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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F-SC720 

备用功率（50Hz） 572KW/715KVA  

主用功率（50Hz） 520KW/650KVA 
 

标准配置 
 

总体描述 

 发动机（SCANIA DC16 072A 02-12） 

 满足环境温度 50OC 水箱散热器，皮带驱动冷

却风扇，带风扇安全护罩 

 24V 充电发电机 

 发电机:单轴承发电机，IP23 防护等级，H 级

绝缘 

 减震器 

 干式空气过滤器、油水分离器、燃油过滤器、

全流量机油过滤器、离心式机油过滤器 

 发电输出断路器 

 标准控制屏 

 12V 启动电瓶两只及电瓶连接电缆 

 排烟波纹管、排烟弯管、工业用 9dB 消音器及

连接用标准件 

 随机使用资料 

 

不同电压等级发电机 
 

电压 

（V） 

频率 

（Hz） 
相数 

功率因数 

（COS￠）

备用电流 

（A） 

备用功率 

（KW/KVA） 

主用功率 

（KW/KVA）

254/440 50 3 0.8 938 572/715 520/650 

240/415 50 3 0.8 995 572/715 520/650 

230/400 50 3 0.8 1032 572/715 520/650 

220/380 50 3 0.8 1086 572/715 520/650 

  主用功率：依据 GB/T2820（eqvISO8528），在一定功率范围内可以无限制运行，每运行 12 小时可累计 1

小时 10%的过载 

  备用功率：备用功率为应急使用的最大功率限值，不能超负荷，即为断油功率 

 

销售承诺 

 

百发公司提供的产品均为全新的产品，每一台机组均经过严格的出厂检测。 

百发公司产品均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期为机组调试验收合格后的 12 个月。 

百发产品所有的服务及配件均可从百发的分销商或百发公司总部获得。 

 

机组外形，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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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参数 

 

生产商/型号： SCANIA DC16 072A 02-12  

进气系统： 废气涡轮增压，空空中冷 

燃油系统： 电喷式燃油系统 

     汽缸数： V 型 8 缸 

排量： 16.4L 

缸径×行程： 130×154（mm） 

压缩比： 16.7:1 

额定转速： 1500rpm 

发动机最大功率： 634KW 

调速系统： 发动机管理系统 EMS 

 

排烟系统 

排烟量： 42Kg/min 

排烟温度： 565℃ 

最大允许排气背压： 10kPa 

进气系统 

最大允许进气压力： 6kPa 

燃气量： 40Kg/min 

空气流量： 960Kg/min 

燃油系统 

100%（主用功率）负载： 193 g/KWh 

75%（主用功率）负载： 191 g/KWh 

50%（主用功率）负载： 195 g/KWh 

100%（主用功率）负载燃油消耗量： 130L/h 

润滑系统 

机油消耗量： <0.2 g/KWh 

油底壳机油容量： 40-48L 

额定转速油压： 300-600kPa 

冷却系统 

柴油机冷却液容量(不含散热器)： 24L 

节温器打开温度： 80/87℃ 

最高水温：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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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参数 
 

基本信息 

产品符合 GB755,BS5000,VDE0530,NEMAMG1-22,IEC34-1,CSA22.2 和 AS1359 标准 

 

技术数据 

相数： 3 

接线方式： 三相四线，Y 型绕接 

轴承数： 1 

功率因数： 0.8 

防护等级： IP23 

海拔要求： ≤1000m 

励磁方式： 无刷自励 

绝缘等级/温升等级： H/H 

电话影响系数 TIF： ＜50 

电话谐波系数 THF： ＜2% 

发电机容量： 670KVA 

发电机效率： 95.0% 

 

机组参数 
 

电压整定范围： ≥±5%

稳态电压调整率： ≤±1%

瞬态电压偏差（100%突减功率）： ≤+20%

瞬态电压偏差（突加功率）： ≤-15%

电压稳定时间： ≤4S

电压不平衡度： ≤1%

频率降： ≤3%

稳态频率带： ≤0.5%

瞬态频率偏差（100%突减功率）： ≤+10%

瞬态频率偏差（突加功率）： ≤-7%

频率恢复时间：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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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AP”自启动控制系统 ◇  MCCB 输出断路器 ◇  专用防冻液 

◇  免维护电瓶及电瓶连接线 ◇  燃油油水分离器（原配） ◇  机油排放泵 

◇  排烟系统（到消音器止） ◇  随机资料  

 

选购件 

 

◇  底座燃油箱 ◇  发电机永磁励磁系统（PMG） ◇  带“三遥”功能机组控制屏 

◇  日用燃油箱 ◇  防雨型机组 ◇  ATS 自动负载转换屏 

◇  启动电瓶浮充电器 ◇  静音型机组 ◇  并机屏 

◇  发动机水套加热器 ◇  拖车型机组 ◇  发电输出柜 

◇  发电机防冷凝加热器 ◇  发动机进气预热器 ◇  零配件 

   

 

尺寸和重量 
 

  

标准型 

外形尺寸：3440×1270×1930（mm） 

重    量：3820kg 

 

底座燃油箱型 

外形尺寸：3440×1270×1980（mm） 

重    量：4120 kg 

 

 

 

 

标准配置 

  

静音型 

外形尺寸：5030×1660×2550（mm） 

重    量：5830kg 

 

 

拖车型 

外形尺寸：5840×2540×3400（mm） 

重    量：7280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