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tsubishi Electric & Electronics(Shanghai)Co., Ltd.

不间断供电电源(UPS)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mesh.com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8号上海万都中心29楼
邮编：200336

电话：021-5208-2030      传真：021-5208-1830
网址：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mesh.com



公司介绍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中国客户的综合性销售公司。 

经营三菱电机的电机、电子、系统技术等集结而成的多种产品；提供系统集成服务；还为日本三菱电机株

式会社的关联工厂采购中国品质精良的零部件以及开展软件开发委托业务等。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日： 1997 年 6 月 20 日 

注册资金：US$7,000,000  

投资方：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90% 

三电（香港）有限公司 10% 

 

经营内容 

·销售三菱电机半导体产品，并提供售前咨询、技术培训、开发设计和售后服务； 

·提供水处理系统设备、UPS 不间断电源装置等电器设备的工程策划、资助、执行和销售服务； 

·提供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的设计、安装，并提供相关配套售后服务及解决方案； 

·提供高速宽带服务所需光访问的系统与核心装置、光零部件的销售服务； 

·三菱电机产品所用的零部件、材料等进出口、转口贸易及国际贸易咨询； 

·外包开发的出口业务以及提供三菱电机各制作所及关联软件公司的外包开发。 

 

经营理念 

“Changes for the better（创造，为更好明天） ”，这是三菱电机的企业宣言。集团一直以 “追求更好，

不断创新 ”为宗旨。每一天，我们的员工都为实现“更好”而孜孜探索，在每天的工作中，秉承“技术、

服务、加强创造力”，向客户承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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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2015年 7 月 电力·社会基建事业部变更为社会系统事业部 

2015年 4 月 取消合金·破性元件事业推进部 

2013年 12 月 电力业务的实际操作移交三菱电机电力机电装备（北京）有限公司 

2013年 11 月 注册资本总额由 100 万美金增加至 700 万美金， 其中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出资

630 万美金， 占注册资本总额 90%三菱电机（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起已更名

为三电（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70万美金， 占注册资本总额 10% 

2013年 9 月 半导体香港商流整合 

2013年 7 月 接收菱电国际（上海）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已更名为三电（香港）的主要业务， 编

入半导体事业部 

成立合金·磁性元件事业推进部 

2013年 6 月 信息系统事业推进部变更为 IS 事业部（信息系统事业部） 

取消事业企画部 

行政财务部变更为行政部与财务部 

2012年 9 月 取得上海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公司的资格 

2012年 6 月 设立股东会、 监事 

2011年 11 月 成立信息系统事业推进部 

2010年 1 月 事业企画部正式运营 

2008年 1 月 成为外高桥营运中心的指定企业 

2007年 4 月 三菱电机（香港）有限公司追加注资， 注册资本总额从 50万美金增加至 100 万美金

成立电力·社会基建事业部 

2007年 3 月 实现 “三菱电机” 冠名、 正式更名为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2007年 1 月 取得外资企业内贸批发经营权 

2003年 6 月 办公地点迁至浦西虹桥开发区万都中心大厦 

2002年 4 月 被指定为三菱电机集团内的联合结算对象公司之一 

2000年 9 月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注资， 注册资本总额从 20 万美金增加至 50万美金 

2000年 7 月 从上海浦西迁入浦东陆家嘴汇丰大厦（森茂国际大厦） 

1997年 6 月 科菱机电（上海）有限公司设立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半导体事业部、 资材部正式

运营 

 

 

 

分公司 

2014年 3 月 成立西安分公司 

2013年 11 月 成立珠海分公司 

2008年 11 月 成立沈阳事务所（2014年 2 月起变更为沈阳分公司） 

2007年 12 月 成立深圳分公司 

2007年 9 月 成立广州分公司（2014年 8 月注销） 

2005年 6 月 成立青岛办事处（2007年 9 月变更为青岛分公司） 

2003年 7 月 成立北京办事处（前身为港菱电子， 2006 年 7月变更为北京分公司） 

2001年 6 月 成立武汉办事处（2007年 8 月变更为武汉分公司） 

1999年 9 月 成立四川办事处（2007年 7 月变更为四川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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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地图 

 

 
 

分公司地址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8 层 803 室 100007 
TEL: 010-5977-6030 FAX: 010-5977-6031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场三座

2202 室 518048  
TEL: 0755-3300-5930 FAX: 0755-3300-5931  

四川分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1 号仁恒置地广场写字

楼 1402 室 610016 
TEL: 028-8658-7130 FAX: 028-8658-7630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C座701室 

110003  
TEL: 024-2281-5230 FAX: 024-2281-563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I座

1607 室 430022  
TEL: 027-8526-7730 FAX: 027-8526-7700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二环南路西段 64 号凯德广场 11 层 1101-15

室 710065  
TEL:029-8720-4830 FAX: 029-8720-4830 

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 号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

2201 室 26607  
TEL: 0532-6887-7130 FAX: 0532-6887-7131 

珠海分公司  

珠海市景山路 173 号通信大厦 511 室 519000 
TEL: 0756-3232935 FAX: 0756-323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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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不间断电源装置 
 

三菱电机 UPS 
累积 50 年以上的 UPS 生产经验，由 1964 年开始生产销售 UPS 
 

三菱电机一直致力于不间断电源装置和系统的开发及产品的制造。卓越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来自三菱

电机高端的技术和经验，其在各领域的丰富业绩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好评，三菱电机不间断电源装置就是您

的理想选择。 

 

UPS 不间断电源产品，广泛应用于社会公共设施，涵括数据中心，电信系统，航天航空系统，广播电视系统，

交通控制系统，工厂控制系统，石油化工，电力系统等领域，更获得国内外先进技术荣誉，位居领域前列，

为改善城市，贡献必不可少的一份力量。 

 

三菱电机 UPS 的产品特色 

 

·大容量 UPS 系列丰富 ·高效率,高节能 

·降低营运成本 ·高性能,高可靠性 

 
采用 All-IGBT 三电平电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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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机  60kVA-120kVA 
三相机 120kVA-800kVA 

M9900/M9950系列



■M9900/M9950 系列 UPS 

采用双转换构造的完全在线式高效能 UPS 

 

UPS系列 三相 120kVA～800kVA,单相 60kVA～120kVA 

·采用 All-IGBT的创新的电路结构（3电平变换器） 

·效率达 96% 

·所需设置面积小/轻量 

·全数字化控制, 瞬时波形控制、快速响应电流控制 

·智慧型高扩充性的 MMS系统  

(并机系统最大可增设至 8台) 

·多方向进线设计 (上部/底部) 

·采用在线式双变换和节能模式（可选配节能模式※1） 

·卓越的功能 

自动再启动，自动再转换，软启动功能， 

过载能力强，电池自我检查 

·可以进行柜体正面维修 
 

※1.120kVA～600kVA 三相机 

UPS 的系统运用示例  

■单机系统图                                     ■带旁路并机冗余系统图 

   

 

 

 

 

 

 

■单机系统图（内部开关 120kVA～200kVA 可选配） 

 

 

 

 

 

 

 

 

维修旁路

旁路输入 

交流输入

交流输出

电池

 

旁路输入

交流输入

交流输出

电池

交流输出

维修旁路

旁路输入

交流输入

电池

旁路输入

交流输入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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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技术规格 

 

项目 
M9900/M9950 系列 

单相机 三相机 

额定容量 kVA 60 80 120 120 160 200 300 400 500 600 800 

额定功率 kW 48 64 96 108 144 180 270 360 450 540 720 

交流输入   

 线三相三 线四相三 数线及数相

电压 380V(+20%～-20%) 380V, 400V, 415V(+15%～-20%) 
380V(+15%～

-20%) 

 %01±zH05 %01±zH06/05 %5±zH05 率频

 后滞99.> 数因率功

高次电流谐波 

THDi 
 载负%001 %5< 载负%001 %3<

静态旁路输入 

 线四相三 线二相单 数线及数相

电压 220V±10% 380V, 400V, 415V±10% 380V±10% 

 %5±zH05 %5±zH06/05 %5±zH05 率频

 期周1 %005 期周1 %0001 力能载过路旁

电池 

 ）定设准标（cdV084 压电定额

 cdV004 压电止终电放

 ）定设准标（cdV545 压电充浮

 252～042 数联并池电

交流输出 

 V083 V514 ,V004 ,V083 V022 压电

 zH05 zH06/05 zH05 率频

 线四相三 线二相单 数线及数相

 9.0 8.0 数因率功

 )载负衡平%001～0( %1± 度精压电

 %0.5 ± 围范整调压电

 载负衡平不 %001于 %2< - 度衡平不压电

THD (Vout) <2%THD 于 100%线性负载, <5%THD 于 100%非线性负载 

电压瞬变范围 
<±2% 100%负载骤变, <±1% 交流电力停止供电 

<±5% 当负载切换静态旁路 

相角位移精度 - ±1°@100%平衡负载, ±3°@100%不平衡负载 

 秒 06：%051 ;钟分 01：%521 力能载过

适用环境 

 ℃04～0 度温境环

 %69 %59 )CA/CA( 率效

 )配选 tik-SMM( 台 8 持支非 力能机并

其他 

重量 (kg) 400 460 590 610 1050 1650 2700 

尺寸(WxDxH) 

(mm) 

700×832×

2050 

900×832

×2050 
700×832×2080 

1400×832

×2080 

1800×832

×2080 

3004×900×

2110 

 部底/部上 部底 线进

 上记的高度中包含了 100mm 的固定底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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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200 系列 UPS 

 

 

采用双转换构造的完全在线式高效能 UPS  

 

UPS系列 7.5kVA～80kVA 

·采用 All-IGBT的创新的电路结构 

·全数字化控制, 瞬时波形控制、快速响应电流控制 

·卓越的功能 

自动再启动，自动再转换，软启动功能 

过载能力强，电池电流限流，电池自我检查 

·简洁友好的操作界面 

LCD触模式显示屏，模拟母线图显示， 

测量数据和故障信息显示，LCD状态显示，操作控制屏 

 

 

 

 

UPS 的系统运用示例 

■单机系统图                                     ■单机系统图（可选配） 

   

 

 

 

 

 

 

 

 

 

 

 

 

 

 

维修旁路

旁路输入 

交流输入 交流输出

电池

旁路输入

交流输入
交流输出

电池

维修旁路

直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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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技术规格 

项目 
M2200 系列 

三相机/单相机 

三相输出(kVA) 7.5 10 15 20 30 40 50 60 80 

单相输出(kVA) 7.5 10 15 20 30 40 - - - 

交流输入 

 线四相三 数线及数相

 )%55-～%51+(V083 压电

 %5±zH05 率频

 后滞99.> 数因率功

 )器波滤加外需无( 载负%001 %3< iDHT 波谐流电次高

静态旁路输入 

 线二相单 ：出输相单 / 线四相三 ：出输相三 数线及数相

 %01±V022 ：出输相单 / %01±V083 ：出输相三 压电

 %5±zH05 率频

 期周1 %0001 力能载过路旁

电池 

 cdV675 压电定额

 cdV084 压电止终电放

 cdV846 压电充浮

 882 数联并池电

交流输出 

 V022 ：出输相单 / V083 ：出输相三 压电

 zH05 率频

 线二相单 ：出输相单 / 线四相三 ：出输相三 数线及数相

 8.0 数因率功

 )载负衡平%001～0( %1± 度精压电

 %0.5± 围范整调压电

 载负衡平不 %001于 %2< 度衡平不压电

01于 DHT%2< )tuoV( DHT 0%线性负载, <4%THD 于 100%非线性负载 

电压瞬变范围 
<±3% 100%负载骤变, <±1% 交流电力停止供电 

<±3% 当负载切换静态旁路 

 载负衡平不%001@°3± ,载负衡平%001@°1± 度精移位角相

 秒 06：%051 力能载过

适用环境 

 ℃04～0 度温境环

 %39 %29 %19 )CA/CA( 率效

其他 

 0051×008×008 0001×008×005 )mm()HxDxW( 寸尺

重量 (kg) 160 160 175 175 200 460 460 530 580 

 部底 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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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itsubishi companies
The Origin of the Logo
 

bout Mitsubishi companiesA
• ( ) 1870 ( 3 )

• 1873 ( 6 )

• 

•  1946
( 21 )

•  In 1870, a shipping business called Tsukumo Shokai was established in 
Tosa Han (now Kochi Prefecture). Iwasaki Yataro was put in charge of 
operations and supervision. 

•  In 1873, as the feudal han system was abolished, Iwasaki Yataro 
assumed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and changed the company's name 
to Mitsubishi.

•  Afterwards, the Iwasaki family business expanded into numerous fields, 
including mining, ship building, insurance and banking, opening many 
businesses under the Mitsubishi aegis, though not all subsidiaries took 
the Mitsubishi name. 

•  In 1946, the central Mitsubishi company controlling the various 
subsidiaries was dissolved. As each company pursued its own 
autonomous development, control of their operations drifted away from 
Iwasaki  fami ly .  The var ious companies cont inue to operate 
independently to this day.

he Origin of the LogoT
• •  The three-diamond design first used by Tsukumo Shokai on their ship 

flags became the prototype for Mitsubishi's current logo.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Mitsu-gashiwa (three oak leaves), Yamauchi Family 
crest and Sangai-bish (three-tiered water chestnut), Iwasaki Family 
crest. For this reason, the company was named Mitsubishi.

 
Shanghai Headquarters

( ) 588 67 A
200137

Free Trade Zone Headquarters 
Add 588 Aoni Road, 67 Factory Building, 2F, A
          Free Trade Zone,
          Shanghai 200137, China

 
Main Office

Contact Address
8 29

200336
021-5208-2030
021-5208-1830

Add 8 Xingyi Rd, Shanghai Maxdo Center, 29F
           Changning, Shanghai, 200336, China
Tel  021-5208-2030
Fax 021-5208-1830 
URL www.mitsubishielectric-mesh.com

Contact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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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Electric & Electronics(Shanghai)Co., Ltd.

不间断供电电源(UPS)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mesh.com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兴义路8号上海万都中心29楼
邮编：200336

电话：021-5208-2030      传真：021-5208-1830
网址：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me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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