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l喜第9期

2007年9月

电力电子技术

Power Electronics

V01．41．No．9

September，2007

一种新型并联有源滤波器控制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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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的有源滤波器多采用开环控制算法，其谐波补偿性能受参数不确定和干扰的影响较大。详细论述了

并联型有源电力滤波器(Active Power Filters．简称APF)直流侧电压的控制策略和补偿电流的跟踪控制．采用

TMS320LF2407 DSP完成了并联型APF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试验结果验证了提出的并联型APF控制策略的正

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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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en—loop control strategies are widely used in Active Power Filters(APF)these years，while the perfor-

malice would be influenced heavily by disturbances a8 well∞parameter uncertainty．The Shunt APF’B control strategy in-

eluding DC voltage control is introduced and compensatory current'“ontrol is analyzed in detail．The shunt APF system’8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WSY,implemented with TMS320LF2407 DSP．The experiment results ve,ify the valid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detection method and the contro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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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目前．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有源电

力滤波器(Active Power Filter，简称APF)。其基本原

理足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山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

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小相等而极性相反的补偿电

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有基波分量．以达到实时补

偿谐波电流的目的。APF的数字控制法主要分为开

环控制法和闭环控制法两大类．开环控制器由于未

将控制效果反馈给控制器．在系统参数不精确或者

系统受到干扰时，存在稳态误差．因此补偿效果较

差；闭环控制器由于可以持续地采集控制误差．并修

正控制输出，因而控制精度高，具有较高的鲁棒性，

在系统参数不精确时仍可实现零稳态误差。对并联

型APF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谐波或无功电流检测算

法上，控制算法也仍采用开环或简单的PI算法．实

验结论也往往停处仿真阶段。在探讨APF控制系统

整体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直流侧电压补偿算法和

闭环补偿电流控制新算法．并采用TMS320LF2407

DSP为核心实现了控制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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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干扰和参数不确定情况下．所提}}{的电压外环

预测PID控制算法和补偿电流Fuzzy控制算法都能

实现任意选频和稳态无差的谐波补偿m≈。

2并联APF工作原理及数学模型
图1示出三相并联型APF的主电路13,41。

图1三相并联型有源电力滤波器的主电路

固中‘——相应的三相补偿电流，k=a．b，c(全文同)

厶—一交流侧滤波电感

尼——三相功率开关管的损耗等效电阻与交流侧电

感等效电m之和

U厂一电容电压 卜直流侧电流
为消除开关函数描述的并联型APF～般数学

模型中的高频分量．在开关函数模型中目I入了傅立

叶变换．任一周期函数的傅立叶展开式为：

“州)=嘞+∑啪in(，删)+∑b．cos(nwt) (I)
n 2I n 2l

若三相并联型APF采用三角载波PWM控制．

当以规则采样法生成PWM信号时．PWM开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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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WM及开关函数波形

波形如图2所示。由图

可见。一个开关周期

内．PWM波形是对称

的。如图所示，开关函

数轧及对应相的PWM

占空比也间关系为：

铲。曙麓；羰≥ ㈤

式中n宁2'旺^一PWM开关频率也≤1
s^_l(1—矾)1r≤山。t≤(1+以)叮r (3)

图2和以上关系式表明，PWM占空比文实际

上是一个开关周期内开关函数乩的平均值。故：

n庐i}J(．_h s一(山善)=也 (4)

、

f％=0

缸．1)n砉sin(毗”) ∞’

sF如互(_1)“嘉sin(砒w)cos(，圳) (6)

由于PWM开关频率远高于电网频率．可忽略

式(6)中s。的谐波项，即st=以，将其代入式(1)，可得

采用占空比描述的并联型APF低频数学模型为：

嘏O 0

O—R O

一(昏{∑以)
l j‰f

一(如{∑也】
l j№f

—k{∑也)
＼ j M』

0

(7)

显然．这一低频数学模型将有助于简化并联型

APF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3并联型APF控制算法的研究
并联型APF的控制系统采用电压外环和电流

内环的坝闭环控制。电压外环的作用是控制APF直

流侧电压。使其稳定在一个合适的值；电流内环的作

用是按补偿电流指令进行电流控制的．使补偿电流

跟踪其指令信号的变化。

3．1玑预测积分PID控制算法

由于“的Hi确定，电力系统的滞后反应，使得常

规的PID控制算法参数难以整定。若采用前馈控制．

56

又会使控制算法占用较长的控制周期．不利于控制

的连续性。为此．引入了一种先进的控制增量预测

PID控制算式．较好地克服了上述缺点，其表达式为：

叫吲‰蛐汁h戮：：=：一)
(8)

△“(t)=乞忙如(件f)q(￡+i一1)】+e．e(￡“)+

e。扣(￡“)一知(f+f一1)托(‘+i一2)】) (9)

△u(f)=乞f^一(抖i)+妇(￡“)础扛(件f)1(t+i-1)ll+

乞{kpe(t+i一1)“如(t+i一1)1(t+i-2)1)(10)

式中^⋯k，^广一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常数、微分时问常数
△n(r)——控制增量e——偏差

3．2补偿电流模糊控制算法

当采集到补偿电流偏差e．计算偏差变化率j则

有

式中INT_—～取整函数

sgn函数返回表示数字符号的整数．其中偏差

变化范围限制在(一晶，+玩)，偏差变化率范围限制

在(—砜，+凰)。由于控制量“分为13级，即一6，一5，
_4，一3，一2，一1，0，1，2，3，4，5，6。但是PWM控制量的

变化范围为卜3，+3】。因此取量化因子q=3／6=0，5，则

有： u。=qu (12)

常规模糊控制器实际是一种PD型控制器，在

控制精度方面不易满足要求．系统的输出会有偏差

或在设定点附近形成振荡．因此需加以改进。由于在

量化时，E。，乩均有死区，当E。，瓯落入死区后，模
糊控制器就无能为力．从而造成控制误差。同时．由

于电感负载的惯性滞后非常大．为了能及时获得控

制作用，要求增加一个Bang．Bang控制器，以实现控

制的快速性．

4实验结果及结论
实验样机容量设计为6kW，输入电压为三

相380V，负载为三相不控整流桥。控制部分以

TrM$320LF2407 DSP为核心．负责谐波电流计算和

PWM输出控制。控制算法主要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

完成的．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首先根据三相的电压

和电流采样数值．通过电压外环PI调解，以及内环

电流的Fuzzy PI复合控制，产生控制量．(下转第59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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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榫UC谐振变换嚣效率优化方案的研克

能通过L。的最优化来实现相关效率的最优化．同时

义能满足伞输出范围内的ZVS。

在电路参数和输入电压都固定的情况下．由

图2可知，当fq,时．电路工作在最大增益点和

(1，1)点之间的曲线上。这段曲线增益越小。，就越

大。于是最小r值点就位于虽小增益处，此时的输

出电压即为输出范围内的最小输出，记为C乙。

由于在产f相『uJ时．LLc谐振电路有着最大变

换效率，因此不妨把最低输出电压时的厂设计成‘。

郎图2中的(1，1)，这样整个工作范围正好符合—研

的前提。通过设计该点的￡和其他参数．也就求出了

相应的￡。，即工m_砧埘，(16C。)。 图4实验波形

4 实例设计 并将其拓展到宽范围输出半桥LIJc谐振变换器的

LLC谐振变换器主电路拓扑如图1．输入电压 参数优化中。实验证明，选择合适的工。可以提高电

为400V恒压，输出直流电压为45～60V．满载功率 路性能和变换效率。在实际的半桥LLC谐振变换器

为3kW。取输出直流电压4．5V为基准，由式(4)得到 设计中，磁芯材料也是决定￡。大小的因素之一．选

变压器匝数比n--4．4，这里取Ⅱ---4．5；通过式(1)， 择合适的碰芯材料能达到L。大小与变压器自身损

(2)，(3)和图2的计算与选择，晟后得盈lf,=aokHz； 耗之间有一个比较优化的组合，因此这也是优化上。

L，=49．5v,H；设计／gl--4．3；￡r-11,4p．H；C，=1．4v．F。ki 时需要考虑的。

和G值取决于所选用的MOSFET管。

5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图4示出输出直流电压为50V．输出负载功率 It]王智忠DCII)(=变换器厦谐振软开关技术[J1．电工技术，

为1．5kW时规测到的实验波形。图4a是上桥臂开 2003，(10)：55。56·

关管VMl的驱动电压"小M1和端电压u舢Ⅵl波形，可
12l Princlpk and D吲gn 4PPh8‘‘。“of㈨‘Bd“ge．LLC 8es-

⋯VM．1、孽警黑璺：裂二翟望竺楚篓131 o州nanl C—onverte。r[。R1k．STM．肛ieroel。e，e=：Z竺舶⋯。
皇鎏‘波形；．图4．c．则是次级_二极管上的电流，娈粤 ：：d‘Dnn∽g,cr rco“l。v—ersio‘nfi；：=茹：：：|；盂I壶≥芝
流经变压器次级的电流t波形，可见次级二极管也

『c1．2002：1108．1112．‘’

。

实现了开关管的零电流切换；图4d效率曲线表明， 【4l Lu H．1iu w．Hang Y，舯吐ootim—Des研u目had。Iogy
该LLC谐振变换器在半载工作时变换效率较高。 for LLC Redomnl Con。。n。，IAJ Proeeedi峭of 21th

6 结 论 Annual IEEE Confemnee On Applied Power Electronics

提出了uJc谐振变换屯路效率优化设计方案． [C]2006：533’5 38．

(上接第56页)

送给PWM发生电路．以控制逆变器输出。由闰3a可

见，仉控制运行平稳，表明采用预测P1D控制器具有

较好的效果。由闰3b可看出。对比补偿前输入电流

和补偿后的电流波形．输入电流得到了改善。表明采

用模糊控制算法的APF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l】1 Paolo Matmve]li．A Closed—loop Selective Harmonic COm—

pensation for Active F-ihers[J]．1EEE Tmng Oll Industq,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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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周柯．基于PI选代学习的有源滤波器电流跟踪控制【Jl

电力电子技术．2006．40(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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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电力电子技术，2003，37(6)：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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