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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转换器装置，具有：在

两个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带有第一交流电压

接头的第一相模块，其包括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

与第一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一相模块支路

和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

延伸的第二相模块支路；在两个直流电压极之间

延伸的、带有第二交流电压接头的第二相模块，

其相应地包括第三和第四相模块支路，其中，每

个相模块支路包括双极子模块的串联电路，子模

块能够分别借助与其连接端子并联地布置的桥

接单元与电流方向无关地被桥接。本实用新型的

特征在于两个直流电压极中的一个中的直流电

压开关以及续流路径，续流路径在可与直流电压

极连接的直流电压连接线之间延伸并且包括半

导体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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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换器装置，具有

-在第一直流电压极和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带有第一交流电压接头的第一相

模块，该第一相模块包括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一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一相模块支

路和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二相模块支路，

-在第一直流电压极和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带有第二交流电压接头的第二相

模块，该第二相模块包括在第二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一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三相模块支

路和在第二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四相模块支路，其中，

相模块支路中的每个包括多个双极子模块，所述多个双极子模块形成串联电路，其中，

每个双极子模块包括至少一个功率半导体开关和能量存储器，并且能够借助桥接单元与电

流方向无关地将每个双极子模块桥接，所述桥接单元与每个双极子模块的连接端子并联地

布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换器装置包括：

-直流电压开关，所述直流电压开关连接在两个直流电压极中的一个中，

-续流路径，该续流路径在能够与第一直流电压极连接的第一直流电压连接线和能够

与第二直流电压极连接的第二直流电压连接线之间延伸并且包括具有截止和导通方向的

半导体元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续流路径包括与半导体元件串联地

布置的并联电路，该并联电路具有能量吸收元件和与之并联地布置的吸收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吸收开关包括多个吸收开关单元，

所述多个吸收开关单元形成串联电路，其中，每个吸收开关单元包括功率半导体开关和续

流二极管，所述续流二极管与每个吸收开关单元的功率半导体开关反向并联地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桥接单元包括晶闸管，所述晶闸管

彼此反向并联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续流路径中的半导体元件包括至少

一个二极管和/或晶闸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双极子模块实施为半桥电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直流电压开关包括至少一个具有功

率半导体开关的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直流电压开关具有至少一个功率半

导体开关模块的串联电路和至少一个隔离开关。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直流电压开关包括过压放电器，该

过压放电器与至少一个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并联地布置。

10.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转换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直流电压开关具有小

于20kV的耐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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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转换器装置，具有：在第一和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带

有第一交流电压接头的第一相模块，该第一相模块包括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一直流电

压极之间延伸的第一相模块支路和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

二相模块支路；在第一和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带有第二交流电压接头的第二相模

块，该第二相模块包括在第二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一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三相模块支路

和在第二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二直流电压极之间延伸的第四相模块支路，其中，每个相模块

支路包括双极子模块的串联电路，其中，每个子模块包括至少一个功率半导体开关和能量

存储器并且能够借助与其连接端子并联地布置的桥接单元与电流方向无关地桥接。

背景技术

[0002] 当与电流方向无关地桥接子模块时，在此应当存在与电流方向无关的桥接。

[0003] 这种类型的转换器装置由Li等人的文章“Protection  of  Nonpermanent  Faults 

on  DC  Overhead  Lines  in  MMC-Based  HVDC  Systems”,IEEE  Trans.On  Power  Delivery,

Vol.28,NO.1 ,Jan  2013已知。例如在高压直流电传输 中应用这种类型的转换器装

置。在此，可以有效地在几百至几千千米的长距离上传输电能。传输大多通过直流电压线进

行，其以地下或水下电缆或者架空电线(“overhead  lines”)的形式实现。直流电压线通常

包括直流电压连接线，其可以作为架空电线、地下电线或作为接地线实现，并且其可以与转

换器装置的直流电压极连接。特别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诸如闪电击中和树木倒下的环境影

响可能在直流电压线中引起经常是短时的短路。在这种直流侧故障的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

出现极高的短路电流。短路电流可能导致转换器部件损坏，因为该短路电流一般也流过转

换器装置的相模块支路。由此得出为了对转换器装置进行短路保护而断开短路电流的必要

性。在已知的转换器装置中，一旦借助合适的检测器确定了直流侧的短路，就使子模块中的

所有功率半导体开关截止。同时，借助在已知的转换器装置中包括反向并联的晶闸管的相

关的桥接单元将所有子模块桥接或使其端子短路。为此，为此设置的控制单元控制晶闸管

变换为导通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交流侧引起连接到转换器装置的交流电网的所有相

的一种对称短路。由此实现不再将功率馈入在直流侧与转换器装置连接的直流电压线中。

也就是，不再通过功率传输维持直流电压线中的短路电流。然后，由于导线电感而还在直流

电压线中流动的短路电流完全衰退。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已知的转换器装置，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进一步改善转换器装

置的短路保护。

[0005] 上述技术问题在这种类型的转换器装置中通过两个直流电压极中的一个中的直

流电压开关以及续流路径(Freilaufpfad)来解决，该续流路径在可与第一直流电压极连接

的第一直流电压连接线和可与第二直流电压极连接的第二直流电压连接线之间延伸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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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具有截止和导通方向的半导体元件。

[0006] 本实用新型包括两相以及三相和多相的实施。在此，转换器装置例如在三相实施

中具有第五和第六相支路，其以已知的转换器装置的方式布置。

[0007] 当然，根据本实用新型，第一直流电压极以及第二直流电压极可以分别经由至少

一个直流电压开关与相关的直流电压连接线相连。

[0008] 第一直流电压极例如可以作为正母线实现，而第二直流电压极可以作为零线实

现。还可以想到，第一直流电压极作为零线实现，而第二直流电压极作为负母线实现。相应

地，另外的变形也是可能的，例如，第一直流电压极处于正高压电势，而第二直流电压极处

于负高压电势。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还可以是双极高压直流传输装置 的

部分。

[0009] 合适地，在续流路径中布置半导体元件，使得在转换器装置正常运行时流过续流

路径的电流截止。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的优点是，直流电压开关可以用于将在子模块桥接

之后在直流电压线中流动的短路电流换向到续流路径。通过这种方式，直流侧的短路电流

于是有利地不流过转换器装置的相模块支路，由此改善其保护。

[0011] 优选地，通过组合桥接单元和直流电压开关，不再需要直流电压开关或其反向电

压被设计为在直流侧的完全电压下进行开关。而是，直流电压开关仅构造为用于将短路电

流换向到续流路径就已足够。例如可以取代320kV的反向电压，现在10kV的反向电压就已足

够。由此有利地降低了直流电压开关的功率电子电路开销。此外，转换器装置正常运行时的

损耗相对低。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实施方式，续流路径包括与半导体元件串联布置的并联

电路，该并联电路具有能量吸收元件和与之并联布置的吸收开关。例如可以是电阻元件的

能量吸收元件被设计为，用于导出短路电流的能量，例如通过转换为热。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使得直流电压线中的短路电流更快地衰减。在与能量吸收元件的并联电路中布置吸收开

关，其优选是半导体开关。其例如可以作为功率半导体、特别是IGBT和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的

并联电路实现。换向到续流路径的短路电流在吸收开关处于导通位置的情况下流过吸收开

关。如果该吸收开关断开，则短路电流可以换向到能量吸收元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附加

地控制短路电流的衰减时间、也被称为退磁时间。退磁时间尤其可以通过吸收开关的开关

元件的数量和能量吸收元件的相应的吸收电压自由设置。这又允许以关于损耗改善的方式

确定转换器装置的其余元件、例如直流电压开关的尺寸。

[0013] 优选地，吸收开关包括吸收开关单元的串联电路，这些吸收开关单元分别包括功

率半导体开关和与之反向并联布置的续流二极管。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模块化结构方式，其

是特别低成本且可靠的。功率半导体开关例如可以通过IGBT开关、IGCT开关或GTO开关实

现。

[0014] 能量吸收元件还可以包括过压放电器或过压放电器的串联电路。这样的实施具有

如下优点，即，对转换器装置提供附加保护。

[0015] 合适地，桥接单元包括桥接支路，其与子模块的两个接头或电极并联地布置，从而

可以与电流方向无关地在接头处引起短路。桥接单元可以与控制装置连接，借助该控制装

置可以控制桥接单元，也就是特别地，其可以开始桥接子模块。优选地，桥接单元包括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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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连接的晶闸管。为了与电流方向无关地桥接子模块，同时触发晶闸管。通过这种方式提

供特别有利且可靠的桥接单元。

[0016] 为了检测直流电压线中的短路，可以设置检测装置，例如电流测量单元，其在输出

侧例如与控制装置连接。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实施方式，续流路径中的半导体元件包括至少一个二极

管和/或晶闸管。二极管或晶闸管防止在转换器装置正常运行时在直流电压线的两个直流

电压极之间短路。合适地，在短路情况下触发晶闸管，以使得短路电流能够流过续流路径。

合适地，续流路径具有与额定电势相反的极性。通过这种方式，根据所选择的二极管的导通

方向，在转换器装置正常运行时基本上没有电流流过续流路径。半导体元件还可以通过多

个二极管和/或晶闸管的串联电路形成。

[0018] 转换器装置的子模块可以、但不一定必须全部以相同方式构造。

[0019] 优选地，子模块实施为半桥电路。例如在DE  101  03  031  B4中描述了这样的半桥

电路。由于损耗相对小，这样的子模块在运行时是特别低成本的。合适地，子模块的功率半

导体开关是可关断的功率半导体，例如IGBT、GTO 等。

[002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直流电压开关包括具有功率半导体开关的至少

一个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功率半导体开关例如是具有与续流二极管反向并联连接的集成

栅双极晶体管(IGBT，Integr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的所谓的固态开关。直流电

压开关可以包括多个这样的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的串联电路。合适地，串联电路中的功率

半导体开关模块的数量与相应的应用相匹配。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在短路情况下例如借助

为此构造的控制器断开，从而短路电流可以换向到续流路径上。

[0021] 优选地，直流电压开关具有由至少一个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和至少一个隔离开关

组成的串联电路。隔离开关可以是机械开关。在隔离开关中的电流衰退之后，可以借助隔离

开关中断直流电压线。在断开隔离开关之后，还可以以简单的方式、例如通过截止桥接单元

来中断交流侧的短路电流。

[0022] 此外，直流电压开关可以包括至少一个过压放电器。至少一个过压放电器例如可

以与至少一个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或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的串联电路并联地布置。过压放

电器限制降落在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上的电压并且还可以用作能量吸收元件。

[0023] 如前面已经讨论的，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的直流电压开关的耐压强度或

截止能力不必设计为直流侧的电压额定值、也就是在正常运行中降落在两个直流电压接头

之间的电压。优选地，直流电压开关的耐压强度小于电压额定值的40％、优选在5％和20％

之间。这降低了电损耗、由此降低了转换器装置的运行成本。在电压为300kV至400kV、例如

320kV的具体情况下，直流电压开关具有小于20kV、优选小于10kV的耐压强度就已足够。

[0024] 在本实用新型中，在直流侧短路时，所有子模块与电流方向无关地被桥接，随后断

开直流电压开关，从而直流侧的短路电流被换向到续流路径上。

[0025] 也就是，在本实用新型中，在直流侧短路的情况下，借助桥接单元在转换器装置中

产生交流侧短路，随后借助直流电压开关将短路电流从转换器装置的相模块支路主动换向

到续流路径上。

[0026] 优选地，布置在续流路径中的吸收开关被断开，从而续流路径中的电流被换向到

与吸收开关并联地布置的能量吸收元件上。在此，如前面已经描述的，断开在短路电流被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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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到续流路径上之后进行，并且使得能够独立地设置续流路径中的退磁时间。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对照图1至图5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图1以示意图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的第一实施例；

[0029] 图2以示意图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的第二实施例；

[0030] 图3以示意图示出了图1和图2的转换器装置的双极子模块；

[0031] 图4示出了图1的转换器装置中的电流的示意性变化；

[0032] 图5示出了图2的转换器装置中的电流的示意性变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图1详细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1的实施例。转换器装置  1包括三个

交流电压接头2、3和4，其构造为，将转换器装置1与三相交流电网连接。此外，转换器装置1

包括第一直流电压接头5和第二直流电压接头6，用于与直流电压线7连接、也就是与第一直

流电压连接线71和第二直流电压连接线72连接。相应地在本实施例中，转换器装置1被构造

为三相的，其中，本实用新型当然不限于三相实施。其包括在第一直流电压极51  与第一交

流电压接头2之间延伸的第一相支路8、在第一交流电压接头2与第二直流电压极61之间延

伸的第二相模块支路9、在第一直流电压极51与第二交流电压接头3之间延伸的第三相模块

支路10、在第二交流电压接头与第二直流电压极61之间延伸的第四相模块支路11、在第一

直流电压极51  与第三交流电压接头4之间延伸的第五相模块支路12以及在第三交流电压

接头4与第二直流电压极61之间延伸的第六相模块支路13。第一直流电压极51与第一直流

电压接头5连接。第二直流电压极61与第二直流电压接头  6连接。

[0034] 第一相模块支路8包括双极子模块14的第一串联电路以及与双极子模块14的串联

电路串联地布置的平滑电抗器15。相应地，相模块支路9、10、  11、12、13分别包括子模块14

的串联电路和与之串联连接的平滑电抗器15。在图1中示出的转换器装置1的实施例中，相

模块支路8至13中的每个具有三个子模块14。然而，每个相模块支路中的子模块14的数量一

般与转换器装置1的相应的应用相匹配并且可以是任意数量。

[0035] 在图1中示出的实施例中，转换器装置1的所有子模块14类似地构造。相模块支路8

至13与交流电压接头2至4和直流电压接头5、6一起相应地构成所谓的模块化多级转换器

(MMC)。这样的转换器例如从DE  10  103  031  B4中已知。借助合适的控制器(图1中未示出)，

可以在相模块支路8至13  中产生预定电压，从而在相模块支路8至13的直流侧降落电压

UDC。

[0036] 此外，转换器装置1包括直流电压开关16，其布置在电势点51与第一直流电压接头

5之间，该电势点51处于第一相模块支路8与第三相模块支路10之间。直流电压开关16具有

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17的串联电路，其中，每个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17具有IGBT  18以及与

之反向并联连接的续流二极管19。在与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17的并联电路中布置过压放电

器20。还与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17串联地布置隔离开关21，其在所示出的实施例中是机械

开关。

[0037] 转换器装置1还包括续流路径22。续流路径22与相模块支路8至13  并联地布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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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两个直流电压连接线71、72之间延伸。续流路径22还具有半导体元件23，其作为半导体

二极管实现。此外，续流路径22具有能量吸收元件24，其与半导体元件23串联地布置。

[0038] 尤其可以保护这样的转换器装置1免于在直流侧短路的情况下损坏。短路在图1中

通过锯齿箭头25表示。

[0039] 在随后的图4中还要详细介绍转换器装置1的工作方式及其保护功能，其中，用

IDC1表示流过直流电压开关16的电流，用IDC2表示直流电压线7中的电流，并且用IDC3表示

续流路径22中的电流。

[0040] 图1的转换器装置1的子模块14作为半桥电路实现。

[0041] 图2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转换器装置101的第二实施例。

[0042] 为清楚起见，对转换器装置1和101的相同和类似的元素设置相同的附图标记。

[0043] 与转换器装置1不同，转换器装置101的续流路径22具有与半导体元件23串联地布

置的并联电路102，并联电路102具有能量吸收元件24和与之并联地布置的吸收开关103。能

量吸收元件24是过压放电器。吸收开关  102包括功率半导体开关104、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是

IGBT的串联电路，该功率半导体开关分别与续流二极管105反向并联连接。在图2中，串联电

路具有两个功率半导体开关104，然而其数量可以随着相应的应用变化并且原则上是任意

的。

[0044] 转换器装置101的工作方式以及其保护功能与转换器装置1类似。在随后的图5中

还要详细介绍转换器装置101的工作方式及其保护功能。如前所述，在此用IDC1表示流过直

流电压开关16的电流，用IDC2表示直流电压线7中的电流，并且用IDC3表示续流路径22中的

电流。

[0045] 图3示出了图1或图2的转换器装置1或101的子模块14中的一个的原理结构。子模

块14包括第一连接端子26和第二连接端子27。此外，子模块14包括两个串联连接的功率半

导体开关单元28。两个功率半导体开关单元28中的每一个包括功率半导体开关29，其在图2

中所示的实施例中是  IGBT，以及与之反向并联连接的续流二极管30。与功率半导体开关单

元28 的串联电路并联地布置能量存储器31，其在子模块14的当前实施例中是功率电容器。

图2中用UC表示的电压降落在功率电容器31上。

[0046] 子模块14的第二连接端子27与功率电容器31的一个极连接，子模块  14的第一连

接端子26与两个功率半导体开关单元28之间的电势点32连接。

[0047] 子模块14还包括桥接单元33，其与接头26、27连接，使得其可以桥接子模块14或将

两个连接端子26、27短路。桥接单元33具有两个反向并联连接的晶闸管34和35，其可以对子

模块40提供与电流方向无关的桥接。为了桥接子模块14，借助未示出的控制单元进行控制

来同时触发两个晶闸管。

[0048] 图4示出了图1的转换器装置1的实施例的三个电流IDC1、IDC2和IDC3的时间变化

的示意图。在图4的横坐标t上描绘运行时间，并且在纵坐标I上描绘了给定时间的电流值。

在图1中通过相应的箭头表示在正常运行时三个电流IDC1、IDC2、IDC3的电流方向。

[0049] 在图4中作为虚线tl表征的时间点出现故障、例如在直流电压线7中出现短路。从

该时间点起，电流IDC1和IDC2增大。直至作为虚线t2表征的时间点，电流IDC1和IDC2的值一

致。可以看到，由于二极管23的极性与在正常运行时存在的额定电势相反，因此续流路径在

正常运行时基本上是无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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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在用t2表示的时间点，借助合适的故障识别装置检测到故障。接着，对相模块支路

8至13中的所有桥接单元33进行控制，其将与其相关的子模块14桥接，也就是，在每个子模

块14中触发晶闸管34和35。通过这种方式，在交流侧与交流电压接头2、3、4连接的交流电网

的相被短路。换言之，将交流电网与直流侧分离，从而短路电流不再能够从交流电网馈入，

也就是不再供电。从该时间点起，电流IDC1和IDC2的值减小。

[0051] 在用虚线t3表征的时间点，对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17的功率半导体开关18进行控

制，使其断开。由于功率半导体开关17的反向电压，借助也可以作为过压放电器的串联电路

实现的过压放电器20，电流被换向到续流路径  22上。从该时间点起，电流IDC1的值极快速

地减小至零。

[0052] 一旦IDC1减小到零或接近零，这在图3中在通过用t4表征的虚线表示的时间点实

现，就可以断开机械隔离开关21。直流电压线7中的剩余短路电流IDC3(其值由此相应于电

流IDC2的值)从该时间点起完全流过续流路径  22。IDC3与直流电压线7的RL常数对应地衰

减。电流IDC3的衰减通过能量吸收元件24附加地加速。

[0053] 图5示出了图2的转换器装置101的实施例的三个电流IDC1、IDC2和  IDC3的时间变

化的示意图。在图5的横坐标t上描绘了运行时间，并且在纵坐标I上描绘了给定时间的电流

值。在图2中通过相应的箭头表示在正常运行时三个电流IDC1、IDC2、IDC3的电流方向。

[0054] 在图5中作为虚线tl表征的时间点出现故障，例如在直流电压线7中出现短路。从

该时间点起，电流IDC1和IDC2增大。直至作为虚线t2表征的时间点，电流IDC1和IDC2的值在

很大程度上一致。可以看到，由于二极管23的极性与在正常运行时存在的额定电势相反，续

流路径在正常运行时基本上是无电流的，并且在时间点t1和t2之间电流IDC3具有相对小的

大小。

[0055] 在用t2表示的时间点，借助合适的故障识别装置检测到故障。接着，对转换器装置

101的相模块支路8至13中的所有桥接单元33进行控制，其将与其相关的子模块14桥接，也

就是，在每个子模块14中触发晶闸管34  和35。通过这种方式，在交流侧与交流电压接头2、

3、4连接的交流电网的相被短路。换言之，将交流电网与直流侧分离，从而短路电流不再能

够从交流电网馈入，也就是不再供电。从该时间点起，电流IDC1和IDC2的值减小。

[0056] 在用虚线t3表征的时间点，对功率半导体开关模块17的功率半导体开关18进行控

制，使其断开。由于功率半导体开关17的反向电压，借助过压放电器20，其也可以作为过压

放电器的串联电路实现，电流被换向到续流路径22上。从该时间点起，电流IDC1的值极快速

地减小至零。

[0057] 一旦IDC1减小到零或接近零，这在图3中在通过用t4表征的虚线表示的时间点实

现，就可以断开机械隔离开关21。直流电压线7中的剩余短路电流IDC3(其值由此相应于电

流IDC2的值)从该时间点起完全流过续流路径  22。IDC3与直流电压线7的RL常数对应地衰

减。

[0058] 在图5中用虚线t5表征的时间点，对吸收开关103的功率半导体开关  104进行控

制，使其断开。在该时间点，AC侧与DC侧完全分离。通过断开吸收开关103，电流IDC3被换向

到能量吸收元件24上。短路电流快速下降。退磁时间在此可以通过功率半导体开关104的数

量和能量吸收元件24、在图  2的示例中是过压放电器的电压特性曲线自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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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208522665 U

10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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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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