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油发电机组 

 

主用功率 
2180 ekW  2725 kVA  
50 Hz 1500 RPM  
400 V 

卡特彼勒位居发电产品市场领先地位，其动力系

统可提供无以伦比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可靠性和

成本效益。 
所示图片可能未反映实际的机器 

 
 
燃油/排放策略 
• 低油耗 

 

全范围附件 
• 提供多样性的扩展附件，经由工厂设计和试验 
 
一站式供应商 
• 苛刻的现场原型机测试 
 
全球范围的产品支持 
• 卡特彼勒经销商提供广泛的售后支持，包括维护和维修协

议。 
• 卡特彼勒经销商拥有超过1600家经销商分支店，遍布200个
国家。 

• 卡特彼勒定期油样分析Cat® S·O·S sm可以极低的成本检测

发动机内部元件的磨损趋势，可以检测到有害的液体和燃烧

副产品。 
 

卡特彼勒 C175-16 柴油发动机 
• 可靠、坚固和经久耐用的设计  

• 4冲程循环发动机集稳定的性能、优良的燃油经济性 
• 先进的电子发动机控制 
• 较低的安装和运行成本。 
 
 
卡特彼勒® SR5 发电机 
• 电机的设计与卡特彼勒柴油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达到最佳匹配 
• 行业中领先的机械和电气设计 
• 行业领先的电机启动性能 

• 更高的效率 
 
卡特彼勒EMCP 3控制盘 
• 用户界面友好 
• 可扩展的系统，以满足广泛的客户需求 
• 集成的控制系统和远程通讯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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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用功率 2180 ekW  2725kVA  
 50Hz 1500RPM  400V 

出厂标配件和选配件 

系统 标准 可选用的 

进气 4个单级空气过滤器和空滤更换指示器 

预留进气关断阀安装位置 

4个双级空气过滤器和空滤更换指示器 

空气进气接头 

控制面板 EMCP 3.1  
 

EMCP3.2或3.3 
本地和远程报警模块 

离散I/O模块 

发电机温度监控和保护 

远程监控 

负荷分配模块 

冷却 中冷器独立回路系统 

缸套水和中冷器法兰 

远置式中冷器独立回路散热器 

燃油冷却器 

冷却液低液位传感器（为远置式散热器用） 

排气 干式排气歧管 

波纹管（ANSI 6寸，DIN 150）数量4个 

发动机排气温度模块 

消声器（15分贝，25分贝，或40分贝） 

两个16寸或单个20寸垂直排气接头 

20寸连接配对法兰 

燃料 油水分离器/粗滤 

二级燃油过滤器（在发动机上已安装） 

 

 

发电机 SR5 SR5发电机 

三相 无刷，凸极 

绕组温度RTD 

卡特彼勒数字式电压调节模块/CDVR 
 

防潮电机加热器套件 

超大容量电机 

接出电缆位置可选择 

可选中压发电机（6300V、6600V、6900） 

    高压发电机（10000V、10500V、11000V） 

调速 卡特彼勒电子模块/ADEMTM A4 冗余停车装置 

润滑 润滑油/滤清器 

润滑油加注口和油标尺 

润滑油排污阀 

曲轴透气管 

润滑油齿轮泵 

润滑油冷却器 

电动预润滑泵（仅在主用机组和连续机组配备） 

安装 发动机和发电机一体式底座 

橡胶减震器（散装） 

弹簧减震器 

地震多发区专用减震器 

起动/充电 24V电起动双马达 

蓄电池、支架和蓄电池电缆 

蓄电池负极开关 

 

超大容量蓄电池 

75A 充电发电机 

市电充电器 

缸套水加热器 

冗余电启动 

曲轴箱系统 开式曲轴箱通风 曲轴箱防爆阀 

其他 右侧维护（除润滑油过滤器在左面） 

SAE标准旋转/CCW 

油漆—卡特彼勒黄漆和底座黑色高亮油漆 

飞轮和飞轮壳－SAE NO.00 

盘车装置－手动或气动 

工厂测试报告 

断路器  断路器 额定UL100%，三相 带分励脱扣器 

断路器 额定IEC，三相或四相 带分励脱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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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柴油发动机 
C175,中冷器独立回路系统，16缸，4冲程，燃油水冷却 

缸径                                 175.00 mm(6.89 in) 
行程                             220.00 mm(8.66 in) 
排量                             84.67 L (5166.88 in3) 
压缩比                                        15.3:1 
进气方式                                   涡轮增压后冷 

燃油系统                                        共轨 

调速型号               卡特彼勒电子模块/ADEMTMA4 
 

 

 

卡特彼勒 EMCP3 系列控制面板 
● EMCP3.1（标配） 

● EMCP3.2/EMCP3.3（选配） 

● 三相有效值测量 

● 控制 

      运行/自动/停止控制 

      速度调节 

      电压调节 

      紧急停车按钮 

      发动机盘车 

● 数字显示（包含） 

      转速 

      运行小时计 

      润滑油压力 

      冷却液温度 

      系统直流电压 

      线电压，相电压，相电流，频率 
      ekW,kVA,kVAR,kW-hr,%kW,PF(EMCP3.2/3.3) 
● 停车并显示（包含） 
      润滑油压力低 

      冷却液温度高 

      冷却液液位低 

      超速 

      紧急停车 

      过度盘车 

● 可编程保护继电器功能（EMCP3.2&3.3） 

      低/过电压 

      低/过频率 

      过电流（时间和限制时间） 

      逆功率（EMCP3.3） 

● MODBUS数据链，RS-485系统通讯（EMCP3.2&3.3） 

● 选配 

      控制面板保护盖板 

      机带报警模块 

      远程报警模块 

      输入/输出模块 

      RTD发电机温度监控模块 

      数据监控软件 

 
      
     
 

 

技术规格 

卡特彼勒发电机 
基座号                                             1866 

励磁                                            永励磁 

节距                                            0.6667 

级数                                                 4 

轴承数                                               2 

引出线                                               6 

绝缘等级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1446认证  H级 

IP等级                                  防滴漏保护IP22 

电机安装对中                                     导向轴 

超速能力                               额定转速的125％ 

波形偏差（线到线，无负载）                       3.0％ 

电机并联用/下垂变压器                              标配 

电压调整                          电压/频率降比值可调节 

电压调整率（稳态）                        <±0.5%       

电压调整率 (在3％速度变化内)                   <±0.5％ 
电话影响系数（TIF）                              <50 
谐波畸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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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发电机组－－1500rpm/50Hz/400V DM8720 

发电机组性能  

发电机组额定功率@0.8PF 
发电机组额定功率带风扇  

 
2725kVA 

 2180 ekW 

冷却液到中冷器 

至中冷却器的冷却液最高温度 

 
48℃ 

燃油消耗量  

100%负荷 带风扇 

75%负荷  带风扇 

50%负荷  带风扇 

 

559.6 L/hr 

429.5 L/hr 

 307.5 L/hr 

冷却系统1 

空气流量允许背压值 

冷却液容量 

 

0.12 Kpa 

882.5L 

空气进气 

燃烧用空气量 

 

175.7m3/min 

排气系统  

排烟温度 

排气气体流量 

排气出口法兰（内径） 

排气系统背压（最大允许值） 

 

476.2℃ 

 456.9m3/min  

150 mm 

6.7 Kpa  

热平衡/热交换数据 

冷却液（全部）  

排烟（全部）   

发动机辐射热量  

发电机辐射热量 

 

1047 Kw 

 2048kW 

  254kW 

 86.1 Kw 

发电机2 

30%电压降时启动能力 

基座号 

温升 

 

6187 skVA 

1866 

125℃ 

排放（名义值）3 

NOx mg/nm3 

CO  mg/nm3 

HC  mg/nm3 

PM  mg/nm3 

 

4524.1 mg/nm3 

133.5 mg/nm3 

81.8 mg/nm3 

18.5 mg/nm3 

 
1.当空气流量（系统）超出工厂允许值时，机组在海拔和环境温度的能力请咨询当地的卡特彼勒代理商 

 

2.UL2200中包含超大容量发电机，其温升和马达起动参数有所不同。发电机温升是按照NEMA MG1-32的规定，基于40℃环境温度。 
 
3. 排放数据的测量规范符合美国环保署（EPA）CFR 40部分89子部分D和E以及ISO8178-1 中有关测量HC,CO,PM和NOx的规定。显示的数据基于77℉，

28.42英寸汞柱以及在35o API比重和低热值LHV为18，390 btu/Ib.的美国2号柴油稳定工况条件下。显示的标称排放数据会受到所使用的仪器，测量方法，

设备以及发动机和发动机之间的差异影响。排放数据基于100%负荷，因此与EPA规定不具可比性，后者使用的数值基于加权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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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定义与条件 

满足或超出各种国际性规定： 
AS1359,IEC60034-1,ISO3046,ISO8528,NEMA MG 1-22,  
NEMA MG 1-33,UL508A,72/23/EEC,98/37/EC,2004/108/EC 
 

主用电源－在此范围内的带载运行时间没有限制，平均功率

输出在额定主用功率的70%。根据ISO3046，每运行12小时允

许超载10%1小时，超负荷运行每年不能超过25小时。 

额定值是基于SAE J1394 标准试验条件，同时也适用与ISO3046 
标准试验条件。 

 

燃油率基于35o API（16℃或60℉）比重的燃油，该燃油在29℃
（85℉）使用时低热值（LHV）为42780 KJ/kg (18,390 Btu/Ib),比
重为838.9g/L (7.001 Ibs/U.S.gal)。如果客户有额外的功率要求，

请联系您附近的卡特彼勒公司代表。如有关于低硫燃料和生物燃

料的使用，请咨询您当地的卡特彼勒代理商。 

 

 

 

 

 

 



主用功率 2180 ekW  2725kVA  
 50Hz 1500RPM  400V 

6 

机组尺寸和重量 

长度 7,850.5mm 

宽度 2,726.9 mm 

高度 3,303.8 mm 

毛重－不含润滑油，冷却液 22,103 kg 

 

性能编号：DM8720 
特征代码：175DE16 
发电机代号：311-1146 
产地：美国 

 

www.CAT-ElectricPower.com 
2010卡特彼勒版权所有 

 

资料和技术规格可能会有更改，不作另行通知， 

在本出版物中使用国际单位制（SI) CAT,CATERPILLAR,SAFETY.CAT.COM以其相应的徽标，Caterpillar Yellow和Caterpillar Corporate Yellow和POWER 

EDGE商业外观以及此处所使用的企业和产品标识是卡特彼勒的商标，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注意：仅供参考 

精确的尺寸和重量请联系您当地的

代理商 

（发电机组尺寸图号3584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