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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 医疗

● 工业

● 机场、空管中心

● IDC 信息机房

● 金融、通讯、灾备、数据机房中心

设计理念
     KELONG® 高频 IGBT 整流机型采用双变换在线技术。YTR(/B)33

系列可确保为任何数据处理或工业领域的负载提供高质量的电
源保障，尤其适用于保护重大关键负载。 这一系列的设计采用
了新的配置，其中包括确保正弦输入电流的 IGBT 整流器，以取
代传统的晶闸管整流器。同时全系列产品兼容隔离变压器，使
输出完全电气隔离，可避免输入端因电网异常给负载设备带来
的影响。

YTR系列三进三出UPS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华恒盛”）前身创立于 1988 年，2010 年深圳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002335），是国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承担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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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基础服务、高端电源以及新能源三大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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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恒盛本着“自主创新、自有品牌”的发展理念，自主培养 4 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公司先后承担国家级与省部

级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863 计划等项目 30 余项，参与了 130 余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获得国家专利、软

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近 1000 项。

科华恒盛拥有 500 多位原厂工程及运维专家，超过 30 年配电解决方案及产品运维管理经验，以及数百万套设备及系

统的维护实践积累。我们在全国建立 16 个技术服务中心，境内设立近 50 个厂家直属服务网点，境外设立近 20 个技术服

务网点，形成高效的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及物流配送体系，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覆盖中国、法国、印度、俄罗斯、波兰、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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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网更友善

● 输入电流谐波失真度（THDi<3%），有助于 降低电网波动和干扰

● 可选用较小的柴油发电机，节省资金支出

市电

发动机组

UPS 对市电的谐
波电流失真度

负载

高效节能
Energy efficient

● 先进的双 DSP 控制技术，数据处理精确迅速

● 具备快速的故障自我诊断和处理能力，自我保护功
能完善，可靠性更高

● 提高电路集成度，优化电路设计，提高抗干扰能力，
性能更加稳定

高可靠性
High Reliability

● 超宽的电压输入范围，能适应不同使用环境的电压范围，对电网的适应性强

● 避免频繁的市电 / 电池切换，即使在使用不稳定的交流电源（如工业临时用电、柴油发动机）供电时也能够避免
不必要的切换电池状态，延长蓄电池工作寿命

超强电网适应性 轻松应对恶劣用电环境

+10%+10%

-20%

+20%

对电网更友善

● 功率器件和磁性器件分别设置相互独立的两个风
道，制冷效果好，冷却效率高，最大程度降低散热
不均，保护关键器件、延长 UPS 使用寿命的同时，
更保护用户主设备的安全

● 控制板无积尘，消除热量损伤，具有更高可靠性

高效冷却  可靠安全

3+2 冗余设计

UPS 主机

三路电源互为备份 双电源板相互冗余

主电源输入
电源板

电源板
旁路电源输入 工作电源

直流电源输入

3 路电源互为备份，任何两路中断，UPS 可不间断供电

2 块电源板相互冗余，任何一块故障，UPS 仍能正常运行
发电机兼容性强

● 优异的兼容性使 UPS 能够在应急备用期间快速与发电机组同步

● 采用 IGBT 整流技术降低 UPS 与发动机的配比，减少设备资金投入

● 适应发电机作为交流源输入，有效隔离发电机产生的不良电力，避免电网污染，为负载提供纯净、安全、稳定的电源

机型 输入功率因数 输入谐波电流 无功损耗 与发电机组功率匹配 

6 脉冲 0.65-0.8 27%-35% 20%-30% 1:2.5

12 脉冲 0.8-0.9 10%-5% 10%-15% 1:1.5

IGBT 整流 0.99 ＜ 3% ＜ 1% 1:1.1

● 采用双变换在线技术，可显著提升系统运行效率，降低安装和运行成本，同时提供高可靠性的负载保护

● 输入功率因数接近 1，提高电能利用率，减少 UPS 前端配电费用，降低客户投入成本

绿色电源节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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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优总体拥有成本
More optimized TCO

● 整机效率高达 96%，极大的节省了能耗（UPS 自身热耗和
空调的耗能），减少了运行成本

● 输出功率因数默认 0.9，可用同样的价钱获得更大有用功
输出，具有更高的性价比，顺应 IT 产品功率因数提高的发
展趋势

能效指标升级

以单台 600kVA UPS 为例，在标准数据中心工作温度下，输出功率
因数为 0.9，通常负载率为 50%，运行效率为 96%，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与业界平均效率 95% 相比（工业用电 0.6 元 / kW·H）

每年可节省电量：600*50%*0.9*(96%-95%)*24*365=23652（kW·H）
每年可节省费用：23652*0.6=14191（元）
每年可节省制冷费用：23652*0.4*0.6=5676（元）
总节省费用：14191+5676=19867（元）
该 UPS 十年可节省电费约 20 万元！

节省能源成本

平均指标

96%
整
机
效
率

更智能运维管理
More intelligent OM

● 大尺寸彩色触摸屏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与设计美学，操作人性化

● 开关机双键组合，软硬结合双重防护；EPO 按钮带防护盖紧急关断，防误操作设计，安全双升级

● 丰富的液晶屏显示及 LED 指示灯显示整机运行状态及工作参数，辅助生动的能量流动态拓扑，清晰直观

● 人机界面友好，贴近客户使用习惯，软件功能丰富，便于用户信息读取及操作

功能强大的触摸屏显示界面

友好管理

大尺寸触摸屏 历史记录

条
10000

双键组合

多国语言

CHS

EN

智慧配置

● 全方位在线监测蓄电池电压、电流、温度、内阻，可靠的
测量方法，基于概率统计的数据分析，实现电池组的智
能化运维管理。

● 监控主机集信息的采集、分析、存储、展示、推送为一
体实现电池组集中监控与管理，可设置 4 组电池监测，
电池数高达 500 节

● 采集模块具备超低功耗与自动休眠功能，极大降低对
电池寿命的影响，防止长期挂接而导致电池老化加速

自主专利智能蓄电池监测系统



型号
指标 YTR/B33300 YTR/B33400 YTR/B33500 YTR/B33600

        
输
入
特
性

电压（Vac） 228-456

频率（Hz） 40-70

功率因数 >0.99

电流谐波 满载THDi≤2%
旁路额定输入电压

（Vac） 380/400/415

旁路同步跟踪范围
（Hz） 50/60±10%(±5%可选)

旁路相数 3PA+N+PE

输
出
特
性

功率（kVA/kW） 300/270 400/360 500/450 600/540

电压范围（Vac） 380±1%（400±1%，415±1%可选配）

频率（Hz） 同步状态，跟踪旁路输入（正常模式）50±0.5%（电池模式）

波形失真（THDv） 正弦波，线性负载<1%，非线性负载<3%

过载能力 125％满载时维持10分钟,150%满载时维持10秒

         
其
他
特
性

通信功能 支持RS232/485、SNMP、干接点通讯

告警功能 市电异常、电池欠压、UPS故障、输出过载

保护功能 电池欠压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输入欠压保护等

环境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0-95%，无冷凝

工作海拔高度（m) 1500以下无降额

IP防护等级 IP20(IP21可选配)

最高输出效率 96%

ECO模式效率 高达99%
主机尺寸

（宽*深*高）mm 1600×1000×1800

旁路柜尺寸
（宽*深*高）mm / 600×1000×1800

重量（kg） 1400 1750 2250 2350

符合标准 IEC62040-1、IEC62040-2、IEC62040-3

＊规格指标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指标
Technique Data

工业行业
在工业领域，由于技术要求及电网环境等苛刻条件，对关
键设备的供电质量和供电连续性提出了更高挑战。科华恒
盛 YTR 系列大功率 UPS 采用双风道以及超宽输入指标设
计，已经广泛在工业行业中得到应用。 
●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泓慧国际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 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 甘肃海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北京中科博恒科技有限公司
……

金融行业
一直以来，科华恒盛始终关注金融领域用户的需求，帮助
提升和保障用户关键设备、机房等电力、数据安全。目前，
科华恒盛 YTR 系列大功率 UPS 产品及方案已经全面覆盖
各大金融系统，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
●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 交通银行江苏分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海银行
● 恒丰银行
……

随着信息技术及通信业务的发展，通信数据中心业务和接
入网终端系统等对 UPS 供电系统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
在可靠、节能、扩容等方面；科华恒盛 YTR 系列 UPS 本
着高可靠及高效节能理念设计，结合优异的行业级解决方
案，为通信行业供电安全提供高效、可靠、智能、绿色的
电源保障服务。
● 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

通信行业数据中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中心业务和接入网终端系统等
对 UPS 供电系统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可靠安全、高效
节能、智能管理等方面；科华恒盛 YTR33 系列 UPS 本着
高可靠及高效节能理念设计，结合优异的行业级解决方案，
为数据中心供电安全提供高效、可靠、智能、绿色的电源
服务，保障数据中心业务稳定持续运营。
● 广西桂林临桂区政府 IDC 数据中心项目
● 华北油田万庄 IDC 机房项目
● 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 洛阳市景安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IDC 数据中心项目
● 北京科华众生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机房项目
……

案例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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