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www.mustpower.cnwww.mustpower.cn 24

10KVA-80KVAEH9335 Pro 系列 高频在线式三进三出 UPS

型号
EH9335-

10KS
EH9335-

20KS
EH9335-

30KS
EH9335-

40KS
EH9335-

60KS
EH9335-

80KS

功率 10KVA/9KW 20KVA/18KW 30KVA/27KW 40KVA/36KW 60KVA/54KW 80KVA/72KW

输入

输入方式 三相四线 + 接地

额定电压 380/400/415VAC

电压范围 208~478VAC

频率范围 45-55Hz at 50Hz/54-66Hz at 60Hz ( 自适应 )

功率因数 ≥ 0.99

输入电流谐波 ≤ 3%(100％非线性负载 )

旁路范围

旁路保护电压上限：220V：﹢ 25%（可选﹢ 10%、﹢ 15%、﹢ 20%）；
                  230V：﹢ 20%（可选﹢ 10%、﹢ 15%）；

                  240V：﹢ 15%（可选﹢ 10%）

旁路保护电压下限：-45%( 可选 -20%、-30%)

旁路频率保护范围：±10%

输出

输出方式 三相四线 + 接地 或 单相 +N 线

额定电压 380/400/415VAC 或 220/230/240VAC

功率因数 0.9 

电压精度 ±1%

输出频率

市电模式
与输入同步；当市电频率超出最大 ±10%（可设置 ±1%、±2%、±4%、±5%）时，

输出频率 50×(±0.2)Hz

电池模式 (50/60±0.2%)Hz

负载峰值比 3:1

输出电压失真
≤ 2% 线性负载

≤ 5% 非线性负载

电池

效率 正常模式≥ 94.5%

电池电压
可选择 : ±192V\±216V\±240V

DC (±16/18/20 节 )

充电电流 10A max

切换时间 市电模式转旁路模式 : 0ms( 跟踪 )；市电模式转电池模式 :0ms

保护

过载能力 正常模式 负载≤ 110%,60min, ≤ 125%, 维持 10min, ≤ 150% 维持 1min, ≥ 150% 立即关机

过温保护 正常模式 : 切换到旁路模式 ; 电池模式 : 立即关闭输出

紧急关机 (EPO) 立即关闭输出

工作 
环境

通讯界面 USB,RS485, 干节点 , 并机（选件）,SNMP 卡（选件）, 继电器卡（选件）

工作温度 0℃～ 40℃

储藏温度 -25℃～ 55℃

相对湿度 0 ～ 95% 不结露

海拔高度 < 1500m，超过 1500m 时按 GB/T 3859.2 规定降额使用

物理
特性

外观尺寸 (D×W×H)   680x250x540 700x250x960

重量（净重）kg 45 45 46 48 80.5 82.5

执行标准 YD/T1095-2008

技 术 参 数

EH9335 PRO 系列 UPS 为三进三出 / 三进单出 UPS，产品容量覆盖 10KVA

到 80KVA 之间的各个功率段，方便用户灵活配置。该系列 UPS 几乎可以完全

解决所有的电源问题，如断电、市电高压、市电低压、电压瞬间跌落、减幅振荡、

高压脉冲、电压波动、浪涌电压、谐波失真、杂波干扰、频率波动等电源问题。

EH9335 PRO 系列是电信、金融、交通、政府、制造、

能源等多种行业或领域数据中心、网络管理中心、

企业服务器机房的最佳选择。

■ 三进三出 / 三进单出 UPS

该系列是三进三出 UPS，输入电流三相均衡，可以均衡三相
电网的负荷；输出可改单相输出。

■ 数字化控制

该系列 UPS 各部分架构全部采用数字化控制，UPS 各项性能
指标都非常优异，系统稳定度高，具备自我保护和故障诊断能
力，同时也避免了模拟器件失效带来的风险，使得控制系统更
加稳定可靠。

■ 外接电池数量可选（±16/18/20 节可选）

该系列 UPS 工作的外接电池数量，可以根据用户需要选择不
同的节数：±16/18/20 节。

■ 充电电流可设定

该系列 UPS 可通过设置用户配置的电池容量，自动分配合理
的充电电流。恒压充电模式、恒流充电模式和浮充模式能自动
平滑的切换。

■ 智能监控功能

该系列 UPS 当选配 SNMP 卡时，可以实现对 UPS 远程监控。

■ 智能充电方式

该系列 UPS 采用先进的两段式三阶段充电方法，第一阶段大
电流恒流充电，快速回充约 90％的电量；第二阶段恒压充电，
可以活化电池特性并将电池完全充饱；第三阶段浮充模式。这
样可以很好的兼顾快速充电与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目标，节约
用户电池投资。

■ LCD 显示

该系列 UPS 采用 LCD 和 LED 双重显示，使用户更直观地了
解 UPS 的工作状态和运行参数如输入 / 输出电压和频率负载
大小电池容量机内温度等，使所有操作一目了然。

■ EPO 功能

UPS 单元后面板上嵌入一紧急关机（EPO）按键接口，用户
可以外接 EPO 按键。在紧急情况下按下 EPO 按键就可以紧
急关机；并且具有远程紧急关机（REPO）功能。

应 用 领 域

产 品 性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