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頓 93PR 60-600kW

伊頓 93PR UPS 
創新鋰電池儲能型
模組化 UPS 解決方案

鋰電池
儲能

效率單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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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頓 93PR UPS �出色的效率、可�性，���的設計於一�。�是一��省�間、易於�展且��方式
靈活的設�，部署��理同樣�單方便，是針對�料中心伺服器��或�力��所打�的三相大型 UPS
��方�。

伊頓 93PR 功�和��

超� TCO ( ��擁�成本 )

緊湊的佔�面積和�部冗�設計，
可�省寶貴的�料中心�間。

�直�展性可���料中心的成
本，並減少初期的一次性投資，
使�可�����增長而�展。

憑��界�佳的�效，���源
和�卻方面的��成本 (OPEX)。

• 借助���� (ESS) �到 99%  
   效率

• 雙轉��式下效率�高可�        

  97.5%

垂
直
方
向
擴
展

 10 x 60kW

水平方向擴展 8 x 6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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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範圍

雙轉換模式

傳統 UPS

伊頓 93PR 擁��直�展、�部冗餘和緊湊占�設計

93PR ESS�省的��
成本可在不到 3 年�
間�� UPS 的費用。
在 Eaton.com/ESS �
站上的 ESS �式下計
� 93PR 的��值。

93PR雙轉�的高效�
�，同樣可�在 3年
左右�間�� UPS的
整�費用。

93PR 支援正面��、
上面出�，�常�合
�牆配置。

*���置上出��件

正面��、上面出�
使 93PR �常�合採
用細長���的成�
�置。

93PR �支援正面�
�、�面出�，�常
�合�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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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頓 93PR UPS 內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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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方式
支援上�線和下�線

�訊介面
• �置設�和主� USB
• 五個乾接點��和專用 EPO
• 報警乾接點�出
• 四個�訊�槽

60 kW ����源�組 (1~10個 )

支援���的�中式 STSW �組
600kW，�����旁路�險絲

直��動�制
包�在每個�源�組中

�� / �出隔�
包��� / �出 / 旁路 / MBS 開關

�段式��自動冗���

7”彩色 LCD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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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完�整合，相容�種
鋰���理�� (BMS)，是�
料中心的���家 。

高功率密度，�佔�面積
(1.32m2)，� 93PR 200 三台
相��省 50%，� 9395 相�
�省 30%。

靈活組合，���置，�成長
�投�，�� CAPEX，�同
步並�支援�組�部��部並
�，�直方向�大 10 個�組，
水平方向支援 8 台並�，�大
可� 4.8MW。

伊頓 93PR UPS 核心功�

高效率，�色��，SiC 材料技�雙轉�效
率高� 97.5 %，支援市�直供 ESS 效率高�
99%，智��組休眠 VMMS，�負載率之下表
現依�強勁，�效���料中心 OPEX。

靈活的���擇，支援�出�或上出�，相容
上下�線。

線上可更� UPM、STSW 和�信�組，MTTR
�至 5 �鐘。

先�材料技�，使用油�式免維�長壽命濾波
�容和 SiC Hybrid 寬能隙半��整合�組（抗
衝擊，損��）。

一站式整合了完�隔�功�（�� / �出 / 旁
路 /MBS 開關�齊,�置旁路���絲）。

Eaton AI 預測服� Predict PulseTM，�測關鍵
組件壽命。

超����應用，UL 2900-1 與 IEC 62443-4-2 
雙認證的智��卡。

油�式免維�長壽命�容
(對��殼��型�容 )

����合型 IGBT �組
(對��立型 IGBT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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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理
��友�的 7"彩色 LCD ��
��介面，�更加輕��看詳
細的狀��訊。

�� 93PR 的 LCD �形�介
面，可��蹤�關��、��
�間、停�跟蹤、負載�析�
�計�訊。

���色 / �色 / 紅色 LED �
�，可�從���看�料中心
的��狀�。

���套�源�理和��軟
�，���平台�到高整合性

93PR 專為 IT 環境而設計，支
援可��的�訊卡，允許��
HTTP(S)、SNMP 和 Modbus 
TCP/IP、Modbus RTU 和 
BACnet IP 協議�行�端存�。
��，伊頓的 Power Xpert 
軟�和 Intelligent Power 
Manager (IPM) 軟�為�提供
了�理實�環境或��環境
中的�源設�所�的完�工
具。��瞭�更��訊，�至 
Eaton.com/intelligentpower。

借助�天��端��和報告功
�，�長正常執行�間

伊頓的 PredictPulse™ ��
��和�理服�可即���
93PR，並在檢測到問題�提
�服�技�人員採�必�措
�。��瞭�更��訊，�至
Eaton.com/PredictPulse。

紅色��顯����報。�色������和旁路狀�。

Intelligent Power Manager® (IPM) 是一��源�理軟�平台。它使用 VMware®、Citrix® 
和Microsoft® 平台�����源和環境狀況，同�為工作負載提供運轉�續性。IPM �使
用 OpenStack® 或 HPE OneView® ���料中心的�源和環境�件。

LED
燈條

 

卡片選配件 :
Power Xpert Gateway 
小型插槽通訊卡

工業繼電器卡

SNMP

�訊卡

鋰��應用

將 UPS 升�為儲能系統
利用伊頓的 Energy Aware 套件對 UPS �行升�，讓�載鋰��的 UPS 不再侷限於不斷���，而可�發揮儲能功�。

��供�

鋰����是一�可�、靈活
的��方�，可確��天�正
常供�，��幫助�顯���
��擁�成本 (TCO)。���
���方�由可�����至
93PR UPS 的輕型��組，�
���小的占�面積提供 kW
��力。

為什��擇鋰��技� ?

鋰��在 UPS 應用中表現出
�種�越�性，具�功率密度
高、壽命長、�裝靈活、壽命
長�� TCO 較�的�點。

�用��執行�間

�繫伊頓，瞭��用�間和�
置。可提供從 3 �鐘到 1 個�
小�的�種執行�間。

�理和����

鋰��整合了強大的���理
�� (BMS)， ������（溫
度、��、�� / 欠�）、�
制��的平衡和��狀���
提供��的健�狀況和�報 /
報告。

���BMS 可針對�組或�
�方��理�種關鍵參�，�
���、溫度�����。
BMS ����發現異常�況
（�告和�報），可在必��
��斷開受影響的��，��
��免�破壞。

性����BMS 附���和
�組平衡�制功�。該功�可
��每個�組的��，��大
�度提高性�和�長使用壽
命。

鋰��的�點

 

BMS 
監控全天候 

10 年性能保障  

15 年設計壽命  

         

         

循環至多8x 倍  

40% 空間節省  

60% 重量減輕  

節省
空間

節省
成本

減少
風險

 

• �約容量�理�尖��段放�，�免超約罰�。
• �價�佳��「��填谷」�略，�整用��段，�開尖�收費。
• �量競價�響應�力�司�度，��用�量。
• 頻率�����依����或放���定��。
• �合服��EnergyAware UPS可提供�合�應服�。

• �代或減少發��的使用��增的��儲�，可做為�油發��的  

  �色環��代方�。
• 設�升���� UPS��更�為鋰���，可發揮�大效益。
• �產活��容量得到��利用，完��用於 N+1冗��置。

��瞭�更��訊，��訪
Eaton.com/Lithium
Eaton.com/EneragyAware

Eaton EnergyAware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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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模組 

功率配置 60-600kW，每個 UPM 模組為 60 kW

機架選項 

機架選項 600kW 機架，另選購 60kW UPM 模組
一般特性 

節能模式 (ESS) 效率 高達 99%

雙轉換模式效率 高達 97.5%

並聯功能 最多支援 8台外部並機
電池冷啟動 可支援

軟啟動
市電啟動、電池啟動皆支援軟啟
動，亦可兼容發電機，時間功率
可依需求配置

輸入特性 

電壓 380/400/415V

電壓範圍 301~478V 線電壓；
175~276V 相電壓

頻率範圍 50/60 Hz

功率因數 > 0.99

輸入電流諧波失真 < 3% @ 100% 負載能力
電池
電池類型 鋰電池，相容鉛酸，鎳鎘
充電方法 配合 BMS，ABM 或持續浮充
電池電壓 360~640Vdc

電池連接 支援並機 1+1共用電池
輸出
電壓 380/400/415V 4 線
頻率範圍 50/60 Hz

調節 ±1% 穩態

電壓閾值 < 1% (100% 線性負載 )；
< 5% ( 非線性負載 )

超載能力 125%：10 分鐘

認證 

安全 IEC62040-1

EMC IEC62040-2

性能 IEC62040-3

證書 CE

��件
• SNMP 卡
• Modbus RTU
• 工業乾接點卡
• PXGMS 卡
• 外部同步控制箱
• 鋰電池櫃
• 靠牆套件和頂部出風套件
尺寸及重量

尺寸 (WxDxH) mm 主機：1200 x 1100 x 2069
UPM 模組：439 x 700 x 173.4 (4U)

重量 kg 主機 (不含 UPM)：726
UPM 模組：39

伊頓 93PR 60-600kW 技�規格

* 為�續改�產品,規格若��改�不另行�知�

Eaton、ABM、Intelligent Power Manager、Power Xpert、PredictPulse 
為註冊��，其����為其各自所�者之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