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相交流固态继电器 
㈠ 概述  

 交流固态继电器简称 。它为单刀单掷常开式结构， 用 LED
微电子技术与电力电子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无触点开关器件。它可以实现用微弱的控制信号 (几毫安到

控制 0．1A 直至几百 A 电流负载，进行无触点接通或分

端，两个负载输出端，输出端与负载、电源串联，输入输出之间为光电隔离，内置 RC
加上直流或脉冲信号，输出端就能从断态转变成通态。整个器件没

电磁继电器的功能。固态继电器工作可靠，无触点、无火花、寿命

抗干扰能力强，且体积小，耐振动、耐冲击，防爆、防潮、防腐蚀，能与 TTL、DTL、HTL
容，以微小的控制信号达到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的目的。  

固态继电器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围接口装置，烘箱烘道加温控温恒温系统；数控机械、遥控系

统、工业自动化装置；信号灯、交通灯、闪烁器、照明舞台灯光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印染、

塑料加工、办公设备；自动消防，保安系统等等。另外在化工、煤矿、钢铁和军用等一些要求特殊的装置

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以及要求工作高可靠的场合中， 都比传统的继电器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交流固态继电路工作原理： 实际是一个受控的电力电子开关，其等效电路如图 1。   

 

图2  普通型交流   内部结构框图  

一般情况下，万用表不能判别 SSR 的好坏，正确的方法采用图 3 的测试电路：当输入电流为零时，电压

表测出的电压为电网电压，电灯不亮（灯泡功率须 25W 以上）；当输入电流达到一定值以后，电灯亮，电压

表测出的电压为 SSR 导通压降（在 2V 以下）。因 SSR 内部有 RC 回路而带来漏电流，因此不能等同于普通触

点式的继电器、接触器,不能作隔离开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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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SR 测试电路 

㈡ SSR 特点 

交流固态继电器与通常的电磁继电器不同：无触点、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之间光(电)隔离、由分立元件．半

导体微电子电路芯片和电力电子器件组装而成，以阻燃型环氧树脂为原料，采用灌封技术持其封闭在外壳中、

使与外界隔离，具有良好的耐压、防腐、防潮抗震动性能。主要不足是存在通态压降（需相应散热措施），有

断态漏电流，触点组数少，另外过电流、过电压及电压上升率、电流上升率等指标差。  
 ㈢ SSR 的分类 
交流固体继电器按开关方式分有电压过零导通型（简称过零型）和随机导通型（简称随机型）；按输出开

关元件分有双向可控硅输出型（普通型）和单向可控硅反并联型（增强型）；按安装方式分有印刷线路板上用

的针插式（自然冷却，不必带散热器）和固定在金属底板上的装置式（靠散热器冷却）；另外输入端①直流恒

流控制型（D3），电压为 3-36Vdc 宽范围，驱动电流为 5-15mA；②直流抗干扰控制型（D2），电压为 18-30Vdc；
③串电阻限流型（D1），电压为 4-8Vdc，专用于随机型 LSR；④交流控制型（A3），电压为 90-430Vac 宽范围。 

⑴过零型(Z 型)与随机型(P 型)LSR 的区别 

由于触发信号方式不同，过零型和随机型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负载交流电流导通的条件不同。当输入端

施加有效的控制信号时，随机型 SSR 负载输出端立即导通（速度为微秒级），而过零型 SSR 则要等到负载电

压过零区域(约±15V)时才开启导通。当输入端撤消控制信号后，过零型和随机型 SSR 均在小于维持电流时

关断，这两种类型的关断条件相同。虽然过零型 SSR 有可能造成最大半个周期的延时，但却减少了对负载的

冲击和产生的射频干扰，在负载上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形，成为理想的开关器件，在“单刀单掷”的

开关场合中应用最为广泛。 随机型 SSR 的特点是反应速度快，它可以用控制移相触发脉冲来方便地改变负

载的交流工作电压，从而应用于精确地调温、调光等阻性负载及部分感性负载场合。 
 

 

 
⑵双向可控硅输出的普通型与单向可控硅反并联输出的增强型的区别 
在感性负载的场合，当 SSR 由通态关断时，由于电流、电压的相位不一致，将产生一个很大的电压上升

率 dv/dt（换向 dv/dt）加在双向可控硅两端，如此值超过双向可控硅的换向 dv/dt 指标(典型值为 10V/μs)则将

导致延时关断，甚至失败。而单向可控硅为单极性工作状态，只受静态电压上升率 dv/dt(典型值为 100V/μs)
影响，由两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构成的增强型 SSR 比由一只双向可控硅构成的普通型 SSR 的换向 dv/dt 有了

很大提高，因此在感性或容性负载场合宜选取增强型 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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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型号命名：

         SSR   -    H  3  Z  120  D3 
 

  
SSR--交流固态继电器  
H--增强型，缺省为普通型 
额定工作电压 4：48-480Vac 

3：36-430Vac 
2：24-265Vac 
1：12-135Vac 

Z—交流过零型输出，P—交流随机型输出 
额定工作电流，单位：安培（A） 
输入控制方式，有 D3、D2、D1、A3 四种 
① 过零型直流控制型（D3），电压为 3-36Vdc 宽范围； 
② 过零型直流抗干扰控制型（D2），电压为 18-30Vdc； 
③ 过零型交流控制型（A3），电压为 90-430Vac 宽范围； 
④ 随机型直流控制型（D1），电压为 4-8Vdc。 
 
 
 
 

 
㈤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 D3：3-36Vdc，D2：18-30Vdc，A3：90-430Vac，D1：4-8 Vdc 
输入电流 5mA-15 mA 

输入参数 

反接保护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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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指示 有  

额定工作电压 4：48~480Vac，3：36-430Vac，2：24-265Vac，1：12-135Vac 
输出通态压降 ＜2Vac 
断态峰值截止电压 Vp 4：≥1100Vpk，3：≥900Vpk，2：≥600Vpk，1：≥400Vpk 
浪涌电流（电网一周） 800% 
最小负载电流 100mA 
输出漏电流 16A 及以下＜2mA，16A 以上＜12mA 
静态电压上升率 dVs/dt 100V/μs（普通型）、200V/μs（增强型） 
换向电压上升率 dVc/dt 10V/μs（普通型）、200V/μs（增强型） 
开启最大响应时间 10ms 

输出参数 

关断最大延时 10ms 
 

介质耐压  （输入、输出及外壳间） ≥2000 Vac 
绝缘电阻  （输入、输出及外壳间） ＞1000 MΩ（500Vdc） 
最大容抗 10pf 
使用温度范围 -30 ℃ ~ +75 ℃ 

其它参数 

电网频率 47-63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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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 不同电流等级的固体继电器的外形  
     

 

        
 

㈦ SSR的输入驱动电路 
在逻辑电路驱动时应尽可能采用低电平输出进行驱动，以保证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和尽可能低的零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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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正确的灌电流驱动的电路图（一般适合于 D3、D2 型）： 

 
  D1 型（4-8Vdc）通常与单相或三相 SSR 移相触发器配合使用。 

A3 型（90-430Vac）为交流控制交流型，在 90-430Vac 极宽的范围内均能可靠触发继电器导通，且输入与输

出没有相位要求： 

 

    ㈧ SSR 过压的保护：除 SSR 内部本身有 RC 吸收回路保护外，还可以采取并联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

（MOV），MOV 面积大小决定吸收功率，MOV 的厚度决定保护电压值。一般 220V 系列 SSR 可选取 500V-600V
的压敏电阻，380V 系列 SSR 可选取 800V-900V 的压敏电阻，480V 系列 SSR 可选取 1000V-1100V 的压敏电

阻。  
㈨ SSR 的功率扩展： 

    本公司生产的 2A、8A 无 RC 吸收回路的 SSR 可用于任何大电流等级的可控硅触发，功率扩展后仍具有

过零特性或随机特性。功率扩展 SSR 的型号为：SSR-3P02E（D3/D2/D1/A3），SSR-3P08E（D3/D2/D1/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