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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9500 系列
20KVA-400KVA模块化电源系统解决方案



EH9500 系列
高频三进三出模块化电源

EH9500 模块化系列是采用了先进的“N+X”无线并联冗余技术，可支持 4 台并联，系

统易于升级、扩容和维护，电气性能优异，系统可用性高， 软硬件保护功能完善，系

统包含功率模块、监控模块、配电模块、维修旁路开关、输出开关，可为各种负载提供

安全可靠的电源保障。

可选择单模块的容量：20KVA、30KVA、40KVA

机柜最大容纳模块数量：3 个

单机柜系统最大容量：60KVA、90KVA、120KVA

并柜能力：6 台并机

可选择单模块的容量：20KVA、30KVA、40KVA

机柜最大容纳模块数量：5 个

单机柜系统最大容量：100KVA、150KVA、200KVA

并柜能力：6 台并机

可选择单模块的容量：20KVA、30KVA、40KVA

机柜最大容纳模块数量：10 个

单机柜系统最大容量：200KVA、300KVA、400KVA

并柜能力：6 台并机

数据中心一体化方案的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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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数据中心

安保系统

计算机数据机房

广播电视系统

通讯基站

工厂生产控制

自动化控制系统

石油化工



可靠的 N+X 无线并联冗余结构

全数字化控制及显示

产品特色

可通过 LCD 屏设置冗余的并机台数；所有模块均支持热插拔操作，方便维护。 

采用分散旁路供电，每个模块内置自动旁路开关和相应的旁路均流电感，提供了良

好的系统旁路供电的均流性。

EP9500 系列采用了最先进的 DSP 做为中央控制器，不仅可靠度和精确度大大提高，

并且方便升级与维护。采用 7 英寸超大彩色 LCD 触摸屏作为操作界面，图形化显示，

操作和信息读取一目了然；

www.mustsolar.net



节能绿色环保
具有输入功率因数校正（PFC），输入功率因数 0.99，整机效率

94.5%。可设置休眠模式，当负载率较低时部分模块自动退出供电，且

休眠模块周期性与工作模块轮换，延长整机工作寿命。

灵活可靠的电池支持方案
三段式智能充电方式

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不同外接电池数量（32/34/36/38/40 节）

并机时可共用电池组，节省用户电池投资

带载能力强
全面支持现代数据中心新型负载，允许三相 100% 负载不平衡

丰富的通讯接口
包括 RS232，RS485，USB，干接点，及 SNMP（选配）卡

EPO 开关
具有紧急关机（EPO）开关及远程紧急关机（REPO）功能。

一体化设计易安装

系统机柜采用的是标准 19 英寸机柜，UPS 模块并联所需要的并联器件内置于系统柜内，无需要特别的安装，模块插入即可

实现并联。

机柜——热插拔母座 模块——热插拔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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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9500 系列典型应用场景
适用于工业应用场景

适用于大型中心机房场景

一般工业应用中需要 UPS 供电保护的多为精密仪器设备，负载类型主要是三相电

机负载，启动瞬变电流大，对市电污染严重，对输出精度要求高，负载量一般较大 

(10KVA-100KVA)。

EH9500 系列具有优良的输入功率因数校正和过载能力，输出电压精度高 ±1%，能

轻松应付感性负载启动瞬间的输出浪涌电流，而且不管负载谐波电流多糟糕，输入

电流能一直维持正弦波，总谐波失真 <5%，使得对电网的谐波干扰讲降到了最低。 

EH9500 系列具有变频功能，对于需要固定频率（50Hz/60Hz）的特殊负载特别适用。

大型中心机房一般包括学校、研究所的学生机房、计算中心、网络中心，证券交易

所的业务大厅，网吧，企业的大型办公室等等。该类的负载设备也主要是计算机、

网络设备等，但数量一般在 50 台以上，总负载在 20KVA-100KVA 之间。这类应用一

般只需一台 EH9500-100KVA 、EH9500-120KVA 或 EH9500-200KVA 就可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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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高可靠度大型数据中心场景

高可靠度大型数据中心主要有通信公司的交换机房，银行的数据中心，民航的空管中心，政府机关的各类中心机房以及国防领域

的应用。

这类应用以高可靠度为终极目标，成本压力不大，各个系统多有冗余备份。负载也主要是计算机、网络设备以及一些专用设备，

总负载量最大可达 1000KVA 以上。为满足这类应用的大负载量、长备份时间、高可靠度、低风险的要求，可以用多台 EH9500

系列机种构成区域供电系统，每个区域用两台 UPS 做双总线系统，每台 UPS 再保持 N+X（X>1）冗余，这就使可用性达到

99.99999% 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类应用一般配备后备发电机以保证几乎无限的后备时间，所以 UPS 对各种发电机的适应

能力也很重要，EH9500 系列机种对发电机的要求不高，目前市场上主流品牌的发电机的输出均能接受。

适用于中小型数据机房或办公室场景
UPS 在中小型数据机房或办公室应用中，主要针对

的是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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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H9500-60KVA/20
EH9500-90KVA/30
EH9500-120KVA/40

EH9500-100KVA/20
EH9500-150KVA/30
EH9500-200KVA/40

EH9500-200KVA/20
EH9500-300KVA/30
EH9500-400KVA/40

容量
模块型号 RU-20(18KW)/RU-30(27KW)/RU-40(32KW)
最大模块数量 3 5 10

输入

输入方式 三相四线 + 接地
额定电压 380/400V/415Vac
电压范围 208~478Vac
频率范围 40~70Hz
功率因数 ≥ 0.99

旁路范围

380 上限：25%（可选 +10%、+15%、+20%）
400 上限：20%（可选 +10%、+15%）

415 上限：15%（可选 +10%）
下限：-45%( 可选 -20%、-30%)

旁路频率保护范围：±10%

输入电流谐波 ≤ 3% (100％非线性负载 ) 

输出

输出方式 三相四线 + 接地
额定电压 380/400V/415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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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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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载能力 负载 ≤ 110%，10min，≤ 125%，维持 1min，≥ 150% 立即转旁路
输出电压谐波 ≤ 2%(100％线性负载 )

其他
效率 正常模式 95%
通讯界面 RS232、RS485、2 个 Intelligent Slot （智能卡插槽）、干接点
执行标准 CE,EN/IEC 62040-2，EN/IEC 62040-1-1，YD/T1095-2008

电池
电池电压 ±192V\±204V\±216V\±228V\±240V DC; 

    (32 节、34 节、36 节、38 节、40 节可选 )

充电电流
UPS 机柜 30A Max. 50A Max. 100A Max.
功率模块 10A Max.

工作
环境

工作温度 0℃～ 40℃
相对湿度 0 ～ 95% non condensing
储藏温度 -25℃～ 55℃
海拔高度 < 1500m

物理
特性

外观尺寸
（D×W×H）

机柜 600 x 840 x 1400mm 600 x 1100 x 2000mm
模块 580 x 443 x131

重量（净重）
机柜 157kg 169kg 306kg
模块 33kg

EH9500 系列技术参数

关注官网 获取更多信息

深圳市美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工厂 : 中国·深圳市宝安区航空路 7 号索佳科技园综合楼 8 楼
佛山工厂 :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一路 115 号华南电源

创新科技园 8 座
业务电话 : 0757-82982699 / 0755-29022661
售后服务热线 : 800-999-3670 微信扫一扫 立即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