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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TM 2.0

新一代服务器电源管理系统

Lie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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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维谛技术

维谛技术
Consider It Solved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业界领先的跨国公司，拥有深厚的行业知识、技术和资源，旨在助力客户的企业和网络适

应未来发展潮流，取得业务成功。

凭借广泛的技术基础和全球专业知识，维谛技术能够制定适应当今业务需求的各类企业级解决方案。无论是客户机

房设备，或是包括全球网络等在内的业务部门的需求，我们都可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以保护关键电子系统安全

运行。

凭借覆盖面极广的知识、经验、产品类别和服务能力，维谛技术提供了从网络到芯片的全方位保障，绝对
是客户 IT 基础设施的最佳解决方案提供商。

若面临资产风险，尽可信赖维谛技术，我们会根据您的基础设施制定针对性的高可靠性解决方案以优化您
的技术结构。

客户在进行重大投资时一定会考
虑维谛技术。

原因何在？

因为维谛技术的解决方案立足于
深厚的工程知识和技术，是取得
成功的关键。

无论面对多困难的挑战，携手维
谛技术便能“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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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80%的断电停机事件归因于不间断电源

（UPS）无法满足数据中心的负载需求。其中，人

为失误、设备故障、负载失衡。断路及其他特殊事

件等均会引发故障。从概率上看，设备故障和认为

失误基本上是无法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数据中心经理发现企业极难适应当今

瞬息万变的IT负载需求。例如，由于企业运营极度

依赖IT系统，因此若安排仅维持数秒的停机以升级

电力或进行维护都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

可知，新一代的配电系统必须能够灵活适应当今不

断变化的业务需求，这一点尤为重要。

解决方案
维谛技术 SPM2.0-新一代服务器电源管理系统
全新的Liebert® SPMTM2.0可谓是当今IT系统的最佳配电方案，其内置了支持热插拔的配电模块，方便客户依据

数据中心的IT负载以及企业发展需求，灵活配置、升级和管理配电系统。选择这套方案，意味着停机和调配用

是将降至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其易于管理的特点也有助于大幅度提升系统工作效率，有效减少人为失误。

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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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服务器电源管理系统

界面直观简洁，支持触屏操作

支持双母线系统

支持上/下进线 

相位平衡 

支持热插拔的支路模块化结构设计

采用图形显示方式，轻触屏幕即可

了解各项关键参数，可简化维护行

为并有效减少人为失误。

支持双母线系统且不占用额外的

地板空间。这种单独放置并隔离

的内部结构有助于提高系统可靠

性，优化空间。

无需额外配件即可实现上/下进
线，轻松应对各种安装需求。

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从此告别相

位失衡。其输出馈路可在L1、L2和
L3相之间随意转换，实现均衡配
电。

帮助用户安全简便地升级和维护配电系统，

杜绝断电。可灵活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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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热插拔的输出馈路

支路监控系统 (BCMS)

录波功能

通讯方案

可选配件

落地式机柜，最多可安装8个模块。其中每个模
块均含18个输出支路，可容纳18个单相断路器，
并支持1-4极MCB的组合。

该数据采集和诊断系统具备精确和高速等特

点，可汇集支路信息并支持警报提醒。

能够实时监测电压、电流波形，当电源出现故

障时能够将故障波形记录下来，为系统维护提

供可靠参考依据。

支持MODBUS RTU/MODBUS TCP或SNMP
等多种通讯协议，可与建筑管理系统集成为一

体。

SPM2.0提供了多款配件供您选购
1.内置输出隔离变压器，支持软启动，可选配K系数为13
或者20的两种规格产品。
2.瞬态电压浪涌抑制器（TVSS），保护系统免受浪涌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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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到芯片的全方位能源管理

主路监控：

用电趋势分析：

支路监控：

详尽事件记录器：

Liebert®SPMTM2.0配备了一个兼容Cortex A8处理器的高清灵敏触控屏，人机交互体验极佳。采用先进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集成度高，运算能力强，数据处理及时准确；其LCD界面采用了菜单式结构，方便用户
进行快捷浏览输入和输出参数，获取最新状态和报警消息以及设置Liebert®SPMTM2.0参数等操作。此外，用
户还能调出实时电流示意图，全局掌握系统状态和报警消息。最后，系统还支持储存高达10,000个历史事
件，可随时查阅以找出故障根源。

提供全局视图，帮助客户掌控各项能源参数，包括主输入馈路和单独子馈路等。

提供单线运行图，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供电线

路、主电源、断路器和配电模块的最新状

态，以及电压、电流、功率、电源和谐波等

信息。配电系统状况一览无遗。

以周、月或年为单位，显示每个主路和支路

的历史电压、电流、功率、能耗和环境趋势

分析。 此外还可生成相关报告。

实时监测显示所有支路电压、电流、谐波、

电量和功率等电参量信息。

可记录最多10,000个事件，可据此配置警报
以免系统因超载或环境因素而发生故障。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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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维缔技术是
要使数据中心的不间断电源（UPS)和配电系统的性能和效率维持在最高
水平，就必须由经过充分培训的技术人员加以维护。
为此，维谛技术特意成立了Liebert®服务部，专门为技术人员提供培
训，并由制造设备的工程师提供全天候的支持。
相比其他服务提供商，维谛技术的工程师改善Liebert®设备的维护行
为，并将其与客户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完美集成。

虽然有许多维修公司可提供基本的维修和维护服务，但维谛技术提供的
服务可将关键维护行为提升到新的水平—即主动性维护。这种维护方式
可极大延长供电系统的使用寿命。

支持服务

维谛技术的独特优势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Liebert® 服务部

Liebert®服务部始终致力于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提
供支持和集成服务。

行业经验

Liebert®服务部拥有世上最了解Liebert®电源设备、
精密制冷单元和电气基础设施的专家团队。

系统级专业知识

维谛技术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将最新技术
和最佳时间整合到客户是电源、精密制冷和电池系
统中的唯一之选

技术专长

Liebert®服务部承诺提供全天候支持，专家团队随
时随地为您提供服务。

无以伦比的响应能力

Liebert®服务部能够有效结合行业经验、系统知
识、专业技能以及资源，帮助客户定位数据中心需
求并制定主动性解决方案。

快速高效解决问题

Liebert®  SPMTM 2.0 技术规格

* 如有其它规格产品需求，请联系我司相关技术人员。

容量 (KVA) 20 40 60 80 100 120 160 200

主参数

输入 380V; 50Hz 
3 相，5 线

输出 单相，3 线   
3 相，5 线

接地 TN-S  

分支回路 支持最大 144 回路灵活配置

断路器参数

输入断路器 32A 63A 100A 125A 160A 200A 250A 320A 400A

输出
分流断路器

建议 18 个分流，
10A，单相 

72 个分流，
16A，单相

84 个分流，
32A，单相

108 个分流，
32A，单相

最大 36 个分流
定制容量

90 个分流，
定制容量

108 个分流，
定制容量

144 个分流，
定制容量

电气参数

额定绝缘电压 50Hz/60Hz, 500Vac

额定工作频率 50Hz/60Hz

工作电压 380/400/415Vac

防护等级 IP20/IP30

环境参数

环境温度 -5℃～ +40℃

相对湿度 < 50%RH @ +40℃  
 温度与相对湿度成反比，例如 90%RH @ +20℃

海拔 ≤2000m

抗震能力 9

结构参数

宽 x 厚x高(mm) 600 x 1100 x 2000

重量 300kg 320kg 380kg 4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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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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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谛技术（Vertiv）

维谛技术（Vertiv）设计、制造关键基础设备并提供相关服务，保障数据中心、通信网、和商业 &工业设施的核心应用的良
好运行环境。前身是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的维谛技术（Vertiv），为当前不断发展的移动和云计算市场提供供电、热管
理和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旗舰产品品牌包括 Liebert、NetSure、Chloride和 Trellis。2016财年的销售额达 44亿美元。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VertivCo.com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号南山智园 B2栋
电话：86-755-86010808
邮编：518055

售前售后电话：

400-887-6526
400-887-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