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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行业 
高可靠电源解决方案

普尔世电源集团

更多行业应用问
题和资讯，请扫描
微信二维码联系
我们！www.pulspower.cn

技术参数

QT20.241 QT40.241 CT5.241 CT10.241 QT40.242 PIC120.241C

输出
输出额定电压 24V 24V 24V 24V 24V 24V

可调范围 24 - 28V 24 - 28V 24 - 28V 24 - 28V 24 - 28V 24 - 28V

输出电流 20 - 17.5A 40 - 34.3A 5 - 4.3A 10 - 8.6A 40 - 34.3A 5 - 4.3A

输出功率 480W 960W 120W 240W 960W 120W

功率储备 50% 50% 20% 20% 50% -

纹波和噪声, 最大值[mVPP] 100mV 100mV 50mV 50mV 100mV 100mV

输入

输入电压
3AC 380-480V

±15%

3AC 380-480V

-15%/+20%

2AC 380-480V

-15%/+20%

3AC 380-480V

-15%/+20%

3AC 380-480V

-15%/+20%

AC 200-240V

±10%

功率因数 典型值 0.94 0.88 0.45 0.53 0.88 0.54

输入浪涌电流抑制 主动式 主动式 主动式 主动式 主动式 NTC

输入浪涌电流 最大值 3A 4.5A 4A 4A 4.5A 28A

效率 95.0% 95.3% 90.4% 92.8% 95.3% 90.5%

MTBF (+40°C, SN29500) 690kh 375kh 1173kh 975kh 375kh 1720kh

使用寿命预期 105000h 69000h 92000h 54000h 93000h 47000h

工作温度范围 -25°C...+70°C -25°C...+70°C -25°C ...+70°C -25°C...+70°C -25°C...+70°C -10°C...+70°C

降额 12W/°C 24W/°C 3W/°C 6W/°C 24W/°C 3W/°C

规格 宽x高x深 65x124x127mm 110x124x127mm 40x124x117mm 62x124x117mm 110x124x127mm 39x124x124mm

重量 870g 1500g 500g 750g 1500g 350g

接线端子 弹压式 螺丝式 螺丝式 螺丝式 螺丝式 螺丝式
DC-OK信号输出触点 有 有 - - 有 有
其他信息 长期两相运行 40°C以下无降额 使用寿命加长版 CE,UL,GL全球认证
本次应用项目 焊装 焊装 涂装 涂装 总装 新能源汽车充电

1980年成立于德国慕尼黑，专注于DIN导轨工控电源的研发与生产，为业界领军制造商。目前全球有
1000多名员工和9个子公司，遍布于8个国家，包括4个生产基地和5个销售公司。

普尔世中国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我们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将随时为您解答有关电源信息、产品选型、 

产品定制或改型、方案设计、价格、库存交期等疑问。

UF40.241-70

缓冲时间 满载40A 320ms

效率  >99%

MTBF (+40°C, SN29500) 2114kh

使用寿命预期 >21.6年
规格 宽x高x深
本次应用项目 总装

UC10.241

缓冲时间 满载10A 16.5s

效率  >99%

MTBF (+40°C, SN29500) 854kh

使用寿命预期 >11年
规格 宽x高x深 126x124x117mm

本次应用项目 新能源汽车充电

缓冲模块

电源



普尔世为汽车行业提供
可靠电源解决方案
“随着工业4.0的到来以及绿色低碳排放的趋势，客户的需求日益差异化和定制化，
汽车行业因其更具全球性，需求更是全球差异化。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普尔世不断
为客户提供种类齐全的产品与定制化服务，普尔世致力于帮助客户以最优的方式解
决他们的需求。”——Christoph Kull, 普尔世全球汽车行业经理

汽车制造：焊装

车体焊装车间要求24小时工作，并且要求不影响后续的工序。普尔世电源具备超长
寿命与高稳定性特点，可以在7天24小时状态下稳定持续工作。

焊装过程会释放大量的热量，虽然焊装车间均有通风散热措施，但是环境温度仍然
会升高，普尔世电源可有效抵御恶劣的高温环境，全系列电源可在最高70°C环境下
稳定工作。

 

汽车制造：涂装

涂装车间采用高度自动化运输、处理和喷涂作业。普尔世电源完美契合工业4.0的发
展趋势，众多国内外著名自动化设备制造商均使用普尔世电源。

为确保涂装质量以及高效率，喷涂、协作以及监测反馈等动作需十分精确。普尔世
电源可提供高精度，低纹波电力，可有效保证电机、传感器、阀体等设备的精确位
移与控制。

涂装车间同样要求24小时工作，并且要求不影响后续工序。普尔世电源具备超长寿
命与高稳定性特点，可以在7天24小时状态下稳定持续工作。同时，BonusPower以及
PowerBoost特性可克电机的瞬时启动与过程波动。 

汽车制造：总装

总装阶段进行车身和动力系统组装，同时完成座椅、驾驶舱、车轮、底盘的安装。

板线的运输通过PLC控制变频器调节，系统需要具备精确控制与反馈能力。并且断电
时，至少保证300ms以上的断电保持时间，用于保障关键设备归位正确以及PLC保存
数据。普尔世电源加缓冲模块组合，不仅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同时断电保持
时间可延长至320ms。

吊具的控制需符合人体工程学，便于操作人员精准定位组件。机械助力以及反馈同
样需要具备高精度特性。普尔世电源适应全自动工位以及手动工位，确保精细的物
流管理和组装过程。

新能源汽车：电池封装

新能源汽车在国家碳中和赛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各大车企角力的重
大战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行业也随之变得炙手可热。从电芯到电池模组的自动
化装配生产线，包括电芯上料、清洗涂胶、侧板焊接、极柱激光焊到模组测试下线
等工艺，同时采用大量智能机器人参与搬运、拧紧等协同作业，从而实现了电池模
组的自动化封装，并保证了其高品质和一致性。

普尔世电源体积小，可靠性高，产品品类丰富，被成功应用在该行业的AGV小车与自
动化装配生产线上。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管理

新能源充电桩体积比较小，控制柜内空间十分紧凑，因此对内部设备的体积要求更
高。普尔世电源体积紧凑，宽度仅为同类竞品的60%，为控制柜节省了十分宝贵的
空间。新能源充电桩需要实时保存充电数据，当断电重启后续接续结算。普尔世后
备电源模块可以在断电后提供17s的后备时间，避免重启报错，保障系统数据安全。

www.pulspower.cn

总装
  技术领导力：普尔世为全球导轨

电源领导品牌，BBA全球唯一指定
电源。

  长寿命：QT40.242等型号超长寿
命电源，寿命均在10年以上，客户
无需担心电源的维修更换。

  高效率：普尔世三相系列效率高
达95%以上，助力客户实现生产过
程的节能减排。

涂装
  高质量供电：普尔世电源输出纹

波基本控制在50mvpp以下，供电
精度高达0.1%。

  长寿命：普尔世电源整体寿命在
10年以上，同时高MTBF低故障率，
避免维修停机损失。

  缺相运行：普尔世三相系列在缺
相情况下均可稳定运行，帮助客户
客服过程波动。

焊装
  高可靠性：普尔世电源全系列拥有

高MTBF特性，保障车间24小时可靠稳
定运行，避免停机维修损失。

  高温环境可靠运行：普尔世电源
在-25-70°C环境温度下可以长期稳定
运行。

  高效率：普尔世电源效率均在95%
以上，业内最高，有效降低电气柜温
升。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管理
  品牌影响力：普尔世 一贯的高可靠

性，成为客户的首选。

  尺寸紧凑：PIANO比亚诺系列设计
紧凑，为电气柜节省大量空间，且兼具
成本效益。

  易维护性：免维护超级电容模块，
兼具有超10年的超长使用寿命。

普尔世电源应用于德国某最大的汽车制造
商。该方案采用了普尔世三相电源，针对
焊装生产线特点，客户要求电源应该具备
全天候工作能力，并且在现场的严酷环境
状况下，确保低故障率以及长使用时间。

普尔世与客户进行充分的技术交流，分享
了普尔世在其他品牌的技术应用案例，

并根据客户的要求，推荐合适型号的产品
进行现场验证。普尔世电源不仅满足客户
的要求，其高效率，紧凑尺寸等特性还超
出预期。

普尔世电源应用于德国顶级豪华车品牌，

为其超级快速充电站的充电管理系统供
电。该超级充电站配备于北京，上海、香
港、新加坡等大中城市的豪华4S店，可在
15分钟内，将其最新款新能源车电量从0

充至80%。

该客户要求电源尺寸十分紧凑，并且要求
在系统断电后，具备10s左右的断电续流
能力。根据客户需求，普尔世推荐了相关
电源并进行现场验证，最终敲定了型号。

同时普尔世品牌影响力与高效率特性，也
符合客户的高端品质与低碳需求。

普尔世电源应用于BBA汽车生产车间总装
线，并且是其全球唯一指定电源供应商。

该客户的TMO3技术要求文档中规定，电
源具备长寿命特点，并且断电后电源需要
维持300ms时间不断电。普尔世为该客户
定制了专用型号，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该定制产品不仅可实现断电保持时间满足
客户要求，亦可瞬时提供200%的额外功
率。长寿命特性满足客户技术要求，并保
障客户产线长期低故障率。

普尔世电源应用于某BBA公司汽车生产涂
装线，普尔世为该BBA公司全球唯一指定
电源供应商。针对涂装生产线特点，客户
要求电源能够提供高精度，高质量供电，

并且具备全天候工作能力。

普尔世与全球最大的涂装线设计公司共同
技术交流与现场验证，最终确定型号，满
足了客户制定的技术标准要求。

  项目地点: 中国-江苏
  应用型号: QT20.241, QT40.241

  项目地点: 德国-丁格芬
  应用型号: CT5.241, CT10.241

  项目地点: 中国-辽宁
  应用型号: QT40.242, UF40.241-70

  项目地点: 大中城市豪华4S店
  应用型号: PIC120.241C, UC1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