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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335）是行业首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服务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科华恒盛立足电力电子核心技术，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前沿技术应用，致力于将“数字化和场景化的智慧
电能综合管理系统”融入不同场景，提供稳定动力，支撑各行业转型升级，在高端电源、新能源以及云基础服务三
大领域，为政府、金融、工业、通信、交通、互联网等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智慧电能综合管理解决方案及服务。

多年蝉联中国 UPS 国
产品牌市场占有率

NO.1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及运维经验

10+
连续 5 年入选全球

新能源企业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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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采用三层 BMS 架构（BMU/CBMS/GBMS），UPS 作为系统总控大脑，从电芯、模组、系统层层保障锂电池系统的可靠性。

特色三层 BMS 架构

 ■ BMU：采集电池模块内每节电芯的电压、温度等数据

 ■ CBMS：实时分析和处理电池柜内各锂电模块 BMU 传输上来的数据

 ■ GBMS（一体化监控系统）：UPS 与锂电池系统的信息交互协同，管理锂电池系统

三级故障告警保护策略（1 级告警 /2 级告警 /3 级保护），将 UPS 级和锂电池级的保护点合理错位，有效提升系统可靠性。

分级故障告警保护

故障 等级 报警阈值 恢复阈值 处理

充电高温
1 级告警 45℃ 40℃ 一级降流
2 级告警 60℃ 55℃ 二级降流
3 级保护 70℃ 65℃ 断开充电

…… …… …… …… ……

■ 安全可靠：全面覆盖的变量监控与智能评估，针对锂电 BMS 和 UPS 保护特性打造三级保护控制策略，为系统提供可靠保障
■ 减少运维：充放电循环次数高达 5000 次，使用寿命高达 10 年，系统全生命周期无需更换电池，减少维护时间，降低设备维护成
本 
■ 降低投入：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重量轻，相同功率密度下，重量及体积约为铅酸电池的 1/3，占地面积与承重可节省 2/3，
有效降低设备空间成本投入 
■ 节能环保：备电系统采用非浮充设计，节约电能，锂电池采用清洁无污染材料，绿色环保

科华恒盛锂电 UPS 系统，将 UPS 与锂电池完美适配，结合科华多年锂电研究经验，为用户提供以下系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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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与锂电池之间采用数据通信和干接点通信双重通信架构，数据通信为主，当数据通信故障时，还可以通过干接点对锂电池
进行管理，避免锂电池处于失联失控状态，系统高可靠保障。

高可靠双重通信保障

采用电池休眠充电方式，对锂电池进行精细化的充电管理，有效阻断活性锂的损失、避免过充引起的热失控。

高安全精细化充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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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特点

■ 系统额定容量 (Ah)：50/100/200
■ 标称电池电压 (Vdc)：204.8
■ 选用行业高端电芯，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使用寿
命可达 10 年
■ BMS 电池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过充、
过放、过温等）
■ 锂电 UPS 系统具备三级保护控制，UPS 及 BMS 实现双重
锂电池备电系统的全程监控
■ PACK 模块标准化设计，可以自由组合，且体积和重量是铅
酸蓄电池的 1/3，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

系统概述

KR 系列机架式 (6-10kVA) 锂电 UPS 系统

锂电池系统

UPS 特点

KR 系列机架式（6-10kVA）锂电 UPS 系统，主机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和高频电源变换技术，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因数等特点，节能
效益显著，大幅减少运营成本；集交流稳压、后备电源、尖峰浪涌吸收等多功能为一体，满足恶劣电网环境的电力保护，为负载提供可靠、
稳定、纯净的绿色电能。结合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运维方式便捷等特点，系统适用于
IT 机房、精密仪器、智能设备等场合。

■ 额定容量：6 /10kVA
■ 运行效率 : 高达 95%
■ 输入电压 :80~275Vac
■ 过载能力 :130% 过载 10min
■ 功率因数 : 高达 1.0
■ 输出电压 :208/220/230/240Vac

KR 系列机架式（6-10kVA）UPS



4

技术参数

型号
指标 KR6000L-J KR1110-J 

UPS

输入功率因数 >0.99(线性满载)

输入电流谐波（THDi） <5%(线性满载)

额定功率(VA/W) 6000/5400 10000/9000

输出功率因数 0. 9（1.0可长期带载）

波形(THD) <2%(线性负载)，<3%(非线性负载)

切换时间(ms) 0

过载能力
负载≤ 115%：可长期运行；115% ＜负载≤ 130%：维持 10min 后转旁路；

130% ＜负载≤ 150%：维持 30s 后转旁路；负载≥ 150%：维持 500ms 后转旁路

输出接口 接线排 + 国标插座

整机效率 高达95%

电池启动 具备

通信接口 标配RS485，可选配USB、内置式SNMP、干接点等

工作温度(℃) -5~40

相对湿度 0 ~ 95%，无冷凝

尺寸
（宽×深×高）（mm） 438×500×86（2U）

重量（kg） 11.4 12.4

锂电池

系统标称电压(Vdc) 204.8

模组标称电压(Vdc) 51.2

模组标称容量(Ah) 50/100/200

系统电压范围(Vdc) 179.2 ～ 233.6

电芯(AH) 50/100/200

充电电流(A) ≤ 1C

放电电流(A) 4C/1C

热管理 自然冷却

模组重量（kg） 35/70/80

模组尺寸
（宽×深×高）（mm） 442×690×106/442×800×150/442×810×127

电池柜尺寸
（宽×深×高）（mm） 600×1000×1500

＊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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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系列机架式 UPS(10-40kVA)

锂电特点

■ 系统额定容量 (Ah)：50/100/200
■ 标称电池电压 (Vdc)：±204.8
■ 选用行业高端电芯，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使用寿
命可达 10 年
■ BMS 电池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过充、
过放、过温等）
■ 锂电 UPS 系统具备三级保护控制，UPS 及 BMS 实现双重
锂电池备电系统的全程监控
■ PACK 模块标准化设计，可以自由组合，且体积和重量是铅
酸蓄电池的 1/3，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

系统概述

KR 系列机架式 (10-40kVA) 锂电 UPS 系统

KR 系列机架式（10-40kVA）锂电 UPS 系统 ，主机采用在线式高性能不间断电源，结合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使用
寿命长、安全性能高、运维方式便捷等特点，适用于政府、教育、金融、通信、保险、交通、税务、证券、能源行业的小型智能设备、精
密仪器、网络机房服务器等设备。

锂电池系统

■ 额定容量 :10~40kVA
■ 工作制式 : 3/3、3/1、1/1（仅 10-20kVA）
■ 安装方式 : 机架式、立式
■ 功率因数 : 高达 1.0
■ 运行效率 : 高达 96%
■ 过载能力 :130% 过载 10min

UPS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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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指标

KR3310-J KR3315-J KR3320-J KR3330-J KR3340-J

UPS

输入输出制式 制式可调（三进三出、三进单出、单进单出） 制式可调（三进三出、三进单出）

输入功率因数 满载>0.99

输入电流谐波（THDi） 满载<5% 满载<3%

额定功率（kW） 10 15 20 30 40

输出功率因数 高达1.0

波形（THD） 线性负载 <2%; 非线性负载 <4%

切换时间（ms） 0

过载能力 负载≤110%：可长期运行；110%＜负载≤ 130%：维持10min后转旁路；130%＜负载≤ 150%：维持1min后转旁路

整机效率 高达 96%

直流启动 支持

通信接口 标配 RS485、EPO，可选配 RS232、干接点 、SNMP

工作温度（℃） -5~40

充电电流（A） 1~10A可设(默认4A) 1~20A可设(默认15A)

尺寸
（宽×深×高）（mm） 438×500×130 438×680×130

重量（kg） 20 34

锂电池

系统标称电池(Vdc) ±204.8

模组标称电压(Vdc) 51.2

模组标称容量(Ah) 50/100/200

系统电压范围(Vdc) 358.2~467.2

电芯(Ah) 50/100/200

充电电流(A) ≤ 1C

放电电流(A) 4C/1C

热管理 风冷

模组重量（kg） 35/70/80

模组尺寸
（宽×深×高）（mm） 442×690×106/442×800×150/442×810×127

电池柜尺寸
（宽×深×高）（mm） 600×800×2000/600×1000×2000

＊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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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系列三进三出 UPS(20-200kVA)

锂电特点
■ 系统额定容量 (Ah)：50/100/200
■ 标称电池电压 (Vdc)：±204.8
■ 选用行业高端电芯，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使用寿
命可达 10 年
■ BMS 电池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过充、
过放、过温等）
■ 锂电 UPS 系统具备三级保护控制，UPS 及 BMS 实现双重
锂电池备电系统的全程监控
■ PACK 模块标准化设计，可以自由组合，且体积和重量是铅
酸蓄电池的 1/3，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

KR33 系列 20~200kVA  锂电 UPS 系统，主机采用先进的三电平逆变技术和全数字互联技术，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和占地面积小
等优点，结合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运维方式便捷等特点，适用于政府、金融、证券、企业、
教育、医疗、通信、IT 等领域的数据中心、IT 机房。

系统概述

KR 系列 (20-200kVA) 锂电 UPS 系统

锂电池系统

■ 额定容量 : 20/30/40/50/60/80/100/120/160/200kVA
■ 功率因数 :PF=1.0
■ 运行效率 : 高达 96%
■ 输入电压 :138~485V
■ 触摸屏 +LED+ 按键组合设计：防止误操作、使用更放心
■ 智能录波：故障快速定位，实现智能化运维
■ 自除尘功能：设备积尘过多时，无需停机维护，减少维护成
本、提高供电可靠性
■ CEL 自测试功能：内部自循环测试，降低电能损耗，无需租
赁假负载，节省调试验收成本

UPS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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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参数

型号
指标 KR3320 KR3330  KR3340 KR3350 KR3360 KR3380 KR33100 KR33120 KR33160 KR33200

UPS

输入电压范围（Vac） 138 ～ 485

输入频率范围（Hz） 40 ～ 70

输入功率因数 ≥ 0.99

输出功率因数 高达 1.0

输出电压（Vac） 380±1%（400±1%，415±1% 可选配）

输出波形失真度
(THDv) <1%( 线性负载 )

过载能力
负载≤ 105%：长期运行；105% ＜负载≤ 110%：维持 60min 后转旁路；

110% ＜负载≤ 130%：维持 10min 后转旁路；130% ＜负载≤ 150%：维持 1min 后转旁路

整机效率 高达 96%

通信接口 支持 RS485、MODBUS、干接点（SNMP 可选）

工作温度 (℃ ) 0 ～ 40

相对湿度 0 ～ 95%，无冷凝

尺寸
（宽 × 深 × 高）（mm） 320×840×867 450×840×967 450×840×1400 600×900×1600

重量（kg） 120 160 210 242 270 300

锂
电
池

系统标称电压 (Vdc) ±204.8

模组标称电压 (Vdc) 51.2

模组标称容量 (Ah) 50/100/200

系统电压范围 (Vdc) 358.2~467.2

电芯 (Ah) 50/100/200

充电电流 (A) ≤ 1C

放电电流 (A) 4C/1C

热管理 风冷

模组重量（kg） 35/70/80

模组尺寸
（宽 × 深 × 高）（mm） 442×690×106/442×800×150/442×810×127

电池柜尺寸
（宽 × 深 × 高）（mm） 600×800×2000/600×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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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系列三进三出 UPS(300-1200kVA)

KR 系列（300-1200kVA）锂电 UPS 系统，主机采用最新 Ti28377DSP+FPGA 数字控制、T 形三电平变换技术，VFI SS 11（电压，频率独立）
符合 IECEN62040-3，结合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运维方式便捷等特点，可为通信、IT 等
领域的数据中心、IT 机房与工业领域的重大关键负载提供高质量的电源保障。

系统概述

■系统额定容量 (Ah)：50/100/200
■ 标称电池电压 (Vdc)：512
■ 选用行业高端电芯，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使用寿
命可达 10 年
■ BMS 电池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过充、
过放、过温等）
■ 锂电 UPS 系统具备三级保护控制，UPS 及 BMS 实现双重
锂电池备电系统的全程监控
■ PACK 模块标准化设计，可以自由组合，且体积和重量是铅
酸蓄电池的 1/3，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

KR 系列 (300-1200kVA) 锂电 UPS 系统

锂电池系统

■  额定容量 : 300/400/500/600/800/1000/1200kVA
■ 运行效率 : 高达 97%
■ 进线方式 : 上下进线兼容
■ 功率因数 : 高达 1.0
■ 触摸屏 +LED+ 按键组合设计：防止误操作、使用更放心
■ 智能录波：故障快速定位，实现智能化运维
■ CEL 自测试功能：内部自循环测试，降低电能损耗，无需租
赁假负载，节省调试验收成本
■ 软启动功能：避免市电故障，UPS 同时开启对发电机造成冲
击，影响设备运行

UPS 特点

锂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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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指标 KR33300 KR33400  KR33500 KR33600 KR33800 KR331000 KR331200

UPS

输入电压范围（Vac） 228 ～ 477

输入频率范围（Hz） 40 ～ 70

输入电流谐波（THDi） 满载 THDi ≤ 2%

输出功率因数 高达 1.0

输出电压（Vac） 380±1%（400±1%，415±1% 可选配）

输出波形失真度
(THDv) <1%( 线性负载 )，<3%( 非线性负载 )

过载能力
负载≤ 105%：长期运行；105% ＜负载≤ 110%：维持 60min 后转旁路；110% ＜负载≤ 125%：维持 10min 后转旁路；

125% ＜负载≤ 150%：维持 1min 后转旁路

整机效率 高达 97%

充电电流（A） 25 ～ 100 25 ～ 200

通信接口 支持 RS232/485、MODBUS、干接点通讯（SNMP 可选）

工作温度 (℃ ) -5 ～ 40

相对湿度 0 ～ 95%，无冷凝

尺寸
（宽 × 深 × 高）

（mm）
1000×900×1950 1400×900×1950 1900×900×1950 3000×900×1950

重量（kg） 750 1100 1300 2400

锂
电
池

系统标称电压 (Vdc) 512

模组标称电压 (Vdc) 51.2

模组标称容量 (Ah) 50/100/200

系统电压范围 (Vdc) 448 ～ 584

电芯 (Ah) 50/100/200

充电电流 (A) ≤ 1C

放电电流 (A) 4C/1C

热管理 风冷

模组重量（kg） 35/70/80

模组尺寸
（宽 × 深 × 高）

（mm）
442×690×106/442×800×150/442×810×127

电池柜尺寸
（宽 × 深 × 高）

（mm）
600×800×2000/600×1000×2000

＊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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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系列三进三出 UPS(50-600kVA)

MR 系列三进三出 UPS(50~600kVA) 锂电 UPS 系统，主机采用先进的三电平逆变技术，由 UPS 机柜、功率模块、旁路模块、系统控
制模块组成，结合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运维方式便捷等特点，整个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占地面积小、易于扩展、可按需扩容，适用于政府、教育、金融、通信、保险、交通、税务、证券、能源等行业的数据中心、网络计算机房。

■ 系统额定容量 (Ah)：50/100/200
■ 标称电池电压 (Vdc)：±256
■ 选用行业高端电芯，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使用寿
命可达 10 年
■ BMS 电池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过充、
过放、过温等）
■ 锂电 UPS 系统具备三级保护控制，UPS 及 BMS 实现双重
锂电池备电系统的全程监控
■ PACK 模块标准化设计，可以自由组合，且体积和重量是铅
酸蓄电池的 1/3，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

锂电池系统

MR 系列 (50-600kVA) 锂电 UPS 系统

系统概述

■  额定容量 :50~600kVA
■  功率模块 :25kW、50kW
■  功率因数 :PF=1.0
■  运行效率 : 高达 96%
■  过载能力 :110% 过载 60min，130% 过载 10min
■  触摸屏 +LED+ 按键组合设计：防止误操作、使用更放心
■  智能录波：故障快速定位，实现智能化运维
■  CEL 自测试功能：内部自循环测试，降低电能损耗，无需租
赁假负载，节省调试验收成本

锂电特点

UPS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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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指标

MR33125 MR33200 MR33300 MR33400 MR33500 MR33600

UPS

系统容量（kVA） 25~125 50~200 50~300 50~400 50~500 50~600

输入电压范围（Vac） 138~485

输入频率范围（Hz） 40~70

输入功率因数 ≥ 0.99

输出功率因数 高达 1.0

输出电压（Vac） 380±1%（400±1%，415±1% 可选配）

输出波形失真度

（THDv）
<1%( 线性负载 )

过载能力
负载≤ 105%：长期运行；105% ＜负载≤ 110%：维持 60min 后转旁路；

110% ＜负载≤ 130%：维持 10min 后转旁路；130% ＜负载≤ 150%：维持 1min 后转旁路

整机效率 高达96%

通信接口 支持RS232、RS485、MODBUS、干接点（SNMP可选）

工作温度（℃） 0-40

相对湿度 0-95%,无冷凝

走线方式
下进线

（可选上进线）

上进线

（可选下进线）
上下进线兼容

尺寸（宽x深x高）（mm） 600*860*2000 1200*860*2000

机柜重量（kg） 162 224 236 427

旁路模块重量（kg） 20 23 27 31

单功率模块重量（kg） 33

锂电池

系统标称电池(Vdc) ±256

模组标称电压(Vdc) 51.2

模组标称容量(Ah) 50/100/200

系统电压范围(Vdc) 358.4~407.2/448~574

电芯(Ah) 50/100/200

充电电流(A) ≤ 1C

放电电流(A) 4C/1C

热管理 风冷

模组重量（kg） 35/70/80

模组尺寸
（宽×深×高）（mm） 442×690×106/442×800×150/442×810×127

电池柜尺寸
（宽×深×高）（mm） 600×800×2000/600×1000×2000

＊另有选配件可供选择；
＊因模块冗余，不建议只配置一个功率模块的工作方式；
＊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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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系列三进三出 UPS(80-800kVA)

MR 系列三进三出 UPS(80~800kVA) 锂电 UPS 系统，主机采用先进的三电平逆变技术，由 UPS 机柜、功率模块、旁路模块、系统控
制模块组成，结合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运维方式便捷等特点，整个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占地面积小、易于扩展、可按需扩容，适用于政府、教育、金融、通信、保险、交通、税务、证券、能源等行业的数据中心、网络计算机房。

■ 系统额定容量 (Ah)：50/100/200
■ 标称电池电压 (Vdc)：±256
■ 选用行业高端电芯，充放电循环次数可达 5000 次，使用寿
命可达 10 年
■ BMS 电池管理系统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过充、
过放、过温等）
■ 锂电 UPS 系统具备三级保护控制，UPS 及 BMS 实现双重
锂电池备电系统的全程监控
■ PACK 模块标准化设计，可以自由组合，且体积和重量是铅
酸蓄电池的 1/3，更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

锂电池系统

MR 系列 (80-800kVA) 锂电 UPS 系统

系统概述

■  额定容量 :80~800kVA
■  功率模块 :80kW
■  功率因数 :1.0
■  运行效率 : 高达 97%
■  过载能力 : 110％过载 60min，125％过载 10min
■  触摸屏 +LED+ 按键组合设计：防止误操作、使用更放心
■  智能录波：故障快速定位，实现智能化运维
■  CEL 自测试功能：内部自循环测试，降低电能损耗，无需租
赁假负载，节省调试验收成本

锂电特点

UPS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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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指标

MR33300 MR33400 MR33500 MR33600 MR33800

UPS

系统容量（kVA） 80~300 80-400 80-500 80-600 80-800

输入电压（Vac） 138~485

输入频率（Hz） 40~70

输入功率因数 ≥ 0.99

输出功率因数 1.0

输出电压（Vac） L-N：220/230/240±1%   L-L：380/400/415±1%

输出波形失真度
（THDv） <1%( 线性负载 )

过载能力
负载≤ 105％：长期运行  ；105% ＜负载≤ 110％：维持 60min 后转旁路 ；110％＜负载≤ 125％：维持 10min 后转旁路；

125％＜负载≤ 150％：维持 1min 后转旁路；负载＞ 150% 时，立刻转旁路

整机效率 高达97%

通信接口 干接点、RS485、RS232、MODBUS、SNMP（选配）

工作温度（℃） 0-40

相对湿度 0-95%,无冷凝

走线方式 默认上进线 默认上进线（可选下进线）

尺寸（宽x深x高）（mm） 600x860x2000 1200x860x2000 1400x860x2000

机柜重量（kg） 162 224 236 427

旁路模块重量（kg） 260 450 460 550

单功率模块重量（kg） 40

锂电池

系统标称电池(Vdc) ±256

模组标称电压(Vdc) 51.2

模组标称容量(Ah) 50/100/200

系统电压范围(Vdc) 358.4~407.2/448~574

电芯(Ah) 50/100/200

充电电流(A) ≤ 1C

放电电流(A) 4C/1C

热管理 风冷

模组重量（kg） 35/70/80

模组尺寸
（宽×深×高）（mm） 442×690×106/442×800×150/442×810×127

电池柜尺寸
（宽×深×高）（mm） 600×800×2000/600×1000×2000

＊另有选配件可供选择；
＊因模块冗余，不建议只配置一个功率模块的工作方式；
＊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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