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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Vertiv Liebert® APM交流解决方案

Vertiv Liebert® APM是为满足中小型数据中心和企业
数据机房需求变化而推出的全新一代的机房基础架构

解决方案，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集电源及智能配电功

能于一身，实现机房基础架构的快速建设和智能管理。

机房基础架构的重要性

机房基础架构是 IT信息系统平台和客户核心业务的有
力保障和重要支撑，是公司 IT化运作的前提。

机房基础架构考量的四要素
 �高可用性—系统的长期可靠运行的前提条件

 �高灵活性—平滑扩容，抵御未来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

 �高可维护性—易于维护，运营维护管理

 �高节能性—提高系统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碳排放

高可靠性

高可维护性

高节能性

高灵活性

机房基础架构设计建设和使用时经常遇
到的瓶颈问题

 �成本限制

 �空间限制

 �施工条件限制

 �建设周期限制

 �未来机房规模不确定性限制

 �管理平台不易搭建

 �对后期运营维护的担心

用户的核心业务
Business 
Strategy

Network 
Hardware 

and Software

IT信息系统

IT基础设施构架 Critical Power 
and Cooling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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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篇

APM节能特性优异，可以帮助客户大幅降低运营成本，以
100kW负载为例，电费按照 0.75元 /度，与效率为 92%的
UPS相比，APM每年可帮助节省电费近 4万元。

Vertiv Liebert® APM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您节省成本

带载能力强，减小初期建设容量

APM输出功率因数为 1，超前负
载不需降额；对于新型的 IT设
备，可比传统 UPS(PF 0.8滞后 )
多带 20%-30%的负载，大幅减
小项目建设的 UPS容量，从而
帮助您降低投入

效率高达 96%

APM作到了对效率的极致追求，
效率高达 96%，即使在轻载时
(25%负载 )，系统效率依然高达
95%以上，真正帮助客户降低运
营成本的目标

先进的休眠技术

在系统负载较低时，会自动休眠

模块，提升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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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篇

无论在新建项目还是改造项目中，空间问题都变得尤为重要，场地租金不断上涨，运营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对供电系统的

高功率密度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Vertiv Liebert® APM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您节省空间
 �超小的占地面积，宽 600mm，深 1100mm，节省空间 60%以上，且涵盖以下功能内置智能输出配电功能

 � APM可内置多达 54路的输出配电开关，且可精确监控每一个支路开关的电流、电压、谐波、耗电量等电气参数，以及
开关状态，从而节省输出配电柜的空间

 �标配上进线功能

 � APM系列 UPS标准配置上进线功能，不需增加上进线柜，从而节省上进线柜的空间内置维修旁路

 �节省维修旁路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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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篇

现场的施工条件千变万化，地板的承重能力，运输通道，电梯

承重，电梯空间，吊装设备，进线方式，如此种种在建设机房

时都需要考虑的面面俱到，遗漏任何一点都可能对工程建设带

来严重的影响，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简化工作界面呢？

Vertiv Liebert® APM让机房施工从此高枕无忧

 �外观与 IT机房协调一致，易于定位安装

 �体积紧凑，占用空间小

大幅降低对运输通道和电梯空间的要求

 �模块化设计，分开包装

大幅降低对电梯承重或吊装设备承重要求，即使人工搬运

上楼亦可轻松实现

 �满配重量 450Kg，对地板承重能力要求低

 �标准支持上下进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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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篇

快速实施能力是机房建设时关注的要点之一。商业环境瞬息

万变，商机稍纵即逝，机房基础架构的快速部署和实施可以

助您把握商机。而传统的基础架构解决方案需要 3到 6个月，
所服务的 IT平台的搭建周期却一般在 3到 6周，缩短基础
架构的实施周期带来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Vertiv Liebert® APM助您实现机房的快速建
设与实施

 �模块化设计，安装容易

 �内置输出配电功能，大幅简化工程界面

 �侧门采用上下门板设计，易于拆卸，接线方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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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篇

对未来增长不可预知性要求 UPS供电系统能够平滑升级扩容，以应对机房规模的不断增长，这对保证业务的连续性至关重
要。UPS的在线扩容在技术上已不是难题，输出配电系统如何做到在线扩容？

Vertiv Liebert® APM让机房扩容变得如此简单

 � UPS模块化设计，支持热插拔

 �输出配电开关模块化设计，支持热插拔

扩容？就该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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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篇

机房动力系统的安全性至关

重要，精细化的机房动力监

控系统，多元化的告警方式，

简单易用的操作界面，可以

帮助简化机房管理者的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Vertiv Liebert® APM  监控系统到底有多精细
 � UPS自身运行信息

 �输出配电每个支路的电流、电压、耗电量、谐波、功率因数、开关状态等电气参数

 �通过易睿管理器可实现对机房内智能设备、环境量、安全量的全方位监控

 �支路电流两段阀值超限报警，阀值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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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篇

大功率模块化 UPS由于模块体积增大，重量增加，怎样实现易维护并有效地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维护扩容，易如反掌
 �全正面维护，维护界面简单

 � UPS模块化设计，支持热插拔

 �功率密度高，30KW高度只有 3U，重量 35Kg，一个成年
男子完全可以独立完成更换工作

 �专利防滑脱技术，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输出配电开关单元模块化设计，支持热插拔

 �输出配电开关支持热插拔，在维护时不影响其它支路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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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v Liebert® APM系统组成

SPM智能监控单元

输出配电模块

主开关模块

集中旁路模块

UPS模块

防尘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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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v UPS模块

 �功率密度高，30KVA一个模块，仅 3U高

 �输出功率因数  1.0，超前载不降额

 �重量 30kg，专利防滑脱技术，确保维护人员安全

 �采用高频整流技术，输入功率因数高，输入谐波电流小

 �效率高达 96%，节能效益明显

 �电池配置灵活，方便改造项目和单节电池故障时及时撤

出故障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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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功能简介

 �高度 3U

 �标准配置 18路 25A微断开关

 �开关可以支持热插拔，利于维护

 �开关可进行相位调节，可按需调整三相负载平衡度

独特的监控功能，可监控每条支路的如下参数

电压、电流、额定电流、电流百分比、电能、谐波电

流百分比、开关状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

数两段阀值告警功能。

负载率 (%)

时间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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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表

Vertiv Liebert® APM智能 IDC动力系统

型号 APM150
功率 (kVA/kW) 30,60,90,120,150
物理参数

宽×深×高 (mm) 600×1100×2000
重量 (kg) 200 ～ 450kg
输入特性 (整流器 )
额定输入电压 380/400/415VAC,三相四线
定工作频率 50/60Hz
输入电压范围 228V ～ 476V，-20%～ +25%满载，-25%～ -40%线性降额，-40%可带 70%负载
输入频率范围 40Hz～ 70Hz
输入功率因数 满载＞ 0.99,半载 >0.98
输入电流谐波 (THDi) <3%
输入功率缓启动功能 5-30秒可设置
直流特性

充电器输出稳压精度 1%
直流纹波低压 ≤1%
输出特性 (逆变器 )
逆变器输出电压 380/400/415VAC,三相四线
输出功率因数 1
电压 稳态 <±1%典型值
稳定性 瞬态 <±5%典型值
稳态响应时间 <20ms
逆变器过载能力 110%过载 1小时，125%过载 10分钟，150%过载 1分钟

相移转性
带 100%均衡负载时 <1。
带 100%不均衡负载时 <1。

总谐波含 100%线性负载 1%
最 THDv 100%非线性负载 3%
旁路

旁路输入电压 380/400/415VAC,三相四线
旁路电压范围 默认 -20%～ +15%,-40%、-30%、-10%～ +10%、+15%等其它范围值可设置
旁路过载能力 135%过载长期运行，170%过载 1小时，1000%过载 100毫秒
系统

频率 50Hz/60Hz(可设置）
市电同步跟踪范围 ±2Hz(默认值），±0.5Hz～ 3Hz可调
实测频率清度 (内部时钟 ) 50Hz/60Hz±0.02%
系统效率 50%负载以上时 >96%,25%负载时 >95%
SPM智能配电系统
分路开关数量 18路×3
分路开关容量 标配 25A,可选装 10～ 63A
监测功能 主路及分路开关状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谐波、用电量、2级电流预警
工作环境

运行温度范围 0～ 40℃
存储温度 -25～ 70℃（不含电池）
相对湿度 0～ 95%无凝露
最大运行高度 ≤海拔 1000m，1000～ 2000m之间每增加 100m，所带负载减少 1%
噪音 (1m)
保护等级 IP20

符合标准
安规：IEC60950-1，IEC62040-1-1，电磁兼容：IEC62040-2/AS    62040-2EN50091-2CLASSA，设计与测试：

IEX62040-3/AS 62040-3

While every precaution has been taken to ensur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herein, (business unit)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aims all liability,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use of this information or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