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特电池柜

山特电池柜

山特 SBC 系列



可靠
标配伊顿品牌
Bussmann 熔断保护
器；

安全
全系标配低烟无卤电池连接线，极大降低
电池线短路导致的燃烧现象及燃烧产生的
有害气体；

形象
山特官方出品，全系山特 LOGO，
统一外观形象；

运输
增加包装跌落测试，确保全国各地
运输和搬运安全。

工艺
用料、焊接、喷涂、质检等，山特

大厂制作工艺保障；

平面跌落 棱边跌落 棱角跌落

山特电池柜特点介绍 市场背景
数据业务

IT设备

基础设施
电源管理 热管理

监控
管理

市场现状：
电池需求量在数据中心行业销售占比较高，约占基础设施总体

8-10%。但电池周边产品的安全关注度较低，因此极易造成机房用

电事故发生。

常见问题
因电池连接线径不足导致过载起火；

因电池配电系统未配置有效熔断保护装置，导致短路起火；

因电池品质问题导致漏液、内部短路等；

因电池柜承重力不足，导致直接变形从而电池两极短路起火；

因电池柜未设计通风散热装置，导致氢气聚集，燃烧起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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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界的RR

低烟无卤辐照线与普通电线的
简单识别方法
外观上低烟无卤辐照线在绝缘层和合格证上都标注有低烟无卤型号 , 辐照阻燃

电线看起来要比普通电线密实，摸起来手感是不一样的，辐照阻燃电线摸起来

细腻光滑，看着也比较壮实。比普通电线的载流量大。环保，安全，寿命也更长。

而普通电线则没有光滑细腻的手感。

辐照环保电线在普通打火机短时间的燃烧后绝缘层完整，不产生烟雾和刺激性

气体；在长时间的燃烧后电线绝缘层仍然比较完整，略有淡淡烟雾，没有刺激

性气体。

普通电线在打火机短时间的燃烧后，绝缘层开始融化变形，产生大量烟雾和刺

激性气体；在长时间燃烧后电线绝缘层烧毁焦黑，内部铜线裸露，基本完全损坏。

普通 PVC 线与低烟无卤线阻燃性对比测试

普通电线燃烧图片

低烟无卤辐照电线燃烧图片

Bussmann 是一家百年老牌企业，专门从事电路保护产品的研产销，主要产品为熔断器，也

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保险丝，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1 年，Bussmann 的母公司 Cooper

集团被 EATON 集团收购，Bussmann 成为 EATON 旗下的一个产品系列。

1914 年，Bussmann 五兄弟创立公司，1985 年，Cooper( 库柏工业 ) 购买该公司，成立了新

的事业部—"Cooper Bussmann 熔断器 "，如今它是世界上熔断器电路保护及相关配件的知名

品牌。

电缆选型

KS 端子是业内知名的 KST 公司生产，迄今已成为全球冷压电工端子生产行业

中的先导者。产品工艺先进，使用安全可靠。奠定了 KST 在端子与连接器市场

上的卓越地位。更通过 ISO9001，14001，JIS，ISO TS16949 各项质量系统之

认证。

具有 UL 认证的 3386 交联照射线缆

安全无小事
山特电池柜拒绝平庸设计，拒绝随波逐流，树立行业新标杆

 •  线缆选型：低烟无卤，低偏心率；

 •  标配伊顿 BUSSMANN 直流熔丝；

 •  高强度钢板，模具冲压一次成型，稳固不变形；

 •  山特品牌，大厂品质保证；

 •  增加跌落测试，确保全国各地运输和搬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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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配置描述
尺寸

可容山特电池数
（长×宽×高）mm

SBC-3

立柱、横梁 1.5mm 厚度，Santak 风格，内部支撑档条不烤
漆符合 RoHS 环保。外表面静电粉体喷涂，平板包装出货，
现场免工具安装。
含 63A 开关，标配低烟无卤电池连接线。

585×450×310 65AH/100AH
18AH/26AH/38AH

3 节
14/6/6 节

SBC-8

立柱、横梁 1.5mm 厚度，Santak 风格，内部支撑档条不烤
漆符合 RoHS 环保。外表面静电粉体喷涂，平板包装出货，
现场免工具安装。
含 63A 开关，标配低烟无卤电池连接线，标配 80A 伊顿
BUSSMANN 保险。

780×470×620 65AH/100AH
18AH/26AH/38AH

8 节
36/16/16 节

SBC-16

立柱、横梁 1.5mm 厚度，Santak 风格，内部支撑档条不烤
漆符合 RoHS 环保。外表面静电粉体喷涂，平板包装出货，
现场免工具安装。
含 63A 开关，标配低烟无卤电池连接线，标配 80A 伊顿
BUSSMANN 保险。 780×470×1190 65AH/100AH

26AH/38AH
16 节

32/32 节

SBC-1665 柜体规格同 SBC-16，打包 16 节 65Ah 山特电池

SBC-16100 柜体规格同 SBC-16，打包 16 节 100Ah 山特电池

SBC-32

立柱、横梁 1.5mm 厚度，Santak 风格，内部支撑档条不烤
漆符合 RoHS 环保。外表面静电粉体喷涂，平板包装出货，
现场免工具安装。
含 100A 开关，标配低烟无卤电池连接线，标配 80A 伊顿
BUSSMANN 保险。 780×880×1190 65AH/100AH 32 节

SBC-3265 柜体规格同 SBC-32，打包 32 节 65Ah 山特电池

SBC-32100 柜体规格同 SBC-32，打包 32 节 100Ah 山特电池

SBC-40

立柱、横梁 1.5mm 厚度，Santak 风格，内部支撑档条不烤
漆符合 RoHS 环保。外表面静电粉体喷涂，平板包装出货，
现场免工具安装。
含 100A 开关，标配低烟无卤电池连接线，标配 80A 伊顿
BUSSMANN 保险。

950×880×1190 65AH/100AH 40 节

SBC-4065 柜体规格同 SBC-40，打包 40 节 65Ah 山特电池

SBC-40100 柜体规格同 SBC-40，打包 40 节 100Ah 山特电池

山特电池柜型号

易于运输和安装的设计
平板包装，节省空间

易于物流运输

免工具安装

安装简便快速

强强联合

+ +

安全 + 可靠 + 省钱 + 省心 = 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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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8 月    L-00130-00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弄3号
电话：+86 (21) 5200 0099
传真：+86 (21) 5200 0300
邮编：200335 

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 72 区宝石路 8 号
电话：+86 (755) 2757 2666
传真：+86 (755) 2757 2730
邮编：518101  

武汉
武汉市武昌中南路9号中商广场A座
1709-1711室
电话：+86 (27) 8771 1936  
传真：+86 (27) 8771 1935
邮编：430070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86号
电话：+86 (29) 8824 1826
传真：+86 (29) 8824 1362
邮编：710077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8号
国际财源中心(IFC大厦)9层
电话：+86 (10) 5925 9200
传真：+86 (10) 5925 9211 
邮编：100022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11号之二
保利威座北塔第13层05-07室 
电话：+86 (20) 3585 9666
传真：+86 (20) 3821 0986
邮编：510623

成都
成都市锦江区创意产业商务区三色路38
号博瑞-创意成都写字楼A座1003-1004室
电话：+86 (28) 8621 1886  
传真：+86 (28) 8621 2009
邮编：610063

沈阳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
总统大厦C座2107室
电话：+86 (24) 2281 5649   
传真：+86 (24) 2281 5644
邮编：110003  

咨询热线：400-830-3938
                  800-830-3938
网址：www.santak.com.cn

微信扫一扫  立即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