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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电源不间断电源不间断电源不间断电源（（（（UPS）））） 

 

 
所示图片可能未反映实际机组 

 

在线式电池在线式电池在线式电池在线式电池UPS 

 
50 Hz 
60 kVA – 120 kVA 
(54 kW – 108 kW) 
 
 
 

Caterpillar®在全球供电产品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其设计的电力解决方案可提供无与伦比的灵活

性、拓展性、可靠性和成本有效性。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产品性能产品性能产品性能产品性能 

•  在线式双转换结构 

•  内设一体化电池管理系统 

•  电池提供5分钟至8小时的后备 

•  占地小 

•  整机系统效率高达94% 

•  输入功率因数高达0.99 

•  瞬态保护 

•  快速电压整定 

•  低输入电流波形畸变 

•  安装方便 

•  运行安静 

•  可最多并联6台UPS 

 

关键用途的可靠电力保障关键用途的可靠电力保障关键用途的可靠电力保障关键用途的可靠电力保障 

Cat®在线式电池UPS系统基于IGBT技术为敏感负载

提供清洁、可靠的电力，确保关键电力的保障，优

化性能，并延长被保护设备的使用寿命。 

 

出类拔萃的设计出类拔萃的设计出类拔萃的设计出类拔萃的设计 

整个系统的出类拔萃的设计以及坚固的数字化部件

的采用为您提供了一个可靠、无故障的UPS系统。 

极高的系统可用性极高的系统可用性极高的系统可用性极高的系统可用性 

Cat®在线式电池UPS为连续运行而设计，内部

的部件和冷却设有冗余以提升整个系统的可靠

性，UPS具有容错能力，内设100%额定容量的

静态旁路开关。 

 

灵活性和可升级性灵活性和可升级性灵活性和可升级性灵活性和可升级性 

Cat®在线式电池UPS能够在现场进行单机功率

的扩展，也可以通过并联方式增加UPS系统容

量（最大480KVA）或冗余（可并联6台）。

Cat®在线式UPS带有一个宽屏、高清晰的人机

对话控制屏，以及一个动态的缩微单线图显

示。整个系统可以通过通用的通讯协议（如

Modbus或SNMP）与网络和监测系统集成。 

 

全球产品支持全球产品支持全球产品支持全球产品支持 

Cat®代理商网络提供广泛的售后服务支持，包

括保养和服务协议。经过工厂培训认证的服务

人员将为您的Cat® UPS系统提供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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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安装的标配和选配装置工厂安装的标配和选配装置工厂安装的标配和选配装置工厂安装的标配和选配装置 
 

标准配置标准配置标准配置标准配置 

 

•  前显示屏 

− 高密度、大屏幕、彩色LCD显示屏 

− LED缩微单线图 

− 超过2000个事件记录，具有日期-时间显示 

 

•  先进监控功能提供智能电池管理，能够自动测试

电池系统，提供电池整个生命期的监测，告知剩

余的电池寿命。 

 

•  干触点模块提供6个2.0A（250VDC/30VDC）的

常开触点，用于远程监控UPS的运行。缺省的参

数为：UPS在线、负载在旁路、UPS在电池、低

电池报警、电池故障、和公共故障报警。还有2个

输入干触点，用于远程启停UPS。 

 
 

选配项选配项选配项选配项 

 

•  RS232/RS485卡 

采用Jbus或者Modbus协议与第三方楼宇管理系统

（BMS）通讯，能够监测到详细的三相信息。 

 

•  报警继电器卡 

提供6个2.0A（250VDC/30VDC）的常开触点，用

于远程监控UPS的运行。缺省的参数为：UPS在

线、负载在旁路、UPS在电池、低电池报警、电

池故障、和公共故障报警。还有2个输入干触点，

用于远程启停UPS。 

 

 

•  网络管理卡 

   以SNMP协议与10/100MB以太网连接，还有  

   界面网页和直接电子邮件/寻呼机/短信提示。 

 

•  单AC源输入 

   提供连接转换到单一AC源输入给UPS。 

 

•  电池断路器 

   当采用用户电池时，可以提供分断电池源的断 

   路器。 

 

•  变压器 

   提供UPS输出的隔离。 

 

•  顶部进线 

   提供用于顶部进线的辅助柜。 

 

•  冷却风扇冗余 

   提供冗余的冷却风扇。 

 

•  反馈保护 

   当UPS放电时，提供UPS输入源的分断。 

 

•  同步控制器 

   提供二个UPS模块输出的同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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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技术数据技术数据技术数据 
 

额定功率额定功率额定功率额定功率 KVA（（（（KW）））） 60（（（（54）））） 80（（（（72）））） 100（（（（90）））） 120（（（（108）））） 

正常交流输入正常交流输入正常交流输入正常交流输入 

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输入电压（（（（V）））） 380V – 400V – 415V 三相四线三相四线三相四线三相四线+接地接地接地接地 

频率频率频率频率 50 Hz +/- 5% 

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功率因数 0.99 

电流畸变电流畸变电流畸变电流畸变（（（（THDI）））） <5% 

旁路交流输入旁路交流输入旁路交流输入旁路交流输入 

旁路过载能力旁路过载能力旁路过载能力旁路过载能力 10 x I 额定电流额定电流额定电流额定电流 承受承受承受承受 1个周波个周波个周波个周波 

输出输出输出输出 

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压 380/220 V，，，，400 /230 V，，，，415/240 VAC  

频率频率频率频率 50 Hz 

电压整电压整电压整电压整定定定定 平衡负载平衡负载平衡负载平衡负载 +/- 1.0%，，，，不平衡负载不平衡负载不平衡负载不平衡负载 +/- 2.5% 

瞬态电压响应瞬态电压响应瞬态电压响应瞬态电压响应 100%负载变化时负载变化时负载变化时负载变化时, 动态动态动态动态+/- 5%，，，，静态静态静态静态 +/- 1% 

电压恢复时间电压恢复时间电压恢复时间电压恢复时间 1个周波内恢复到额定值的个周波内恢复到额定值的个周波内恢复到额定值的个周波内恢复到额定值的 1%之内之内之内之内 

电压畸变电压畸变电压畸变电压畸变 对于非线性负载的线电压和相电压对于非线性负载的线电压和相电压对于非线性负载的线电压和相电压对于非线性负载的线电压和相电压 <1%（（（（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2%）））） 

逆变器过载逆变器过载逆变器过载逆变器过载 150% 承受承受承受承受 1分钟分钟分钟分钟，，，，125% 承受承受承受承受 1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整体效率整体效率整体效率整体效率 

双变换模式双变换模式双变换模式双变换模式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94% 

ECO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97%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储存温度储存温度储存温度储存温度 - 20℃℃℃℃ ~ + 45℃℃℃℃ 

运行温度运行温度运行温度运行温度 UPS 0 ~ 40℃℃℃℃，，，，电池电池电池电池 25℃℃℃℃ 

运行海拔运行海拔运行海拔运行海拔 1000m 

运行湿度运行湿度运行湿度运行湿度 0 ~ 95%相对湿度相对湿度相对湿度相对湿度，，，，无冷凝水无冷凝水无冷凝水无冷凝水 

听觉范围内的噪音听觉范围内的噪音听觉范围内的噪音听觉范围内的噪音 69 dB(A)，，，，1m处处处处 

尺寸与重量尺寸与重量尺寸与重量尺寸与重量 

UPS柜柜柜柜 710mm宽宽宽宽 x 850mm深深深深 x 1900mm高高高高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kg）））） 400 kg 520 kg 

电池柜电池柜电池柜电池柜（（（（深深深深 850mm、、、、高高高高 1900mm））））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5 5 5 5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宽度宽度宽度宽度），），），），mm 1112 mm
(1)

 1112 mm
(1)

 712 mm 712 mm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kg）））） 958 kg
(1)

 1120 kg
(1)

 945 kg 999 kg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5 10 10 10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宽度宽度宽度宽度），），），），mm 1112 mm
(1)

 712 mm 1012 mm 1012 mm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kg）））） 1045 kg
(1)

 951 kg 1230 kg 1310 kg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15 15 15 15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宽度宽度宽度宽度），），），），mm 712 mm 1012 mm 1012 mm 1424 mm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kg）））） 951 kg 1230 kg 1310 kg 1902 kg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30 30 30 30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宽度宽度宽度宽度），），），），mm 1012 mm 1424 mm 1724 mm 2024 mm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kg）））） 1310kg 1902 kg 2445 kg 2748 kg 

注：可以提供其他规格的电池柜，请与当地的卡特彼勒代理商联系。  

* （1）包括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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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图单线图单线图单线图  

 

 
 

尺寸图尺寸图尺寸图尺寸图  

 

 
 

在本出版物中的内容可能涉及保密，传播应谨慎。 

资料和技术规格可能会有更改，不作另行通知。 

CAT、CATERPILLAR及其相应的徽标，“Caterpillar黄色 ”和这里所使用的企业和产品标识是卡特彼勒公司的商标， 

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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