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80034633.2

(22)申请日 2014.05.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32493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2.10

(30)优先权数据

201300384 2013.06.21 DK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5.12.17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IB2014/061645 2014.05.23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4/203097 EN 2014.12.24

(73)专利权人 丹佛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丹麦,格罗斯滕

(72)发明人 奥米德·沙扎拉提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021

代理人 孙纪泉

(51)Int.Cl.

H02P 29/028(2016.01)

审查员 邱利莎

 

(54)发明名称

双动力模式驱动器

(57)摘要

描述了一种控制电机驱动器的方法，该方法

具有：一个正常模式，其中，使用一个交流(如，

主)电源给一个直流链路电压充电；以及一个紧

急模式，其中，使用一个直流电源(如，从一个电

池)给该直流链路电压充电。在该正常操作模式

中，如果该直流链路电压降到一个指示该交流电

源丢失的阈值以下，进入该紧急模式，通常跟随

一个中间滑行模式(在此过程中，该电机没有被

驱动)。类似地，在该紧急模式中，如果该直流链

路电压上升到一个指示该交流电源恢复的阈值

以上，进入该正常模式，通常跟随一个中间滑行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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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电机的驱动器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一个正常操作模式，其中，使用一个交

流电源给一个直流链路电压充电；以及一个紧急操作模式，其中，使用一个直流电源给该直

流链路电压充电，其中：

在该正常操作模式中，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降到一个第一阈值以下，并且如果是，

则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以及

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上升到一个第二阈值以上，并且如果

是，则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

该方法进一步包括：

在从该正常操作模式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一滑行模式，和/或在从该

紧急操作模式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二滑行模式，其中：

在该第一滑行模式中，该直流链路电压不再流出，并且电机速度下降；

在该第二滑行模式中，该直流链路电压被充电，但电机没有被驱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进入该第一滑行模式持续一个第一时间段。

3.如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进入该第二滑行模式持续一个第二时

间段。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当该直流链路电压降到一个第三阈值以下时，退

出该第一滑行模式。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当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一个第四阈值以上时，

退出该第二滑行模式。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该驱动器的输出功率是受

限的。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该输出功率受限的量是可变的。

8.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电机速度、电机转矩和输

出电流中的一个或多个是受限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电机速度、电机转矩和输出电

流中的一个或多个所受限的量是可变的。

10.一种被配置成用于确定电机的驱动器的直流链路电压的控制模块，其中：

在一个正常操作模式中，该控制模块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降到一个第一阈值以

下，并且如果是，则进入一个紧急操作模式，其中，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使用一个直流电源

给该直流链路电压充电；以及

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该控制模块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上升到一个第二阈值以

上，并且如果是，则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其中，在该正常操作模式中，使用一个交流电源给

该直流链路电压充电，

其中，该控制模块被进一步配置成用于在从该正常操作模式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之前

进入一个第一滑行模式和/或在从该紧急操作模式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二

滑行模式，其中：

在该第一滑行模式中，该直流链路电压不再流出，并且电机速度下降；

在该第二滑行模式中，该直流链路电压被充电，但电机没有被驱动。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控制模块，进一步包括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限制该驱动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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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控制模块，其中，该控制模块被配置成用于改变该输出功率受

限的量。

13.如权利要求10至12中任一项所述的控制模块，进一步包括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电

机速度、电机转矩和输出电流中的受限的一个或多个。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控制模块，其中，该控制模块被配置成用于改变电机速度、电

机转矩和输出电流中的一个或多个所受限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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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动力模式驱动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逆变器，尤其涉及具有交流和直流输入功率模式的逆变器。

背景技术

[0002] 图1示出了通常由参考标号1指示的简单的电机系统。电机系统1包括一个三相电

机2、一个交流电源4、一个整流器6、一个逆变器8以及一个控制模块10。

[0003] 交流电源4的输出端与整流器6的输入端连接。整流器6的输出端给逆变器8提供直

流电。以本领域所熟知的方式，该逆变器模块包括一个切换模块，该切换模块通常包括由栅

极控制信号驱动的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以便将直流电压转换成具有依赖于这些栅

极控制信号的频率和相位的交流电压。这些栅极控制信号由控制模块10提供。这样，可以容

易地控制电机2的每个输入端的频率和相位。

[0004] 逆变器8与控制模块10进行双向通信。该逆变器通常监测与电机2的三个连接中的

每一个连接中的电流和电压并且将电流和电压数据提供给控制模块10(尽管一点也没有必

要使用电流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两者)。当如所期望的那样生成操作电机所需的栅极控制

信号时，控制模块10可利用该电流和/或电压数据(当可用时)；另一种安排是从所汲取的电

压和该切换模式估计电流-还存在其他控制安排。

[0005] 电机2可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应用中。在一些应用中，可能重要的是即使交流电源4

失效，电机2也运转。例如，电机2可被用于操作冷却风扇。如果电机2失效，则该冷却风扇不

运行，并且除非提供其他控制安排，正在被冷却的该装置会过热。

[0006] 在此类情况下，众所周知的是在交流电源4失效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备用电源。例

如，在交流电源4失效的情况下，可提供一堆提供直流电源的电池。

[0007] 尽管将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用于电机驱动系统是已知的，但是仍然存在对于用于

控制这种系统的改进算法的需要。特别是仍然存在对于创新算法的需要，该创新算法用于

在该交流电源失效的情况下控制进入紧急操作模式以及在该交流电源恢复的情况下控制

退出该紧急操作模式。

[0008] 本发明设法解决以上概述问题中的至少一些问题。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电机驱动器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一个正常操作模式，其

中，使用一个交流电源(通常是主电源)给一个直流链路电压充电；以及一个紧急模式，其

中，使用一个直流电源(例如由电池提供)给该直流链路电压充电，其中：在该正常操作模式

中，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降到一个第一阈值以下(指示该交流电源丢失)，并且如果是，

则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以及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上升到一个

第二阈值以上(指示该交流电源恢复)，并且如果是，则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该方法进一步

包括在从该正常操作模式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一滑行模式和/或在从该紧

急操作模式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二滑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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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被配置成用于确定电机驱动器的直流链路电压的控制模块，

其中：在一个正常操作模式中，该控制模块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降到一个第一阈值以

下，并且如果是，则进入一个紧急操作模式，其中，在该紧急模式中，使用一个直流电源给该

直流链路电压充电；以及在该紧急操作模式中，该控制模块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上升

到一个第二阈值以上，并且如果是，则进入该正常操作模式，其中，在该正常模式中，使用一

个交流电源给该直流链路电压充电，其中，该控制模块被进一步配置成用于在从该正常操

作模式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一滑行模式和/或在从该紧急操作模式进入该

正常操作模式之前进入一个第二滑行模式。

[0011] 因此，在该正常操作模式中，如果该直流链路电压降到一个指示该交流电源丢失

的阈值以下，进入该紧急模式(通常跟随一个中间滑行模式)。类似地，在该紧急模式中，如

果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一个指示该交流电源恢复的阈值以上，进入该正常模式(通常跟

随一个中间滑行模式)。在该(这些)滑行模式中，该电机没有被驱动并且因此没有从直流链

路电容器28流出电力。

[0012] 在本发明的一些形式中，进入该第一滑行模式持续一个第一时间段(例如10ms)。

因此，经过一个例如10ms的滑行时间段之后，可进入该紧急模式。该第一滑行模式持续其他

时间段是可能的，例如1ms、1秒或10秒。该适当的滑行时间段可取决于所使用的电机的功率

水平；例如，更高功率电机可需要更长滑行时间段。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当使用低功率电机

时)，该第一滑行模式的时间段可以减小到零。该第一滑行模式可以是用户可配置的参数。

[0013] 替代性地，或此外，当该直流链路电压降到一个第三阈值电压以下时，可退出该第

一滑行模式。因此，在本发明的一些形式中，该第一滑行时间段是该第一时间段的最小值，

但是如果在该时间段之后该直流链路电压还未降到该第三阈值电压以下，该第一滑行时间

段可以更长。替代性地，可不存在最小第一滑行时间段，这样使得该第一滑行模式仅仅持续

到该直流链路电压降到该第三阈值电压以下为止。

[0014] 在本发明的一些形式中，进入该第二滑行模式持续一个第二时间段(例如10ms)。

因此，经过一个例如10ms的滑行时间段之后，可进入该正常模式。该第二滑行模式持续其他

时间段是可能的，例如1ms、1秒或10秒。该适当的滑行时间段可取决于使用的电机的功率水

平；例如，更高功率电机可需要更长滑行时间段。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当使用低功率电机

时)，该第二滑行模式的时间段可以减小到零。该第二滑行模式可以是用户可配置的参数。

[0015] 替代性地，或此外，当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一个第四阈值电压以上时，可退出该

第二滑行模式。因此，在本发明的一些形式中，该第二滑行时间段是该第二时间段的最小

值，但是如果在该时间段之后该直流链路电压还未上升到该第四阈值电压以上，该第二滑

行时间段可以更长。替代性地，可不存在最小第二滑行时间段，这样使得该第二滑行模式仅

仅持续到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该第四阈值电压以上为止。

[0016] 该紧急模式可包括限制输出功率和/或电机速度和/或电机电流。这可以在该紧急

模式中例如借由限制电机速度、电机转矩和输出电流中的一个或多个来实现(例如，在控制

模块的控制下)。举例来讲，输出电流可被限制到正常输出电流的55％和/或电机速度可被

限制到45Hz。进一步地，在该紧急模式中电机速度、电机转矩和输出电流中的所述一个或多

个受限的量是可变的(例如，在控制模块的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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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现在将参考以下示意图进一步详细地描述本发明，在附图中：

[0018] 图1示出了一个已知的逆变器驱动系统；

[0019]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逆变器驱动系统；

[0020] 图3是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个方面的一个算法的流程表；

[0021] 图4以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的一个电路的示例性使用示出了该驱动器的直流链

路电压和输入电流；

[0022] 图5以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的另一个电路的示例性使用示出了该驱动器的直流

链路电压和输入电流；

[0023] 图6示出了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在进入紧急模式中时的速度和转矩曲线；以及

[0024] 图7示出了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在退出紧急模式时的速度和转矩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通常用参考标号20指示的逆变器驱动系统。

系统20包括一个交流主电源21、一个直流电压电源22、一个过滤器24、一个整流器26、一个

直流链路电容器28、一个逆变器30和一个电机32。交流主电源21可例如提供400V的电压(如

图2中所建议的)，但是本发明的原理应用，而不管所使用的绝对值如何。

[0026] 在该系统的正常使用中，由被整流器26整流的交流主电源21给该直流链路电容器

充电。在交流主电源21失效的情况下，由直流电压电源22给直流链路电容器28充电。

[0027] 如以下详细描述的，适当地使用一个控制器(在图2中未示出)来控制逆变器30，这

取决于是由交流主电源21还是直流电压电源22给直流链路电容器28充电。当交流主电源21

可用时，该逆变器(并且从而电机32)以正常模式运行。当交流主电源21不可使用时(这样使

得使用该交流电压电源)，该逆变器(并且电机)以紧急模式运行。在该紧急模式中，电机频

率(并且从而电机速度)被限制。例如，电机速度可被限制到45Hz。输出功率也被限制(例如，

限制输出电流到正常输出电流的55％)。当然，45Hz和正常输出电流的55％仅仅是以实例的

形式提出的。这些值也是可变的，例如，这些值可以由控制器取决于可用的直流功率计算得

到。

[0028] 图3是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个方面的通常以参考标号40指示的一个算法的流程

表。

[0029] 算法40从步骤42开始，此时系统20是在正常操作模式中。在步骤44中，确定该直流

链路电压(即跨电容器28的电压)是否已经降到一个电压阈值(300V是以实例的形式建议

的)以下。如果不是，算法40返回到步骤42，这样使得该系统保持在该正常模式中。

[0030] 在步骤42中，如果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已经下降到该电压阈值以下，这表明交流

电源21已经丢失，并且算法40移动到步骤46，此时该电机被允许滑行(步骤46)持续一个短

的时间段(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是10ms，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持续时长)。

[0031] 在该滑行时间段之后，该算法移动到步骤48，此时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已经

下降到另一个电压阈值以下(250V是在图3中以实例形式建议的)。如果是，算法40移动到步

骤50：如果不是，该算法返回到步骤46，这样使得该电机滑行直到该直流链路电压下降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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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电压阈值以下为止。

[0032] 在步骤50中，系统20进入该紧急模式。在该紧急模式中，由直流电源22给直流链路

电容器28充电。如以下详细描述的，在该紧急模式中的该直流链路电压小于在该正常模式

中的该直流链路电压，并且这为可用的电机速度和转矩给出暗示。

[0033] 在步骤52中，确定该直流链路电压是否已经上升到一个电压阈值(350V是在图3中

以实例的形式建议的)以上。如果不是，该算法返回到步骤50(这样使得系统20保持在该正

常模式中)。如果是，这表明该交流电源是可操作的并且给该直流链路电压充电。作为回应，

算法40移动到步骤54，此时在确定(在步骤56)该直流链路电压已经上升到另一个电压阈值

(480V是在图3中以实例形式建议的)以上之前，该电机被允许滑行持续一个短的时间段(如

10ms)。如果不是，算法40返回到滑行步骤54。如果是，该算法返回到步骤42，此时再次进入

该正常模式。

[0034] 因此，取决于该直流链路电压确定系统20应该在该正常模式还是该紧急模式中运

行。该直流链路电压被一个标准电机驱动控制器(例如以上描述的现有技术系统1中展示的

控制器10)容易地检测。

[0035] 尽管算法40建议无论当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超过还是下降低于该相关电压阈值，

这些模式都被改变，但是算法可被适配成保证短持续时长的电压下降和暂降是被忽视的，

由此防止该模式由于相关电源的正常波动而改变。

[0036] 如上所述，当在正常和紧急操作模式之间过渡时，插入了一个滑行时间段。在该滑

行时间段中，该电机没有被驱动并且因此没有从直流链路电容器28流出电力。当进入该紧

急操作模式时，滑行时间段允许该直流链路电压从当交流电源21可用时产生的电平下降到

由直流电源22产生的电平。若没有这个滑行时间段，在向该紧急模式过渡期间可能会出现

电流尖脉冲。在退出该紧急模式时，若不使用滑行时间段，因为涌入保护可能没被启动，则

会出现过电压状况。过电流状况也会出现。提供滑行时间段通过减少过电流和过电压状况

的出现可以改善相关驱动部件的寿命。

[0037] 图4展示了在当系统20正在进入该紧急操作模式中时的期间内系统20中该驱动器

的直流链路电压61和输入电流62。

[0038] 首先(通常在由参考标号63指示的时间点)，系统20在正常模式下运行(并且因此

该算法在步骤42)。在该正常模式中，交流电源21给直流链路电容器28充电。

[0039] 在时间点64，交流电源21丢失。电机32继续在正常模式下运行，这样使得逆变器30

从直流链路电容器28中汲取电力。结果是，该直流链路电压下降。当该直流链路电压下降到

该相关阈值以下时(如以上所述的算法40中的300V)，系统20进入滑行模式(步骤46)，这样

使得电机32不再由逆变器30驱动。在此阶段，该直流链路电压不再由逆变器30流出并且电

机32的速度下降。

[0040] 在该滑行时延(或许是10ms)之后，进入该紧急模式。现在该直流链路电压由直流

电压电源22充电并且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一个新运行电平(通常由参考标号65指示)，如

图4中所示，该电平低于正常模式直流链路电压。

[0041] 图5展示了在当系统20正在退出该紧急操作模式时的期间内系统20中该驱动器的

直流链路电压71和输入电流72。

[0042] 首先(通常在由参考标号73指示的时间点)，系统20在紧急模式下运行(并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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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算法在步骤50)。在该紧急模式中，直流电源22给直流链路电容器28充电。

[0043] 在通常由参考标号74指示的时间段内，交流电源21被重新激活。这导致该直流链

路电压开始上升(并且还导致在该直流链路电压和电流中出现尖脉冲)。

[0044] 当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该相关阈值(如以上所述的算法40中的350V)以上时，启

动滑行步骤54。在该滑行步骤期间，直流链路电容器28被充电但是电机32没有被驱动。如通

常由参考标号75所指示的，这导致直流链路电压75上升到在该正常模式期间要求的电压。

当该滑行时间段完成时，该电机再一次被激活并且该系统在该正常模式下运行。

[0045] 在以上所述的算法20中，在进入该正常模式时，电机32在步骤46期间滑行并且接

着在步骤48中测量该直流链路电压。没有必要在本发明的所有实施例中具有这两个步骤。

例如，一旦已经执行了滑行步骤46，该算法可直接移动到该紧急模式(步骤50)，由此略过步

骤48。在一个替代实施例中，该滑行模式可简单地运行直到该直流链路电压下降到该相关

阈值(如250V)以下为止(这样使得不存在以上步骤46所定义的最小滑行时间段)。

[0046] 类似地，在进入该紧急模式时，没有必要在本发明的所有实施例中使得电机32在

步骤54期间滑行并且接着在步骤56中测量该直流链路电压。例如，一旦已经执行了滑行步

骤54，该算法可直接移动到该正常模式(步骤42)，由此略过步骤56。在一个替代实施例中，

该滑行模式可简单地运行直到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到该相关阈值(如480V)以上为止(这样

使得不存在以上步骤54所定义的最小滑行时间段)。

[0047] 可以提供以上所述的算法40的许多其他变体。例如，决策点44、48、52和56中的一

些或全部决策点可以使用中断以本领域熟知的方式来实现。进一步地，可以略过滑行步骤

48和54中的至少一个步骤；这可能是适当的，例如，当算法40被用在低功率电机上时。

[0048] 图6示出了在进入本发明实施例的紧急模式时的转矩和速度曲线(通常由参考标

号80和81分别指示)。

[0049] 首先，该系统在该正常模式中(算法40的步骤42)。在该正常模式中，电机速度82和

电机转矩86两者都很高。如果检测到该直流链路电压下降，该电机进入滑行状态46。在该滑

行状态下，电机32没有被驱动，因此转矩下降到零(如参考标号87所指示)。由于惯性，该电

机继续旋转，但是速度下降(如参考标号83所指示)。

[0050] 一旦进入该紧急模式，电机32再一次被驱动。在此阶段，电机速度上升(如参考标

号84所指示)并且电机转矩被应用(如参考标号88所指示)。电机速度继续上升直到达到在

该紧急模式中的电机32的正常操作速度(如参考标号85所指示)。

[0051] 如在图6中所清楚地显示的，在该紧急模式中的电机速度85小于在该正常模式中

的电机速度82。这借由限制逆变器30的输出功率(例如限制输出电流或电机速度)来实现并

且提出这种情况是为了减小直流电源22(其通常是一个电池)上的负载。电机32的可用转矩

与电机速度有关联，并且因此在该紧急模式中的转矩89也小于在该正常模式中的转矩86。

[0052] 图7示出了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在退出紧急模式时的转矩和速度曲线(通常由参

考标号90和91分别指示)。

[0053] 首先，该系统在该紧急模式中(算法40的步骤50)。如上文所解释的，在该紧急模式

中，电机速度92和电机转矩96两者都相对较低。如果检测到该直流链路电压上升，该电机进

入滑行状态52。在该滑行状态下，电机32没有被驱动，因此转矩下降到零(如参考标号97所

指示)。由于惯性，该电机继续旋转，但是速度下降(如参考标号93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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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一旦进入该正常模式，电机32再一次被驱动。在此阶段，电机速度上升(如参考标

号94所指示)并且电机转矩被应用(如参考标号98所指示)。电机速度继续上升直到达到在

该正常模式中的该电机的正常操作速度(如参考标号95所指示)。

[0055] 如在图7中清楚地展示的，在该紧急模式中的电机速度92小于在该正常模式中的

电机速度95并且在该紧急模式中的转矩96也小于在该正常模式中的转矩99。

[0056] 仅通过示例的方式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以上描述。技术人员知道的是，在不偏

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进行各种修改、改变、和替换。例如，以上所述的算法40中提到

的特定的电压和时间点仅仅以实例的形式提出。本发明权利要求旨在涵盖如落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内的所有此类修改、改变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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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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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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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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