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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體積大幅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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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源因應市場趨勢，近年更專注於鋰電池 UPS 關鍵技
術的研發，推出一系列鋰電池不斷電系統解決方案。

相較於傳統鉛酸電池 UPS ，鋰電池 UPS 產品具有使用
壽命長、耐熱溫度高等特色，亞源鋰電池 UPS 更以大幅
縮減產品體積達 53% 的輕量化設計，與業界同級產品
相比，產品外型更為精巧，同時還具備了電池管理系統 
(BMS) 的設計，精密的雙重保護功能及 SOH 與 SOC 計
算，提供了最完整的鋰電池控管及保護機制。

亞源全系列鋰電池 UPS 產品通過 UL1973 安規認證，可
廣泛應用於各產業，全球客戶已成功應用於醫療設備、
工業自動化、安防監控、交通運輸等領域，產品兼具高穩
定、高可靠度及小型輕量化特色，滿足客戶對高品質鋰
電池 UPS 的需求，是現今備援電力系統的最佳選擇。

高核心技術 小型輕量化
亞源鋰電池不斷電系統 

亞 源 U PS
不 斷 電 系 統



認證

認證
認證

應用範圍
工業自動化、安防監控、醫療設備、交通運輸

鋰電池/鉛酸電池
0-55℃ (鋰電池機種)，0-40℃ (鉛酸電池機種)

USB/乾接點

10A/240W

W38×D111×H123 mm
W80×D111×H123 mm

6min (@240W)

離線式
24V/10A DC UPS

D-24V240W

產品特色
軌道式 DC UPS緊湊設計, 尺寸小型化
UPS 和電池模組為分離式設計，可靈活安排擴充配置
鋰電池達 10 年使用壽命 (2倍於鉛酸)，免去您額外的
維護成本及電池更換成本
具國際鋰電池安規認證 UL 1973 、 IEC 62133
可於攝氏 55 度的環境中運作 (鋰電池機種)
容量規格範圍為 120W-960W

應用範圍
安防監控、交通運輸、醫療設備

產品特色
鋰電池達 10 年使用壽命 (2倍於鉛酸)，免去您額外的
維護成本及電池更換成本
LCD 顯示面板，可支援多國語言
具國際鋰電池安規認證 UL 1973 、IEC 62133
支援電池無安裝仍可開機功能
容量規格範圍為 500VA -5000VA

應用範圍
安防監控、醫療設備、交通運輸

額定容量
輸入電壓

輸出電壓

24Vdc

一般模式，同輸入電壓
電池模式，同電池電壓

備援時間
電池型式
工作環境溫度
通訊介面
UPS 尺寸
電池模組尺寸

產品特色
鋰電池達 10 年使用壽命 (2倍於鉛酸)，免去額外
維護及電池更換成本
LCD 顯示面板，可支援多國語言
具國際鋰電池安規認證 UL 1973 、IEC 62133
支援電池無安裝仍可開機功能
容量規格範圍為 500VA-1500VA

軌道式 鋰電池/鉛酸電池 DC UPS 
D-24V240W (10A)

機架式 鋰電池 AC UPS
N1001RL  (110V) / N1002RL (220V)

直立式 鋰電池 AC UPS  
N1001TL (110V) / N1002TL (220V)

額定容量
輸入電壓 範圍
輸入頻率

輸出電壓 範圍

輸出頻率
插座型式
插座數量

5min (@900W) 
鋰電池
0-40℃

標配：RS232/USB；可選：網路卡/乾接點卡
W145×D395×H224 mm 

備援時間
電池型式
工作環境溫度
通訊介面
UPS 尺寸

50/60±0.1Hz
NEMA 5-15R

6 pcs

50/60±0.1Hz
C13

3 pcs

200/208/220/
230/240Vac±3%

(正弦波輸出)

100/110/115/
120Vac±3%
(正弦波輸出)

100-288Vac
50/60Hz (Auto)

75-144Vac
50/60Hz (Auto)

在線式 AC UPS
N1001TL

在線式 AC UPS
N1002TL

額定容量
輸入電壓 範圍
輸入頻率

輸出電壓 範圍

輸出頻率
插座型式
插座數量

1000VA/900W

5min (@900W) 
鋰電池
0-40℃

標配：RS232/乾接點；可選：網路卡
W430×D405×H86 mm 

備援時間
電池型式
工作環境溫度
通訊介面
UPS 尺寸

50/60±0.1Hz
NEMA 5-15R

6 pcs

50/60±0.1Hz

Terminal block

200/208/220/
230/240Vac±3%

(正弦波輸出)

100/110/115/
120Vac±3%
(正弦波輸出)

100-288Vac
50/60Hz (Auto)

75-144Vac
50/60Hz (Auto)

在線式 AC UPS
N1001RL

在線式 AC UPS
N1002RL

亞源集團不斷電系統事業團隊具有 20 餘年的研發實力，
以創新的研發技術優勢，長期為歐、美、日國際大廠之戰
略合作夥伴，擅長為客戶提供客製化 UPS 設計製造服務，
近年更研發一系列鋰電池 UPS 產品，應用於醫療設備、工
業自動化、安防監控、交通運輸等領域，為客戶提供具高
穩定性、高品質之電源管理解決方案。

亞源 UPS 不斷電系統

INSTILL NEW VIGOR 
TO INNOVATION

1000VA/900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