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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台区电力电子化趋势下的
固态限流器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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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配电台区电力电子化趋势对台区稳定性与供电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固态故障限流器
凭借其控制灵活、动作迅速的特点，更加适应未来电力电子化台区的发展需求。本文在总结典型
固态故障限流器的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详细推导了桥型固态限流器的数学模型和工作模式，
基于 PSCAD 软件搭建含桥型固态限流器的电力电子化配电台区模型进行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
桥型固态限流器具有良好的限流效果，满足电力电子化台区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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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electronized trend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will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about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power system. Solid-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can
overcome som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fault current limiter by virtue of its flexible control
and fast response,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future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state-of-art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ypical solid-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and working model of the bridge solid 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are deduced in
detail. Based on PSCAD software, the model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with bridge type solid 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is constructed. The simul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solid 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has
good current limiting effect and meets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the power-electronized distribution
network.
Keywords：solid-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SSFCL); fault current limiter (FCL); distribution
network; power electronics; reliability
传统配电台区主要电气设备是工频变压器和装
有机械开关的开关柜，电力电子化程度很低。配电
网不断建设与扩大，对配电台区开关技术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传统机械开关寿命短，开关速度较慢，
实时性较差，易产生电弧等缺点逐渐暴露出来。基
于电力电子技术的固态开关凭借其动作迅速、灵活
可控的特点发展迅速，在配电台区得到一定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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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台区呈现出部分电力电子化。随着配电网负荷
类型日趋多样，低压配电台区电能质量问题愈发复
杂，各类有源补偿装置如有源滤波器、静止无功发
生器和基于电力电子开关投切的电抗器、电容器广
泛应用到配电台区中来保障电能质量 [2] ，使得台区
电力电子化程度加深。随着电力电子设备在配电台
区的不断渗透，大量电力电子器件在台区将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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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于电力电子元件过载能力较小，如 IGBT 的
过流倍数仅为额定电流 2 倍左右，并且其保护设备
的极限通断能力有限 [3] ，所以为了保障电力电子设
备的正常工作，配电台区电力电子化趋势下的故障
电流限制将成为关键问题之一。
在电力电子化趋势下的配电台区中，要求故障
限流器（fault current limiter, FCL）必须具有快速、
灵活和可靠等技术特性。传统的故障限流器 [4] ，采
用机械开关，虽然经济，但速动性差，可控性低，
很难迎合电力电子化台区的高标准要求。而基于电
力 电 子 器 件 的 固 态 故 障 限 流 器 （ solid-state fault
current limiter, SSFCL），以其体积小、动作快、实
时性强、控制灵活等特点受到了广大电力领域研究
者越来越多的研究青睐，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 [5-6]。
本文在总结典型固态故障限流器的发展与研究
现状的基础上，推导了桥型固态限流器的数学模型
和工作模式，详细介绍了配电台区的实际情况，并
基于 PSCAD 软件搭建含桥型固态限流器的电力电
子化配电台区模型进行仿真研究。

1

固态故障限流器

固态故障限流器是一种基于电力电子技术的故
障限流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到了广泛的
关注与研究 [7] 。近几年，随着电网形态转变产生的
迫切需要，以及大功率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更高
电压电流等级的新兴器件的出现，SSFCL 发展迅速，
使其广泛研究乃至商业化应用成为可能。目前已经
研究的 SSFCL 按照不同拓扑结构可以大致分为串
联开关型、谐振型、桥型三大类 [8]。
1.1 串联开关型 SSFCL
串联开关型 SSFCL 的主要拓扑结构如图 1 所
示，由一个双向可控半导体开关 Sss 和一个旁路网络
组成。其中，双向开关可以由各类电力电子器件实
现；旁路网络主要由故障电流支路 Zf，正常状态支
路 Sbp，缓冲支路和过压保护支路 ZnO 组成。故障电
流支路采用串联电阻或电感来实现，主要作用限制
故障电流到规定值，使断路器能够安全动作。正常
状态支路为正常电流提供一个低阻抗通路来减少正
常状态下半导体器件的损耗，通常由一个串联机电
开关组成。缓冲回路限制开关动作瞬间的暂态过电
压，保持电压上升率低于最大允许值。过压保护支
路通常由 ZnO 压敏电阻或避雷器实现，开关关断时，

压敏电阻提供一个电流通路，来限制开关两端的电
压，同时吸收储存在线路电感中的能量。

图1

串联开关型 SSFCL 的一般拓扑结构

串联开关型 SSFCL 最大特点是电力电子器件
与机电开关配合使用，这类故障电流其的发展主要
依赖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和机电开关的优化 [9]。
1.2 谐振型 SSFCL
图 2 所示为谐振型 FCL 的一般拓扑结构。谐振
型 FCL 是通过开关装置在正常状态和故障状态之间
进行切换来实现的，正常状态为谐振状态，此时串
联谐振支路频率与线路频率相等，线路呈现近乎于
零的低阻抗。发生故障时，FCL 跳出谐振状态，线
路呈现高阻抗以到达限流的目的 [10]。随着电力电子
技术的发展，该类 FCL 拓扑中的开关技术主要依赖
于电力电子器件，因此把基于谐振电路和电力电子
开关技术的 FCL 称为谐振型 SSFCL，主要拓扑结构
如图 3 所示。

图2

图3

谐振型 FCL 的一般拓扑结构

谐振型 SSFCL 的一般拓扑结构

谐振型 SSFCL 的优点在于其开关只在故障状
态下打开，没有正常状态下的导通损耗，效率和可
靠性较高。但是当状态转换时，开关动作可能会造
成过电压或者电压凹陷，并且当 SSFCL 运行在谐振
状态时，设备承受的电压峰值和电流应力也会因电
路谐振而增加。
1.3 桥型 SSFCL
桥型 SSFCL 的拓扑结构如图 4 所示，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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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流型的电力电子桥型电路来实现。

由桥型电路的对称性，得到
⎧i1 = i4
⎪i = i
⎪2 3
⎨u = u
T4
⎪ T1
⎪uT = uT
3
⎩ 2

（2）

联立式（1）和式（2）可得
图4

桥型 SSFCL 的一般拓扑结构

这类限流器的运行原理是在线路中串接一个直
流电流源，一般采用电抗器替代，启动前先对其进
行充电，使得直流电流高于正常交流电流的峰值。
在正常状态下，所有桥臂都处于导通状态，忽略电
抗器损耗和开关器件压降，整个装置阻抗几乎为零，
对系统的运行不会产生影响。当下游线路发生短路
故障时，一对器件会发生过零关断，另外一对器件
保持导通，引导线电流流经电抗器，因此电抗器串
联在故障线路中，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使断路器
得以安全动作。
由于桥型 SSFCL 具有非常灵活的可控性，通过
适当的控制 既可以有限 流功能又可 以具有关断 功
能，同时不需要外加故障电流旁路，是被研究最广
泛的一类 SSFCL[11]，因此本文针对桥型 SSFCL 在
配电台区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

2

桥型固态故障限流器

图 4 所示的桥型固态故障限流器通常由电力电
子器件、电抗器和直流源组成，单相拓扑结构如图
5 所示，其中开关器件为晶闸管。

1
⎧
⎪⎪i1 = i4 = 2 ( I dc + iac )
⎨
⎪i = i = 1 ( I − i )
⎪⎩ 2 3 2 dc ac

同理，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得到
⎧u = ( Rs + RL )iac + uT1 − uT2
⎪
⎨
dI dc
⎪Vdc = uT1 + uT3 + RI dc + L
dt
⎩

图5

桥型 SSFCL 的单相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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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直流源能提供足够大的偏置电流使得 i1、i2、
i3、i4 4 个电流在任何时刻皆大于零，同时给 4 个晶
闸管导通信号，则 4 个晶闸管全部处于导通状态，
此时应满足的条件为
⎧⎪ I dc ＞ iac
⎨
⎪⎩uT1 = uT2 = uT3 = uT4

（5）

如果满足式（5），由于晶闸管通态电压的钳位
作用，使得桥路中流过电流为直流，此时电感线圈
将不起作用，不会产生无功压降，因此可以得到正
常状态下的线路电流和桥路电感电流分别为
u
（6）
iac =
Rs + RL
I dc =

设晶闸管 T1 至 T4 上的电流分别为 i1、i2、i3、i4，
电路电流为 iac，电感电流为 Idc，电感桥路等效电阻
为 R，参考方向如图 5 所示。
对晶闸管桥路的两个独立节点，由基尔霍夫电
流定律（KVL）得到
⎧ I dc = i1 + i4
（1）
⎨
⎩iac = i1 − i2

（3）

Vdc − 2uT1
R

（7）

通过 4 个晶闸管的电流 i1、i2、i3、i4 可由式（3）
求得。
当下游线路发生故障时，线路电流 iac 的幅值将
迅速超过桥路电感电流 Idc，式（5）所示的 4 个晶
闸管全部导通的条件将不再满足。此时，如果继续
给器件提供导通信号，则会出现 4 个晶闸管成对的
在 iac 的正负半周内交替导通和关断的现象，电感电
流 Idc 将发生从直流到脉动交流的暂态过程，电感 L
突然被串入线路，故障电流的迅速上升就被此电感
所抑制，达到限制故障电流的目的，为断路器的安
全动作提供保障。若发生故障时停止对所有晶闸管
提供导通信号，则一对器件将会立即关断，电感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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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线路中，使得线路电流受到限制并逐渐衰减至
另外一对器件过零关断，将故障线路断开。可见，
桥型 SSFCL 可以被控制为限流和开关两种工作模式。

3

配电台区介绍

低压配电台区按照负荷类型划分，可分为城市
居民台区、商业台区、工业台区和农业台区四类。
1）城市居民台区和商业台区
这两种台区多分布于城市之中，主要负荷为居
民用电和商业用电，负荷较为密集，通常用电量较
大。其特点是呈辐射状供电方式，供电半径相对较
短，不同馈线的负荷轻重分布都较为平均。夏季时
由于大量大型商场以及居民区的空调使用，通常导
致夏季成为这两类台区的负荷高峰。
2）工业台区
这类台区一般处于城市的郊区，供电距离较长，
由于工业生产的飞速增长，工业台区的负荷往往相
对较重，易出现线路末端电压偏低、电压波动等问题。
3）农业台区
农业生产受季节性生产周期影响明显，导致农
业台区月用电量峰谷差异较大。农业台区线路距离
通常较长、较为迂回，线路末端电压偏低，沿线负
荷较为分散。在负荷高峰期，大量同类农业负荷往
往同时投入或退出运行，较短暂的高水平负荷可能
威胁到系统电压的稳定性，易对电网造成较大的无
功冲击。
为保障台区电能质量，通常在台区配置电力电
子补偿设备进行电能质量补偿，由于电力电子器件
过载能力较差，过流倍数仅为额定电流 2 倍左右，
因此为保障台区各类设备的稳定工作需在台区装设
限流装置。图 6 所示为固态限流器在电力电子化配
电台区的应用系统图，由台区配变、电力电子补偿
设备、台区负荷和固态限流器组成，其中电力电子
设备并联在变压器母线上补偿负荷电能质量问题，
固态限流器串联在变压器母线上来限制线路故障引
起的短路电流。

图6

配电台区 SSFCL 的应用系统图

4

仿真分析

本文在 PSCAD 中搭建如图 6 所示的含固态限
流器的电力电子化配电台区模型进行仿真研究，对
固态限流器的故障限流功能进行验证。其中，固态
限流器采用图 5 所示的桥型 SSFCL 电路拓扑，仿真
主要参数见表 1。
表1

仿真参数表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变压器变比/kV

10/0.38

线路等效电阻/mΩ

10

负荷等效电阻/Ω

5

桥路电感/H

0.1

桥路等效电阻/mΩ

1

直流电压源/V

5

由于桥型 SSFCL 由可控晶闸管组成，控制灵活，
不仅可以控制在限流模式，也可以控制为开关模式，
因此本文针对两种控制模式分别进行仿真分析。
图 7 所示为未加限流的线路电流，正常状态下
线路电流峰值为 0.06kA，设置 16s 线路发生故障，
可见故障后线路电流迅速增大，故障电流约为 1.2kA。

图7

未加限流的线路电流

图 8 所示为增加桥型固态限流器并将其控制在
限流模式的线路电流。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故
障发生后桥路电感线圈突然接入，故障电流受到限
制增加缓慢，延迟了故障电流到达峰值的时间，尽
管这种限流模式在原理上不能限制最后故障稳态时
的电流幅值，但桥路限流电感的延迟作用使得故障
电流到达预期峰值的时间非常长，而断路器早已在
较低故障电流时将故障线路切断。
图 9 所示为增加桥型固态限流器并将其控制在
开关模式的线路电流。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这种
模式下，在故障发生后由于停止晶闸管的导通信号，
一对器件首先关断，使得电感串联在线路中，线路
电流受到限 制并逐渐衰 减至另外一 对器件过零 关
断，最后将故障线路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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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仿真验证了桥型 SSFCL 在限流模式和
开关模式均具有良好的限流效果，满足电力电子化
配电台区对故障电流的限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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