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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良好的静导电回路结构对塑壳断路器开断性能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两种

不同静导电回路下，通过计算对比电动力和吹弧磁场，分析了静导电回路结构对塑壳断路器的
触头分开时间﹑触头推斥电动力﹑吹弧磁场在电弧上的分布以及燃弧初期吹弧磁场大小等因素
的影响。根据分析的结果，对某塑壳断路器的静导电回路进行了改进，并通过网络试验验证了
改进方案对提升其开断能力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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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ll-designed structure of the static conductor is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interruption performance of MCCB. Electro-dynamic force and magnetic field of the electric arc a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circuit breakers using two different static conductors.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ed by the static conductor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contact
separation time, the repulsive electro-dynamic force acting on the contact, the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in the electric arc and the magnetic field magnitude during arc ignition,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 improvement of the static conductor structure of an actual MCCB is
carried out and found effective of improving its interruption performance by network trial.
Keywords：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MCCB), finite element method,electro-dynamic force,
magnetic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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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决定了动导杆的斥开时间和速度，而动导杆
的斥开时间和速度对电弧电压的出现时间和峰值等

1

引言

均有直接作用，从而对 MCCB 的限流性能产生重
要的影响。因此，分析和计算短路电流下的电动力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限流式低压断路器以来，
限流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应用。塑壳断路器

非常重要。
电弧在动静触头间产生并拉长后，会朝着灭弧

（MCCB）触头系统的设计，对其限流和分断性能

栅片方向移动。电弧进入栅片后被分割成若干短弧，

具有重要的影响：在 MCCB 开断短路电流的起始

由于近极效应，电弧电压升高，电流峰值下降，电

阶段，作用在动导杆上的电动力和触头压力在很大

弧将在栅片中冷却、熄灭。而电弧之所以会朝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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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受到了磁吹力的作

动力和吹弧磁场，但是占用灭弧室空间较大，限制

用。增强灭弧室的吹弧磁场，提高电弧所受到的吹

了机构开距和栅片数量的增加。另一种静导电回路

弧力，能使电弧更快速地进入栅片，从而提高塑壳

结构是平行进线扁平静导电回路（以下简称扁平型

断路器的限流和灭弧性能。

静导杆），如图 1b 所示。这种静导电结构保留了

因此，合理设计塑壳断路器的触头系统，使之

原平板型静导杆占用灭弧室空间少 ﹑栅片数量多的

获得更强的电动力和吹弧磁场，对于提高

优点。

MCCB 的分断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2.2

目前，在低压断路器的分断性能研究方面，很

分析方法
在引言中已经提到，作用在动导杆上的电动力

多学者作了大量工作。在文献 [1]中，作者研究了弧

和电弧区域的吹弧磁场分布及大小对于 MCCB 的

柱压降对限流性能的影响；文献 [2-4]介绍了气吹灭

开断性能具有重要影响。

弧技术的机理及实验研究，并介绍了采用气吹灭弧

本文采用三维有限元软件 ANSYS 计算作用在

技术的灭弧室结构改进低压断路器限流性能的方法；

动导杆上的电动力和电弧上的吹弧磁场：首先进行

文献[5]通过建立各种电弧数学模型，研究了影响电

导电回路的三维电流密度分布计算；接着，将电流

弧运动的各种因素；而文献 [6-10]则介绍了各种影

分布当作激励，计算其产生的三维磁场；最后计算

响电动力的因素及电动力对低压断路器开断性能的

出作用在动导杆上的电动力和吹弧磁场在电弧中的
分布。在导电体区域，也就是触头导电回路，电流

影响。
本文通过对某塑壳断路器采用两种不同静导电

密度 J 满足式（ 1）和式（ 2）。

回路时的电动力和吹弧磁场进行计算，分析了静导
电回路结构对影响塑壳断路器开断性能的各个因素，

1

rot  rotT   0 ， J  rotT




（1）

T  dl  I

（2）

包括触头分开时间 ﹑触头推斥电动力 ﹑吹弧磁场在
电弧上的分布以及燃弧初期吹弧磁场的大小等的影
响。根据分析的结果，对该塑壳断路器的静导电回

式中

 ——导体的电导率；

路进行了改进，并通过网络试验验证了改进方案对

T——矢量电位；

提升其开断能力的有效性。

I——流过导体的电流；

2

J——电流密度。

分析对象和方法

在得到了电流密度 J 的分布后，在整个场域中，
根据磁通密度 B 和 J 之间的关系式（ 3），即可得

2.1

分析对象

到 B 的分布。

本文的分析对象为某额定电流等于 400A 的塑

1

rot  rot A   J ， B  rot A




壳断路器，如图 1a 所示。
式中

（3）

A——矢量磁位；
B——磁通密度；

 ——磁导率。
根据电流场和磁场的计算结果，可得到模型中
每个单元受到的电动力。在触头分开之前，作用在
动导杆上的电动力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Lorentz 力，
（a）平板型

（b）扁平型

图1
Fig.1

分析对象

另一个是由于动、静触头接触处电流线收缩形成的
Holm 力。

Analyzed object

该断路器采用的静导电回路为普通的平板型。
对于 MCCB 而言，最常用的静导电回路为下进线
U 形结构。相比较平板型静导电回路结构（以下简
称平板型静导杆），下进线 U 形结构虽然可增加电

图2

洛仑兹力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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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Lorentz force

如图 2 所示，对于动导杆中的任何一个单元，

3

其相对于转轴的力矩 Mi 为力臂 d i 和力密度 F i 的矢
量积，在整个动导杆区域（包括动触头）对 Mi 进
行积分运算，即可得到作用其上的相对于转轴
O 的总力矩 M。那么，作用在动导杆上的洛仑兹力
可通过下式得到
M 
di  Fi dV
V


 FL  M
l




式中

V——动导杆的体积。

式中

结构对触头分开时间 ﹑触头推斥电动力 ﹑吹弧磁场
大小和分布等因素的影响。
触头分开时间
触头分开时间取决于触头闭合时，作用在动导
杆上的 Lorentz 力和 Holm 力（总称电动力）与触
动力越大，则触头分开时间越短。
图 4 为在相同的电流下，平板型和扁平型静导

Holm 力可直接通过下式求解
A H
FH 
i 2 ln
4
Fc

力和电弧区域的吹弧磁场，本文分析了静导电回路

头压力的对比情况。在触头压力一定的情况下，电

l——动触头到转轴的等效力臂；

0

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前面介绍的方法，通过计算动导杆的电动

3.1
（4）

47

电回路的电流密度分布。由于结构上的特点，电流
（5）

0——真空磁导率；

在扁平型静导杆中被强制换向，而在平板型静导杆
中，电流走向不发生变化。图 5 为当触头压力等于
65N 时，平板型和扁平型样机的动导杆所受电动力

A——动﹑静触头的接触面积；

的对比。从图中可知，扁平型样机动导杆受力大于

 ——触头接触系数，取值范围为 0.3～

平板型的，因此，相应的触头分开时间也是扁平型
的更短。

0.6，通常取 0.45；
H——触头材料的布氏硬度，一般取 900；
F c ——触头压力。
为了说明静导电回路结构对吹弧磁场的影响，
将电弧假定为触头之间的一段弧柱，弧柱内部各点
的磁感应强度值可通过上面介绍的磁场计算方法得
到。在磁感应强度矢量的 3 个分量中， z 方向分量
对电弧运动的影响最大，因此，本文将 B z 值作为

（a）平板型

考察对象。如图 3 所示，沿着电弧的中心线等距取
10 个点，通过比较这 10 个点的 B z 值即可获知静导
电回路结构对吹弧磁场的影响。另外，按照上面介
绍的计算动导杆上 Lorentz 力的方法，同样可求得
电弧受到的磁吹力。

（b）扁平型

图4
Fig.4

图3
Fig.3

电弧中心线上的 10 个点

10 points along the arc’s central line

两种静导杆回路的电流走向

Current direction in the two static 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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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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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头闭合时的电动力计算结果

Calculation results of electro-dynamic forces

触头推斥电动力

图 7 电动力随电流和动导杆转角的变化
Fig.7

and rotating angle of the movable conductor

触头分开后， Holm 力消失，作用在动触头上

图 8 为当短路电流有效值等于 10kA，动导杆

的电动力剩下 Lorentz 力。图 6 为动导杆在某一打
开角度时的灭弧室磁场分布。

Variation of electro-dynamic forces with current

转角单调递增时，得到的两种静导电回路下的触头
推斥电动力对比。可以看到，在同样的短路电流下，
扁平型静导杆下的触头推斥电动力大于平板型的，
有利于电弧电压的快速上升。

图6

动导杆在某打开转角下的灭弧室
磁场分布（ 8000A）

Fig.6

图8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under some rotating

Fig.8

angle of the movable conductor（8000A）

图 7 为采用平板型和扁平型静导杆时，作用在
动导杆上的电动力随电流和动导杆转角变化的情况。
可以看到，在动导杆打开初期，两种情况下的电动
力差异较明显，随着动导杆向最大位置逐步打开，
这种差异渐渐消失。也就是说，扁平型静导杆在电
动力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动导杆的初始打开阶段。
由于该阶段正处于电弧停滞期，因此采用扁平型静
导杆有利于缩短电弧的停滞时间。

触头推斥电动力对比

Contrast of electro-dynamic repulsion forces
acting on the contact

3.3

吹弧磁场大小和分布
图 9 为电弧中心线上 10 个点（见图 3）的磁

感应强度 z 分量 B z 随动导杆转角的变化情况，图
中电流取恒定值 8000A。由图可知，相比较电动
力的差异（见图 7），吹弧磁场随静导杆结构的变
化呈现的差异更加明显。动导杆转角越小，或者电
弧中心线上的点越靠近静导杆， B z 值的差异越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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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扁平型

图 11
图9
Fig.9

吹弧磁场随动导杆转角的变化

Fig.11

Contrast of the magnetic field at the maximum
open angle of the movable conductor

Variation of the magnetic field in the electric arc

对于 MCCB 而言，靠近静导杆附近的电弧运动

with rotating angle of the movable conductor

图 10、图 11 进一步给出了触头打开初期和打

触头打开到最大角度的吹弧磁场对比

情况决定了弧根向跑弧道转移的程度与速度，从而

开到最大位置时，两种静导电回路电弧中心线上

决定了触头的烧蚀情况和电弧进入灭弧栅片的情况。

10 个点的 B z 图。由图可知，在触头打开初期，扁

由于电弧在靠近扁平型静导杆区域的吹弧磁场大于

平型静导杆的吹弧磁场远大于平板型的；随着触头

平板型的，因此，采用扁平型静导杆有利于减少触

向最大打开位置运动，这种差异渐渐变小，但是靠

头的烧蚀和驱使电弧快速进入灭弧栅片。这一点也

近静导杆区域的吹弧磁场差异仍然很明显。

可以从图 12 的触头打开过程电弧受力的对比情况得
到说明。
3.4

结果分析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知，扁平型静导杆不仅保留

了平板型静导杆占用灭弧室空间少 ﹑栅片数量多的
优点，而且可增加作用在动导杆上的电动力和电弧
（a）平板型

区域的吹弧磁场，这可从两者的结构特点差异进行
分析。

（b）扁平型

图 10
Fig.10

触头打开初期的吹弧磁场对比

Contrast of the magnetic field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ntact open

图 12
Fig.12

触头打开过程的吹弧力对比

Contrast of the magnetic force acting on the electric arc

图 13a 中静导电杆采用平板型结构。假设电流
在静导杆中分成 1﹑2﹑3 三条支路（见图中右上角）
，则静导杆电流对动导杆产生的洛仑兹力为向下吸
合的力，其值为 F L =（F 1 +F 2 +F 3 ）；而对于图
13b 中的扁平静导杆结构，电流在流经静导杆时被
强制换向。换向后的电流在动静导电杆中流向相反，
因此，静导杆电流对动导杆产生的洛仑兹力为
F L =F 3 F 1F 2。显然，扁平型静导杆比平板型静导杆

（a）平板型

能提供更大的电动力。随着动导杆向最大打开位置
运动，静导杆与动导杆距离增加，静导杆电流对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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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杆作用力的影响减小。

（a）平板型静导杆

图 13
Fig.13

（b）扁平型静导杆

电动斥力对比

Contrast of electro-dynamic force

测试结果

A相

B相

C相

试验电流 /kA

65

65

65

试验电压 /V

380

380

380

燃弧时间 /ms

12.13

9.46

12.15

电流峰值 /kA

38.9

61.9

64.05

限流系数

0.42

0.67

0.70

允通能量 /（MA 2 s）

7.37

14.6

16.3

对于 MCCB 而言，评价其性能好坏有两个非常
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限流系数，另一个是允通能量。
限流系数表示断路器的限流能力，它是开断时的最

在吹弧磁场方面，对于平板型静导杆，电流支

大通过电流峰值（单位为 kA）与预期短路电流的

路 1﹑2﹑3 在电弧中产生的磁场将电弧向灭弧栅片

周期分量有效值的峰值（单位为 kA）之比。限流

反方向推动，不利于熄弧；而对于扁平型静导杆，

系数越小，表示该断路器的限流性能越好。允通能

电流支路 3 在电弧中产生的磁场将电弧向栅片方向

量代表短路电流对电网中其他设备的电动力和热效

推动。因此，扁平型静导杆产生的吹弧磁场比平板

应，其值也是越小越好。从表 1 可知，平板型样机

型静导电回路更有利于熄弧，且越靠近静导杆区域，

在 65kA 极限分断电流下的三相限流系数分别为

这种差异越明显。

0.42，0.67 和 0.70，而允通能量分别为
7.37×106 A 2s，14.6×106 A 2 s 和 16.3×106 A 2 s。
为了提高原样机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对其采
用的平板型静导杆进行了改进。根据第 3 节的分析
结果，扁平型静导杆不仅能缩短触头的斥开时间，
还能增加触头推斥力和电弧区域的磁场大小。因此，
在改进方案中，将原样机的平板型静导杆改为扁平
型得到改进样机。同样，通过在国家认可的实验站
（a）平板型静导杆

对改进样机进行分断实验，发现其极限分断 Icu 提
高到了 85kA。表 2 为改进样机在 85kA 预期电流下
的极限短路开断实验结果。
由表 2 可知，改进样机在 85kA 极限分断电流
下的三相限流系数分别为 0.36、0.53 和 0.53，均小
于原样机；而允通能量分别为 6.75×10 6 A 2 s、
16.5×106 A 2s 和 10.4×106A 2s，总体上小于原样机
的。
表2

（b）扁平型静导杆

图 14
Fig.14

4

吹弧磁场对比

Contrast of magnetic force

分析结果的应用
图 1a 所示样机在采用原来的平板型静导杆时，

其极限分断 Icu 为 65kA。表 1 为原样机在国家认可
实验站的极限短路开断实验结果。
表1
Tab.1

原样机的实验参数统计

Experiment result statistic of the original sample

Tab.2

改进样机的实验参数统计

Experiment result statistic of the improved sample

测试结果

A相

B相

C相

试验电流 /kA

85.2

85.2

85.2

试验电压 /V

436

436

436

燃弧时间 /ms

9.85

9.09

5.76

电流峰值 /kA

43.1

63.9

64.1

限流系数

0.36

0.53

0.53

6.75

16.5

10.4

允通能量

/（MA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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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59.

结论

[4]

88.

塑壳式断路器开断性能的各因素的作用。根据分析

Li Xingwen, Chen Degui, Wang Qian, et al.

的结果，对某塑壳断路器的静导杆回路进行了改进，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blow open force of

得出以下结论：

low voltage electric apparatus[J]. Proceedings of the

（1）在相同的触头压力下，扁平型静导杆相对
于平板型可获得更早的触头分开时间。
（2）相比较平板型静导杆，扁平型静导杆可增

CSEE, 2006, 26(15): 83-88.
[5]

plasma behavior in low voltage circuit breaker[J].

动导杆打开初期最明显，从而影响电弧停滞时间。

Plasma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7(5): 3069-

随着动导杆打开角度的增加，这种差异渐渐消失。
明显大于平板型的，有利于电弧电压的快速上升。

3072.
[6]

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ruption characteristics

弧磁场差异仍然明显。这有利于弧根的快速转移，从

of low voltage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s under 3-

而减少触头烧蚀和驱使电弧快速进入灭弧栅片。

phase

（4）通过对原样机采用的静导杆进行改进，使

circuit[J].

Transactions

of

China

[7] Shokichi Tto,Yoshiaki Takato. Numerical analysis of
electromagnetic forces in low voltage AC circuit
breakers using 3-D finite element method taking into
account eddy curren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陈德桂 , 戴瑞成 , 刘洪武 . 弧柱压降对塑壳断路器
限流性能的作用 [J]. 低压电器 , 2005(11): 6-9.
Chen Degui, Dai Ruicheng, Liu Hongwu. Effect of

Magnetics, 1998, 34(5): 2597-2600.
[8]

术学报 , 2004, 19(10): 1-5.

mance in mou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J]. Low

Li Xingwen, Chen Degui, Li Zhipeng, et al.

Voltage Apparatus, 2005(11): 6-9.

Investigation on electro-dynamic repulsion force in

陈德桂 . 气吹灭弧与压力脱扣技术促进了低压断路

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s taking into account

器分断性能提高 [J]. 低压电器 , 2003(3): 3-6.
Degui.

Enhancement

of

current

interrupting

Low Voltage Apparatus, 2003(3): 3-6.
刘洪武 , 陈德桂 , 李志鹏 . 不同因素对气吹式塑壳
断路器开断电弧运动影响的实验研究 [J]. 中国电机
工程学报 , 2004, 24(11): 154-159.
Liu Hongwu, Chen Degui, Li Zhipeng. Experim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factors on
the motion of interruption arc in MCCB with gasdriven arc[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4, 24(11):

constriction

between

contacts[J].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04,

performance for low voltage circuit breaker by using
puffer arc quenching and pressure trip technique[J].

李兴文 , 陈德桂 , 李志鹏 , 等. 考虑触头间电流收缩
影响的低压塑壳断路器中电动斥力分析 [J]. 电工技

arc column voltage on the current limiting perfor-

[3]

short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05, 20(10):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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