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征
•  提供连续的清洁电力，保护用电设备免受停机 , 数据丢失和过程中断的影响

•  功率因数高达 0.9，效率〉95%，为客户带来额外的收益

•  ABMTM 电池管理系统，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50% 以上

•  负载划分，分段管理。在电池工作状态下软件设置顺序关闭保护的负载，从而延长关键设备的运行时间

•  安装灵活，有机柜和塔式结构两种选择，均可节省宝贵的空间

•  采用 LanSafe® 和 NetWatch 电源管理软件确保数据和系统的完整性

•  易于导航的多语种 LCD 图形显示增强了监控和配置能力

Eaton 9130 UPS

产品介绍



伊顿 9130 UPS 可解决市电电力问题，为 IT 和网络设备，医疗 
系统，制造过程控制及一切要求清洁连续电力的关键设备和应

用场所提供优良的电力保护。

双转换式设计提供优良的电力保护

9130 持续监控电力状态 - 同时调节电压和频率。即使在出现最

严重的电力问题时，本 UPS 的输出与标称电压的偏差仍可保

持在 3% 以内。

9130 输入电压范围宽，不需要依赖电池来消除小的电力波动，

可节省电池电量，在市电很不稳定和完全断电时使用。断电时，

9130 以零中断转入电池供电，是灵敏设备和关键设备的理想

UPS。

良好的可见性，从任何地方均可控制和管理

连续监控可提供额外的可用性：9130 连接监控电压，温度，

内部元件的运行情况，电池的完好状况，充电状态及剩余的运

行时间。若 UPS 通过任何措施探测到潜在问题，将发出报警

或采取纠正措施，电力供应不会发生任何中断。在报警状态结

束时，9130 从旁路自动返回到正常运行。

一眼即可查看本地 UPS 状态：现场用户可使用高亮度的大屏

幕背光显示器，用简单的多语言导航配置和监控 9130 的许多

特性。在 LED 屏幕上一眼就可看清楚系统的状态。

更低成本，更小空间，更高有效功率

更高的有效功率：现代化的 IT 设备具有宽范围的超前和滞后

功率因数，高达 0.9 的输出功率因数使 9130 可为其提供最大

的功率能力。本 UPS 的输入功率因数高达 0.99，不会产生其

他换能装置容易发生的干扰。

高效：UPS 的效率越高，电费和冷却成本就越低。当电力状态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9130 可以在高效模式下运行，效率高

达 95% 以上。

一个平台，两种构造（塔式或机架式），数十种选择：

高达 3000VA 的 UPS 功率集成在仅 2U 的机柜空间内。塔式选

项的体积与新式紧凑型 PC 相当。 

关键系统可得到最大可用性

电池功能更强大，寿命更长：伊顿高级电池管理（ABM）技术

采用先进的传感电路和创新的三级充电技术，持续监控电池充

电状态，只在需要时才进行充电，减少了浮冲电流对电池造成

的损害，有效防止了电池的钝化，延长电池寿命达 50%。

9130 在电池到达使用寿命前 60 天通知用户，使客户有充足的

时间更换电池，电池更换采用热插拔，不需要关掉所连接的设

备就可进行。

电池运行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断电时，9130 的内部

电池可供负载运行较长的时间，用户可不慌不忙地关闭系统。

需要时，用户还可随时使用最多四个外部热插拔电池模块，将

运行时间延长至几小时。

为关键设备提供最长的电池运行时间：使用 LanSafe 电源管理

软件，用户可独立控制各划区负载，对所保护的负载实行有计

划的关机和顺序开机。在断电期间，可关掉非关键装置的供电，

从而为关键设备延长电池运行时间。还可使用本特性远程重启

被锁定的设备。





技术指标
通用指标

用户界面 蓝色背光图形 LCD, 可显示英语、法语、德语、
俄语和西班牙语的文本

LED 四个状态指标 LED

拓扑 双变换在线式

诊断 全系统自检

UPS 旁路 自动旁路

体积 见机型表

机架导轨 所有机架安装装置都带有机架导轨

电气输入

标称电压 220-240V

电压范围 160-276Vac

UPS 功耗 700: 3.0A, 230V
1000: 4.3A, 230V
1500: 6.5A, 230V
2000: 8.7A, 230V
2500: 10.9A, 230V
3000: 13.0A, 230V

专用电路器的
额定电流

700-2000VA: 10A
3000VA: 16A

频率 50/60Hz

频率范围 45-65Hz

电气输出

功率因数 0.9

时点运行时的电压 调节在标准值的±3% 内（可设定）

电池运行时的电压 调节在标准值的±3% 内（可设定）

效率 95%

频率调节 ±3%Hz

负载波峰因数 3:1

电池

电池类型 VRLA 12V/9 Ah（内部和外部）

电池运行时间 见运行时间表

电池更换 热插拔内部和外部电池

电池启动 允许在无市电输入的情况下启动 UPS

通信

串行端口 RS-232 标准，用作电源管理软件的接口

USB 端口 HID 标准，用于与 Windows XP/Vista 通信

继电器输出 公共报警标准

通信插槽 备选通信插槽（BD 插槽）

备选通信卡 SNMP/Web 卡，在基于 SNMP 的网络内进行直
接控制和监控，通过网络浏览界面监控 UPS 的
状态以及仪表。
继电器卡，用于集成到工业环境和楼宇管理系
统中，远程关闭 IBM AS/400 系统。

环境

安全标志 CE,GS

电池兼容标志
CE（符合 IEC/EN62040-2：辐射，C1 类；
耐辐射性，C2 类）

可闻噪声 <50dB

作环境温度 0℃到 +40℃

存放温度
-20℃到 +40℃，装电池
-25℃到 +55℃，不装电池

相对湿度 5-90%，无冷凝

远程监控：9130 供货时配备有伊顿软件包 CD 光盘，带有

SNMP 兼容电源管理软件。 LanSafe， Netwatch 和试用版

的 PowerVision ○ R 使用只管的图形界面，可显示和控制整个

UPS 系统。例如：用户可规定网络装置和客户端 / 服务器应用

程序的按优先级排序的关机，从一个节点测试所有联网的 UPS

系统，随时得到电源问题的电子邮件通知。

Connectivity 连接选件：为几乎所有联网环境提供连接选项。

标准配置配有 USB 和 RS-232 串行通信接口，还可添加通信卡

选项，对 UPS 进行各种个性化配置，从而实现下列功能：

•  用 Web/SNMP 卡将 UPS 集成到基于 SNMP 的网络管理系

    统中，通过标准网络浏览器管理 UPS

•  监控和关闭使用不同操作系统的多个服务器

•  向远程安全系统发送继电器 - 触点报警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