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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申请公开了一种脱硫UPS的备用

电源系统，包括脱硫UPS装置，还包括备用电源组

件，备用电源组件与脱硫UPS装置通过导线连接，

所述备用电源组件包括交流电输入模块、电能储

蓄模块、放电模块、输出线路和安全模块，所述交

流电输入模块与电能储蓄模块通过导线连接，电

能储蓄模块与输出线路连接且输出线路与脱硫

UPS装置通过导线连接；本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

统通过对脱硫UPS装置的备用电源组件进行改

造，加装独立的充放电模块，同时为防止脱硫UPS

装置对备用电源组件反充电，在输出线路上加装

逆止二极管，以此提高本系统的可靠性，保证脱

硫UPS装置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延长备用电源组

件的寿命，降低备用电源组件的维护成本。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5835190 U

2022.02.15

CN
 2
15
83
51
90
 U



1.一种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包括脱硫UPS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备用电源组

件，所述备用电源组件与脱硫UPS装置通过导线连接，所述备用电源组件包括交流电输入模

块、电能储蓄模块、放电模块、输出线路和安全模块，所述交流电输入模块与电能储蓄模块

通过导线连接，电能储蓄模块与输出线路连接且输出线路与脱硫UPS装置通过导线连接，电

能储蓄模块处设有放电模块，所述交流电输入模块包括交流主电源、交流备用电源和若干

高频开关电源模块，所述交流主电源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端通过导线连接且交流主

电源处设有控制交流主电源通断的开关，所述交流备用电源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端

通过导线连接且交流备用电源处设有控制交流主备用电源通断的开关，电能储蓄模块包括

主蓄电模块和若干备用蓄电模块，所述主蓄电模块与备用蓄电模块的结构相同，所述主蓄

电模块包括主电池组和主电池熔断器，主电池组与主电池熔断器电连接，主电池熔断器与

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且高频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设有开关，所述主电池

熔断器的输出端与输出线路电连接且主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设有开关，所述输出线路处设

有逆止二极管，所述主电池熔断器与输出线路的连接导线之间设有放电模块且放电模块位

于主电池熔断器输出端的开关的前端，所述放电模块包括直流接触器和蓄电池放电装置，

所述蓄电池放电装置与直流接触器通过导线连接，直流接触器连接于主电池熔断器与输出

线路的连接导线上且直流接触器与主电池熔断器、输出线路两者间的连接导线之间的线路

上设有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备用蓄电模块包

括备用电池组和备用电池熔断器，备用电池组与备用电池熔断器电连接，备用电池熔断器

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所述备用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与输出线路电

连接且备用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设有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安全模块包括避

雷器和直流监控装置，所述避雷器与交流主电源、交流备用电源电连接，所述直流监控装置

与交流主电源、交流备用电源、高频开关电源模块、输出线路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蓄电模块与输

出线路的连接导线处设有电流表和电压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线路上设有

电流表和电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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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火电厂生产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种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脱硫UPS装置属于火电厂脱硫系统重要设备，主要向脱硫DCS控制系统、脱硫环境

监测装置、变送器、火灾报警和消防控制系统等负荷供电。脱硫UPS装置包括整流器、逆变

器、静态转换开关、隔离变压器、旁路变压器、手动旁路开关和交流配电屏等。UPS的运行方

式为，正常情况下由UPS整流、逆变后供电；当交流电源失电时，则由UPS自带蓄电池经逆变

器供电；当逆变器发生故障时，由静态开关自动切换至旁路电源供电。检修UPS时，也可由手

动旁路开关将电源切换至旁路供电。

[0003] 脱硫UPS后备电源为220V直流蓄电池，一般不配置独立的充放电装置，充电通过

UPS装置实现，无法进行调节设置。按照蓄电池维护规程要求，蓄电池应定期进行补充充电，

现场因无充电装置，无法实现补充充电，导致电池较容易损坏，影响脱硫UPS正常使用；蓄电

池充电因无法设置电流，容易造成电流过大导致电池损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提供如下方案：一种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包括脱硫UPS装

置，还包括备用电源组件，所述备用电源组件与脱硫UPS装置通过导线连接，所述备用电源

组件包括交流电输入模块、电能储蓄模块、放电模块、输出线路和安全模块，所述交流电输

入模块与电能储蓄模块通过导线连接，电能储蓄模块与输出线路连接且输出线路与脱硫

UPS装置通过导线连接，电能储蓄模块处设有放电模块，所述交流电输入模块包括交流主电

源、交流备用电源和若干高频开关电源模块，所述交流主电源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

端通过导线连接且交流主电源处设有控制交流主电源通断的开关，所述交流备用电源与高

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端通过导线连接且交流备用电源处设有控制交流主备用电源通断

的开关，电能储蓄模块包括主蓄电模块和若干备用蓄电模块，所述主蓄电模块与备用蓄电

模块的结构相同，所述主蓄电模块包括主电池组和主电池熔断器，主电池组与主电池熔断

器电连接，主电池熔断器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且高频开关电源的输

出端设有开关，所述主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与输出线路电连接且主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设

有开关，所述输出线路处设有逆止二极管，所述主电池熔断器与输出线路的连接导线之间

设有放电模块且放电模块位于主电池熔断器输出端的开关的前端，所述放电模块包括直流

接触器和蓄电池放电装置，所述蓄电池放电装置与直流接触器通过导线连接，直流接触器

连接于主电池熔断器与输出线路的连接导线上且直流接触器与主电池熔断器、输出线路两

者间的连接导线之间的线路上设有开关。

[0006] 进一步，所述备用蓄电模块包括备用电池组和备用电池熔断器，备用电池组与备

用电池熔断器电连接，备用电池熔断器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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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与输出线路电连接且备用电池熔断器的输出端设有开关。

[0007] 进一步，所述安全模块包括避雷器和直流监控装置，所述避雷器与交流主电源、交

流备用电源电连接，所述直流监控装置与交流主电源、交流备用电源、高频开关电源模块、

输出线路电连接。

[0008] 进一步，所述主蓄电模块与输出线路的连接导线处设有电流表和电压表。

[0009] 进一步，所述输出线路上设有电流表和电压表。

[001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优点在于：本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通过对脱硫UPS装

置的备用电源组件进行改造，加装独立的充放电模块，同时为防止脱硫UPS装置对备用电源

组件反充电，在输出线路上加装逆止二极管，以此提高本系统的可靠性，保证脱硫UPS装置

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延长备用电源组件的寿命，降低备用电源组件的维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系统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备用电源组件的结构图。

[0013]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

[0014] 1.备用电源组件，2.脱硫UPS装置，11.交流主电源，12.交流备用电源，13.避雷器， 

14.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5.输出线路，16.主电池组，17.主电池熔断器，18.直流接触器，19. 

蓄电池放电装置，110.备用电池组，111.备用电池熔断器，112.直流监控装置，113.逆止二

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6] 如图1至图2所示：

[0017] 一种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包括脱硫UPS装置2，还包括备用电源组件1，所述备

用电源组件1与脱硫UPS装置2通过导线连接，所述备用电源组件1包括交流电输入模块、电

能储蓄模块、放电模块、输出线路15和安全模块，所述交流电输入模块与电能储蓄模块通过

导线连接，电能储蓄模块与输出线路15连接且输出线路15与脱硫UPS装置2通过导线连接，

电能储蓄模块处设有放电模块，所述交流电输入模块包括交流主电源11、交流备用电源12 

和若干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4，所述交流主电源11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4的输入端通过导线

连接且交流主电源11处设有控制交流主电源11通断的开关，所述交流备用电源12与高频开

关电源模块14的输入端通过导线连接且交流备用电源12处设有控制交流主备用电源通断

的开关，电能储蓄模块包括主蓄电模块和若干备用蓄电模块，所述主蓄电模块与备用蓄电

模块的结构相同，所述主蓄电模块包括主电池组16和主电池熔断器17，主电池组16与主电

池熔断器17电连接，主电池熔断器17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4的输出端通过导线连接且高频

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设有开关，所述主电池熔断器17的输出端与输出线路15电连接且主电池

熔断器17的输出端设有开关，所述输出线路15处设有逆止二极管113，所述主电池熔断器17

与输出线路15的连接导线之间设有放电模块且放电模块位于主电池熔断器17输出端的开

关的前端，所述放电模块包括直流接触器18和蓄电池放电装置19，所述蓄电池放电装置19

与直流接触器18通过导线连接，直流接触器18连接于主电池熔断器17与输出线路15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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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上且直流接触器18与主电池熔断器17、输出线路15两者间的连接导线之间的线路上设

有开关。

[0018] 其中，脱硫UPS装置2为火电厂使用的生产装置，其为现有设备，备用电源组件1用

于为脱硫UPS装置2提供备用电能；交流电输入模块为380V交流电，电能储蓄模块为若干电

池组，放电模块用于直流放电，输出线路15用于将电能储蓄模块的电能传输至脱硫UPS装置

2，安全模块用于监测本系统中的直流电状态；交流主电源11、交流备用电源12均为380V交

流电，使用两组交流电作为电源，使得本系统用于两路输入电源，增强本系统的电源输入抗

干扰性能，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4能够将交流电进行处理后输送至电能储蓄模块中，高频开

关电源模块14为现有成熟产品，在此不再赘述；主蓄电模块和若干个备用蓄电模块构成电

能储蓄模块，有效增强直流电源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能；主蓄电模块的电源为主电池组16，

主电池熔断器17用于保护主电池组16，主电池熔断器17为现有成熟技术，在此不再赘述；逆

止二极管113能够避免脱硫UPS装置2通过输出线路15对电能储蓄模块进行反充电；直流接

触器  18用于控制直流电路，蓄电池放电装置19能够对蓄电池组进行核对性容量测试，可以

连续设定放电电流，按照设定的放电电流恒流放电，监测放电过程中电池组的电压，测量电

池的容量，其为现有成熟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19] 所述备用蓄电模块包括备用电池组110和备用电池熔断器111，备用电池组110与

备用电池熔断器111电连接，备用电池熔断器111与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4的输出端通过导线

连接，所述备用电池熔断器111的输出端与输出线路15电连接且备用电池熔断器111的输出

端设有开关。

[0020] 其中，备用蓄电模块的构件结构功能与住蓄电模块的相同。

[0021] 所述安全模块包括避雷器13和直流监控装置112，所述避雷器13与交流主电源11、

交流备用电源12电连接，所述直流监控装置112与交流主电源11、交流备用电源12、高频开

关电源模块14、输出线路15电连接。

[0022] 其中，避雷器13能够防止本系统中输入电流电压过大，直流监控装置112用于监测

交流主电源11、交流备用电源12、高频开关电源模块14、输出线路15的电流。

[0023] 所述主蓄电模块与输出线路15的连接导线处设有电流表和电压表。

[0024] 所述输出线路15上设有电流表和电压表。

[0025] 其中，还可以在本系统的多处线路上设置如电流表、电压表等电监测仪器，以监测

本系统中各处的电流电压等电信息。

[0026] 上述各模块或器件处均可安装与其适配的开关，开关的设置可根据实际使用场景

进行设置。

[0027] 本脱硫UPS的备用电源系统通过对脱硫UPS装置2的备用电源组件1进行改造，加装

独立的充放电模块，同时为防止脱硫UPS装置2对备用电源组件1反充电，在输出线路15上加

装逆止二极管113，以此提高本系统的可靠性，保证脱硫UPS装置2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延长

备用电源组件1的寿命，降低备用电源组件1的维护成本。

[002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

作过多描述，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

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

实验手段的能力，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本申请给出的启示下，结合自身能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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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本方案，一些典型的公知结构或者公知方法不应当成为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实施

本申请的障碍。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结构的前提

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

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适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

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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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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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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