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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路器型式 額定 零件組合

模殼式斷路器
(MCCB)

空氣斷路器
(ACB)

1. 100~630A
Compact NS100~630

    Compact NSX100~630

2. 800~1600A
Compact NS800~1600

1a. 馬達電動操作斷路器 (已含補助接點等)
1b. 機械連鎖底板
1c. 電氣連鎖模組 (原廠UA控制器)
1d. 二次側匯流排 (選配)

2a. 馬達電動操作斷路器 (已含補助接點等)
2b. 機械連鎖配件 (by cable 或 by rod)
2c. 電氣連鎖模組 (原廠UA控制器)

1. 630~1600A
Masterpact NT

2. 800~6300A
Masterpact NW

1a. 馬達電動操作斷路器 (已含補助接點等)
1b. 機械連鎖配件 (by cable 或 by rod)
1c. 電氣連鎖模組 (原廠UA控制器)

2a. 馬達電動操作斷路器 (已含補助接點等)
2b. 機械連鎖配件 (by cable 或 by rod)
2c. 電氣連鎖模組 (原廠UA控制器)

■ 前言：

低壓電源切換開關系統 (Source Change-Over System) 或市稱自動電源切換開關 (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 ATS) 的功能是在當市電 (台電側) 停電時，備用電源 (發電機側) 會在時間內銜接
上電力系統以確保供電品質。

Schneider的低壓電源切換開關系統是由低壓斷路器與電氣﹅機械連鎖組合而成的一種應用。目
前所提供之規格如下：

註：
1. 客戶可根據電力系統要求選擇斷路器性能。 
2. 針對大容量的斷路器（800A以上的模殼式斷路器或空氣斷路器），可依據配電箱空間需求選擇

機械連鎖配件。 
3. 空氣斷路器Masterpact NW有提供三台機械連鎖部分，電氣迴路必須由設計者自行規劃。機械

連鎖配件請洽詢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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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連鎖：
由於小容量模殼式斷路器的機械連鎖皆在施耐德調校組裝完成，故在此說明大容量模殼式斷路器
及空氣斷路器。 
有3個重點： 
1. 當選用by rod時，機械連鎖方向只有垂直，rod長度最長為900㎜。在此要注意的是安裝方向一

律在面對斷路器的右側，並且注意rod上下貫穿配電盤時之空間規劃（如圖例）。 

2. 當選用by cable時，機械連鎖方向有垂直及水平2種，cable長度最長為2000㎜。在此要注意的
是安裝方向一律在面對斷路器的右側，並且注意cable的最小彎曲半徑之空間規劃（如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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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安裝步驟請詳見配附件所附之安裝手冊，以下圖示代表組裝步驟。要注意的是所有安裝須
在斷路器OFF，儲能彈簧在Discharged的情況下完成。當組裝完成後2台斷路器只能每次作動
一台以確保機械連鎖的正確性。
3-1. by rod：

NW 抽出式用配件 NT 抽出式用配件 NS 固定式用配件

連鎖桿 (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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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y cable：

NW 抽出式用配件 NT 抽出式用配件 NS 固定式用配件

連鎖線 (cable)

 第 1 條

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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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後的線與機械
旋轉臂的水平面間
須有4㎜的長度

2台斷路器只能投入1台



■ 電氣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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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UA為一邏輯控制器，ACP為一電壓偵測器；UA與ACP可以組合在一起，亦可分開安裝，如圖例。

2. 標準接線模式(使用UA，全自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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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觀及尺寸說明

4. 設定及接點說明

a. 指撥開關：
     A=0，測試連接市電側(台電側)電源為單相。
     A=1，測試連接市電側(台電側)電源為三相。
     B=0，當備用電源側(發電機端)發生故障時，  
     市電側(台電側)的斷路器為OPEN狀態。
     B=1，當備用電源側(發電機端)發生故障時，
     市電側(台電側)的斷路器維持投入狀態。
     C=0，發電機最大啟動時間 t6=120 sec.。
     C=1，發電機最大啟動時間 t6=180 sec.。

c. 接點 22-23﹅26-27-28 及 29-30-31：
    22-23 輸出可知UA控制器目前為自動操作狀態或為強制手動狀態。
    26-27-28 輸出為當電源切換前通知負載的卸載訊號。
    29-30-31 輸出為通知發電機之啟動訊號。

b. 接點 17-18 及 20-21：
     17-18短接後，設備才會自動做切換(施耐德出廠設定值)。
     20-21短接後，市電側N才會切換至備用電源側R(施耐德出廠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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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Controller

5. 控制器功能操作說明

auto模式
1. 台電停電後，經 t1 延時後啟動發電機，並跳脫台電側ACB。
2. 再經 t3 延時後，投入發電機側ACB。
3. 台電復電後，經 t2 延時後將發電機側ACB跳脫。
4. 再經 t4 延時後，投入台電側ACB。
5. 經 t5 延時後，將發電機停機。

stop/manu模式
當切換到此模式時，會強迫將ACB均跳脫至Off位置，改由手動操作；不建議在正常供電中切換到此模式。

N模式
當切換到此模式時，會強迫將台電側ACB投入。

R模式
當切換到此模式時，會強迫啟動發電機，並跳脫台電側ACB﹅投入發電機側ACB。

Test模式
在 auto 模式下可按下 Test 鍵做測試，此時會馬上啟動發電機、確認發電機側來電後跳脫台電側ACB﹅並投入發電機
側ACB，由發電機供電，此時面板上的燈號會呈現閃爍現象，待3分鐘後再恢復由台電側供電。

t1~t4時間調整說明
a. 當UN=0(市電停電)時，備用電源側必須先經過2段時間(t1+t3)後才得以切換。
    a1. t1：偵測市電消失至市電側斷路器跳脫前之時間延遲(0.1~30 sec.可調整)。
    a2. t3：在切換至備用電源前通知卸載指令之時間延遲(0.5~30 sec.可調整)。

b. 當UN=1(市電復電)時，備用電源側必須先經過2段時間(t2+t4)後才得以切離。
     b1. t2：偵測市電回復前至備用電側斷路器跳脫前之時間延遲(0.1~240 sec.可調整)。
     b2. t4：在切換回市電電源前通知再加載指令之時間延遲(0.5~30 sec.可調整)。

t5
設定在發電機停機前市電是否復電成功之時間延遲(60~600 sec.可調整)，若復電不成功發電機可再啟動。 

指示燈：
■ UN：市電側指示燈
■ UR：備用電源側指示燈
■ on：斷路器投入指示
■ off：段路器跳脫指示
■ fault：斷路器故障跳脫指示

操作旋鈕：
■ auto：★設備切換為自動偵測模式
■ N：★強制在市電側斷路器投入
■ R：★強制在備用電源側斷路器投入
■ stop：所有斷路器跳脫並以手動操作
注意！★記號表示在該模式時，人員不得在現場手動
操作斷路器。

Test薄膜按鍵：
按下測試鍵時，設備會自動由N切換成R，再由
R回復成N，整個過程約3分鐘。測試期間若要
停止測試，可以將操作旋鈕切至stop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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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主檢查設備
1. 檢查機械機構連鎖：檢查2斷路器間機構是否鬆脫。
2. 電氣連鎖檢查：確認ACP上的電源偵測小型斷路器(PM25)一次測試否有電。如果有電，我們可以利用切換小型
    斷路器來模擬市電與備用電的存在。

附錄（完成品圖示）



施耐德電機授權經銷商

東 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普 得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公司:台北市內湖區行愛路68號6樓
電  話:(02)8791-8588             中辦處:(04)2296-9388
傳  真:(02)8791-9588             高辦處:(07)227-2133
E-mail:toyotech@ms37.hinet.net   網  址:www.toyotech.com.tw

As standards, specifications and designs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ask for confirm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publication.   Ja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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