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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a PX
适用于数据中心的模块化可扩展高效率的电源保护
Symmetra PX 96/160kW
16kW 至160kW之间可扩展

>

适用于小型、中型及大型数据中
心或者高密度区域，业界领先的
效率、可用性和性能，按需规
划、模块化、可升级的三相电源
保护解决方案

> 世界上提供同等电源和运行时间的
方案中占地面积最小
> 模块化，可升级，无需被动停机
> 高效率双变换技术，效率可达 95%
> 高密度设计
> 总体拥有成本低
> 1.0输出功率因数(kW=kVA)
> 可选超高效、超安全的模块化电源
分配
> 基于机柜设计，灵活美观
> 无需后部访问
> 长寿命电池(5-8年)

Symmetra® PX 96/160
按需规划、模块化、可升级的三相电源保护解决方案，业界领先的效率、可用性和
性能，适用于小型、中型和大型数据中心或高密度区域

APC Symmetra PX 96/160 kW是一款全球化的高效率的电源保
护系统，其设计旨在实现成本效益、冗余性的同时提供高等级
的可用性。在两个或三个机柜的空间内，Symmetra PX为380V
部署提供高达96kW或160kW的电源保护，并采用可热拔插的
长寿命电池使有效运行时间最大化。
Symmetra PX 96/160kW可完美集成到当今最先进的数据中
心设计中，是真正的模块化系统，由可热拔插的功率模块、
智能模块、电池模块、旁路和电源分配组成，该体系结构可
根据您的数据中心增长或更高可用性等级的需求，在16kW到
160kW之间对功率和运行时间进行扩展，自诊断功能增强了
Symmetra PX 96/160kW的可管理性，并提高了数据中心的整
体可靠性。
Symmetra PX 160kW

作为APC InfraStruXure ® 系统的核心电源系统，Symmetra PX
系列适用于高效管理的小型、中型及大型数据中心，其设计
可大大缓解由于增长造成的数据中心空间紧缺。 标准化、
工厂组装测试的模块大大降低了人为错误。无需后部访问，
Symmetra PX 96/160kW可直接置于数据中心地板上、安装于
设备间或靠墙摆放。
Symmetra PX 96kW 占地仅1.28平方米， Symmetra PX 96kW
占地空间仅1.92平方米。不需要很大的空间，您便可享受到梦
寐以求的Symmetra PX家族的高可用性、灵活性和低廉的总体
拥有成本。

Symmetra PX 96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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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a® PX 96/160
可配置专用的模块化电源分配

APC独特设计的模块化电源分配无需高温作业或计划性停机便可实现电源分配
系统的安全扩展。APC Symmetra PX 96/160KW配置模块化电源分配可大大增
强供电系统的升级能力 。
在起始，您只需要按照当时的需求为电源分配单元配置断路器模块。 当电力
需求增加，扩展十分简单，只需将断路器模块沿滑轨安装到位即可—无需工
具、标准化、工厂组装的模块，大大降低安装或例行维护期间产生人为错误的
风险。 模块化电源分配单元的自诊断能力，例如分支电流监控和断路器位置
监控，在增强 Symmetra PX 96/160kW的可管理性的同时提高整个数据中心的
可靠性。
为Symmetra PX 96/160 配置模块化电源分配并不会使占地面积增加；电池被
安装在电源分配单元的后部，这样配置模块化电源分配的Symmetra PX96KW
和Symmetra PX160KW占地面积同样为1.28平方米和1.92平方米，便可提供
电源保护、电源分配和运行时间 。正如您对Symmetra PX 家族期望的一样，
Symmetra PX 96/160 配置专用的模块化电源分配使您获得高度的可用性、超
级的灵活性和低廉的总体拥有成本。

160kW 模块化电源分配单元

断路器模块

带电源分配的Symmetra PX 160

带电源分配的Symmetra PX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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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a® PX
1

6

特点和收益

4
9

1

双电源输入/输出

2

5

可通过上进线或下进线，连接至2个独立的电源输入，以
提高可用性
2

3

热拔插长寿命电池模块
并联连接可提高可用性。热拔插电池模块采用先进的
电池监控和温度补偿充电技术，大大延长电池寿命。
由此电池预期寿命可达5-8年，降低系统生命周期成本
(TCO), 同时热拔插功能可降低更换成本和平均修复时间
(MTTR)。附加的电池柜可支持更长的运行时间。

3

7
8

10

灵活配置的本地/远程外部电池柜
UPS最多可连接4个电池柜，提供更长的运行时间和更高的可用性，满足您数据中心的需求。

4

高效率 (95%) 功率模块 – 即使在30%负载下
独立机构TÜV证实, 采用高效率双变换技术的功率模块在为您的数据中心提供最佳电源保护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供电及制
冷成本，节约开支。

5

LCD 显示界面
提供清晰的报警、状态数据和系统配置选项等文本总揽信息。

6

主智能模块和备份智能模块
自动预测诊断增强监控和能源成本控制能力。对主智能模块进行备份，确保您的系统实现最大的可用性。

7

网络管理卡
提供UPS 状态和事件通知。智能插槽位置支持干结点，用于环境监控、楼宇管理系统(Modbus/Jbus), 及附加的网络管理卡。

8

内置静态旁路开关
热拔插的静态旁路开关可使UPS在严重过载或故障的情况下，采用不断电的方式将负载切换至市电，即使在过载125% 情况
下也能确保数据中心继续运行。

9

高密度紧凑设计
无需后部访问的多功能合一的解决方案，大大提高您为这款节省空间的UPS选择放置位置的灵活性，您可以将Symmetra PX
96/160kW 安装在任何位置，甚至靠墙摆放，这样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用于IT设备。

10

模块化电源分配(可选)
适应性强，可配置的电源分配解决方案满足您需求的变化—无需强制停机。输出计量、分支电流/电路监控及断路器位置监
控，大大简化供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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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a® PX
高密度, 高效率, 可扩展, 模块化
模块化，可扩展
> 可从16kW扩展到160kW
> 一次安装服务
> 模块化组件便于今后随着负载的增加而扩展
> N+1 冗余最高可达144kW
> 可选的模块化电源分配
> 可热拔插的功率、电池模块
> 可热拔插的断路器模块，适用于带电源分配的型号
> 所有组件均基于NetShelter SX 机柜设计
(1991 x 600 x 1070mm 高x宽x深)

高密度，灵活配置
> 模块化、高能效设计，同类产品最高的功率密度
> 释放宝贵的数据中心空间

> 模块化体系结构提供当今数据中心所需的灵活性，简化安
装

- 高达96kW只占1.28平方米的空间(包括电池)

- 机房空间或靠墙空间

- 高达160kW 只占1.92平方米的空间(包括电池)

- 顶部供电，底部供电

> 集供电、电池和电源分配，将方案密度最大化，减少占地
空间
> 所有操作均在设备正面进行，无需后部访问(仅限UPS)

- 单路供电，双路供电
> 可热升级的功率模块和电源分配模块，16kW 到160kW
轻松扩展

电能效率
由独立机构TUV验证，在30%负载下，效率可达95% ，有助降
低供电和制冷成本，大大降低整个机房的总体拥有成本。

全面的服务
> 保修服务

> 安装服务

- 1年保修， 包括配件、人工和差旅

APC授权的服务人员派往您的现场以确认Symmetra PX正

- 下一工作日响应

确安装

- 在许多地区可提供8 小时或 4小时响应升级服务
> 开机服务

> 现场服务
4-小时，第二天或者下一个工作日响应时间可选，经厂家

每台Symmetra PX 96/160 UPS都标配了免费的5x8开机服

培训的技术人员将到达您的现场，对系统进行诊断或维

务以确保最佳的性能。 开机服务包含在工厂保修之中是

修。

必需的服务。作为选项，您可以升级到7x24服务。
> 预防性维护服务

> 项目管理
按时并在预算内完成您的数据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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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metra® PX
选件/附件
用于延长运行时间的电池柜
为了延长负载的后备时间，您可以增加可选的用于延长运行时
间的电池柜， Symmetra PX 96/160 最多可连接4个电池柜。
在96KW负载的情况下可提供43分钟的供电，在160KW负载的
情况下可提供22分钟的供电。

电源分配
随着需求增长扩展势在必行，这时您无需停机便可
增加断路器。断路器模块插接至“touch-safe”背
板，可免除用户受到电伤害的危险。电源分配系统
通过输出计量、分支电流/电路监控和自动侦测功
能，大大简化了供电管理。多种额定功率和线缆长
度型号确保从低到高不同功率的兼容性和安装的便
利性。

管理卡
智能插槽用于选择以下APC管理卡来扩展UPS的监控能力：
> 网络管理卡：已经标配了一块网络管理卡; 通过网络管理
卡用户可通过网络监测和控制UPS, 根据需要，您可以选择
安装第二块管理卡作为冗余配置。
> 干接点/环境管理卡：通过采用外部设备，例如传感器，
监控UPS的状态和环境。
> 楼宇系统管理 (Modbus/Jbus) 卡：实现通过楼宇管理系统
来监测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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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UPS额定值 kVA/KW (PF = 1)

96kW

160kW

主输入 (正常运行)
电网系统

3条相线+ 中性线 + 地线

3条相线+ 中性线 + 地线

电压范围 (满负载)

340-477V

340-477V

频率范围

40-70Hz ，转换率为10Hz/sec

40-70Hz ，转换率为10Hz/sec

功率因数 (PF)

>0.99 @ load > 50%

>0.99 @ load > 50%

输入电流失真度I thd (满负载)

< 5%

< 5%

额定输入电流

380V时154A ，400V时146A，或415V时141A

380V时256A，400V时243A，或415V时234A

最大输入电流(额定Vin, 10%充电蓄电池)

380V时169A ，400V时160A，或415V时155A

380V时281A，400V时267A，或415V时258A

输入电流限值

380V/400V/415V时197A

380V/400V/415V时295A

最大输入短路水平

30kA

30kA

保护

回授接触器

回授接触器

旁路输入 (旁路运行)
电网系统

3条相线+ 中性线 + 地线

3条相线+ 中性线 + 地线

电压 (额定)

380V / 400V / 415V

380V / 400V / 415V

电压(范围)

+/-10% (以所选的电压为基准)

+/-10% (以所选的电压为基准)

频率 (额定)

50/60Hz

50/60Hz

频率 (范围)

+/-0.1Hz，+/-3Hz，+/-10Hz (用户可选)

+/-0.1Hz，+/-3Hz，+/-10Hz (用户可选)

额定输入电流

380V时147A；400V时139A；415V时134A

380V时243A；400V时231A；415V时223A

最大过载输入电流

380V时184A；400V时174A；415V时167A

380V时304A；400V时289A；415V时278A

96kW

160kW

输出
额定功率
电网系统

3条相线+ 中性线 + 地线

3条相线+ 中性线 + 地线

电压 (额定)

380V / 400V / 415V L-L

380V / 400V / 415V L-L

输出电流 (额定)

380V时147A；400V时139A；415V时134A

380V时243A；400V时231A；415V时223A

最长蓄电池运行时间

无限制

无限制

频率调节

50/60Hz旁路同步，50/60Hz +/-0.1%自由运行

50/60Hz旁路同步，50/60Hz +/-0.1%自由运行

同步转换速率

可编程为0.25，0.5，1，2，4，6Hz/sec

可编程为0.25，0.5，1，2，4，6Hz/sec

过载 (正常和蓄电池运行)

150%持续60秒，125%持续10分钟，100%长时间持续

150%持续60秒，125%持续10分钟，100%长时间持续

0至100%线性负载时为<2%，非线性满负载时为<6%，根据

0至100%线性负载时为<2%，非线性满负载时为<6%，根据

IEC/EN62040-3

IEC/EN62040-3

从0.5超前到0.5滞后，无任何降容

从0.5超前到0.5滞后，无任何降容

正常运行

≥95%在35%-100%负载下；≥90%在15%-34%负载下

≥95%在35%-100%负载下；≥90%在15%-34%负载下

电池运行

≥94%在25%-100%负载下；≥90%在15%-34%负载下

≥94%在25%-100%负载下；≥90%在15%-34%负载下

1991 x 1200 x 1070mm

1991 x 1800 x 1070mm

电压失真度（V thd）
负载功率因数
效率

机械
最大尺寸 (高x宽x深)
净重

1814kg

2806kg

运输重量

1963kg

3037kg

最大模块容量（个）
16kW 功率模块

6

10

电池模块

9

40

断路器模块

6

12

相符性
CE，UL1778，EN/IEC62040-1-1，E/IEC/UL60950-1，EN50091-2 / IEC62040-2 (class A)，FCC15A，EN/IEC6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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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模块化电源分配单元 (PDUM160H-B)
输出
230V

输出电压
输入
电压

400V

负载能力

160kVA

电源输入

双路

频率

40-70Hz

最大输入电流

295A

物理
重量

411kg (906lb)

运输重量

444kg (978 lb)

高度

1991mm (78.39in)

运输高度

2150mm (84.65)

宽度

600mm (23.62in)

运输宽度

848mm (33.39in)

深度

1070mm (42.13in)

运输深度

1210mm (47.64in)

提升系统性能可附加的其他APC产品
行级制冷

StruxureWareTM中央管理器

超级服务计划包

适用于高密度机柜或区域的

厂家独立，可扩展的监控系统

综合服务包，为客户提供安

高效节能制冷系统

全无忧的系统维护

• 智能控制

• 开放式体系结构

• 下一工作日或更加快捷的现场响应

• 紧靠热源的制冷

• 可扩展到4025个设备

• 预防性维护服务

• 可选气流遏制系统

• 容量规划和资产管理

• 远程监控服务

客户关爱热线：400 810 1315
如果您想了解APC的其他相关信息及其全球化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请访问APC的中文站点：www.apc.com/cn

本手册采用生态纸印刷

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6 号
施耐德电气大厦
电话 ：86 (10) 8434 6699
传真 ：86 (10) 6431 5686
邮编 ：100102

沈阳
中国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219 号
华新国际大厦 8 层 F/G/H/I 座
电话 ：86 (24) 2396 4339
传真 ：86 (24) 2396 4296/2396 4297
邮编 ：110016

广州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3 号
三新大厦 23 楼 BCD 室
电话 ：86 (20) 3820 1388 / 3820 2833
传真 ：86 (20) 3820 1436 / 3820 2049
邮编 ：510630

福州
中国福州市台江区茶亭街道儿童公园路 99 号
世茂茶亭俪园 2 号楼 1 单元 6E
电话 ：86 (591) 8760 2195
传真 ：86 (591) 8762 3181
邮编 ：350001

西安
中国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高新四路 1 号高科广场 A 座 703 室
电话 ：86 (29) 8836 1996 / 8835 4020
传真 ：86 (29) 8836 1973 / 8835 4025
邮编 ：710075

上海
中国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长风国际大厦 12 层
电话 ：86 (21) 6065 6699
传真 ：86 (21) 6076 8993
邮编 ：200062

深圳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一号
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四楼 401-402A 室
电话 ：86 (755) 8275 3666
传真 ：86 (755) 8275 3999
邮编 ：518048

成都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科华北路 62 号
力宝大厦南塔 22 楼 2208 室
电话 ：86 (28) 85269216
传真 ：86 (28) 86511536
邮编 ：610041

武汉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 77 号
金融港 A3 栋 9 层
电话 ：86(27)5959 6500
传真 ：86(27)5959 6600
邮编 ：430205

重庆 86 (23) 6295 5085
贵阳 86 (851) 5812 359
南京 86 (25) 8319 8376
杭州 86 (571) 8704 3721
兰州 86 (931) 8446 778
长沙 86 (731) 8511 2588
昆明 86 (871) 3152 124
乌鲁木齐 86 (991) 3856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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