间断供电方式 UPS

高效率

●  达到94.5%的高效率。 降低运行成本， 节省能源。

灵活的系统构成

●  5 kVA为单位的模组结构， 能够根据用途选择输出容量。

●  增设电池模组组合， 能够延长停电时的备份时间。

高可靠性

●  在线式供电方式能够随时提供稳定的电力。

●  通过并列长时运行能够进一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输入范围广

●  输入电压范围为240 V～460 V※1， 输入频率范围为46 Hz～

54 Hz※2， 范围广。 即使电源不稳定， 也能够减少电池运行

的切换次数， 抑制电池的消耗。

※1　输入电压为400 V时。

※2　输入频率为50 Hz时。

保养简单

● 可从UPS前面抽出及放入电池和逆变器模组。

●  在进行并列长时运行时， 能够一边进行逆变器供电， 一边进

行逆变器的保养作业， 即使在作业过程中发生停电， 也能够

继续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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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模块规格

项目 规格 备注

方式 供电方式 在线式不间断供电方式

冷却方式 强制空冷

逆变器类型 高频PWM

逆变器方式 模块化结构 热插拔

电池形状 模块化结构 热插拔

交流输入 相数、 线数 三相四线

额定电压 380 V, 400 V, 415 V

电压范围 额定电压-40％ , +15％以内 负载率为70％以下时、 恢复电压为-20％以上

额定电压-20％ , +15％以内 负载率超过70％时

额定频率 50/60 Hz（自动判定）

频率范围 额定频率±8％以内

功率因数 0.95或更高 当输入电压畸变率小于1％时

交流输出 额定输出功率 5 kVA / 5 kW 视在功率 / 有效功率

相数、 线数 单相二线

额定电压 220 V, 230 V, 240 V

电压精度 额定电压±3％以内 额定输出时

额定频率 50/60 Hz 与输入频率相同

频率精度 额定频率±1, 3, 5％以内 可于设定时选择

±0.5％以内 电池运行期间

电压畸变率 3％以下 / 7％以下 线形负载/整流器负载、 额定输出时

过渡电压变动 负载急变时 额定电压±5％以内 0 ⇔ 100％ 変化

停电、 恢复供电时 额定输出时

输入电压急变时 ±10％变化

负载功率因数 0.7 （延迟）～1.0

过负载耐量 120％ （30分钟）

150％ （1分钟）

过电流保护动作 逆变器停止

效率 94.5％ 额定输出时

噪音 55 dB以下 装置正面1m、 A特性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 0～+40°C 运行时

-15～+40°C 在储存期间、 转移时

相对湿度 10～95％ （无结露） 在操作时、 储存时、 转移过程中

安装位置 室内

高度 2000 m 或更短

电池规格

电池类型 小型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电池性能 相当于12 V, 9 Ah

1台逆变器模块所安装电池数 16

标准备份时间 10 分钟 环境温度25°C、负载功率因数0.75、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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