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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铁杂散电流会腐蚀地铁当中的金属(如承重墙里面的钢筋)，为系统安全埋下隐患。与混合型变电站(由
二极管整流器和 PWM 变流器组合而成)相比，由 PWM 变流器构成的全功率双向变电站不但具备正常的能馈功能，
而且可基于其良好的调节直流电压的能力来维持各变电站输出电压一致，从而达到降低杂散电流的目的。分析全
功率双向变电站降低地铁杂散电流的原理及其改善效果，仿真结果表明，全功率双向变电站能使地铁当中的杂散
电流吸收垫充分发挥作用，显著降低地铁杂散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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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ro stray current can corrode the metal in the subway (for example, the steel bar in the load-bearing wall), which
are hidden dangers for the safety of the system. M Compared with hybrid substations (composed of a diode rectifier and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converter), full-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s composed of a PWM converter can feed regenerative
braking energy back to the power grid. It also has good ability to adjust DC voltage, so it can reduce stray current by
maintaining the same output voltage of each subst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Tsukuba Express Line in Japan,
where using a full-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reduced stray current significantly.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principles and
effects of the full-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in improving the stray current problem in metro system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 full-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can make the stray current absorber pad play a full
role,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tray current in the metro system.
Keywords: full-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PWM converter; metro; stray current

地铁车辆减速时的再生制动能量相当可观，统计

收，剩余再生制动能量会使受电弓处接触网电压抬升，

结果表明该能量可达列车牵引能量的 30%之多[1]。再

一旦超过限值就会造成再生失效，使列车切换到机械

生制动能量如无邻近牵引列车或其他负载来完全吸

制动模式，增加闸瓦的磨耗。为了避免再生失效，
可将剩余再生制动能量通过车载或地面电阻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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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但使宝贵的能量白白浪费，而且带来隧道温
升，给隧道的空调风扇系统带来负担，导致能量的二次
浪费。
能馈型变电站的出现为再生制动能量的利用开辟
了一条新途径，它可以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在正常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与地铁杂散电流问题

工作时将能量从交流电网传到直流网给地铁车辆提供
能量，在逆变时将能量逆变回交流电网[2]。考虑到成
本、可靠性等问题，目前主要采用二极管整流器和
PWM 变流器并联运行的混合型变电站模式。
地铁杂散电流主要是指采用直流供电牵引方式的
地铁列车在运行时泄漏到道床及其周围土壤介质中的
电流[3]。地铁列车运行时产生的杂散电流会对地铁车
站及区间隧道主体结构中的钢筋(道床和隧道侧壁)、
电缆金属外恺装和埋地金属管道(水管、暖气管和煤气
管等)等产生电化学腐蚀。这种电化学腐蚀不仅会缩
短金属管、线的使用寿命，还会降低地铁钢筋混凝土
主体结构的强度和耐久性，并有可能酿成灾难性的事
图1

故[4]。一般而言，减少杂散电流是通过改进接地系统

Fig. 1

来实现的，如设置杂散电流吸收垫、增加回流二极管
等，而日本筑波线从改进变电站的角度出发治理地铁
杂散电流。

Full power topology scheme

1)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的输入端网侧电流谐波特
性好，且功率因数为±1。

首先介绍日本筑波线的经验，说明全功率双向变
电站降低地铁杂散电流的方法及原理，并通过仿真进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拓扑方案

2) 实现了能量的双向传输，制动能量也可以在全
功率范围内充分利用。

行验证，结果证明，全功率双向变电站的应用，能使

3)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的直流侧输出电压在一定

地铁当中的杂散电流吸收垫充分发挥作用，显著降低

范围内可按照某种规律进行调节，理论上可以实现全

地铁杂散电流。

功率范围内恒压输出；而普通二极管的电压输出会随

1

着输出电流的上升而下降，一般来讲当电流达到额定

1.1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及日本筑波快线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
PWM 变流器具有网侧功率因数在–1 到 1 可控，

值时电压会下降大约 6%，当 3 倍过载时电压会下降
18%，如图 2 所示。

网侧电流谐波含量小，直流侧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控
恒定，动态响应好，能量可双向传输等优良性能，与
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的发展需要相吻合。
图 1 所示为本文所提到的全功率双向变电站，该
拓扑完全使用 PWM 变流器，无论牵引还是再生逆变回
馈时都通过 PWM 变流器。可根据需要多台并联使用。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方案的主要制约在于经济成
本。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系统》(GB/T
10411—2005)的要求，整流器必须具备 300%额定功率

图2
Fig. 2

输出 1 min 的过载能力[5]。目前的 IGBT 等全控器件的
过载能力均不佳，因此要满足这一要求就只能按照
300%过载容量作为额定容量来进行设计，从而导致设
计容量严重偏大，成本急剧上升。
就目前来看全功率双向变电站方案初期投资太

1.2

二极管变电站与全功率双向变电站外特性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ode substation and
full 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日本筑波快线
从日本筑波快线的资料来看，全功率双向变电站

具有减少地铁杂散电流的效果[6]。筑波快线供电系统
如图 3 所示。该系统分为直流区和交流区，可以看到，

大，但从长远来看，全功率双向变电站代表着城轨牵

在直流区当中使用的全都是全功率双向变电站[7]。从

引供电的发展方向，采用全功率双向变电站方案的优

2013 年起，7 个变电所向东京电力公司售电，一年电

点很多，具体如下：

量达 200 万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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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筑波快线供电系统
Fig. 3

Power supply system of Tsukuba Express
表1

因为线路当中同时存在直流 1.5 kV 和交流 20 kV
两种供电制式，日本专门研制了一款交直流两用列车，

Tab. 1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特性

Characteristics of full 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参数

[8]

车上设有自动切换功能 。
日本的筑波快线位于东京的东北角，如图 4 所示，

数值

输出容量(DC 侧)/ MW

4.5 (连续额定)
9.0(2 h)
13.5(1 min)

输出电压/V

1 500

输出电压控制性能

1 500±7.5 V(0.5%)

输出电流(DC 侧)/A

3 000(连续额定)
6 000(2 h)
9 000(1 min)

电网电压/kV

66(22)

它途经日本气象局的一个磁观测站，日本的一项法律
禁止电气化铁路给磁性观测站施加磁场干扰。由于轨
道到地面的泄漏电流产生磁场，为了降低直流漏电流，
该线采用在直流区保持每个变电站的供电电压相等的
电压控制策略。

时，列车所需的电流将会大到几千安培，而运行轨道
的电阻达每千米几百毫欧到几十毫欧。因此，运行轨
上会产生明显的电压降，电压水平可能达到 60～
100 V。这种电压差将迫使部分电流从导轨泄漏，流入
地下的管道系统或结构中的钢筋，然后电流离开管道
或钢筋并流经土壤，回到牵引变电站的负极。这个电
流被称为杂散电流或漏电流，如图 5 所示[9]。

图4
Fig. 4

筑波快线在东京的位置

Location of Tsukuba express line in Tokyo

因此，为了降低磁场干扰，就要维持变电站之间
的输出电压相等，故采用了全功率双向变电站方案来
使 1.5 kV 供电电压严格控制在±0.5%的范围内(表 1)，

图5

地铁馈电回路与杂散电流产生

Fig. 5

Diode grounded system

[6]

并大大减少了地铁杂散电流 。

2 地铁杂散电流

在早期的直流轨道交通系统中，在轨道或地面不
做特别的绝缘，杂散电流直接流经土壤、地下管道和

在直流轨道交通系统中，走行轨通常用作牵引电

其他钢结构而没有任何限制，导致杂散电流很大。据

流的回路导线。这种安排主要出于经济性考虑，因为

文献[10]报告，美国电气化铁路系统每年因杂散电流

它不需要安装额外的回流导线。列车运行在重载情况

引起的腐蚀现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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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样高度重视地铁杂散电流并且出台了相关

被视为具有偏置电位。

的标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 CJJ 49—
2014，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工程必须使用表 2 所示
的其中一种且只能用一种。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杂散
电流防护可分为专用轨防护和走行轨回流防护，其中
走行轨回流防护又可分为加强绝缘防护方案和排流防
护方案[11]。
Tab. 2

表 2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方案
Corrosion protection scheme of stray current
in metro

方案
Ⅰ
Ⅱ
Ⅲ

特征
采用专用轨回流，国际通称为专用轨回流防护方案
采用走行轨回流，加强绝缘防护，配置监测设施，国际
通称为消极防护方案
采用走行轨回流，排流防护，配置监控设施，国际通称
为积极防护方案

为了减少杂散电流，人们不仅加强了运行轨与地

图7
Fig. 7

列车居中时的轨电位

Track potential diagram when train is centered

图 8 所示为这个两站一车系统的等效电路图，Vs
是变电站的等效电压，Rs 是变电站的等效电阻，Rp 为

之间的绝缘结构，而且沿轨道底部铺设了集流垫，以

接触网电阻，从列车处分为 Rp1 和 Rp2，r 是钢轨电阻，

拦截来自轨道的杂散电流，并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

从列车处分为 r1 和 r2，ω 是轨对地电阻。由于钢轨的

变电站的负极母线，变电站也不会直接接地而是通过

电阻和钢轨的对地电阻数量级差距过大(钢轨电阻大约

一个反并联二极管接地[11-12]。一个典型的二极管接地

为 0.03 Ω/km，钢轨对地电阻大概为 150 Ω/km[13])，所

系统如图 6 所示。

以为了简化分析只用了一个接地电阻 ω。

图6
Fig. 6

3

图8

二极管接地系统
Diode grounded system

全功率变电站治理地铁杂散电流原理
在二极管接地系统中，列车在相邻的牵引变电站

Fig. 8

等效电路

Equivalent circuit

由于对地电阻相比于钢轨很大，进一步简化分析
将其省略，简化后的电路图如图 9 所示，根据左右两个

之间运行，如果列车此时处于牵引状态，列车所在位
置的轨道电位将大于零电位(地电位)，并产生杂散电
流，导致列车前后变电所负极母线的二极管导通，如
图 7 所示。图中 rz1 和 rz2 是集流垫连接到变电站导线
的电阻，rg1 和 rg2 是从集流垫到变电站之间的其他金
属结构的电阻，很显然 rg1 和 rg2 远大于 rz1 和 rz2，现
将 rg1 和 rg2 支路省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侧的二极管不能同时导通。
在牵引变电站二极管被确定导通之前，该二极管只能

Fig. 9

图 9 简化等效电路
Simplified equivalent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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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牵引变电站的输出电压为 1 500 V 恒定值，即

网孔列出基尔霍夫电压方程：
I1 (r1  Rp1  Rs )  V0  Vs
I 2 (r2  Rp2  Rs )  V0  Vs

(1)

VCA=VCB，即可保持两边负极母线的电位一致。

根据式(1)可得
I1 (r1  Rp1 )  I 2 (r2  Rp2 )  Rs ( I 2  I1 )

(2)

又因为
I1 

Vs  V0
(r1  Rp1  Rs )

Vs  V0
I2 
(r2  Rp2  Rs )

(3)

在列车靠近右侧车站时，左边的导轨加接触网的
电阻要超过右边的，可得 Rp1+ r1> r2+ Rp2，代入式(3)

图 10

中可得 I2>I1。

Fig. 10

因此在列车靠近右侧车站时，由式(2)可得
I1 (r1  Rp1 )  I 2 (r2  Rp2 )

实际上就是让 Rs=0，此时由式(2)和式(5)可得

(4)

I1r1  I 2 r2

实际上列车的受电弓位置和牵引车的车轮踏面在

该方法解决了悬浮状态的问题，使所有牵引变电
站的负母线保持与地相同的电位。此时，所有的回流
二极管打开，杂散电流集流垫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获
得较小的杂散电流和轨电位。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方

将式(5)代入式(4)中，可得
I1r1  I 2 r2

(7)

VCA  VCB

水平距离上很接近，因此在这个模型当中，列车切割
牵引网的比例和切割轨道的比例是一样的，故得
r1
r2
(5)

( r1  Rp1 ) ( r2  Rp2 )

列车靠右时的轨电位图

Track potential diagram as train moves to the right

(6)

即 VCA>VCB，A 点的电势比 B 点要低，具有最小
电位的变电站是接地的，其余牵引变电站会处于一个
浮电压的状态，比地的电位高，因此左边的二极管打
开，右边的会截止，如图 10 所示。

法，搭建了全功率双向变电站的仿真模型，分析了杂
散电流和钢轨电位，并与普通二极管整流变电站的杂
散电流和钢轨电位进行了比较。

4

仿真
用北京地铁某线路参数进行仿真，搭建一个 8 站

由图 10 可知，因为列车靠近右侧的变电站，所以

14 车的仿真模型，如图 11 所示，模型的接地采用二

大部分电力由右边的变电站供给，因此电流变大，输

极管接地系统。传统二极管整流变电站仿真参数如表

出电压下降。因为二极管是单向的器件，只有具有最

3 所示。全功率双向变电站仿真参数如表 4 所示。

低电位的牵引变电站是接地的，其余的接地二极管由

仿真结果如图 12 所示，图 12 给出了 14 列列车与

于负极母线电位比地高会截止，对应的负极母线电压

7 个变电站的瞬态轨道电位，其中图 12(a)是普通二极

处于一个浮动电压的状态，在图 10 中，
只有左侧变电站下面的二极管导通，它
将为杂散电流提供一条通往该变电站负
极母线的通路。此时只有左侧集流垫起
了作用，可减小杂散电流；而右侧由于
回流二极管截止，故右侧杂散电流吸收
垫会失效，杂散电流仍然走地下金属回
负极。
笔者提出了变电站电压控制方法：无
论列车处于牵引或再生制动状态，它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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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ig. 11

仿真电路图
Simulated circuit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与地铁杂散电流问题

管整流变电站(电压不受控制)的轨道电位图，总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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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功率双向变电站的轨道电位图，总杂散电流约为
0.57 A。杂散电流变为原来的 1/12。
Tab. 3

表 3 二极管整流变电站仿真参数
Diode rectifier substation simulation parameters
参数

数值

额定空载电压/V

1 600

变电所等效内阻/Ω

0.07

接触网单位阻抗/(Ω/km)

0.02

钢轨单位阻抗/(Ω/km)

0.03

表 4 全功率双向变电站仿真参数
Tab. 4 Simulation parameters of full power
bidirectional substation
参数

数值

额定空载电压/V

1 500

接触网单位阻抗/(Ω/km)

0.02

钢轨单位阻抗/(Ω/km)

0.03

图 12 两种供电方案轨电位对比
Fig. 12 Track potential comparison of two
power supply schemes

5

结语

使全功率双向变电站输出相同的电压，可以解决
二极管接地系统中牵引变电站的负母线的电位波动问
题。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大大降低杂散电流和
钢轨电位。与传统的二极管整流变电站相比，全功率
双向变电站的应用能使地铁当中的杂散电流吸收垫充
分发挥作用，显著降低地铁杂散电流。

（编辑：王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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