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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全国 EPS产品技术及
市场发展趋势研讨会

时间：2004年 11月 3日～4日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地点： 北京，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协办单位：大连国彪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毅彪先生讲话

EPS研讨会主会场

设计师论坛

开发商论坛开发商论坛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产品室董宇松主持会议



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建筑产品应用技术研究室与设

备标准研究室共同主办、大连国标应急电源有限公司协办的

“2004全国EPS产品技术及市场发展趋势研讨会”已于11月4

日在北京圆满结束。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EPS产

品在建筑工程中的实际应用问题，促进设计单位与生产厂家的

沟通，使有关“技术措施”的制订和标准图的编制能更符合实

际技术条件，适合建筑工程设计的实际需求，做到公平、公正，

以进一步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和效率。

在11月3日的主题演讲会上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孙英

副院长代表标准院向与会代表致欢迎辞并预祝大会成功召开；

标准院李立晓总工介绍了标准院的情况及此次研讨会的目的；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洪元颐总工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电气专业委员会及北京市电气设计情报网向大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并就EPS产品的发展及工程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精彩的演讲；中国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王素

英总工代表《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的编制人员介绍了编制情况；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胥正祥副总工

程师向大家介绍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集中型电源应急照明系统-04D202-3》。大连国彪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孙毅彪董事长、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军副总工程师、青岛创统科技集团衣春海副总裁、北京崇正华盛

应急电源有限公司蔡钧总经理分别就EPS产品技术及市场发展趋势作了相关的演讲。

11月4日分别召开了以“EPS产品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及“ 在工程中如何选用EPS产品”为主题的设计

师论坛和开发商论坛。设计师论坛由王素英总工和标准院标准所孙成群总工主持，开发商论坛由胥正祥副总工和

标准院产品室主任工程师董宇松主持，大家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共同探讨了EPS产品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会议经过两天的议程，分别讨论了EPS的选型及质量控制要点，促

进了各EPS生产企业间的技术交流渠道，加强了企业与设计单位及用户

间的联系，为技术措施和标准设计图集日后的修订及相关标准、规范的

及时制订打下了基础。此次会议共有二百余人参会，其中EPS生产厂家

及相关企业32家、在京的主要设计单位18家、开发商及业主12家。与

会代表均表示此次会议对促进EPS产品市场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

进作用。

针对此次研讨会探讨的主要问题标准院编制了《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

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2004全国EPS产品技术及市场发展趋

势研讨会”专刊（印数：10000册；大16开；向各大设计单位、业主、开发商及相关单位免费赠送）。专刊主要

由四部分组成：一是EPS产品的选型要点，二是有关EPS产品的学术论文，三是相关企业简介，四是企业产品

的技术资料。

另外,标准院正在建立全国EPS产品厂商数据库。目前可免费向业主、开发商、设计师及施工单位提供咨询

服务。

通讯地址：北京首体南路22号  国兴大厦18层 电 话：010－ 88361155－ 647，299，288，35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368657 网 址：www.chinabuilding.com.cn
联 系 人：陈 卓、汪海洋、侯昊然、董宇松 E-mail:cpxy@chinabuilding.com.cn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洪元颐总工致贺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孙英副院长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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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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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电气产品中“集中式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EPS）”作为新兴产品，市场前景十分

广阔，但市场也亟待规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诸如缺乏相关的标准、规范，招标技术条件

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地影响到 EPS 的市场发展。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集中型电源应

急照明系统-04D202-3》并已于2004年6月开始实行；指导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及施工的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2005版）有关“集中式蓄电池应急

电源装置（EPS）”产品选用技术条件也已完成。

为了更好的解决EPS产品在建筑工程中的实际应用问题，促进设计单位与生产厂家的沟

通，使有关标准的制订能更符合实际技术条件，适合建筑工程设计的实际需求，做到公平、公

正，以进一步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和效率。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于2004年11月组织了“2004

全国 EPS 产品技术及市场发展趋势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有二百余人参会，其中 EPS 生产厂

家及相关企业 33家、设计单位 18家、开发商及业主 12家。会议邀请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集中型电源应急照明系统－ 04D202-3》和《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的编制人员

与生产厂家、设计单位及房地产开发商的相关人员共同探讨了EPS产品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

会议经过两天的议程，分别讨论了EPS的选型及质量控制要点，促进了各EPS生产企业

间的技术交流，加强了企业与设计单位及用户间的联系，为技术措施和标准设计图集日后的

修订及相关标准、规范的及时制订打下了基础。与会代表均表示此次会议对促进EPS产品市

场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进作用。

   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及广泛的征求意见，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于2004年12月开始

向有关管理部门申报标准的编制立项。2005年 3月根据建设部建标[2005]81号文“关于印发

《2005 年建设部归口工业产品行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的批复，由中国建筑标准

设计研究院负责编制《集中式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行业标准的工作。

为使集中式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的使用更加安全、规范，同时编制标准的内容更加明确，

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代表性，本标准还将吸纳业内有代表性的部分骨干企业作为参编单位。

详情请与主编单位联系。

主编单位联系方式：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产品应用技术研究室

联系人：董宇松 010-88361155-357 13901157603

传真：010-68368657

E-mail：dongys@chinabuilding.com.cn

《集中式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标准的

编制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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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用技术条件

2004CPXY-D07

集中式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

1.1 产品定义、基本组成、主要用途

1）产品定义：当建筑物发生火灾或其它紧急情况时为应急照

明、疏散指示标志灯和各种灯具及各种电力设备提供集中

供电的集中式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简称EPS应急电源装

置（Emergency Power Supply）。

2）产品基本组成：EPS应急电源装置是由整流器、蓄电池、逆

变器、控制器、充电器和转换电路等单元中的几部分或全

部组成。

3）主要用途：当城市电网有市电时，市电通过转换开关输出，

同时通过充电器对免维护蓄电池进行充电。当控制器检测

到城市电网突然停电或电压过低时，装置自动切换到蓄电

池组，利用蓄电池组储能环节放电，经转换电路切换至应

急状态向重要负荷供电。并连续不断地供给应急重要负荷，

因而保证了重要负荷设备,连续稳定地正常运行。

1.2 产品分类、基本特点、适用范围

1）产品分类

根据目前企业产品的生产情况，可以将EPS应急电源装置

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负载类型及不同的输出方式归纳为

以下几种：

（1）EPS 应急电源装置按功能分类 见表 1.2-1

（3）EPS 应急电源装置按输出方式分类 见表 1.2-3

表 1.2-3

称名 能功 点特

E SP 急应
置装源电

SPE 源电急应防消 源电供提荷负防消为

SPE 源电急应用备 源电供提荷负要重及荷负级一为

（2）EPS 应急电源装置按负载类型分类 见表 1.2-2

SPE
应
急
电
源
装
置

称名载负 点特

照
明

明照急应灾火

全安及明照散疏的时态状防消为
消对门部防消据根应。电供明照
电的应相定确求要的备设力动防

间时用备和间时换切源

明照用备

供明照用备的下态状防消非为
相定确性要重的荷负据根可。电
可间时用备；间时换切源电的应
定确定规关相及求要的户用据根

动
力

防消
力动
备设

类泵防消
。电供备设力动的时态状防消为
备设力动防消对门部防消据根应
间时换切源电的应相定确求要的

间时用备和

类机风防消

类梯电防消

类帘卷防消

它其

通普
力动
备设

等梯电通普如

供备设要重的下态状防消非为
相定确性要重的荷负据根可。电
可间时用备；间时换切源电的应
定确定规关相及求要的户用据根

2）基本特点

（1）交流型采用高频逆变技术，提高整机效率。

（2）整机主控电路由单片机进行控制，保证各动作点准确无误。

（3）可对低功率因数的负载进行功率补偿，从而减少整机无功

损耗，提高整机可靠性。

（4）交流型EPS应急电源装置可对电网起到稳压 /稳频的作用，

保持负载可靠工作。

（5）可与计算机进行远程通讯。

（6）管理简单,无人值守，可与消防联动，消防中心控制，计算

机监控。

（7）可保证应急灯的照度稳定。

（8）可在过负荷情况下工作。

3）主要优点

（1）静态、无噪声、无排烟、无火灾隐患。

（2）自动切换，可实现无人值守。

（3）节能、非应急供电时，基本不耗电。

（4）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4）适用范围

在建筑物中为需要应急电源的场所及相关照明、电力负荷

提供应急电源。参照《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第 6.1.1.6

条对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确保的供电范围的规定。EPS 供电

范围一般为：

（1）消防设施用电：消防水泵、消防电梯、防烟排烟设施、火

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装置、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和

电动的防火门、窗、卷帘门等；

（2）保安设施、航空障碍灯钟等设备用电；

（3）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场所的部分电力和照明用电。

5）安装方式

嵌墙式、壁挂式、落地式三种安装方式。

6）使用条件

（1）应安装于通风良好的地方，严禁安装在密封环境使用。

称名 式方出输 点特

SPE
急应
源电
置装

流直 明照
载负、高性靠可、单简品产

制限有别类

流交

明照
围范别类载负、熟成较术技

宽较

力动

型力动通普
蓄置配量容及流电动起据根

量容池电

型力动频变
池电蓄置配量容机电据根可

量容

表 1.2-1

表 1.2-2

摘自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建筑产品选用技术》2005版电气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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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离火源及热源。

（3）避免与有机溶剂等有害物质接触。

（4）保证适宜的环境温度及相对湿度，且不凝露。

（5）电池运行寿命最佳温度为 25℃。

1.3 产品选用及工程设计相关标准

1）相关国家标准

8）EPS应急电源装置蓄电池的选用对可靠供电起着决定作用。

通常EPS应急电源装置使用的蓄电池主要为密封阀控式免

维护铅酸蓄电池。由于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是一种电化学

的反应过程，一些外界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充放电的容量，

同时考虑到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以及使用环境和寿命等问题，

因此，容量的储备系数取 0.8 是比较合理的。

9）选用蓄电池时应注意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充放电次数及使

用环境条件。

10）消防应急照明电源的应急转换时间应不大于5s。高危险区

域使用的消防应急灯具的应急转换时间不大于 0.25s。

11）消防应急照明的应急工作时间应不小于 90min。

12）应优先选用带有智能电池维护管理功能的EPS应急电源

装置。

1.5 产品招标及订货主要技术要点

产品招标及订货应提供以下技术资料：

1）正常使用的环境条件

2）确定电源转换时间

3）确定应急供电时间

4）供电负荷的种类

5）过载能力

6）效率

7）电流输出型式

8）采用大功率EPS方案时应提供设备重量及电源的供电方案

9）电池的种类及循环寿命和使用期限

10）提供详细的使用说明书，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电池种类、容量、型号及更换方法、更换时间；

（2）可采用应急照明光源的规格、型号及更换方法；

（3）如何进行日常维护；

（4）产品的技术参数；

（5）产品的制造日期；

（6）额定输出电压、额定频率、额定负载功率及可连接的负载

的类别。

2）工程设计的相关规范标准

1.4 设计选用要点

1）选用EPS额定应急功率应大于所带应急照明负载之和，并

须考虑灯具的功率因数 cosφ及灯具类别及可靠性系数 K。

2）EPS 带混合负载时，当多台电动机且都同时启动时，EPS

容量应考虑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影响。

3）设计时供电电源及线路应将应急负荷与非应急负荷分开设

置，防止因非应急负荷回路故障而影响到应急负荷正常

使用。

4）应急灯不宜采用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如若采用，宜采用转

换时间能满足光源要求的 EPS 应急电源装置。

5）一般 EPS应急电源装置容量在 100kVA 以下时，机柜外形

尺寸均按定型产品生产；超过 100kVA 以上，需与制造厂

商协商定做。

6）工程设计中如遇有大型EPS应急电源装置，需对土建提出

工艺要求：如楼层净高要求；相应的楼板荷重要求；地面、

墙面、顶棚和门窗的要求；环境温度应是10℃＜T＜30℃；

还 应设通风排气装置、通风量一般不应小于 5 次 /h。

7）选用直流型EPS应急电源装置时，电路中的元器件均应选

用直流型元件。

号编 称名

0002-41305T/BG 准标计设筑建能智

)1002(59-54005BG 版年 范规火防计设筑建用民层高

59-25005BG 范规计设统系电配供

39-55005BG 范规计设电配备设电用用通

)1002(78-61JBG 版年 范规火防计设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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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建筑工程领域的消防工程中正

在掀起应急电源热，不但席卷了全国的建筑工程领域、消防电

源领域，还冲击了UPS产业和通讯电源产业。因此，有必要对

消防应急电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认真研究，对其发展历史、现

状和前景加以冷静分析，注意坚持科学发展观。

1 消防应急电源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应急电源的生产商及用户在开发、生产、选用和使用

应急电源产品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认识什么是应急电源？什么是

消防应急电源？消防应急电源必须具备的技术指标和特性是什

么？选定何种应急电源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工程投资？选定蓄

能型应急电源后怎样配置系统最科学？

1.1 应急电源分类

1) 网电型

网电型应急电源一般在工程设计中被定义为备用电源或保

安电源。前者一般为建筑工程中一级或二级负荷的第二路

电源，设计容量和建设容量与变配电所计算容量相同，其

供电能力和供电时间与第一路电源（正常电源）相同。后

者一般为发电厂或变、配电所操作、控制和保安用的应急

电源，一般由专用变压器提供。　　

2) 发电型

建筑工程领域的发电型应急电源多为柴油发电机组。在下

列情况下经常被设计选用：

(1) 建筑物内二级负荷较多且容量较大而市网不能提供两路独

立电源或一路高压专用独立电源；

(2) 建筑物内一级负荷较多且容量较大而市网不能提供两路独

立电源；

(3) 市网能提供两路独立电源但建筑物内特别重要负荷较多且

容量较大和要求持续供电时间较长；

(4) 超高建筑和重要工业楼堂馆所的用电设备在电网系统故障

情况下仍须继续工作；

(5) 市网能提供两路独立电源，建筑物内一级负荷较多且容量

较大但占负荷总容量的比重较小，按全负荷配置第二路电

源（电业部门规定）不经济。

3) 蓄电型

蓄电型应急电源在“IT”系统、邮电通讯部门和其他特殊

场所早有应用（如：UPS、通讯电源和军用医用专业电源

等），近年来随着消防应急电源的迅速发展使其受到空前

的冲击和促进，从而获得了更广扩的开发前景和应用空间。

1.2 蓄电型应急电源分类

1) “IT”系统应急电源

“IT”系统应急电源主要是指 UPS，主要工作于楼宇控制

中心、电话总机房、计算机房（站）、消防控制中心、各

种收费中心、银行系统、股市与证卷系统、电力监控与监

测等系统。

2) 通讯系统专用应急电源

通讯系统专用应急电源是指工作于电讯机房的直流屏、单

元式逆变器和 UPS 电源等。

3) 建筑领域应急电源

建筑系统的蓄电型应急电源多指集中供电型消防应急电

源，一般安装在建筑物内的楼梯间、电梯间、楼梯前室、

电梯前室、公共走廊、电气小间、电缆竖井等条件较差的

场所。

4) 其他专用应急电源

其他专用应急电源是指配置于军事、商务、医务等领域特

殊设备的应急电源，主体机型为 UPS 不间断电源。

1.3 不同用途的蓄电型应急电源之间的基本区别

上述各种应急电源因其安装场所不同和用途不同及所遵守的

规范与标准也不完全相同，因而导至了技术参数和技术要求

有所区别，但对于1.2.1）、1.2.2）、1.2.4）三种应急电源而言，

许多方面大同小异，因而区别并不很大，而1.2.3）应急电源

则不同，因其专门用于火灾事故且停电的特殊情况下，属于

消防专用应急电源，与其他非消防类应急电源相比，存在着

基本工作方式、基本习性和基本参数的重大区别。这些区别

主要是：

1) 参数区别

(1) 转换时间：消防应急电源的应急转换是0.25～15s，而UPS

的应急转换时间不允许超过 10ms。

(2) 电源参数波动：上述第1.2.1）、1.2.2）、1.2.4）三种应急电

源对电网电压．电流和频率等代表电网环境参数的要求较

高，如电网环境参数超标将自动停止工作（设备自我保

护）。而第 1.2.3）种应急电源则恰恰相反，由于其是专门

在发生火灾且电网停电情况下投入工作，从而决定了其

身保护必须让位于火灾现场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因而要

求其在恶劣环竟（含电源环境）下能可靠工作，而不允许

其因自身保护的需要而停止工作。

(3) 带载能力：上述第1.2.1）、1.2.2）、1.2.4）三种应急电源正

常带载能力仅为60～70％左右，在出现过流或过载时将立

即保护停机，甚至在满载而不过载的情况下也会自动停机。

而第1．2．3种应急电源则要求能在100％满载甚至120％超

载情况下能正常工作（详见GB 17945－2000：5．1．22．4）。

(4) 工作环境参数：上述第1.2.1）、1.2.2）、1.2.4）三种应急电

源一般工作在较高档的场所，对工作场所的温度、湿度、

灰尘度及防电磁波干扰等均有较高的参数要求，否则设备

3

消防应急电源的地位和展望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孙毅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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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能保证可靠工作。而第1.2.3）种应急电源则恰恰需要

考虑火灾事故发生时现场环境条件较恶劣（如烟熏、火

烤、潮气、灰尘，甚至地面浊流以及各类消防或机电设备

的随机投入和退出所造成的干扰电磁波等）的情况下仍能

可靠工作。

2) 特性区别

(1) 强启特性：上述第 1.2.３）种应急电源的工作电压波动范

围较宽，特别是欠压保护下限界点比其他应急电源偏低。

并且在强制启动状态下，设备的低电压保护功能将被屏蔽

而不工作，直到电平耗尽、电池报废或事故结束为止。这

是上述第1.2.1）、1.2.2）、1.2.4）三种应急电源不具备的特性。

(2) 抗冲击特性：上述第 1.2.3）种应急电源不但能在 120％

过载条件下可靠工作，而且对电网或负荷的冲击也需要有

一定的耐受能力，因为在火灾事故情况下其消防设备的投

入和退出是随机的，所以处于应急工作状态的应急电源会

随机地受到负载的阶跃性冲击，如果应急电源遇到这样的

冲击后就保护停机或重新起动则必然会影响其他消防设备

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对于较大负荷的后备式应急转换也需

要在瞬间完成。这对于上述1.2.1）、1.2.2）、1.2.4）三种非

消防类应急电源而言是很难实现的。

(3) 环境适应特性：消防应急电源可以在配电室、控制室、值

班室、楼梯间、电梯间、楼道、走廊、管道竖井、电气竖

井、消防水泵房、送风机房、空调机房等各种场所可靠工

作。而其他应急电源则无此特性。

(4) 负载适应特性：消防应急电源可适应感性、容性、阻性或

任何功率因数的混合负载，而其他应急电源则无此特性。

3) 功能区别

(1) 配电与控制：消防应急电源不但要在特殊环境下成为抗恶

劣环境的应急电源，还常常需要完成配电功能和控制功

能。这就需要应急电源象低压配电屏和电力控制柜一样，

能够按放射式树干式和混合式任一种系统型式向负载供

电。这就给主回路和输出分支回路的控制和保护增添了很

多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其他应急电源在原理设计上没有考

虑的。

(2) 程控与联动：非消防应急电源在原理结构上只考虑高质量

可靠供电和实现自身保护以及通讯功能，而消防应急电源

则要在可靠和通讯功能的基础上完成消防系统工况随机要

求的程序控制、连锁控制、联动控制及强制起动控制或运

行控制许多功能等。�

(3) 维护与管理：消防应急电源不象其他应急电源那样安装在

有空调、有地板（防静电地板）、又有人值班和看护的场

所，而是常常安装在环境条件较差又无人值班的场所，因

此产品自身必需具备自动维护和自动管理的可靠功能。

4) 使命与地位区别

消防应急电源在实践中担负着在火灾事故等特殊紧急情况

下为人身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提供保障条件和增加可靠性的

重要任务，而其他应急电源所担负的是保证在电网故障或

间断或瞬间偏离标准值时设备和仪器不间断工作或继续工

作一段时间的任务。二者使命不同，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

和重要性不同。

5) 工作方式

消防应急电源以后备转换式或后备不间断方式工作。而其

他应急电源一般以在线式或在线互动方式工作。前者为

“交－交”系统，后者为“交－直－交”系统。二者在可

靠性和保护电网环境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别。

6) 标准与规范

消防应急电源与其他应急电源在生产、销售、安装及使用

方面的归口管理和监督与监控领域不同，所遵循的标准和

规范不同，因而其参数、特性、功能等方面的检测与验收

标准不同。因此其质量好坏依据不同。

1.4 如何在建筑工程领域合理选定应急电源

1) 在工程设计中，如果所设计工程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应优先

选用两路网电做为应急电源：

(1) 当建筑物内一级负荷容量较大且特别重要负荷比例不大；

(2) 电网便于提供两路独立电源；

(3) 事故停电维修时间较长；选定网电式应急电源时应充分注

意到供电部门提供第二路电源时一般按全负荷计算容量，

即第二路电源的线路和设备费用与第一路电源相同，即电

源及供配电系统建设投资将增加一倍。

2) 在工程设计中遇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均应优先选用柴油发

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　

（1）建筑物内二级负荷较多且容量较大而市网不能提供两路独

立电源或一路高压专用独立电源；

(2) 建筑物内一级负荷较多且容量较大而市网不能提供两路独

立电源；

(3) 市网能提供两路独立电源但建筑物内特别重要负荷较多且

容量较大和要求持续供电时间较长；

(4) 超高建筑和重要工业楼堂馆所的用电设备在电网系统故障

情况下仍须继续工作；

(5) 市网能提供两路独立电源，建筑物内一级负荷较多且容量

较大但占负荷总容量的比重较小，按全负荷配置第二路电

源（电业部门规定）不经济。

选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时应充分注意到需要同时

配置储油间、控制屏、二段配电母线及配电柜、环保处理

装置及储油间和机房的消防气体灭火装置等附属设施。这

些配套设施的投资会远大于柴油发电机本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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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设计中遇到下列任一情况均应优先选用蓄电型应急电源：

(1) 当建筑物内一级负荷容量不大且多为特别重要负荷或消防

负荷。

(2) 电网不便于提供两路独立电源或两路电源综合投资较高。

(3) 应急电源工作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消防负荷。　

1.5 如何在建筑工程中合理配置消防应急电源系统

1) 优选终端型：其特征是配电中心直接对负荷现场的用电设

备提供单路供电。优点是：

(1) 减少配电和控制、保护级数，最大限度地满足规范要求。

(2) 减少维护工作量、降低故障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应急设备

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 省去一二次配电的二段母线及配电设备、由配电中心引向

设备的双回路之一、中间控制和起动设备等，最大限度地

降低投资。

2) 当无法采用终端型系统而不得不采用配电室集中型方式进

行供电时，应优先采用放射式供电系统，各配出单元宜采

用带控制型输出。这样作的优点是：

(1) 可保证应急电源的各输出单元不互相影响，某回路故障不

影响其他回路正常工作，各供电回路输出可靠性增加。

(2) 各回路线路独立，线路可靠性增加。

(3) 减少开关保护级数，系统可靠性增加。

(4) 能安全可靠地降低电源容量。

(5) 便于较大容量且带终端控制柜（箱）与电源柜之间的程控

联系。

2 消防应急电源产品问世的历史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的消防应急电源主要应用于火灾事故情况

下的应急照明和消防动力设备系统。其传统的构成方式为：

2.1 应急照明系统

1) 自带蓄电池式灯具；

2) 集中蓄电池组；

3) 两路独立网电切换装置。

2.2 消防动力系统

1) 两路独立网电切换装置；

2) 备用柴油发电机组。

上述应用于照明和动力系统的应急电源结构在我国乃至世

界一直应用在消防应急装置或设备中，传统的应急电源结

构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提高，但还是存在着难以适应需

要的致命弊端。如：自带蓄电池型灯具无法克服寿命短、维

护难、不实用等不足；两路独立市网电源的投资、运行、

维护等成本高且可靠性较低；柴油发电机组环保差、维护

难、附加和附属设备多、切换时间长且不可靠等。

2000 年 10 月集中供电型消防应急电源的标准由公安

部在“GB17945-2000”中明确规定。从此，集中供电型

消防应急电源逐步演变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竞争局面。

3 消防应急电源的前景展望

3.1 可喜的发展势头

目前全国建筑市场对应急电源产品的需求还没有达到高

潮，各地认可度不一样，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广泛应用，而

应急电源技术的被重视和产品的受欢迎已是大势所趋，全

国范围内的推广已成定势。我国标准和法规的不断出台和

完善，为消防应急电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空间，给

应急电源产业带来机遇。

3.2 可怕的质量危机

当前应急电源市场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生产、销售、竞争

现象，主要表现在：

1）价格混战。许多的生产厂家不至力于提高产品技术和质

量，而是致力于通过改换廉价器件和丢弃品牌器件来降低

产品成本，从而通过拼底价抢占市场份额，只图短、平、

快签单，不注重质量信誉，逼迫同行企业参与价格混战。

殊不知在一定条件下价格以成本为基础，成本以品牌和质

量为代价。

2) 非法竞争。许多厂家不遵守国家管理规定，非法参与市场

竞争，给遵纪守法的企业带来极大不公平，引起产业混乱。

3) 冒名顶替。一些厂家原本不生产消防应急电源，看到消防

应急电源产品市场火暴，便急功近利，把原生产的普通应

急电源就地换名上市出售，殊不知在线式的非消防应急电

源（如UPS、通信逆变器等）一旦被当做消防应急电源使

用，不但功能性能和技术参数无法满足需要，还会成为火

灾隐患。

4) 民营客户杀手。许多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在选购楼内配套设

备时，只关心价格和消防验收之前的质量，而不关心房屋

出售后的设备质量，这令应急电源企业感到左右为难。

3.3 消防应急电源的开发方向

1) 带自动维护智能（电池内阻、温度的网上信息传递，上下

限网上报警，维护措施网上公开）；

2) 综合控制型（集联动、远动、程控和智能控制于一体）；

3) 多功能配电型（带双电源切换、带配电保护功能）；

4) 后备不间断型（超大容量、带负荷群、抗冲击特性显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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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区域集中供电式应急照明系统技术制式及其主要特点
北京市崇正华盛应急设备系统有限公司

1 两大技术流派

无论在中国及世界上先进国家，集中应急照明技术均分为直流制式（EPS-DC）及交流制式（EPS-AC）这两大流派。UBS216V

（亦称为 DC216V）应急照明系统属于直流制式 EPS-DC 类别。

2 EPS-DC（UBS216V）及EPS-AC应急照明技术来源

最早的高低压配电室使用直流屏作为应急照明已有几十年历史；（电力行业标准DL/T5120-2000《小型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

规程》中早有成熟定论）；当电子镇流器荧光灯及电子镇流器紧凑型荧光灯普遍推广使用时，UBS216V技术因光源的解决得以迅

猛发展。相对而言 EPS-AC 应急照明技术是源于计算机及设备用UPS电源改造引伸于照明系统中使用的一种方式。

3 EPS-DC（UBS216V）及EPS-AC应急照明电源输入 / 输出特性区别

输出

4 DC216V 应急照明技术的灯具及光源基础

4.1 因 DC216V 与 AC220V 电源有效值基本等同，完全共用，因此白炽灯、碘钨灯等全阻性光源可直接用于 DC216V 电源。

4.2 电子镇流器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紧凑型荧光灯。其电子镇流器的原理如下：

当采用DC216V电压输入到电子镇流器荧光灯及电子镇流器紧凑型荧光灯，除整流滤波环节，其它过程完全等同，因此电子

镇流器荧光灯及电子镇流器紧凑型荧光灯可直接用于 DC216V 电源。

5 世界性的潮流

翻开世界先进国家的应急照明历史，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都可找到相同的根源，技术模式是惊人的相似。如

德国的 katalog216VDC 中央应急照明电源系统。

6 EPS-DC（UBS216V）及 EPS-AC 应急照明电源工作模式及用途区分

交流正弦波输入后，在电子镇流器内部开关

电源最终转变成直流电源，最后转化为高频

电源点亮灯管，因此，输入端使用交流电源或

直流电源效果是等同作用。实际上直接使用

直流电源输入较之交流电源输入更利于电子

镇流器的工作稳定性及可靠性。

交流→直流→交流（高频）

高
频
振
荡    

灯管 

t

AC220V 50Hz  

L

N

u(v)

0

输入：AC(50Hz )

t

u(v)

0

DC

t

u(v)

触
发
器 

0

AC(高频)

φ
φ

φ
φ

φ

φ

输入 应急
照明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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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明照急应

)V612SBU(CD-SPE CA-SPE

准标造制 0002-54971BG 》具灯急应防消《

适
应
负
载

合符
0002-54971BG

具灯明照急应的求要

1 载负灯性阻纯等灯炽白）
2 灯光荧型凑紧、灯光荧器流镇子电）
3 式源电关开） DEL 及灯）管极二光发（ DCL 灯）屏光发致电（

合符不
0002-54971BG

具灯明照急应的求要

1 载负等灯卤金灯光荧器流镇感电于适不）
2 备设电用流交它其于用适不）

1 载负具灯光荧器流镇感电于用可）
2 注（备设电用它其于用可） 0002-54971BG 虑考不

一等度真失形波率频对此因，求要备设电用它其
）求要作不标指切

源电明照急应
图框理原作工

应
急
状
态
下
电
源
/
灯
具
的
原
理
框
图

载负性阻纯等灯炽白

内源电 内具灯 内源电 内具灯

容等灯光荧器流镇子电
载负性

内源电 内具灯 内源电 内具灯

围范途用 统系明照急应）散疏（防消用专中故事灾火 途用它其于用可又明照急应于用既，源电急应用通

充电

输入
输出

充电
∽

输入
输出

∽ ∽

∽高频 ∽ ∽高频∽

类别

项目

说明：对电子镇流器荧光灯而言应急为（直流-高频交
流）双环节运行

说明：对电子镇流器荧光灯而言应急为（直流-交
流-直流-高频交流）4个环节运行

说明：对白炽等纯阻性负载应急为（直流-直流）单环
节运行方式

说明：对白炽等纯阻性负载应急为（直流-交流）
双环节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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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照明电源在火灾事故中面临问题及解决方法

别类
术技
况情

域区中故事灾火
面明照急应中集

题问临

统系源电明照急应对
求要及响影

别类源电明照急应

CD-SPE （ V612SBU ） CA-SPE

载负具灯
题问

过抗
能载

力

的载负具灯变可
类口螺例：在存

换更时随具灯

不，警报可，生发载过当
味意即机关，保自机关可

败失明照急应

：力能载过 002 ～ %003 但警报
少减间时急应，断关不

载过期长般一：力能载过 %01 过时短。
载 %02 保自机关

率功
数因
化变

功具灯的确明不
化变之数因率 (通

在常 56.0 ～ 59.0
）间之

载带效有，计本成济经从
每则，低越力能 Wk 成位单

高越本

为态急应 V612CD 受不，出输
响影数因率功

( ）响影不

按 SOCNINV=P φ,则 SOC 低越φ ， 急应
功功有为即，用利分充能不量容定额源电

降下率
）用使容降，大较响影（

源电
率效

匹载负性特同不
效源电急应对配

响影率

器电味意则，低降的率效
面负来带，生产热过件部

多较响影

为乎几率效 %001 匹阻容受不，
响影比配

1 为率效源电下况情般一） %09 右左
2 良不配匹） , 降下率效 , 大产器变逆使即

因诱的穿击热或机关保热为成，热量

式方动启
冲抗
能击

力

动启态冷的具灯
子电（响影击冲
灯炽白、器流镇
较击冲动启等

）大

性特出输的硬较有具须必
保自机关能不证保，线曲 ，

亮点利顺具灯证保

1 较，响影阻内池电蓄有仅）
证保，线曲性特出输的硬

亮点利顺具灯
2 可保自机关无、器变逆无）

性能
）好（

1） 出输响影阻内器变逆、阻内池电蓄受
软较线曲性特

2） 的保自机关在存动启击冲，器变逆带
能可

）差（

态状常异

短抗
能路

力

具灯中故事灾火
：障故的路线及

1 路短具灯）
2 路短路线）

1 起引得不障故路支个一）
断关机整

2） 急应味意即机关机整 照
效失统系明

闸跳器路断路支有仅击冲路短
能可机关保自或穿击无，能可

。在存

或穿击器变逆，闸跳器路断在存击冲路短
保自于快作动器路断使要。能可机关保自

理处项专需作动

全安
大，中故事灾火
能可入注水的量

题问全安生产

下态状该在源电明照急应
行运离隔须必作工

离隔为定必行运流直急应入投
式方作工浮悬

施措行运离隔地天与理处门专须必

过抗
能热

力

放源电明照急应
间空小狭于置 ，

局内机致导能可
温升部

能应件器的源电明照急应
应保确能时温升部局受承

行运急

生产不行运急应，置设变逆无
升部局因会不扇风需无，热过

穿击或机关保热生产而温

降扇风用需必，热过中行运急应在中器变逆
，温 穿击热或机关保热致导能可温升部局

营运
本成

本成修维后日 好越低越
修维大较在存不置设器变逆无

本成
。穿击热及路短易，件部的气娇是器变逆

大较本成修维

具灯
载负
应适

等

合符
0002-54971BG 及
范规、准标它其
具灯明照急应的

1 灯素卤、灯炽白）
2 灯光荧器流镇子电）
3） 式源电关开 DEL 、 DCL

灯志标

用适 用适

合符不
0002-54971BG 及
范规、准标它其
具灯明照急应的

1 灯光荧器流镇感电）
2 灯钠压高）

）断烧丝灯或亮不灯（用适不 ）低降率效及力能载带（用适

（高）

（高） （低）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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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电力供给的中断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是电力系统的故障，即市电供电出现问题，这是属于电力中断

的 “外因”；另一种是建筑物发生灾情，比如大楼内部电源线

路发生短路，造成输入回路中断，这属于电力中断的“内因”。

不管是电力系统的故障还是建筑物发生灾情，由此引起的电力

中断，都将使消防照明、消防泵、送风机、喷淋头、电梯等不

能正常工作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此时就需要一套完整的应

急电源设备来为这些重要的负载设备提供可靠、有效、持续的

电源供给。以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不同的断电原因下EPS应

急电源的基本用途。

当停电原因是由于市电断电造成时，此时的应急电源EPS

就相当于一个备用电源，当市电断开，EPS就开始代替市电向

负载供电，此时的 EPS 系统往往设置在整个负载系统的最前

端，即通过 EPS 向后面所带的全部负载供电。

当停电原因是由于建筑物发生灾情时，此时的灾情包括火

灾，人为操作失误，建筑物内部的线路短路出现问题等，造成

整个输入断路，所有负载都不能工作。此时对特别重要的设备

的保护就成了关键，我们可以在这些重要设备前配置EPS，即

使我们遇到由于其他终端负载短路造成的电力中断，我们也能

保证最重要的设备还是能正常工作。

由此可见，EPS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意外断电的时刻还能继

续供电。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应急电源设备，像大型体育场、

商场、酒店、医院手术室这些地方遭遇大规模停电，后果将不

堪设想。此时EPS就担负起了在紧急时刻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重任，所以其可靠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斯沃夫公司生产的

EPS 主机在性能上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

2 EPS 工作原理图

3 特点

3.1 输入配置EMI滤波电路及整流隔离变压器，能起到净化隔

离的作用,降低了整流器对市电网的反馈污染。

3.2 输出带AC电容滤波及输出隔离变压器，能适应任意负载，

有效抵抗负载的冲击。

3.3 PCB采用SMD表面封装技术，能有效防潮抗湿,适应地下

室等潮湿环境中的工作环境，使系统本身不容易被腐蚀。

3.4 EPS内部控制系统晶振备份，及CPU双电源冗余供电，提

高了系统稳定性。

斯沃夫EPS应急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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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独特的结构设计使变压器部分与功率器件部分散热完全隔

离。底下变压器部分产生的热风从中部后侧带走，正面开

网孔通风，对上部的半导体器件独立散热，有效降低半导

体器件的温升。以及散热风机备份，提高EPS的使用寿命。

3.6 蓄电池部分是整套 EPS 系统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它是确保

EPS在输入断电时能给逆变器供应直流电，从而保证EPS

正常工作输出交流电的关键，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

目前广泛使用的铅酸蓄电池声称免维护，仅是指平时无须

加酸液和水，无须调节电解液的密度。由于蓄电池平时处

于浮充状态，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活性物质脱落、电解液

干涸、极板变形、极板腐蚀及硫化等现象，从而导致容量

降低甚至失效，一旦市电中断，有可能酿成重大事故,况且

现在国家对消防应急电源的后备标准时间的要求为90min，

这就意味着电池的用量就更大，相应的电池的总价也增加

了，一般可占到整套价格的 1/3～1/2。电池的成本高，作

用关键，所以客户在实际使用时要求蓄电池使用寿命更

长，性能更加可靠。因此，定期对蓄电池进行管理和维

护，就能保证蓄电池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从而保证拥有后

备电源。

蓄电池的管理，主要是指对蓄电池充电部分的管理。首先

我们先了解下电池的充电方式对电池寿命的影响。电池充

电是一个由均充到浮充的过程。第一步均充电是为了防止

某些电池因容量、端压的不一致而进行的补充电。一般的

做法是将浮充电压提高 0.05～0.07V/℃，但最高不得超过

2.35V。由于在均衡充电时气体的产生量比浮充充电时多

几十倍，所以充电时间不能太长，以避免盈余气体影响氧

的再复合效率，使失水量增加，而且使板栅腐蚀速度增

加，从而损坏电池。一般对于新电池或状态较好的电池，

均充充电时电压应相对较低，而对于使用时间较长或者性

能较差的电池，均充电压可适当提高。

第二步浮充电，浮充运行是蓄电池的最佳运行条件，运行

电池一直处于满荷电状态，理论上在此条件下运行蓄电池

将达到最长的使用寿命。浮充电压的设置对蓄电池的寿命

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浮充电压产生的电流量应达到补偿

自放电及电池单体放电电量和维持氧循环的需要。不合理

的浮充电压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电池，即正板极栅腐蚀速

率和电池内气体的排放。特别是当电池的浮充电压超过一

定值时，板栅腐蚀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内的氧气和氢

气产生较高气压，通过排气阀排放，从而造成电池失水，

正极腐蚀则意味着电池失水，进一步加剧电池劣化、寿命

缩短。若将浮充电压超过一定幅度，增大的浮充电流会产

生更多的盈余气体，这样便使氧在负极复合受到阻力，从

而削弱了氧的循环机能。

针对以上蓄电池的充电技术特点，斯沃夫公司推出的智能

充电管理系统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脉冲充电法；温度补偿

技术；阻抗分析法。

1) 脉冲充电法 对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的维护需要建立精确的

充放电制度并加以实施，才能使该蓄电池达到最优的性能

和最长的使用寿命。国内外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充放电

方式决定了蓄电池使用寿命，有一些蓄电池与其说是使用

坏的，不如说是充电方法不妥损坏的。经研究试验对比

出，采用阶段恒流充电方式的蓄电池循环寿命较长。脉冲

充电分为一个或者几个阶段，斯沃夫 EPS 在 CPU 中存贮

有从7AH～1000AH之间各型号电池的标准充电特性曲

线，充电将严格按照蓄电池充电特性曲线进行自动充电，

设计的模式是“恒流→（均充稳压值）定压减流→（自动

判别转为）绢流浮充”三波段式使电解液降温。此法可

以消除硫化。

2) 温度补偿技术 在浮充运行时，充电电压还应随环境温度

作适当调整。温度补偿技术，根据环境温度变化来控制充

电电流的大小。我们在 EPS 的电池柜内设有温度传感器，

它能感知出温度的变化，当温度上升，充电电流就会自动

变小，以此来抑制电池内部物质的活性，防止电池活性过

高而减短使用寿命。反之，当温度降低，充电电流就会

增大，以此来维持电池内部物质活性，防止电池活性过低

而降低充电的效率。根据每时每刻的温度变化来调整充电

电流大小，既保证了充电的效率，又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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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阻抗分析法 如何得知蓄电池的后备使用状况，一直是电池

用户面临的难题，目前很少用户对他们的后备电源中的蓄

电池抱有绝对的信心，尤其是蓄电池运行多年以后。现在

实际使用的铅酸蓄电池大部分处于缺乏有效维护的状态，

蓄电池的可靠性远远达不到系统的要求，同时维护手段的

缺乏也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号称 " 免维护 " 的

蓄电池，一般都按 15～20 年的寿命设计，但令用户吃惊

的使大多数电池在 3～4 年就失效了，只有少数能超过 6

年。对于现场使用的电池组，最准确的方法有两种，一是

进行定期的放电测试，二是对于蓄电池内阻的实时监控。

但是，由于蓄电池的核对性放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并且对于正在使用的蓄电池组进行容量测试和核对性放电

有一定的风险，在大部分使用场合很难实现。针对电池质

量的监控，斯沃夫采用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阻抗分析法。电池内阻与其容量状态密切相关，并且能够

预测其放电性能。根据国际电化学年会的研究成果，蓄电

池的内阻增加是蓄电池劣化、容量减少的直接反映。如果

在蓄电池组中出现了内阻超过正常值25％的蓄电池应尽早

对该蓄电池进行容量测试，如果出现内阻超常50％以上的

蓄电池应对该蓄电池进行更换。

池对环境要求高，在空调房（25℃）环境中，可用 3～4年，

在普通环境下，只可用 1～2 年。而斯沃夫 EPS 采用的是韩

国EVERSUN的EPS专用电池，这种电池采用特殊配方，不

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可用 5 年以上，大大节省了 EPS 电池

维护的成本。

在 25℃以下时温度与容量的关系

此外，温度对电池容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阀控式蓄电

池在环境温度为 25℃时的容量为 100％；超过 25℃时，每

升高 10℃蓄电池的容量会减少一半；而在 25℃以下时，温

度与容量也是成正比，即随着温度降低，电池容量也相应下

降。针对普通铅酸蓄电池对环境适应能力差的特点，斯沃夫

公司特别使用了韩国 EVERSUN EPS 专用蓄电池。众所周

知，应急电源的蓄电池价格昂贵，几乎占到总价的一半，电

池自身属于消耗品，寿命不长，且 EPS 长年处于较差的环

境（地下室等潮湿环境），不像 UPS 一样长年处于空调房

（25℃），所以就更易损耗电池。目前国内大部分 EPS 厂家

都采用 UPS 用的铅酸蓄电池来作为 EPS 的电池，而这种电

斯沃夫公司EPS智能化的充电管理和可靠的EPS专用电池

使电池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性能更加可靠，同时也极大的

节约了 EPS 用户的维护成本。

以上就是斯沃夫在蓄电池方面的一些优势，相信斯沃夫先

进的技术，周密的考虑一定会给用户在实际使用时带来很多意

想不到的方便和实惠。

4 技术参数

4.1 SES(照明)单相系列

适用于建筑物的消防应急照明等多种灯具，包括卤素灯、

钠灯。斯沃夫为商业和工业的照明系列提供规格齐全的

应急电源装置。其优越性为：

1) 采用最新 IGBT 逆变技术。

2) 采用集中供电模式，无需特殊灯具。

3) 应急供电时，正弦波交流电输出，稳压、稳频、无噪声。

4) 免维护电池，可循环使用 300～500 次。

控制模板

内阻模板

检测模板

阻抗分析法



13

研讨会技术论文

2004CPXY-D07

4.2 SET 三相动力应急电源（80～800kW）

同系列全覆盖（80～400kW）SET 系列使用同样的设

计技术，同一产品覆盖范围大,其优越性为:

1) 使用、操作方便（同样的显示面板，同样的操作程序）

2) 维护方便（除功率器件外，电路板、线路图完全相同）

3) 维护费用低（非常少的备品备件即可覆盖全部的系列）

4) 占用空间小（全系列机组的底面积仅为 0.64m2）

4.3 SEM(动力变频)三相变频系列

专为电动机类负荷量身定做的可变频的三相应急电源系

统，而且能解决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对供应装置的冲击。

其优越性为:

1) 采用最新 IPM 逆变技术模块和高可靠性的集成电路

2) 脉宽调制 PWM 技术，设计结构简化

3) 能向任何感性和容性的负载供电

5 常用系统接线示意图

5.1 SES 接线方案

单相多路输入 / 单相多路输出

5.2 SET 接线方案

与配电柜相连混合供电接线图

5.3 SEM 接线方案

单逆变 / 单台负载

说明：在逆变 /变频器可以正常输出的情况下，由变频输

出直接驱动电动机，当此部分不能工作时，通过手动投切

装置转换到市电直接启动。不得在电动机正在运转时操作

手动转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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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采用应急电源（EPS）作为第二路或第

三路电的三相供电系统负载不平衡问题，提出了二种相适应的解

决方法，并重点阐述大功率应急电源逆变的电路结构和控制方

式，由于采用了 DSP 控制技术和三相全桥主电路结构，既满足

了应急电源大功率要求，又解决了应急供电系统中负载的三相不

平衡问题，具有广阔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应急电源 DSP 控制负载不平衡

1 引言

应急电源作为一种电气设备应用于建筑系统，充当第二路

或第三路电源，源于消防应急灯具的集中供电，电源容量较小，

其电路拓扑结构可看成后备式不间断电源。工作模式为市电

（主电）正常时，市电经过互投开关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异常

时，蓄电池组经过逆变器、互投开关给重要负载提供应急电力。

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EPS的应用范围得到拓宽，电源单机容

量逐渐增大，目前，已有 300kVA 的设计案例。

相对于电网来说，EPS的容量是有限的，通常允许20％的

负载不平衡。如图1 所示，当负载不平衡程度超过20％，甚至

其中一相开路时，会导致变压器损耗大幅增加，甚至烧坏变压

器和功率器件。为了避免上述现象发生，首先要合理设计配电

线路，使负载分布均匀，但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向市场推广具有

抗 100％负载不平衡能力的应急电源。

2 主电供电、三相输出和应急供电、单相输出（简称

三进单出）型应急电源

为了保持电网的平衡，通常的电气线路采用辐射式三相四

线设计，尽可能地将三相电铺设至终端配电箱。在这种场合的

应急供电有以下特点：

2.1 负载均为单相应急照明灯具。

2.2 负载功率较小，一般不超过 10kW。

2.3 切换时间不要求太快，电磁式转换可满足要求。

如采用单相应急电源，当功率超过 3kW 时，主电供电时

该相负载相对较大。如采用普通三相应急电源，在应急供电时，

由于负载及开关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会导致逆变器的保

护，甚至损坏，并最终导致负载断电。理想的方案是设计采用

三进单出型应急电源，如图2所示，即主电供电时三相输出，应

急供电时单相输出，其特点是应急电源的输入为三相四线制

AC380V/220V，逆变器为单相输出。当主电正常时，主电通过

接触器直接给负载供电，此时，应急电源的输出为三相四线

制，每相电压为 220V，每二相之间线电压为380V。当主电异

常而转入应急供电状态时，电池组通过单相逆变器、接触器输

出，此时，应急电源的输出变为单相三路，每相电压为 220V，

不能产生380V的线电压，完全满足全部为单相负载的应急供电。

采用该种设计方案，既可保证主电供电时电网的平衡，又能保

证应急供电时的可靠供电。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应急供电时，

不能构成三相四线的电网制式，零线上的电流是三路输出电流

的总和，所以，应急电源馈出回路的零线应特别设计。对于单

三相混合型负载的大功率应急电源不适应，应采用以下逆变

方案。

3 大功率应急电源的逆变电路设计

应急电源系统中的最关键部分是逆变器，逆变电路的形式

直接决定其抗负载不平衡能力的程度和其它指标。常规的大功

率三相逆变器如图 3所示，一般采用三相半桥主电路结构，采

用此电路的优点是主电路结构简单，但在民用系统中，由于负

载不能保证三相平衡，将使中性线流过较大电流，并使三相输

出电压产生严重的不对称，同时使变压器效率降低。

图2 三进单出型应急电源简图

图1 常规三相应急电源简图

三相应急电源系统负载不平衡之解决方法
合肥阳光电源有限公司   张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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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相全桥主电路结构的应急电源，可解决三相不平衡

问题，即使断相，电源的另外两相也能正常运行。以下对逆变

主电路（图 4）和控制策略进行详细分析。

逆变器输出电压 UA、UB、UC 及电流 IA、IB、IC 经过微

处理器进行运算，以 A 相为例说明控制策略。

设A相的串联阻抗ZAS=RAS+jωLAS，输出电压为UA，负载

电流 IA，则必须寻求逆变器输出电压 UA1，使 UA+IAZAS=UA1，

其矢量图如图6所示，可见UA1的幅值和相位与经过LC滤波后

的输出 UA 幅值不等，相位相差 ϕ度，依此类推 B 和 C 相，由

于A、B、C三相独立调节，因此图6不论每相带多大负载，输

出电压UA、UB、UC均能够调节到幅值相等，相位差120°。图

7为A相控制系统的控制框图，其中KI为PI调节器的积分常数，

KP 为比例因子，K2N 为逆变器放电倍数，KP 为反馈因子。

控制电路采用 32 位微处理器 TMS320F240 控制，DSP 具

有运算速度快，A/D转换时间短，并具有多路PWM输出功能，

非常适合应用于上述电路的控制。

4 结论

由于建筑系统中的应急电源大多用于消防，逆变器长期处

于备份状态，只有在出现火灾或其它事故时才投入供电，但是，

一旦出现火灾或其它重大事故，要求应急电源能可靠工作，做

到万无一失。当然，影响可靠性的因素很多，本文只对因负载

不平衡因素导致的可靠性问题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4.1 在10kW以下小功率三相应急供电系统中，如负载均为单

相，可采用三进单出型应急电源。

4.2 采用三相全桥电路结构的应急电源，可较好地解决三相不

平衡问题，在大功率三相应急供电系统中推广应用是一种

极好的方案。

图7

图6图5

图3

图4

三相全桥逆变电路为了解决负载不平衡引起的电压不对

称，逆变电路每相的电压幅值和相位都必须独立调节，其硬件

结构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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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智能电源技术在 EPS 应急电源中的应用，

分析说明了如何提高其系统可靠性、过载保护能力、安全防护

性、设备的维护管理功能等方法及原理。同时也介绍了智能EPS

应急电源在实际工程中新的应用。

【关键词】 智能电源技术 EPS应急电源 快速切换EPS

1 前言

随着社会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社会越来越依赖于

电，突然的断电必然会给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次序造成破坏。对

于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一旦事故中断供电，将会造成重

大的人身或经济损失。无论供电部门如何保障，断电事故的发

生也在所难免。所以在供电系统中增加EPS应急电源作为内部

的应急供电设备，能有效防止断电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和影响。

目前EPS应急电源已在消防应急供电，事故紧急供电，不

能断电的重要生产试验电机设备，重要场馆的工作照明，隧道

和涵洞的应急照明，医疗设备的应急供电等场合有着很大的应

用前景。为使得其有更好的应用，对应急供电设备的技术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智能EPS应急电源能保证电源设备的高可靠性

及工作的稳定性、具有很强抗过载能力及输出回路防护功能和

完善的设备安全防护，同时设备的智能化与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能有机的融合。智能 EPS 应急电源的应用和功能特点如下：

1.1 系统控制采用计算机分布式控制方式。系统各部件全部采

用数字化微处理硬件技术，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控制功能。

1.2 多种自动保护功能。具有抗过载能力、输出回路短路保

护等。

1.3 智能的电池维护技术。

1.4 具有历史故障记录。有利设备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1.5 具有高速切换功能。保证特殊的负载在市电到逆变切换输

出时能工作正常。

1.6 具有多种智能接口。输出 /输入干接点，串行通讯接口。

可满足智能楼宇系统对设备的智能接口和功能的要求。

1.7 全中文的人机操作界面，维护简单。

2 智能应急电源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2.1 计算机分布式控制系统

智能EPS电源系统控制采用分布式控制方式。系统各部件

全部采用数字化微处理硬件技术，通过相互隔离的RS485

通信口总线，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控制功能。当系统某一

功能板块失效时，此系统设计容错能力高，能将系统状态

置于某一安全工作方式，不致故障的进一步扩大。整个系

统还能保持基本工作状态，系统可靠性高。

2.2 电池及输出分路实时监测

EPS应急电源的工作目的是在需要提供应急供电时，能万

无一失的保障供电。由于电池长期处于静态存放，电池若

出现故障，其可供电能力是难以保障。应急输出供电回路

的线路状态也是保障应急供电的重要方面。若输出线路短

路或断路，在应急时也是不能提供供电的。这就应该实时

对电池和输出分路的状态进行检测，出现故障立即告警，

维护人员要及时进行维护，保障应急供电的可靠性。

1) 电池检测

负责电池自动化管理及监测。由于电池长期处于备用状

态，需要实时对电池的状态进行检测，保证电池的工作质

量。采用微处理器数字控制技术，配合多路开关与A/D转

换器实时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同时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

电池的电流，并通过RS485将各种信息传递给系统控制器。

电
池
检
测    

市电输入
市电输出接触器

交流输出分路

充电控制 逆变器

自动、应急

强制应急

消防联动

切换控制器 应急输出接触器

系统控制

键盘 汉字LCD显示器
RS485

分
路
检
测
与
保
护

MCU
AT89C51

光
电
隔
离

RS485总线

多
路
开
关

16节电池的电压

硬件WDT
X5045

输出干接点

DC-DC变换输出：
＋8V
-8V
+5V

DC12V输入

霍尔传
感器

电池电流

放
大
器

A
/
D
转
换

充电器电压

2) 分路检测

负责输出各分路的负载状况（正常、开路、短路、未装

等）的检测。为保证各应急供电负载的供电回路能保持正

常状态，需要实时对各输出分路进行检测，保证电源应急

输出时，能可靠的供电。采用微处理器数字控制技术，配

北京动力源智能EPS应急电源的技术及应用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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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电流互感器与模拟比较器检测每个输出分路的电流，并

通过 RS485 将各种信息传递给系统控制器；

供电。

应急电源在输出 120％额定容量，工作 90min是国家强制

标准。为进一步提高逆变器的抗过载能力，应提高其功率

输出能力为150％的额定容量。同时在负载功率超过150％

的额定容量后，逆变器将限流降压输出，在保证逆变功率

元件工作电流不超标的条件下，降压输出。保证始终有应

急电源供电输出。

3.2 输出回路保护元器件的选择

当EPS应急电源有多路输出时，每个输出回路应设置隔离

及保护器件。为有效保证线路短路的保护，逆变器应采用

正弦交流输出，选用小型断路器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线路

的短路和过载保护，同时也可起到控制和隔离作用。

在输出回路上也可以增加快速熔断器。在线路过载和短路

时快速熔断，可以在 ms 级时间内将故障回路切除，以保

障其它回路的正常供电。

4 设备的安全防护

4.1 设备的接地

良好的接地可以保护设备或系统的正常操作以及人身安

全。可以消除各种电磁干扰和雷击等。所以接地设计是非

常重要。EPS应急电源地线的种类很多，有逻辑地、信号

地、屏蔽地、保护地等。理想的接地面应为零电位，各接

地点之间无电位差。但实际上，任何“地”或接地线都有

电阻。当有电流通过时，就会产生压降，使地线上的电位

不为零，两个接地点之间就会存在地电压。EPS应急电源

内部的电路是多点接地，当有信号联系时，就将构成地环

路干扰电压。因此，接地技术要十分讲究，如信号接地与

电源保护接地要分开，复杂电路采用多点接地和公共地等。

4.2 设备散热设计

由于EPS应急电源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要求不高，这就要求

其适应性要很强。在某些场合，其环境比较恶劣，如工作

环境温度－10℃～+55℃/湿度95％的条件下也能正常工

作。这就要求内部的功率元件散热及电路绝缘距离的设计

要求更高。所以功率元件应采用工业级（工作温度-25℃～

+85℃），增加功率元件的散热片面积。采用智能风扇控制

技术，风扇转速与机内温度呈线性变化，有效提高风扇的

使用寿命。

4.3 设备绝缘设计

EPS应急电源的配电柜要求具有很高的安全可靠性，需要

由能承受一定的机械应力、电气应力及热应力的材料构

成，这些材料和电器元件应用防潮、无自爆、耐火或阻燃

2.3 电池智能维护

良好的电池维护，能保障电池的持续供电时间，提高电池

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工作，降低维护成本，有效保证应

急电源的可供电能力。智能的电池维护技术应该有以下几

个主要功能：

1) 自动均 /浮充转换。供电正常时对电池进行浮动充电，使

电池能保持充足能量。电池放电后，市电正常时自动对电

池进行均恒充电，当电池充满后，自动转为浮动充电。

2) 充电限流

对电池进行均恒充电时按设置充电限流值来充电。电压上

升过程是对电池的恒流充电过程，充电电流由充电由限流

值限定，当电压上升到预定值时再转为恒压充电方式。保

证充电电流不大于设定值，使电池不受到损害，有最长的

使用寿命。

3) 多组电池隔离并联输出

当应急电源容量大时，需要多组电池柜并联输出。每组电

池输出相互隔离，电池柜间无环流。每个电池柜有独立的

充电管理和电池检测部件。可有效防止由于单节电池失

效，而影响全部电池组的正常使用。

3 提高抗过载能力的设计

3.1 逆变器输出过载设计

EPS应急电源通常会给多路重要负荷供电。若某回路负荷

出现短路故障，而引起逆变器输出过载而保护无输出，使

全部重要负荷因此而断电，这样故障会扩大造成不应该有

的损失。这就要求应急电源的逆变器具有较强的过载能

力，同时负载过载时在保护逆变功率元件不损坏的条件下

能限功率输出，使得EPS应急电源还能提供电源输出。在

短路回路的保护元件动作切断前后，也能保证其它负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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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以有效地防止开关元件因故障引起的飞弧与母线

之间造成的事故，并采用严密的隔离措施。柜内相邻单元

回路之间具有较强的绝缘隔离，并且具有防漏电性能。按

照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防护要求设置触电防护措施。在柜

门上用铜编织带可靠接地。同时考虑到系统维护时的安全

性，要设置维护旁路开关。并且外置维修旁路开关应与主

机有互锁装置，以避免因误操作导致的系统宕机。

5 监控系统的功能

5.1 近程监控

近程监控的功能主要是为现场维护提供依据。智能电源技

术维护方式的应用，能给EPS应急电源的故障维护带来极

大的方便。系统控制器采用全中文菜单式操作，实时显示

设备现状及故障内容，可以提供对主电源、充电器、电

池、逆变器、风扇、分路故障等故障显示告警，通过查阅

市电 / 逆变电压、输出功率 / 输出电流、充放电流、机内

温度、输出分路信息、单节电池电压等内容，可及时判定

故障内容。在掉电后能记录存储历史记录，并能保持十

年。有利于事后对事故的分析。

5.2 远程监控

可以通过RS485/RS232通信接口可实现远程设备监控，通

信协议采用国际电力设备监控的MODBUS协议。应急电

源控制器可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进行

通信。并可以和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连成工业网络，

进行集中监控。

1) 设备上传数据格式按照MODBUS网络协议之规定，传输

模式选用 RTU 方式。物理接口为标准 RS-232，或 RS-

485。通信速率 9600b/s，4800b/s，2400b/s 可选。通信地

址 0 － 255 可选。

2) 所上传的系统信息包括：市电电压；逆变电压；输出功

率；输出电流；电池电压； 充放电流；机内温度；消防联

动；输出分路信息；故障信息；设备工作状态(市电状态、

逆变状态、逆变状态、负载位置、强制运行、消防联动)等。

3) 可下传的参数和信息包括：电池参数；查询分路状态(分

路检测)；查询系统参数(切换控制)；设置参数(市电高 /

低报警值，电池高 / 低压报警值，逆变高 / 低压报警值，

输出功率报警值，消防联动控制位)。

系统还可通过干接点接口，实现远程设备监测。安照对各

干接点的定义，在远端由各干接点的闭合 /开路状态来检

测设备的运行状态。这种方式投资成本低，运行安全、简

单、可靠。

6 快速切换型专用 EPS 应急电源

选用高速转换的静态开关，其市电到逆变的切换时间小于

1.5ms。EPS应急电源的切换部分选用这种静态开关装置就组成

专用EPS应急电源，它能替代在线式UPS电源, 用于公路隧道、

涵洞、体育场馆等大量应用高压钠灯及金属化物灯的场合。

由于高压钠灯及所有冷光灯的特性均为断电熄灭后要延时

较长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启动。在某些不能断光源的重要场合使

用此类灯具受到极大限制。具有高速切换功能的应急电源能保

证此类灯具在市电 /逆变切换时灯具不熄灭工作。在实际工程

中具有高效节能、运行成本低，寿命长，供电可靠，工作环境

要求低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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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叙述了EPS应急电源的工作原理，探讨了它

的应用领域，介绍了 EPS 应急电源常见的接线方式和容量选择

方法以及应急时间的选择。

【关键词】 EPS 应急电源 容量选择 应用 电池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信息化、现代化，人

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对电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要求供电的

可靠性也日益提高，对防火、安全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突然的

断电必然会给人们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破坏，对于一级负

荷，一旦事故中断供电，将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或经济损

失！然而，电力故障突发性强，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如何选用合适的应急电源就显得事关重要。E P S

(emergency power  supply)作为近年新出现的应急电源，以其特

有的优越性和环保性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识和采用，下面就对

EPS 作一些探讨。

1 EPS 工作原理

EPS应急电源的工作原理如图 l所示，在电网供电正常时，

系统由电网输人电源，EPS逆变器不工作，直接经QFl提供电

源，输出配电，同时输人电源经充电器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

在电网供电断电时，自动切换为蓄电池供电，经逆变器把直流

电变换为交流电经 QF2 输出。一般由电网供电转为 EPS 应急

电源供电及由EPS电源转为电网供电的切换时间不大于0.1～

0.2s。在电网供电正常时，EPS应急电源处于充电饱和状态，功

耗小于电标称容量的 0.1％。

力系统或临近单位取得第二低压电源，且要求连续供电时

间低于 120min 时，可设 EPS 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2.3 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允许中断时间大于0.25min时，

可设 EPS 作为应急电源。

2.4 分散的小容量一、二级消防负荷，如消防水泵、防排烟风

机、应急照明等，可采用 EPS 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2.5 由于 EPS 无排气、排烟、无噪声、无振动、对环境无污

染，所以对于有环保要求而不宜选用柴油发电机组的场所，

可选用 EPS 应急电源。

2.6 对于改造工程，柴油发电机组无法设置的场所，可选用EPS

应急电源。

3 EPS 应急电源的接线方式

通常EPS应急电源接入配电线路的接线方式有图 2和图 3

两种。图2所示单电源接线，当有市电时，市电通过QF3、QF1

输出，同时充电器对免维护蓄电池充电，当控制器检测到市电

停电或者市电电压过低时，逆变器工作，接通QF2开关到应急

输出状态向负载提供电能。在图 3所示双电源接线中，EPS充

当第三路电源：在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停电时，EPS投入使用。

待常用电源或者备用电来时，再自动切换到常用电源或者备用

电。在常用电源和备用电同时来电时，常用电源优先供电。

2 EPS 的应用领域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规定和以上比较，总结出

EPS 应急电源的应用范围：

2.1 EPS 应急电源系统一般的备用供电时间为 30～120min(增

加供电时间须增加蓄电池容量，同时也增加体积、增加

造价)，因此，应强调EPS是一种应急电源产品，不是长时

间性质的备用电源，它只用于当正常电源故障时，维持重

要负载的供电可靠性，保证重要负荷在一段时间内或规定

时间范围内供电的连续性。

2.2 当一级负荷容量不大仅为照明或电话站负荷，又难于从电

 

 

 

 

 

 

 

 

 

 

 

 

 

 

 

 

 

 

 

 
 

 

 

 
 

 

  

 

 

 

4 EPS 应急电源容量的选择

4.1 用于照明负载配电，EPS的容量应不小于各负载容量的总

和，各负载应考虑其功率因数，将其折算成相当于电阻性

负载的功率容量。若为三相输出EPS，应考虑三相的对称性。

4.2 用于电机负载配电

1) 卷帘门：EPS仅作一路电源，在无市电时应急输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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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小于同时启动卷帘门容量和的3倍，备用时间30min；

2) 电梯：EPS亦作一路电源，在无市电时应急输出。容量为

电梯（带变频功能）总容量之和。

3) 水泵、风机：容量为电机容量和的五倍，星三角启动为三

倍，变频启动为一倍。

4) 当选择变频 EPS，接一用一备水泵或风机类电机负载时，

EPS的容量可取单机负载容量，不需增加余量，也不需增

加启动控制柜(箱)等，EPS 的输出直接与负载电机相连，

但需增设一个主备转换控制，EPS内的逆变器可采用一组，

也可采用两组，但双逆变器EPS的造价比单逆变器EPS要

高 30％左右；接二用一备水泵或风机类电机负载时，EPS

的容量可取同时工作的二台电机容量的总和，不需增加余

量，也不需增加启动控制柜(箱)等，EPS 的输出直接与负

载电机相连，但需增设一个主备转换控制，EPS内的逆变

器至少要有两组。

4.3 用于照明、动力等混合型负荷的配电时，EPS的容量应不

小于按以上规则选取的容量之和。

5 电池的备用时间

电池容量选择多大才合适，涉及到价格、体积、维护等多

种因素，因此不是备用时间越长越好，而是根据工程规模、性

质、负荷的重要程度、相应消防设备火灾中的使用极限等情况

来确定。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商业楼、展览楼、综

合楼、一类建筑的财贸金融楼、图书馆、书库、重要的档案馆、

科研楼、高级宾馆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3h计算，其他高层可按

2h计算。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按火灾延续时间 lh计算，排烟机

在 280℃时能连续工作时间为 30min，耐火电缆在火灾连续工

作时间为 90min。因此建议：用于消防泵的EPS电池备用时间

≥ 90min；用于喷淋泵的 EPS 电池备用时间≥ 60min；用于排

烟风机的 EPS 电池备用时间≥ 30min；用于火灾疏散标志的

EPS 电池备用时间≥ 20min；用于火灾备用照明电池备用时间

≥ 60min。

以上已考虑了市电全部失去同时又发生火灾的最不利情况。

6 典型应用

现以武汉帕沃公司产品为例予以介绍：

6.1 关键指标

1) 转换时间（s）：由电网转为本电源供电 0. 1～0. 25；由本

电源转为电网供电 0. 1～0. 25；

2) 维持时间（min）：30，60，90，180(可按用户要求增减)；

3) 过载能力：120％正常工作；

4) 核心元件：电池为免维护；

5) 系统保护：短路、过流、缺相；

6) 效率：电网供电 100％；应急供电 85％～98％；

7) 噪声（dB）：电网供电，无；应急供电<55；

8) 输出：50Hz ± 5％，380V/220V、电压稳定度 ± 5％，正

弦波(等同工频市电)。

6.2 单相：多应用于应急照明及小功率单相用电负荷。

型号：HYD-n kW，n 为额定输出功率；可分为 0.5、1、

1.5、2、3、4、5、6、7 、8、9、10 kW 等 12 级。

6.3 三相：多应用于大功率负荷。

型号：HYS-n kW 或者 HYS/B-n kW，n 为额定输出率，

/ B 为变频输出；可分为 2.2、3.7、5.5、7.5、11、15、18.5、

22、30、37、45、55、75、110、150 kW 等 15 级。

6.4 拖动负荷的联接，以 HYS/B 为例

此时负荷降压启动柜及控制拒可省去。手动 / 自动选择在

自动时可远程控制和消防联动操作。负荷不需再配启动装

置，其 EPS 容量与负荷容量相等。

 

 

 

 

 

 

 

 

 

 

 

 

  
 

 
 

此时负荷控制柜省去，直接与EPS联接，控制功能EPS

中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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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于工业增长迅速，电力呈现紧张局势，而很多

场合对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确保办公大楼，大型商业和服

务业，演出现场，医院用手术照明等应急用，EPS 应运而生。

EPS是以解决应急照明、事故照明、消防设施等一级负荷

供电设备为主要目标，提供一种符合消防规范的具有独立回

路的应急供电系统，该系统能够在应急状态下提供紧急供电，

用来解决照明用电或只有一路市电缺少第二路电源，或代替发

电机组构成第二电源，或做为需要第三电源的场合使用。

目前 EPS 已经有少数厂家生产，它的核心技术是用多个

单片机集中控制它的充电和逆变，同时又用很多传感器不断

的检测整机工作状态，以保证工作可靠，智能的协调各项工作。

由于EPS是用在消防应急上，工作环境恶劣，要求无人值

守，长时间开启，能否工作可靠是所有要求里最重要的要求。

标准 GB17945-2000 对安全可靠提出很多要求，条款：5.1.15，

过充保护和充电回路短路保护；条款：5.1.16，过放电保护，达

到怎样的保护状态； 条款：5.1.17，切换的可靠程度； 条款：

5.1.20， 条款：5.1.21， ...等等，无不是从安全，可靠的角度去

要求 EPS。

以浙江三科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SKEPS为例，讲一讲如何

提高 EPS 产品的可靠性，它在这方面的措施我分析有以下几

条，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1) 模块化电路和分布式布线；

2) 铁壳屏蔽和防电磁干扰；

3) 信号尽量隔离，信号用光藕传输；

4) 冗余技术；

5) 继电器保护。

1 模块化电路和分布式布线

分布式布线，即和集中相对，在线路板上的具体表现就尽

量使不同功能的电路在空间位置上相对隔离，减少它们之间的

相互干扰，是数字信号线和模拟信号线分开，承载不同种信号

的敷铜线尽可能远离，电源线和信号线远离，强电和弱电隔离，

在细节上下大功夫，以期得到更可靠的性能。

模块化电路是将能完成一独立功能的电路做在空间上相对

集中的一区域，在检测与维修时，非常方便，各功能电路在空

间上靠近在一起，不同的功能电路在电路板上只有很少的线连

接在一起，对于调试，性能测试，都极其方便。 模块化电路的

每部分功能电路都有自己的输入和输出，输入和输出都在线路

板上布线完成，不采用电线插接，增加连接的可靠性，这样，

既发扬了模块化电路的优势，又保留了集中一体化的可靠，使

整板性能的提高，同时，当一个模块电路出现故障时，其他模

块电路不会被殃及，降低维修成本，可以被快速维修，减小操

作失误的可能性。

2 铁壳屏蔽和对电磁干扰的控制

由于在SKEPS中用到MOSFET及IGBT和软开关技术，使

得功率变换器的开关频率越来越高，结构更加紧凑，但也带来

一个问题，如寄生元件产生的影响加剧，电磁辐射加剧等，所

以 EMI 问题是目前 EPS 存在的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

差模信号又称为常模、串模、线间感应和对称信号等，在

两线电缆传输回路，纯差模信号是大小相等，相位相差180度，

对地对称，所以地线上没有电流流过，所有的差模电流全流过

负载。差模干扰侵入往返两条信号线，方向与信号电流方形一

致，其一种是由信号源产生，另一种是传输过程中由电磁感应

产生，它和信号串在一起且同相位，这样的干扰一般难以抑制。

共模信号又称为对地感应信号或不对称信号，纯共模信号

是大小相等，相位相同。干扰信号侵入线路和接地之间，干扰

电流在两条线上各流过二分之一，以地为公共回路，原则上讲，

这种干扰是比较容易消除的。在实际电路中由于线路阻抗不平

衡，使共模信号干扰会转化为不易消除的串扰干扰。在SKEPS

中，功率变换器的传导干扰以共模干扰为主。

对于SKEPS，共模噪声与差模噪声产生的内部机制有所不

同：差模噪声主要由开关变换器脉动的电流引起；共模噪声则

主要是由较高的 dv/dt 与杂散参数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高频振

荡引起。共模电流包含连线到接地面的位移电流，同时，由于

开关器件端子上的 dv/dt 是最大的，所以开关器件与散热片之

间的杂散电容也将产生共模电流。开关器件的 dv/dt 通过外壳

和散热片之间的寄生电容对地形成噪声电流。

在SKEPS上，采用了针对这些干扰的滤波器，同时也在散

热器上用棘爪垫圈用螺钉拧紧接地。继电器状态改变会产生大

的电磁辐射，还有众多的开关，按钮，断路器在动作时都产生

电磁辐射，所以，在信号产生的主板与这些器件之间有一块接

地的金属板，来屏蔽相互的电磁干扰。  此外，采用以下附加措

施进一步降低电磁干扰：

2.1 信号线一律用双绞线并且屏蔽， 屏蔽上用粗导线有效接地；

2.2 布线时远离高压线，不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

走线；

2.3 输入滤波部分安装在机柜底部离设备电源入口尽可能近的

部位，加以绝缘套管或热缩管，不让未经过滤波器的电源

线在机柜内迂回，对几段交流电源进线在柜内到电源滤波

器之间有较长的距离时，加金属罩屏蔽；

2.4 电源滤波器的外壳用截面积大的导线以最短的距离与机壳

提高EPS可靠性浅析
浙江三科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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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为一体，并将电源滤波器的接地点与机壳接地点保持最

短的距离，输入输出线应靠近机壳底部布线以减少耦合，

并将输入输出线严格分开，滤波器输出线用双绞线或屏蔽

线，其屏蔽可靠接地。

3 电气尽量隔离，信号用光藕传输

采用光藕隔离技术，使信号之间不相互干扰，提高了检测

的信号的准确性。

4 冗余技术

冗余技术在实际应用上包括两个部分；硬件冗余技术和软

件冗余技术，具体措施为：

4.1 硬件冗余技术：线径按要求的电流密度假设为 NA/m2 现

在则用 0.5-0.8NA/m2 增加导线的容量。采用的 IGBT

和 MOCFET 等功率管，其选用的额定电压是需要电压

的2 倍，少数甚至到达 3倍，这些管子的额定电流也有需

要的 10到 15倍，使其有 9倍到 14倍的冗余量，极强的增

加了产品的可靠性。

4.2 软件冗余技术：

它包括上电后对CPU自己的 I/O口的自检工作，直到CPU

确信自己的所有 I/O口都是好的，这时候才进入正常工作

程序。

指令冗余技术：就是说 CPU 受干扰后，有机会发生将操

作数做为操作码来处理，使程序飞车，若程序转到一单字

节指令上则飞车停止，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

的采用单子节指令，并且在一些地方人为的插上NOP等

指令，这样一来，程序的可靠性提高了。

还包括设置软件陷阱，当程序受外界干扰时，万一飞车到

正常程序的外部，就会进入陷阱程序，它强行让程序进入

到初始状态。

看门狗复位技术就是定一个大于主体程序时间的定时复位

程序，当程序正常时，在每循环一边程序定时器被重新清

零，当程序不正常时，定时器就不能及时清零，这样，程

序就自动复位。

以上种种，我称为软件冗余技术，通过软件冗余技术，程

序能够更可靠工作。

5 继电器保护

继电器在吸合之初的一瞬和保持时需要的电流是不一样大

的，保持时的电流大会使继电器发热，使继电器的寿命减短，

但是在一开始动作时有需要大的电流保证动作可靠，SKEPS的

方法是在继电器接负极端不直接接负极，而是接一个阻容并联

的电路，这样，在一开始动作时，流经继电器的电流是由充电

电流加流经电阻构成，效果几乎和直接接在负极一样，这股大

电流足以使继电器动作，保证可以略大于其额定电压的电平，

保证动作的可靠，当电容充满时，流经继电器的电流是由流经

电阻的电流构成，足可以保持状态，延长了继电器的寿命，保

证保持的可靠；降低电压波动对继电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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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EPS应急电源的质量技术标准多采用消防应急灯专用

电源（即GB17945-2000），而在应用中，我们发现，负载为电

机类负载或复合性负载的EPS应急电源，并不能完全适用此标

准，针对此种情况，我司起草了UBD三相动力系列(380V)应急

电源的质量技术标准，并得到了北京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认可。

本文所述的动力型应急电源(EPS)是我公司UBD三相动力系列

（380V）应急电源(EPS)的一种，指具有变频调速功能的应急电

源,负载为电机类负载。通过在实践中的应用案例，我们将遇到

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总结如下：

1 与 UPS、柴油发电机的比较

众所周知，备用电源通常有UPS、柴油发电机、应急电源

(EPS)等，而根据负载、输出功率的不同，它们在应用中各有利

弊，但针对电机类负载、输出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UBD动

力系列（380V）应急电源(EPS)应有它的优势，比较如下：

1.1 UPS 的特点

1) 可实现不间断供电。

2) 长期带载工作。

3) 带电机类负载需要扩容或加缓启动措施。

1.2 柴油发电机特点

1) 容量大，噪声大，产生公害。

2) 排烟中有大量的二氧化硫，污染大气，严重影响环保。

3) 在高层建筑中，柴油发电机组一般放在地下室，设计难度

大，造价高，进风、冷却、排烟、减震、消音等设施都需

要充分考虑。

4) 日常维护必须到位，工作量大。

5) 存在火灾隐患。因为油罐象一个极为危险的“炸弹”，万

一失火，后果难以设想。而使用CO2灭火，费用则越来越高。

1.3 UBD 型应急电源（EPS）的特点

1) 电网有电时，处于静态，无噪声；有市电时，小于 60dB。

不需排烟、防震处理。具有无公害、无火灾隐患的特点。

2) 自动切换，可实现无人值守，节能，电网供电与EPS电源

供电相互切换时间为 0.25s，特殊情况下可实现零切换。

3) 可在不加缓启动措施和扩容的情况下直接带电机类负载。

4) 使用可靠、主机寿命长达 20 年以上。

5) 适应恶劣环境，可放置于地下室或配电室，甚至建筑竖井

里，可以紧靠应急负荷使用场所就地设置，减少供电线路。

所以动力型应急电源(EPS)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绿色应急

供电电源，它尤其适用于高层建筑电机类负载没有第二路

市电，又不便于使用柴油发电机组的场合。

2 抗干扰(电磁兼容)

由于动力型应急电源(EPS)中有变频器, 变频器输出的是高

压、大电流，因此会产生强烈的干扰。干扰通常可分为传导干

扰和幅射干扰，通常两种干扰同时存在。我们通过以下措施加

以抑制。

2.1 加装输入滤波器

滤波是一种抑制传导干扰的方法。例如在电源输入端接上

滤波器，可以抑制来自电网的噪声对电路本身的侵害，也

可以抑制由电路产生并向电网反馈的干扰。电源滤波器作

为抑制电源线传导干扰的重要单元，在设备或系统的电磁

兼容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抑制传输线上

的传导干扰，同时对传输线上的辐射发射也具有显著的抑

制效果。在滤波电路中，选用穿心电容、三端电容、铁氧

体磁环，能够改善电路的滤波特性。适当的设计或选择合

适的滤波器，并正确地安装滤波器是抗干扰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体措施如下： 在交流电输入端加装电源滤波器，

其电路如图 1所示。图中 L2、L3、C3、C4用于抑制差模

噪声，一般取 L2、L3 为 100～700µH，C3、C4 取 1～10

µF。L1、C1、C2 用于抑制共模噪声，可根据实际情况

加以调整。

所有电源滤波器都必须接地，因为滤波器的共模旁路电容

必须在接地时才起作用。一般的接地方法是除了将滤波器

与金属外壳相接之外，还要用较粗的导线将滤波器外壳与

设备的接地点相连。接地阻抗越低滤波效果越好。滤波器

尽量安装在靠近电源入口处。滤波器的输入及输出端要尽

量远离，避免干扰信号从输入端直接耦合到输出端。

图1 电源滤波器

C1

C2

C3 C4

L3

L2

L1

系统电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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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D三相动力系列(380V)应急电源(EPS) 在实际应用中所遇问题的解决方案
北京纳美克科技有限公司 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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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印制线路板布线、布局采用抗干扰措施

实践证明，印制板的元器件布置和布线设计对线路板的

EMC 性能有极大的影响，线路板的辅助电源通常采用高

频开关电源，由于印制板上既有电平为± 5V、± 12V 的

小信号控制线，机柜中又有高压电源母线，同时还有一些

高频功率开关、磁性元件，如何在印制板有限的空间内合

理地安排元器件位置，将直接影响到电路中各元器件自身

的抗干扰性和电路工作的可靠性。

1) 导线阻抗的影响

通过分析印制导线的特性阻抗，来选取印制导线的放置方

式、长度、宽度以及布局方式。单根导线的特性阻抗由直

流电阻 R 和自感 L 组成

Z=R＋ jωL（1）    L=2lb（2）

式中：l －导线长度；b －导线宽度。

显然，印制线 l越短，直流电阻 R就越小；同时增加印制

线的宽度和厚度也可降低直流电阻 R。

从式（2）可看出，印制线长度 l越短，自感L就越小，而

且增加印制线的宽度 b也可降低自感L。而多根印制线的

特性阻抗除由直流电阻 R 和自感 L 组成外，还有互感 M

的影响，而互感M除受印制线的长度和宽度影响外，印

制线之间距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M=2lS（3）

式中：s－两线之间的距离，增大两线的间距可减少互感。

针对以上现象，在设计印制电路板时，应尽量降低电源线

和地线的阻抗，因为电源线、地线和其它印制线都有电

感，当电源电流变化较大时，将会产生较大的压降，而地

线压降是形成公共阻抗干扰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尽量缩短

地线，也可尽量加粗电源线和地线线条。

在双面印制板设计中，除尽可能地加粗电源线和地线线条

之外，还应在地线和电源线之间安装高频特性好的去耦电

容。另外，切忌两条印制信号线平行走线。如果平行走线

无法避免，可通过以下方法来补救：

(1) 在两条信号线之间加一条地线，以起屏蔽作用；

(2) 尽量拉开两条平行信号线之间的距离，以降低两线之间电

磁场的影响；

(3) 使两条平行的信号线流过的电流方向相反。（目的在于减

小感应磁通）

2) 元器件的布局

在设计印制电路板时，通常干扰源和受扰体由于受到工作

条件的限制而难以避免。这时，应尽量将相互关联的元器

件摆放在一起以避免因器件离的太远而造成印制线过长所

带来的干扰；再者将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尽量放置在

引线端口附近，以避免因耦合路径而产生的干扰。

2.3 选用抗干扰芯片

对于影响系统正常的电路尽量采用数字电路解决而非单片

机，以防单片机受干扰，程序跑飞、复位， 单片机只完成

数据采集与显示，不参与系统控制，即便如此， 单片机也

应选用带 EMI 措施的产品(外部采用低频晶振，内部通过

倍频实现高速)。

2.4 结构上的措施

屏蔽是解决幅射干扰问题的重要且有效的手段，目的是切

断电磁波的传播途径。大部分幅射干扰问题都可以通过电

磁屏蔽来解决，用电磁屏蔽的方法解决电磁干扰问题不会

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3 不间断转换

现有的动力型应急电源(EPS)方案中，大多数方案在切换

过程中均有时间间隔，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由于电机失市电后

转由动力型应急电源中用的变频调速器供电时，由于变频调速

器加速时间的限制，电动机需有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额定转速，

这在有些用户中是不允许的。我们通过改变两路电转换方式的

方法，实现电机不间断供电，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4 带变频功能的应用

众所周知，变频调速器是起动电机及给电机调速最好的装

置，在给电机提供第二路或第三路电源时，由蓄电池与变频调

速器相结合构成的电源方案是理想的方案，该方案除具有常规

EPS 应急电源的优势外，还有以下优势：

4.1 对电网的容量要求低，因变频调速器可保证起动电流小于

额定电流， 电网的容量等于变频器容量即可。

4.2 当今变频调速器可完成各种复杂的控制功能,控制柜的功能

可集成到电源柜中。

4.3 可实现集中远程监控。

4.4 可实现不间断供电（既达到零切换）。

4.5 可实现 EPS 应急电源输出功率与负载额定功率之比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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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控制柜与电源柜于一体，节约空间和投资。

有二个基本方案(单台电机)供选择：

L1
L2
L3

+

-

-
充
电
器

电池 电池检
测板

变频器

R
S
T U

V
W

电机

显示

主控板

说明：

1）市电正常，市电为变频器供电，变频器拖动电机。

2）市电异常，电池为变频器供电，变频器拖动电机。

3）控制简单，变频器长期带载工作。

说明：

1）市电正常时，首先由变频器缓起动电机，到达额定转速

后，切换到由市电直接拖动电机,变频器失电，不再工作。

2）市电异常时，电池为变频器供电，变频器拖动电机。

3) 变频器平时不工作，可延长使用寿命，但控制较复杂，成

本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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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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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工程角度分析了消防用电设备对供电问题

的特殊要求，提出采用EPS（应急电源）做为完整解决方案，并

详细阐述了该种电源的工作原理、技术现状、选型注意事项以及

和同类产品相比的优缺点。

【关键词】 消防用电设备  EPS（应急电源）

引言

消防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

视，它在火灾中既保护财产，又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各种各样

的消防用电设备是完成这项使命的基本保证，所以，消防用电

设备能否在火灾发生时正常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除了取决于

消防用电设备本身的质量优劣，更依赖于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

电源的可靠与否。没有安全可靠的供电电源，再先进的消防用

电设备也是摆设。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电源解决方案。如何

从工程意义上真正确保消防用电设备的正常、及时运行，需要

对消防用电设备对供电的特殊要求、各种电源方案的技术优劣

点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1 消防设备的负荷分级及供电要求

1.1 消防用电设备的负荷分级

消防用电设备是指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消防电梯、防

烟排烟设施、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和电动的防火门、窗、卷帘、阀门等。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规定：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根据使用场合等的不同分

别按照一级、二级以及三级负荷供电。

1.2 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要求

标准还规定：

1) 按一级负荷供电的建筑物，当供电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

自备发电设备，并能在30s内供电；二类高层建筑自备发电

设备，当采用自动启动有困难时，可采用手动启动装置；

2)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并当发生火灾切断

生产、生活用电时，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其配电设备应

设有明显标志。

1.3 消防用电设备供电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出，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必须保证两

个方面：

1) 供电回路必须专用。

2) 要有备用电源（第三类负荷除外）。

第一条是为了保证在消防工程中切断非消防电源的同时，

不会误切消防用电设备。第二条是在火灾引起电力部门供

电回路故障甚至烧毁的情况下，消防用电设备在备用电源

投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工作。常用的备用电源可有下列几

种：a.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b.供电网络中有效地

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门馈电线路；c.蓄电池。但多年来运

行经验表明，电气故障是无法限制在某个范围内部的，电

力部门从未保证过不断电。因此，备用电源应是与电网在

电气上独立的各种电源，即柴油发电机以及近年内兴起的

EPS。下面就这二种备用电源的各自特点作一些探讨。

(1) 柴油发电机组

柴油发电机组是目前大部分工程所采用的，由于柴油发电

机的容量较大，可并机运行且连续供电时间长，所以至今

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需

求的提高，这种传统的做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有：

① 柴油发电机噪声大，产生公害；

② 排烟中有大量的二氧化硫，污染大气，严重影响环保；

③ 在高层建筑中，柴油发电机组一般放在地下室，设计难度

大，造价高，进风、冷却、排烟、减震、消音等设施都需

要充分考虑；

④ 日常维护必须到位，工作量大；

⑤ 存在火灾隐患。因为油罐象一个极为危险的 " 炸弹 "，万

一失火，后果难以设想。而使用CO
2
灭火，费用则越来越高。

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逆变技术的成熟及其产品价格的下

降，一种新型的无公害，高可靠性，动力型的大型应急电

源—EPS逐步地成为代替柴油发电机组的绿色电源，目前

已在建筑领域得到广泛推广，并被用户开始所接受，许多

用户放弃采购柴油发电机组而改用 EPS（三相应急电源）

以免日后因购买柴油发电机组而显得落后或被淘汰。而且

随着电网供电的好转，停电次数和断电时间已明显地减少

和缩短，柴油发电机也越来越失去了优势。

(2) EPS（应急电源）

EPS（应急电源）是新兴电源，许多人对它还处于“雾里

看花”、“一知半解”的阶段，接下来就对EPS（应急电源）

进行全方位的介绍。

2 EPS（应急电源）

EPS（应急电源） 消防用电设备供电整体解决方案
烟台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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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EPS（应急电源），输入是单相或者三相交流电网；

输出方面，旁路供电时可以是单相，也可以是三相，取决

于输入，逆变供电时是单相。图一中，如果逆变器是单相

的，它就是照明类 EPS（应急电源）。它适用于单相输入

的消防用电设备，例如，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应

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以及其它不要求三相电的消防用电

设备。

2) 动力类 EPS（应急电源）

我们国家工程界，习惯把三相交流电称为动力，所以，所

谓的动力类EPS（应急电源），就是输入是三相交流电网，

输出也是三相交流电。在图一中，如果逆变器是三相的，

它就是动力类 EPS（应急电源）。由于该型 EPS（应急电

源）可以设置为缺相运行，所以，它适用于所有性质的负

载，当然也适用于所有消防用电设备。

3）变频类 EPS（应急电源）

变频技术是为了解决电动机启动瞬间电流过大容易烧毁用

电回路中的其它设备甚至自身而诞生的，其本质是通过调

节输出频率从而达到调节输出电压，也就是说，通过控制

输出频率从 0到设定上限频率（例如工频 50Hz），达到给

电动机一个缓慢上升的启动电压而不是一下给 AC 380V，

从而避免了启动瞬间电流过大。所以，变频类EPS（应急

电源）就是具有变频技术的 EPS（应急电源），专门用于

电动机类负荷，例如消防水泵、排烟风机等电动机类消防

用电设备。此外，该类 EPS（应急电源），还根据消防工

程的具体要求，加上了诸如消防联动、消防水池水位过高

或者过低联动消防泵的停开等原来属于消防工程的功能，

也就是说，该类EPS（应急电源）兼具消防工程的一些功

能。其原理如图 2 所示。

2.2 EPS（应急电源）系统组成

从图 1 可知，EPS（应急电源）主要由充电器、逆变器、

蓄电池组以及互投装置组成，实际使用中，加上了检测、

控制、显示以及远程监控等功能以及相应的电路结构。其

中，逆变器是核心器件，是整个 EPS（应急电源）的心

脏，正是它在交流电网故障时，将蓄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

交流电，从而实现备用电源的作用。

2.3 EPS（应急电源）分类

目前市场上 EPS（应急电源）主要根据所带负载的种类，

大致分为三种：

1) 照明类 EPS（应急电源）

2.1 EPS（应急电源）工作原理

EPS（应急电源）也称应急电源，是英文Emergency  Power

Supply的简称。其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当电力系统供电

正常时，市电一路通过转换装置输出给负荷，称为旁路供

电；另一路通过充电器对电池组充电，当控制器检测到市

电中断或异常（偏低或偏高）时，向逆变器发出启动信

号，并控制互投转换装置转入逆变器输出给负载，称为逆

变供电, 从而实现对负载的不间断供电。从原理图可以看

出，如果在消防用电设备中采用 EPS（应急电源），可以

满足国家标准规定的其供电的两个要求。其旁路即是专用

供电回路，而其逆变就是备用电源。所以，从技术角度讲，

EPS（应急电源）用做消防用电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是当

之无愧的。

图2 变频类EPS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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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PS（应急电源）特点

1) 电网有电时，处于静态，无噪声；有市电时，小于 60dB。

不需排烟、防震处理；具有无公害、无火灾隐患的特点。

2) 自动切换，可实现无人值守，节能，电网供电与EPS（应

急电源）电源供电相互切换时间均为0.01～0.25s，有的厂

家甚至做到 5ms 以内。

3) 带载能力强。EPS（应急电源）适应于电感性、电容性、

及综合性负载的设备，如电梯、水泵、风机、办公自动化

设备、应急照明等。

4) 使用可靠、主机寿命长达 20 年以上。

5) 适应恶劣环境，可放置于地下室或配电室，甚至建筑竖井

里可以紧靠应急负荷使用场所就地设置，减少供电线路。

6) 对于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设施，如：消防水泵、风机，

EPS（应急电源）还可直接与电机相连变频启动后，再进

入正常运行状态，可省去电机的软启动和控制箱等设置。

7) 应急备用时间：标准型为90min（有延时接口），可长可短。

2.5 行业现状

到目前为止，国产 EPS（应急电源）占据着市场的主流。

而且，现在几个主要的EPS（应急电源）国内厂商，通过

与高校联合、跨行业联合及强强联合等形式，不断的完善

和提高 EPS（应急电源）技术，各种各样的智能化 EPS

（应急电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行业标准方面，目前 EPS（应急电源）是沿用国家标准

GB17945-2000，专门的标准《GB16806.4-200X 消防联

动控制设备第 4 部分：消防设备应急电源》正在报批中，

不久将公布。并且， EPS（应急电源）产品，必须送交国

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

所鉴定，合格后再由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颁发

《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方可上市。

2.6 选用 EPS（应急电源）参考事项

EPS（应急电源）产品的品种繁多，用电环境复杂，负载

类型多，运行环境恶劣，用户应根据实际的电力环境，选

择最佳的、合理的配置，具体可参考以下方面：

1) EPS（应急电源）的主要技术性能（输入范围、过载能力、

互投转换时间、保护功能等）是否优越；

2) EPS（应急电源）的电气性能（电网的适应能力、输出能

力、管理能力等）是否超群；

3) EPS（应急电源）的系统性能（环境适应能力、噪声、干

扰等）是否达标；

4) EPS（应急电源）的物理性能（安装形式、安装尺寸、接

线方式、输入、输出路数等）是否合理。

3  柴油发电机和 EPS（应急电源）的比较

3.1 性能比较

根据以上所述，总结如下表 1。

表 1 柴油发电机组与应急电源（EPS）的性能比较

标指
源电急应相三

（ SPE ）
组机电发用备 果结

动启
间时

,s1.0< 带可 %001 负
动启载

5～ s03 负带许允不
逐后动启，动启载

载加步

能不组机电发
动启时及

保环
无、烟排无、气排无
公无、动振无、声噪

害

振、烟排、气排有
二有、大声噪、动
害公等放排硫化氧

要需组机电发
施设保环加增

约 01 ～ 21 万/台

火防
灾火无、料油燃可无
火防殊特需不、患隐

施措

火有、料油燃可有
防殊特需、患隐灾
灭幕水如（施措火
体气碳化氧二，火
会灾火生发若）等
性险危的大很来带

性坏破和

要需组机电发
火防保环加增

约施设 5～6万/
台

护维
值人无可，单简护维
动自、作操动自，守

机停和动启

需，管看人专要需
护维期定要

了加增机电发
和费理管工人
约费护维期定 3

万/台

电供
况状

率频、定稳压电电供
干无、好形波、定稳

高率效、扰

不常非率频和压电
效，低忽高忽，稳

低率

质电供机电发
坏烧易，差量

备设电用

载过
保及

护

功护保，强力能载过
载负与量容，善完能

为率功 1∶1 任胜可即

护保，弱力能载过
电发用选，差能功
功载负与量容组机

要般一率 5.1 ∶1

加机电发用选
资投了大

靠可
和性
命寿

本 SPE 部子电力电为
寿机主，高性靠可件

达命 02 上以年

多众由机电发油柴
，成构件器械机的
寿机主，差性靠可

为般一命 01 年

往往组机电发
不候时键关在

动启能

应适
性

在 02- ～℃ 05+ 均℃
海且而，作工常正能
化变的度湿和度高拔

对均 SPE 不率功出输
显明生产 响影

低在组机电发油柴
工常正难很下温

区地拔海高在，作
小变显明率功出输

适境环机电发
差性应

价造
运及
成行

本

SPE 池电＋价机主为
池电，入投性次一价

用可 01 ，年 01 不内年
用费入投再需

置购组机电发油柴
＋费置装助辅＋费
油燃＋费施设防消
维工人＋费油机及

费修维＋费护

组机电发油柴
用费合综的

比 SPE 高用费

3.2 经济性比较

现以某设计的一个工程来加以说明。

工程采用二路高压 10kV 进线，设有 4 台 1250kVA 变压

器，其中一级负荷有：(1)消防设备包括消防电梯，正压送

风机，排烟风机、消防泵、喷淋泵等。(2)应急和疏散照明。

(3)变电所用电。消防设备容量共计 400kW 左右。甲方因

为增容费、设备购置费的功能费用问题，引来的二路高压

电源是来自同一个变电站，只是同源不同路径而已，电网

出问题时，照样要停电，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互为备用

关系。由于是改建工程，无设置发电机的位置，为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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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负荷供电的万无一失，在变电所内集中设置了一台

EPS柜(400kW)，用于对消防设备和变电所的应急供电；

对于需要设置应急和疏散照明的地方分别设置小功率EPS

柜的供电模式，即在每层的电气管井处，集中设置EPS柜

(1kW)。而选用的应急照明灯具本身不带镍镉电池，当正

常照明电源出现故障时，有EPS应急供电。关于性能价格

方面的问题，现分别就下面二个方面作一经济比较。

1) 应急照明采用EPS电源配一般灯具和一般电源配镍镉电池

灯二种形式相比，应急照明采用EPS电源配一般灯具的形

式在价格上要低于一般电源配镍镉电池灯的形式，并且与

传统应急供电相比，EPS 电源故障少，寿命长，可靠性

高，集中管理维修量大大减少，又克服了带电池灯具寿命

短，即使损坏也无人更换，形同虚设的弊端。

2)  EPS 柜与柴油发电机组价格比较

400kW的EPS柜的总价为 l，500，000元左右。如果将这

些400kW的消防设备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

则以美国康明斯柴油发电机为例。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

价格比较时，要以负载功率为准。即选用EPS消防应急电

源时，其选用的功率与负载功率为1∶l 即可，而选用柴油

发电机时，其常载功率与负载功率应为 1.3～1.5∶l 方可。

所以，400kW的负荷油发电机组则需用KTA-38G2-600kW

规格。该机组价格为 l，375，519 元。但是当使用柴油发

电机组时，除机组本身价格之外，还需油罐 (2～5 万元)、

自启动(3～6万元)、噪声治理费(1～2万元)、通风、排烟、

冷却(2～3万元)、机组本身消防措施、水幕灭火或二氧化

碳灭火(5～7万元)、基建房屋费用 (2～5万元)，所以计算

使用柴油发电机组 费用时除机组购置价格之外，还需外加

其他辅助装置费用约 15～28万元，现以 18万元计算，即

选用柴油发电机组总价为 1，555，519元。所以，二者价

格相差不多。 在实际工程中，可以得出当EPS容量小于

250kW时其价格要小于进口柴油发电机组的综合造价。当

EPS 容量介于 250kW 和 400kW 之间时，其价格接近于进

口柴油发电机组的综合造价。

4 华盛应急电源简介

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早在成立之前，已经对EPS（应急

电源）的现状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包括生产厂家的数目、规

模、技术优缺点，尤其是后者。然后，详细研读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灯具GB 17945-2000中，有关EPS（应

急电源）的条款，综合公司以及合作的高校、科研实力，最后

研制了送检产品，取得了消防型式认可证书。和其它目前技术

领先的几个EPS（消防应急电源）厂家相比，华盛应急电源有

以下几个特殊的技术优势：

1) 充电器技术可靠、性能稳定；具有过压、过流报警关机功

能（第一道安全屏障）；限压、限流功能（第二道安全屏

障）；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可人工调节（第三道安全屏障）。

2) 电池管理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电池电压分段液晶显示。

3) 人机界面中文显示。

4) 可以带电脑、卤化物灯。目前，只有少数几家拥有该技

术。我公司的照明全系列和动力低功率均可以带电脑、卤

化物灯，保证不间断使用电脑、卤化物灯。

5 结束语

消防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事关国计民生。EPS（应急

电源）从诞生之初，就定位于消防行业，为消防用电设备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相信有了 EPS（应急电源）的加盟，我国的消

防行业必将更上一层楼，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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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高速增长，各个行业的需求正在从“产品”到“精品”的转变，供电方面的需求也同样得到应

证。各现代化办公大楼、大型商业和服务业场所、地铁、隧道大型体育场馆以及医院纷纷要求它们的照明系统、电梯、水泵包括

监控系统等关键设备在因故停电或发生紧急事故后仍然能够正常运行，使得 UPS/EPS 得到迅速发展。

为了提高UPS/EPS系统的可靠性，增强系统应对单点故障的能力，一般采用具有并联

冗余的系统（图 1）。这是因为对于 n 台机器并联的系统，可靠性

Pn ＝ 1 －(1 － P1)n

式中 P1 为单台机器的可靠性。

一般的 UPS/EPS 系统都提供了并联冗余的能力，一般并联冗余的方式有两种：

  1) 单机并联冗余

  2) 模块并联冗余

以下将详细介绍冗余对可靠性的影响，并对两种冗余方式加以对比。

1 单机并联冗余与模块冗余介绍

单机并联冗余系统(图2)中对应的单元是大功率的UPS/EPS（30～800kVA）。这种系统中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具

有独立的机柜、机内监控、整流器、逆变器甚至旁路和维修旁路，单机通过均流调节可以直接和其它的单机并联，这类系统中一

般的选配方式为1＋1并联，即一般一台机器

就能够负担所有的负载，增加一台机器与之

并联带载，以增加冗余。举例如下：

如果UPS/EPS的最大负载是15～20kVA，

则选配30kVA的UPS/EPS。为了达到冗余性，

则再选配一个 30kVA 的 UPS/EPS 与之并联。

冗余方式是：坏了一个 UPS/EPS，剩下一个

UPS/EPS 还能够负担所有的负载。

再看看模块冗余系统（图3）。模块冗余的

系统中所有部分都是模块化，包括整流部分、

逆变部分、监控、旁路。系统的功率部分如整

流部分、逆变部分都是可以并联的模块。系统

在组成系统方面相对灵活。可以根据不同的

需要选配不同功率等级、不同数量的模块以

构成不同的系统。

模块冗余系统的的选配方式举例如下：

同样对于一个15kVA的UPS/EPS系统，采

用模块冗余系统，系统的组成方式如图3，整

流部分由一组直流模块并联组成，逆变部分

由一组逆变模块并联组成。

考虑供电冗余性，逆变侧选配 3.3kVA的

逆变模块9个并联，总功率为30kVA，模块冗

余系统的冗余性体现在：9个模块中坏了一个

模块，还有26.7kVA的最大功率输出，避免单

点故障。对于直流模块的选配，UPS和EPS具

图2 单机并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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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选择方法，若电池为18节100AH，则在直流模块的选择上应该给电池充电预留一个20A模块，对于UPS，由于直流模块

必须在带满载时还具有向电池充电的能力，所以所选配的直流模块必须有15000/250V=60A式中假设直流模块输出电压为250V。所

以总的直流模块需要 4 个 20A 模块。

如果是EPS系统，直流模块的选配除了给电池预留 20A左右的充电能力以外，余下的只需提供逆变器很小的空载损耗，可以

选用 2～3 个 10A 模块。

2 两种冗余方式的价格比较

一般用户在选配 UPS/EPS 时，首先注意的就是价格。

在价格方面，以相同的容量计算，单机的价格大概比模块冗余系统便宜30％。也就是说，同时30kVA的UPS/EPS，一个30kVA

的 UPS/EPS 单机大约比模块构成的 UPS/EPS 便宜 30％。

但是在需要冗余的场合，对于负载是15～30kVA的系统，采用单机并联系统需要配置两个30kVA的系统，从这个层面上来比

较，模块冗余系统大概比单机并联系统便宜 40％。

3 两种冗余方式的可靠性比较

由前面可知，可靠性的表达式为

Pn ＝ 1 －(1 － P1)n

所以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单机的可靠性以及并机台数有关。单机可靠性越高，系统的可靠性越高；并联的台数越多，系统可

靠性越高。所以在单机可靠性相同的情况下，模块冗余系统由于并联的台数多，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高于单机并联系统。

4 两种冗余方式的可用性比较

可用性的一般定义为：

A(Availability)=MTBF/(MTBF+MTTR)

式中：

MTBF 为平均无故障时间，反映产品的可靠性及冗余性

MTTR 为平均维修时间，反映维修所需时间

在这个指标上，模块冗余系统的性能是远远高于单机并联系统的。

模块冗余系统具有热插拔和通用性好的优点，使模块冗余系统的平均维修时间MTTR远远小于单机并联系统。这使得模块冗

余系统的可用性远高于单机冗余系统，原因有以下几点：

4.1 模块冗余系统具有热插拔的功能，用户只要备有备用模块，可以在 1min之内更换故障模块，然后将故障模块寄回厂家维修。

而单机并联系统必须等到专业的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将整个系统切换到维修旁路，再打开机柜查找原因，整个过程有时长达

数天之久。

4.2 模块冗余系统的备品备件库相对简单，只要储备模块就可以了。而单机并联系统不能储备所有的零部件，只能储备一些易损

部件，一旦机器出现故障，损坏的零部件是没有储备的零部件，则需要向厂家邮购，时间更可能达到上月之久。

4.3 模块冗余系统通用性好，因此，在一个大型配电系统中，如果是采用分散式的UPS/EPS供电，则这些UPS/EPS的储备模块可

以统一管理，甚至在工作中的系统之间还可以互相调配，即在不紧张的用电场所调几个模块去支援紧张的用电场所。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模块冗余系统的 MTTR 远小于单机并联系统，使得模块冗余系统的可用性远高于单机并联系统。

5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了提高 UPS/EPS 系统的可靠性，增强系统应对单点故障的能力，冗余是必要的。

在一般采用的模块冗余系统和单机冗余系统中，模块冗余系统在价格、可靠性、可用性上都高于单机冗余系统，所以在供电

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选用模块冗余系统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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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急电源EPS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使用户能够

理性的去选择产品。文中详细分析了 EPS 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以

及带负载时的工作特性和运行参数。

【关键词】 应急电源；EPS；应急电源工作原理；EPS 特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建筑趋向于

大规模，高层化发展随之而来对建筑的供电要求越来越高，社会

的信息化，建筑的现代化，使建筑对供电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尤

其是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一旦中断供电，将造成重大的政治影

响或经济损失，如果是发生火灾，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所以现行

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就有严格规定：“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

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致同时受到损坏。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

负荷，除上述两个电源外，还必须增设应急电源，常用的应急电

源有：(1)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2)供电网络中有效地独立

于正常电源的专门供电线路；(3)蓄电池。”多年来，运行经验表

明，电网供电时采用两路独立的电源，若主供电线路停电，则由

备用才路供电，采用这种方式虽然简单、可靠，但供电线路复

杂。当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时，两路电源均可能发生停电事故。

因此，应急电源作为独立于电网之外的备用电源，被广泛应用于

各种建筑工程之中。近年来，含蓄电池的EPS作为应急电源，被

广泛应用，尤其是被用做消防应急电源。

1 EPS 的工作原理

应急电源采用单体逆变技术， 集充电器、蓄电池、逆变器

及控制器于一体。系统内部设计了电池检测、分路检测回路，

其他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框图如 1 所示。

的逻辑控制板的调控下，逆变器停止工作处于自动关机状

态。在此条件下，用户负载实际使用的电源是来自电网的

市电，因此，EPS应急电源也是通常说的一直工作在睡眠

状态，可以有效的达到节能的效果。

1.2 当市电供电中断或市电电压超限(±15％或±20％额定输

入电压) 时，互投装置将立即投切至逆变器供电，在电池

组所提供的直流能源的支持下，此时，用户负载所使用的

电源是通过EPS的逆变器转换的交流电源，而不是来自

市电。

1.3 当市电电压恢复正常工作时，EPS的控制中心发出信号对

逆变器执行自动关机操作，同时还通过它的转换开关执行

从逆变器供电向交流旁路供电的切换操作。此后，EPS在

经交流旁路供电通路向负载提供市电的同时，还通过充电

器向电池组充电。

2 如何选配 EPS

EPS 通常产品特征分为以下三类产品

2.1 WY 系列 EPS(0.5～10kW)

WY 系列 EPS 由单路、双路供电输入二类产品组成(输入

电压AC220V 或AC380V，输出电压AC220V)，适应于应

急照明和事故照明的照明负载；

2.2 WYS 系列 EPS(2.2～400kW)

WYS系列EPS由单路、双路供电输入二类产品组成(输入

电压 AC380V，输出电压 AC380V)，除可用于应急照明、

事故照明，同时也适应于消防电梯、卷帘门、风机、水

泵、淋浴泵、供水泵等电感性负载或混合供电；

2.3 WYS/B 系列 EPS(2.2～400kW)

WYS/B 系列 EPS 由单逆变单台负载、单逆变单台负载一

用一备用、双逆变单台负载一用一备用三类产品组成(输

入电压AC380V，输出电压AC380V)，仅为只有一路电源

的消防设施或一级负荷中的电动机提供一种可变频的三相

应急电源系统，在电源和电机之间无需任何启动装置就可

以解决电动机的应急供电及其启动过程中对供电设备的冲

击。适应于高层建筑的电梯、中央空调、消防水泵等电机

负载。根据产品所带负载特征如何选用您所需求的EPS及

其注意的要点：

1) 应急照明或事故照明用 EPS(1～50kVA)

按GB17945-2000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灯具)，为确保大楼

的应急照明系统能正常运行，对EPS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1) 要求负责向普通应急照明灯供电EPS的供电中断时间<5s。

但对于高危险工作区及关键工作区的应急照明而言，则要

图１ 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

EPS应急电源工作原理及选型要点
浙江韦德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部

WY、WYS、WYS/B系列智能化应急电源，采用后备式运

行方式。

1.1 在市电正常时，由市电经过互投装置给重要负载供电，同

时进行市电检测及蓄电池充电管理，然后再由电池组向逆

变器提供直流能源。在这里，充电器是一个仅需向蓄电池

组提供相当于10％蓄电池组容量(Ah)的充电电流的小功率

直流电源，它并不具备直接向逆变器提供直流电源的能

力。此时，市电经由EPS的交流旁路和转换开关所组成的

供电系统向用户的各种应急负载供电。与此同时，在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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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PS 的供电中断时间< 0.25s。

(2) 为尽可能的利用市电，当市电电压在187～242V(220V，

-15％，＋10％)的范围内不允许EPS进入逆变器供电状态。

(3) 要求EPS配置足够容量的电池组，以便在市电供电中断

时，至少确保应急照明灯可以继续工作 90min 以上。

(4) EPS中的充电器对电池组的最长充电时间小于 24h，最大

充电电流小于 0.4C(A)。

在市电供电正常时，EPS 是通过它的交流旁路向负载供

电。原则上，它可以带具有各种不同功率因数的负载，然

而，在市电供电中断或市电电压或频率超限时，则是有

EPS中的逆变器来供电的。在此条件下，EPS的带载能力

不仅需要考虑逆变器在不同功率因数值负载时的降额度输

出特性，还需要根据所使用的应急照明灯具的不同来选配

EPS的输出功率和机型。在选配EPS时应注意以下几个

问题：

① 普通的应急照明灯具，由于应急照明的功耗是用有功功率

P(kW)来标注的，而EPS逆变器的输出功率是用功率因数

cosϕ=0.8(滞后)时的视在功率S(kVA)来标注的。所以，实

际选用 EPS 的满载输出功率应为：S=P/0.8。

② 应急照明灯具为荧光灯时，所选用的EPS满载输出功率应

为 S=(1.3～1.5)P/0.8。其原因是荧光灯启动时存在较大的

“启动浪涌”电流。

③ 应急照明灯具为高压气体灯时(例：高压钠灯，高压钯灯

等)，宜选用切换时间小于 20ms的EPS产品。这是因为：

如果对高压气体灯的供电中断时间超过 20ms 时，就有可

能致使气体灯中的放电电弧“熄灭或中断”，一旦发生放

电电弧中断现象，即使马上恢复供电也可能导致长达数分

钟的灯具熄灭现象发生，这因为它需要足够长时间来重新

预热高压气体灯中灯丝的缘故。显然，对于大型体育馆和

演出场地的照明系统来说，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故障的。

2)  应急照明 +电动机混合型负载用EPS (三相，5～400kVA )

为了正确的选用EPS的输出功率，应首先分别统计电阻性

照明负载与电感性机电负载的比例。对于电机负载而言，

因用户所选的机型及工作方式的不同，它的启动电流可能

高达5～10倍额定工作电流，为确保电机及EPS本身的安

全运行，对这部分电机负载而言，不仅要求所选的EPS输

出功率应为6倍以上的电机标称功率，还宜选用其切换时

间小于 15ms 的 EPS 机型。

3) 带电机负载的 EPS

(1) “采用电机”硬启动：工作方式，对于这种 EPS 输出功率

的选用方案同 22 所述。采用这种方案的优点是：不管在

市电供电中断时还是在市电恢复正常工作时，EPS均可确

保电机的连续运行；其缺点是：需选用大功率的EPS，成

本较高。

(2) 选用带变频启动功能的电机专用型 EPS

市电供电正常时，经交流旁路和转换开关向电机负载供

电，与此同时，市电还经充电器向电池组充电；当市电供

电中断时，为确保EPS的安全运行，希望他执行“延时切

换”操作，以便让电机彻底停止转动后再启动变频器，由

它对后接电机执行从 0～220Hz 的频率逐渐增高的变频启

动的操作(启动时间为几秒钟)，采用变频启动方案带来的

好处是：

① 防止在EPS与处于“惯性运动状态”下的电机所产生的自

激励电源处于互相“非同步入锁”状态而产生的故障隐患；

② 可以降低EPS的输出功率和降低投资成本。此时，EPS的

输出功率只需选取1.2～1.4倍电机的额定功率就可满足要求。

其缺点是：

a 要求用户的电机负载首先停机，然后在满速“变频启动”，

从而造成电机负载工作的“不连续性”。

b 如果后接的几台电机需要在不同的时刻进行“分时启动”

操作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技术难题：在启动处于静止状

态的电机时，若EPS的输出功率足够大它可能承受 5～10

倍的电机启动浪涌电流的冲击，否则，就会迫使EPS重新

进入新一轮的“变频启动”工作状态。由此带来的问题之

一是：原来处于正常工作转速的电机，会再次转入转速由

0～50Hz 的变速启动阶段，从而给用户的工作带来麻烦。

3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消防意识

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EPS以其特有的优越性将被人们认识和

采用。在一个工程中，它可以灵活的运用在消防供电回路末端、

个别重要场合等多种情况。在选择应急电源上，不再只局限于

柴油发电机了，因为它们各自的特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工程，

这将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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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S 产生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环境、生命财产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开始对供电的要求越来越高。而EPS

就是为了满足特殊供电需求而产生的；为应急照明、事故照明、消防设施等一级负荷提供一种独立于电网之外的集中供电系统。

它可以代替发电机做为第二或第三路电源使用，也可以集中控制分散的应急照明系统。

2 EPS 基本工作原理

EPS 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输出

 

 

市电输入 

   

 

电池管理系统

充电器 蓄电池组 逆变器 互投装置

控制系统

上图中充电器是为蓄电池组充电的系统。逆变器是实现无市电时把蓄电池组的直流电压转变为交流电压。互投装置是一种电

子或电气（有的带机械）互锁装置，它可实现市电正常时输出为市电，市电异常时输出的电压为蓄电池组的逆变电压，并保证市

电和逆变电压不能同时输出。控制系统作用是控制互投装置的输出转换、机器输入输出数据检测及显示、故障检测和报警保护等。

电池管理系统是对电池进行在线数据检测，并对故障电池做出报警提示。由此可以看出，EPS 核心部分由充电器、蓄电池、控

制系统、逆变器组成。而电池管理系统、互投装置是辅助系统部分。

3 EPS 技术重点和难点部分

目前市场上EPS逆变器主要采用 SPWM（交流脉宽调制）技术，驱动 IGBT模块实现逆变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广泛的成熟的

逆变技术。只要原理正确，选择器件合理，各种品牌EPS逆变部分本身的质量大同小异。如果说逆变器是EPS的心脏的话，那么

蓄电池组就是EPS的血液，蓄电池组质量主要由生产厂家决定，要选择质量好的厂家生产的蓄电池并且使用维护正确，电池就不

会影响 EPS 质量。因此不同品牌的 EPS 质量主要取决于控制系统和充电器的好坏。

3.1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是 EPS的大脑。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机器的可靠性，它对整个系统进行实时监控。例如机器能否正常转换、对采

集到的数据能否做出及时正确的处理、出现故障时能否及时对机器做出保护等，而且还可以通过串行口与计算机或Modem相

连，实现对EPS的远程监控管理。如果控制系统设计的好，当负载异常（如过载或短路）或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时就能保

证机器不被损坏。

3.2 充电器

因EPS应急电源按国家标准17945-2000要求，应急供电时间应≥90min，目前各厂家生产的EPS应急电源的蓄电池组电压均

在 DC24V～600V 之间，功率在 0.5～500kW 间。小功率应急电源的充电电压和电流相对小些，技术问题还比较好解决，而

大功率充电器则相对要困难些，例如 500kWEPS，按最高电压 DC 600V 计算，充电器最小充电流要 130A（按 0.1C 充电电流

计算），充电器的功率大约有 80kW，且国标要求电池放完电后应在 24h充满。由此可见大功率EPS的充电器无论是电压还是

浅谈EPS(应急电源)产品的技术完善与发展趋势
青岛艾诺仪器公司 窦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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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都非常高，所以目前充电器是EPS故障率比较高的一个部分，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不那么明显呢？因为充电器一般采用恒

压限流方式充电，平时蓄电池都充满了电，转为浮充状态，充电电流比较小，只有等到电池放完电后再充电时，充电电流才

达到最大，这时充电器工作在限流工作状态是最容易坏的时候，平时工作在市电状态，逆变器不工作，蓄电池不用，充电

器也就不坏。

4 EPS 技术发展趋势

4.1 智能化 EPS 应急电源

因为许多EPS是工作在电缆井、地下室、走廊墙上，这对维护人员带来了很大不便，经常管理不到位，或出现问题不能及时

发现，影响了 EPS 正常使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 EPS 具有更高的智能性。

1) 开发智能型EPS监控软件，让所有EPS都实现计算机远程监控，可以实时掌握 EPS 的状态、历史、负载情况等资料，并将

资料保存在数据库中。当EPS出现故障时发出报警，并以醒目图象、声音、手机短信、电子邮件（Email）等方式通知有关人

员，并同时将事件内容保存在数据库中，以备管理人员查询。

2) 提高EPS本身软硬件性能，当发生故障时，机器能自动做出合理处理，并通过手机短信、电话、BP机等形式通知相关人员。

4.2 高智能蓄电池在线检测仪

因EPS使用环境一般不是太好，而EPS用免维护蓄电池寿命一般是5～7年左右，如果使用和维护不当或环境太差，都会影响

其寿命。另外电池组一般是串联使用，其中有一块电池不好，就影响整个电池组放电时间。目前按国家标GB17945-2000要

求EPS上都有电池巡检系统，但智能性都不高，一般是检测电池的两端电压，而检测端电压只有当电池放电到一定程度才能

检测出来，因此准确性不高，为EPS正常供电埋下了重大隐患。为了解决因电池问题影响EPS正常工作，电池管理系统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提高智能化程度。

1) 自动在线检测电池电压、内阻、温度、电池等参数，精确快速分析出每一节电池的剩余容量及继续工作时间并报警提示，并

能智能存储分析，提供完整的运行数据。

2) 自动进行定期保养提示，并提示维护人员进行放电实验，以便保持电池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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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消防应急电源是近几年市场上悄然出现的新产品，它

成为电源厂家发展的一个闪光点，也引起了建筑电气领域及诸

多用户的关注，更是利润的增长点。目前，混乱的市场涌现出

来的许多企业牺牲潜在利益及自身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不仅给

设计、施工、企业生产、使用维护和用电带来很多不便，也浪

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材料资源，不利于规范标准化设计，阻碍了

生产企业规模生产。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EPS消防

应急电源验收标准，以规范市场，加以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将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有力举措。

1 我国 EPS 消防应急电源生产应用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具备生产EPS消防应急电源的有证企

业约 300多家，90％以上的企业均未能实现模具化、标准化生

产，而自成一体。其中柜体尺寸、容量规格的不同尤为突出。

设计人员选型很难，而且供货未必就是原设计产品，不同电源

制造商因选材差异而产品柜体尺寸及电源的额定容量两者不能

兼顾。制造商往往被利益驱使只能做到表面一层，其实最重要

的被迫忽略，造成偏离原设计意图，此现象也没有执行机构根

据验收标准来监督并加以纠正。竞价失去公平，质量得不到保

证。即使实力强的企业，面对柜体尺寸、电源容量千变万化的

规格也无所适从，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企业的产品能够

实现规模化生产，在市场上具有输较大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

没有一个强制的统一的国家验收标准来监督，尤其是对柜体尺

寸和容量规格的要求。例如嵌入式柜体，柜体尺寸虽然大同小

异，却不能统一，这对建筑设计留洞带来很大困难，墙体是混

凝土结构，一旦墙体留洞尺寸确定下来后改变尺寸是相当困难

的，浪费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生产的产品也不尽人意。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多，其中用户也是一个因素，有些用

户随意改变原有设计意图，却没有协商探讨的余地，个别用户

因利益关系甚至用无生产许可证或借证生产的企业产品，给建

筑工程质量造成不良后果。仅靠整顿生产企业的局部秩序，而

没有严格的生产标准和验收标准进行全局约束，不能从根本上

消除这些不良影响。相反受到约束后，企业设计产品时有章可

循，其提供的产品柜体容量规格与其它企业的同类产品具有可

互换性，方便了工程订货及施工，工程质量有可靠的保障。同

时也促使企业在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及提高质量上做文章，真

真是把钢用到刀口上。因此，通过制定验收标准，引导企业进

行标准化，产业化生产，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不仅能促进

企业发展，而且也能造就一批名牌企业。

2 非标准化柜体带来的不良后果

非标准化柜体带来的危害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2.1 不利于产品质量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检查。企业生产不能做

到标准化、产业化，柜体的外表尺寸不一，内部结构各行

其是，柜体钢板的厚度也不按规范规定执行、接零接地端

子有的也不符合要求，给检验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2.2 不利于规范化设计。特别是嵌入式柜体，由于柜体无标准

规格，对于经验不多的设计人员，在选择柜体尺寸上无所

适从，浪费很多时间，也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2.3 不利于工业化、规模化生产。企业无标准尺寸可循，实行

模具化生产较困难，因为每生产一批产品，柜体尺寸均不

一样，且数量又不大，只能采用传统方式生产。工人劳动

强度大，企业也无法实现工业流水线生产。

2.4 不利于市场竞争。柜体尺寸规格多，模具化生产受到限制，

材料、能源消耗大，投入工时多，生产成本高，生产周期长。

2.5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有实力的企业，不能实现工业

化生产，先进的数控生产设备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率。企业

发展受到限制，在国内很难造就一批生产EPS消防应急电

源的名牌企业。

2.6 不利于电力电子产品性能的稳定。

2.7 不利于产品的包装。柜体尺寸的不一致，很难实现统一规

格的包装。

3 EPS 消防应急电源标称容量不规范带来的不良后果

3.1 不利于企业标准化生产。各生产企业采用各自不同的企业

标准，工程设计的产品与已不同，生产时都为非标产品，

不利生产。

3.2 不利于市场竞争。非标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

力低。

3.3 不利于控制产品质量。

4 尽快制定 EPS 消防应急电源验收标准

尽快制定EPS消防应急电源验收标准，是EPS制造企业同

行的共同心愿和呼声，殷切希望有关部门组织行业专家编制

EPS消防应急电源验收标准，促进EPS消防应急电源产品从根

本上改变目前的混乱状态。对促进企业规模化、产业化生产，

提高EPS消防应急电源产品质量，保障用电安全，节约人力物

力资源，以及能参与国际市场竟争都具有积极的深远意义。

关于尽快制定EPS消防应急电源验收标准的建议
银佳宝岛消防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梅青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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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所需求的电力供应量也随之迅速增长。由于目前电力工业

所能提供的电能增长量低于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用电量，缺

电、拉闸限电等现象在日常工作中屡屡出现，为确保现代办公

大楼、大型商业和服务业、大型体育场馆、医院手术照明、地

铁应急照明、工业厂房等重要区域中的应急照明系统、电梯、

水泵、消防喷淋泵和监控系统等关键设备在停电时仍能正常运

行，EPS在上述领域应用不断扩大。如何合理配置、维护EPS

系统中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防止由于蓄电池组故障而导致系

统在关键时刻无法可靠运行，一直是用户关心的问题。

1 蓄电池容量选择

正确地给EPS系统配置蓄电池组，必须了解有关电池容量

几个名词的确切定义。

1.1 蓄电池容量

1) 蓄电池容量通常用安培小时来标称，简称安时，用 Ah 来

表示；

2) 额定容量

对于 12V24Ah 以下的电池，其额定容量是指在 25℃条件

下，以 20h放电率电流（即 0.05C）放电至 1.80V/单格时，

蓄电池放出的电量。

对于12V24Ah以上及2V系列蓄电池，其额定容量是指在

25℃条件下，以 10 小时放电率电流（即 0.1C）放电至

1.80V/ 单格时，蓄电池放出的电量。

也就是说，小于24Ah的蓄电池电池采用20小时率标称额

定容量，大于24Ah的蓄电池电池采用10小时率标称额定

容量。在EPS系统中，通常配置的蓄电池都大于 24Ah，

所以经常遇到的是 10 小时率额定容量。

3) 放电容量

放电容量是指电池在实际放电时放出的实际容量，通常放

电电流越大，电池的实际放电时间越短，所能放出的实际

容量也越小。在EPS系统中，通常放电电流远大于 0.1C，

所以实际应用中蓄电池的放电容量远小于额定容量。

大于 24Ah 的蓄电池在不同放电倍率，放电电流与放出容

量关系见表 1。

由于EPS的通常备用时间为30/60/90min，所以在EPS中，

电池的放电倍率通常为0.5小时率、1小时率、1.5小时率。

1.2 容量选择

例：一台EPS中，全功率放电时电池放电电流为 100A，

当要求后备时间为 60min（1h）的情况下，应选用多大容

量电池?

答：由于放电后备时间为 60min，查表 1，得知以电池的

实际放电容量为额定容量的 55％

考虑到使用后期容量的降低、环境温度及商品化蓄电池的

规格表等影响因素，应选用 2V250Ah的电池（寿命 8年）

或 12V120Ah 两组并联（寿命 3～5 年）。

蓄电池容量的选择关系到蓄电池日后的使用寿命及系统运

行的可靠性，因此应科学地加以考虑，但目前商品化的大

功率EPS，均采用几百只12V100Ah进行大规模的串并联，

虽然降低了系统成本，但是给系统的安全运行带来严重隐患。

表 1

电池额定容量为

C = =200Ah
100 × 1

0.9 × 0.55

式中 0.9 为电池放电后期电

压低于 12V 时的补偿系数。

2 电池安装

2.1 电池安装应由熟悉铅酸电池知识、人身安全要求和设备安

全知识的专职人员进行。

2.2 开箱后应检查蓄电池有无物理性损坏。

2.3 搬运蓄电池应注意轻拿轻放。

2.4 安装前应仔细阅读安装说明书，并用数字万用表逐只检查

电池电压是否均衡。

2.5 温度升高将缩短蓄电池寿命，蓄电池应远离热源和易产生

火花的地方，且安全距离应大于 1m。

2.6 蓄电池应避免阳光直射。

2.7 蓄电池室应能通风，蓄电池间应保留 20~40mm 间隙以便

于散热，散热不良的蓄电池组易发生热失控。

2.8 蓄电池组电压较高，在安装过程中应使用绝缘工具，防止

短路。

2.9 脏污的连接板和端子或不紧密的连接可能引起端子部位发

热甚至打火，安装时扭距应在 15N·m。

电放
率倍
)rH(

电放
间时
)nim(

电放
流电
)A(

出放
量容
)%(

压电止终 )V(

V2
列系

V6
列系

V21
列系

01 006 C1.0 01 001 8.1 4.5 8.01

5 003 C61.0 01 08 8.1 4.5 8.01

3 081 C52.0 01 57 8.1 4.5 8.01

5.1 09 C54.0 01 56 8.1 4.5 8.01

1 06 C55.0 01 55 8.1 4.5 8.01

5.0 03 8.1 4.5 8.01

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在EPS中的应用
威海文隆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电池事业部 李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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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目前商品化的大功率EPS经常采用几百只12V100Ah电池

进行串并联，安装时必须非常小心。

2.11 地面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3 电池使用与维护

3.1 充电要求

铅酸蓄电池放电产物是硫酸铅，若不及时转化掉，会使电

池处于充电不足的状态，从而降低放电容量和缩短了电池

的使用寿命。因此，蓄电池必须处于充足电状态，一般采

用“恒压限流充电制”，针对不同的情况，可分为浮充和

均充两种方式。

1) 浮充充电

在线式电池组是长期并联在充电器和负载线路上的，作为

后备电源的工作方式。一般情况下都采用浮充充电，蓄电

池浮充电压设定为2.25V/单格(25℃时)(蓄电池正负端子测

定值的平均值)，充电最大电流设定为0.25C10A。若电池工

作环境温度的变化范围很大，应对环境温度下的充电电压

作修正，以 25℃为基准，每相差 1℃修正值为 3mV/ 单格

（12V 电池为 18mv），即温度每升高 1℃，浮充电压降低

3mV，温度每降低 1℃，浮充电压升高 3mV。目前，各厂

家说明书中给出的浮充电压值一般是指环境温度为25℃时

的值。用户必须注意：不同环境温度下，浮充电压值应按

一定的温度补偿系数（－ 3mv/℃/ 单格）来调整。

2) 均衡充电

电池出现下列情况时，需要进行均衡充电：

(1) 电池出厂已大于6个月，安装调试结束后使用前应进行均

衡充电；

(2) 正常浮充电时蓄电池组中个别蓄电池的端电压低于 2.20V；

(3) 在紧急放电后：

蓄电池均充电压设定为2.35－2.40V/单格(25℃时)(蓄电

池正负端子测定值的平均值)，充电最大电流设定为0.1～

0.15C10A。

对于广大EPS用户，应人工转换定期均充，一般应每三月

设置一次均衡充电。充电方法如下：

① 初始充电：恒流充电电流 0.1～0.15C10A，充电至单格电

压升至 2.35～2.40V。

② 恒压充电：恒流充电后，改为 2.35～2.40V/ 单格恒压充

电，直至充电结束。

充电完成标志（两条满足其一即可）：

a 充电时间 24 小时，非深度放电时间可缩短。例如 20％放

电深度的电池，充电时间可缩短至 10 小时。

b 恒压充电末期连续三小时充电电流值小于 0.003C10。

3.2 放电要求

建议用户每年进行一次核对性容量检查，以确认蓄电池是

否还能正常工作。具体放电方法可以参考下述方法：

1) 在供电系统中，切断交流电，让蓄电池对负载供电，蓄电

池组放电前后要测量每只电池的电压和放电时间。

2) 放电结束后，要对蓄电池组进行均充电。

3) 根据放电末期蓄电池的端电压，判断蓄电池健康状态。

3.3 维护要求

1) 蓄电池的充电设备的输出电压值必须保持在±1％的误差

之内，纹波系数≤ 2％。

2) 每个月应测一次电池的单格电压及总电压。

3) 每天应检查蓄电池外观有无变形和发热。

4) 不要单独增加蓄电池组中某几只电池的负荷，否则将造成

单格电池荷电量的不平衡，降低蓄电池组寿命。

4 影响蓄电池寿命的因素

4.1 放电深度

蓄电池循环使用寿命与放电深度有以下关系:

放电深度 100％，循环寿命 200 次

放电深度 50％，循环寿命 500 次

放电深度 30％，循环寿命 1000 次

由于在EPS中, 蓄电池通常的备用时间为30/60/90min，因

而电池的放电深度通常为50％左右或更低，所以蓄电池可

以获得满意的循环使用寿命。

4.2 温度

1) 储存寿命与温度

蓄电池应储存在低温干燥的环境，高温、潮湿的环境将

加快电池的自放电，蓄电池在不同温度对应的储存寿命如

下表：

度温 命寿存储

0～ 02 ℃ 21 月个

12 ～ 03 ℃ 9 月个

13 ～ 04 ℃ 5 月个

14 ～ 05 ℃ 5.2 月个

结论：

(1) 储存温度越高，电池储存寿命越短，应根据储存湿度，对

照储存寿命定期对电池充放电一次，常温下 5～6 个月。

(2) 对于很少发生停电的EPS，也应每6个月人为中断交流电

一次，使蓄电池放电，放出电量以 10％～20％左右为宜，

然后加上市电重新充电活化一次。

(3) 蓄电池如在其储存寿命期间不进行充放电“激活”操作的

话，则蓄电池有可能由于超过了它的储存寿命而导致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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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电池投运不久，放电时间明显缩短，可人为关断交流电，

放电过程中电压较其它电池电压明显低者为落后电池。

5 定期更换蓄电池的必要性

5.1 当蓄电池的放电时间达到初期的50％时，电池的寿命到了

末期，电池的寿命曲线将呈直线下降趋势。而不是某一些

用户认为，电池容量达到初期容量的50％时，仍有一半时

间可用。

5.2 当电池达到末期，电池内部电解液逐渐枯竭，电池正板栅

逐渐腐蚀，伸长压迫电池槽。因而此时电池易出现热失控

和漏液现象，最为严重时可能发生火灾。

结论：

1) 用户应认真阅读蓄电池的质量保证书，并综合考虑实际使

用条件及环境、使用温度，应在厂家推荐的时间前更换蓄

电池。

2) 寿命终止的电池因某种原因不能更换的, 应立即停止充电。

6 结语

目前EPS的应用领域仍不断扩大，合理选择和使用蓄电池

是保证EPS可靠应用的重要环节，如何延长蓄电池组的使用寿

命是厂商和用户共同关心的课题，相信通过双方的合作，一定

能达到系统的可靠运行的目标。

7 参考文献

《铅酸蓄电池技术》，朱松然，机械工业出版社

《阀控式密封阀控铅酸蓄电池实用技术》， 周志敏、周纪海、

纪爱华，中国电力出版社

性损坏，这就是新购置的电池长期不用，其使用寿命反而

经常处于工作状态的电池寿命短的原因。

2) 放电容量与温度

环境温度下降时，电池的放电容量会明显下降，如下表：

度温 量容电放

52 ℃ 001 ％

0 08 ％

结论：冬季寒冷的EPS室，可增加EPS中所配置的蓄电池

的额定容量，否则当市电中断时，EPS支持负载的工作时

间将低于夏天。注意：尽量不要用多组小容量电池并联增

加容量。

3) 运行寿命与环境温度

电池组应通风散热。环境温度高，将加快电池内电解液硫

酸对电池极板的腐蚀而降低其寿命。电池的保证寿命都是

以室温 20～25℃为前提的。环境湿度每上升 10℃，则电

池的使用寿命将减半，所以蓄电池不宜长期在超过30℃的

环境中运行。

4.3 新旧电池混用

新旧电池的荷电状态不同，在串联电路中承担的负荷相

同，容易造成旧电池反极，很快损坏，不及时调整，新电

池也将随着损坏。

4.4 寿命终止的判断

1) 达到预期的使用寿命，12V电池通常为 3年, 2V电池通常

为 8 年。

2) 放电支撑时间小于新电池设计时间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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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EPS应急电源装置的主要部件蓄电池的市

场情况。并对蓄电池的选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EPS 应急电源装置  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 阀控铅酸

蓄电池

1 概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用

电的可靠性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EPS应急电源装置以其

特有的优越性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EPS应急电源作为一种

可靠的应急电源，可以灵活的运用在消防供电回路及重要场合

的用电负荷。随着EPS应急电源装置的大量使用，设计师和用

户对于蓄电池的质量、寿命、使用、维护等方面也越来越关注。

所以对于作为EPS应急电源装置的主要部件蓄电池的选用问题

进行深入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EPS 应急电源装置中蓄电池的主要类型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 16-92 的相关规定

建筑物应急照明用直流电源：集中供电当容量较大时，宜选用

固定型铅蓄电池；集中分区供电时，宜选用镉镍蓄电池，根据

情况也可选用固定型铅蓄电池；分散供电时，应选用镉镍蓄电

池。起动用铅蓄电池，宜选干荷电系列蓄电池，根据情况也可

选用湿荷电系列蓄电池。变电所分、合闸直流电源，宜选用镉

镍蓄电池；当蓄电池同时作为变电所操作电源和建筑物应急照

明集中供电电源时，则宜选用固定型铅蓄电池。

目前EPS应急电源装置使用的蓄电池主要为密封阀控式免

维护固定式铅酸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与完善已成为世界上广泛使

用的一种化学电源，该产品具有良好的可逆性、电压特性平稳、

使用寿命长、适用范围广、原材料丰富（且可再生使用）及造

价低廉等优点。

按我国有关标准规定主要蓄电池系列产品有：

固定型蓄电池：主要用于通讯、发电厂、计算机系统作为

保护、自动控制的备用电源。

起动型蓄电池：主要用于汽车、拖拉机、柴油机船舶等起

动和照明。

牵引型蓄电池：主要用于各种蓄电池车、叉车、铲车等动

力电源。

铁路用蓄电池：主要用于铁路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客车

起动、照明之动力。

摩托车蓄电池：主要用于各种规格摩托车起动和照明。

煤矿用蓄电池：主要用于电力机车牵引动力电源。

储能用蓄电池：主要用于风力、水力发电电能储存。

按蓄电池极板结构分类：有形成式、涂膏式和管式蓄电池。

按蓄电池盖和结构分类：有开口式、排气式、防酸隔爆式

和密封阀控式蓄电池。

按蓄电池维护方式分类：有普通式、少维护式、免维护式

蓄电池。

EPS应急电源装置蓄电池主要为铅酸蓄电池。铅酸蓄电池

具有价格低、电能效率高、高低温性能好（能在－40～＋60℃

之间工作）、易于浮充使用、高倍率放电性能好、没有记忆效应

等很多优点。在选用时应优先选用密封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

电池。

用应与性特要主的池电蓄酸铅用常

称名 性特 用应

型定固 源电用备充浮，命寿长作用
、讯通、源电急应 SPU 负、
存储源能、衡平荷

型便轻 好能性充浮、护维免、封密 备设子电、器仪、具工便轻

用车汽
、中适量能比、廉价、用通

好能性湿低、高率倍
机拉拖、机飞、车汽

用引牵 为计设 6～ h9 用使环循的电放
料材、辆车力电、车货业工

输运

常用铅酸蓄电池的主要应用及特点见下表。

3 蓄电池产品的市场情况

蓄电池是EPS的关键部件，在EPS设备中电池所占整机价

格的比重要远远大于EPS主机，所以对于蓄电池的选用就显得

尤其重要。如选择不当不但影响EPS应急电源装置的初投资也

会增加后期的运行维护成本。

近年来国内蓄电池行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外资和中外合资

企业逐渐增多，这些企业倚其雄厚的资金支持，采用先进的设

计及工艺，以高品质的产品为先导，迅速地扩大其市场份额。

目前EPS应急电源装置使用的蓄电池主要为铅酸蓄电池。以下

对 2003 年的蓄电池市场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003年全世界铅酸蓄电池销售额为244亿美元（其中美国

占 1/3），排在前五名的厂商分别是美国爱克塞公司（23.4亿美

元），美国三瑞公司（11.8亿美元），美国GNB公司（10.8亿美

元），德国阳光公司（8.6亿美元），日本汤浅公司（7.4亿美元）。

2003年国内销售额为120亿元。其中销售额前十名的厂商

分别是：保定风帆（8.4亿），美国大力神（7.2亿），美国GNB

（6.5亿），日本汤浅（6.2亿），日本松下（5.9亿），哈尔滨光宇

（5.8亿），江苏双登（3.6亿），武汉银泰（3.5亿），杭州南都（2.6

亿），深圳华达（2.4 亿）。

集中型蓄电池应急电源装置电池的选择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董宇凇、汪海洋、陈 卓、侯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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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酸蓄电池的全年总产量比 2002 年增长了 25％。其中产

量较多的企业有风帆、统一、德尔福、哈光宇、骆驼等，这 5

家产量之和占全行业总产量的 50％还多。

固定型蓄电池有12家企业参加统计，全年总产量为较2002

年增加了32％。产量较大的企业有哈尔滨光宇、江苏双登、威

海文隆，三家之和占行业该品种总产量的 66％。

近年全球主要蓄电池厂商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至今已有

美国爱克塞、美国三瑞、美国GNB、美国大力神、日本汤浅、

日本松下、德国哈根等知名国际蓄电池企业在国内设立了合资

厂。国内铅酸蓄电池行业连续十年保持稳定的发展，为国民经

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到目前，全国拥有大、中、小型

铅酸蓄电池企业 3000家左右，从业人数约 12万人，工程技术

人员 5000 人。

4 EPS 应急电源装置蓄电池的选择要点

4.1 蓄电池选择的主要问题是使用寿命。在规定条件下，某电

池的有效寿命期限称为该电池的使用寿命。当电池发生内

部短路或损坏而不能使用，以及容量达不到额定要求时蓄

电池使用失效，这时电池的使用寿命终止。

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包括使用期限和使用周期。使用期限是

指蓄电池可供使用的时间，包括蓄电池存放时间。使用周

期是指蓄电池可供重复使用的次数。蓄电池每经受一次全

充电和全放电叫做一个周期或一个循环。蓄电池的寿命有

效期限包括所经受的循环寿命或使用期限。若以循环方式

考核。目前常用的蓄电池中，锌银蓄电池寿命最短，一般

只有 30～500 次；铅酸为 300～500 次；碱性镉镍最长，

为500～1000 次循环。

4.2 要考虑环境温度对蓄电池寿命的影响。过高的环境温度将

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蓄电池生产厂家要求的环境

温度是在15～20℃，随着温度的升高，蓄电池的放电能力

也有所提高，但环境温度一旦超过25℃，只要温度每升高

10℃，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就会减少一半。例如蓄电池的使

用寿命是 10 年，环境温度为 35℃，那么其寿命就只有 5

年了，如果温度再升高 10℃达到 45℃，其寿命就只有 2.5

年了。

环境温度过低会引起蓄电池放电容量下降，也会影响蓄电

池的使用寿命。通常来说对于蓄电池比较适宜的环境温度

为 15～25℃之间。

4.3 应根据不同的负载情况确定蓄电池的容量。

5 结论

在选择 EPS 应急电源装置蓄电池时应选择优良品牌的产

品。建立良好的运行与维护机制，保证蓄电池的正常使用，延

长使用寿命。注意蓄电池的正常使用环境温度，在恶劣环境下

使用将大大减少蓄电池的使用寿命。由于EPS应急电源装置通

常安装在封闭的电气竖井内，不便于工作人员维护，建议EPS

装置应针对蓄电池的监测、维护设立相关的智能化系统。

6 参考文献

《蓄电池手册》 朱松然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国内铅酸蓄电池企业竞争优势与市场战略》 严浩

《2003 年蓄电池行业生产经营形势分析》 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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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部分是整套EPS系统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它是确保

EPS在输入断电时能给逆变器供应直流电，从而保证EPS正常

工作输出交流电的关键，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

　 目前广泛使用的铅酸蓄电池声称免维护，仅是指平时无须

加酸液和水，无须调节电解液的密度。由于蓄电池平时处于浮

充状态，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活性物质脱落、电解液干涸、极

板变形、极板腐蚀及硫化等现象，从而导致容量降低甚至失效，

一旦市电中断，有可能酿成重大事故，况且现在国家对消防应

急电源的后备标准时间的要求为 90min，这就意味着电池的用

量就更大，相应的电池的总价也增加了，一般可占到整套价格

的 1/3～1/2。电池的成本高，作用关键，所以客户在实际使用

时要求蓄电池使用寿命更长，性能更加可靠。因此，定期对蓄

电池进行管理和维护，就能保证蓄电池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从

而保证拥有后备电源。

蓄电池的管理，主要是指对蓄电池充电部分的管理。首先

我们先了解下电池的充电方式对电池寿命的影响。电池充电是

一个由均充到浮充的过程。第一步均充电是为了防止某些电池

因容量、端压的不一致而进行的补充电。一般的做法是将浮充

电压提高0.05～0.07V/℃，但最高不得超过2.35V。由于在均衡

充电时气体的产生量比浮充充电时多几十倍，所以充电时间不

能太长，以避免盈余气体影响氧的再复合效率，使失水量增加，

而且使板栅腐蚀速度增加，从而损坏电池。一般对于新电池或

状态较好的电池，均充充电时电压应相对较低，而对于使用时

间较长或者性能较差的电池，均充电压可适当提高。

第二步浮充电，浮充运行是蓄电池的最佳运行条件，运行

电池一直处于满荷电状态，理论上在此条件下运行蓄电池将达

到最长的使用寿命。浮充电压的设置对蓄电池的寿命具有相当

重要的影响，浮充电压产生的电流量应达到补偿自放电及电池

单体放电电量和维持氧循环的需要。不合理的浮充电压主要在

两个方面影响电池，即正板极栅腐蚀速率和电池内气体的排

放。特别是当电池的浮充电压超过一定值时，板栅腐蚀现象会

进一步加剧，电池内的氧气和氢气产生较高气压，通过排气阀

排放，从而造成电池失水，正极腐蚀则意味着电池失水，进一

步加剧电池劣化、寿命缩短。若将浮充电压超过一定幅度，增

大的浮充电流会产生更多的盈余气体，这样便使氧在负极复

合受到阻力，从而削弱了氧的循环机能。

针对以上蓄电池的充电技术特点，斯沃夫公司推出的智

能充电管理系统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脉冲充电法；温度补偿技

术；阻抗分析法。

1.1 脉冲充电法

对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的维护需要建立精确的充放电制度并

加以实施，才能使该蓄电池达到最优的性能和最长的使用

寿命。国内外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充放电方式决定了蓄

电池使用寿命，有一些蓄电池与其说是使用坏的，不如说

是充电方法不妥损坏的。经研究试验对比出，采用阶段

恒流充电方式的蓄电池循环寿命较长。脉冲充电分为一个

或者几个阶段，斯沃夫 EPS 在 CPU 中存贮有从 7Ah～

1000Ah 之间各型号电池的标准充电特性曲线，充电将严

格按照蓄电池充电特性曲线进行自动充电，设计的模式是

“恒流→(均充稳压值)定压减流→(自动判别转为)绢流浮充”

三波段式使电解液降温。此法可以消除硫化。

1.2 温度补偿技术

在浮充运行时，充电电压还应随环境温度作适当调整。温

度补偿技术，根据环境温度变化来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

我们在EPS的电池柜内设有温度传感器，它能感知出温度

的变化，当温度上升，充电电流就会自动变小，以此来抑

制电池内部物质的活性，防止电池活性过高而减短使用寿

命。反之，当温度降低，充电电流就会增大，以此来维持

电池内部物质活性，防止电池活性过低而降低充电的效

率。根据每时每刻的温度变化来调整充电电流大小，既保

证了充电的效率，又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1.3 阻抗分析法

如何得知蓄电池的后备使用状况，一直是电池用户面临的

难题，目前很少用户对他们的后备电源中的蓄电池抱有绝

对的信心，尤其是蓄电池运行多年以后。现在实际使用的

铅酸蓄电池大部分处于缺乏有效维护的状态，蓄电池的可

靠性远远达不到系统的要求，同时维护手段的缺乏也使蓄

电池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号称“免维护”的蓄电池，一

般都按 15～20 年的寿命设计，但令用户吃惊的使大多数

电池在 3～4 年就失效了，只有少数能超过 6 年。对于现

场使用的电池组，最准确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进行定期的

放电测试，二是对于蓄电池内阻的实时监控。但是，由于

温度补偿技术

斯沃夫EPS蓄电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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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的核对性放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对于正

在使用的蓄电池组进行容量测试和核对性放电有一定的风

险，在大部分使用场合很难实现。针对电池质量的监控，

斯沃夫采用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阻抗分

析法。电池内阻与其容量状态密切相电池内阻与其容量状

态密切相关，  并且能够预测其放电性能。根据国际电化学

年会的研究成果，蓄电池的内阻增加是蓄电池劣化、容

量减少的直接反映。如果在蓄电池组中出现了内阻超过正

常值 25％的蓄电池应尽早对该蓄电池进行容量测试，如

果出现内阻超常50％以上的蓄电池应对该蓄电池进行更换。

此外，温度对电池容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阀控式蓄电池

在环境温度为25℃时的容量为100％；超过25℃时，每升高10

℃蓄电池的容量会减少一半；而在25℃以下时，温度与容量也

是成正比，即随着温度降低，电池容量也相应下降。针对普通

铅酸蓄电池对环境适应能力差的特点，斯沃夫公司特别使用了

韩国EVERSUN EPS专用蓄电池。众所周知，应急电源的蓄电

池价格昂贵，几乎占到总价的一半，电池本身属于消耗品，寿

命不长，且EPS长年处于较差的环境（地下室等潮湿环境），不

像UPS一样长年处于空调房（25℃），所以就更易损耗电池。目

前国内大部分EPS厂家都采用UPS用的铅酸蓄电池来作为EPS

的电池，而这种电池对环境要求高，在空调房（25℃）环境中，

可用3～4年，在普通环境下，只可用1～2年。而斯沃夫EPS采

用的是韩国EVERSUN的EPS专用电池，这种电池采用特殊配

方，不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可用 5年以上，大大节省了EPS电

池维护的成本。

在 25℃以下时温度与容量的关系

）℃（度温 ）％（量容前当

52 001

02 59

51 09

01 48

5 67

0 17

阻抗分折法

检测摸板

控制摸板

内阻摸板

斯沃夫EPS智能化的充电管理和可靠的EPS专用电池使电

池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性能更加可靠，同时也就极大的节约

了 EPS 用户的维护成本。

以上就是斯沃夫在蓄电池方面的一些优势，相信斯沃夫先

进的技术，周密的考虑一定会给用户在实际使用时带来很多意

想不到的方便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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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崇正华盛应急设备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市崇正华盛应急设备系统有限公司是中国消防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企业）的控股企业。

中国消防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其资本来源于世界 500强之中的法国里昂投资公司、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森田等

诸多著名企业集团。

崇正华盛具有如下产品：FEPS型设备应急电源系列产品，EPS-DC（UBS216V直流制式）及EPS-AC（逆变制式）的应急照

明电源系统系列产品，YJ 型自带电源型应急照明灯及标志灯系列产品。

从 1994 年技术调查及理论论证开始，到 1998 年为公安部沈阳科学研究所提供GB17945-2000标准的前期技术论证，产品试

验及总结之时，崇正华盛为标准的诞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一努力使中国的应急照明技术从单体应急灯迈向系统化发展立下重

要的里程碑。

蓄电池集中供电式应急照明技术的两大流派之一，EPS-DC（UBS216V 直流制式）应急照明系统的创立者。

崇正华盛是下列国家级产品、施工及验收标准（规范）的参编者

GB17945-2000《消防应急灯具》参编单位（已发布）

GB（国标版）《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及标志设置验收规范》参编单位（待发布）

GB（国标版）《消防设备应急电源》参编单位（待发布）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集中应急照明系统设计与安装》图集参编单位（已发布）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大连市工商局正式批准成立的民营企业。2000年 3月被大连市科委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其前身是大连国彪应急电源有限公司，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以生产高新技术专利产品“ZLUS系列智能化消防应急电源”为主体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公

司经过几年的辛勤开拓，已经形成了立足东北、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发展战略格局。自1991年研讨应急电源箱设计方案开始，至

1996 年“两用应急电源箱”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ZLUS 系列消防应急电源已大规模应用于建筑工程应急照明领域；1997 年在国

家有关部门尚没有对此产品形成一定标准时，公司自定企业标准，并获得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合格资证；

2000 年 ZLUS 系列消防应急电源率先通过公安部行业标准检测；2001 年，ZLUS 系列消防应急电源在全国率先通过国家标准

GB17945-2000检测并获得合格资证；2002年6月，ZLUS系列消防应急电源在同行业中又率先获得了由中国消防产品质量认证委

员会颁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2002 年 4 月，企业全面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取得有关“应急电源的设计、生产与

销售”的质量管理体系认可证书；并于同月取得中国消防产品协会单位会员的资格；2003 年初ZLUS 消防应急电源全系列产品分

型号获得由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颁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2003年 4月在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所经济调查部的跟踪调查中

荣获“中国市场信赖产品”； 7 月入选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过硬、服务满意放心品牌”；9月被评为“全国消防 30 强企业”……

秉承“科技、创新、诚信、竞争”的经营理念，遵循“品牌战略、质量取胜”的市场方针和“服务争信誉诚信取天下”的竞争

战略，以“他无我有、他有我新、他新我精、他精我智”为产品开发理念，凭借卓越的技术，优异的品质，良好的信誉，及时的服

务，倍受客户的青睐。目前公司下设八个部门：生产部、市场部、技术部、质检部、总工室、调度室、办公室、管理部、物流部、

财务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产、销售、服务、研发、质检、管理体系。公司以商务代表处为销售主体，销售代理为补充，在全国

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销售网络，为建筑、通信、金融、铁路、医院、兵工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消防照明应急电源及消防动力应急电源。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 853 号 邮编：116038

电话：0411-86426868 传真：0411-86426100

网址：www.zlus.com E-mail：zlus@sohu.com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工业区 邮编：102209

电话：010-81784092 传真：010-81784093

网址：www.czhs.com.cn E-mail：sales@cz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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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以电子高科技电源产品为主的专业制造商。近几年来，青岛创统公司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建

设的浪潮到来，紧紧围绕建筑电气科学的发展，与中央及各省市设计院的电气设计者密切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发出EPS应急电源

产品，该产品为解决建筑电气领域的重要用电负荷的应急备用电源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受到了广大电气设计人

员肯定，在全国范围内一大批建筑项目中得到推广应用。

青岛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企业组织结构上设有研发、生产、采购、营销、用户服务

和企业行政管理等职能部门，公司总部和生产基地设在中国青岛。公司在全国近三十个大城市设立了销售公司和售后服务中心。多

元化的客户遍布民用建筑、工矿企业、消防、交通设施、金融设施、电力系统和军事及人防设施等。

青岛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1999年通过了国家电子产品认证中心和国家商检局认证中心的审核，获得了 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的认证证书；于 1997年导入了美国MRP-II制造业电脑化管理系统；根据公安部关于消防电子产品市场准入的有关规定，该

公司的EPS应急电源产品于2001年通过了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组织的产品型式检验，并获得合格检验报告；2002

年底，公司的EPS各规格产品获得由国家消防产品认证委员会颁发的“消防产品型式认可证书”。目前，公司围绕着市场和用户的

需求，不断创新，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对用户的服务水平，使得公司的销售业绩不断攀升。

青岛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主要包括

YJ 系列：从 0.5-10kW，适应于应急照明和事故照明；

YJS 系列：从 2.2-800kW，主要可用于消防电梯、卷帘门、风机、水泵、喷淋泵、供水泵等消防设施的应急供电；

YJS/P 系列：从 2.2-800kW，是可以直接与电动机相连的专用电源，本身具有变频启动功能，特别适用于大容量消防水泵、风机等，可节

省大容量电动机所另需配置的软启动设备投资。

青岛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加拿大斯沃夫国际集团(亚太)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与解决各种机房能源与环境的电气制造公司，产品包括稳压电源AVR、

不间断电源UPS、应急电源EPS、避雷器 SPD、浪涌抑制器TVSS、开关电源 SMR、逆变器 INV、智能停电宝 SEF、蓄电池BAT、

精密机房空调等。斯沃夫公司系中国电源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计算机行业学会会员单位，是通用电气公司（GE）、霍尼韦

尔（HONE-YWELL）、飞利浦（PHLIPS）、东芝（TOSHIBA）指定的电源供应商。公司通过 ISO9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加拿大斯沃夫国际集团(亚太)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其在中国各方面的优势并考虑满足广大用户的最大实际需要,在全国各大城市，

包括北京、深圳、温州、南京、常州、西安、成都均设有维护中心,已培训了一批高素质的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完善的售后

服务队伍。三十余人先后赴加拿大进行技术培训。公司内积累了AVR、UPS、EPS的维修经验。我们的目的就是向用户提供更及

时、更优良的技术服务，将用户的风险降到最低。

上海斯沃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商务部）上海市平武路 36 号 1 Ａ座 邮编：200052

电话：021-62269398  62269248 联系人：施大海 传真：021-62260147

网址：www.swof.com E-mail：swof@163.net

（制造部）上海市北青公路 730 号绍盛工业园区 9 号厂区

电话：021-62215732 联系人：王厂长 传真：021-6221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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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华盛工业集团是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十年来主要从事消防和公共安全领域产品的设计、生产、安装

和服务，是山东省重点生产消防产品的高科技企业，2001 年经中国消防协会批准为烟台唯一中国消防协会“单位会员”。

集团拥有 5 家全资企业，35 个国内销售公司及办事处，员工 1200 人，占地 68000 平方米，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集团公司经过几年与美国共同的技术研发与合作，2003年与美国合资在烟台成立了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专门从事EPS电

源、应急灯的设计、生产和服务。产品主要面向交通、电力、电信、人防、银行、公安、消防、医疗、商场、建筑工程等各个领

域。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公司坚持走科技兴业之路，坚信“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创建公司伊始，就与美国合资引进了该

领域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并引进了国内该领域的多名顶级科技人才。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确保产品的高起

点，并不断追求至善至美。公司秉承“创一流企业，出一流产品，强盛中华，造福人民”的企业宗旨，坚守“诚信、奉献、和谐”

的事业理念，真诚地为社会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与各界朋友精诚合作，共创伟业。

烟台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创立于 1992年，座落在毗邻深圳特区的东莞市塘厦镇，4个生产厂区

（其中一个在江苏省）占地10万平方米，专业研发、规模化生产不间断电源（UPS）、应急电源（EPS）、逆变电源等主要系列产品，

以及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和蓄电池极板等产品。

集团拥有以高级工程师、博士、硕士为主体的研发群体，建有电源研究院、博士后产业基地和UPS电源研究所，曾研制出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源产品，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享有自主知识产权。

本集团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为本”的宗旨，用科技提高质量，靠质量占领市场，以科学、务实、高效的管理模式提升

企业层次。取得了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成为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国家软件企业、广东省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百强

企业，是广东省重点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大功率电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不间断电源（UPS）、逆变电源、应急电源（EPS）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UPS 产品从 0.5kVA-400kVA 规格、品种

齐全，尤其三相输入、三相输出在线式高频化UPS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控制（DSP）设计，关键元器件选用国外知名品牌、具有冗

余并机、触摸屏操作、蓄电池智能监测、网络管理和远程监控等功能。其高可靠性运行，先进的结构，卓越的智能化，性能价格

比优于国外同类产品，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广东省优秀新产品等称号。

密封蓄电池是绿色环保产品，具有高性能、无污染、使用寿命长等特点。蓄电池年产量达60万kVAh， 有2V、6V、12V 1.2AH-

3000AH系列产品，从粉沫加工、铸板、涂板、封装、充放电到荷电出厂，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完善的检测设备，有效地

保证了产品质量，获得“产品质量国家免检”、中国“十佳品牌”的殊荣。

集团产品获得“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用户满意产品，取得了信息产业部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国防通信器材进网许可

证、国家广电局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国家消防电源产品认定、采用国际标准产品及相关行业产品选型入围。并通过了欧洲CE、FCC、

美国 UL、澳新 AS/NZS、德国 TUV 等国际认证。

集团在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南京、武汉、广州、拉萨等地设有 30多个直属公司和办事处，拥有完

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被评为“广东省用户满意服务明星企业”和广东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烟台市只楚路 5 号 邮编：264002

电话：0535-6529581 联系人：张女士 传真：0535-652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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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鸿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南翔镇昌翔路 168号， 是专业从事电源领域产品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

务于一体的外向型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300多人，其中科技人员50多人，拥有资产1.8亿元，生产厂房28000多平方米，多年来连续荣获明星企业、出

口创汇优胜企业、创税大户和建行黄金客户，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主要生产产品有：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电源、净化交流电源、抗干扰交流参数电源、不间断电源、微电脑无触点补偿式

电力稳压器、大功率全自动补偿式电力稳压器、变频器、电机软起动器、逆变器、充电器、调压器、变压器、断路器、微电机、电

焊机、蓄电池、节能灯等三十多个系列，800 多个品种，所有产品均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本公司遵循“以科技求发展，以质量求效益”和“质量第一，信誉为本”的宗旨，全心全意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满意的

服务。公司不断探索管理新路子，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使企业与时代发展同行。

上海鸿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405），专注于电

力电子及其相关控制技术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2001年被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授予通信电源类“全国用户产品质量满意、售后服务满意十佳企业”荣誉称号，现为中关村

科技园海淀园信誉免检企业，中国电源学会网员单位，北京市电源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

产品系列包括：应急电源（EPS）、通信开关电源、电力电源、N+1 冗余逆变器、UPS、嵌入式电源等。

利用所掌握的先进电源技术和经验，公司自主研制出两大系列应急电源产品。

其中DUY产品采用N+1全数字模块化并联冗余技术，具有可靠性高、切换时间短、供电质量好等特点，尤其适合重要的应急

照明场合。DUYD 系列应急电源采用了成熟的逆变技术，集逆变器 / 变频器于一体，便于安装与维护。

公司应急电源系列产品通过了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并获得了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颁发的“产

品型式认可证书”。广泛应用于民用机场、高速公路、隧道、轻轨、城市广场、医院、剧场、商务大楼以及其他建筑群体的消防及

工作应急供电领域。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及分布在全国 30 个办事处，将竭诚为各地用户提供快速、优质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翔镇昌翔路 168 号 邮编：200011

电话：021-63454482 63453543 传真：021-63453490

网址：www.hossoni-sh.com E-mail：hossoni@vip.163.com

地址：中国北京丰台科学城星火路 8 号 邮编：100070

电话：010-63783071 63783080 传真：010-83681327

网址：www.dpc.com.cn E-mail：zhangzp03@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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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梅兰日兰公司（MGE UPS SYSTEMS）拥有 40 年设计、生产、销售 UPS 的丰富经验，是全世界最早生产 UPS 的制造商

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大功率 UPS 制造商。工厂及商业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在欧洲、美洲和亚洲拥有 6 个生产基地、2 个

科研开发中心，在全球五大洲 130 多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UPS 的容量从 300VA 到数千 kVA。其 UPS 产品已获 ISO(国际

标准化委员会)9000质量认证系统的最高证书 ISO9001，其产品从设计、生产、质量和售后服务已获该委员会认可。公司生产的所

有 UPS 得到世界上重要的国际标准(如 IEC、EN、UL、VDE、BS、UTE 等)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

梅兰日兰电子有限公司 1986年成立，作为MGE北亚区中心，主要从事UPS电源的销售，并提供全方位的电源技术咨询、支

持和售前、售后服务。在中国短短十几年时间，业务迅速发展，目前已售出上万台从 5kVA至 4800kVA中大型UPS ，是目前中国

最大的中大功率 UPS 供应商。

梅兰日兰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于 1999年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拥有高效快捷的进口程序、仓储及零配件设施、培训及

产品展示设备、现场安装及维修设施等。梅兰日兰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深圳、福州、昆明等地都设有办事

处和工程部，技术人员经过专门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从事售前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在各个办事处所在地设有

备件仓库，储存大量备件，以保证用户得到及时迅速的服务。同时，在全国建立了 24家维修服务中心，以便及时响应用户的各种

要求。

梅兰日兰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镇江银佳宝岛消防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位于著名的水上花园城市——扬中，是江苏银佳企业集团的核心层企业，国家

大型(Ⅱ)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明星企业、中国消防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电器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设有江苏银佳电

气电子研究所、电气环境试验中心等科研机构，具有独立的自营进出口许可权。公司一直致力于智能集中型应急电源及应急照明

控制系统、网络化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及智能电器设备的研究、制造、销售和服务。

公司以科技为先导，产品技术先进、制造工艺精湛、检测设备齐全，整体生产能力位居同行业前列。公司拥有日本YAMAHA

全自动SMT贴片焊接生产线、日本OKANO全自动在线测试仪、日本WIEDEMANN全自动数控冲床、美国AFM数控剪、折、冲

设备，拥有全方位的电气、机械、环境检测试设备，创造了一批享誉市场的名优产品。公司的多项产品被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火

炬计划项目，4项产品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9项产品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公司的系列产品已成功地为首都国际机

场、北京京西宾馆（国宾馆）、国家大剧院、北京协和医院、二炮通讯指挥中心、中科院生物研究所、长春一汽、秦山核电站、宝

钢集团、金东纸业、上海磁悬浮列车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配套服务，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遵循“精心设计、精心制作、服务周到、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全面按照 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规范设计 /开发、生产、

安装、服务的全过程，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和型式认可制度，确保了银佳品牌的市场信誉，先后赢得了“全国质量管理

优秀企业”、“质量信得过企业”、“全国行业质量·服务·诚信示范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和江苏省“AAA 特级资信企

业”等数十项荣誉。持续扩张的销售网络和遍及全国的办事机构，确保了每位银佳用户都能快速、便捷地享受银佳高品质的售前、

售中和售后服务。

镇江银佳宝岛消防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巴圣路 318 号 邮编：200131

电话：021-50644528 传真：021-50643378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环城北路 268 号 邮编：212200

电话：0511-8359138 8359139 联系人：郭振勤 传真：0511-8352271

网址：www.yinjia.com E-mail：zjyjxf@public.zj.j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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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山东大学控股的高科技企业，注册资本4800万元。公司现有4500多平方米的经营场所，在

济南高新区建有 14000多平方米的华天电源研发中心和制造中心。公司现有正式员工 500余名，其中博士 8人、硕士 52人、本科

327人。员工队伍中有教授 23人，副教授 45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3人，他们是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也是公司最为宝

贵的人力财富。

山大华天公司依托山东大学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发展成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省级电力电子技术开发中心。

在现代电源的研发、制造上已有十几年历史，在电力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电源设备的生产、制造方面已形成了显著的优势，先

后研制出十六大系列百余种华天电源产品。

华天电源系列产品先后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级新产品；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部

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发明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创新项目、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拳头产品等荣誉称号，

拥有国家专利三十余项。公司 EPS 产品三大系列、三十多个规格已通过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的型式认证。

山大华天在全国有50多家分支机构，拥有覆盖全国的销售与服务网络，能够便捷的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山大华天

公司的真诚与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深得广大用户信赖。华天电源系列产品在建筑、公用事业单位、电信、电力、金融、证券、广

播电视、公安、部队、教育、石油、化工、政府机关等行业有着广泛的用户，占据着广阔的市场。

“先做人，后做事；做最优秀的人，做最优秀的事”是华天人孜孜追求的信念。华天人将凭借超人三倍的干劲，努力工作，精

益求精，以最优秀的产品，最优秀的技术，为用户提供最完美的服务。

山东山大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素有“天堂硅谷”之称的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占地面积30000余平方米，拥

有近 20000平方米的科研生产大楼，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人民币，现有员工 200余人，其中 8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是一家以

电力电子技术为先导，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业从事为电力、通信、轨道交通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服务的工作。目前，

公司在电力、通信、轨道交通领域已拥有十几种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产品为电力操作电源、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智能应急电源

(EPS)、交直流配电屏、“数字一体化”的电力企业生产业务软、硬件系统等。

公司以“中正、恒久、远大”为企业发展理念，经过几年发展，销售连年逾亿元，是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浙江省纳税大

户、杭州市重点骨干企业，获得“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和资信等级“AAA”级企业称号，致力高新技术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之江科技园东信大道 69 号 邮编：310053

电话：0571-86698999 传真：0571-86698777

网址：www.hzzh.com E-mail：hzzh@hzzh.com

地址：北京北三环西路 48 号北京科技会展中心 3 号楼 21C 电话：010-51659999

网址：www.huatianpower.com.cn 传真：010-6216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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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联信电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中国“APEC”高新科技工业园、合肥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为“中国电源学会”和“中国消防协会”会员单位、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企

业。公司成产于 1996年 8月，专业从事应急电源（EPS）、DC-AC系列逆变电源、UPS、变频

电源等产品的研制、生产与销售，其中“智能逆变电源”项目是安徽省火炬计划项目。

公司自主研制的LYD、LYS型智能应急电源（EPS）系列产品，按照国家消防电子质量检

测中心技术要求和GB17945-2000标准组织生产，以一流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行销全国各地，

在建筑、医疗、市政等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受到普遍欢迎。其中 LYD、LYS 系列应急电

源产品，通过公安部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并获得《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和《检

验报告》。受到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认可，且颁发《推广应用证书》。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规范管理、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企业宗旨，积极推行现代企业

制度，在企业管理上导入德国 ERP 先进网络管理系统，公司采用股份制管理结构，下设行政

部、财供部、市场部、开发部、生产部、技质部六个部门，组建了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电力电

子技术开发队伍，并营造了完善的销售网络。继往开来的联信人将一如既往潜心致力于电源产

品的开发和研制，以“笃信诚实”的经营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电源产品和不间断

的服务。

合肥联信电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帕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武汉 “中国·光谷”的关东高新产业工业园,公司是以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的基础,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完善的服务为宗旨的高新技术企业。 　　

帕沃科技在产品开发上始终跟随时代的脉搏,以满足和创造市场需求,公司自主研制的HYD、HYS智能应急电源(EPS)产品,满足

国家消防电子质量检测中心技术要求,并在建筑、金融、医院、军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为本”的宗旨，用科技提高质量，靠质量占领市场，追求高新科技和以优质高效的管理模式

提升企业层次。公司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按照国家消防电子质量检测中心技术要求和GB17945-2000标准组织生产，公

司按现代生产企业模式，在武汉关东科技创业中心建立自己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并制定现代生产管理和质量检测控制等制度，精

心组织生产，严把质量关。公司相继获得武汉市民营企业质量信得过、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创新优势企业等称号，帕沃科技产品受

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全面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组成了一支以高级工程师、工程师为主体的研发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公司职

工总数 45％；建立了行政、开发、生产、采购、质检、市场等部门,并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十几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

以及售后服务中心，形成完备的售后服务体系网络，以追求持续完善的服务达到用户的满意。

武汉帕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关东科技园 邮编：430073

电话：027-59716601  59716602(fax) 联系人：周  丽 E-mail： wuhanpawo@126.com

网址：www.wuhanpower.com

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高新区

电话：0551-5316588 5317588 5317688

5318064 5323322

网址：www.lianxin.net

传真：0551-5313339

E-mail：lianxin@lianxin.net

lds@lianx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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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纳美克科技有限公司是以生产EPS应急电源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生

产的EPS应急电源产品包括UBS(单相)、UBT(三相)、UBD(动力)三大系列。产品设计以高可靠性为追求目标，以精简的结构提升

可靠性，以智能化提升产品品质，以强大的技术支持（售前售后）提高服务质量。并可根椐客户需要提供自启动、并机及微机监

控等配套服务。

主要产品

UBS（单相）系列应急电源

输出电压有直流、交流两种。

适用范围：0.5～10kW 。

UBT(三相)系列应急电源

宽敞的内部结构设计，便于安装维护及配电线路的扩容。防潮、防盐雾、防尘、防霉变、防鼠处理。

适用范围：3～100kW 。

UBD（动力）系列应急电源

控制柜与电源柜与一体，节约空间和投资。

适用范围：2.2～315kW。

北京纳美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三科电器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3年，注册资金 2008万元，三科工业园区占地 25亩，建筑面积 12680平方米，年产值 6000

多万元，是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上海三科电器有限公司、杭州三科电器有限公司、深圳金三科电子有限公司、浙江三科电

器有限公司等全资公司，在全国设有五十多家销售公司。是中国电源学会会员单位、中国电子仪器行业理事单位、浙江省电源学

会理事单位、温州专利企业示范单位、乐清市专利者协会理事单位，是国家行业标准《家用交流自动调压器》（SB/T10266-1996）

起草组专业成员单位。公司设总经办、销售部、财务部、技术部、生产供应部、质管部等五部一室。

创办十多年来，公司人员由过去的十几人小作坊发展成为跨区域拥有员工 500多人的现代化企业，公司现有中高级技术人员

占员工人数的10％以上，一线员工中，大中专毕业生占20％以上。公司拥有宽敞明亮的生产场所及现代化的生产检测设备，年生

产能力达 10 万台以上。

三科人以科技为先导，致力于以电力电子为核心技术的交直流稳压电源、成套设备、逆变电源、UPS不间断电源、充电机等

电源系列产品以及建筑电器、电子测量仪器的研究开发。先后获得国家专利 4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

公司以生产优质产品为己任，公司在1999年1月就通过了广州赛宝认证中心的 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2001年再次通过广

州赛宝认证中心的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的换版认证；2004 年 11 月公司通过北京世标 GB/T9001/GB/T24001/GB/T28001

质量 /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三合一管理体系审核，在全国电源行业中，TSD、SVC系列稳压电源产品首家获得电工产品安全认证；

2002 年获得了国际 CE 认证。公司以质量为中心，以标准化为手段，以优化管理为基础，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所生产的产品

连续三年抽检合格，并获“浙江省地方产品质量信得过推荐产品”、“河南市场质量信得过产品” 荣誉称号，被法国科技质量监督

评价委员会推荐为“高质量科技产品”， “向欧盟市场推荐产品”等。

公司坚持以诚为本，融汇科技，不惜斥巨资引进大批设备，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量和越来越高的检验、试验要求，专业制

造品质优良的三科品牌的系列产品，真情回报社会的关爱，获得了业界的普遍赞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连

续获得了“中国商标十佳优秀企业”、“省优秀专利企业”、“质量过硬放心企业”、“先进民营科技企业”、“市先进企业”、“市优秀

企业”、“中国名优产品”“浙江省三优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荣誉。

浙江三科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外海户屯 165 号 邮编：100068

电话：010-86954565 联系人：张 菁 传真：010-87268018

网址：www.nameike.com E-mail：ninan6019@sina1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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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光华电控设备厂组建于八十年代末，工厂主要技术骨干和技术领导人员是由原属于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长谊安保

系统工程公司主要工程技术人员转换重组而成。现属成都市金牛区工业局管辖。

工厂在九十年代初是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认可的专业生产现代消防电控设备和开发消防应急照明集中供电电源\及消防应急照

明灯和疏散标志灯等产品的厂家，并承担和完成了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下达的多项现代消防电控产品的研制开发任务。多项消防

电气控制技术获国家专利证书。现已发展为四川省规模较大的专业生产现代消防电控设备的厂家。工厂在成都市内设总厂，在成

都市郊都江堰市设分厂（生产基地），上海市设国内营销中心。

从事生产高层建筑中消防自动化电控设备多年，特别对智能建筑中设置的“FAS”系统的自动检测与监控设备有一定的生产

经验。对消防应急电源，在九十年代初就有产品投入市场，属国内首先接受研制生产任务并投入生产的厂家。

成立十多年来，多年被评为“先进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以质量求生存、科技求发展、用户满意为宗旨”为经营思

想体系，将抱着为用户着想，为现代消防事业作贡献，实事求是的态度，为用户作好售后服务。争取在新世纪跨越式发展的新时

代求得新的发展，为现代消防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 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并通过了消防产品生产厂家工厂形式认证，取得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报告

的专业生产厂家 （可查询WWW.mps.gov.cn），通过消防产品质量认证(可查询消防网络 //211.101.148.74)，是中国消防协会消防技

术与产品信息中心会员单位（可查询 WWW.firepro.com.cn）。

成都市光华电控设备厂

上海宇帆电气有限公司一帆电子电力有限公司是中国电源学会会员单位。《国际电商情》、《UPS应用》编委单位，专业生产电

力电子设备及特种电源。通过了 ISO9001体系认证，并与多所高等院校进行技术合作。聘请有关专家权威担任技术顾问，引进先

进技术和科研人员，不断开发新产品，得市场的认可和广大用户的信赖。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EPS应急电源，逆变电源，UPS电源，工业用整流器（用于充电、电镀、电化、分合闸等），直流屏及交

直流稳压电源。所有的产品严格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际规范生产。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

是专业化的电源制造商。并为用户提供多种高质量的产品。

上海宇帆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古浪路 210 弄 158 号宇帆大楼 邮编：200331

电话：021-63638888 传真：021-52840903

网址：www.yifine.com E-mail：xiaozq@yifine.com

地址：成都市外西后沙湾 邮编：610031

电话：028-87647445 传真：028-87647445

网址：www.gh-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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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青岛电气设备联合公司，是制造生产电气成套设备、各种变配电设备、电气控制设备、应急

电源及各种铅酸蓄电池的专业化公司，公司被授权为施耐德电器青岛地区代理商、ABB 低压产品青岛地区代理商。

公司现有厂区面积 2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0 平方米，具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及完善的检验手段，拥有各类高、中

级技术人才和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健全，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IS09001 认证。照明用应急电源系列产品通过

消防类产品型式认可、泵用应急电源通过消防类产品强制检验，交流低压配电柜（箱）系列通过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公司各种相关资证齐全。

公司先后开发了EPS电源、直流屏、各种动力柜、非标控制柜、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名种起动用、密封铅酸蓄电池等新产品。

各项产品在历次抽查检验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测试结果。

公司以“严格管理、提高效率、竭尽所能 ，永远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为宗旨，以领先的技术，优良的品质，真

诚为广大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公司恭候广大客户莅临公司考察指导，以求促进合作，共同发展。

青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汕自”电气，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集团，粤东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ABB公司特许制造商。德国AEG、美国GE、ABB、SIEMENS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为用户提供高可靠高品质的电源装置、高低压开关成套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专业制造集团企业。国家火

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 质量信得过企业 、 AAA级资信企业。 1996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2004

年通过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广东省著名商标企业,广东省名牌产品企业，电气行业唯一列入国家 863/

CIMS应用示范企业,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工程试点示范企业。 　　

汕自电气集团由汕头自动化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汕自电子软件、新世界电气等公司组成。 拥有整套剪板机、冲床、检测等世

界一流的生产、测试设备，拥有省级技术研发开发中心。20 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加盟，50 多个销售服务网点遍布于全国各大中

城市。 汕自电气的前身是创建于1989年的汕头自动化电器设备厂。

2003 年经广东省科技厅、计划发展厅和经贸厅批准，在汕自公司成立《广东省智能电源系统工程开发研究中心》，随着中心

的建立，汕头将成为我省智能电源系统研发基地。汕自集团也将成为中国电源行业骨干企业和研发先锋。

近年来，汕自人每年推出 2～３项新产品，共开发新产品 40项，其中有二项填补国内空白，十项填补省内空白，获得国家专

利项目十项，纳入国家重点新产品四项，国家火炬项目二项，有14项产品达到国际 IEC标准，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和优秀新产品

奖共 25 项。

汕自集团以科技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投入市场, 获得了国家重点工程的青睐，例如在强手如林的广州地铁

建设工程上，汕自集团从广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至四号线，经过专家评审，屡屡中标，在亚洲最大型的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汕自集团将刚刚研发成功的EPS应急电源系统投入竞争，便以其在同类产品中科技含量高，成本

低，运行可靠，具有环保节能的特点而一举中标，中标金额高达4000万元以上，汕自集团也因此成为目前国内EPS电源设备最大

制造企业。国家西电东送骨干工程—龙滩、乐滩、平班水电站建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运动会体育场馆、国家大型机场—

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迄今为止中国出口海外的单机和总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设备 - 伊朗阿拉克热电厂等重点工程和出口工

程都选用汕自集团制造的电控、自控设备。

汕头自动化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四流中路 2-40 号 邮编：266041

电话：0532-7066595 7066596 传真：0532-7066595

网址：www.qddqsb.com E-mail：lbjia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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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文隆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高频开关

直流电源柜、逆变器、EPS 电源、UPS 电源并提供相关服务的我国起步最早、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设备最先进、检测手

段最齐全的专业公司之一。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10 月，下辖威海文隆电池有限公司、文登市有利成套电源设备有限公司、文登市

有利电池销售有限公司，并设有山东特种电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开发生产的YLE系列EPS电源，包含YLE-S(单相)、YLE-T(三相)两种系列从 0.5kW到 500kW的共计 70余种型号，已

通过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并取得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该产品整合了公司生产的高频直流开关电源和逆变器

技术的所有优点和特点，是专为消防应急照明、消防动力等用电设备设计开发的，采用高功率因数高频软开关充电机，采用32位

DSP微处理器实现数字化逆变控制，主电路采用 IPM智能模块，采用大屏幕LCD液晶显示和方便灵活的键盘操作，可实现对蓄电

池的均、浮充自动控制，可靠的市电、应急投切并可实现“零”时间切换，包含电池巡检和交、直流检测，可实现上位机远程访

问、控制，方便进行遥测、遥信、遥调和遥控，整机性能可靠，使用操作方便。可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商场等消防控制、消防

动力场所及电力、广播电视、船舶、通讯、铁路等领域。

威海文隆电源集团公司

许继电源有限公司是许继集团下属的子公司，也是目前国内电力系统直流操作电源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专业生产厂家之一。

专业从事电力直流操作电源、通信电源、UPS电源及大功率换流器等电力电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具有二十年的科研开发、产品

设计和生产经验，已先后为国内外电力行业提供了上万套优质的电源产品。

目前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

PZ61 系列微机高频开关电源型直流电源：适用于发电厂、变电站，为电力系统各种保护、控制、动力等设备提供直流电源。

PBD系列电力系统专用不间断电源：与电力系统直流电源配合使用，构成具有电力特色的专用UPS。不需配备专用的蓄电池，

避免蓄电池的重复投资，减少系统维护，降低运行成本。

ZYNB系列有源逆变蓄电池放电装置：采用 IGBT器件、微机控制和能量反馈技术，将蓄电池的电能转变成交流电反送电网；

放电过程全自动微机控制，是新一代理想的蓄电池放电装置。

新型大功率静止无功补偿装置 STATCOM：它采用三相大功率电压型逆变技术实现电网的无功补偿，响应速度快、电压范围

宽，可以实现从容性到感性全范围的连续调节。

其它产品

PTD11 系列通信电源、ZNB10 系列逆变电源装置、UPS 电源、PSY 系列继电保护试验电源等。

许继电源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文登市 邮编：264423

电话：0631-8846897 8846768 传真：0631-8848898

网址：www.wenlongpower.com E-mail：youliower@wenlongpower.com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38 号 邮编：461000

电话：0374-3212243  3212879 传真：0374-3311352

网址：www.xjgc.com E-mail: xjpcl@public.zz.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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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美国韦德在中国大陆的技术合作企业，成立于 1998年，注册资本 2000万元，总资产 5000万元，厂房面

积 10000m2，具有先进齐全的生产检测设备，优秀的技术人才队伍。公司主要从事于以电力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微处理技术为

基础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有UPS不间断电源、EPS应急电源、逆变电源、开关电源、变频电源等智

能电源产品。公司已通过 ISO9001认证，产品已获电信设备进网证、广电设备进网证、生产许可证、CE认证、UL认证等。 　　

目前公司在国内设有5个办事处，60多家分销代理商， 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并与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南非、赞比亚、

尼日利亚、埃及、沙特、叙利亚、黎巴嫩、阿联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希腊、土耳其、捷克、俄罗斯等 21个国家

的大批客商建立了良好的供求关系。 　　

公司秉承“恪守质量承诺，以用户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科技求发展”，努力追求零缺陷，不断引进人才，设备和管理。严格

按照 ISO9001要求，从采购到发运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均严格把关，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在广大分销商的努力推广下，产品

广泛应用于银行、电信、税务、医疗、教育、广电、交通、铁路、电力、冶金、化工、军事、市政、消防、建筑等各个重要领域，

博得国内外用户的称赞。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相继推向市场，为广大分销商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适逢“十五”计

划期间，国家电力紧张，国际经济复苏，给我们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我们愿与国内外各路营销精英更加密切合作，在开拓进

取的道路上成就共同的宏伟愿望—增进实力，扩大市场，健康发展，引领科技潮流，共创韦德事业辉煌!

韦德电子有限公司

科华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专业生产不间断电源、通信电源的厂商，历经 16 年的成长和发展，形成了以制造中心、研发中

心、销售中心为格局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是“国家重点火炬计划项目（UPS）”的承担者，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 UPS 业界唯一的

“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科华公司年生产能力30万台，年销售额连续六年位居国内品牌前列，1998年起，产品远销日本、美

国、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多家国际知名厂商指定的配套产品。

科华公司现有员工 500多人，其中专业技术工程人员和经营管理人才占员工总数的 70％以上，并包括多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省市级拔尖人才和高级工程师等。科华公司建立了遍布全国的30多个销售服务网点，拥有完善的生产设备、业界最先进的UPS

及EMC检测中心和 2个电源技术研发中心，具备了从小功率到大功率UPS产品的研发、设计、工艺、制造、销售和服务能力，已

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电源产品制商之一。早在1995年，科华率先在业界通过 ISO90001认证，从2002年开始全面导入6sigma管理

法，促使管理走向国际水平。2004 年科华启动百亩新型工业园建设项目，力争成为国际一流的电源产品制造企业。

科华公司KELONG全线电源产品主要有：后备式UPS、在线互动式UPS、在线式UPS、户外型UPS、通信电源、通信和电力

用逆变器、网络电源管理系统等九大系列八十多种型号，产品功率范围 0.5～320kVA。科华公司不断推陈出新，在业界首创长延

时UPS、率先推出数字化智能型UPS、首家采用先进功率器件 IGBT、自主研发的无主从自适应N+1并联冗余技术、MMBM智能

化电池管理技术等多项专利技术，陆续承担了2项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8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11项省级火炬计划项目，

逐渐实现了从中低端到高端、从产品到全面解决方案的跃进，成为国内少数拥有全系列产品的厂商之一。目前，科华系列产品已

通过TUV、CE、CCEE等认证以及信息产业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国防通信网设备器材进网许可证，并获得国家信息产业部CCID

“质量可靠满意奖”，两次蝉联 CCID“性价比满意产品”。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国贸大厦 20 层

电话：0592-5160516 传真：0592-5162166

网址：www.kehua.com.cn E-mail：xmkehua@kehua.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青云北区 17 号楼

电话：010-82117955/56-18 51662699/82118058 传真：010-82117955/56-22

网址：www.ups-info.com.cn E-mail：ward_b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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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气控制设备厂有限公司是原广东省电子机械工业厅重点企业，国家原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定点生产电控产品的企

业。一九九五年开始列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现为国家经贸委推荐的全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所需设备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国家

电力系统直流电源设备及配套元器件推广应用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

公司始建于一九七三年，原厂址位于潮州市环城南路67号，一九九九年扩大生产规模，迁址于潮州市枫春路中段，企业名称

变更为广东电气控制设备厂有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42000m2，建筑面积18000m2，现有员工26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8人，高

级工程师 6人，各专业工程师 26人。拥有进口日本美国数控剪、冲、弯机床和电柜钣金加工等一批专业用设备，各种精密专用测

试仪器设备齐全。

公司已于一九九八年通过 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本公司从事设计制造高、低压开关设备，交、直流电源装置，可

控硅励磁装置等电控设备，主要产品有：KYN 型中置移开式、HXGN 型、DXG型高压开关柜；MNSG、GCS、GCK、GGD型低

压开关柜；GZDW型智能高频开关直流电源装置、EPS、UPS大功率应急电源装置；WTL型微机控制同步发电机、电动机励磁装

置等。所有产品都已通过国家权威部门的型式试验和技术鉴定，均取得生产许可证。多年来，本公司电力操作直流电源、交流应

急电源装置（GZDW、EPS、UPS 型）广泛为国内外诸多重点工程所配套使用。交、直流应急电源装置受到国内外广大用户的好

评，多次获得中央、省各级的表彰和奖励。广东电气控制设备厂有限公司具有一流的厂房、先进的工装设备和测试仪器、雄厚的

技术力量、优质的产品，并有一支高素质的售后技术服务队伍，本公司的宗旨是“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认真做好售

后技术服务工作，有求必应，及时为用户解决技术问题，正是本公司的职责所在。依托于本公司成立的广东省潮州市电气自动化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正在吸收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高科技和新技术、新产品在不断投入，力争走在国内、国际电控行业的前列，

为国内外电气工程用户提供一流的电控设备产品。

广东电气控制设备厂有限公司

艾诺仪器公司是按照国际惯例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93年，现专业从事两大领域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包括电

源系列和安规系列。其中电源系列产品主要有 EPS应急电源、智能变频电源、不间断电源（UPS）、军工电源等。（变频电源是国

内第一生产基地）产品广泛用于消防、工业、民用、家电、航空、电力、通信等领域。公司产品还出口到俄罗斯、阿根廷、马来

西亚、意大利、美国、伊朗等国家。

艾诺公司现有员工 200多人，包括硕士、博士 1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 140人，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信誉可靠。连年被评为省

级高新技术企业，多个项目被评为国家重点科技新项目并获得国家级产品技术专利。

艾诺公司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于 1998年实施并顺利通过了 ISO9001（1994版）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01年 9月又通过了

ISO9001（2000 版）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是同行业内首家通过双版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

公司在管理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要有好的管理，才有好的产品”，在管理上先后引进了CRM 系统（Customer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户关系管理）和 ERP 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旨在提供更快捷和周到的优

质服务，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公司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其中包括德国产BS390贴片机、在线测试仪TR-518F、TI公司生产的DSP，

2003年又率先采用了符合欧洲环保要求的VFD显示技术。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均体现出全球化、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质量方针

是“深刻理解客户需求，采用先进技术，持续改进品质，确保用户满意” 。

为您提供快捷、周到、满意、热忱的服务是艾诺公司的最大心愿。

青岛艾诺仪器公司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春路中段 邮编：521001

电话：0768-2262846 传真：0768- 2261442

网址：www.gdyuekong.com E-mail：web@gdyuekong.com gkjs@163.net

地址：青岛市清江路 6 号 邮编：266034

电话：0532-5665570 5665571-8866 传真：0532-5665560

网址：www.ainuo.com.cn E-mail：xinjiando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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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基本组成

ZM 系列 EPS

ZM 系列 EPS 又单电源单输入、双电源输入两类产品组

成。即AC220V或AC380V 输入，220V输出（应急供电

时）。

DL 系列 EPS

DL 系列 EPS 又单电源单输入、双电源输入两类产品组

成。即为 AC380V 输入、AC380V 输出。

DLBP 系列 EPS

DLBP系列EPS由单逆变单台负载、单逆变单台负载一

用一备，双逆变负载二用一备三类产品组成。

特点、适用范围

ZM 系列产品特点

特点：采用最新IGBT逆变技

术；采用集中供电模式，无需

特殊灯具；应急供电时，正

弦波交流电输出，稳压、稳

频、无噪声、无公害；可消防

联动，可计算机监控，可消防

中心控制；隔离变压器输

出；LCD 液晶显示；功率补

偿；设计简单，施工方便；综

合造价低，节省投资；寿命

长，主机寿命 20年以上；免

维护电池，可循环使用300-

500次；管理简单，自动瞬间

切换，可无人值守；保持照

度稳定，工作可靠，维护简便。

适用范围：本产品适用于消

防应急灯具、消防应急照明灯，消防应急标志灯、消防

应 急照明标志灯属消防产品。若用于其它场合，如非消

防电梯，非应急照明等非消防设施的动力设备时，属于

不间断电源类，可做为备用电源来使用。

DL 和 DLBP 系列产品特点

特点：采用最新IGBT逆变模块和高可靠性的集成电路；

脉宽调制PWM技术，“四合一”设计，结构简化；能向

任何感性和容性的负载供电；可消防联动，可实现远程

或楼宇智监控，消防中心控制；主要部件和元器件均采

用高可靠性的国际知名品牌；导线和器件具有阻燃或不

燃特性；静态、无噪声、无排烟、无公害，无火灾隐患；

烟台华盛应急电源EPS产品系列

自动切换，可实现无人值守；节能，非应急供电时，基

本不耗电；性能稳定，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与发电

机组相比综合造价低，性能价格比好。

适用范围：本系列电源适用于各种三相、单相及混合型

用电设备，如电梯、风机、水泵、照明、空调等设备的

应急供电。应用于电信电力、高层建筑、人防设施、医

院、机场、城市地铁、发电厂、大型商场、银行、证券

等场所。适用范围广、负载适应强。

主要技术性能

ZM 系列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 5 号 邮编：264002 电话：0535-6529581

传真：0535-6529580 网址：www.hseps.net E-mail：hseps@tom.com

烟台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ZM 系列

DL、DLBP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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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

GB17945-2000

表数参术技 Wk2.2PBLD ～ Wk004PBLD

交
流
输
入

范许允压电流交入输 V083CA ± ,%02 的立独 N 和线 EP 线

率频入输流交 54 ～ zH56

率效变逆 ≥ %09

交
流
输
出

压电出输流交 时急应；电市同时常正电市 V083CA ± %5

率频出输流交 0～ zH05 ）调可（

率功出输流交 2.2 ～ Wk004

力能载过 %021 ；作工常正 %051 作工 s01 ，

能功护保
池电蓄、护保热过、路短出输、载过出输

护保放过、充过

动联防消 V42CD

类种池电 池电蓄护维免或池电蓄酸铅护维免控阀

间时用备 nim021

度强缘绝 ()caV( 和入输
出输 )

0002 ， nim1

音噪 )m1( 时电市有 ;0 ≤时电市无 Bd55

度温境环用使 02- ～ 04+ ℃

度湿 0～ ,%09 露结不

拔海用使 ≤ m0002

DL 系列

DLBP 系列

设计选用要点

ZM 系列设计要求

输入相数（是单相还是三相）

负载种类（指做照明用，带什么负载）

输出支路数（指要求输出多少回路）

要求有消防联动及支路数

DL 系列选择 EPS 容量方法：

当EPS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同时启动时，则EPS的容量应

遵循如下原则：

EPS 容量 = 带变频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 + 带软启动电动

机功率之和×2.5倍+带星三角启动电动机之和× 3倍+

直接启动电动机之和× 5 倍。

当 EPS 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分别单台启动时(不是同时启

动)，则 EPS 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

EPS 容量 = 各个电动机功率之和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上述电动机中直接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 EPS

容量的 1/7；

星三角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 EPS 的 1/4；

软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 EPS 的 1/3；

变频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不大于 EPS 容量；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应按条件中的最大数调整 EPS

的容量，电动机启动时的顺序应为直接启动的在先，其

次是星三角的启动，有软启动的再启动，最后是变频启

动的再启动。

当用DL系列EPS带混合负载时，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

原则：

EPS 容量 = 所有负载总功率之和

但必须满足条件，若不满足，则按其中最大的容量来确

定 EPS 容量。

负载中直接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7；

负载中星三角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 EPS 容量

的 1/4；

负载中有软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

的 1/3；

负载中有变频器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不大于

EPS 容量

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不大于 EPS 容量

电动机功率容量 = 直接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

5倍+星三角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3倍+软启

动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2.5倍+变频且同时启动

电动机功率之和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 5 号 邮编：264002 电话：0535-6529581

传真：0535-6529580 网址：www.hseps.net E-mail：hseps@tom.com

烟台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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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电动机前后启动时间机差大于 1min 均不视为同时启

动。

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含非电动机负载)的功率容量之和

不大于 EPS 容量。

同时启动的所有附在的功率之和=同时启动的非电动机

负载总功率 + 电动机功率容量。

DLBP 系列选择 EPS 容量方法

DLBP系列EPS要一对一的带负载运行。即，如果水泵

或风机是一用一备，可用一台DLBP系列EPS来带，EPS

容量为其中一台水泵的容量。如果水泵是二用一备，则

必须用一台DLBP双逆变EPS来带，EPS容量为二台水

泵功率之和。此EPS运行时两个逆变器分别带一个泵来

运行，另一台为备份。如果是两台以上的水泵或风机用

一台DLBP系列EPS来运行时，必须允许同时开同时关

才行。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路 5 号 邮编：264002 电话：0535-6529581

传真：0535-6529580 网址：www.hseps.net E-mail：hseps@tom.com

烟台华盛应急电源有限公司

DLBP 系列常用图

（一用一备）  

 2号机 

 

 

 

M

三相输入 

(2线）运行信号（无源触点）1号机  

(2线）远程控制（手动强制）1号机 

(3线）手动/自动状态信号(无源触点)

(2线）消防联动（DC24V)

(2线）运行信号（无源触点）2号机 

(2线）远程控制（手动强制）2号机 

输出 

M

输出 

EPS 

DLBP-□□KW 

1号机

说明：

负载可为风机、水泵等。

负载的单机容量为 1:1，不需要有余量，且不需要增加启动措施。因本EPS中已

有变频启动。

负载的启动与运行靠 EPS 相连的启动信号控制。

负载的 1 号机与 2 号机的切换靠 EPS 自动实现一用一备。

EPS的输出必须直接与负载的电机相连，负载原控制柜应去掉不用，原控制柜的

功能在 EPS 中已有。

当负载需要二用一备时建议采用双逆变器型式。

定货需知

安装方式：嵌入式、壁挂式、落地式；

进线方式：上进线、下进线；

是否具有双电源互投柜；

应急供电时间；

输出支路数（输出多少回路）；

是否具有消防联动及支路数；

输入相数（单相还是三相）；

负载类型（照明、还是动力）；

负载总容量（指单台 EPS 的负载类型）；

机箱颜色（标准颜色驼色还是灰白色）；

其他要求：（在定货中详细注明）。

原理框图

DL 系列常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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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国彪应急电源(EPS)系列

名称 ZLUS 系列应急电源（EPS）

ZLUS 系列应急电源控制柜（FEPS）

输
入

压电 V022/083CA ± %52

数相 ＋线四相三或相单 EP

率频 zH05 ± %5

输
出

量容 5.0 ～ AVk004

压电 V022/083 ± %5

形波 波弦正

率频 05 ± zH5.0

力能载过 %021 为态状启强；行运常正 %051

间时换转 20.0 ～ s5.0 ）定整可（

池电 池电蓄酸铅封密护维免

间时急应 ≥ nim09

护保 护保温超、压过欠、载过、路短

率效 ≥：时电供急应 %59

声噪 ≤ Bd55

境环行运 ：度温 02- ～ 04+ ≤：度湿对相；℃ %09

载负应适 合混、性感、性容、性阻

急电源放电终止后，仍可通过强启开关，启动系统并将

所有保护功能屏蔽，直至蓄电池能量耗尽。

定期自动浅放电功能——做为应急电源，长期处于正常

市电工作状态，即使使用免维护电池，也不可避免由于

长时间不使用而引起的电池特性变差。ZLUS 系列消防

应急电源专利保护部分的定期自动浅放电功能，通过监

测充放电电流的矢量变化，并启动计数单元，以计数器

溢出为浅放电启动信号，因此能够实现定期的蓄电池浅

放电。

主要技术性能

 ZLUS 系列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 853 号 邮编：116033 电话：0411-6427373

传真：0411-6426100 网址：www.zlus.com E-mail：zlus@sohu.com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输
入

压电 V083CA ± %52

数相 ＋线四相三 EP

率频 zH05 ± %52

输
出

量容 5.0 ～ AVk004

压电 V083 ± %5

形波 或波弦正 MWP

率频 ：动启压调 zH05 ± 5.0 ：动启频变；％ 0～ zH05

力能载过 %021 行运常正

间时换转 s52.0

间时动启 定设可性特载负据依

池电 池电蓄酸铅封密护维免

间时急应 03 、 06 、 09 、 021 、 nim081

护保 护保温超、压过欠、载过、路短

率效 ≥：时电供急应 %59

声噪 ≤ Bd55

境环行运 ：度温 02- ～ 04+ ≤：度湿对相；℃ %09

载负应适 合混、性感、性容、性阻

执行标准

GB17945-2000

 特点

ZLUS 系列消防应急电源不仅完全符合目前建筑领域对

集中电源型消防应急电源的要求，而且具有以下特点：

耐恶劣环境——主要器件及芯片采用高品质产品，保证

了火灾、事故环境下，烟熏、火烤、潮湿、酸碱腐蚀等

恶劣条件中正常工作。核心部分采取二次封装，有效屏

蔽外界干扰及辐射，且能够防止灰尘、潮气、不明金属

粉屑进入而引起的故障。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全免维护的充放电管理——以电池巡检为核心的充放电

管理系统，以 12V为检测单元，自动对蓄电池组进行巡

检。采样机构为无机械触点采样。对于电池组中每个单

元进行监控，有效避免了由于过充、过放引起的蓄电池

放氢、高温、爆炸等火灾隐患的发生。充电系统分为恒

流、恒压两阶段充电。既保证了应急工作后24小时即可

再次投入使用，同时使蓄电池组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人性化的联动、遥控、强切功能——可以与消防系统中

的所有设备实现信号传输、联动控制，能够进行近、远

程的手、自动转换；接收控制信号后，进行负载强切，

将负荷回路中的所有低等级可控点屏蔽；火灾发生，应

 ZLUS 消防设备系列

ZLUS-II-B-500

嵌入式图

ZLUS-II-B-75K

落地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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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国彪应急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于消防动力设备（水泵、风机、卷帘等）可通过程

控线与现场控制柜通讯，实现等容量启动。

三相应急电源控制柜适用于为消防动力设备提供集中供

电的应急供电电源并能够实现动力设备的控制功能。应

急电源与电动机之间无需启动柜、控制柜，消防负载的

备用互投功能、启动功能均由应急电源控制柜完成。操

作简单、功能完善、便于维护。

 设计选用要点

应急电源容量选取一般包括：应急负载功率、蓄电池充

电容量。应急负载功率为应急电源配出负荷总功率之

和；蓄电池充电容量为应急电源容量的 5％～10％或蓄

电池容量的 1/20。

输出回路：负载功率≤3kW，应急电源标准配置输出回

路≤5路 /kW；负载功率≤10kW，应急电源标准配置输

出回路≤3路 /kW；负载功率≤50kW，应急电源标准配

置输出回路≤ 6路 /10kW；负载功率≤ 100kW，应急电

源标准配置输出回路为 3 路 /10kW。特殊情况可适量增

加，需预留空间。

应急动力启动裕量的选取： A、带控制柜的动力负载：

增设应急电源柜与控制柜之间的程控线（6× 2.52）后，

控制及切换开关可以设于应急电源柜内，应急电源容量

取动力负载额定功率的 1.414 倍即可；如无法增设程控

线，应根据控制柜启动特性选取应急电源裕量（软启动

或变频启动可等容量启动，星三角、自耦降压启动选取

1.732倍启动裕量，直接启动选取 5 倍裕量），即动力负

载的最大启动电流应小于应急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 B、

无控制柜的动力负载：由应急电源柜输出直接至电动机，

原控制柜的动力负载备用互投、启动等功能由应急电源

柜实现。控制及切换开关设于应急电源柜内，可实现应

急电源对动力负载的等容量启动。

供电方式：应急电源可单、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时，

应急电源作为第二路电源后备工作；双电源供电时，应

急电源作为第三路电源后备工作，只有在两路电源均出

现故障时，应急电源才投入应急供电。两路电源切换过

程的负载失电，应急电源是否投入可由用户指定。应急

电源可单、三相供电，大于10kW宜采用三相供电方式。

负载特性：应急电源所接负载可为阻性、容性、感性及

混合负载。负载特性限制转换时间（如金属卤化物灯具）

时，需在配出回路中单独设置回路并特殊说明，不宜将

其与一般性质负载共用回路。对于消防设备中，要求重

载启动或其它与常用负载启动特性有差异的负载，可根

据常规适当考虑应急电源裕量。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 853 号 邮编：116033 电话：0411-6427373

传真：0411-6426100 网址：www.zlus.com E-mail：zlus@sohu.com

规格

注：负载功率大于 100kW 尺寸相应增加电池柜数量即可，尺寸一、尺寸二仅

        宽深比例不同，适应于不同场合。

适用范围

单三相通用应急电源适用于为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

示、消防设施提供集中供电的应急供电电源。无需配接

特殊灯具，可实现消防联动、楼宇控制及组合配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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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DUYD系列快速切换专用应急电源

产品概述 系统特点

逆变技术源自本公司成熟的UPS电路，并增加了带感性

负载的电路，使其适应全方位负载，其工作稳定可靠,具

有过温，过流，短路，输出高、低压保护等保护功能。

控制部分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化微处理技术，无主从分布

式控制，大大增强了系统可靠性，具有强大的检测与监

控功能。

自动监控电池工作状态，可及时发现蓄电池的各种异常

并报警。具有电池放电低压自动保护。多组电池并联输

出相互隔离，电池柜间无环流，电池使用安全可靠性高。

具有输出分路的检测和保护功能。可及时发现输出分路

的开路与短路故障。当分路发生短路时，会立即切断该

路的供电，可避免逆变器保护而使其它分路的断电，进

一步提高了应急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和可使用性。

具有历史故障记录 255条，记录可保持十年，系统参数

掉电不会丢失。

具有大屏幕汉字显示的人机界面，显示明确、操作简单，

用户可通过键盘设定各种报警及保护门限。

具有消防联动功能。

具有声音告警和系统工作状态指示功能。

具有远程在线实时监控功能。系统配有标准的 RS232、

RS485通讯接口，提供国际电气MODOL-BUS通讯协

议。

有“自动 /应急”开关。开关在“自动”时，当市电发生

故障，设备自动切换到应急输出状态；开关在“应急”时，

设备直接切换到应急输出状态。

有“强制运行”开关，当设备中的电池放电完毕进入过

放电保护而停止逆变输出时，打开此开关，可强制启动

逆变器工作，此开关只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才可使用。

有“旁路”开关，此开关只在维修时使用 , 通常处在断

开状态 ; 当闭合时, 负载直接由市电供电。

产品系列

D 系列（输出功率）：0.5、1、1.5、2、3、4、5、6、8、

10、15、20kW

S 系列（输出功率）：6、8、10、15、20、25、30kW

P系列（输出功率）：4、6、8、10、15、20、25、30、40、

45、 60、80、100、120、160、200、250、300、400kW

地址：中国北京丰台科学城星火路 8 号 邮编: 100070 电话：010-63783071 63783080

传真：010-83681327 网址：www.dpc.com.cn E-mail：zhangzp03@yahoo.com.cn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UYD 系列应急电源采用了成熟的逆变技术，集逆变器、

充电器及控制器于一体，便于维护和安装。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GB17945-2000。它可为各种应急照明、风机、水泵、电梯等

220V或380V电器设备供电。采用静态开关技术的EPS特别适

合于要求快速切换供电的应急照明场合（如隧道、广场的高强

气体放电灯），而采用变频技术的EPS特别适用于电机负载（如

消防电梯、消防水泵、卷帘门、风机等）DUYD系列应急电源

系统在市电正常时输出市电，同时为系统内的蓄电池充电，当

市电故障时，输出快速切换到逆变器，继续为负载设备供电，

实现不间断供电的目的。系统内部设计了电池检测监控及保护

电路，可监测处于长期备用状态下的蓄电池出现的各种异常并

及时报警，以便及时维护。此外还设计有输出分路检测电路，

可监测各输出分路出现的开路（未接通）与短路故障。系统具

有大屏幕汉字显示的人机界面以及远程在线实时监控功能。

系统组成

电气设备柜

配套电池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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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参数

DUYD-D 系列

号型
率功出输

( Wk )
数路分

寸尺型外机主 )mm(
宽 x 深 x 高

量重 )gk(
( 池电含 )

5.0/D-DYUD 5.0 6 006 x 042 x 0011 002

1/D-DYUD 1 6 006 x 042 x 0011 002

5.1/D-DYUD 5.1 6 056 x 003 x 0031 062

2/D-DYUD 2 6 056 x 003 x 0031 062

3/D-DYUD 3 6 扩可 008 x 006 x 0061 054

4/D-DYUD 4 6 扩可 008 x 006 x 0061 054

5/D-DYUD 5 6 扩可 008 x 006 x 0061 008

6/D-DYUD 6 6 扩可 008 x 006 x 0022 008

8/D-DYUD 8 6 扩可 008 x 006 x 0022 008

01/D-DYUD 01 6 扩可 008 x 006 x 0022 008

51/D-DYUD 51 6 扩可 008 x 006 x 0022 0022

02/D-DYUD 02 6 扩可 008 x 006 x 0022 0022

地址：中国北京丰台科学城星火路 8 号 邮编: 100070 电话：010-63783071 63783080

传真：010-83681327 网址：www.dpc.com.cn E-mail：zhangzp03@yahoo.com.cn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额定输出电压   D-单相标准正弦波输出；S-三相标准正弦波输出；

 P-三相标准正弦波或变频输出

D U Y D - □ / □ □

额定输出功率

额定输出电压

正弦逆变

应急

系统

电源

主要技术性能

号型 /D-DYUD 列系
5.0( ～ )Wk02

/S-DYUD 列系
6( ～ )Wk03

/P-DYUD 列系
4( ～ )Wk004目项

输
入

压电电市
781CA ～ V242

）置设可（
323CA ～ V654

）置设可（
323CA ～ V654

）置设可（

率频电市 zH05 ± %01

压电池电 V291 V294

投互路双 装选可

关开态静 装选可不 装选可

输
出

压电出输

致一电市与：态状常正

状急应
：态 V022 ± %3

：态状急应 V083 ± %3

率频出输

致一电市与：态状常正

：态状急应 05 ± zH1.0
：态状急应

05 ± zH5.0
出输频变或

数路分出输 6 为扩求要户用按（路 61 ）路

性特路分出输 型动联防消，型续持非，型续持

率效 ( 载负定额 ) ≥时常正电市 %99 ≥时电供急应， %09

形波出输 波弦正纯

间时换切 ≤ s52.0 ≤时关开态静装选（ sm5.1 ）

性特载过 %021 ；常正出输时 %051 ≥时 s03

间时电供急应 nim09 ）置配求需户用按可求要殊特（

池电 池电蓄酸铅封密护维免

能功护保
入输、护保池电 / 保路短、流过、压欠过出输

护保温过，护

示显态状 幕屏大 DCL 示显息信字汉 DEL+ 示显态状行运

信通程远 ：式方口接 232SR/584SR ：议协信通，

声噪 ≤：态状急应；声噪无：态状常正 Bd55

式方却冷 控温冷风能智

度温境环 52- ～ 54+ ℃

度湿对相 ≤ %09

度高拔海 ≤ m0052 ； 0052 ～ m0005 置装风通统系配增时

载负应适 载负明照
载负明照种各
、性容它其或
载负机电性感

式方装安 式地落、式挂壁、式入嵌 式地落

式方线出进 求要户用按

型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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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成冠军”应急电源EPS

EPS 系统工作原理

正常工作时DSP检测到主电（第 1路市电）、备电（第 2

路市电）的有无，确定工作状态，使输出置于相应的输

入支路，若主电正常，则输出主电；主电异常、备电正

常，则输出备电；当主、备电都不正常时，则DSP启动

逆变器，逆变后的正弦交流电压供给EPS输出。当主或

备电正常时，充电器同时完成对备用电池组的充电。电

池检测电路实时检测单节电池的电压，当出现故障时则

给出报警。报警电路检测输出支路及充电回路的故障情

况，若故障发生则给出声光报警信号，声信号可以通过

面板的消声键消除，光信号保留当前状态，直到故障消

除才自动熄灭。浪涌抑制电路能对电网中的有害脉冲给

予衰减，以至不损坏系统及用户设备。

EPS单相输入单相输出，三相输入单相输出及数字化三

相输入三相输出系列产品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数字信号处

理器（DSP），MOSFET及 IGBT功率器件，瞬时波形控

制方式，正玄波输出电压失真小，有高可靠性、高抗干

性、高容错功能，能防雷击、抗高浪涌，过载能力强，并

具备输出短路保护，输入过高压保护，充电异常保护及

电击突波保护。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数字化交流应

急电源系统。

适用于各种三相、单相及混合型用电设备，如电梯、风

机、水泵、照明、空调等设备的应急供电。应用于高层

建筑、人防设施，医院、机场、城市地铁、发电厂、大

型商场、银行、证券等场所。适用范围广、负载适应性

强。

EPS 技术特点

能自动实现主电、备电、应急的自动切换，无人值守，转

换时间小于 0.1s。

数字化 EPS 采用触摸屏数字技术，中文显现（120 ×

90mm）EPS工作模拟流程图；双变换真在线设计，具有

完善在保护功能和高可靠性；使控制精确，快速、可靠、

稳定；

可提供实时的电池运行状态及电池放电的后备时间。放

电时间随负载变化自动测量显示。在电池检测时，对每

只电池进行扫描，准确实时动态循环检测单体电池，每

次循环可测量 128 只单体电池（12V）的容量及活性指

标，准确定位失效电池发出告警信号，保证系统的供电

可靠性。

输出隔离变压器使负载减小谐波电流及市电的干扰；

能以手动 / 自动、强制启动方式进行应急状态。

通过 RS232 进行监测或通过干接点提供无源触点信号，

并可远距离控制 EPS 转入手动及强制状态。

输入电压范围宽，超出规定电压范围后自动转入应急工

作。

具有输出支路短路或开路检测报警功能和充电器与电池

回路的开路和短路报警功能。

具有手动或自动单节电池电压检测功能，系统每运行15

天自动检测一次。

可以输入联动控制信号，控制联动支路输出。

双市电的互投功能，当发电机供电时，可以直接输入到

第 2 路市电，EPS 自动检测、切换。

智能监控系统

EPS供电环境监控系统的智能单机及网络化实时监控管

理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专业、完善、实用、安全可靠的

电源监控方案，融合了EPS设备与电脑间的点对点，点

对多、多对点、多对多的全功能网络拓朴结构，使智能

网络快速、可靠地管理EPS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对EPS

实施监控。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田心工业区(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111 号理想大厦 1006 室) 邮编：523718(100086) 电话：0769-7725486(010-82665103)

传真：0769-7927259(010-82665104) 网址：www.zhicheng-champion.com E-mail：wei8@vip.163.com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子网

集线器/交换机

NetMate 出口通讯线

路由器

Pox数据终端 服务器 智能电源

Wan O 局域网
Internet

集线器/交换机

Pox数据终端 服务器 智能电源

NetMate
出口通讯线

路由器

手机短信或传呼报警

定时管理国家和声音

网络远程监控计算机
（运行P Power 监控管理模式）

电源状态信息
     Email报警

集线器/交换机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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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格规
号型

Wk01 Wk51 Wk02 Wk03 Wk04 Wk05 Wk06 Wk08 Wk001 Wk021 Wk041 Wk061

流电电放 A82 A24 A65 A58 A311 A141 A961 A502 A552 A403 A063 A054

式方作工 时常正电主 , 电充池电对时同并出输电主 , 。出输急应池电由时常异电主当

输
入

压电 V083CA ± %52 相三 G+N+

率频 zH05 ± %5 ， zH06 ± %5

应
急

压电 V083CA ± %1 ）载负态稳（

率频 zH05 ± %2.0 ， zH06 ± %2.0 ）电供池电（

数因峰波 3∶∶∶∶∶1

真失波谐总 载负性线 %3< 载负性线非； %5<

载负态动 由（变瞬压电 0到 %001 ）变跃 <± %5 ）态状急应（

量数池电 23 节 33 节

压电池电 V483CD V693CD

间时换转 sm001<

力能载过 nim01%521 ， nim1%051

率效作工 %39 %39 %49 %49 %59 %59 %59 %69

声噪 84 ～ Bd06 35 ～ Bd56

式方却冷 冷风制强

度湿对相 %5 ～ %59

口接讯通 224SR/232SR

寸尺型外 )mm(
W x H x D

065 x 0041 x 008 065 x 0041 x 008 059 x 0081 x 058 0021 x 0081 x 009
0031 x
0081 x
009

0002 x
0081 x
00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田心工业区(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111 号理想大厦 1006 室) 邮编：523718(100086) 电话：0769-7725486(010-82665103)

传真：0769-7927259(010-82665104) 网址：www.zhicheng-champion.com E-mail：wei8@vip.163.com

“志成冠军”铅酸蓄电池

产品特点

免维护无须补液

适应环境温度广

使用寿命长

独特配方，深放电恢复性能好

安全防爆

无游离电解液，可侧倒使用

内阻小，大电流放电特性好

自放电小

产品系列

阀控式密封免维护

固定式防酸雾

风光储能专用

摩托车专用

铁路机车、客车专用

型号规格

2V 100Ah-3000Ah

6V 1.2Ah-200Ah

12V 1.2Ah-240Ah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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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联信系列应急电源(EPS)

特点

LYD 系列单相智能化 EPS

消防联动接口，RS232 接口

进口 IPM 智能功率模块组装

专利技术，空载电流小

Intel 公司 M80C196MC 技术

隔离变压器输出为纯正弦波

主机寿命达 20 年以上

可自动循环使用免维护铅酸电池

自动瞬间切换，可无人值守

维护简便

LCD 液晶显示

LYS 系列三相智能化 EPS

Intel微处理器控制，SPWM调

制技术，功能齐全

消防联动接口，RS232监控接

口

进口 IPM 智能功率模块，“四

合一”设计，结构简化

面板液晶显示及故障声光报

警，维护简单

节能性好，非应急供电时耗电

极低

性能稳定，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自动切换，可无人值守

无噪声，无公害，导线和器件具有阻燃性和非燃性

规格

LYD 系列 EPS

号型格规
寸尺形外

(宽 x 深 x 高 )mm()
间时急应

)nim(
量重

( 池电含 )gk()
式方装安

W006-DYL
006 x 512 x 006 06 06

式入嵌
式挂壁

006 x 512 x 008 09 57

Wk1-DYL 006 x 512 x 008 06 08

Wk5.1-DYL
006 x 512 x 0021 06 031

006 x 512 x 0041 09 051

Wk2-DYL
006 x 512 x 0021 06 012

式地落

006 x 512 x 0541 09 032

Wk3-DYL
007 x 003 x 0041 06 042

007 x 004 x 0051 09 063

Wk5-DYL
007 x 004 x 0511 06 014

057 x 005 x 0081 09 095

Wk7-DYL 008 x 006 x 0591 09 009

Wk01-DYL 009 x 006 x 0591 09 0021

注：1、拥有直流屏的变电站所、通信机房，应急电源（不含电池）体积减小

2/3，

2、嵌入式进出线安装孔，在上下两面中心位置有敲落孔。

号型
寸尺形外

mm( ）

寸尺箱池电
( 间时急应 )nim09

)mm(

量重
( 池电含 )

)gk(

Wk5.2-SYL 007 x 004 x 0001 内机主在池电 051

Wk5.5-SYL 057 x 004 x 0571 内机主在池电 004

Wk01-SYL 006 x 006 x 0022 008 x 006 x 0022 059

Wk22-SYL 008 x 006 x 0022 008 x 006 x 0022 0051

Wk73-SYL 008 x 006 x 0022 008( x 006 x )0022 x 2 0012

Wk55-SYL 008 x 006 x 0022 008( x 006 x )0022 x 2 0043

Wk57-SYL 008 x 006 x 0022 008( x 006 x )0022 x 3 0005

Wk011-SYL 008 x 006 x 0022 006( x 0001 x )0022 x 4 0047

Wk231-SYL 0011 x 0001 x 0022 006( x 0001 x )0022 x 5 0058

Wk061-SYL 0011 x 0001 x 0022 装安架上 0069

Wk002-SYL 0011 x 0001 x 0022 装安架上 00021

Wk004-SYL 0011 x 0001 x 0022 装安架上 00061

Wk006-SYL 0011 x 0001 x 0022 装安架上 00012

量容 5.1 ～ Wk006

器电充

电市入输 V022CA ± zH05%52 ± %3

压电电充 V42CD ～ V006CD

流电电充 5～ A05

式方电充 换转动自充浮，充均

池电蓄

类种池电 池电酸铅封密护维免

压电定额 V42CD ～ V006CD

间时用备 准标 nim09 ）定设要需据根可（

间时电充 ＜ h02

变逆急应

压电急应 V083CA ± zH05%3 ± %10.0

形波出输 （波弦正 DHT ≤ %5 ）性阻（）

力能载过 s01%021 ； s1%051

能功护保 护保相缺、载过、流过

换切急应 ＜ s2.0 式线在 sm0

境环作工

声噪 时电市 0 ≤时急应， Bd05

度湿对相 0～ %09 露结不

度温境环 02- ＋～ 04 ℃

度高拔海 ≤ m0052

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 号高新区 邮编：230088 电话：0551-5317688 5323322

传真：0551-5313339 网址：www.lianxin.net E-mail：lds@lianxin.net

合肥联信电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LYD 系列 EPS

LYS 系列 EPS

LYS 系列 EPS

主要技术性能

LYS 系列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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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艾诺系列EPS

产品型号及适用范围

样机图片

AN67-S 系列

适应于应急照明或事故照明；输入电压为AC380V或AC

220V，输出电压为AC220V;输入端可有单电源输入和双

电源输入两种形式。

AN67-T 系列

输入电压为AC380V，输出电压为AC380V 三相四线输

出。输入端可有单电源输入和双电源输入两种形式。产

品除可用于应急照明、事故照明之外，更适应于消防电

梯、卷帘门、风机、水泵、喷淋泵、供水泵等电感性负

载或混合供电。

AN67-M 系列

可变频启动电动机专用应急电源，应急电源与电动机之

间可直接连接。省去启动柜、控制柜、备用互投装置等

设备。根据负载要求可分为单机单负载、单机单负载一

用一备、单机双逆变双负载二用一备几类。

特点

采用 IGBT逆变技术，性能可靠，安装方便；综合造价

低，一次投资，长期受用，避免重复投资;

显示为中文大屏幕LCD蓝屏显示，采用 intel196CPU控

制，可计算机远程监控，真正实现无人值守;

可消防联动

无噪声，无排烟，无公害，环保，无火灾隐患，效率高。

主电供电时效率99％，应急供电时效率90％以上，且噪

声小于 55dB。

可适应恶劣环境，可放于地下室、电缆井、配电室等，机

器核心部分均进行了防尘、防霉、防潮、防盐处理，并

进行了二次封装，有效屏的屏蔽了外界干扰及辐射。所

有器件和电线均为阻燃材料，保证了在特殊使用条件下

系统的可靠性。

带载能力强，适用于电感性、电容性及混合性各种负载。

可超载20％正常工作。 对于消防水泵、风机等大功率设

备可变频启动，并且和机器直接相连，省去电机的软启

动和控制箱等设备。

主机和电池巡检二合一的系统显示方式，操作简章、可

靠。确保对电池组中每个单元电池进行实时在线监控，

而且能够和CPU之间直接进行通讯，并对坏电池进行报

警和提示，有效的避免了因电池损坏等非人为因素影响

机器正常工作。

主要技术性能

AN67-S 系列应急电源

号型 S5.0-76NA ～ S51-76NA

入输

（压电 V） 相单 V022 ± %52 相三或 V083 ± %52

数相 相三或相单

（率频 zH ） zH05 ± %5

出输

（压电 V） V022 ± %5

率频 )zH(
：时急应 zH05 ± %5.0

致一电市与：时常正

量容 )Wk( 5.0 ～ Wk51

（间时换切 s） ＜ 52.0 ）制订可求要殊特（

（间时电供急应 nim ） ≥ nim09

度真失及形波 于小度真失波弦正 %3

示显 幕屏大文中全 DCL 屏蓝

力能载超 载超 %02 作工常正

率效 ≥ %09 ）时作工急应（

池电 池电封密护维免

度湿对相 %09<

度温境环 02- ～ 05+ ℃

载负用适 载负种各类明照

AN67-T 系列应急电源产品技术参数

号型 T5.0-76NA ～ T004-76NA

入输

（压电 V） V083 ± %02

数相 线四相三 EP+

（率频 zH ） zH05 ± %5

出输

（压电 V） V083 ± %5

率频 )zH(
：时急应 zH05 ± %5.0

致一电市与：时常正

量容 )Wk( 5.0 ～ Wk004

（间时换切 s） ＜ s1.0 ）制订可求要殊特（

（间时电供急应 nim ） ≥ nim09

度真失及形波 于小度真失波弦正 %3

示显 幕屏大文中全 DCL

力能载超 载超 %02 作工常正

率效 ≥ %09 ）时作工急应（

池电 池电封密护维免

度湿对相 %09<

度温境环 02- ～ 05+ ℃

载负用适 载负类各性合混

地址：青岛市清江路 6 号 邮编：266034 电话：0532-5665570 5665571-8866

传真：0532-5665560 网址：www.ainuo.com.cn E-mail：xinjiandou@163.com

青岛艾诺仪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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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67-M 系列应急电源产品技术参数

号型 M5.0-76NA ～ M004-76NA

入输

（压电 V） V083 ± %02

数相 线四相三 EP+

（率频 zH ） zH05 ± %5

出输

（压电 V） 083 调可

率频 )zH( 0～ zH05 ）调可（

量容 )Wk( 5.0 ～ Wk004

（间时换切 s） ＜ s1.0 ）制订可求要殊特（

（间时电供急应 nim ） ≥ nim09 ）制订求要按可（

形波出输 MWP 波

力能载超 载超 %02 作工常正

率效 ≥ %09 ）时作工急应（

池电 池电封密护维免

度湿对相 %09<

度温境环 02- ～ 05+ ℃

载负用适 载负合混性容电感电和性感电

规格

AN67-S 系列

号型品产
量容
)Wk(

寸尺形外 )mm(
(宽 x 深 x 高)

式方装安

S5.0-76NA 5.0 006 x 012 x 006 挂或地落 / 式嵌

S1-76NA 1 006 x 512 x 0011 挂或地落 / 式嵌

5.1-76NA — S2 5.1 、2 006 x 512 x 0041 挂或地落 / 式嵌

3-76NA ～ S4 3、4 007 x 053 x 0571 式地落

5-76NA ～ S6 5、6 007 x 024 x 0581 式地落

7-76NA ～ S51 7～ 51 057 x 056 x 0002 式地落

AN67-T 和 AN67-M 系列

号型品产 量容 Wk( ） （寸尺机主 mm ）

T-76NA 和 M-76NA Wk5.0 ～ Wk51 006 x 006 x 0021 — 0022

T-76NA 和 M-76NA Wk51 ～ Wk001 006-0001 x 008 x 0022

T-76NA 和 M-76NA Wk001 上以 定待

产品选用及设计要点

AN67-S 系列或 AN67-T 系列用于带照明负载时

型类载负 SPE 式方择选量容

灯光日器流镇子电 和率功灯光日器流镇子电 x 1.1 ；倍

灯光日器流镇感电 和率功灯光日器流镇感电 x 5.1 ；倍

灯钠属金或灯物化卤属金 和总率功灯钠属金或灯物化卤属 x 6.1 倍。

动力负荷选型

单台电动能同时启动选型

型类载负 SPE 择选量容

机动电动启接直台单 率功机动电动启接直 x 7倍

机动电动启角三星台单 率功机动电动启角三星 x 4倍

机动电动启软台单 功机动电动启软 率 x 3倍

机动电动启频变台单 功机动电动启频变 率 x 1倍

当EPS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同时启动时，则EPS的容量应

遵循如下原则：

EPS容量 =带变频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 +带软启动电动

机功率之和×2.5倍+带星三角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3

倍 + 直接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 5 倍

当 EPS 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分别单台启动时(不是同时启

动)，则 EPS 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

EPS 容量 = 各个电动机功率之和

但同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上述电动机中直接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

容量的 1/7

星三角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 EPS 的 1/4

软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 EPS 的 1/3

变频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不大于 EPS

如果不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则应按条件中的最大数选

择EPS的容量，电动机启动时的顺序应为直接启动的在

先，其次是星三角的启动，有软启动的再启动，最后是

变频启动的再启动。

当用AN67-M系列EPS带混合负载时，EPS的容量应遵

循如下原则：

EPS 容量 = 所有负载总功率之和

但必须满足以下六条件，若不满足，则按其中最大的容

量来确定 EPS 容量。

负载中直接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 EPS 容量

的 1/7

负载中星三角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 容量

的 1/4

负载中有软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

的 1/3

负载中有变频器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不大于

EPS 容量

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不大于 EPS 容量

电动机功率容量=直接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

5倍+星三角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3倍+软启

动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 2.5 倍 + 变频且同时启

动电动机功率之和

若电动机前后启动时间机差大于1min均不视为同时启动。

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含非电动机负载)的功率容量之和

不大于 EPS 容量。

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的功率之和=同时启动的非电动机

负载总功率 + 电动机功率容量。

地址：青岛市清江路 6 号 邮编：266034 电话：0532-5665570 5665571-8866

传真：0532-5665560 网址：www.ainuo.com.cn E-mail：xinjiandou@163.com

青岛艾诺仪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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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电控设备系列产品

产品基本组成 报警、防盗报警以及计算机等用电负荷。

特点：适用于交流电源供电质量较高，电源转换较快的

在线式或后备式方式工作的用电负荷。

消防应急集中供电电源柜 EPS-ACP，

GH-10～220kVA，型号：GH-EPS-ACP

输入电压：AC380/220V，+10％、-15％，输出电压：

AC380/220V，AC-DC-AC，应急为 AC 输出。

主要功能和技术要求完全同 GH-XJD-ACP 型要求。

使用范围：主要适用于电动机类负荷，如消防水泵、风

机等。

设计选用供电系统示意图：

注：1）电动机负荷启动方式选择 EPS 容量的要求详厂家说明。

2）若在带有水泵等负荷的EPS 中带应急照明时其照明容量不宜大于5kW 为佳。

HG
光
华
系
列
产
品

DBX 列系 志标散疏及灯明照急应防消

CD-SPE 列系 GK-DJX-HG 柜源电中集明照急应防消

CA-SPE 列系
TCA-DJX-HG 柜源电中集明照急应防消

PCA-DJX-HG 柜源电中集明照急应防消

1FYP-HG
1FYP-HG 阀火防烟排动电

K1FYP-HG 盒制控阀火防烟排动电

SDM 列系
CSDM 器测检置装水试端未

KSDM 块模制控置装水试端未

ZHG 列系 X-ZHG-AF ）盘（台控监中集

产品主要功能及特点

消防应急疏散标志：XBD-II01D型，光片（电致发光）

2W/6V～220V输入。XBD-II01E型，LED，3W/AC220V。

消防应急照明集中电源柜 EPS-DC、型号：GH-XJD-

KG 0.5～10kW。

输入电压：AC380/220V，+10％、-15％，输出电压：

AC-DC，有市电 AC220V，无市电 DC220V。

产品主要功能及技术要求满足国标 GB17945-2000。

特点：具有国家专利技术支持的“ATV”独特的充电电

路，可提高电池使用寿命。

对每只电池都有电压监控显示和故障报警。

可配置直流 24V 浮充稳压电源，供消防联动控制。

可提供 GHvision 软件管理技术实现远程监控服务。

可为建立智能建筑中“FAS”系统提供接口或独立消防

监控系统。

设计选用供电系统示意图

EPS-DC输出供应急照明时要求日光灯和节能灯均用电

子整流器，本产品一般仅用于应急照明供电系统。

消防应急集中供电电源柜EPS-ACT，0.5～10kW，型号：

GH-EPS-ACT。

输入电压：AC380/220V，+10％、-15％，输出电压：

AC220V，AC-DC-AC，应急为 AC 输出。

主要功能和技术要求除输出应急回路为交流外，其余同

GH-XJD-KG要求。使用范围主要用于应急照明和火灾

I

II

K
K1

K2

1K

2K

3K

EPS-DC
GH-XJD-KG
0.5～10KW

持续式照明

非持续式照明

CD24VDC-24V

浮充稳压电源

FK/1P

1FK/3P

非应急照明

三相输出
(如用于防火卷帘等)

注：点线框内设备由设计需要配置。

 
K EPS-AC

GH-XJD-ACP
10～220KW

K1/3P

K2/3P

K3/3P
电压转换器

消防水泵

排烟风机

应急照明

电动排烟防火阀GHPYF1型，电压 24VDC，电流 0.8A

电动排烟防火阀主要功能和特点：

主要功能：

采用电机带动齿轮传动方式，代替了传统型用机械储能

电磁铁弹簧式手动复位型排烟阀。操作灵活可靠，可远

程手动复位。

排烟阀可随烟探测器自动打开，当火灾报警器复位时自

动复位。

可提供“FAS”系统接口在消防中心和现场控制盒旁都

能远程和现场操作和了解动作状态。

动作可靠，维护方便，价格与旧式电磁阀相当。

控制盒 GH-PYF1K 技术性能：

电压：DC18～26V，1A（阀门动作后 0.2A）。

输入：由报警控制模块引来DC24V，100mA启动阀门。

输出：一对干触点反馈火灾报警模块动作信号。

MDS 型末端试水装置：该产品是检测自喷系统管网末

端水压和流量等技术参数的装置，它可大大提高自喷系

统自检功能和自动化水平。本产品由 MDSC 测试器和

MDSK 检测控制器组成。MDSC 可发送管网水流量

（升 / 分），压力（低压 0.05Mpa）等信号给 MDSK进行

显示和报警，从而可配合实现“FAS”系统智能化需要。

GHZ-（60-120）点“FAS”系统监控台（盘）。

GHZ型监控台（盘）可配合电源柜、排烟阀、末端试水

装置等产品组成二总线数字传输独立的“FAS”系统，它

可与火灾报警自动控制系统构成冗余控制系统，实现自

检、远程控制、自动监控等功能。

四川欣光华电控设备有限公司(原成都市光华电控设备厂)
地址：成都市外西后沙湾 邮编: 610081 电话：028 — 87647445

传真：028 — 87647445 网址：www.gh-cn.com E-mail:webmaster@gh-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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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夫EPS应急电源

产品基本组成及适用范围

SES(照明)单相系列

适用于建筑物的消防应急照明等多种灯具，包括卤素灯、

钠灯。为商业和工业的照明系统提供规格齐全的应急电

源装置。

SET(动力 / 照明)三相系列

除具备 SES(照明)系列的全部功能外，适用于建筑物的

消防水泵、电梯、风机等各种动力负荷。

SEM(动力变频)三相变频系列

专为电动机类负荷量身定做的可变频的三相应急电源系

统，而且能解决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对供应装置的冲击。

为风机、水泵等任何电动机类负荷提供容量比为1∶1的

省电、省钱的完美解决方案。

产品特点

斯沃夫 EPS 主机可靠性能体现

输入配置EMI滤波电路及整流隔离变压器，能起到净化

隔离的作用。

输出带 AC 电容滤波及输出隔离变压器，能适应任意负

载，有效抵抗负载的冲击。

PCB 采用 SMD 表面封装技术，能有效抗湿抗潮。

EPS内部控制系统晶振备份，及双电源冗余供电，提高

了系统稳定性。

独特的结构设计使变压器部分与功率器件部分散热完全

隔离。有效降低半导体器件的温升，以及散热风机备份，

提高 EPS 的使用寿命。

斯沃夫 EPS 充电模块可靠性能体现

智能化充电管理：在 EPS 的整流模块 CPU 中设置了从

7AH~1000AH之间所有电池的标准充电曲线。根据电池

的不同容量对其进行充电，充电更安全，也更有效率。

采用温度补偿技术：可根据温度的变化来控制充电电流

的大小，能有效维持电池内部物质的活性，既保证了充

电的效率，又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采用阻抗分析法对每一节蓄电池内阻进行实时监控，更

准确可靠的预测其寿命。

斯沃夫 EPS 专用蓄电池特点

斯沃夫 EPS 采用的是韩国 EVERSUN 的 EPS 专用电池，

这种电池采用特殊配方，降低了环境温度对其使用的影

响，在 0~40℃的环境下寿命可达 5年以上，大大节省了

EPS 电池维护的成本。

SET(动力 / 照明)三相应急电源工作原理图

地址：上海市北青公路 730号绍盛工业园区 9号厂区 邮编：200052 电话：021-62269398 62269248

传真：021-62260147 网址：www.swof.com E-mail：swof@163.net

上海斯沃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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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专用蓄电池

名称 韩国 EVERSUN(恒日)

EPS 专用蓄电池

基本组成及适用范围

众所周知，应急电源的后备时间一般为90～120min意味

着需要大量的蓄电池，而蓄电池价格不菲，因此蓄电池

几乎占到整套EPS系统总价的一半，然而电池本身属于

消耗品，寿命有限，且EPS长年处于较差的环境（地下

室等潮湿环境），不像UPS一般处于空调房（25℃），所

以就更易损耗电池。目前国内大部分 EPS 厂家都采用

UPS专用的普通铅酸蓄电池来作为EPS的电池，而这种

电池对环境要求高，在空调房（25℃）环境中，可用3～5

年，在普通环境下，只可用1～2年。韩国EVERSUN的

EPS专用蓄电池针对普通铅酸蓄电池寿命短，适应力差

的缺点，采用特殊配方，不受环境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在

0～40℃使用寿命可达5年以上，大大节省了EPS蓄电池

的维护成本。

特点

特殊铅钙合金板栅，高密度玻璃纤维

防止电解质漏出

使气体复合率达 99％以上

电池内阻特低，均衡性好，可作多组并联使用

低压孔系统

EPS专用蓄电池装备有一个安全的低压孔系统，在气体压力上

升至正常值以上时将自动释放多余的气体，以保证电池内没有

多余的气体。一旦压力恢复正常值将自动停止释放气体。

完全密封，无腐蚀性气体溢出

自放电率低，可长期储藏

EPS专用蓄电池有极佳的维持充电特性，并可被存储一段相当

长的时期。它在 25℃（77 oF）时的自放电量低于每天 0.08％。

温度越低，自放电量也越低。

浮充寿命可达10年（25℃），实际用于EPS时，电池寿

命可长达 5 年以上。

高效恢复能力

电池在放电后还有极佳的充电接受能力和恢复能力。

规格

地址：上海市北青公路 730号绍盛工业园区 9号厂区 邮编：200052 电话：021-62269398 62269248

传真：021-62260147 网址：www.swof.com E-mail：swof@163.net

上海斯沃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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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科SK系列应急电源(EPS)

产品类型

SKEPS-0.5kVA～15kVA(单相)

SKEPS(Y)-5kVA～40kVA(三相)

适用范围

用于应急灯具专用应急电源,消防动力电源,消防控制电源

输入相电压：AC187～AC242V

可连续工作 90min

产品特点

模块化电路和分布式布线；

铁壳屏蔽和防电磁干扰；

信号隔离，光耦传输；

冗余技术；

配备友好的 PC 工作界面，见图 1；

先进的充放电管理；

能够 120％超载运行；

实现消防联动。

图 1

SKEPS 原理图

工作原理图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中心工业园区纬五路三科工业园 邮编：325600 电话：0577-62666888
传真：0577-62666018 网址：www.sanke.com E-mail：sanke@sanke.com

浙江三科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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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渔港路 2号北座 邮编：000000 电话：0754-8520885
传真：0754-8551363 网址：www.sag.com.cn E-mail：sa2000@21cn.com

特点

适用于任何感性负载（如电梯、水泵等）和混合型负载 ；

逆变器采用最新一代IGBT功率器件，可靠性充分保障 ；

采用正弦波优化脉宽调制技术（PWM） ；

采用电力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智能化程度高 ；

采用全桥电路结构，可带动如电梯、风机、水泵、油泵

等电动机负载 ；

采用 CPU 控制、数字电路、高集成度电子元件 ；

性能稳定、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

因采用集散式结构设计，配置方案灵活，可满足不同用

户对系统配置和接线方案的要求；

装置所有运行参数均通过大屏幕液晶显示 ；

装置采用高度智能化的计算机监控，实现系统的“遥控”

“遥测”“遥信”功能以及无人值守，可灵活实现计算机

组网，也可独立组网；

独特的智能电池管理功能，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及使

电池保持在最佳容量状态。

型号定义

汕头自动化EPS系列

设计选要点

注明型号规格、数量、负载类型，以及充电方式、蓄电

池品牌、逆变器品牌；

注明接线方式，是否需要交流馈电（回路容量及数量）；

柜体外形尺寸，颜色，对安装尺寸有何特殊要求（否则

我司将按配置提供标准机柜）；

当装置需要实现与上位机通讯时，请具体提出技术要求

（如接口种类、通讯规约等）；

装置备用时间（这关系到充电机的输出电流大小及蓄电

池容量选择，如用户没提出，将按常规 1 小时配置）；

输出正弦波装置的额定容量与负载容量比值(见表 1)

如：TEP/T-055kW/S-112-1 则表示两路交流输入，输

出可变频，容量为55kW，选用高频开关模块式充电机，

进口逆变器，国产电池，备用时间为 1小时的三相应急

电源成套装置。

主要技术性能

型类载负 明说
量容
值比

载负梯电
频变有带机电动拖的梯电 1∶1

频变带不机电动拖的梯电 5∶1

载负门闸卷
大需量容以所，的动启时同是不门闸卷般一

的和总量容机电门有所动启时同于 3 可即倍
3∶1

、泵水
载负机风

、频变何任无载负若 Y ，施措等动启压降△—
的量容机电作工时同为需量容置装则 5 以倍

上
5∶1

时同为需量容的置装则，动启频变有载负若
的量容机电作工 1∶1

1∶1

有载负若 Y 的置装则，施措等动启压降△—
的量容机电作工时同为需量容 3 上以倍

3∶1

喷、防消如（机电的小较格规些一为载负如
用选则，）等机风排、泵水水供、淋 PET 系
用采议建则，时大较量容机电如；列 T/PET

。列系频变

载负型合混
和总量容的作工时同中载负为需量容置装

1∶1 上以
1∶1

汕头自动化电气集团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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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亚电源

地址：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 29栋 邮编：210032 电话：025-58843378 58747080 58648129

传真：025-58842492 网址：www.fs-ps.com E-mail：gy@fs-ps.com

功能

冠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GE 系列应急电源是新一

代应急供电设备，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尤其在消防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主要特点有：

美国 INTEL16 位，TI 公司 32 位 DSP 专用芯片控制；

日本三菱、日本东芝智能功率模块组装；

全自动高功率因数充电机；

单节蓄电池巡检；

中文液晶显示，RS232/485 接口，故障历史记录；

可与消防联动；

可带电动机负载和混合负载；

模块化设计；

可安装静态开关互换装置，转换时间小于 3ms；

集中监控功能，可采集各种工作电压、各种工作电流以

及温度等，控制逆变器、充电机、巡检仪运行状态和输

出状态，并发送声光报警信号。可复位，可与计算机通

讯，将装置各种参数及状态发送给上位机。

适用范围

高层建筑的电梯、中央空调、消防水泵、照明等

证券行业的交易大屏、照明、电梯等

银行的各类设施（监控装置、金融机具、金库等）

军用雷达、移动电站、人防、地下设施

医院及手术室、政府、机关、大型超市、商场

主要参数

运行环境条件

安装地点：室内

环境温度：-10～+50℃(特殊情况可定制)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 90％

直流电源

额定电压：220V

额定交流输入

交流电压：220V(单相) 380V(三相)

允许偏差：±15％

频率：50Hz

额定输出

额定电压：220V(单相) 380V(三相)

额定频率：50Hz

电压稳定精度：AC380V ± 5％

应急工作时间：90min（可扩容）

输出波形：纯正弦波、波形失真率(THD) ：≤ 5％(线性负载)

过载能力：120％ 正常工作，150％ 10s，200％ 1s

三相负载不平衡能力：100％(单相无此参数)

动态响应(0～100％）：5％

功率因数(PF）：0.8

逆变效率(80％阻性负载）：≥ 90％

峰值系数（CF）：3∶1

执行标准

GB 17945－ 2000 消防应急灯具

CSA 282 建筑用应急电源

IEEE 446－ 1995 工商业领域应急、备用电源系统

GB 16806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

GB/TT14048.1－ 200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

GB/T4942.2－ 1993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YD/T777－ 1999 通信用逆变设备

GB/T3859－ 1993 半导体变流器应用导则

Q/3201GYDY03－ 2004 GE 系列消防专用应急电源

规格

单相输出型应急电源 GED0.5～120kW

三相输出型应急电源 GES1～500kW

选用要点

照明

白炽灯按照负载实际功率 1∶1 选择

电子镇流器式日光灯按照标称总功率 1∶1.1 选择

电感镇流器式日光灯按照标称总功率 1∶1.5 选择

金属卤化物灯或金属钠灯按照标称总功率 1∶2 选择

电动机负载

直接启动的电机负荷或电磁操作装置留有 5 倍裕量

对于具有软启动的电动机留有 2.5 倍的裕量

对于具有变频启动的电动机，按实际负荷选用

南京冠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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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佳应急电源（EPS）系列产品

产品基本组成

单相输出的 YJDY 系列 EPS

YJDY系列EPS由单电源单输入、双电源输入二类产品

组成。有AC220V或AC380V输入，正常输出与市电一

致，应急输出 AC220V。应急输出容量一般不宜超过

10kW。

三相输出的 YJDY/S 系列 EPS

YJDY/S系列EPS由单电源、双电源输入二类产品组成。

均为 AC380/220V 输入、AC380/220V 输出。

三相变频输出的 YJDY/P 系列 EPS

YJDY/P 系列 EPS 由单逆变单台负载、单逆变单台负载

一用一备等产品组成。

称名品产 -YDJY □□ Wk 源电急应

入输
源电 V022/083CA ± 52 ，％ zH05 ±5％

数相 ＋线四相三或相单 EP

出输

量容 1～ Wk01

源电 ：时急应 V022CA ± %5 致一电市与：时常正，

形波 致一电市与：时常正，波弦正：时急应

率频 ：时急应 zH05 ± %5 致一电市与：时常正，

力能载过 021 行运常正％

间时换转 ≤ s1.0

池电 池电蓄酸铅护维免封密全

间时急应 为型准标 nim09

护保 护保温超、压过欠、载过、路短

率效 ＞电供急应 59 电供网电，％ 001 ％

声噪 ＜ Bd55

境环行运 －：度温 02 ＋～ 04 ≤：度湿对相；℃ %09

载负应适 载负种各类明照于用要主

称名品产 -S/YDJY □□ Wk 、 -P/YDJY □□ Wk 源电急应

入输

压电 V022/083CA ± %52

数相 ＋线四相三或相单 EP

率频 zH05 ± %5

出输

量容 2.2 ～ Wk054

压电 V022/083CA ±5％

形波 或波弦正 MWPS 波

率频 zH05 ±5 ：动启频变或，％ 0～ zH05

力能载过 021 行运常正％

间时换转 ≤ s2.0

池电 池电蓄酸铅护维免封密全

间时急应 为型准标 nim09 求要计设程工按可；

护保 护保温超、压过欠、载过、路短

示显 晶液文中幕屏大

率效 ＞电供急应 59 电供网电，％ 001 ％

声噪 ＜ Bd55

境环行运 －：度温 02 ＋～ 04 ≤：度湿对相；℃ 09 ％

载负应适 载负合混性容电感电和性感电应适别特

式方门开
护维、装安留需门后，线进部底，门开后前

道通

产品主要特点

正常 / 应急时，可输出 AC380/220V 电源。

应急输出正弦波供电，稳频、稳压。

输入 / 输出短路保护，过载、超温保护。

蓄电池采用变电压间歇脉冲法快速充电。

实时检测每一节蓄电池，以防过充、过放、高温、爆炸。

定期活化蓄电池，检测电池老化状态。

具有楼宇自动化接口，具有消防联动接口。

大屏幕全中文液晶显示。

适用范围

YJDY 系列 EPS

该产品主要是为疏散指示、事故照明等应急照明提供集

中供电的应急电源装置，无需配接特殊灯具。

YJDY/S 系列 EPS

该产品主要为消防设施或一级负荷和特别重要负荷或其

它负荷应急供电使用，如：消防泵、喷淋泵、电梯、卷

帘门、风机、应急照明等各种AC380V、AC220V用电电

器与设备。

YJDY/P 系列 EPS

该产品主要为消防设施或一级负荷和特别重要负荷或其

它负荷的电动机提供一种变频启动的三相应急电源，以

解决电动机的应急供电及其启动过程中对供电设备的冲

击。如：消防泵、喷淋泵、卷帘门、各种风机的电动机

或其它设备的电动机。

主要技术参数

YJDY 系列

YJDY/S、YJDY/P 系列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环城北路 268号 邮编：212200 电话：0511-8359138 8359139

传真：0511-8352271 网址：www.yinjia.com E-mail：zjyjxf@public.zj.js.cn

镇江银佳宝岛消防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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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选用要点

应急电源总容量应大于其所带全部负荷容量之和，同时

还应考虑其可靠系数及功率因数。

应急电源所带全部负荷同时工作的启动电流应小于其最

大输出电流。

应急电源可单、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时，应急电源

作为第二路电源后备工作；双电源供电时，应急电源作

为第三路电源后备工作。

蓄电池充电容量应按照应急电源总容量的10％计算，即应

急电源在对蓄电池充电时最大可能占用输入电源的容量。

YJDY 系列

输出回路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标准型为 3 路制作。

主要用于照明类各种负载（包括金属卤化灯）。

应急电源采用单相供电方式，大于 3kW 亦可采用三相供电方

式，但应急时输出均为单相 AC220V。

可提供消防联动接口，可受消防控制中心控制。

YJDY/S 系列

负载特性可为阻性、容性、感性及混合性负载。

对于用电设备中，有消防泵、喷淋泵、风机等各种电动机用电

负荷，若无任何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等措施，则应急电源针

对该部分的EPS容量应为同时工作的电动机总容量的5倍以上。

若电动机有变频启动装置，则应急电源针对该部分的EPS容量

即可等同于同时工作的电动机的总容量。

若电动机有星三角降压启动装置，则应急电源针对该部分的

EPS 容量应为同时工作的电动机总容量的 3 倍以上。

对于用电设备中，要求重载启动或其它与常用负载启动特性有

差异的负载，可适当考虑其 EPS 裕量。

YJDY/P 系列

应急电源应直接控制电机，对电机的操作使用均在 EPS 上。

应急电源控制的电动机容量即为 EPS 容量。

电动机一主一备相互切换可手动切换，也可自动切换。

产品安装要点

详见产品样本

产品订货要点

安装形式：挂墙（嵌墙）、落地（靠墙）。

进线方式：上进线、下进线。

EPS 应急总容量、应急供电时间及其输出支路数。

是单相还是三相供电；是双路还是单路进电。

提供应急电源所带负载种类、电动机启动方式。

提供建筑电气相关系统图等。

外形尺寸

YJDY 系列

量容 )Wk( 式方装安 寸尺形外 )mm(
宽L x 厚C x 高H

量重 )gk(

1 墙嵌、墙挂 006 x 042 x 0021 08

2 墙嵌、墙挂 007 x 042 x 0031 581

3 地落 006 x 004 x 0051 053

4 地落 006 x 008 x 0081 054

6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55

8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08

01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59

YJDY/S、YJDY/P 系列

量容 )Wk( 式方装安 寸尺形外 )mm(
宽L x 厚C x 高H

量重 )gk(

2.2 地落 006 x 008 x 0081 002

3 地落 006 x 008 x 0081 004

4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05

5.5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07

5.7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57

11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0001

51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x 2 0031

5.81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x 2 0041

22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x 2 0081

03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x 2 0091

73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x 3 0062

54 地落 006( x 008 x )0022 x 3 0053

55 地落
008( x 008 x )0022 x 1
006( x 008 x )0022 x 3

0063

57 地落
008( x 008 x )0022 x 1
006( x 008 x )0022 x 4

0035

09 地落
008( x 008 x )0022 x 1
006( x 008 x )0022 x 4

0007

011 地落
008( x 008 x )0022 x 1
006( x 008 x )0022 x 5

0017

注：其它应急电源容量为 132kW、160kW、200kW、220kW、250kW、315kW、

355kW、400kW、450kW等的 EPS 外形尺寸、参考重量详见产品样本。

执行标准

GB17945-2000

Q/321128AEG001-2004

Q/321128AEG002-2004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环城北路 268号 邮编：212200 电话：0511-8359138 8359139

传真：0511-8352271 网址：www.yinjia.com E-mail：zjyjxf@public.zj.js.cn

镇江银佳宝岛消防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注：请将填写好的调查问卷传真至 010-68368657或电话010-88361155-647，感谢您的支持！

调查问卷（生产厂家）

单位名称：

姓　　名：      　性别：    　部门：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编：

1、贵公司是否生产EPSEPSEPSEPSEPS？

□ 已经生产    □ 计划生产    □ 尚没有生产计划但想了解　

2、贵公司是否希望建立EPSEPSEPSEPSEPS厂家自己的行业组织？

□ 是    □ 否　

3、您希望这个组织执行何种职能，为企业提供何种服务？请说明。

4、贵公司希望通过何种方式推广EPSEPSEPSEPSEPS产品？

□ 专业展会　　□ 对设计人员的产品推介会    □ 业务人员上门推广　　□ 通过相关书籍、期刊

5、 贵公司对标准院的有关职能是否了解？

□ 很了解　　□ 一般了解　　□ 不了解

6、贵公司是否希望参与标准院EPSEPSEPSEPSEPS产品标准制定？

□ 非常希望参与　　□ 不想参与但希望了解有关情况　　□ 不关心

7、您认为目前EPSEPSEPSEPSEPS市场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 不良竞争影响产品质量　　□ 没有相关标准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 设计人员、开发商对产品不够了解

8、您对本次研讨会有何意见和建议？

9、您对标准院的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调查问卷（设计师、开发商）

单位名称：

姓　　名：      　性别：    　部门：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编：

注：请将填写好的调查问卷传真至 010-68368657或电话010-88361155-647，感谢您的支持！

请在以下选项中划√进行选择

1、您以前是否使用或设计过EPSEPSEPSEPSEPS产品？

□ 使用过    □ 没使用过　

2、 您对EPSEPSEPSEPSEPS产品是否了解？

□ 很了解　　□ 一般了解　　□ 不了解

3、您希望了解EPSEPSEPSEPSEPS产品的主要部件是：

□ 蓄电池　　 □ 逆变器　　□ 其它

4、您希望通过何种途径了解EPSEPSEPSEPSEPS产品？（可多选）

□ 厂商提供样本　　□ 参加有关展览   □ 参加有关会议    □ 通过相关专业书籍、期刊

5、您认为EPSEPSEPSEPSEPS的发展前景如何？

□ 将有突破性发展　　□ 缓慢良性发展    □ 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会成为主流电源产品

6、您认为EPSEPSEPSEPSEPS产品适用于以下哪类用途？

□ 消防应急照明备用电源　　□ 消防动力设备备用电源   □一级负荷备用电源

7、请列出您知道或了解的EPSEPSEPSEPSEPS生产厂家：

8、您对本次研讨会有何意见和建议？

9、您对标准院的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