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metra®

PX

UPS 额定值 kVA/KW (PF = 1)

Symmetra® PX

48kW

主输入(正常运行)
电网系统

3条相线 + 中线 + 地线

电压范围(满载)

340-477V

频率范围

40-70Hz，转换速率为10 Hz/sec

功率因数 (PF)

负载> 50%时大于0.98

输入电流失真度（I thd）

< 5%

额定输入电流

380V 时77A，400V 时73A ，或415V时70A

最大输入电流(额定 Vin, 10% 充电蓄电池)

380V时 84.4A，400V时 80.2A，或415V时77.3A

输入电流限值

380V / 400V / 415V时98.3A

的电池柜，Symmetra PX 48最多可连接4个电池柜，在48KW负载

最大输入短路水平

30kA

的情况下可提供102分钟的供电。

保护

回授接触器

选件/附件
用于延长运行时间的电池柜
为了延长负载的后备时间，您可以增加可选的用于延长运行时间

适用于数据中心的模块化可扩展高效率的电源保护
Symmetra PX 48kW
16kW至48kW之间可扩展

旁路输入 (旁路运行)

电源分配

电网系统

3条相线 + 中线 + 地线

电压 (额定)

380V / 400V / 415V

电压 (范围)

+/-10% (以所选电压为基准)

频率 (额定)

50/60Hz

随着需求增长扩展势在必行，这时您无需停机便可增

频率 (范围)

+/-0.1Hz，+/-3Hz， +/-10Hz (用户可选)

加断路器。断路器模块插接至“touch-safe”背板，

额定输入电流

380V时73A；400V 时69A；415V 时67A

最大过载输入电流

380V 时84.4A；400V 时80.2A；415V 时 77.3A

可免除用户受到电伤害的危险。电源分配系统通过输

适用于小型数据中心或高密度区
域，业界领先的效率、可用性和
性能，按需规划、模块化、可升
级的三相电源保护解决方案

输出

出计量、分支电流/电路监控和自动侦测功能，大大

额定功率

48kW

简化了供电管理。多种额定功率和线缆长度型号确保

电网系统

3条相线 + 中线 + 地线

电压 (额定)

380V / 400V / 415V L-L

输出电流 (额定)

380V时73A；400V 时69A；415V 时67A

最长蓄电池运行时间

无限制

频率调节

50/60Hz 旁路同步，50/60Hz +/-0.1% 自由运行

同步转换速率

可编程为0.25，0.5，1，2，4，6Hz/sec

过载 (正常和蓄电池运行)

150%持续 60 秒，125% 持续10 分钟，100% 长时间持续

电压失真度(V thd )

0至100%的线性负载时为< 2%，非线性满负载时为< 6% 根据IEC/EN62040-3

负载功率因数

从0.5超前到0.5滞后，无任何降容

从低到高不同功率的兼容性和安装的便利性。

管理卡
两个智能插槽的位置，通过选择以下APC管理卡来扩展UPS的监控能力：
> 网络管理卡：已经标配了一块网络管理卡；通过网络管理卡用户可通过网络监测
和控制UPS，根据需要，您可以选择安装第二块管理卡作为冗余配置。
> 干接点/环境管理卡：通过采用外部设备，例如传感器，监控UPS的状态和环境。
> 楼宇系统管理 (Modbus/Jbus) 卡：实现通过楼宇管理系统来监测UPS。

效率

> 电源，电池和电源分配集成在一个机柜中

正常运行

≥95% 在35% -100% 负载下；≥90%在15% -34%负载下

电池运行

≥94% 在25% -100%负载下；≥90% 在15% -34% 负载下

> 模块化，可升级，无需被动停机
> 高效率双变换技术，效率可达95%

UPS柜体最大容量（个）

机械
最大尺寸(高x宽x深)

1991 x 600 x 1070mm

16kW 功率模块

3

净重

796kg

电池模块

4

运输重量

858kg

断路器模块

6

> 高密度设计
> 总体拥有成本低

相符性

> 1.0 输出功率因数（kW=kVA）

CE, UL1778, EN/IEC62040-1-1, EN/IEC/UL60950-1, EN50091-2 / IEC62040-2 (class A), FCC15A, EN/IEC62040-3

提升系统性能可附加的其它APC产品
行级制冷
适用于高密度机柜或区域的高效节能制冷系统

>

> 基于机柜设计，灵活美观

InfraStruXure中央管理器
厂家独立，可扩展的监控系统

超级服务计划包
综合服务包，为客户提供安全无忧的系统维护

> 无需后部访问
客户支持热线：400 810 1315

> 长寿命电池（5-8年）

●

智能控制

●

开放式体系结构

●

下一个工作日或更加快捷的现场响应

如果您想了解APC的其他相关信息及其全球化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请通过APC的中文站点：www.apc.com/cn

●

紧靠热源的制冷

●

可扩展到4025个设备

●

预防性维护服务

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

可选气流遏制系统

●

容量规划和资产管理

●

远程监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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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a® PX

Symmetra® PX

Symmetra® PX

按需规划、模块化、可升级的三相电源保护解决方案，业界领先的效率、
可用性和性能，适用于小型数据中心或高密度区域

特点和收益

高密度、高效率、可扩展、模块化UPS
1

1

双电源输入/输出
可通过上进线或下进线方式，连接至2个独立的电源输入，以提高可用性。

APC Symmetra PX 48KW是一款全球化的高效率、多功能
合一(all-in-one)的电源保护系统，其设计旨在实现成本效
2

益、冗余性的同时提供高等级的可用性。在一个机柜的空
间内，多功能合一的Symmetra

2

PX为400V部署提供高达

48kW的电源保护，同时提供可热升级的电源分配和可热拔

高密度，配置灵活

> 可从16kW扩展到48kW

> 单个机柜设计，同类产品最高的功率密度。

> 一次安装服务

> 高达48KW只占用0.642平方米的空间(包括电池)，节

> 模块化组件便于今后随着负载的增加而扩展

按需配置的模块化电源分配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您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无需被迫关

> N+1冗余最高可达32kW

机。可监测断路器位置，输出计量和分支电流/电路监测，大大简化电源管理。

> 集成的模块化电源分配
> 可热拔插的功率、电池和断路器模块

3

3

插的长寿命电池。

Symmetra PX 48kW可完美集成到当今最先进的数据中心设

模块化电源分配

模块化，可扩展

高效率 (95%) 功率模块 – 即使在30%负载下

> 所有组件均基于NetShelter SX机柜设计

独立机构TÜV证实，采用高效率双变换技术的功率模块在为您的数据中心提供

(1991 x 600 x 1070mm 高x宽x深)

计中，是真正的模块化系统，由可热拔插的功率模块、智

4

能模块、电池模块、旁路和电源分配组成。该体系结构可

> 集供电、电池和电源分配为一体，最大化方案密度，
减少占地空间
> 模块化体系结构满足当今数据中心所需的灵活性，
简化安装。
> 可热升级的功率模块和电源分配模块，16kW到48kW
轻松扩展

最佳电源保护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供电及制冷成本，节约开支。

4

省宝贵的数据中心空间。

> 所有操作均在设备正面进行，无需后部访问

LCD显示界面
提供清晰的报警、状态数据和系统配置选项等文本总揽信息。

根据您的数据中心增长或更高可用性等级的需求，在

电能效率

16KW到48KW之间对功率和运行时间进行扩展，自诊断功

5

能增强了Symmetra PX 48kW的可管理性，并提高了数据中

5

作为主智能模块的备份，确保您的系统实现最大的可用性。

6

心整体的可靠性。

6

作为APC InfraStruXure®系统的核心电源系统，Symmetra

主智能模块和备份智能模块

7

独立机构TÜV验证

在30%负载下，效率可达95%。Symmetra
PX 48kW 有助降低供电和制冷成本，大大
降低整个机房的总体拥有成本。

网络管理卡
提供UPS状态和事件通知。两个智能插槽位置支持干接点，用于环境监控、楼

PX系列适用于高效管理的小型、中型及大型数据中心。标

宇管理系统 (Modbus/Jbus)及附加的网络管理卡。

准化、工厂组装测试的模块大大降低了安装或日常维护阶
7

段的人为错误。无需后部访问，Symmetra PX 48kW可直接

可热拔插的静态旁路开关可使UPS在严重过载或故障的情况下，采用不断电的

8

置于数据中心地板上、安装于设备间或靠墙摆放。

内置静态旁路开关

方式将负载切换至市电供电，即使在过载125%情况下也能确保数据中心继续
运行。

通过采用Symmetra PX 48kW，仅仅使用一个机柜的空间，
您便可以享受到梦寐以求的Symmetra PX家族的高可用
8

性、灵活性和低廉的总体拥有成本。

热拔插长寿命电池模块
并联连接可提高可用性。热拔插电池模块采用先进的电池监控和温度补偿充电
技术，大大延长电池寿命。由此电池预期寿命可达5-8年，降低系统生命周期

9

全面的服务
> 保修服务 -1年保修，下一工作日响应，包括配件、人工和差旅。在许多地区可提供8小时或4小时响应升级服务。
> 开机服务 每台Symmetra PX 48 UPS都标配了免费的5x8开机服务以确保最佳的性能。开机服务包含在工厂保修之
中是必需的服务。作为选项，您可以升级到7x24服务。

成本(TCO)，同时热拔插功能可降低更换成本和平均修复时间(MTTR)。附加的

> 预防性维护服务 对您的系统进行检查以确保最佳的性能。5x8服务为标准服务，作为选项，可以升级为7x24服务。

电池柜可支持更长的运行时间。

> 安装服务 APC 授权的服务人员派往您的现场以确认Symmetra PX正确安装。
> 现场服务 4小时，第二天或者下一个工作日响应时间可选，经厂家培训的技术人员将到达您的现场对系统进行诊断

Symmetra PX 48kW

或维修。
9

高密度紧凑设计
无需后部访问的多功能合一解决方案，大大提高您为这款节省空间的UPS选择放置位置的灵活性，您
可以将Symmetra PX 48kW安装在任何位置，甚至靠墙摆放，这样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用于IT设备。

按需规划、满足关键业务应用苛刻要求的 UPS

> 项目管理 按时并在预算内完成您的数据中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