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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负载下单相逆变电源电压波形控制策略

任碧莹,孙凯歌,孙向东
(西安理工大学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710048)

摘要:微电网中存在大量非线性负载,会对公共交流母线电压造成谐波污染,因此需对各分布式电

源采取有效的电压波形控制技术。本文设计了具有频率带宽的准比例复数积分(QPCI)控制器,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基波、3次谐波和5次谐波处通过多个QPCI控制进行特定次交流信号的无差

跟踪,同时引入负载电流前馈控制,降低逆变器谐波电流在电感上的谐波压降,进一步提高该分布

式电源逆变器输出电压的电能质量。分别对比例积分(PI)控制器,多个QPCI控制器及引入中低

频段的负载电流前馈的电压控制技术进行实验对比,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控制策略具有交变信号零

稳态误差跟踪性能和抗干扰性能,并可以有效抑制谐波电流,改善逆变器的输出电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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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controlstrategyforsingle-phaseinverterwithnonlinearload
RENBiying,SUNKaige,SUNXiangdong

(SchoolofAutomation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Therearealotofnonlinearloadsinthemicrogrid(MG),whichcausesharmonicpollu-
tiontothecommonACbusvoltage.Soitisnecessarytodesignthereasonablevoltagecontroller
foreachdistributedgenerationtoimprovethevoltagequality.Thequasi-proportionalcomplexin-
tegral(QPCI)controllerwithfrequencybandwidthisdesignedinthispaperwithmultipleQPCI
controllersadoptedtotrackfundamental,3rdand5thharmonicsignalswithzeroerroratthese
frequenciesinthispaper.Also,theloadcurrentfeed-forwardcontrolatlowandmiddlefrequency
bandsisintroducedtodecreasetheharmonicvoltagedrop,whichcanimprovethevoltagequality
ofthedistributedinverter.Simulationandexperimentsarecarriedoutwiththevoltagecontrol
strategiesincludingtheproportionalintegral(PI)controllerandmultipleQPCIcontrollerswith
feed-forwardloadrespectively.Theresultsshowthattheproposedcontrolstrategyhastheabili-
tyoftracktheACsignalswithzerosteady-stateerrortrackingandanti-interferencecapability.
Meanwhiletheharmoniccurrentcanbesuppressedeffectively,withtheoutputvoltagequalityof
theinverterimproved.
Keywords:quasi-proportionalcomplexintegralcontroller;invertersupply;voltagequality;har-

monicsuppression

  微电网中分布式电源种类包括燃气轮机、燃料

电池、生物质能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由于

微电网负荷中包含多种电力电子开关型电源装置,
这些非线性设备会在运行中产生大量的谐波,这些

谐波会使供电电源污染,造成供电质量下降[1]。当

微电网运行于离网模式时,系统输出电能质量易受

负载特性影响,因此,设计分布式电源与微电网接口

的逆变器控制时,必须对非线性负载加以考虑,并采

用有效的控制策略改善微电网公共交流母线电压的

电能质量。
离网模式下,微电网中各分布式电源系统的输

出电压波形控制技术一直是脉冲宽度调制变换器领

域的研究热点,根据文献[2]~[3]可知,比例积分

(PI)控制系统仅包含阶跃信号的内模,而不包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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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信号的内模,因此PI控制能对阶跃信号无静差地

跟踪,但不能对周期的正弦信号实现无静差的跟踪,
故常规的PI控制系统应对非线性负载扰动的效果

不是很好。文献[4]~[5]描述了比例谐振(PR)控
制,该控制可以对某一特定频率进行无差跟踪,实现

对某一固定频率正弦指令信号的无静差跟踪控制,
增强分布式发电系统在非线性负载下的运行能力。
但是由于PR需离散化处理,所以对微控制器的运

算精度要求高,同时PR动态性能不如PI控制。文

献[6]提出滑模变结构控制,该方法的突出优点是对

外部干扰和内部参数变化的不敏感性、强鲁棒性。
但理想的滑模面在实际的逆变系统控制中很难选

择。文献[7]~[9]采用了重复控制器,重复控制在

理想状态下可对周期信号进行无差跟踪,但其控制

结构决定了其在动态特性上必定存在一个基波周期

的延迟,动态响应慢。无差拍控制器特点是动态响

应非常快,理想状态下可跟踪给定信号,且波形畸变

率较小,但是对逆变器的数学建模精确度要求高,并
且系统增益大,会使得系统的稳定性和应对脉冲干

扰的能力降低[10-11]。比例复数积分控制(PCI)在基

波频率处的增益趋近于无穷大,即可以实现对某一

固定频率正弦指令信号的无静差跟踪控制。文献

[12]从系统跟随特性、抗扰特性以及系统主导极点

分布方面,分析对比了比例积分控制、比例谐振控制

和比例复数积分控制3种线性电压控制策略,说明

PCI控制可以消除系统输出电压的稳态误差,实现

电压的零稳态误差控制,然而该文献仅对线性负载

进行了基波频率处PCI控制设计。而在微电网孤

网模式下,根据有功功率-频率下垂控制原理,微电

网频率会随负载变化在49.5Hz~50.5Hz范围内

发生波动[13]。那么常规的PCI在非固定频率处增

益大大减小,在微电网电压频率发生偏移时,则无法

有效抑制谐波。同时,非线性负载下需对各次谐波

电流进行抑制,所以仅在基频处的PCI控制不能满

足电压质量要求。
因此,本文提出了准PCI(QPCI)控制器,既可

保证PCI控制器的高增益,又可以有效减小电压频

率偏移造成的影响。设计的电压控制器除了基波频

率的QPCI控制器,还叠加了3次谐波和5次谐波

多个QPCI控制器。另外,为了消除中低频其他次

谐波,还增加了在7次谐波和13次谐波之间的负载

谐波电流前馈补偿,减小逆变器输出阻抗上的谐波

压降,进一步抑制了谐波,改善了逆变器输出电压波

形质量,同时改善了系统的动态响应过程。

1 谐波阻抗对电压波形质量的影响

图1显示了含分布式电源的微电网结构图。该

微电网中,若干个分布式电源经逆变器变换后并联

到公共交流母线上。当微电网与电网断开后,各逆

变器为微电网内负载提供稳定和可靠的交流电源。
因此有必要设计合理的控制策略来改善微电网公共

交流母线电压的电能质量。图中1#DER,2#DER,

n#DER分别表示第1,2,…,n台分布式电源。

图1 含多个分布式电源的微电网结构图

Fig.1 StructureofMGwithmultipleDistributed
energysources

 

图2是孤岛微电网下单相逆变电源系统控制框

图,包括电容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图中L 表示滤

波电感,C 表示滤波电容,SPWM 表示脉冲宽度调

制技术,vref和iref分别表示逆变器参考电压和参考

电流,Vdc是直流电压,vo 是逆变器输出电压,iL、io
分别是电感电流和逆变器输出电流。

图2 单相逆变电源控制系统框图

Fig.2 Diagramofinvertersupplycontrolsystem
 

闭环控制下逆变器输出电压为:

vo =G(s)vref-Z(s)io (1)
式中,G(s)为系统的电压增益传递函数;Z(s)为逆

变器等效电阻;s表示频域。非线性负载下,因逆变

器输出电流io 谐波含量较高,Z(s)的存在会造成逆

变器输出电压vo 发生畸变。
图3是电压环采用PI控制器、电流环采用比例

控制器下的逆变器等效输出阻抗伯德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当系统工作频率运行在50Hz,阻抗幅值增

益为-10dB,即基波处阻抗约为0.3Ω,3次谐波处

阻抗约为1Ω。而根据式(1)可知,谐波阻抗的存在

会使得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质量较差。若采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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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策略使逆变器等效阻抗在基波以及各次谐波

处接近于零,则可以大大改善系统的电能质量。

图3 等效阻抗Z(s)伯德图

Fig.3 BodeplotforequivalentimpedanceZ(s)
 

2 系统控制策略

当单相逆变器接不可控整流电路负载时,该负

载所产生的谐波是奇次谐波。在非线性负载下,逆
变器输出谐波电流引起的压降使得负载上电压发生

畸变。从内模原理角度出发,系统需要提高跟踪基

波和谐波参考信号的性能。本文系统整体控制框图

如图4所示。

图4 系统控制框图

Fig.4 SystemControlblockdiagram
 

系统采用电压电流双环控制。电压控制环对基

波、3次谐波和5次谐波处采用多个准比例复数积

分控制器(QPCI)进行特定次交流信号的无差跟踪,
以降低该谐波处逆变器的输出阻抗,电流控制环采

用比例控制。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7次谐波至13
次谐波之间的负载电流前馈控制。采集逆变器输出

电流,通过汉明窗带通滤波器获得相应频率段的谐

波电流,将滤波电感压降作为前馈信号叠加到调制

波上,前馈控制加入后,可以有效地降低7次谐波至

13次谐波电流在滤波电感上的压降,进一步改善逆

变器输出电压电能质量,并提高系统对负载突变的

动态响应性能。图中,kp 为电压环比例系数;ki1、

ki3、ki5分别是基波、3次谐波和5次谐波QPCI控制

器的准复数积分系数;ωc1、ωc3、ωc5分别是基波、3次

谐波和5次谐波QPCI控制器的带宽,kpi是电流环

比例系数,kpwm是PWM 逆变桥线性化等效的比例

环节系数,ω0 为系统基波频率。

2.1 基于准比例复数积分(QPCI)控制器的电压环

控制器

  文献[14]为了减小并网电压的谐波对并网电流

质量的影响,提出了比例复数积分PCI控制器,该
控制器的传递函数为:

GPCI(s)=kp+ ki
s-jω0

(2)

式中,ki为积分系数。PCI控制器在基波频率ω0 处

的增益趋近于无穷大,可以实现对某一固定频率正

弦指令信号的无静差跟踪控制。
但是对于离网微电网系统来说,其频率范围为

50±0.5Hz,当基波频率偏离50Hz时,其增益可能

骤降,进而影响系统的跟踪性能。因此需对比例复数

积分控制方法进行改进,通过增加谐振频率处的带宽

ωc,来减小因微电网频率波动带来的影响,从而提高

系统的稳定性。改进后的QPCI传递函数为:

GQPCI(s)=kp+ 2kiωc
s+2ωc-jω0

(3)

  图5是根据式(3)绘制的QPCI控制器伯德图。
可以看出,该QPCI具有较宽的带宽,即使微电网频

率偏移了50Hz,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益以及较

小的相位偏差,可以有效减小微电网频率偏移对系

统输出的影响。

图5 QPCI控制器增益伯德图

Fig.5 GainbodeoftheQPCIcontroller
 

由式(3)可知,QPCI控制中存在复数域控制

器。在单相系统中,j表示虚数,可通过构造虚拟静

止坐标系来实现:

xα =x
xβ =x·ej{ 90°

(4)

式中,x表示输入信号,xα 表示x 作为α轴的电压分

量,对其滞后90°得到虚拟的β轴电压分量xβ。
根据式(3)和式(4)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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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β = xα-hβ
ω0

2kiω
æ

è
ç

ö

ø
÷

c
· 2kiωc
s+2ωc

+xβ·kp (5)

式中,y表示输出信号,yα 表示y 作为α轴的电压分

量,对其滞后90°得到虚拟的β轴电压分量yβ。
公式(5)中,

hβ = xβ-hα
ω0

2kiω
æ

è
ç

ö

ø
÷

c
· 2kiωc
s+2ωc

(6)

  公式(6)中,

hα = xα-hβ
ω0

2kiω
æ

è
ç

ö

ø
÷

c
· 2kiωc
s+2ωc

(7)

  根据式(5)~(7)对各变量关系的描述,可以得

到如图6所示的α轴和β轴下QPCI控制框图。

图6 QPCI控制框图

Fig.6 QPCIcontrolblockdiagramatfundamentalfrequency
 

电压环控制器中除了对逆变器输出电压的交流

基波信号进行QPCI控制,同时为了降低3次谐波和

5次谐波处逆变器的输出阻抗,还添加了相应谐波处

的QPCI控制器。则系统的电压环传递函数为:

Gv(s)=kp+ 2ki1ωc1
s+2ωc1-jω0+ 2ki3ωc3

s+2ωc3-j3ω0+

2ki5ωc5
s+2ωc5-j5ω0 =

kp+GQPCI1(s)+GQPCI3(s)+GQPCI5(s) (8)
式中,GQPCI1(s)、GQPCI3(s)、GQPCI5(s)分别表示基波、3
次谐波、5次谐波的QPCI控制器的传递函数。

图7是系统电压环采用多个QPCI控制、电流

环为比例控制下的闭环系统伯德图。

图7 闭环系统伯德图

Fig.7 Bodediagramofclosed-loopsystem
 

由图可以看出,闭环系统在基波、3次谐波和5
次谐波处增益为0dB,相位为0,即输出电压可以对

这些频率的给定信号进行无差的跟踪。

2.2 电流前馈控制

为进一步抑制谐波并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本文在7次谐波到13次谐波之间采用了负载电流

前馈控制。若滤波电感等效电阻r忽略不计,谐波

电感压降为:

vL(t)=Ldi/dt (9)
式中,t表示时域;i为负载电流。因电压环中多个

QPCI控制器已降低了基波、3次谐波和5次谐波处

的输出阻抗,同时,设计逆变器输出侧LC滤波器的

截止频率为700Hz,那么在7次谐波和13次谐波

之间可利用带通滤波器进行谐波电流前馈补偿。汉

明窗滤波器在保证幅度特性满足技术要求的同时,
也很容易做到相位特性是线性的,其传递函数为:

H(z)=∑
N-1

n=0
h(n)z-n (10)

式中,h(n)为冲击响应函数;N 为采样点数,取值为

200;z表示离散域。
根据要补偿的谐波以及系统带宽,要求通带上、

下边界频率分别为300Hz和700Hz,通过汉明窗

滤波器进行设计,其伯德图如图8所示。图中,300
Hz和700Hz之间最小的增益为0.95,在700Hz
时相角滞后最大值为6.5°,从工程应用角度来说,
该误差可以忽略。汉明窗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H(z)=-0.159z-1+0.681z-3-0.159z-5

(11)

图8 汉明窗滤波器伯德图

Fig.8 BodediagramforHammingwindowband-passfilter
 

3 实验验证

本文搭建了以英飞凌单片机XE164数字控制

器为核心的1kW单相逆变电源实验平台。实验参

数如下:输入电压Vdc=130V,开关频率10kHz,负
载为二极管不可控整流带电容C=2000μF,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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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Ω。实验结果如图9至图12所示。

图9 PI控制下的输出电压电流波形及电压THD
Fig.9 Outputvoltageandcurrentwaveformsand

  voltageTHDwithPIcontrol
 

图10 多个QPCI控制下的输出电压电流波形及电压THD
Fig.10 Outputvoltageandcurrentwaveformsand
   voltageTHDwithmultipleQPCIcontrol

 

图11 基于多个QPCI与负载电流前馈控制的

输出电压电流波形及电压THD
Fig.11 Outputvoltageandcurrentwaveformsand

  voltageTHDwithmultipleQPCIand
feed-forwardcurrentcontrol

 

图12 负载突变时电压电流

Fig.12 Voltageandcurrentwaveformswithtransient
increaseloadcurrent

 

图9为采用电压环及PI控制的结果,可以看

出,电压波形较差,其电压总谐波畸变率(THD)
为6.02%。

图10为电压环采用基波叠加3次谐波和5次

谐波的多个QPCI控制器下的逆变器输出电压和电

流,此时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质量得到提高,THD
减小为3.74%。

图11是在多个QPCI控制器基础上加入电流

前馈补偿,可以看出,最终系统总谐波含量降低了

2.9%,其中7次 谐 波 至13次 谐 波 含 量 降 低 了

0.62%,电流前馈使输出电压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
图12为负载突变时的电压电流波形,可以看

出,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稳定,电流在半个工频周期

内过渡完成,系统响应快速。实验结果表明:所设计

的系统控制器具有交变信号零稳态误差跟踪性能及

抗干扰性能,可改善逆变器的输出电压质量。

4 结 语

微电网中,非线性负载带来的电流谐波会引起

微电网公共交流母线电压的畸变。QPCI控制器可

在谐振频率处增益无穷大,实现对某一交流信号的

无差跟踪功能。然而当微电网工作频率偏移谐振频

率时,其控制器增益大大衰减,因此,本文设计了准

比例复数积分(QPCI)控制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

问题。
将基波、3次谐波和5次谐波多个 QPCI控制

器应用到逆变电压质量控制系统中,同时,为了消除

7次谐波至13次谐波频率段在滤波电感上的谐波

压降,本文还引入了中低频段的负载电流前馈控制,
进一步提高了微电网下各分布式电源逆变器输出电

压波形的质量。
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所提出的控制策略的

有效性。该控制策略不仅能为微电网离网模式下各

种负载提供高质量的供电电源,也可应用于不间断

电源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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