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692358.X

(22)申请日 2015.10.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39835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3.16

(73)专利权人 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516006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6号区

(72)发明人 刘飞　文锋　龚敏明　李少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102

代理人 陈卫　禹小明

(51)Int.Cl.

B60M 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508937 A,2015.04.08,说明书第

0041-0062段，附图1-3.

CN 102195284 A,2011.09.21,说明书第

0068-0102段，附图4-5.

CN 102196938 A,2011.09.21,说明书第

0039-0082段，附图1.

EP 2578435 A1,2013.04.10,全文.

JP 2013-123280 A,2013.06.20,全文.

JP 2009-171772 A,2009.07.30,全文.

审查员 刘鑫

 

(54)发明名称

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包

括给机车直接供电的直流母线，以及连接直流母

线的机车直流负载，所述直流母线和机车直流负

载之间设置有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在轨道交

通机车启动和制动时，起到平滑电网电压作用，

减少轨道交通机车对电网的影响；在轨道交通机

车制动时，可回收轨道交通机车在制动过程中的

能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环保；在轨道交通

机车因机车或电网供电故障时，可启动应急牵

引，将机车牵引到安全位置，避免占用线路，提升

运营效率和紧急故障处理能力；本方案在原有备

用电源的基础上升级，占用空间小，减少工艺成

本；可根据当前电池剩余容量，自动制定应急牵

引方案，控制更加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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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以下状态下做相应处理：

Z1：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机车直流负载由直流母线直接供电，双向DC/DC与电池管理系

统实时通讯，按照电池管理系统发送的充电信息请求接通直流母线来完成对电池组的充

电，使电池组的容量在合理范围内；

Z2：当机车启动时，双向DC/DC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并接通电池组为机车提供部分

牵引能量，当机车加速度减小到一定程度，直流母线电压回升到正常范围时，双向DC/DC停

止通过电池组向直流母线提供电能；

Z3：当机车刹车制动时，双向DC/DC通过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吸收部分能量到电池

组；

Z4：在直流母线出现中断供电时，整车发出应急牵引指令，电池管理系统根据当前电池

组的剩余容量QS，计算出最佳的牵引速度和牵引时间供参考，电池组一方面给机车直流负

载供电，另一方面通过双向DC/DC给车上直流母线供电，为机车提供牵引动力；

Z5：当供电网恢复供电后，电池管理系统给双向DC/DC发送充电信息，在相对短的时间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并将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Z6：当电池系统出现故障时，电池管理系统通过双向DC/DC向整车发出相应的故障告

警，并启动机车牵引系统，将机车牵引到安全位置；

上述方法基于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实现，所述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包括给机

车直接供电的直流母线，以及连接直流母线的机车直流负载，所述直流母线和机车直流负

载之间设置有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所述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包括设置在机车直流母

线和直流负载之间的一路或两路控制供电方向的双向DC/DC，所述双向DC/DC和机车直流负

载之间通过二极管连接，双向DC/DC还分别连接电池组和电池管理系统，所述电池管理系统

分别通过通讯总线连接双向DC/DC；所述直流母线还连接有机车牵引系统，所述机车牵引系

统与双向DC/DC通过通讯总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母线还连接有机车辅助系

统，所述机车辅助系统设有逆变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发送的充电信息为

电池当前状态下可继续充电的能量，该可继续充电的能量至少大于下一站制动回收能量值

QBnmax；当可继续充电的能量到达下一站制动回收能量值时停止充电，可继续充电的能量=

（QN－QS），其中QN为电池组总额定可存储能量，QS为电池组当前剩余能量，QBnmax为第N个

站制动回收能量最大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根据机车传送的车

站信息，存储每个站的启动能量范围QSNmin~QSNmax和制动能量范围QBNmin~QBNmax数据，

其中QSNmin为第N个站的启动所需能量最小值，QSnmax第N个站的启动所需能量最大值；

QBNmin第N个站的制动所反馈能量最小值，QBNmax第N个站的制动所反馈能量最大值。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由每个站的启动能量范围、制动能量范围以及当前电池组电量得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速度和牵引时间的由牵引功

率计算得，其中牵引时间最短为最佳。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由机车当前的位置，计算出需要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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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S，再由车辆提供的各速度下牵引功率曲线P（t，Vx），得到等式：

QS= ∫P（t，Vx）*S/  Vx  dt        （1）

上式中，P（t，Vx）为机车在不同速度Vx下，各时刻机车的牵引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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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管理领域，更具体地，涉及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

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轨道交通机车有着频繁启停的特点，机车在启动过程中，需要短时很大的牵

引功率，会造成附近的电网电压大幅波动；而在机车到站停车时，刹车制动多采用机械制动

或者与机械制动相配合的能量回馈，能源利用率低，靠机械制动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和噪声，

若采用电阻制动方式，能量损失大；并且，目前还没有应急牵引措施，容易出现紧急事故后

使线路上大规模暂停服务，出现故障只能拖走。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减小电网电压波动、提高能量利

用效率和具有故障应急能力的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包

括给机车直接供电的直流母线，以及连接直流母线的机车直流负载，所述直流母线和机车

直流负载之间设置有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

[0005] 所述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包括设置在机车直流母线和直流负载之间的一路或

两路控制供电方向的双向DC/DC，所述双向DC/DC和机车直流负载之间通过二极管连接，双

向DC/DC还分别连接电池组和电池管理系统，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分别通过通讯总线连接双

向DC/DC。

[0006] 所述直流母线还连接有机车牵引系统，所述机车牵引系统与双向DC/DC通过通讯

总线连接。

[0007] 所述直流母线还连接有机车辅助系统，所述机车辅助系统设有逆变器。

[0008] 一种用于以上所述的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的控制方法，在以下状态下做相应处

理：

[0009] Z1：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机车直流负载由直流母线直接供电，双向DC/DC与电池管

理系统实时通讯，按照电池管理系统发送的充电信息请求接通直流母线来完成对电池组的

充电，使电池组的容量在合理范围内；

[0010] Z2：当机车启动时，双向DC/DC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并接通电池组为机车提供

部分牵引能量，当机车加速度减小到一定程度，直流母线电压回升到正常范围时，双向DC/

DC停止通过电池组向直流母线提供电能；

[0011] Z3：当机车刹车制动时，双向DC/DC通过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吸收部分能量到

电池组；

[0012] Z4：在直流母线出现中断供电时，整车发出应急牵引指令，电池管理系统根据当前

电池组的剩余容量QS，计算出最佳的牵引速度和牵引时间供参考，电池组一方面给机车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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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负载供电，另一方面通过双向DC/DC给车上直流母线供电，为机车提供牵引动力；

[0013] Z5：当供电网恢复供电后，电池管理系统给双向DC/DC发送充电信息，在相对短的

时间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并将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0014] Z6：当电池系统出现故障时，电池管理系统通过双向DC/DC向整车发出相应的故障

告警，并启动机车牵引系统，将机车牵引到安全位置。

[0015] 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发送的充电信息为电池当前状态下可继续充电的能量，该可继

续充电的能量至少大于下一站制动回收能量值QBnmax；当可继续充电的能量到达下一站制

动回收能量值时停止充电，可继续充电的能量=（QN－QS），其中QN为电池组总额定可存储能

量，QS为电池组当前剩余能量，QBnmax为第N个站制动回收能量最大值。

[0016] 所述电池管理系统根据机车传送的车站信息，存储每个站的启动能量范围QSNmin

~QSNmax和制动能量范围QBNmin~QBNmax数据，其中QSNmin为第N个站的启动所需能量最小

值，QSnmax第N个站的启动所需能量最大值；QBNmin第N个站的制动所反馈能量最小值，

QBNmax第N个站的制动所反馈能量最大值。

[0017] 所述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由每个站的启动能量范围、制动能量范

围以及当前电池组电量得出。

[0018] 所述牵引速度和牵引时间的由牵引功率计算得，其中牵引时间最短为最佳。

[0019] 由机车当前的位置，计算出需要牵引的距离S，再由车辆提供的各速度下牵引功率

曲线P（t，Vx），得到等式：QS= ∫P（t，Vx）*S/  Vx  dt      （1）

[0020] 上式中，P（t，Vx）为机车在不同速度Vx下，各时刻机车的牵引功率。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2] 本发明提供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在轨道交通机车启动和制

动时，起到平滑电网电压作用，减少轨道交通机车对电网的影响；在轨道交通机车制动时，

可回收轨道交通机车在制动过程中的能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环保；在轨道交通机车

因机车或电网供电故障时，可启动应急牵引，将机车牵引到安全位置，避免占用线路，提升

运营效率和紧急故障处理能力；本方案在原有备用电源的基础上升级，占用空间小，减少工

艺成本；可根据当前电池剩余容量，自动制定应急牵引方案，控制更加智能化。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

详细描述。

实施例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包括连接城市电网系统的直流母线，直

流母线给机车直接供电，机车直流负载连接直流母线由直流母线直接供电，本实施例在直

流母线和机车直流负载之间设置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可在机车

启动时，提供部分牵引功率，平滑电网波形；在刹车制动时吸收制动能量，提供能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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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提供牵引电源，将轨道机车低速运行一定距离，这样可避免轨道机车占用线路，提供

一个应急处理的有效办法。

[0026] 双向电源释放吸收装置包括两路连接于直流母线和机车直流负载之间的双向DC/

DC，用于监控机车直流负载上的电压情况并作出供电方向的改变动作。所述双向DC/DC分别

通过二极管连接机车直流负载，所述双向DC/DC和机车直流负载之间还分别设置有电池组

和电池管理系统（下面简称BMS），所述BMS分别通过通讯总线连接双向DC/DC，BMS与双向DC/

DC实时通讯，BMS实时监控电池组状态，并将各时刻电池组允许的充放电电流值发送给双向

DC/DC。设置两路由双向DC/DC、电池组和电池管理系统组成的控制支路，起到冗余作用，保

证车上负载可靠供电。每组电池各通过DC/DC与机车直流母线相连，在正常的工作过程中，

车上负载由双向DC/DC连接直流母线供电，当电网断电时，机车进入应急模式时，BMS根据当

前电池组的剩余电量，计算出合适的牵引速度和可牵引的距离，并将相关数据通过双向DC/

DC发送给机车电池组一方面给车上负载供电，另一方面，通过双向DC/DC给车上直流母线供

电，为机车提供牵引动力。

[0027] 所述直流母线还连接有机车牵引系统和机车辅助系统，所述机车牵引系统与双向

DC/DC通过通讯总线连接，在启动、断电和故障状态需要牵引时，启动机车牵引系统，由电池

组供电，将机车牵引到合适位置上。机车辅助系统主要包括逆变器及其相关电路，为车上部

分需要380v电压的设备将750v的直流电电压转变成380v电压。

[0028] 上述轨道交通机车电源系统的控制方法为：

[0029] Z1：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机车直流负载由直流母线连接城市电网供电，并通过控制

双向DC/DC来控制电池组的充放电，双向DC/DC与电池组BMS实时通讯，按照BMS发送的充电

信息请求来完成对电池组的充电，保证电池组的剩余电量在合理范围内，即电池当前状态

下可继续充电的能量（QN－QS）至少大于下一站制动回收能量QBnmax；其中QN为电池组总额

定可存储能量，QS为电池组当前剩余能量，QBnmax为第N个站制动回收能量最大值。

[0030] 其中，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由每个站的启动能量范围、制动能量

范围以及当前电池组电量得出。BMS记录整个线路每个站点的充放电电流的大小并保存在

BMS中，通过这些数据，结合车上的负载情况，BMS控制电池组的合理电量，保证在每个制动

过程中的能量都能完全吸收，提供必要的应急负载供电电源和应急牵引能量。

[0031] 具体的，BMS根据机车传送的车站信息，记录每个站的启动能量范围QSNmin~
QSNmax和制动能量范围QBNmin~QBNmax数据，并将相关数据存储的BMS中；（其中QSNmin为第

N个站的启动所需能量最小值，QSnmax第N个站的启动所需能量最大值；QBNmin第N个站的制

动所反馈能量最小值，QBNmax第N个站的制动所反馈能量最大值）。

[0032] 在机车平稳行驶过程中，BMS根据上述存储的相关数据，结合当前电池组的电量，

适当调整电池组的剩余容量，使电池组的容量在最佳值附近，确保电池组能完全吸收下一

次的制动能量。

[0033] Z2：当机车启动时，因为机车启动过程中，需要很大能量牵引，导致附近电网电压

下降，双向DC/DC通过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由电池组为机车提供部分牵引能量，保证直

流母线的电压稳定，当机车加速度减小到一定程度，电网电压回升到合理范围时，DC/DC停

止通过电池组向直流母线提供电能；

[0034] Z3：当机车刹车时，因为有大量制动能量反馈到直流母线，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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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上升，双向DC/DC通过监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吸收部分能量到电池组，保证直流母线的

电压稳定；

[0035] Z4：在供电网出现中断供电时，整车发出应急牵引指令，BMS根据当前电池组的剩

余容量QS，计算出最佳的牵引速度和牵引时间供参考；此时，电池组一方面给机车直流负载

供电，另一方面通过双向DC/DC给车上直流母线供电，为机车提供牵引动力。

[0036]   根据机车当前的位置，即可计算出需要牵引的距离S，再者根据车辆提供的各速

度下牵引功率曲线P（t，Vx），得到等式：

[0037] QS= ∫P（t，Vx）*S/  Vx  dt  ----------------------（1）

[0038] 上式中，P（t，Vx）为机车在不同速度Vx下，各时刻机车的牵引功率；

[0039] 根据上式（1）就可以得到合理的牵引速度和牵引时间。其中牵引时间最短为最佳。

[0040] Z5：当供电网恢复供电后，BMS给双向DC/DC发送相关充电信息，在相对短的时间对

电池组进行充电，并将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控制在状态Z1所述的合理的范围内；

[0041] Z6：当电池系统出现故障时，BMS通过双向DC/DC向整车发出相应的故障告警，并启

动机车牵引系统，将机车牵引到安全位置。

[0042] 本实施例电池组采用可高倍率充放电锂电池（包括钛酸锂、磷酸铁锂、三元锂等），

既是机车的备用电源，也可做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牵引电源，大大减小电源系统的空间；同时

可以满足机车在牵引和制动时的大功率充放电要求；并解决用超级电容器储能装在能量回

收过程中电压变化快，控制难度大的问题。

[0043] 以上为本发明的其中具体实现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因此而理

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

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显而易见的替换形式均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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