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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

法，该方法创新性的提出：模块化多电平存在子

模块间热不平衡现象，利用主动热平衡控制来平

衡子模块间的热不平衡问题；（1）采用本方法所

提出的主动热平衡控制来平衡子模块之间的结

温，子模块之间温度不平衡的现象可以得到改

善；（2）子模块之间对应的功率半导体的温度分

布及结温的不平衡性可以降低，温度变化次数和

达到高温的次数也可以有相对改善。（3）并且热

平衡算法能够在电容电压平衡的基础上降低子

模块之间的结温差，而不会降低系统的性能。（4）

此平衡方法也能够降低功率半导体的最高温度，

从而使功率半导体的寿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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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利用主动热平衡

控制来平衡子模块间的热不平衡问题；在热平衡控制方法中设定了在各个子模块之间允许

的最大温度差值，在各组子模块的mi值中挑出最大和最小值mmax、mmin，两者之间的差就是组

间最大差值Δm，设定了一个最大差值允许值mref来维持平衡各个子模块间的温度平衡；该

方法设计子模块分配流程当mref小于Δm时，根据臂电流方向对子模块进行排序，臂电流为

正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升序排列；当mref大于Δm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降序排列；

该分配流程将子模块之间的温度通过嵌入电容电压平衡方法中从而得到平衡；实现电容器

电压Vcu和器件结温Tj的平衡；该方法中根据模块化多电平的运行数据，计算需导通的子模

块的个数，然后根据已投入子模块的充放电情况决定需要投入或切除的子模块，即若已投

入的子模块处于充电状态，且需投入子模块时，则在尚未投入的子模块中选取电容电压、子

模块温度最小的子模块投入；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于充电状态，且需切出子模块时，则在已

投入的子模块中选取电容电压最大、子模块温度较大的子模块切出；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

于放电状态，且需投入子模块时，则在尚未投入的子模块中选取电容电压最大、子模块温度

较大的子模块投入；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于放电状态，且需切出子模块时，则在已投入的子

模块中选取电容电压最小的子模块切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方法分别将IGBT和二极管的功率损耗等值为两个电流源来向外输出功率，而PN结与器件外

壳之间的热传递过程则用热电阻Rthc-sT和Rthc-sD表示，其中下标T表示IGBT的热电阻，下标D

表示反并联二极管的热电阻；同样，器件外壳与散热器之间的热传递过程用热电阻Rthc-sT和

Rthc-sD表示，具体的热电阻参数从厂商提供的数据表中查到，之后得出：

Tj_T＝PT(Rthc-sT+RthCH-T)+θ    (1)

Tj_D＝PD(Rthc-sD+RthCH-D)+θ    (2)

其中Tj_T表示为IGBT部分的结温，Tj_D表示二极管部分的结温；PT为IGBT的总损耗，PD为

反并联二极管的总损耗，θ表示散热器温度。具体来说，假设每个桥臂有n个子模块，n通常为

偶数，则将子模块平均分成n/2组，每组包含2个子模块；同时，各组的编号也因此确定下来，

即1到n/2组；先测量子模块电容电压、IGBT温度和反并联二极管的温度，温度由热模型估

计；然后将分组内的两个子模块的电压和温度进行归一计算；

mi＝ai+bi+ci    (6)

其中i为子模块之间的自由选择；ai为每组子模块的电压平均值；bi为IGBT的损耗产热

温度叠加值；ci为反并联二极管的损耗产热叠加值；在各组子模块的mi值中挑出最大和最小

值mmax、mmin，两者之间的差就是组间最大差值Δm,需设定一个最大差值允许值mref来维持平

衡,需导通的子模块数除以组数得到的商即为各组需开通的基数，对余数进行分配时，需根

据Δm和mref来分配，当mref大于Δm时不需要对子模块的排序结果进行调整，即使用最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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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序结果依次分配给1到n/2组；当mref小于Δm时，需要根据臂电流方向对子模块进行排

序，臂电流为正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升序排列，反之则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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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内容涉及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解决电力电力变压

器中多电平换流器的热不平衡问题，是一种嵌入在电容电压平衡算法中的热平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作为一种新型的多电平电压源换流器(voltage-sourced 

converter,VSC)，由于其非常适合用于直流输电场合，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高度

关注。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MMC)，凭借其自身损耗低、谐波畸变小、可扩展性高、易于构建

多端直流网络等显著优势，逐渐取代了两电平/三电平换流器在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领域

中的应用。MMC为了稳定运行要对桥臂上子模块间的电容电压进行平衡，而未考虑子模块中

功率器件的损耗和结温之间的平衡。在实际应用中，子模块中电容的大小不同，而电容电压

的平衡作用在低电容值的子模块中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较高，导致子模块中的半导体器件

的温度也升高，引起了不同子模块之间温度的不平衡。承受更多损耗的子模块会产生更多

的温度，温度过高将造成器件的损坏及寿命的降低。而温度多次变化会产生热机械应力，会

导致子模块中功率器件连接材料的损伤，长期温度变化以后可能会导致器件失效。国内外

学者一直致力于模块化多电平的热平衡控制方法研究中。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其目的是解决个子

模块间温度不平衡对换流器的最大负荷运行以及寿命的影响。其可在电容电压平衡控制的

基础上控制子模块(Sub-module,SM)之间的热平衡；引入各子模块间温度变化影响变量，保

证不改变子模块输出电压波形及波形质量的基础上均衡各子模块之间的温度差，防止子模

块中的半导体器件由于高温或频繁的温度变化造成老化或损坏。可实现不同子模块之间的

热应力分布，延长各子模块的使用寿命。

[0005] 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创新性的提出：

模块化多电平存在子模块间热不平衡现象，利用主动热平衡控制来平衡子模块间的热不平

衡问题；在热平衡控制方法中设定了在各个子模块之间允许的最大温度差值，在各组子模

块的mi值中挑出最大和最小值mmax、mmin，两者之间的差就是组间最大差值Δm，设定了一个

最大差值允许值mref来维持平衡各个子模块间的温度平衡；该方法设计子模块分配流程当

mref小于Δm时，根据臂电流方向对子模块进行排序，臂电流为正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

升序排列。当mref大于Δm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降序排列。该分配流程将子模块之间的

温度通过嵌入电容电压平衡方法中从而得到平衡。可以实现电容器电压Vcu和器件结温Tj

的平衡；该方法中根据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运行数据，计算需导通的子模块的个数，然后

根据已投入子模块的充放电情况决定需要投入或切除的子模块，即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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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状态，且需投入子模块时，则在尚未投入的子模块中选取电容电压、子模块温度最小的

子模块投入；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于充电状态，且需切出子模块时，则在已投入的子模块中

选取电容电压最大、子模块温度较大的子模块切出；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于放电状态，且需

投入子模块时，则在尚未投入的子模块中选取电容电压最大、子模块温度较大的子模块投

入；若已投入的子模块处于放电状态，且需切出子模块时，则在已投入的子模块中选取电容

电压最小的子模块切出。

[0007] 具体的说：该方法分别将IGBT和二极管的功率损耗等值为两个电流源来向外输出

功率，而PN结与器件外壳之间的热传递过程则用热电阻Rthc-sT和Rthc-sD表示，其中下标T表示

IGBT的热电阻，下标D表示反并联二极管的热电阻；同样，器件外壳与散热器之间的热传递

过程可以用热电阻Rthc-sT和Rthc-sD表示，具体的热电阻参数从厂商提供的数据表中查到，之

后得出：

[0008] Tj_T＝PT(Rthc-sT+RthCH-T)+θ    (6)

[0009] Tj_D＝PD(Rthc-sD+RthCH-D)+θ    (7)

[0010] 其中Tj_T表示为IGBT部分的结温，Tj_D表示二极管部分的结温；PT为IGBT的总损耗，

PD为反并联二极管的总损耗，θ表示散热器温度。具体来说，假设每个桥臂有n个子模块，n通

常为偶数，则将子模块平均分成n/2组，每组包含2个子模块；同时，各组的编号也因此确定

下来，即1到n/2组；先测量子模块电容电压、IGBT温度和反并联二极管的温度，温度由热模

型估计。然后将分组内的两个子模块的电压和温度进行归一计算。

[0011] ai＝Vc,i＝∑Vc/2(i＝1,2)    (8)

[0012]

[0013]

[0014] mi＝ai+bi+ci    (11)

[0015] 其中i为子模块之间的自由选择；ai为每组子模块的电压平均值；bi为IGBT的损耗

产热温度叠加值；ci为反并联二极管的损耗产热叠加值；在各组子模块的mi值中挑出最大和

最小值mmax、mmin，两者之间的差就是组间最大差值Δm,需设定一个最大差值允许值mref来维

持平衡,需导通的子模块数除以组数得到的商即为各组需开通的基数，对余数进行分配时，

需根据Δm和mref来分配，当mref大于Δm时不需要对子模块的排序结果进行调整，即可以使

用最初始的排序结果依次分配给1到n/2组。当mref小于Δm时，需要根据臂电流方向对子模

块进行排序，臂电流为正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升序排列，反之则降序排列。通过使用所

提出的解决方案，子模块之间的温度通过嵌入电容电压平衡方法中从而得到平衡。热平衡

控制原理图如图4所示。因此，可以实现电容器电压Vcu和器件结温Tj的平衡。

[0016] 优点效果：

[0017]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热平衡控制方法，MMC由于具有输出

电平数高、开关频率低、波形质量好等优点，因此有良好的工程应用前景，也是目前电压源

型换流器研究的热点。本方法对MMC子模块间热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热平衡控制策略，(1)

采用本方法所提出的主动热平衡控制来平衡子模块之间的结温，子模块之间温度不平衡的

现象可以得到改善；(2)子模块之间对应的功率半导体的温度分布及结温的不平衡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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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温度变化次数和达到高温的次数也可以有相对改善。(3)并且热平衡算法能够在电容

电压平衡的基础上降低子模块之间的结温差，而不会降低系统的性能。(4)此平衡方法也能

够降低功率半导体的最高温度，从而使功率半导体的寿命增加。

附图说明

[0018] 图1：MMC的基本拓扑结构

[0019] 图2：半桥中子模块中功率器件的热模型

[0020] 图3：热平衡控制流程图

[0021] 图4：热平衡控制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1)MMC的模型分析

[0023] 三相MMC系统由三个相桥臂组成，每个相桥臂由上半桥臂和下半桥臂两部分构成，

每个半桥臂分别由N个子模块和桥臂电感La依次串联而成，各相桥臂的输出端从两个桥臂

电感的连接点引出。其子模块串联的个数由变换器的额定功率、电压等级和开关器件的通

流能力与耐压强度决定。典型N+1电平的三相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换流器由3个相单元组

成，每相上、下桥臂各有N个子模块配合投切，任意时刻保持同时投入的子模块总数为N，可

维持直流电压Udc的恒定。

[0024] 2)损耗评估

[0025] 在损耗的计算中IGBT的功率损耗主要由通态损耗、截止损耗、开关损耗和驱动损

耗四部分构成，因截止损耗与驱动损耗占总损耗的比例极小，产生的温度影响可以忽略。所

以仅计算IGBT的通态损耗及开关损耗。在反并联二极管的损耗计算中，仅对通态损耗及反

向恢复损耗进行叠加计算即可。

[0026] 为了估算热平衡控制策略中使用的器件结温，需要计算功率损耗。对于半桥SM，功

率损耗可以简单地分为两部分：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或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损耗)。IGBT和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主要与导通电流和结温有关，计算一个完整工频周期内的通态损耗

需要对其电压电流乘积进行积分。IGBT和二极管的通态损耗为：

[0027]

[0028]

[0029] 其中，Pcon ,VT和Pcon ,VD为IGBT和二极管的通态损耗，t为时间，θj代表结温，单位为

℃；Tc为一个完整工频周期，UVT为IGBT导通时集射级之间的电压，iVT为IGBT集电极电流；UVD

为二极管正向压降，iVD为二极管正向平均电流。

[0030] 计算IGBT的开关损耗以及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损耗，根据开关次数的累加可以得到

IGBT相应的开关损耗，对时间求其均值即可获得各个子模块的平均开关损耗功率，同理也

可得到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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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0033]

[0034] 其中，Pon,T、Poff ,T和Prec,D分别代表IGBT的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以及反并联二极管

的反向恢复损耗，单位为W；t0为计算损耗的初始时刻；tα、tβ、tγ分别表示IGBT的开通、关断

时刻以及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刻；UCE,on表示IGBT开通前的阻断电压；UCE,off表示IGBT关断后

的阻断电压，单位为V；UF,ref表示二极管反向恢复后的阻断电压，单位为V；UCE,ref为生产商所

提供计算开关损耗中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参考电压基准值，单位为V。

[0035] 3)结温反馈

[0036] 为了观察子模块中功率器件的温度分布及热性能，需要对IGBT器件的温度进行测

量，而功率器件内部的结温无法直接测量得到，因此需要通过对功率器件建立热模型利用

散热器表面温度来估计其结温。因此建立如图2所示的等值热电路模型。分别将IGBT和二极

管的功率损耗等值为两个电流源来向外输出功率，而PN结与器件外壳之间的热传递过程则

用热电阻Rthc-sT和Rthc-sD表示，其中下标T表示IGBT的热电阻，下标D表示反并联二极管的热

电阻。同样，器件外壳与散热器之间的热传递过程可以用热电阻Rthc-sT和Rthc-sD表示，具体的

热电阻参数可以从厂商提供的数据表中查到。由图2可以得出：

[0037] Tj_T＝PT(Rthc-sT+RthCH-T)+θ    (6)

[0038] Tj_D＝PD(Rthc-sD+RthCH-D)+θ    (7)

[0039] 其中Tj_T表示为IGBT部分的结温，Tj_D表示二极管部分的结温；PT为IGBT的总损耗，

PD为反并联二极管的总损耗，θ表示散热器温度。

[0040] 具体来说，假设每个桥臂有n个子模块(n通常为偶数)，则将子模块平均分成n/2

组，每组包含2个子模块。同时，各组的编号也因此确定下来，即1到n/2组。先测量子模块电

容电压、IGBT温度和反并联二极管的温度，温度由热模型估计。然后将分组内的两个子模块

的电压和温度进行归一计算。

[0041] ai＝Vc,i＝∑Vc/2(i＝1,2)    (8)

[0042]

[0043]

[0044] mi＝ai+bi+ci    (11)

[0045] 其中i为子模块之间的自由选择；ai为每组子模块的电压平均值；bi为IGBT的损耗

产热温度叠加值；ci为反并联二极管的损耗产热叠加值；如图3流程图所示，在各组子模块

的mi值中挑出最大和最小值mmax、mmin，两者之间的差就是组间最大差值Δm,需设定一个最

大差值允许值mref来维持平衡,需导通的子模块数除以组数得到的商即为各组需开通的基

数，对余数进行分配时，需根据Δm和mref来分配，当mref大于Δm时不需要对子模块的排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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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调整，即可以使用最初始的排序结果依次分配给1到n/2组。当mref小于Δm时，需要根

据臂电流方向对子模块进行排序，臂电流为正时，将子模块按m值的大小升序排列，反之则

降序排列。通过使用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子模块之间的温度通过嵌入电容电压平衡方法中

从而得到平衡。热平衡控制原理图如图4所示。因此，可以实现电容器电压Vcu和器件结温Tj

的平衡。

[0046] 综上所述:

[0047] 本发明通过供应商提供的换流器电压电流值，得到半导体器件在实际工作结温下

的损耗，对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各个子模块的损耗进行计算分析；通过半桥中子模块热

模型对已有热平衡控制方法进行改进；在电容电压平衡算法的基础上提出热平衡控制算

法，引入权重因子，将一定数量的子模块在考虑电容电压、IGBT温度和反并联二极管的温度

的影响因素下进行有序排列。可以有效的降低各个子模块的运行温度，增大MMC的最大运行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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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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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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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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