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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V 直流供电系统 (型号 HVP-240/20A)

HVP-240/20A  240V 直流供电系统，是专为 IDC 机

房 IT 设备开发研制的新型高频开关电源设备，采用高频

软开关技术，模块化设计，具有“四遥”功能，输出标称

电压为 DC240V，配有标准 RS232 和 RS485 通讯接口，

易于和集中监控系统对接。

	 适用场合

IDC 机房、呼叫中心、电力监控机房、银行数据中心、

电子商务企业数据中心、网站企业数据中心、证券机构数

据中心等

	 产品特色

容许电网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超宽

（260Vac~530Vac)

整流模块采用 N+1 设计，具有过流、过压、过温等多

重保护和告警功能 ，支持热拔插，支持前维护

整流模块具有三相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功能，输入功率因

数 PF>0.99, 电流输入谐波失真低（THD<5%） 

监控模块的功能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提供多种现场可

配置功能，易于操作

系统具有效能管理功能 

系统具有绝缘监测和绝缘定位功能，绝缘监测支持手动

/ 自动两种模式 

系统提供直流功率与电度统计功能，方便用户能耗管理

系统告警干接点内容可自定义，提供 RS232/RS485 等

多种智能通讯口

蓄电池充电采用三段式管理方式，对蓄电池管理更合理，

有效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

注：本公司保留修改产品规格权利，规格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列表

设备类型 机种号 监控模块 整流模块
最大输出
容量

设备尺寸

一体化电源 HVP240400BB CUC-21H ESR-240/20A 400A 800mm(W)×600mm(D)
×2200mm(H)

分立电源
HVP2401200BB CUC-10H ESR-240/20A 1200A 见各屏体

HVP2401200BB01 CUC-21H ESR-240/20A 1200A 见各屏体

分
立
电
源

交流屏
ADC-380/630BCA / / 630A 800mm(W)×600mm(D)

×2200mm(H)

ADC-380/630BCA1 / / 630A 800mm(W)×600mm(D)
×2000mm(H)

整流主
屏

HVP-RC240600BB CUC-10H ESR-240/20A 600A 800mm(W)×600mm(D)
×2200mm(H)

HVP-RC240400BB CUC-21H ESR-240/20A 400A 600mm(W)×600mm(D)
×2000mm(H)

整流副
屏

HVP-RC240600BB1 / ESR-240/20A 600A 800mm(W)×600mm(D)
×2200mm(H)

HVP-RC240400BB1 / ESR-240/20A 400A 600mm(W)×600mm(D)
×2000mm(H)

直流屏
HVP-DC2401200 / / 1200A 800mm(W)×600mm(D)

×2200mm(H)

HVP-DC240120002 / / 1200A 800mm(W)×600mm(D)
×2000mm(H)

智能列头柜 HVP-DC24040001 / / 400A 800mm(W)×600mm(D)
×2000mm(H)

配电单元 HVP-DC24032 / / 32A 482mm(W)×89mm(D)
×132mm(H)

并联逆变器
（配套设备） IPS240D6QA6A CUZ-03HA ESI242B1500TL 6kVA 482mm(W)×430mm(D)

×132mm(H)

单体逆变器
（配套设备）

ESI242N1000TL
ESI242N2000TL
ESI242N3000TL

/ /
1kVA
2kVA
3kVA

482mm(W)×280mm(D)
×89mm(H)



分立电源

HVP2401200BB HVP2401200BB01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1200A（最多配置 60 个 240/20A 的整流模块）

交流输入														380Vac		三相四线制

人机界面														液晶显示屏，全中文显示

交流输入开关										见交流屏配置

负载分路														见直流屏配置

电池分路														见直流屏配置

本电源系统采用分立式柜体结构，整流模块集成在二个或三个柜体内，交流 / 直流配电单独列柜；

系统最大容量 240V/1200A，适用于大中型 IDC 机房、呼叫中心等场合，为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

等设备提供稳定的 240V 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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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尺寸及重量

名称 机种号 尺寸
（宽 * 深 * 高，单位：mm） 重量（单位：KG）

交流屏
ADC-380/630BCA 800× 600× 2200 200

ADC-380/630BCA1 800× 600× 2000 180

整流主屏
HVP-RC240600BB 800×600×2200 200（不含整流模块）

HVP-RC240400BB 600×600×2000 180（不含整流模块）

整流副屏
HVP-RC240600BB1 800× 600× 2200 200（不含整流模块）

HVP-RC240400BB1 600×600×2000 180（不含整流模块）

直流屏
HVP-DC2401200 800× 600× 2200 200

HVP-DC240120002 800× 600× 2000 180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一体化电源

HVP240400BB

产品介绍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400A	( 最多配置 20 个 240V/20A 的整流模块 )

交流输入电压										380Vac，三相四线制

人机界面														液晶显示屏，全中文显示

母线绝缘监测										标配

交流输入开关										250A	×	2 路	( 三相 )

负载分路														400A	×	2 路	( 熔丝，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电池分路														400A	×	2 路	( 熔丝，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尺寸（mm）：800（宽）× 600（深）× 2200（高）

重量（kg）：200（不含整流模块）

	 外观尺寸及重量

本一体化电源集成交流输入配电、直流输出配电、监控单元、整流模块在一个柜体内的方式，结构

紧凑、简洁；系统最大容量 240V/400A，适用于中小型 IDC 机房、呼叫中心等场合，为服务器、交换机、

路由器等设备提供稳定的 240V 直流电源。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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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mm）：800（宽）× 600（深）× 2200（高）或 800（宽）× 600（深）× 2000（高）

重量（kg）：200 或 180

尺寸（mm）：800（宽）× 600（深）× 2200（高）或 600（宽）× 600（深）× 2000（高）

重量（kg）：200（不含整流模块）或 180（不含整流模块）

	 外观尺寸及重量

	 外观尺寸及重量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380V/630A

人机界面														液晶显示屏（选配）

交流输入														630A	×	2 路（空开，分路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输出分路														400A	×	4 路（空开，分路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或 250A	×	4 路（空开，分路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600A 或 240V/400A

人机界面														液晶显示屏

HVP-RC240600BB HVP-RC240400BB

240V 直流供电系统交流配电屏；最大容量 630A，对 240V 直流电源整流屏进行电力分配。 240V 直流供电系统整流屏主屏，最大容量 600A 或 400A，可配置 30 个或 20 个 20A 整流模块，

带监控模块。

整流屏主屏

ADC-380/630BCA ADC-380/630BCA1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交流配电屏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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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600A 或 240V/400A

人机界面														选配

尺寸（mm）：800（宽）× 600（深）× 2200（高）或 600（宽）× 600（深）× 2000（高）

重量（kg）：200（不含整流模块）或 180（不含整流模块）

	 外观尺寸及重量

240V 直流供电系统整流屏副屏，最大容量 600A 或 400A，可配置 30 个或 20 个 20A 整流模块。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1200A

人机界面													液晶显示屏（选配）

母线绝缘监测									标配

分路绝缘监测									选配

电量统计功能									选配

电池分路													630A	×	2 路	( 熔丝、空开、刀熔可选，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负载分路													400A	×	3 路	( 熔丝、空开、刀熔可选，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250A	×	3 路	( 熔丝、空开、刀熔可选，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尺寸（mm）：800（宽）× 600（深）× 2200（高）或 800（宽）× 600（深）× 2000（高）

重量（kg）：200 或 180

	 外观尺寸及重量

240V 直流供电系统直流配电屏；最大容量 1200A，可作为直流配电屏单独使用。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HVP-RC240600BB1 HVP-RC240400BB1 HVP-DC2401200 HVP-DC240120002

整流屏副屏 直流配电屏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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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V 直流电源主要部件 240V 直流电源主要部件

ESR-240/20A CUC-10H CUC-21H

	工作环境条件

(1)	环境温度：								-5℃～ +40℃

(2)	相对湿度：								0～ 95%	（不凝结）

	交流输入

(1)	输入电压：								AC	380V(260V～ 530V)

(2)	输入电流：								＜ 16A	(额定输入，20A模块 )

(3)	频率：												45Hz～ 60Hz

(4)	功率因数：								>	0.99	(额定输入)

(5)	谐波 THD										≤ 5%	(额定输入)

(6)	效率：												≥	94%	(额定输入)

	直流输出

(1)	电压：												204Vdc～ 290Vdc	

(2)	电流：												20A

(3)	均流特性：							±3%（50%～ 100%负载）

1）供电电源：

90Vdc～ 400Vdc

90Vac～ 282Vac

2）人机界面

240*128(10*20汉字 )LCD，全中文显示

3）电池管理:		

独具特色的三段式电池自动限流模式：深度放电

限流、浮充限流、均充限流三个阶段，保障蓄电

池可靠工作。

4）配电管理:		

直流配电单元具有总输入和支路的电流、功率、

电能统计功能。

交直流输入模拟/开关量检测和告警，含电池熔

丝故障检测及告警，交直流SPD失效告警。

5）效能管理：

可以依据当前电源模块的负载率，自动关闭或开

启模块，从而保证电源模块以最高效率输出。

6）绝缘监测：

不仅能“测量出直流系统单极或两极绝缘下

降和绝缘电阻数值”，还能精确测量出同分

路或多分路两极平衡绝缘下降及绝缘电阻值。

	告警与保护

(1)	输入过/欠电压保护				自动关机保护，输入正	

																											常后，自动恢复正常。

(2)	输出过电压保护								模块自动停机且锁住。	

						需重新开机才能恢复。	

(3)	过流及短路保护								短路时自动关机保护。			

						短路或过电流故障排除

						后，可自动恢复输出。

(4)	过温保护														 停机保护，温度正常后	

						自动恢复输出等。

	产品可靠性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  >250000 小时

	外形尺寸及重量

(1)	尺寸（宽×深×高）：	

				85mm×	398mm×	240mm

(2)	重量：	7	kg

可与电源系统主监控组网,也可单独配套我公

司直流列头柜使用。

可同时支持双母排供电结构。

绝缘监察分路定位功能可支持16个直流配电

屏,每屏支持定位数80路。与绝缘监测单元通

讯，支持绝缘监测和绝缘定位，支持绝缘监测

的手动、自动两种模式。

7）干接点管理：

支持可编程干结点输入功能

支持可配置告警信息的干结点输出功能

8）通讯接口：	

RS232、RS485

9）通讯协议:		

提供用于动环监控的电总协议和屏间及设备

互联的MODBUS协议。

10）软件升级:		

可用 RS232串口现场升级应用程序，也可以远

程升级应用程序。

11）告警管理：

可以对系统多种告警进行配置，不小于2000

条历史告警记录

技术参数

监控模块整流模块



智能列头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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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400A

系统配置模式										单母线或双母线

直流输入														400A×2 路（空开或熔丝，A、B两路）

输出分路			A 路：						32A	×	20 路（空开，分路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B 路：						32A	×	20 路（空开，分路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智能监控
人机界面														液晶显示屏，全中文显示

分路开关状态										标配（40 路以内）

总电量统计功能								标配

分路电量统计功能						选配

绝缘监测功能										选配

通讯功能														RS232

尺寸（mm）：800（宽）× 600（深）× 2200（高）

重量（kg）：200

	 外观尺寸及重量

240V 直流供电系统的智能列头柜；产品整体采用智能化设计，检测单元支持热插拔，方便维护；

设计功能齐全，可在线监测电压、电流、环境温度、绝缘状况、用电电量、分路状态等情况，方便后台

管理和数据调阅。最大容量 400A，独立监控，作为 240V 直流电源的二级屏柜，为网络机柜等提供直

流配电，可单独使用。

240V 直流配电单元

	 基本配置	

系统最大容量										240V/32A

直流输入														32A	×	1 路（最多 2路空开，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输出分路														16A	×	10 路	( 空开，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 )

尺寸（mm）：482（宽）× 89（深）× 132（高）

重量（kg）：8

	 外观尺寸及重量

HVP-DC24032

240V 直流配电单元，采用直流专用空开，最大容量 32A，嵌入式，3U 高，可安装于机房内网络机

架上进行电力分配。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HVP-DC24040001

智能列头柜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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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V 直流电源配套设备

	 规格配置 	 规格配置

尺寸（mm）：482（宽）× 430（深）× 132（高）

重量（kg）：19（含 4 台逆变模块）

尺寸（mm）：482（宽）× 280（深）× 89（高）

重量（kg）：10

	 外观尺寸及重量

	 外观尺寸及重量

240V 并联逆变电源系列 240V 单机逆变电源系列

240V 并联逆变器电源， 最大容量 6kVA，嵌入式，3U 高；系统由监控模块、逆变模块（最多 4 台）

组成，输入 240Vdc，输出 220Vac。适用与 240V 直流电源系统配套使用。

240V 逆变器电源，最大容量 3kVA，嵌入式 ,2U 高；输入 240Vdc，输出 220Vac。适用与 240V

直流电源系统配套使用。

系统机种号 IPS240D6QA6A

模块机种号 ESI242B1500TL

输入类型 198Vdc	～	302Vdc

输出电压 220Vac±2%

人机界面 LED ＋ LCD

通讯接口 RS485

机种号

3kVA:	ESI242N3000TL

2kVA:	ESI242N2000TL

1kVA:	ESI242N1000TL

输入类型 198Vdc	～	302Vdc

输出电压 220Vac±2%

人机界面 LED ＋ LCD

通讯接口 RS485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注：上述系统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制，具体需求可与当地中达分公司联系。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240V 直流电源配套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