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解决方案

伊顿 1–200 kVA
交通



• 高速公路收费系统

• 城市路网交通指挥系统

• 铁路调度中心

• 高铁信号系统

• 高铁控制系统

• 信号系统

• 控制系统

• 安全监控系统

• 机场航站楼综合信息系统

• 塔台通讯及控制系统

• 雷达及监控系统

货物运输

公共交通

电子收费

公众服务

电子政务

应急指挥

交通管理

并机方便

数据机房需要边建设边成长

为了与时俱进，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满足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用户和场景特点的需求，信

息机房和信息中心正在快速增长。因此，设计和建造信息机房或信息中心时，需要采用前瞻性的

视角，充分考虑到将来的成长需要。

•   支持无线热同步并机

•   并机系统中各台 UPS 间无

主从关系

•   减少对系统之间实时数据交

换的依赖

•   可实现 4−8 台 UPS 直接并联

•   性能更出众，并机环流更小，

输出更精确

•   并机功能内置，无需额外并

机板卡

以伊顿产品为例，凭借伊顿独

有的热同步并机 Hot Sync® 专

利控制技术，保证并机系统中

每台 UPS 的输出同步和负载

均分。同时，减少并机系统的

单点故障，保证并机的可靠性

和冗余性。

进入 21 世纪，现代化交通体

系的发展证明，智能化和信息

化建设是大势所趋。为加快

信息化战略规划，培育发展新

业 态， 促 进“ 互 联 网 + 交 通

+ 物流”的融合发展，作为我

国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主要

手段，智能交通的市场规模保

持着每年 25% 以上的高速增

长态势，省会城市、发达的地

/ 县城市都在大力发展智能交

通。智能交通包含智能公交、

电子警察、交通信号控制、卡

口、交通视频监控、出租车信

息服务管理、城市客运枢纽信

息化、GPS 与警用系统、交通

信息采集与发布和交通指挥类

平台等项目，细分行业数量众

多、跨度大，信息复杂，信息

量巨大。这些项目的实现必须

依赖相应功能的中心机房、区

域机房、站点机房。

因此，无论公路、铁路、地铁

还是航空，都需要专业的中小

容量不间断电源 (UPS) 产品及

行业解决方案。

3

综合交通信息的高效集中监管

交通综合
信息共享
平台

因此，可以实现横向和纵向扩

展，既能提供优质性能保障，

又能方便用户对 UPS 并机系

统进行控制，而无需专业 UPS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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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使用需要方便快捷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信息机房

或信息中心内部放置的信息设备种类和

数量越来越多，对设备性能的追求也直

接导致了对供配电系统性能、效率、安

装成本、操作简单性的高标准要求。

与此同时，信息机房建设还面临着诸多

挑战。例如，机房面积始终非常有限，

操作人员的配电系统相关操作水平和专

业能力有限等等。

例如，伊顿 93PR 不间断电源 (UPS) 产

品采用 7”彩色触摸屏幕图形化显示，人

机界面友好，便于阅读和操作。支持简

体中文和英语选择，通过触摸屏实现全

部控制，杜绝误操作及其带来的断电风

险。

而伊顿 9PX 7”液晶图形化显示屏支持

RS232、USB、 干 节 点、EPO、RPO/

ROO、Modbus®、SNMP 等多种监控方式，

方便接入轨道动环监控系统。3 组输出插

座可独立控制，管理多种设备按照不同

时序开断。

以伊顿 93PR 产品为例，机柜占地面积较

小，纵深空间更大，更利于走线安全和

减少气流阻挡。高度则采用标准机柜规

格，去轮高度为标准的 2 米。

而伊顿 9PX 产品则采用标准 19”机柜宽

度，10 kW UPS 仅 130 mm 高，并支持

机架式安装和塔式放置，可安装于系统

控制机柜中对重要设备进行独立的电源

保护。支持可扩展电池模块即插即用，

节省空间，方便美观。

方便操作 占地小、节约空间

系统需要兼顾性能与可持续性发展

现有交通运输信息系统的使用成本和运

维不稳定性与日俱增，数据的安全可靠

性受到挑战，同时还面临未来系统扩展

的难题。

因此，系统需要一整套充分考虑新时代

用户负载、真正贴合实际使用环境和使

用特点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减少故障点、

延长电池寿命、降低系统全生命周期使

用成本的同时，支持数据机房的可持续

性发展。

以伊顿 93PR 模块化 UPS (200 kW) 为例，

该系统由 25 kW 热插拔模块堆叠组成，

最大单系统容量 200 kW。根据插入模

块的数量， 单机容量可在 25 kW 至 200 

kW 之间自由选择。另外，该系统使用伊

顿 Hot Sync® 热同步并机技术，可轻松

实现并柜（最多并柜数量为 8 台），系

统最大功率可达 1600 kW。

伊顿 9PX UPS 产品亦可进行 2 台并机，

实现 2 倍增容，并可通过 1+1 冗余设置，

提高可靠性。

用户也无需担心性能与节能问题。

凭借伊顿独特的节能专利技术，系统整

机效率高达 96%−99%；而通过采用伊顿

智能模块休眠 (VMMS) 技术，系统可以

根据负载实际容量大小自动调整投入工

作的模块数量，得到最佳运行效率，并

根据每个模块的投入时间自动轮换休眠

的模块，确保每个模块的可靠运行。

例如获美国能源之星认证的伊顿 9PX 产

品，在线效率高达 94%，高效模式效率

高达 98%，可为客户节约大量的电力成

本。

系统增容 高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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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运输，因我们而不同

机场航站楼航班信息大屏幕 机场应急照明/安检/消防系统

地铁站机房地铁线路总调度中心

机场综合信息系统
机房、航站楼通讯
系统

地铁线路信号系统

•  93E UPS—单独的 UPS 供电系统，位于大屏幕后方控制室，功率一般小于 100 kVA。

•  93E 配套并机开关柜

•  伊顿机房空调系统—稳定可靠、优异的温湿度精密控制性能、能效比和显热比。

•  9PX UPS、93E UPS—分布于机场各个区域，UPS 功率一般在 10–200 kVA 之间。

•  93E 配套并机开关柜

•  伊顿机房空调系统

•  9PX UPS、93E UPS—为每个地铁站站内控制系统及其与地铁调度中心之间的数

据交换提供高效高性能的不间断供电保障，安全、可靠、稳定地支持系统的日常

运营和维护。功率一般在 10–40 kVA 之间。

•  93E 配套并机开关柜

•  伊顿铅酸免维护电池

•  93E UPS各功率段全线产品—覆盖整条线路，

为地铁列车之间的通讯以及车辆调度实现不间

断供电保障。功率一般在 80–200 kVA 左右。

•  93E 配套并机开关柜

•  伊顿铅酸免维护电池

•  伊顿机房空调系统

•  93E UPS—为航站楼的航班信

息、机场广播、机场监控、航

站楼通讯系统等提供安全可靠

稳定的不间断电力保障。功率

一般在 100–400 kVA 左右。

•  93E 配套并机开关柜

•  9PX UPS—地铁线路信号系统具有很高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UPS 为列车控

制、调度指挥、信息管理以及设备监控

提供安全、可靠、稳定的不间断电力保

障。功率一般在 3–10 kVA 之间。

•  9PX EBM 电池模块

地铁站检票闸机

地铁屏蔽门

•  小型 UPS（如 DX UPS）—

安装在闸机内部，为闸机正常

工作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

功率一般在 2 kVA 以下。

•  9PX UPS—为地铁屏蔽门控

制系统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

高度保障屏蔽门系统的安全控

制与持续运行。功率一般在

5–11 kVA 之间。

•  9PX EBM 电池模块

机场空管塔台

机场雷达/卫星雷达站

高速公路收费和道路
检测

•  9PX UPS、93E UPS—为空管塔

台的日常运营提供高效高性能的

不间断供电保障，功率一般在

10–40 kVA 左右。

•  93E 配套并机开关柜

•  93E UPS—位于雷达天线下方工

作室内，功率在 100–200 kVA 之

间。

•  93E 配套并机开关

•  9PX UPS、93E 多功率段的 UPS

—为综合交通信息的智能化管理

提供了有力保障，以便用户能够

更集中、更合理地对高速收费和

道路检测系统进行监控和管理。

•  伊顿品牌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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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安装和售后服务

伊顿电源以满足客户全面需求为己任，始终致力于提升服务的内

涵和价值，建立起全方位、高品质、规范化的客户服务体系，形

成了以客户呼叫中心、现场服务网点和维修、技术支持与培训、

备件支援、服务解决方案为主体的“五位一体”服务架构。数百

位专业娴熟的工程师随时准备为您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支持。基

于客户体验的服务架构设计，不仅可以使我们的客户便捷地享受

到伊顿优良的服务水平，而且通过丰富全面的服务产品设计，满

足客户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帮助客户实现投资价值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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