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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轨道交通车辆及其故障

保护方法，轨道交通车辆包括n节车；每m节车组

成一个供电区间；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均贯穿整列

车；所述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均与中压供电电源、

中低压供电负载连接；相邻供电区间的两段中压

供电母线、两条中压供电母线之间、中压供电电

源与中压供电母线之间均通过接触器连接。本发

明能有效地降低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对

整列车辅助供电系统的影响，保证故障情况下列

车的正常运行，提高轨道交通车辆的安全性和运

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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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轨道交通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n节车；每m节车组成一个供电区间；两条中压

供电母线均贯穿整列车；所述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均与中压供电电源、中低压供电负载连接；

相邻供电区间的两段中压供电母线、两条中压供电母线之间、中压供电电源与中压供电母

线之间均通过接触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车辆，其特征在于，m＝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车辆，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供电区间内设置至少两

台中压供电电源，该两台中压供电电源分别与所述两根中压供电母线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车辆，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区间的数量与车辆动力

单元数量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轨道交通车辆，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压供电电源为辅

助变流器。

6.根据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轨道交通车辆，其特征在于，同一节车的中低压负载

均衡分配至所述两条中压供电母线，且同一节车的同一功能的中低压负载连接到同一条中

压供电母线上。

7.一种权利要求1～6之一所述轨道交通车辆的故障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当某节车的辅助变流器故障时，连接该辅助变流器与中压供电母线的接触器断开，该

辅助变流器与中压供电网络隔离，其余的辅助变流器并联，向中压供电母线供电；

当某一供电区间的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时，连接该供电区间的故障中压供电母

线与相邻供电区间的中压供电母线的接触器断开，该供电区间的中压供电母线及与其连接

的辅助变流器、中低压负载隔离，其余供电区间的辅助变流器并联，通过中压供电母线向其

余中低压负载供电；

当中低压负载故障时，关闭故障的中低压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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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车辆及其故障保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交通车辆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轨道交通车辆及其故障保护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轨道交通车辆的中压供电网络向列车所有中低压辅助设备供电，是列车电气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求中压供电网络具有高稳定性和低故障率。轨道交通车辆中压供

电网络的电源通常为辅助变流器，其输出三相380V交流电；负载包括空调系统、空气压缩

机、照明系统和充电机等；其他辅助设备包括继电器、接触器和空气开关等。

[0003] 轨道交通车辆中压供电网络的发展经历了扩展供电、交叉供电和并网供电等阶

段。以一列6辆编组的地铁车辆为例介绍这几种供电形式。扩展供电通常将整列车分成两个

供电区间，各包含三辆地铁车辆；每个供电区间设置一台辅助变流器，为所在供电区间供

电；当一台辅助变流器发生故障时，关闭故障变流器，由另一台辅助变流器为整列车供电，

同时关闭部分负载。交叉供电通常设置两台辅助变流器；同时将整列车的中低压负载平均

分成两组，每台辅助变流器为一组负载供电；当一台辅助变流器发生故障时，关闭故障变流

器和其供电的一组负载，另一台辅助变流器供电的负载正常运行。并网供电可设置6台辅助

变流器和一条贯穿整列车的中压母线，所有辅助变流器并联向中压母线供电，所有中低压

负载均从中压母线获取电能；当一台辅助变流器发生故障时，关闭故障变流器，由剩下的5

台变流器为中压母线供电。

[0004] 上述轨道交通车辆中压供电网络，并网供电的故障保护性能显著优于扩展供电和

交叉供电。当一台辅助变流器发生故障时，扩展供电和交叉供电将损失50％的中压供电容

量，而并网供电只损失16.7％的中压供电容量(以6台辅助变流器为例)。通过为每台辅助变

流器设置合理的冗余供电容量，可保障即使一台辅助变流器发生故障，并网供电的中压供

电网络仍能保障整列车中低压负载的正常运行。因此，并网供电目前已成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辅助供电系统的首选方案。但是，其故障保护性能仍不够完善。并网供电设置一条贯穿

整列车的三相380V中压供电母线，当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整列车的中压供电网络将不能

正常工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轨道交通车辆及其

故障保护方法，有效地降低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对整列车辅助供电系统的影响，保

证故障情况下列车的正常运行，提高轨道交通车辆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轨道交通车辆，包括n节

车；每m节车组成一个供电区间；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均贯穿整列车；所述两条中压供电母线

均与中压供电电源、中低压供电负载连接；相邻供电区间的两段中压供电母线、两条中压供

电母线之间、中压供电电源与中压供电母线之间均通过接触器连接，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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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每个所述供电区间内设置至少两台中压供电电源，该两台中压供电电源分别与所

述两根中压供电母线连接。

[0008] 所述供电区间的数量与车辆动力单元数量相同。

[0009] 同一节车的中低压负载均衡分配至所述两条中压供电母线，且同一节车的同一功

能的中低压负载连接到同一条中压供电母线上。

[0010] 相应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轨道交通车辆的故障保护方法，包括：

[0011] 当某节车的辅助变流器故障时，连接该辅助变流器与中压供电母线的接触器断

开，该辅助变流器与中压供电网络隔离，其余的辅助变流器并联，向中压供电母线供电；

[0012] 当某一供电区间的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时，连接该供电区间的故障中压供

电母线与相邻供电区间的中压供电母线的接触器断开，该供电区间的中压供电母线及与其

连接的辅助变流器、中低压负载隔离，其余供电区间的辅助变流器并联，通过中压供电母线

向其余中低压负载供电；

[0013] 当中低压负载故障时，关闭故障的中低压负载。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能有效地降低中压供电母

线相间短路故障对整列车辅助供电系统的影响，保证故障情况下列车的正常运行，提高轨

道交通车辆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在8节编组地铁车辆上的实施方式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供电区间1辅助变流器和中低压负载与中压供电母线的连接关系示

意图；

[0018] 图4为辅助变流器故障时本发明提供的中压供电网络的故障保护措施示意图；

[0019] 图5为供电区间1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时本发明提供的中压供电网络的故

障保护措施示意图；

[0020] 图6为供电区间2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时本发明提供的中压供电网络的故

障保护措施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本发明由如下部分构成：

[0022] (1)一列轨道交通车辆，由车辆1、车辆2、……车辆n构成整列车，表示本发明所述

轨道交通车辆中压供电网络故障保护策略与系统可根据实际的轨道交通车辆产品研发需

要实施与设计。整列车被分为若干个供电区间，如供电区间、供电区间2、……供电区间k。实

际轨道交通车辆的供电区间划分根据车辆的编组形式确定，通常与车辆的基本动力单元保

持一致，2～4节车辆组成一个供电区间。如图1所示，车辆1～3组成了供电区间1，车辆4和5

组成了供电区间2。

[0023] (2)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即中压供电母线A和中压供电母线B。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均

为三相380V供电母线，均贯穿整列车。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形成了一套面向故障保护的冗余

备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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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3)若干台中压供电电源，即辅助变流器。辅助变流器分布于整列车，通常一个供

电区间至少设置两台辅助变流器，且分别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A和中压供电母线B。如图1所

示，供电区间1包含两台辅助变流器，一台位于车辆1，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A，另一台位于车

辆3，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B；供电区间2亦包含两台辅助变流器，一台位于车辆4，连接至中

压供电母线A，另一台位于车辆5。整列车的所有辅助变流器通过中压供电母线向所有中低

压负载并联供电，当其中一台或几台辅助变流器发生故障时，其余辅助变流器投入供电容

量冗余向中低压负载供电，保障整列车的辅助供电系统正常运行、或在性能降级的情况下

继续运行。

[0025] (4)中低压供电负载，通常包括空调机组、空气压缩机、照明系统和充电机等。同一

车辆的同一类型的负载(如两台空调机组、两套照明设施和两套电暖气等)分别连接至两条

中压供电母线，并保持两条中压供电母线的总负载均衡。当一条中压供电母线发生故障(如

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导致连接至该中压供电母线的中低压负载不能正常工作时，另一

条中压供电母线上连接的中低压负载仍能正常工作，保障车辆中低压负载的基本功能，如

客室加热、冷却、通风、照明等不丧失。

[0026] (5)接触器，包括连接辅助变流器与中压供电母线的接触器，如图1中K(Ⅰ)1、K(Ⅰ)2、

K(Ⅰ)3……；连接中压供电母线不同区段的接触器，如图1中K(Ⅱ)1、K(Ⅱ)2、K(Ⅱ)3……；连

接中压供电母线A与中压供电母线B的接触器，如图1中K(Ⅲ)。接触器将中压供电电源——

辅助变流器、中压供电母线和中低压负载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压供电网络，在轨道交通车辆

正常运行时均衡中压供电网络的供电容量与负载功率；在中压供电网络发生故障时，通过

断开相应的接触器将故障单元从中压供电网络隔离，防止故障范围扩大，并在剩下的辅助

变流器和中低压负载间开展供电容量与负载功率的均衡。接触器的控制指令来自相应的中

压供电网络故障检测与控制系统，通过检测辅助变流器输出端、中压供电母线、接触器等处

的状态参数，判断中压供电网络是否发生故障。发生故障时，产生故障保护控制指令，控制

相应的接触器断开，将故障单元从中压供电网络隔离。

[0027] 如图2所示，为一列8节编组的地铁车辆。将整列车划分为3个供电区间：车辆1～3

为供电区间1，车辆4和5为供电区间2，车辆6～8为供电区间3。列车设置两条贯穿整列车的

三相380V中压供电母线，分别为图2所示的中压供电母线A和中压供电母线B。两条中压供电

母线通过三相接触器K(Ⅲ)实现电气连接。对应于供电区间，将整列车的中压供电母线划分

为三个供电区段，分别位于车辆1～3、车辆4和5、以及车辆6～8。通过三相接触器将相邻的

中压供电母线供电区段连接起来，如图2所示的K(Ⅱ)1、K(Ⅱ)2、K(Ⅱ)3和K(Ⅱ)4。整列车设

置6台辅助变流器，分别位于车辆1、车辆3、车辆4、车辆5、车辆6和车辆8，即每个供电区间内

均设置两台辅助变流器。辅助变流器通过三相接触器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如图2所示的K

(Ⅰ)1、K(Ⅰ)2、K(Ⅰ)3、K(Ⅰ)4、K(Ⅰ)5和K(Ⅰ)6。

[0028] 以供电区间为基本单元开展辅助变流器和中低压负载与中压供电母线的连接设

计。如图3所示，为供电区间1，即车辆1～3内辅助变流器和中低压负载与中压供电母线的连

接方式。将该供电区间的两台辅助变流器分别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A与中压供电母线B(为

节省空间，图3中未画出连接辅助。中低压负载与中压供电母线的连接遵循如下两条规则：

一是将同一车辆的同一功能的负载，如图3中将车辆1～3的空调机组分别连接至中压供电

母线A与中压供电母线B；二是将同一车辆的中低压负载均衡分配至两条中压供电母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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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将车辆1(带司机室的头车)的司机室空调和司机室足部加热、车辆2和车辆3的牵引箱

风扇和制动电阻风扇分别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A与中压供电母线B。

[0029] 采用所述故障保护策略和系统的中压供电网络可有效应对多种中压供电网络故

障。具体地，对以下几种类型的故障，所述中压供电网络所采取的故障保护措施为：

[0030] (1)辅助变流器故障，如图4所示，以车辆1辅助变流器故障为例。此时连接辅助变

流器与中压供电母线的三相接触器断开，将故障辅助变流器与中压供电网络隔离，余下的5

台辅助变流器并联向中压供电母线供电。辅助变流器供电容量的冗余量可部分甚至完全补

偿故障辅助变流器导致的中压供电网络供电容量损失，从而使整列车辅助供电系统的性能

和功能不受或少受影响。

[0031] (2)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如图5所示，以供电区间1中压供电母线A相间短

路故障为例。此时，连接中压供电母线A故障区段与相邻区段的三相接触器K(Ⅱ)1断开，将

故障区段的中压供电母线及与其连接的辅助逆变器和中低压负载隔离，余下的5台辅助变

流器并联通过中压供电母线向余下的中低压负载供电。供电区间2和供电区间3的车辆，即

车辆4～8的中低压负载的功能和性能基本不受影响；供电区间1的车辆，即车辆1～3损失约

一半的中低压负载，其功能和性能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整列车仍可继续运行。

[0032] 当中压供电母线相间短路故障发生在供电区间2时，如图6所示，此时，连接中压供

电母线A故障区段与相邻区段的三相接触器K(Ⅱ)1和K(Ⅱ)3断开，连接中压供电母线A与中

压供电母线B的三相接触器K(Ⅲ)亦断开，将故障区段的中压供电母线及与其连接的辅助逆

变器和中低压负载隔离，余下的5台辅助变流器通过中压供电母线向余下的中低压负载供

电。具体地，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B的三台辅助变流器并联向连接至中压供电母线B的中低

压负载供电；连接至供电区间1中压供电母线A的辅助变流器和中低压负载，和连接至供电

区间3中压供电母线A的辅助变流器和中低压负载分别构成两个独立的供电单元。供电区间

1和供电区间3的车辆，即车辆1～3和车辆6～8的中低压负载的功能和性能基本不受影响；

供电区间2的车辆，即车辆4和5损失约一半的中低压负载，其功能和性能受到一定影响，但

是整列车仍可继续运行。

[0033] (3)中低压负载故障，由列车控制管理系统关闭相应的故障负载设备即可，不会对

中压供电网络的其他设备和部件造成影响。

[0034] (4)其他设备、部件或位置发生的故障，以及故障的组合，均可看成上述类型故障

的组合。其故障保护措施和对整车辅助供电系统的功能和性能的影响，按照上述方法分析

即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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