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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流解耦下垂法的中频逆变器并联

控制系统研究

张培峰，李敏远
（西安理工大学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逆变器的无互联线并联控制系统中传统的下垂法存在功率均分程度和电压幅值控制精度之

间相互制约的矛盾，响应速度也较慢。对于４００Ｈｚ中频逆变器，低调制比更增加了相位控制的难
度。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下垂控制法。该方法在电流解耦的基础上加入

了滞后补偿环节，弥补了由于数字控制引起的滞后，用解耦之后的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对相位和幅

值进行下垂控制，提高了幅值的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新型并联控制系统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控制

策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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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０Ｈｚ中频电源在舰船、雷达、飞机等系统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供电设备容量的增大对逆变器的

容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场合单台逆

变器不能够满足供电需求。因而需要对逆变器并联

给负载供电。逆变器并联系统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是负载均流问题。

逆变电源并联主要有４种控制方案，即：集中控
制、主从控制、分散逻辑控制和无互联线控制。前三

种方法需要在各模块之间交换信息，因此模块之间

存在通信线，最后一种控制方案不需要任何通信线，

就可以实现Ｎ＋１冗余控制，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
性，并有利于电源的模块化，同时也可以提高系统的

可维护性，当有电源发生故障时可自动退出以保证

维修过程中的供电不受影响［８］。

对于无互联线并联系统常用的方法为下垂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下垂法做了大量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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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为了改善动态性能，在传

统下垂法中加入了微分环节。为了减小并机时的相

位差，采用了共享同步信号线的外特性下垂控

制［２３］。为了解决功率均分和幅值控制精度之间的

矛盾，采用自适应下垂法［４８］。然而上述方法都是

基于功率计算的下垂法，用数字控制器实现传统功

率计算的积分环节时带来的延时会影响系统的动态

性能和稳定性。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电流解耦的下垂控制

法，在解耦的过程中加入了滞后补偿环节，用有功电

流和无功电流直接进行下垂控制，并且对相位和幅

值下垂控制进行了改进。

１　传统下垂法分析

１．１　逆变器并联系统环流分析
以两台逆变器的并联模型为例，进行分析。图

１是两台逆变器并联的模型。

图１　逆变器并联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ｙｓｔｅｍ

　

其中，Ｕ１∠δ１和Ｕ２∠δ２分别是逆变器１和２的输出
电压，Ｕｏ∠０是交流母线上的电压。两个并联模块
的等效输出阻抗和线路阻抗之和分别是 Ｒ１＋ｊＸ１和
Ｒ２＋ｊＸ２，Ｚ是负载阻抗。Ｉ１和Ｉ２分别是逆变器的输
出电流，环流ＩＨ的方向如图１所示。

逆变器并联系统中的环流是由于各逆变模块输

出特性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假设图１中两台逆变器
输出都是正弦波，逆变器的阻抗特性相等且为纯感

性，Ｘｉ＝Ｌ（ｉ＝１，２，下同）。定义两台逆变器之间的
环流为：

ＩＨ＝
Ｉ１－Ｉ２
２ ＝

Ｕ１∠δ１－Ｕ２∠δ２
２ｊωＬ

（１）

当两台逆变器的输出相位相同而幅值不同时产

生无功环流；幅值相同而相位不同时，产生有功环

流；幅值和相位都有偏差时既有无功环流，又有有功

环流。当正弦波发生畸变时会产生谐波环流。相位

偏差引起的环流要比幅值偏差引起的大的多，因此

要格外关注相位的同步［１］。

为了减小因波形畸变引起的谐波环流，必须让

每台逆变器的输出为标准的正弦波，即让输出电压

的ＴＨＤ尽可能的小。
１．２　逆变器并联系统功率分析

每台逆变器注入交流母线的视在功率为：

Ｓ
－

ｉ＝Ｐｉ＋ｊＱｉ＝Ｕｏ∠０·Ｉ
－

ｉ （２）

其中，Ｉ
－

ｉ 为Ｉ

。

ｉ的共轭。

采用多环控制的逆变器等效输出阻抗近似呈感

性［３］，而且短距离输电，线路的阻性可以忽略。逆

变器的输出电压和交流母线的相位差很小，近似处

理后可得：

Ｐｉ＝
ＵｏＵｉδｉ
Ｘｉ

（３）

Ｐｉ′＝
ＵｏＵｉ－Ｕ

２
ｏ

Ｘｉ
（４）

显然，有功功率主要受输出相位的影响，而无功

功率主要受输出幅值的影响。由式（４）可知，幅值
大的单元将发出无功功率，它将幅值小的模块作为

负载，导致了环流的产生。

在此基础上，传统下垂法如式（５）所示，分别用
有功、无功来对角频率和幅值进行下垂控制，即：

ωｏ＝ω －ｍｐ，Ｕｏ＝Ｕ －ｎＱ （５）
式中，ω和Ｕ分别为逆变器空载运行时的输出角
频率和电压幅值，ｍ，ｎ为有功、无功下垂系数。
１．３　传统下垂法的不足

根据传统下垂法，Ｕ－Ｑ下垂特性如图２所示。

图２　功率均分与幅值控制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１０，Ｕ２０分别是逆变器 １，２的初始输出电压，
Ｕｏ１，Ｕｏ２是不同时刻交流母线上的电压。假设幅值
下垂系数满足条件，为：

ｎ１＝ｎ１１＝ｎ２１
ｎ２＝ｎ１２＝ｎ{

２２

　且ｎ１＜ｎ２ （６）

从图２可以看出，当下垂系数为 ｎ２时，模块之
间的无功差为 ΔＱ１，由于功率均分带来的幅值偏差
为ΔＵ１１。同理，下垂系数为 ｎｚ时无功差为 ΔＱ２，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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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偏差为ΔＵ１２。它们满足关系式，为：
ΔＱ１＞ΔＱ２
ΔＵ１１＜ΔＵ{

１２

（７）

当下垂系数增大的时候，可以取得较好的功率

均分程度，但是电压幅值偏差会增大。功率均分和

电压控制精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传统下垂法是牺牲

电压控制精度来换取功率均分的，降低了并联系统

的电压精度，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用ＤＳＰ计算传统功率的时候，是通过延时累加
求和再求平均得到的。一般是每个周期计算一次平

均值，这就造成了系统的动态响应过慢。而且对数

字系统来说，大的延时对系统是不利的。

２　改进的下垂法

２．１　加滞后补偿的电流解耦策略
在传统的下垂控制中利用功率实现下垂控制，

但是并联控制的直接目的是消除环流。所以在新的

控制方法中，直接将逆变器输出的电流分解为有功

电流和无功电流，用电流来代替功率实现下垂。省

去了功率计算的环节，均流精度高于利用有功、无功

功率的情况。

文献［６］提出了一种电流解耦策略，但是，对于
数字控制系统ＡＤ采样和运算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引
起延时，影响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针对此问题，添

加补偿环节用以补偿延时对系统带来的不良影响。

实现方法如图３所示。

图３　电流解耦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Ｕｏ、ｉｏ分别为单相逆变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瞬
时值。令ｉａ＝ｉｏ，将ｉｏ延时１２０°得到ｉｂ，延时２４０°得
到ｉｃ。由变换（８）可以得到 α、β两相的瞬时电流 ｉα
和ｉβ，即：

ｉα
ｉ[ ]
β

＝Ｃ３２

ｉａ
ｉｂ
ｉ









ｃ

（８）

式中，Ｃ３２＝槡
２
３

１ －１２ －１２

０ 槡３
２ －槡３











２

利用锁相环和一个正、余弦信号发生器得到与

电压Ｕｏ同相位的正弦信号ｓｉｎωｔ和余弦信号ｃｏｓωｔ。
再经过式（９）和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得到有功、无功
电流Ｉｐ、Ｉｑ。低通滤波的频域表达式为式（１０）。为
了补偿数字控制引起的滞后，加入了补偿环节。

ｉｐ
ｉ[ ]
ｑ

＝
ｓｉｎωｔ －ｃｏｓωｔ
－ｃｏｓωｔ －ｓｉｎω[ ]ｔ

ｉα
ｉ[ ]
β

＝Ｃｐｑ
ｉα
ｉ[ ]
β

（９）

Ｉ
－

ｐ（ｓ）＝
ωｆ
ｓ＋ωｆ

ｉｑ（ｓ）

Ｉｑ
－
（ｓ）＝

ωｆ
ｓ＋ωｆ

ｉｐ（ｓ









 ）

（１０）

其中，ωｆ为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图４　同步旋转坐标系中的相位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ｈａｓｅｉ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采用 ＤＳＰ实现数字控制的过程中引入了时间
滞后，设为Δｔ。由图４所示的同步旋转坐标系中的
相位关系可以看出，在角位移 θ＝ωｔ处 ＤＳＰ输入模
拟信号，计算过程中的延时为 Δｔ，在这个过程中 ｄｑ
坐标又以角频率ω旋转过Δθ的电角度。此时对应
的相位信息为θ＝ωｔ＋Δθ。计算过程中带来的相位
滞后为Δθ，因此要通过补偿环节消除这个滞后，具
体实现为：

Ｃｃｍｐ＝
ｓｉｎ（ωｔ＋Δθ） －ｃｏｓ（ωｔ＋Δθ）
－ｃｏｓ（ωｔ＋Δθ） －ｓｉｎ（ωｔ＋Δθ[ ]）

式中，Δθ＝ωΔｔ，ω为基波角频率，ω＝８００πΔｔ为滞
后的时间。

２．２　改进的相位下垂法
相位差异所引起的环流比幅值差异引起的大的

多。而且相位的频繁抖动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因

此要保持相位的严格一致。

本研究在文献［３］和［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相位初同步和相位下垂相结合的下垂法。控制方

程为：

δ＝－ｋａ∫
ｔ

０

Ｉｐｄｔ （１１）

用δ对输出电压的相位进行调整。在并机之
前，先对逆变器的输出相位进行初同步，即设置初始

相位都为零，但是逆变器之间的输出相位会存在着

偏差，这就需要在初同步的基础上进行相位的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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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并机之初的相位差为：

Δδ＝δ１－δ２ （１２）
根据（１１）式可得：

δ１－δ２＝Δδ－
ｋａ
ｓ（Ｉｐ１－Ｉｐ２） （１３）

电流解耦之后，可以利用有功电流计算有功功

率Ｐ为：

Ｐ＝
ＵｉＩｐ
槡２

（１４）

按照式（３）式和（１４）式，有功电流和 δ的关系
可以表述为：

Ｉｐ１－Ｉｐ２＝Ｋ（δ１－δ２） （１５）

其中，Ｋ 槡＝２Ｕｏ／Ｘｉ为常数。将 （１５）式代入 （１３）
式，可以得到：

δ１－δ２＝
ｓ

ｓ＋ｋａ·Ｋ
（１６）

由此可得：

δ１－δ２＝－ｅ
－ｔ／τ·Δδ （１７）

其中，τ＝ １
ｋａ·Ｋ

。（１７）式意味着相位差是以一个时

间常数τ衰减的。时间常数主要受 ｋａ的影响。ｋａ
影响系统的动态性能，ｋａ越大，系统的动态响应越
快，但是也会带来较大的频率偏差。因此要在动态

性能和频率差之间取折中。

２．３　改进的幅值下垂
本研究采用的幅值下垂法为：

Ｕｆｑ ＝Ｕｆ＋Ｋｉ∫（Ｕｆ－Ｕｏ）ｄｔ－ＫｒｄＩｑ （１８）

Ｕｆｑ是修正后的参考值。在控制方法中加入了
初始参考值Ｕｆ和输出电压 Ｕｏ偏差的积分，可以保
证幅值的无差调节。当Ｋｉ的值较小时，对功率的均
分没有影响，但是会导致系统的动态性能变差。当

Ｋｉ取值增大后，可以加快系统的恢复速度，但是幅
值调节太快对系统的稳定性不利。

２．４　改进后的并联控制系统
改进后的下垂法分别是对相位和幅值进行下垂

控制，具体的控制算法为 （１１）式和（１８）式。参与
并联的每个模块的控制框图见图５。

逆变器主电路拓扑结构为 ＡＣＤＣＡＣ。输出端
直接连接到交流母线上。控制电路采用全数字控

制，控制芯片为 ＴＩ的 ＴＭＳ３２０ＬＦ２８１２。ＤＳＰ实现的
功能如图５中虚线框内所示，即软启动，闭环运算。

为了抑制合闸瞬间的冲击电流，加入了软启动

环节。如图５所示，限流电阻 Ｒ的两端并接一个常
开继电器，刚上电时候，Ｋ断开，延时一段时间后，

ＤＳＰ发出控制信号，继电器 Ｋ吸合，将电阻 Ｒ短路
掉，完成软启动过程。

图５　并联系统控制框图
Ｆｉｇ．５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ｙｓｅｍ

　

采用片内的 ＡＤ进行采样，采样频率为 １０５．６
ｋＨｚ。系统需要采样三个量。分别是输出电压瞬时
值Ｕｏ，电容电流瞬时值Ｉｃ和负载电流Ｉｏ。采用三闭
环控制，即最外环的带下垂法的幅值环，幅值环采用

ＰＩ调节。中环的电压瞬时值环，以及最内环的电容
电流瞬时值环，这两个环均采用比例调节。闭环控

制的参数为，相位下垂系数ｋａ＝０．０００３，幅值下垂系
数Ｋｒｄ＝０．０００３，Ｋｉ＝０．００００１。幅值环 ＰＩ调节中比
例和积分环节的系数都为０．００００５。电压环比例系
数Ｋｖ＝１．５。电流环比例系数为Ｋ＿ｉ＝１．６。

相位同步信号为一个２６．４ｋＨｚ的方波，当每台
逆变器捕捉到同步信号的上升沿后便进入到捕获中

断里。中断函数实现的功能主要为对电压瞬时值、

电容电流瞬时值及负载电流的采样；ＡＤ采样值的
滤波算法；输出电压有效值的计算；下垂控制及闭环

调节，最终用全比较单元输出一对带死区的互补的

ＳＰＷＭ波驱动开关器件。为了提高滤波算法的精
度，采用Ｑ点定标。

３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所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在两台容量为

１ｋＶＡ单相全桥逆变器样机上进行了实验。实验参
数为：交流输入接市电，直流母线电压３１０Ｖ，输出
电压为１１５Ｖ频率为４００Ｈｚ；滤波电感为４００μＨ；
滤波电容为４０μＦ；开关频率２６．４ｋＨｚ。

图６为两台逆变器并联后的输出电压波形，从图
６（ａ）看出两个波形重叠在一起，它们几乎是完全一致
的。为了直观起见，将两个波形在垂直方向上拉开，

如图６（ｂ）所示，从图６（ｂ）看出，该方法很好地解决
了相位的同步问题，提高了电压幅值控制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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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输出电压波形
Ｆｉｇ．６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ｖｏｌｔａｇｅ

　

图７为逆变器并联带载后的电流波形。从图７
（ａ）以看出，两台逆变器的输出电流基本一致。为
了能更清楚的展示结果，将两个波形在垂直方向拉

开，如图７（ｂ）可以看出两个电流波形在幅值相位上
基本一致，均流效果较好。

图７　输出电流波形
Ｆｉｇ．７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４　结　论

１）针对传统下垂法的缺陷，采用了一种基于电
流解耦的改进下垂法。

２）采用数字控制会引起延时问题，在解耦策略
中加入了延时补偿环节。

３）通过电流解耦，用有功电流对相位进行下垂
控制。

４）在幅值的下垂法中加入了电压偏差积分环
节，在保证功率均分的基础上提高了电压的控制

精度。

实验结果证明了方法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１］姜桂宾，裴云庆，杨旭，等．ＳＰＷＭ逆变电源的无互联信
号线并联控制技术［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３
（１２）：９４９８．

ＪｉａｎｇＧｕｉｂｉｎ，ＰｅｉＹｕｎ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Ｘｕ，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ｕｓｉｏｄｗａｖ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０３，２３（１２）：９４９８．

［２］谢孟，李耀华，蔡昆，等．４００Ｈｚ中频单相电压源逆变器
的并联运行控制［Ｊ］．电力电子技术，２００６，４０（４）：
３５３７．
ＸｉｅＭｅｎｇ，ＬｉＹａｏｈｕａ，ＣａｉＫｕｎ，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４００Ｈｚ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Ｊ］．
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６，４０（４）：３５３７．

［３］贺术，李敏远．一种改进的中频逆变器并联控制系统
［Ｊ］．电力电子技术，２０１１，４５（６）：１００１０２．
ＨｅＳｈｕ，ＬｉＭｉｎｙｕａｎ．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ｅｄｉ
ｕ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Ｊ］．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１，４５（６）：１００１０２．

［４］李敏远，赵军锋．一种４００Ｈｚ逆变电源的无线并联综合
控制方法［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２）：
１４２１４７．
ＬｉＭｉ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ｆｅｎｇ．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４００Ｈｚ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６（２）：
１４２１４７．

［５］ＧａｏＦａｎ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Ｙ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ｐａｒａｌ
ｌ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４００Ｈｚ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ｐｏｗ
ｅｒｕｎｉｔｓｆｏｒ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ｓ：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２０１０：１６５
１７１．

［６］Ｓｈｕｎｇａ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Ｘｕ．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ＳＰＷＭ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２ｎｄ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ｆｏｒｄｉｓｒｒｉｂｕｔｅｄ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ｅｆ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２１０２１３．

［７］ＬｉｖｉｕＭｉｈａｌａｃｈ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ｎｇ４００ＨｚＧＰＵ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２００９：１６０８１６１４．

［８］ＹａｎｇＳＹ，ＺｈａｎｇＣＷ，Ｚｈ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ｒｏｏｐ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０６：１５．

［９］陈仲，徐德鸿．基于基波相位补偿策略的无延迟谐波检
测［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０５，２９，（１０）：５０５４．
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ＸｕＤｅｈｏｎｇ．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ｌａ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５，２９，
（１０）：５０５４．

（责任编辑　李虹燕）

１５３　张培峰，等：基于电流解耦下垂法的中频逆变器并联控制系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