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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
施耐德电气最新推出的C-Bus产品方案是品种齐全的新
式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这些专门设计的商用
产品为用户创建照明控制系统战略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
台。施耐德电气提供了一系列用户友好的调光器产品，
这些产品具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集成性以及能源管理
功能。
这些产品设计新颖，有很多特点和优势，比如用户可以
更容易地安装、管理、使用和维护复杂的照明控制系
统。

与C-Bus产品实现全面集成
施耐德电气的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可以
全面集成到施耐德电气公司的C-Bus自动化平台，便于
用户操作全球最先进的开关、触控屏、传感器以及其它
墙装设备。施耐德电气还可以为用户提供整幢建筑所
需的所有低压设施。施耐德电气公司的系列产品包括奇
胜、APC、TAC、Citect、Pelco以及很多其他市场知名品
牌，这些产品可以全面满足用户对离散电气组件的需求。
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可以用于范围更广的建筑
照明控制集成方案，为建筑管理系统、SCADA数据采集
解决方案以及众多第三方设备和应用提供综合功能。

我们清楚：在专业设计阶段，往往无法精确地确定所有
调光回路内最终负载的数量或尺寸，客户在交接建筑
以后经常会提出更改要求，比如增加回路或者更改负
载类型以满足建筑的实际需求。因此，施耐德电气为
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简化
了包括选型、安装和扩展已有调光器在内的整个过程。
借助模块式结构，设计人员可以在已有的Professional
系列大功率调光器上增加新的调光模块，或者更换模块
卡，进而满足不同负载容量的需求。
前沿通道卡有如下电流规格可供选择：

前沿

3通道

6通道

12通道

20A

√

√

√

16A

X

X

√

10A

√

√

√

5A

√

√

√

3A

X

√

√

通过使用施耐德电气的C-Bus OPC服务器或C-Bus BACnet
网关，可以很方便地将新式C-Bus 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
调光器与已有建筑管理系统结合起来，使控制更加灵活，
并提供更大的节能潜力。

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共有三个系列，根据它们
所支持的通道数量以及设备电源的总体规格来定义。

适用于高标准环境

施耐德电气清楚商业设施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尤其
是在多租户型建筑中，建筑业主需要满足各租户持续提
出的新要求。施耐德电气的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
器采用了灵活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方案变化给业
主带来的成本影响，并减少新租户的入住成本。

这些调光器是按照最高标准设计的，能够在要求最严格
的环境中提供长期稳定和可靠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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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光器无需冷却风扇或者任何其他活动部件，也没
有其它需要频繁维护的元件，可以将用户的维护成本降
至最低，并确保最可靠的运行，因而能够满足最严格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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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解决方案
用户友好性

能源管理

施耐德电气努力提高其照明控制产品的实用功能，通过新式解决方案为客户和安装人员带来方便。我们的
目标是确保所有客户都能使用市场上最先进并且价格合理的技术。为此，施耐德电气在为商业市场设计产
品的过程中，将工作重点放在四个方面。

通过使用新式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在内的
C-Bus调光产品，可以方便地集成多种自动化功能，从而
使用户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照明解决方案所带来的优
势和灵活性。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如果希望提高利润，最直接的基本
方法之一就是降低成本，而能源成本在各公司的总成本
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灵活性

集成性

在当今社会，商业建筑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使用这些建
筑的各个公司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为了与时俱进，建
筑照明系统必须具有便捷和高度灵活的特点。施耐德电
气的C-Bus控制和管理系统能够紧跟各公司的发展步伐。

在当今的商业建筑中，客户需要集成式解决方案。集成
产品不仅可以降低培训成本和系统开销，而且能够在使
用整个建筑系统的过程中降低复杂度和提高灵活性。

在照明系统中经常需要根据时间或活动情况来调整照明
亮度，比如针对清洁工作、公共节假日以及下班后的活
动，或者调整某个餐厅的照明使其适用于早餐、午餐、
晚餐或舞会。施耐德电气的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
器考虑了各种不同的需求，提供了灵活、便捷的控制功
能，为用户营造了一个便利、安全和舒适的环境。

包括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在内的控制设备是
施耐德电气的最新产品，它们突破了以往的固定模块结
构，旨在提高C-Bus产品的灵活性。借助这种灵活的设
计，可以在现场调整模块规格和负载数量，从而使调光
器适应设施要求，或者与其保持同步。用户还可以随时
重新编写控制组程序，以满足公司发展需求，比如重新
调整楼面空间或者更改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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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其操作成
本也更低。
C-Bus为在商业环境中实现集成提供了一个透明的平
台，其中包括空调、音视频设备、安全和门禁控制、自
动门和电动百叶或活动护窗。C-Bus系统为其产品提供
了一系列的集成方案，并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行业标准
方案，其中包括OPC和BACnet。

各公司经常会变更操作要求，在很多情况下时间很仓
促。因此需要为客户提供用户友好型控制方案，确保
客户能够自行调节和操作以满足需求。从这个角度来
说，C-Bus专业系列产品非常完美，它们可以迅速高效地
满足变化需求，同时基本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关心的时代。人们对
商业建筑中的能源管理需求日益增加。在很多情况下，
这种管理还与政府监管密切相关。
如果能够提高照明应用系统中的能源使用效率，就可以
降低设施的运营成本，同时保持甚至提高生产率，进而
通过功能的改进来提高利润。很显然，实现高能效对保
护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可以节省相关开销，并且
还可以因为促进环保的行为而得到赞誉。
调光技术是能源管理领域的前沿技术，采用此类技术的
新式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为商业用户带来了很
多益处。除了高效调光解决方案之外，C-Bus还采用了
很多其它技术，比如存在感应器、光线传感器、温度控
制以及恒照度控制等，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商业环境的能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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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
在选择大功率调光器等产品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清楚自
己所选产品的情况，尤其是在涉及到认证和安全性等重
要问题的情况下。
当今的所有机电产品都需要进行若干方面的认证检测，
其中包括：
• 安全性
• 电磁兼容性
- 电磁干扰
- 抗干扰性
• 环境因素
-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有害物质
并不是所有行业都有专用的使用标准，不过值得庆幸的
是在电气行业产品标准是非常齐备的。实际上，在调光
器等照明控制产品领域，就有很多专门拟定的标准。这
些标准由IEC（国际电工委员会）起草，然后由各地的机
构所采用，并根据本地市场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施耐德电气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相关责任，施耐德电气生
产的所有产品都需要经过独立的专家机构和第三方认证
实验室进行检测，以确保其符合相关的产品应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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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是最基本的检测内容”

这些标准规定了各种检测要求，比如：
• 施耐德电气根据与照明设备和调光产品相关的所有专
用标准来检测所有调光器产品。
• 在为调光产品规定的专业电磁检测中，要求对所有
调光产品在标准操作条件下的电磁兼容性进行全面
检测。

施耐德电气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是根据IEC安
全标准IEC 60439-1独立检测的。IEC对该标准适用范围
的定义为“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1000V，频率不超过
1000Hz，或者额定电压不超过直流1500V的低压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组件”。

• 其他一些制造商选择只根据通用标准来检测其调光器
产品，并据此证明这些产品符合“能源管理控制器”
的要求。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制造商根据IEC安全标准IEC 60335-1
来检测自己的大功率调光器产品。IEC对该标准适用范围
的定义为“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性”。

• 根据这些制造商所采用的通用电磁兼容性标准，仅
在0%和100%负载的条件下评估调光器性能，而对
调光器进行负载调光的主要功能的电磁兼容特性却
没有要求。

因此，客户应该清楚相关产品是根据低压开关设备标准
还是家用电器标准设计和认证的。

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产品认证
产品认证

C-Tick

CE

制造商也可以选择不通过任何第三方机构，自己进行产
品检测工作。不过，施耐德电气认为外部监督具有重要
意义和价值，因此一直坚持将所有产品交由独立检测和
认证机构进行检测。

电磁兼容性

AS/NZS CISPR14-1
CISPR15

电磁兼容性指令2004/108/EC
EN 60669-2-1第26.1, 26.2条
EN 55014-1, 55015, 61000-3-2, 61000-3-3,
61000-3-5, 61000-3-11

在检测标准中有一些是通用标准，这些标准适用于没有
具体分类的相关产品。不过，通用标准（相对专用标准
而言）一般缺乏对实际应用的针对性。在某些情况下，
照明控制和调光产品的制造商通过援引这些通用标准来
说明其产品的合规性，不过这些产品可能也有相关的专
用标准。

低压
电气安全
ROHS
（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EN 60439-1, 60669-2-1
AS/NZS 3439-1
IEC 60669-2-1

IEC 60439-1, 60669-2-1
2002/95/EC

9

强大、可靠、耐用
用户针对当今商用照明控制产品的要求是能够适应灵活
的空间布局并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传统的商用大功率调光器都是针对通道数量确定的固
定调光器负载组合设计的。不过，这种固定结构不能
满足通过同一调光器来控制不同负载数量和容量变化
的需求。

可以使用一个同一的调光器来设置单相和三相照明系统
以及各种类型的负载，其中包括：
•
•
•
•
•
•

白炽灯
卤素灯
风扇电机
使用铁芯变压器的低压型灯具
使用电子变压器的低压型灯具
使用高电抗变压器的氖灯

这些产品采用了更加完善的散热设计方案，并具有高效
的散热结构，因而不需要冷却风扇及其过滤器和活动部
件，进而进一步降低了维护要求。
在商业项目中，在选择大功率调光器的过程中还需要考
虑调试时间以及超驰功能。如果在调试过程中不能使
用控制系统（在安装完成早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该如何针对相关设施控制负载进行检测和应用操
作呢？另外，如果出现一些意外的错误，还必须快速
方便地超驰功能，甚至使用旁路开关。在这方面，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提供了多种解决方
案，不管是否能够使用控制系统，都可以保证负载的有
效控制。

精确和流畅的调光
施耐德电气清楚在商业环境中，由这些调光器所控制的
服务设施对创收至关重要，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法来保
证控制负载的能力。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
器为每个通道提供了本地C-Bus超驰功能以及手动旁路
开关，确保可以随时维护相关服务设施。
在商业环境中，设备可靠性以及在外部影响下保持正常
运作的能力也是重要的因素。调光器必须能够在不中断
正常操作的情况下对过载进行补偿。C-BusProfessional
系列大功率调光器能够对一般过载条件进行自动补偿，
并承受全短路故障，同时不会导致设备损坏。
马来西亚电信大厦

便于安装、调试和维护
在当代建筑中，很多时候需要调整布局，也需要经常更
改照明负载及其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预先确定负载尺
寸和数量的固定式调光器就会产生局限性，并且可能导
致较高的成本。施耐德电气的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
光器在通道数量和负载尺寸搭配等方面具有更高的灵活
性，可以满足当今商业环境中针对灵活操作的需求。
施耐德电气的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也适用于控
制低压卤素灯照明系统的电子变压器，因为它们不需要
降容。

在商业环境中，安装时间以及调试和维护的便捷性都是
在确定调光应用系统真正成本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电源的波动以及由其它设备引起的电源的频率变化都可
能对众多调光产品产生不利影响。奇胜公司在这方面非
常谨慎，确保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能够不受所
有常见外部因素的影响，为用户提供精确、流畅的调光
功能。

施耐德电气相信所有产品都应该具有便于安装、调试和
维护的特点。在设计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的过
程中，我们关注了所有相关的问题，包括产品安装、布
线以及连接控制总线。采用这些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
调光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安装时间和维护工作量，
从而降低了这些调光产品的整体的使用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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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卡模块组合技术
C-Bus 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提供了多种功能来简化各种调光器的商业应用，其中包括产品选型、安
装和操作。具体的新式功能包括：
• 新式产品采用了新型的模块式通道卡，为选型人员、安装人员以及最终用户带来了很多好处：
- 通道卡有多种规格，从3A到20A。这些通道卡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调光器中混用，以便更灵活地确定整个设备
的规格。
- 每个通道卡都带有自己的过载保护，能够承受全故障电流。
- 每个通道卡都带有自己的负载旁路开关，可以完全旁路所有电子部件，并强制启动负载。
- 通道卡可以在现场升级，同时不会影响现场连线，这样用户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方便的维修。
- 3A和5A前沿通道卡采用了双向矽控整流器（Triac）开关技术。
- 10A、16A和20A前沿通道卡采用了双硅控整流器（SCR）的开关技术。
- 所有通道卡都采用了最新的控制调光技术，不仅能够实现高效调光，而且还能保证精确控制。

C-Bus Professional
系列大功率调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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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特性
• 前沿通道卡带有一个固定旁路开关。该开关可以将控
制系统完全旁路，从而进行检测或预调试操作。它还
可以在系统或通道卡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进行本地化操
作。该旁路开关可以彻底隔离所有控制部件，不管控
制状态如何都可以保证启动负载。
• 如果在回路中过负载，或者因为任何其它原因导致温
度过高，调光器通道卡都会自动降低输出功率，直到
异常状态排除。
- 前沿通道卡结构具有足够高的耐用性，可以承受全
短路故障电流，为相连的主断路器（MCB）提供足
够的操作时间，从而保护相关回路。
- 在回路出现过载的时候，通道卡会检测到升温，并
自动降低输出电流以便进行补偿。
• 所有通道都带有负载软开启功能，可以保护灯丝。

• 调光器在大部分调光范围内都带有电压补偿，如果交
流电压偏离了标称值，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负载亮度波
动。
- 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可以自动调整
传导时间，从而消除输入电源电压波动所导致的亮
度变化。
• 调光器带有专门的过滤功能，可以减少通常因为交流
电源电压变化而导致的负载亮度变化。
- 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可以密切监
控和过滤相位曲线的零交叉点，从而出色地控制因
为其它控制系统对电源引起的干扰而导致的亮度变
化。

- 对于所有数字控制系统来说，模拟数值都需要作为数
字数据来传送。这样可能使平滑的调光曲线看上去像
一系列阶梯，尤其是在调光范围的低端。
- 奇胜公司C-Bus的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采用
了新式模拟控制技术，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 这些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不是直接向外部控
制输出发送数字控制值，而是采用模拟控制方法，在
输入电源频率的每半个周期发送一个超平滑的数值序
列。
- 这样可以达到最流畅的调光性能，在整个调光曲线的
任何一点都没有可见的跳跃。

• 如果交流电源电压出现故障，会存储实时调光输出电
平。在电源恢复之后，可以设置调光器，从而：

- 每个调光器通道卡中都内置软启动功能。

- 将每个通道恢复到实时调光输出电平。

- 对于某些灯来说，软启动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
冷钨灯丝比热灯丝的电阻低得多（8-10倍），因此
会导致较大的浪涌电流。这个浪涌电流和不均匀的
灯丝磨损会导致启动过程中局部温度热点，从而使
较细的灯丝部分发生蒸发。软启动可以显著增加钨
灯丝的使用寿命。

- 重新启动每个通道，使其达到安装者设定的数值
（0%到100%）。

• C-Bus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带有内置的软启
动保护功能，可以减慢为照明负载提供电流的速度，
将启动过程延长到220mS。这种慢速启动可以让灯丝
完全预热，然后再承受全负载，这样可以降低磨损。

• 非常平滑的调光曲线

• 在每个通道都有一个永久的非开关应急照明输出。
• 前沿通道卡电平从10%上升到90%的时间超过了
200µS。
- 调光器在以下状态下检测：
> 额定负载条件下
> 额定电源电压条件下
> 5ms导通角的条件下
> 使用一个白炽灯负载的条件下

悉尼的Icebergs餐厅和酒吧（图片由Lazzarini Pickering Architetti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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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US特有功能

安装特性
• 通过采用具有新式结构的壁架，可以大大简化调光器
的安装。该壁架可以脱离调光器独自固定在墙上，可
以在上面使用较重的物件，从而方便安装过程。
• 壁架可以分散较重的负载，更灵活地适应壁式结构，
并为调光器提供良好的支持。
- 使用壁架，可以将调光器安装在实心以及木质/钢
质墙上。
- 壁架有一个25mm的调光器支脚，从墙表面伸出，
便于控制和安装连线。
- 提供整套安装模板。

• 接线端子空间很大，有足够的安置余地。
- 在设计调光器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了调光器罩内的
连线端子和控制问题。
- 端子尺寸很大，可以为承包商提供足够的终接空间。
- 通过DIN导轨安装的终接方式可以保证现场连线
的可靠终接。
- 可以容纳25mm2的进线。
- 可以容纳2x4mm2的出线。

• C-Bus专业调光器有一个可通过软件选择的C-Bus网
络负载终端和系统时钟生成器。

• 在C-Bus组地址级，输出负载电压可以以线性方式随
输入控制而变化。

• 多个外部C-Bus接头。

• 在前面板上有本地C-Bus超驰控制开关。

- 多个接头可以在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
和其它C-Bus产品之间进行方便的互连和菊花链
连接。

• 在前控制面板上有通道状态指示器。
- 所有卡都会报告每个通道的故障状态。

- 调光器罩的内部尺寸和布局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罩的后方、顶部和底部都带有多个接入点，可以保
证简便、实用的连线控制以及有条理的布局。
- 可拆卸封盖配备了有槽孔罩，便于安装操作。

使用壁架，可以将调光器安装在实心或木质/钢质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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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光原理

前沿和后沿调光器

所有调光器都采用电子回路来调节在照明负载上所施加
的平均功率。这些回路根据要调节的照明负载的类型而
使用不同的半导体元件。

在后沿控制中，如下图所示，交流电流提前启动。这
同样减少了曲线下的面积，从而减少了回路的相对功
率输出。

在一个交流波形中，功率以及照明负载的亮度与中心轴
两侧曲线下的面积成正比。
后沿延迟

磁变压器和电感性负载
如果变压器是一个带有线绕线圈的铁芯变压器，会使负
载产生电感。该电感会改变电流流过回路的方式。在存
在电感性负载的情况下，电流上升速度较慢，在达到正
常电流值后惰性也比较强。因为存在这种效应，所以后
沿调光不适合用来控制电感性负载，这是因为在舍相过
程中，电流的惰性可能导致负载和调光器上产生明显的
反电动势。因此电感性或磁变压器使用前沿调光方法来
调光。

功率

电容性负载

功率

调光技术同时利用了这两种方法，因为只有一种方法无
法满足所有负载类型的需要。
各种负载具有不同的电气属性，比如：
大多数调光器采用相位角控制方法来实现负载的调光控
制。相位角控制方法利用半导体的开关特性来改变交流波
形的形状。相位角控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前沿和后沿。
在前沿控制中，如下图所示，每个半波周期的负载启动
点有一定的延迟。
这个延迟减少了曲线下的面积，进而减少了调光器通道
的功率输出。

前沿延迟

功率

功率

• 一些负载是明显的电阻性负载，比如简单的白炽灯球。
• 低压卤素灯球等负载使用一个变压器从电源获取所需
的电压。这些变压器使调光器控制负载的电气属性更
加复杂。
• 针对具体需求设计的冷阴极和氖灯。

实际中的晶闸管调光器上升曲线比此简图更复杂。需
要更精确地定义上升时间，才能准确比较各种调光器
的性能。
实际的曲线是一个“S”形曲线，一般认可的测量标准是
测量电压从10%上升到90%的时间，这样就不用考虑曲线
两端较长的扁平区了。
一般来说，电压从10%上升到90%的时间应该超过
200µS才算是可以接受的数值。如果计算电压从0上升
到100%的整个曲线，则结果是350到400µS，这样会产
生一些混淆。

在市场上有若干种变压器采用电子开关模式技术为负载
提供所需的副边电压。这些变压器一般都是电容而不是
电感性的。
如果使用前沿调光器，这种电容会在其驱动下产生一个
电流尖峰，最终结果是在变压器中形成噪音信号，从而
生成电磁噪音。因此，这些变压器通常不适合用前沿
技术来控制，一般都是采用后沿方法，或者采用奇胜
C-Bus Architectur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所提供的通用解决
方案。

90%

10-90% 上升时间

上升时间和前沿调光器
前沿调光方法的一个问题就是负载电压波形每个半交流
周期中前沿上升速度较快。这种情况会导致某些负载中
的灯丝（尤其是白炽灯泡）出现“振鸣”。它还会在音
频回路（通常与用于戏剧表演的剧院设备相关）中产生
较高的感应电噪音。在由晶闸管或硅控整流器（SCR）
控制的调光器中，可以通过在调光器通道采用一个电感
器来控制这种现象，该电感器可以减缓上升速度，从而
将该效应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10%

0-100% 上升时间

对于上升时间，在如下条件下检测调光器通道：
- 额定负载条件下
- 规定的电源电压条件下
- 5ms导通角条件下
- 使用一个白炽灯负载的条件下

上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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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压变压器的兼容性

与低压变压器配合使用
在安装安全超低压（12V）钨丝卤素灯具的过程中
一般使用两种变压器技术。

线绕变压器
这些变压器也称为“铁磁”或“铁芯”变压器。它们是
用铜线绕在一个铁芯周围形成的，在电气行业已经使用
了很多年了。它们一般适合与采用“前沿”相位角控制
方法的调光器配合使用。 这些变压器因为存在铁芯/绕组
损耗，所以效率较低。另外它还存在额外的原边磁化电
流，因此总原边电流大于仅通过副边负载计算的数值。
因此，所有调光器制造商在使用这种变压器的时候，必
须为调光器的降容预留一定的余地。通常这种降容幅度
不超过10%左右。

20

电子变压器
现在电子变压器和12V钨丝卤素灯的搭配已经很常见。电
子变压器更适合于使用“后沿”相位角控制调光器的照
明系统。针对需要后沿调光的系统，通过Architectural
系列大功率调光器提供了通用的调光技术解决方案。
很多电子变压器可以与前沿类调光器配合使用，并且一
般在变压器上做出相应的标记。其他制造商生产的很多
调光器都需要进行相应的降容，以抵消变压器损耗。

在开发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的过程中，施耐德
电气检测了很多制造商的电子变压器产品，以确定其兼
容性。通过这些检测工作，可以为新式调光器产品确定
先进的设计方案。现在市场上的电子变压器种类很多，
电子变压器制造商也不断改进产品规格，因此建议客户
与电子变压器制造商（或分销商）取得联系，为具体的
电子变压器产品确定合适的调光方法。

与我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不同，施耐德电气充分意识到
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负载需要混用前沿型电子变压器和线
绕变压器。因此我们设计了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
器，这样就可以在一个通道中混用任何数量的线绕和前
沿型负载。
采用前沿控制功能的电容性变压器的问题仍然存在，因
此电容性变压器可能出现噪音现象，需要针对磁变压器
进行降容处理。

施耐德电气的新式Professional系列大功率调光器采用了
先进的设计，所以不需要针对电子变压器进行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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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光器规格
12通道

部件号

20A
每个通道

L5112D20LP

16A
每个通道

部件号

5A
每个通道

L5112D5LP

L5112D16LP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三相

180A

40

455W x 713H x 164D

12通道

部件号

10A
每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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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道

L5112D10LP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三相

120A

31

412W x 713H x 164D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三相

60A

26

405W x 713H x 115D

12通道

部件号

3A
每个通道

L5112D3LP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单相或两相

36A

23

405W x 602H x 1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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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道

部件号

6通道

部件号

20A
每个通道

L5106D20LP

5A
每个通道

L5106D5LP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三相

120A

27

455W x 451H x 164D

单相或三相

30A

18

405W x 451H x 115D

6通道

部件号

10A
每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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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道

部件号

3A
每个通道

L5106D3LP

L5106D10LP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三相

60A

21

412W x 451H x 164D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单相

18A

16

405W x 358H x 1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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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部件号

3通道

部件号

20A
每个通道

L5103D20LP

5A
每个通道

L5103D5LP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电源相位数

最大单位

重量（kg）

尺寸（mm）

三相

60A

15

455W x 289H x 164D

单相

15A

10

405W x 289H x 115D

3通道

10A
每个通道

电源相位数

单相或三相

26

参数

部件号

最大单位

30A

L5103D10LP

重量（kg）

12

备用负载端子泄露电流

< 10 mA前沿

交流电源电压

240/415V交流

交流电源频率

47到53 Hz

输入相位数

单相（3 A型产品）
单相或两相（10 A型产品）
三相（其它型号的产品）

最小负载/通道

20 W（白炽灯）

调光技术

前沿3-5 A双向矽控整流器
前沿10-20 A双硅控整流器

软启动上升时间

0.220 sec

负载电流上升时间

200 μs

功率控制范围

1.5%到95%

备用交流电源电流

90 mA：基本电流
75 mA：每个LE通道

短路耐受强度

6 kA

额定绝缘电压

500V

介电检测电压

2500V

尺寸（mm）

412W x 289H x 164D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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