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168676.6

(22)申请日 2018.10.08

(71)申请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

地址 15000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

通大街145号哈尔滨工程大学科技处

知识产权办公室

(72)发明人 姚绪梁　林浩　鲁光旭　赵继成　

胡心达　张永奇　王峰　黄乘齐　

李宏运　马赫　

(51)Int.Cl.

H02P 6/18(201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

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及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机控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重

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

补偿方法及控制系统。重载状况下采样线电压差

信号时，会受到严重的续流影响，导致实际采样

的过零点超前于反电动势过零点，产生超前的换

相误差，通过分析超前的机理计算超前换相误差

γ；采样的线电压差需要经过滤波滤除高频干

扰，滤波会使采样的线电压差信号发生滞后，滞

后角度θ可以根据滤波器参数计算。根据采样得

到的线电压差的过零点滞后30°+γ-θ度后作为

电机换相点，使电机在精确的换相位置处换相。

本发明从超前产生的机理入手计算出因续流影

响引起的采样过零点的超前换相误差，在不增加

任何硬件的条件下，补偿了电机的换相误差，实

现电机精确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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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超前换相误差角度γ的计算方程如下:

其中，n为当前电机的转速，p为电机的极对数，L为电机的电感，Ke为电机的反电动势常

数，Ud为电机的母线电压，Ix为无刷直流电机关断相电流值。

(2)以一阶滤波器为例，滤波器产生的滞后角度θ的计算方程如下：

θ＝arctanωR1C1

其中

(3)根据采样得到的线电压差的过零点滞后30°+γ-θ度后，作为电机换相点使电机在

精确的换相位置处换相。

2.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无刷直流电机、三相全控逆变电路、线电压检测、过零检测模块、低通滤波器；所述无刷

直流电机与三相全控逆变电路连接；所述三相全控逆变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所述线电压

检测检测无刷直流电机的线电压；所述低通滤波器滤除线电压差中的高频信号；所述过零

检测模块检测滤波后的线电压差信号的过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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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

法及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机控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

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及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无刷直流电机具有简单的结构，维护方便、效率高、调速性能好使其广泛应用于科

学仪器以及电力推进设备中。通常，无刷直流电机的六个关键位置信号是由位置传感器获

取的，但是位置传感器增加了很多的不稳定因素，如安装不准确，容易受到电磁干扰，增加

了额外的引线等。因此，无刷直流电机无位置传感器驱动技术的研究成为当前无刷直流电

机的研究热点。目前研究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方案很多，主要包括反电动势法、续流二极管法

以及磁链估计法等。其中反电动势法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根据采

样方式又可以分为最为常用的端电压采样法，不需要构造虚拟中性点的线电压差采样法，

以及具有良好的低速性能的三次谐波法。所有的方法都会受到换相误差的影响，换相误差

会导致较大的母线电流峰值，产生转矩脉动，影响电力推进系统的运行。因此国内外诸多学

者提出了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检测与补偿的方法。反电动势法是无位置传

感器技术中最常用、最简单的方法，通过采样端电压或者线电压差的过零点，滞后30°产生

电机的换相位置信号，实现电机的正常运行。但是在方波控制下，换相时的续流现象对端电

压和线电压差采样干扰是不可避免的，这会造成端电压或线电压差通过滤波后的波形发生

畸变，检测到的反电动势过零点超前于理想反电动势过零点。当负载电流增大时，超前的角

度增大，而超前角度增大到过大时甚至会导致换相失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因续流影响导致超前换相的

问题，提供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及控制系统，用

于实现重载工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精确换相。

[0004] 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超前换相误差角度γ的计算方程如下:

[0006]

[0007] 其中，n为当前电机的转速，p为电机的极对数，L为电机的电感，Ke为电机的反电动

势常数，Ud为电机的母线电压，Ix为无刷直流电机关断相电流值。

[0008] (2)以一阶滤波器为例，滤波器产生的滞后角度θ的计算方程如下：

[0009] θ＝arctanωR1C1

[0010]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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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3)根据采样得到的线电压差的过零点滞后30°+γ-θ度后，作为电机换相点使电

机在精确的换相位置处换相。

[0013] 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控制系统，包括无刷直

流电机、三相全控逆变电路、线电压检测、过零检测模块、低通滤波器；所述无刷直流电机与

三相全控逆变电路连接；所述三相全控逆变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所述线电压检测检测无

刷直流电机的线电压；所述低通滤波器滤除线电压差中的高频信号；所述过零检测模块检

测滤波后的线电压差信号的过零点。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本发明考虑到重载工况下续流对线电压差的影响，从超前产生的机理入手计算出

因续流影响引起的采样过零点的超前换相误差，在不增加任何硬件的条件下，补偿了电机

的换相误差，实现电机精确换相。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无刷直流电机等效电路；

[0017] 图2为续流时电流流向示意图；

[0018] 图3为线电压差分解；

[0019] 图4为续流干扰等效信号；

[0020] 图5为等效的线电压差信号；

[0021] 图6为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的系统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3] 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根据无刷直流电

机的线电压方程，线电压差信号的过零点和反电动势过零点相同，通过检测反电动势过零

点滞后30°电角度后即是换相信号。但是，重载状况下采样线电压差信号时，采样的线电压

差信号会受到严重的续流影响，导致实际采样的过零点超前于反电动势过零点，产生超前

的换相误差。但是这个超前换相误差是可以通过分析超前的机理进行计算。采样的线电压

差需要经过滤波滤除高频干扰，滤波会使采样的线电压差信号发生滞后，而这个滞后角度

可以根据滤波器参数计算。

[0024] 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1)超前换相误差角度γ的计算方程如下：

[0026]

[0027] 其中，n为当前电机的转速，p为电机的极对数，L为电机的电感，Ke为电机的反电动

势常数，Ud为电机的母线电压，Ix为无刷直流电机关断相电流值。

[0028] (2)以一阶滤波器为例，滤波器产生的滞后角度θ的计算方程如下：

[0029] θ＝arctanωR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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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其中

[0031]

[0032] (3)根据采样得到的线电压差的过零点滞后30°+γ-θ度后，作为电机换相点，使电

机在精确的换相位置处换相。

[0033] 一种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控制系统，包括无刷直

流电机、三相全控逆变电路、线电压检测，过零检测模块，低通滤波器；所述无刷直流电机与

三相全控逆变电路连接；所述三相全控逆变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所述线电压检测检测无

刷直流电机的线电压；所述低通滤波器滤除线电压差中的高频信号；所述过零检测模块检

测滤波后的线电压差信号的过零点。

[0034] 如图1所示，无刷直流电机，两两导通120°导通方式下，电机的线电压差方程为

[0035]

[0036] 图中R，L分别表示每相绕组的电阻和电感，其中电感为自感和互感的差值。ua、ub、

uc为相电压，ea、eb、ec为相反电动势，ia，ib，ic为相电流。

[0037] 将ubc与uca相减，得到

[0038]

[0039] AC相导通时，B相为非导通相。即有ia+ib+ic＝0，ea+ec＝0。代入到上式得到

[0040]

[0041] 若不考虑续流因素，B相作为非导通相，电流为0。即2eb＝ubc-uab。反电动势只和线

电压差有关。

[0042] 方波驱动，120度导通的无刷直流电机理想反电动势为梯形波，电机在任意时刻由

两相导通，因电机的电感的存在，电流不能突变为0，此时关断相电流将通过逆变器功率管

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续流。

[0043] 电机在任意时刻两相导通，因电机的电感的存在，电流不能突变为0，此时关断相

电流将通过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续流。

[0044] 如图2所示，AB相导通切换至AC相导通，B相作为电机的关断相，关断相相电流通过

续流二极管续流，使关断相相电压钳位。此时，线电压信号ubc＝Ud，uab＝0。电流续流过程线

电压差信号为ubc-uab＝Ud。

[0045] 为了分析续流过程对线电压差的影响，将线电压差信号进行分解，在续流期间可

以把线电压差信号看作续流干扰信号uα(t)与2倍反电动势信号eb的叠加。续流干扰信号为

一个近似梯形的脉冲信号，将它等效成一个矩形的脉冲信号，如图3所示。等效的续流干扰

信号的表达式为

[0046] 求解续流时间Tα，需要B相电流的变化率dib/dt，和换相瞬间B相相电流Ib，AC相导

通，换相时ua＝Ud，ub＝Ud，uc＝0。换相点处有eb＝-E。E＝Ken，其中Ke为电机反电动势系数。得

到B相电流的变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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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根据B相电流的变化率，得到续流时间为

[0049]

[0050] Uα为续流干扰信号的大小，其值为

[0051]

[0052] 这样的续流干扰信号等效成与其伏秒积相同宽度为60°的电压信号如图4。其中这

个电压信号Uγ的大小为

[0053]

[0054] 通过带入UαTα，得到等效电压信号为

[0055]

[0056] 此时，线电压差信号等效于反电动势斜坡信号与等效续流干扰信号叠加，如图5所

示。

[0057] 其中因叠加的等效续流干扰Uγ产生了超前换相，超前时间为

[0058]

[0059] 其中k为理想反电动势梯形波的斜率，大小为k＝2Ken/T60°，将其代入上式中，解得

的超前时间换算成超前角度，那么由续流引起的超前角度大小为

[0060]

[0061] 线电压差信号，因经过滤波器环节，得到的过零点和理想反电动势的过零点的关

系式滞后的，需要进行补偿，其滞后角度和滤波器参数有关，由滤波器产生的滞后角度，这

个滞后角度为

[0062] θ＝arctanωR1C1

[0063] 其中

[0064]

[0065] 重载下，换相误差角度大小为γ-θ，这个值为正则具有超前的换相误差，这个值为

负则具有滞后的换相误差。将采样的线电压差过零点滞后30°+γ-θ电角度就是电机的理想

换相点。系统图如图6所示。

[0066] 实施例

[0067] 为了验证本发明所提出的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

方法有效性，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下搭建系统仿真模型。仿真中电机参数表1。

[0068] 表1无刷直流电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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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0071] 采用传统的三段式起动，由控制程序给定任意两相定子绕组通电一段时间，定子

磁场将转子拖到指定的位置，按照开关表给绕组依次通电，待电机转速升高到一定值后，切

换到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方法下运行。

[0072] 利用电压传感器采样线电压信号，对其做差，对线电压差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

线电压差信号的过零点滞后30°作为无刷直流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系统的换相信号，但

是因为滤波器的存在，以及续流的影响，得到的换相信号具有一定误差，仿真中按照超前角

度和滞后角度计算换相误差。仿真中给电机加24N·m额定负载，在额定转速1500rpm下运

行，在本系统中采用一阶无源低通滤波器，其参数R1＝2kΩ，L2＝0.01uF，在1500rpm转速下，

所产生的滤波延迟角度约为0.72°电角度。经过滤波补偿环节后，将滞后角度补偿。最终实

现电机的精确换相。将霍尔信号与补偿前换相信号进行对比，得到在这个工况下的换相误

差角度为11.041°，根据公式计算出的换相误差角度为11.246°，计算的误差率为1.86％。计

算出来的和仿真中测量的换相误差角度相差很小，故所提出的重载状况下无位置传感器无

刷直流电机换相误差补偿方法可以使校正系统换相误差，使电机运行在准确的换相位置。

同时，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系统的换向性能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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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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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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