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axy VL
替資料中心提供一流的電源保護。
取得方便、創新、耐用
300 - 500 kW (380/400/415/440/480 V)

www.se.com/tw/

盡全力提升可用性和永續性，
以及減少整體擁有成本
Galaxy VL 是款 300-500 千瓦 (380/400/415/440/480 V) 3相不斷電供應系統 (UPS)，高效、精巧、
模組化，且可擴充，全球都供售，為中、大型邊緣資料中心，以及工商業場所中的重要基礎設施提供
頂級性能。
Galaxy VL 具備領先同業、體積小、密度大等技術，再加上有容錯架構的特點，最佳化其可用性、運行效率、關鍵
負載保護，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整體擁有成本。由於採用了專利技術，該 UPS 在 ECOnversion™ 模式下的效率高達
99%，在雙轉換模式下的效率高達 97%。
Galaxy VL 可以擴充，因此能隨升級付費，減少資本投資和整體擁有成本。你可以先購買你需要的電源模組，享受
優化的運行效率，然後需求增長時再靠即時交換增加電源模組。模組化設計還啟動 N+1 的內部冗餘，這使系統的可
用性增加了 10 倍，而且不會多占空間。
Galaxy VL 與鋰離子電池相容。使用我們的 Schneider ElectricTM 鋰離子電池解決方案、經典的 VRLA 或鎳鎘電
池，就能預測關鍵負載的執行時間。
Galaxy VL 與 EcoStruxure™ 相連，讓您隨時隨地都能放心。包括啟動服務，以優化系統的性能、品質、安全。憑
藉即時交換、模組化設計、卓越的可靠性，Galaxy VL 是您關鍵基礎設施的理想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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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VL

主要優勢和創新
鋰離
子

市面上最小型的設計，節省更多
空間

10 倍的系統可用性，沒有多佔空
間

即使是鋰離子電池，靈活性
也很高

高密度技術和全前部通道使 Galaxy
VL 成為同類產品中最適合狹窄空間
的小型產品。

Galaxy VL 可以擴充，因此能隨升級
付費，最大限度地節省資本投資和整
體擁有成本。
用於 N+1 內部冗餘的一個額外電源模
組，提供超高的可用性。

倚賴耐久的智慧型儲能，提高可
用性並降低整體擁有成本，在整
個Galaxy V 系列平臺的鋰離子安
裝方面有四年多的經驗。

效能極高

創新的即時調換（Live Swap）功能，
使負載受到完善保護，穩定公司運
作，也讓員工更安全。

生態環保資訊科技

在雙轉換模式下提供高達 97% 的效率；
在專利的 ECOnversion™ 模式下效率
高達 99%。

藉由快速添加或更換電源模組來擴充電
源，盡可能延長正常執行時間，提高可
用性和電源的連續性，無需計畫停機。

監控、管理和模擬資訊科技基礎
設施，並隨時隨地獲得服務支
援*。

* 請聯繫最靠近您的供應商詢問庫存量。

廣泛的應用範圍
• 大型資料中心、主機託管和電腦房
– 邊緣計算
– 網際網路 DC
– 雲端運算

• 通信和網絡
• 輕工業和商業大樓
• 基礎建設和交通
永續商業性能欲知詳情:
詳情: https://www.se.com/tw/
綠色高級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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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表現
設計堅固而靈活，格外適合高度要求所需的環境
彈性和性能
•
•
•

•
•

統一功率因數(PF=1)允許根據實際的資訊科技需求，提供合適的保護
由於功率因數的高度靈活性和高超載能力，非常適合於不同的應用
完美地融入電氣環境中
– 支援單電源和雙電源
– 支援 3 線或 4 線安裝
利用智慧電源測試功能（SPoT），提高現場可靠性，降低啟動成本
用簡單、方便、安全的方法來測試 UPS 的全功率
– 降低負載風險，提升產品品質

穩健的設計同時支持資訊科技和非資訊科技的環境
•
•
•
•
•
•
•
•

支援廣泛的關鍵負載
容錯設計確保在關鍵情況下還有持續的保護
最大短路等級: 65kA
使用高品質的空氣過濾器以在惡劣環境中仍舊發揮作用
具備高 I²t 等級的靜態旁路開關，增強下游的適應力
採用保形塗層，適合潮濕環境
通過地震認證（有選項套件）
達到 EMC C2 等級，超過了電磁保護的工業標準

更高的可用性:最大的正常執行時間降低風險
•
•
•
•
•
•
•

* 請聯繫當地的供應商，詢問是否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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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 N+1 內部冗餘的一個額外電源模組，使您的負載得到保護，並將
系統的可用性提高 10 倍，而且沒有多占空間。
優化的正常執行時間，具有較寬裕的輸入公差範圍（+/-15%）
更快速的電池充電能力，與業界標準相比，恢復備份時間快 2 至 3 倍
藉由即時調換功能，使得添加、替換或移除電源模組非常簡單快速
可並行的冗餘（2 MW N+1）
N+0 或 N+1 模組層級冗餘
N+0 或 N+1 系統級冗餘

最佳運行效率
減少能源開支

一般情況下使用兩年後**，節省的電力 = UPS 購置成本

效率尤高，適合中大型資料中心、建築、設施。藉
由使用 ECOnversion 模式，每年能大幅節省用電
量。與傳統設計相比，兩三年後節省的費用相當於
UPS 的購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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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version：無法超越的電能品質和高效
率組合

成本

電

效率

每年省下的電費

ECOnversion

99%

26,280 歐元

電力成本效益 = 99%

雙重轉換

97%

15,768 歐元

UPS 購置成本

傳承設計

94%

€0

500 千瓦時的比較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 4年

第5年

** 取決於模型

採用 ECOnversion 模式，每年省下 26,280 歐元
•
•
•
•
•
•
•
•

世界級的效能，最高可達 99%
獲得專利的零中斷傳輸在停電時提供了安心的保障
穩定出色的負載保護
靈活而快速的電池充電器–充電效率高達 80%。
輸入功率因數校正和上游可見的低諧波
在輸入和輸出端有防止短路的保護
部署市場六年多–在數百個地點保持活躍
已經證實的成本節省卻又不失堅固

全新的專利混合技術

80%
60%

標稱值 (電壓伏特 % )

在不影響負載保護的情況下，享受當今最高技術的能源節約：

100%

40%
20%

過電壓瞬時極限

ECOnversion

0%

+10 %
-10%

以毫秒計算的瞬時時間 (ms)

-20%
-40%
-60%
-80%
-100%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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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0

UPS 購置成本

Galaxy VL ECOnversion 符合 IEC 62040-3
的 1 級標準：在停電期間實現零斷電傳輸。

• 在雙轉換線上模式下，即使在低負荷水準，效率也高達 97%
• 使用軟開關方法來減少雙重轉換時的損失
* 以市場電價為準。0.11 歐元/kWh
每年的節電情況是與 94% 效率的標準 UPS 相比，並
使用三相 UPS 效率比較計算器計算出您的節省效率。
https://ww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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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數二的空間節省機型
優化您的資料中心空間；與業界平均水準相比，Galaxy VL 可減少 50%* 的電源保護足跡。

Galaxy VL 是同類產品中最省空間的，這要歸功於:
•
•
•
•
•

超高密度設計
所占空間僅有 0.8 m
前端服務通道
無陰影面積
格外適用於狹窄的空間
2

業界平均水準

Galaxy VL

方形占地面積

1.6m

0.8m

尺寸

1712.42 x 942.75mm

(W x D)

2

2

850 x 925 mm

* 基於全球 9 大製造商提供的 500 千瓦模組化可擴展 UPS 型號的平均平方釐
米占地面積（WxD）（基於過去 3 年公佈的 UPS 類別的市場份額）。

既省空間又保全環境
與前期的 VRLA 電池解決方案相比，Galaxy 鋰離子電池櫃節省
高達 70% 的空間。將您的 Galaxy VL UPS 與 Galaxy 鋰離子電
池櫃搭配使用，兩者將是市場上最不占空間、高密度的組合。
作為擁有龐大安裝基礎的先行者，Schneider Electric 已經開發
了自身的 Galaxy 鋰離子電池解決方案，也提供了以下優勢：

•
•
•
•

優化總擁有成本，實現永續發展目標，並延長一倍電池壽命
充電速度快 2-3 倍，勝過 VRLA 解決方案
使用我們內部的專利電源，簡化並加快安裝速度
藉由三個級別的電池管理系統加強電池安全

Galaxy VL 有全系列的選項和配件，確保在任何環境下都能達到
最佳表現，以及 Galaxy 鋰離子電池櫃和經典電池櫃，以滿足任
何現場要求。

鋰離子電池與VRLA電池的比較

更高的
操作溫度
(減少冷卻)

預期壽命

提升2-3倍

60 – 70%
重量減少

快速充電

提升2-3倍

帶有VRLA的經典電池櫃

Galaxy 鋰離子電池

方形占地面積

3.4m

1.1m

尺寸

4000 x 845 mm

(W x D)

2

1950 x 587 mm

*此比較基於 Galaxy VL 500 kVA UPS，執行時間為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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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VL

2

成就歷久不衰的資料中心
通過即時互換，在無預定停機時間的情況下擴大功率，沒有因此多佔用空間。
Galaxy VL 的模組化和可擴充設計支援電源模組的即時交換，優
化您的前期資本投資，為您提供電源的連續性、更多的靈活性，
以便日後因需求提升而隨之升級的電源擴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用模組化預測你的投資。
可擴展的設計
打從起步的那刻，就對你的電源保護和冗餘合理調整，最大限度
地提高您的營運效率，並將您的能源消耗降至最低，優化總擁有
成本。

快速擴展，沒有預定的停機時間，並使你的員工更安全
模組化設計和即時互換，可及時並且豪不費力地擴充資料中心，
減少預定的停機時間，增強業務的連續性。
藉由即時互換，Galaxy VL UPS 在連線並完全運行時，可以簡
單快速地添加、更換或移除電源模組，加強對員工的保護。

隨著升級擴大規模和支付費用

300 kW

隨著電力需求的成長，以 50 千瓦的增量即時擴展功率，從300
千瓦到 500 千瓦。

Galaxy VL 的創新設計支援即時互換，模組化、
可擴充性以及員工保護的最前線
在 Schneider Electric 強大的安全文化的推動下，Galaxy VL 的
即時互換功能是一項開創性的創新，UPS 連線時，通過添加或
更換 Galaxy VL 中電源模組的過程，提供觸摸安全設計。
這種創新的功能可以快速、簡單地插入和更換 Galaxy VL 300500 kW UPS 的電源模組，並於 UPS 處於線上狀態並完全運行
時來進行，便可以無需將 UPS 轉為維護旁路或電池運行，增加
對員工的保護。

400 kW 500 kW

Galaxy VL 的設計是為了確保觸摸安全，並減少電弧閃耀
和電擊的風險。

輸入和輸出接線
部分與電源模組
部分是獨立的
保護部分的屏障

Galaxy VL 的設計是為了減少在插入或移除電源模組過程中發
生電擊和潛在電弧的風險，並在整個即時互換操作中確保觸摸安
全。在實際應用中，Galaxy VL 連線時，可以增加或更換功率模
組，能量入射水準並且保持在 1.2 cal/cm2 以下。
所完成的大量嚴格測試都是由公認的協力廠商實驗室見證和驗
證。

電源模組區域被分隔開來

電源模組插槽中符合觸摸要
求的連接器和熔斷器降低了
插入或更換電源模組時的能
量水準

帶有即時互換功能的 Galaxy VL 是 Schneider Electric 對國家
和地方電氣安全工作條例的回應。
欲知詳情請看 WP-13, Mitigating Electrical Risk While

Swapping Energized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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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安裝和可維修性
安裝快速，適合任何地方
•
•

重量輕，占地面積小
您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內：網路管理卡（NMC）
、Modbus、單電源和雙電源、空氣過濾器和乾接點

•

透過預先定義的電池參數，電池配置精確可靠

•

使用外部維護和系統旁路櫃來並聯配置容量或冗餘

•

可採用標準的頂部電纜入口。若電纜要由底部進入，可以使用
底部進入櫃（BEC）或維護旁路櫃（MBC）

多虧了模組化結構和即時互換設計，維護簡單，維修快速。
•

部件全面由前方進出，使連接和維修作業簡便快速

•

採用了可即時互換的電源與智慧模組，平均維修時間短

•

減少人為錯誤和負載下降的風險，並加強對員工的保護

- 藉由即時互換，在 Galaxy VL UPS仍在線上且完全運行中
的情況下，可以簡單而快速地增加、更換或移除電源模組，
增加對員工的保護。
- Galaxy VL 會自動檢測新的電源模組，並自動更新其配置
設定，更取更多的正常執行時間和增進便利

1

情報模組
「系統大腦」包含關鍵的控制和
信號線介面。

2

可擴充性選項
隨著負載的變化，隨時添加新的電源模組。
負載的發展。

3

4

4

電源模組
N+1 冗餘，即時互換，具備後置連接器的
滑入/滑出模組包括風扇盒，可簡單更換。
上乘的核心性能（PF=1，高密度。
高效率）和容錯設計。
服務彈性
使安裝和佈線工作特別簡單。銅質或鋁質電纜。
適用於 3 線或 4 線安裝（帶或不帶中性線），
以獲得更大的靈活性。

5

3
1

2

5

全面的正面通道
全面的前部接入，使連接和服務簡單而快速。
Galaxy 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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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alaxy VL 的模
組化資料中心。
一個強大、高效、緊湊而不占空間的解決方案，與您的企業一起成長。
模組化資料中心解決方案將電力、散熱和資訊科技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統合到結合到單獨或可配置的多個模
組中，可異地設置於工廠環境中。然後，這些模組可以被運送到現場，提供一個有內聚性的資料中心解決
方案，即使在偏遠地區、未使用的倉庫空間或戶外空間，快速進行運算能力的部署。
帶有即時互換功能的 Galaxy VL 不僅允許您隨著企業的成長而增加電力容量，且提供了市場上最小型
的產品，節省了 50% 以上的占地面積，使您能夠真正最佳化您的空間布置。客戶一旦選擇Schneider

Electric EcoStruxure IT，一個基於雲端的監控平臺時，他們的資訊專業人員只要能連上網路，不論在
何時何地，不論使用的是手機應用程式或網頁瀏覽器，都可以主動進行資料中心的監測與管理，這不只讓
客戶獲得額外的好處，也能令他們更加安心。

增加你的基礎設施容量；將你的基礎設施占地
空間縮小 50% 以上

傳統

減少你的部署時間；保持對於性能
需求的預測力

以傳統 UPS建置的 13.7 公尺 500 千瓦模組化解決方案

Galaxy VL 採用全新 Galaxy VL UPS 的 6 公尺 500 千瓦模組化解決方案。

Life is On | Schneider 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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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和安心
利用 EcoStruxure IT 軟體和服務，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設備上監控、
管理和模擬您的Galaxy VL。
EcoStruxure 利用物聯網、機動性、感應、雲端、分析和網路安全方面的先進發展，在各個領域層面都提供創
新。EcoStruxure IT Expert、EcoStruxure IT Advisor和EcoStruxure Asset Advisor是基於雲端的解決方案，並能
為您提供對於資料的洞察力，以最佳化資料中心的復原力和性能。

涉及到資訊科技關鍵設備的監控時，你想要親力親為還
是放手不管呢？

隨時隨地可見
EcoStruxure IT Expert 透過雲端監控軟體，為
您提供直接進行操作的方法：該軟體合成並分
析性能及警報資料，並且會主動提出建議，不
管您身在何處，都能用任何裝置一目了然當下
情形。
現在就試試https://www.se.com/tw/

全面的現場服務
啟動服務：包括 UPS
•

根據製造商的建議來安裝。確保從第一
天起就有最佳的系統性能.

Schneider Electric 認證的安裝服務
•

全天候遠端監控和故障排除
EcoStruxure Asset Advisor*針對安全供電
和散熱， 由Schneider Electric連線服務中心
專家，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遠端監控服務，
讓您不需要親自動手。將監測和排除故障交給
我們，您就可以安心了。

維修服務
•
•

透過敏銳洞察力
改善運行效率
EcoStruxure 資訊科技顧問，提供針對資料中
心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模解決方案，讓大企業
資料中心和主機託管資料中心的管理人全面瞭
解其基礎設施，以提高盈利能力、效率、與可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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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對負責您關鍵任務的應用程式進行
完善維護
進行預防性保養和進行回應時間的升級

靈活的服務計畫/現場延長保固期
•
•

規劃和建模情況如何？

專家配置您的設備，以獲得最佳性能和
可靠性。

讓您免於系統維護的一切麻煩
以可預測的成本提升正常執行時間。

技術規格
Galaxy VL

額定功率

特色

Galaxy VL

300, 400, 500

並聯

從300千瓦到500千瓦，以50千瓦的功率模組
遞增

並聯能力

可擴充性

N+1 功率等級

300, 350, 400, 450

技術等級

500 kW

拓撲原理

線上雙重轉換，ECOnversion

(kVA=kW)

特色

多達4台作為容量用的UPS，或3+1台UPS的冗餘

電池
電池類型

鉛酸蓄電池/鋰離子電池/鎳鎘電池

直流母線/VRLA電池組的
數量

480-576 V (40-48 塊)

主特色

浮動電壓，2.27V/電池

545-654 V

模組設計

電源模組，控制模組， 電源供應單元電源單元

備用電源

5分鐘至1小時（有更長的執行時間*）

即時互換元件

電源模組

最大充電功率（0-40％負
載）

80%

顯示器

彩色觸控式螢幕，7英寸，顯示類比圖
獨立式，白色(RAL9003)

最大充電功率（100% 負
載）

20%

櫥櫃類型

支援的電池斷路器的數量

4

效率
雙重轉換模式

> 97%

斷路器跳閘功能

蓄電池斷路器上的紫外線線圈

ECOnversion

高達 99%

ECO 模式

高達 99%

溫度補償

-3.3 mV/°C/cell, for T >= 25°C
0 mV/°C/cell, for T < 25°C

最大短路水準

30 kA

電池測試

手動/自動（可選擇）

電池執行時間估計

有

電池深度放電保護

有

輸入
額定電壓

380/400/415/440/480 VAC

輸入電壓範圍 （相間）

331-552 V

單一主電源/雙主電源

單一主電源為標準。轉換為雙主電源亦相當容
易。

連線

單主電源3 相+中性線+地線，雙主電源3 相+
地線

操作溫度

0-40 °C，無等級限制

輸入電流總諧波失真(THDI)

<5%

儲存溫度

-25° to 55°C

輸入功率因數

>0.99 at load >25%

濕度

0% to 95%

電纜入口

頂部為標準。亦有可選的底部電纜入口櫃。

海拔

1000 公尺可達100% 負載
最高3000米，但負載力會降低

100% 負載時的可聽噪音

400V: 69.5 dB; 480V: 68 dB

輸入回饋保護

輸入回饋保護包含在內

IP等級（入侵保護）

IP20

短路承受能力 （一般及靜態旁路運作）

65 kA Icw

塵土

能放在惡劣環境
污染程度2（IEC 62040）
包含空氣過濾器

額定輸出電壓

380/400/415/440/480 VAC

符合要求的塗層

在 PCBA 上

負載功率因數

PF=1 @ 40°C 無降額

電壓調節

+/- 1% (對稱負載)

選項和配件

頻率

50/60Hz +-0.1% 自由運行

鋰離子電池櫃

並聯通訊套件

超載正常運行

1 min @ 150%; 10min @ 125%

維修旁路櫃

網路管理卡

電池超載運行

1 min @ 125%

底部電纜入口櫃

內部回饋套件

電池斷路器套件

Kirk Key套件（480V）*

空氣過濾器套件

經典電池櫃（400V）*

震測套件

電池斷路盒（400V）*

環境

輸出

線性負載的輸出 THDU

<1%

非線性負載的輸出THDU

<5%

輸出電壓分類

VFI-SS-111

初步規格 - 可能會有變化

*請聯繫您當地的廠商瞭解情況
**聯繫您的銷售代表以進行任何客製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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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瞭解更多有關 Galaxy VL UPS、EcoStruxure IT 雲端軟體和 EcoStruxure
資產顧問全天候遠端監控服務的資訊，請聯繫 Schneider Electric 業務或上
https://www.se.com/tw/

關於法商施耐德電機 Schneider Electric
在施耐德電機 Schneider Electric，我們相信獲取能源及數位技術是人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幫助所有
人以更少資源創造更多的價值，並確保每一個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盡享 Life Is On。
我們提供能源與自動化的數位解決方案，以實現高效能與永續發展。我們為居家、樓宇、資料中心、
基礎設施與工業領域提供融合能源技術、自動化技術、軟體及服務等世界領先技術的整合解決方案。
我們致力打造有意義、包容與賦權的企業價值，並承諾讓這個開放、全球化與創新的生態圈釋放無限
可能。
www.se.com
如需任何協助，歡迎洽詢 : 客戶關愛中心 0800 886 399
獲取產品即時資訊，請造訪 施耐德電機台灣官網 及 社群網站
台灣官方網站

www.se.com/tw

台灣臉書粉絲頁

@SchneiderElectricTW

台灣 LINE@ 社群

@se-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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