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JZDY
通信用微基站交流电源小系统

地址：江苏省姜堰市双登科工园

邮编：225526

电话：+86-523-88521888

传真：+86-523-88521244

邮件：office@shuangde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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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该自然散热通信用微基站交流电源小系统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控制技术，集防雷、直流限流、尖峰浪涌吸

收、周全的自动保护、无人值守、智能远程监控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化自然散热电源模块，是新一代智能

环保型逆变电源系统。

产品原理

存储大爱
   和绿色能源
Storage of Love 
        and Green Energy

市电正常时，直接通过旁路给交流负载供电，同时通过整流环节给电池充电；当市电异常时，先由电池侧

通过DC/DC直流升压，再经过逆变环节将直流电压逆变输出成220VAC/50Hz优质的正弦交流供电给负

载，输出功率为2KVA。内含整流模块、下电保护装置为可选包，满足用户多方面需求。设备具有电池过

欠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告警、输出短路、过温等保护功能。可通过RS232通信把信息上报。

电源设备专为通信设计，支持室内外壁挂抱杆安装。

存储大爱
   和绿色能源
Passion for Storage
        and Green Energy

 整个系统的原理框图如下所示：

产品应用
小微基站

灯杆站 

边际站

室内分布系统 

室外拉远站

普通备用场景

产品特点
宽广的交流输入范围，避免频繁地切换至电池供电，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减少更换电池的成本；

铝合金外壳自带散热片，自然散热；

高效率，节能,该模块电源在电池模式下效率高达90%以上,市电模式效率98%以上；

完善的保护功能，具有电池过欠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欠压告警、输出短路、过温等保护功能；

电恢复正常后能自动开机且对电池进行充电，这样有效地保护电池、延长电池寿命,可配置铅酸电池，也可以配置铁锂电池；

智能通讯接口，标准RS232通信接口，通过监控软件，可以直接远程在线调试并监控电源系统的运行，简化了网络管理工作，

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干接点通讯接口，含市电断电、电池低、系统告警接口。

输入滤波
交流 / 直流

整流

充电器

电池

直流升压

旁路

直流 / 交流

逆变
输出滤波

市电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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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电气特性

存储大爱
   和绿色能源
Passion for Storage
        and Green Energy

产品型号  WJ ZDY-02 
序号 项 目 技术要求  单位 备 注 

1 输入特性

1.1  市电输入 电压 176-250 VAC 

1.2  电池组电压  48 VDC 

1.3  电池电压范围  43-57.6 VDC 

1.4 散热方式  自带风扇散热 

1.5  市电输入电流  ≤ 8 AMAX 

1.6 输入频率范围  50±5% Hz 

1.7  功率因数  ≥ 0.99 

2 输出特性

序号 项 目 技术要求  单位 备 注 

2. 1 
交
流
输
出

额定输
出功率 

2000 VA 电池逆变  

输出有
效功率 

1600 W 
单组电池逆变输出

800W，多组电池并联
可达到1600W 

额定输
出电压 

220 VAC 电池逆变  

输出电
压范围 

220±3% VAC 电池逆变  

输出效率 ≥ 90 % 电池逆变,额定输入，
额定输出  

额定输
出频率  

50 Hz 

输出频
率范围  

49-51 Hz 电池逆变  

输出波形 纯正弦波  电池逆变  

输出波
形失真率 ≤3 % 

电池逆变，额定纯阻
负载 

2.2  直流输出 
额定电压 48V 纯逆变器无直流输出

额定电流 6A 

2．3 市电/逆变转换时间 ≤10 mS 带载（额定负载）

3 保护特性

序 号 项 目 技术要求  单位 备 注 

3.1  市电输入欠压切换 ≤ 176 VAC 
回差≥10VAC高低温时切换
电值仅做参考 

3.2  市电输入过压切换 ≥ 250 VAC 
回差≥10VAC 高低温时切
换电值仅做参考 

3.3 过温保护  有 自动恢复  

3.4 电池欠压保护点  ≤ 40 VDC 

3.5  电池低压告警  43± 0.5 VDC 

3.6  电池过压保护点  ≥ 60 VDC 

3.7  电池过压恢复点  ≥ 55 VDC 

3.8  

输出过流保护  

100%<load<=125% 10分钟后保护  

150%<Load 10秒钟保护  

3.9  过温保护  有 

3.10 输出短路保护  有 市电接入时禁止短路实验

3.11 电池反接保护  有 

3.12 输出过压保护  ≥ 245V VAC 电池逆变  

3.13 输出低压告警  ≤ 200V VAC 电池逆变  

4 电池组配置

序 号 项 目 技术要求  单位 备 注 

4.1  电池组额定电压  48 VDC 

4.2  充电电压 57.6 VDC 
可根据客户需求在允许范围

50-59VDC内定制 

4.3  充电电流  3 A 根据所选充电模块不同

4.4 蓄电池容量  20 Ah 可选配10Ah 

4.5 保护电压 40 VDC 

5 外型尺寸：

5．1 W*D*H(mm): 500*470*220 
不含安装支架，不同机型深

度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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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

存储大爱
   和绿色能源
Passion for Storage
        and Green Energy

根据电源线标识对应接线，支持壁挂安装或抱杆安装。

大数据时代领先的绿色储能集成服务供应商双登，以前瞻能源科技，与

全球客户共享绿色地球。

让“连接你我”更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