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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

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该方法在考虑

SVPWM存在死区时间的情况下，通过测量三相逆

变桥输出的两相电流和直流母线的电压，并判断

当前SVPWM矢量所作用的扇区，再根据当前SVPWM

作用周期内的电压矢量的作用时间和死区时间

以及周期时间，就可以计算出直流母线侧瞬时输

出功率的值。本发明不需要单独的直流母线电流

传感器，可以通过逆变桥的输出两相电流重构出

直流母线的瞬时电流。本发明考虑了SVPWM死区

时间对功率测量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

法，提高了瞬时功率的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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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控制器的数模转换模块完成数模转换后触发的中断程序中，利用电流传感器采

集电机的第一相电流iA、第二相电流iB和直流母线电压VBUS，并送入控制器进行信号处理，得

到电机的第三相电流iC；

S2：在中断程序中获取当前合成电压矢量作用的扇区S、相邻的两个基本电压矢量的作

用时间T1和T2、产生SVPWM的定时器中设定的死区时间TD以及开关周期T；

S3：计算扇区S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

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S4：根据iA、iB、iC、TA、TB和TC计算出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

S5：由直流母线电压VBUS和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计算出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1中，第三相电流iC根据以下公式得到：

iA+iB+iC＝0    (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3包括以下步骤：

S3.1：通过式(2)计算扇区S＝1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等

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S3.2：通过式(3)计算扇区S＝2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等

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S3.3：通过式(4)计算扇区S＝3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等

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S3.4：通过式(5)计算扇区S＝4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等

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S3.5：通过式(6)计算扇区S＝5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等

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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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6：通过式(7)计算扇区S＝6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的等

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4中，通过式(8)计算出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

式(8)中，T为一个开关周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5中，通过式(9)计算出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率：

PBUS＝iBUS·VBU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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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传动技术，特别是涉及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

率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三相逆变桥在电机控制领域是一种常见的拓扑结构。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率反

映了逆变器当前的有功输出值，测量直流母线侧瞬时功率可以作为系统运行的参考变量，

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功率测量方式通过测量直流母线侧的电压和瞬时电流，来计算功

率。但是该方式需要额外的安装直流母线侧的电流传感器，同时还需要对测量得到的瞬时

电流进行滤波，而滤波带来的相位延迟会造成瞬时功率测量不准确的问题。三相逆变桥的

输出相电流与直流母线的瞬时电流在部分开关管动作时刻存在对应关系，故可以通过测量

三相逆变桥的相电流来重构直流母线瞬时电流。

[0003] 在电机控制领域，三相逆变桥普遍采用SVPWM的调制方式进行控制，为了防止上下

桥臂之间发生互通的危险，上下桥臂的互补驱动信号一般都留有死区。死区的存在使得负

载端会发生续流的情况，续流期间负载侧会对直流母线的滤波电容进行能量回馈，容易造

成直流母线侧瞬时输出功率测量不准确的问题。然而，现有技术中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

测量方法都没有充分考虑到SVPWM死区时间。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

测量方法，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需要安装直流母线侧电流传感器、瞬时功率测量不准

确、没有充分考虑到SVPWM死区时间的问题。

[0005] 技术方案：为达到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所述的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7] S1：在控制器的数模转换模块完成数模转换后触发的中断程序中，利用电流传感

器采集电机的第一相电流iA、第二相电流iB和直流母线电压VBUS，并送入控制器进行信号处

理，得到电机的第三相电流iC；

[0008] S2：在中断程序中获取当前合成电压矢量作用的扇区S、相邻的两个基本电压矢量

的作用时间T1和T2、产生SVPWM的定时器中设定的死区时间TD以及开关周期T；

[0009] S3：计算扇区S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

iB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10] S4：根据iA、iB、iC、TA、TB和TC计算出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

[0011] S5：由直流母线电压VBUS和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计算出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

率。

[0012] 进一步，所述步骤S1中，第三相电流iC根据以下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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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iA+iB+iC＝0    (1)。

[0014] 进一步，所述步骤S3包括以下步骤：

[0015] S3.1：通过式(2)计算扇区S＝1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16]

[0017] S3.2：通过式(3)计算扇区S＝2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18]

[0019] S3.3：通过式(4)计算扇区S＝3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20]

[0021] S3.4：通过式(5)计算扇区S＝4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22]

[0023] S3.5：通过式(6)计算扇区S＝5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24]

[0025] S3.6：通过式(7)计算扇区S＝6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26]

[0027] 进一步，所述步骤S4中，通过式(8)计算出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直流母线等效电流

iBUS：

[0028]

[0029] 式(8)中，T为一个开关周期。

[0030] 进一步，所述步骤S5中，通过式(9)计算出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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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PBUS＝iBUS·VBUS    (9)。

[0032] 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

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33] 1)本发明不需要单独的直流母线电流传感器，可以通过逆变桥的输出两相电流重

构出直流母线的瞬时电流；

[0034] 2)本发明考虑了SVPWM死区时间对功率测量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提

高了瞬时功率的测量精度。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三相逆变桥三相电流的方向定义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SVPWM的扇区定义图；

[0037]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SVPWM基本电压矢量作用时间以及死区时间的定义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介绍。

[0039] 本具体实施方式公开了一种考虑SVPWM死区时间的三相逆变桥瞬时功率测量方

法，SVPWM是Space  Vector  Pulse-width  Modulation的英文缩写，其中文含义为电压空间

矢量脉宽调制。本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S1：根据图1的三相逆变桥电流方向的定义，以及图3中SVPWM基本电压矢量作用时

间以及死区时间的定义图，在控制器的数模转换模块完成数模转换后触发的中断程序中，

利用电流传感器采集电机的第一相电流iA、第二相电流iB和直流母线电压VBUS，并送入控制

器进行信号处理，得到电机的第三相电流iC。

[0041] S2：在中断程序中获取当前合成电压矢量作用的扇区S、相邻的两个基本电压矢量

的作用时间T1和T2、系统设定的死区时间TD以及开关周期T；其中死区时间TD、开关周期T在

系统完成初始化后，其值一般为恒值。

[0042] S3：计算扇区S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

iB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SVPWM的扇区如图2定义。

[0043] S4：根据iA、iB、iC、TA、TB和TC计算出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

[0044] S5：由直流母线电压VBUS和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计算出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

率。

[0045] 步骤S1中，第三相电流iC根据以下公式得到：

[0046] iA+iB+iC＝0    (1)。

[0047] 步骤S3包括以下步骤：

[0048] S3.1：通过式(2)计算扇区S＝1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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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S3.2：通过式(3)计算扇区S＝2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51]

[0052] S3.3：通过式(4)计算扇区S＝3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53]

[0054] S3.4：通过式(5)计算扇区S＝4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55]

[0056] S3.5：通过式(6)计算扇区S＝5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57]

[0058] S3.6：通过式(7)计算扇区S＝6时第一相电流iA的等效作用时间TA、第二相电流iB

的等效作用时间TB和第三相电流iC的等效作用时间TC：

[0059]

[0060] 以第一扇区为例，在一个开关周期内，三相桥首先处于上桥臂全关断，下桥臂全开

通的阶段，此时直流母线没有电流通过。随后A相上桥臂开关管开通存在死区，在该区间段

内，A相续流，负载向直流母线回馈能量，此时直流母线电流反向流入电流iA，作用时间为TD。

紧接着，A相上桥臂开关管开通，此时直流母线电流正向流出电流iA，作用时间为T1/2-TD。随

后，B相桥臂开关管开通存在死区，在该区间段内，B相续流，此时直流母线电流反向流入电

流iB，作用时间为TD。紧接着，B相上桥臂开关管开通，此时直流母线电流正向流出电流iB，作

用时间为T2/2-TD。随后，C相桥臂开关管开通存在死区，在该区间段内，C相续流，此时直流母

线电流反向流入电流iC，作用时间为TD。紧接着，三相桥首先处于下桥臂全关断，上桥臂全开

通，此时直流母线没有电流通过。接下来的过程为上述过程的逆过程。根据上述公式，可以

求出在不同扇区中一个开关周期内三相电流iA、iB和iC的等效作用时间TA、TB和TC。

[0061] 步骤S4中，通过式(8)计算出一个开关周期内的直流母线等效电流iBUS：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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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式(8)中，T为一个开关周期。

[0064] 步骤S5中，通过式(9)计算出直流母线的瞬时输出功率：

[0065] PBUS＝iBUS·VBU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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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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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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