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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光伏储能逆变系统的能

量管理方法，所述光伏储能逆变系统包括PV支

路、电池支路和逆变支路，所述PV支路包括PV电

池板和Boost电路，所述电池支路包括储能电池

和双向DC-DC变换电路，所述逆变支路包括DC-AC

逆变器，对三个支路的能量供给优先级进行设

置，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大于负载所需能

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所述电池支

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PV支路的优先级最低；当

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小于负载所需能量时，

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所述PV支路的优先

级次之，所述电池支路的优先级最低。按照各支

路的优先级来控制各模块的输出电流，从而使各

个模块工作在最佳状态，提高了整个储能逆变器

的自发自用率和动态响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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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储能逆变系统的能量管理方法，所述光伏储能逆变系统包括PV支路、电池

支路和逆变支路，各支路之间通过直流母线进行能量交互，所述PV支路包括PV电池板和

Boost电路，所述电池支路包括储能电池和双向DC-DC变换电路，所述逆变支路包括DC-AC逆

变器，其特征在于：对三个支路的能量供给优先级进行设置，

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大于负载所需能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所述

电池支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PV支路的优先级最低；

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小于负载所需能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所述

PV支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电池支路的优先级最低；

当PV支路电压小于标准BUS电压阀值时，Boost电路工作，并且由Boost电路追踪最大功

率点，PV支路由PV电压外环和Boost电流内环控制，PV电压外环的输入为PV电压参考和PV电

压反馈的差值，Boost电流内环的输入参考由电池支路的电流内环和PV电压外环决定；

当PV支路电压大于标准BUS电压阀值时，Boost电路不工作，由逆变支路的电压外环追

踪最大功率点；

在恒流充/放电时，电池支路由电池电流内环控制，电池电流内环的输入参考由逆变支

路电流内环和电池电压外环的输出决定；

在恒压充电时，电池支路由电池电压外环和电池电流内环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PV支路工作在最大功率点时，

限制逆变支路的输出，多余能量优先供给到电池支路以存储在电池中；若还有能量多余，则

限制PV支路的输出功率，使PV支路不再处于最大功率点处，使整个储能逆变系统达到能量

平衡状态；

在该能量平衡状态下，解除对逆变支路输出的限制，则PV支路优先进行最大功率点的

追踪，若PV支路处在最大功率点处时，仍不能满足逆变支路的需求，通过电池支路放电来补

充逆变支路的需求，使得储能逆变系统能量再次平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逆变支路由BUS电压外环和逆变

电流外环控制，逆变电流内环的输入参考由BUS电压外环的输出和逆变输出功率指令决定。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能量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各电压外环、电流内

环所用的智能调节器的输出限制值在储能逆变系统的最大允许功率范围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能量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调节器为PI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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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储能逆变系统的能量管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伏储能逆变系统的能量管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当前社会的能源、环保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带有储能功能的光伏逆变器（拓扑

示意图见图1）成为近年来发展趋势。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能量管理（EMS）控制性能是储能

逆变器发展的主要瓶颈。在现有技术中，传统的储能逆变器的能量管理采用下垂控制，其控

制曲线如图2所示，放电电流设为正，充电电流设为负。DC  BUS 电压在阀值3~阀值4之间，PV

处在下垂控制。在阀值3以下，PV进行mppt控制。电压在在阀值1~阀值3之间，battery处在下

垂控制。在阀值3以上，battery恒流充电，在阀值1以下，battery恒流放电。逆变器在整个过

程中做恒功率放电，不对DC  BUS电压进行控制。

[0003] 传统的能量管理系统（EMS）有如下不足：

[0004] 由于储能逆变器的功率等级的不同，在阴影下PV曲线的突变，电池支路和PV支路

的下垂系数和相应的电压阀值不能满足所有的情况，导致储能逆变器的自发自用率达不到

最大化。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了一种光伏储能逆

变系统的能量管理方法（EMS），本发明提出的能量管理方法相比于传统的能量管理方法具

有更高的自发自用率和动态响应性能。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光伏储能逆变系统的能量管理方法，所述光伏储能逆变系统包括PV支路、电

池支路和逆变支路，各支路之间通过直流母线进行能量交互，所述PV支路包括PV电池板和

Boost电路，所述电池支路包括储能电池和双向DC-DC变换电路，所述逆变支路包括DC-AC逆

变器，对三个支路的能量供给优先级进行设置，

[0008] 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大于负载所需能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

所述电池支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PV支路的优先级最低；

[0009] 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小于负载所需能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

所述PV支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电池支路的优先级最低。按照各支路的优先级来控制各模

块的输出电流，从而使各个模块工作在最佳状态，提高了整个储能逆变器的自发自用率和

动态响应性能。

[0010] 优选地，当PV支路工作在最大功率点时，限制逆变支路的输出，多余能量优先供给

到电池支路以存储在电池中；若还有能量多余，则限制PV支路的输出功率，使PV支路不再处

于最大功率点处，使整个储能逆变系统达到能量平衡状态；

[0011] 在该能量平衡状态下，解除对逆变支路输出的限制，则PV支路优先进行最大功率

点的追踪，若PV支路处在最大功率点处时，仍不能满足逆变支路的需求，通过电池支路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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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补充逆变支路的需求，使得储能逆变系统能量再次平衡。

[0012] 优选地，当PV支路电压小于标准BUS电压阀值时，Boost电路工作，并且由Boost电

路追踪最大功率点，PV支路由PV电压外环和Boost电流内环控制，PV电压外环的输入为PV电

压参考和PV电压反馈的差值，Boost电流内环的输入参考由电池支路的电流内环和PV电压

外环决定；

[0013] 当PV支路电压大于标准BUS电压阀值时，Boost电路不工作，由逆变支路的电压外

环追踪最大功率点。

[0014] 优选地，逆变支路由BUS电压外环和逆变电流外环控制，逆变电流内环的输入参考

由BUS电压外环的输出和逆变输出功率指令决定。

[0015] 优选地，在恒流充/放电时，电池支路由电池电流内环控制，电池电流内环的输入

参考由逆变支路电流内环和电池电压外环的输出决定；

[0016] 在恒压充电时，电池支路由电池电压外环和电池电流内环控制。

[0017] 更优选地，各电压外环、电流内环所用的智能调节器的输出限制值在储能逆变系

统的最大允许功率范围内。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智能调节器为PI调节器。

[0019] 本发明采用以上方案，相比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优点：避免了下垂系数和电压等级

阀值的设置，从而提高了储能逆变器的自发自用率和动态性能。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实施例的所包含技术描述中

需要使用的附图做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变形附图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1] 图1为储能光伏逆变器的主要拓扑示意图；

[0022] 图2为现有技术中能量管理方法的控制曲线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效的能量管理方法功率层控制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各支路控制框图及其相关联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

[0026] 相比现有技术，本申请提供一种能量管理方法，不需要设置下垂系数和电压阀值

就能够实现能量调度且提高了光伏储能逆变器的自发自用率和动态响应性能。参见图3所

示的本发明的功率层级控制示意图，PV支路和电池支路为逆变支路提供所需的功率，逆变

输出功率减去负载消耗功率后经过数字电表传给电网。为了使光伏储能逆变器的自发自用率

最高，因此控制数字电表的显示功率为0，此处的调节器是积分调节器（PI调节器），输入参考

是0,反馈是数字电表检测到的功率。积分调节器的输出作为逆变器功率输出指令 。

[0027] 所述光伏储能逆变系统包括PV支路、电池支路和逆变支路，各支路之间通过直流

母线进行能量交互，所述PV支路包括PV电池板和Boost电路，所述电池支路包括储能电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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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DC-DC变换电路，所述逆变支路包括DC-AC逆变器，对三个支路的能量供给优先级进行

设置，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大于负载所需能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所述

电池支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PV支路的优先级最低；当所述PV电池板产生的能量小于负载

所需能量时，所述逆变支路的优先级最高，所述PV支路的优先级次之，所述电池支路的优先

级最低。当PV支路工作在最大功率点时，限制逆变支路的输出，多余能量优先供给到电池支

路以存储在电池中；若还有能量多余，则限制PV支路的输出功率，使PV支路不再处于最大功

率点处，使整个储能逆变系统达到能量平衡状态；在该能量平衡状态下，解除对逆变支路输

出的限制，则PV支路优先进行最大功率点的追踪，若PV支路处在最大功率点处时，仍不能满

足逆变支路的需求，通过电池支路放电来补充逆变支路的需求，使得储能逆变系统能量再

次平衡。

[0028] 具体地，图4是光伏储能逆变器各支路控制框图和各支路的相关联系。逆变支路电

压环的输入是直流母线电压参考 和直流母线电压反馈 的差值；逆变电流限制

模块   的输入是由逆变电压环的输出 和逆变功率输出指令 组

成。逆变电流限制模块 运算后输出满足要求的逆变电流环参考 。逆变电流

环参考 和逆变电流反馈 的差值作为逆变电流环调节器的输入，逆变电流环

调节器的输出 用来驱动逆变PWM。逆变电压环的输出 与逆变电流限制模

块输出 作差后，再经功率换算后得到双向DC-DC电流限制模块 的输入

。双向DC-DC电流限制模块 运算后输出满足要求的双向DC-DC电流环参考

。双向DC-DC电流环参考 和双向DC-DC电流反馈 的差值作为双向DC-DC电

流环调节器的输入，双向DC-DC电流环调节器的输出 用来驱动双向DC-DC的PWM。

与 作差后，再经过功率换算后作为PV支路的电流内环调节器输入的一部分

。PV支路的电压外环输入是PV电压参考 和PV电压反馈 的差值。PV电压外

环的输出 与 作差作为PV电流环调节器的参考 。PV支路电流调节器的输

入是 与Boost电流反馈 的差值，电流调节器的输出 用来驱动

Boost电路。

[0029] 本申请能量管理系统工作过程如下，初始状态当 小于 时即PV提供

的能量大于逆变所需的能量，则 小于0，电池支路给电池充电。若 小于

时即PV提供的能量满足电池充电后，仍有能量剩余，则 小于0。由于之前 为正，因

此 将变小，PV支路退出最大功率点（mppt点），从而PV提供的能量将逐渐减小，当PV

提供的能量满足逆变需要的能量和电池充电能量之和时，光伏储能逆变器将达到能量平

衡；若此时 大于 时， 大于0，电池放电，由于此时 大于等于

，因此 为0，PV支路恢复到mppt点处。由于PV的动态特性比电池支路的动态特性

要快，PV支路先恢复到mppt点。

[0030] 初始状态当 大于 时即PV提供的能量小于逆变所需的能量，则

大于0，电池放电。由于此时 大于等于 ，因此 为0，PV支路处在最

大mppt点处。

[0031]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是一种优选的实施例，其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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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熟悉此项技术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的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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