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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解决地铁车辆牵引电机轴承电腐蚀问题，对其进行故障原理分析，提出并验证解决措施。首先

指出轴承电压过高是导致电腐蚀的直接原因；其次结合地铁车辆牵引系统的特点建立了轴承电腐蚀高频等效电

路，并对轴承电压的形成及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和试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 3 种轴承电压抑制措

施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改变牵引系统 EMI 电容对抑制轴承电压无显著效果，而降低整车保护

接地电路高频电感、安装“接地环”可以有效抑制轴承电压，此外对安装“接地环”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进行了

探讨，并给出了风险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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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lectrocorrosion of traction motor bearings of metro vehicles, the fault mechanism 
was analyzed, and the 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and verified. Firstly,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high bearing voltage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electrocorros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tro traction system, the high frequency equivalent circuit of bearing 
electrocorros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formation of bearing voltage and som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ree bearing voltage suppression measures was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anging EMI capacitance of traction system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training bearing voltage, but 
reducing the value of high frequency inductance of grounding circuit and installing grounding ring could restrain bearing voltage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possible risk of installing grounding ring was discussed, and th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wa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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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车辆

0  引言

目前，地铁车辆多采用 DC-AC 变频驱动系统，采

用变频驱动系统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轴承发生电腐蚀

导致早期失效
[1-2]

。关于电机轴承电腐蚀问题，文献 [3-7]
分别从电机高频建模、轴承电压产生、油膜厚度与击

穿电压的关系、EMD 电流的测量计算、轴承电压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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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方面开展了细致的研究，其大部分研究内容做到

了定量分析。文献 [8] 研究了变频驱动系统接地特性对

轴承电腐蚀的影响，为分析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轴承电

腐蚀问题提供了参考。

由于牵引电机轴承电腐蚀问题会影响列车的运行

安全，并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避免轴承电

腐蚀问题的发生，本文针对地铁车辆的特点对地铁车

辆牵引电机轴承电腐蚀的机理进行了理论与仿真分析，

并对部分优化措施进行仿真和试验验证。

1  轴承电腐蚀机理分析

地铁车辆牵引系统多采用变压变频的牵引逆变器

来完成电能的转换，而牵引逆变器是由包含若干个

IGBT 开关器件的逆变模块组成。逆变模块在工作时会

产生共模电压，这个共模电压会作用在轴承上，形成

轴承电压。当轴承电压过高时会击穿轴承润滑油膜，

形成 EMD 电流，而每小时数百万次的放电并且长时间

作用将导致轴承早期失效。下面分别介绍共模电压与

轴承电压的产生机理。

1.1  共模电压产生机理分析

两电平电压源型逆变器在常规的 PWM 控制方式

下，输出端 U 相、V 相、W 相的输出电压尽管相位互

差 120°，但三者之和并不为零，即存在很高的共模电

压（也叫零序电压）
[9]
，共模电压与逆变器的拓扑和控

制方式相关，其大小见式（1）。

Ucm=(Va+Vb +Vc)/3                                                  （1）
式中：Va, Vb 和 Vc 为电机定子三相绕组对参考点的相

电压。

图 1 是典型的共模电压测试波形。

1.2  轴承电压形成机理

在高频下地铁车辆牵引系统的地系统十分复杂，

钢轨、车体、转向架、电机外壳以及连接它们的接地

线和屏蔽层构成了极为复杂的高频电路拓扑
[9]
。图 2

是某型地铁车辆的整车保护接地单电阻方案示意图，

该接地方案下的牵引系统高频等效电路拓扑如图 3 所

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存在多种整车接地拓扑，

但均可以用图 3 所示的高频等效电路表示，不同的整

车保护接地电路仅影响其中各参数的大小。

图 3 中各参数的意义如表 1 所示，其中红色方框

内表示的是电机的高频等效电路，蓝色椭圆框内为齿

轮箱的高频等效电路，蓝色方框内为车体保护接地高

频等效电路（其高频电感 L2 是决定轴承电压的重要参

数）。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参数中 Cb 和 Ct 是动态参数，

由于是油膜形成后产生的电容，其大小与电机转速、

载荷变化、油脂状态相关，因此这 2 个参数很难确定，

车辆静止或低速时 C t 短路。图 4 为描述共模电压 Ucm

与轴承电压 Ub 关系的等效电路，具体可以用式（2）
表示。

图 1 逆变器输出的理想共模电压波形

图 2 整车保护接地单电阻方案（类型一）

图 3 地铁车辆牵引系统高频等效电路拓扑

图 4 共模电压与轴承电压关系等效电路

表 1  地铁车辆牵引系统高频等效电路各参数意义

参数

Lm

Csf

Csr

Cb

Cfr

Lcb

Ct

Lt

Cemi

L1

R1

L2

Rb

L/C

意义

逆变输出线缆高频电感

电机定子绕组与电机外壳间的分布电容

电机定子绕组与电机转轴间的分布电容

轴承内外圈之间的分布电容

电机转轴与电机外壳之间的分布电容

车体与转向架间接地线的高频电感

齿轮啮合表面油膜形成的分布电容

联轴节到钢轨的分布电感，通常可以忽略

逆变器的 EMI 滤波电容

逆变器负线输出端口至接地汇流排线缆的高频电感

车体保护电阻

车体保护接地线缆的高频电感

汇流排至碳刷线缆的电阻，通常很小，可以忽略

直流侧电感 / 支撑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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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Z4=R1+Rb+jω(L2+Lcb)； ；Zm=jωLm。

2  轴承电压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 1.2 节所述内容，可知调节电路中各参数的值

可以改变轴承电压的大小，其中 Cemi, L2, Cb 的参数调整

有成熟的工程化方案
[10-11]

，因此下面通过仿真来研究

它们的影响。

2.1  EMI 电容的影响

地铁牵引逆变器负线 EMI 电容（Cemi）目前多采

用 1 μF 和 54 μF 两种规格。根据轴承电压仿真模型，

下面给出 2 种不同参数电容下的轴承电压仿真结果，

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1 μF 电容下的轴承电压范围

为 -44.4~74.78 V，54 μF 电容下的轴承电压范围为

-43.15~74.58 V。由此可以看出改变 EMI 电容容值对

降低轴承电压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逆变输出电

缆高频电感 Lm 与车体保护电阻 R1 的存在，使得 Cemi

在轴承电压与共模电压的等效电路中影响很小。

2.2  车体保护接地高频电感的影响

在图 3 各参数中，Lcb, Rb, R1, Lt 通常很小，可以忽

略不计 , 而 Lm, Csf, Csr, Cb, Cfr 由电机结构及工作状态决

定，不能轻易改变，因此通过降低 L2 来抑制轴承电压

是理想的方案。为了验证 L2 对轴承电压的影响，进行

了仿真分析，结果如图 6 所示。当 L2=10 μH 时，Ub 约

为 300 V；L2=1 μH 时，Ub 约为 30 V，因此减小 L2 可

以有效降低轴承电压。目前，国内各型地铁平台整车

保护接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R1 和 L2 这 2 个参数，其中

L2 是影响轴承电压的主要参数。

2.3  轴承油膜电容参数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要降低轴承电压，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将牵引电机的轴承短路，即让 Cb 取值为无穷大。

在 EMI 电容取值为 1 μF 情况下，将 Cb 的值分别取值

为 10 pF 和无穷大（短路）时进行仿真，可以得到如图

7 所示的结果。为了便于对比，图 7 中将 Cb 取值为 10 
pF 时的轴承电压缩小到 1/1 000 倍，可以看出，将 Cb

短路可以显著降低轴承电压。

3  轴承电压抑制措施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仿真结果，针对 Cemi, L2, Cb 等 3 个参

数，在国内的一些地铁车辆上开展了验证测试。

3.1  改变 EMI 电容参数

为了验证 Cemi 取值对轴承电压的抑制效果，在某

型地铁车辆牵引逆变器中分别安装 1 μF 和 54 μF 这 2
种规格的 EMI 电容，进行轴承电压测试，测试结果如

图 8 和图 9 所示。

                   （2）

图 5 不同 EMI 电容参数下轴承电压对比

图 6 保护接地高频电感 L2 对轴承电压的影响（仿真结果）

图 7 不同 EMI 电容参数下轴承电压对比

图 8 EMI 电容为 1 μF 时的轴承电压

图 9 EMI 电容为 54 μF 时的轴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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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 和图 9 可以看出，EMI 电容为 1 μF 时的轴

承电压范围为 -184~162 V，EMI 电容为 54 μF 时的轴

承电压范围为 -182.3~163.3 V。2 种 EMI 电容取值下

的轴承电压值相差不大，这与仿真所得结论一致。仿

真和实测结果在数值上的差别是由于实际系统中的参

数是动态非线性的，无法准确提取，因此这里只做定

性分析。

3.2  降低保护接地高频电感 L2 

目前国内所有发生轴承电腐蚀问题的地铁项目均

采用图 2 所示的保护接地电路，其特点是“电机外壳

→转向架→车体→接地碳刷”的路径很长，导致保护

接地电路的高频电感 L2 较大，从而导致轴承电压过高。

为了降低 L2，可以采用如图 10 所示的的整车接地电路。

由于原先的 1 个保护电阻变成了 2 个，并且 2 个电阻

是分别放置在 2 个转向架的上方，因此“电机外壳→

转向架→车体→接地碳刷”的路径大大缩短，从而降

低了 L2。目前针对所有发生轴承电腐蚀的地铁项目的

改造均采用双电阻保护接地电路的整改方案。

图 11 为国内一些地铁项目分别采用类型 1 与类型

2 接地电路的轴承电压测试结果对比，可以看出采用类

型 2 接地电路可以有效降低轴承电压。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双电阻保护接地优化方

案以外，目前还存在一种无电阻保护接地方案，这种

保护接地电路的特点是将转向架直接用编织线与接地

碳刷相连，使得 L2 更小，如图 12 所示。据了解，采用

此种接地拓扑的轴承电压峰值通常只有 50 V 左右。

3.3  加装接地环效果验证

为了验证轴承油膜电容短路对轴承电压的抑制效

果，在某型地铁车辆上采用接地环将转子与电机外壳

短路，图 13 为接地环安装示意图。对安装接地环前后

的轴承电压进行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安装接地环前轴承电压峰值范

围 84.8~110.4 V，安装接地环后轴承电压峰值范围

22.0~38.8 V。可以看出，由于接地环将轴承油膜电容

短路，轴承电压显著减小。

3.4  安装接地环潜在的风险及评估方法

接地环的引入实际上是改变了系统的等效电路，

这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齿轮油膜电容 C t 上的电压和

通过电流就需要重点关注，如果齿轮油膜电压过高，

也可能会产生电腐蚀现象。下面将详细探讨安装接地

环的风险及评估方法。

3.4.1 安装接地环可能带来的风险

由于接地环将电机外壳（与车体、转向架直连，

在电压上呈等电位）与转轴直接短接，而转轴通过齿

轮箱与钢轨连接，齿轮箱内部齿与齿之间的啮合在低

速时是直接短路的（因为啮合表面没有形成油膜），

因此在低速时接地环将会直接把“车体→转向架→电

机外壳→钢轨”的路径完全短接，这样会将车体保护

接地的 30 mΩ 电阻短路，工作电流可能会经由齿轮啮

合面（线接触）形成车体环流。上述情况可能会导致

以下问题：①车体环流长时间作用会影响车体结构强

度，同时可能会造成信号干扰；②齿轮啮合表面可能

会有大电流流过，因此可能会损伤齿轮的啮合面。

3.4.2 安装接地环风险的评估方法

为了评估安装接地环方案的风险，特别是对齿轮

箱、联轴节的影响，可按照如下方案进行评估：①在

列车正常运行时测量轴承电压 1、联轴节与齿轮之间的

电压 2 和接地环电流 1，测试点位如图 14 所示；②将

图 10 整车保护接地双电阻方案（类型 2）

图 11 轴电压测试数据及改进前后对比

图 12 整车保护接地无电阻方案（类型 3）

图 13 接地环安装示意图

表 2  安装导电环前后不同工况下轴承电压对比 V

轴承电压类别

安装接地环之前

的轴承电压

安装接地环之后

的轴承电压

0~20 km/h
（加速）

108.8

29.2

20~0 km/h
（制动）

110.4

38.8

0~40 km/h
（加速）

90.4

22.0

40~0 km/h
（制动）

84.8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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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电力电子变频驱动系统的电磁兼容技术。

测试数据提供给联轴节和齿轮供应商，要求供应商评

估所测电压对该部件使用寿命的影响。

4  结语

本文首先指出轴承电压过高引起轴承润滑油膜击

穿放电是导致电腐蚀的直接原因；其次分析了地铁车

辆牵引电机轴承电压的形成，并对其中 3 个参数的影

响进行了理论与试验分析，得出降低车体保护接地高

频电感 L2 与短路轴承油膜电容 Cb（安装接地环）可以

有效降低轴承电压，并给出了具体的工程化方案。此外，

还对安装接地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分析，并给

出了测试评估方案，后续可以依照此方案进行评估。

以上研究内容对提升地铁车辆牵引电机可靠性和使用

寿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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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轴承电压，联轴节与齿轮电压与导电环电流测量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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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控制系统研发工作。

5  结语   

以太网作为列车控制网，在性能上相比于传统的

“MVB+WTB”网络，传输速率由最大 1.5 Mbps 提升

到 1 000 Mbps；通信传输数据帧由最大 128 字节提升

到 1500 字节；数据更新周期由最小 16 ms 降低到 10 
ms，提升了网络传输的数据量和实时性，催生了智能

化列车的形成和发展。以太网作为列车控制网，在功

能上相比于传统的“MVB+WTB”能够通过视频监视网、

列车维护网、列车控制网三者采用公用的交换机和通

信线路实现多网融合，减少车辆布线，降低了成本。

目前以太网网络控制系统在 250 km/h“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动力集中型动车组、长沙地铁 1 号

线地铁列车等项目中均有应用，从系统的可靠性、安

全性等方面来看，以太网控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鉴

于以太网本身的优势，可以预见以太网列车网络控制

系统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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