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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电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一些重要的设备需要长时间的供电,一旦断电极
有可能会引发事故。UPS电源,即不间断电源,广泛应用于航天、矿山、国防、医院等场景,是一种含有
储能装置的电源,能够提高较稳定的、不间断的电力输出。本文针对UPS电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造方
案,希望能够增加UPS电源的可靠性,减少事故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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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 have more and more demand for electricity, and some
important equipment take long-term power supply, once the power is extremely possible, there may be an
accident. UPS power supply,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widely used in space, mine, defense, hospital and
other scenes, is a power supply containing the energy storage device, which can improve the power output of
more stable, uninterrupt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novation plan for problems in the UPS power supply,
hoping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UPS power supply, reducing the incidence chart.
[Key words] UPS control power; dual power supply; Power supply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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