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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无环流单相双Buck全桥逆变

器及其控制策略，属于电力电子变换器技术领

域。本发明提出的针对传统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

单极性调制定频无环流控制策略，解决了传统双

Buck全桥逆变器控制策略不能采用单极性调制

使其能定频无环流运行的问题，有助于提高逆变

器效率。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

器，可同时连接两个直流输入源并产生多种电

平，提高了逆变器的可靠性和效率。本发明提出

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定频

无环流控制策略，采用单极性调制，使双输入双

Buck全桥逆变器定频无环流运行，进一步提高了

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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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其特征在于：

双Buck全桥逆变器由直流输入电压源Vin、第一开关管(S1)、第二开关管(S2)、第三开关

管(S3)、第四开关管(S4)、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第三二极管(D3)、第四二极管

(D4)、正向滤波电感(LP)、反向滤波电感(LN)、公用滤波电感(Lf)和负载(Z)构成；其中，直流

输入电压源(Vin)的正极连于第一开关管(S1)的集电极、第二开关管(S2)的集电极、第三二

极管(D3)的阴极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第一开关管(S1)的发射极连于正向滤波电感

(LP)的一端和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正向滤波电感(LP)的另一端连于第三二极管(D3)的

阳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一端和第三开关管(S3)的集电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另一端连

于负载(Z)的一端；第二开关管(S2)的发射极连于反向滤波电感(LN)的一端和第二二极管

(D2)的阴极；反向滤波电感(LN)的另一端连于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第四开关管(S4)的集

电极和负载(Z)的另一端；直流输入电压源(Vin)的负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阳极、第三开

关管(S3)的发射极、第四开关管(S4)的发射极和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

其控制系统由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组成；输出电压采样值vos与电压基准vref比较得到

电压误差值；电压误差值经过电压外环调节器GV处理，输出为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

iLf_ref；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iLfs与电流基准iLf_ref比较得到电流误差值；电流误

差值经过电流内环调节器GI处理，输出为调制波vr；这里的电压调节器GV和电流调节器GI为

比例‑积分调节器、或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或比例‑谐振调节器；

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与0比较，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P为逻辑高电

平1，输出信号IN为逻辑低电平0；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N为逻辑高电平1，输出信号IP为

逻辑低电平0；调制方式采用单极性调制；vTriP为正三角波，vTriN为负三角波，二者幅值相等；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保

持关断，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调制工作：

当vr＞＝vTriP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

为Vin；

当vTriP＞vr＞＝0时，第四开关管(S4)和第一二极管(D1)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

压为0；

当0＞vr＞＝vTriN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二极管(D4)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

压为0；

当vTriN＞vr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均不导通，第一二极管(D1)和第四二

极管(D4)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in；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保持

关断，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调制工作：

当vr＞＝vTriP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均不导通，第二二极管(D2)和第三

二极管(D3)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in；

当vTriP＞vr＞＝0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二极管(D3)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

压为0；

当0＞vr＞＝vTriN时，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二二极管(D2)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

压为0；

当vTriN＞vr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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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

2.一种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其特征在于：

所述一种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由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

第一开关管(S1)、第二开关管(S2)、第三开关管(S3)、第四开关管(S4)、第五开关管(S5)、第六

开关管(S6)、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第三二极管(D3)、第四二极管(D4)、第五二极

管(D5)、第六二极管(D6)、正向滤波电感(LP)、反向滤波电感(LN)、公用滤波电感(Lf)和负载

(Z)构成；其中，所述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正极连于第一开关管(S1)的集电极、第六二

极管(D6)的阴极、第五二极管(D5)的阴极和第二开关管(S2)的集电极；第一开关管(S1)的发

射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和第三开关管(S3)的集电极；第三开关管(S3)的发射极连

于正向滤波电感(LP)的一端和第三二极管(D3)的阴极；正向滤波电感(LP)的另一端连于公

用滤波电感(Lf)的一端、第六二极管(D6)的阳极和第六开关管(S6)的集电极；公用滤波电感

(Lf)的另一端连于负载(Z)的一端；第二开关管(S2)的发射极相连于第二二极管(D2)的阴极

和第四开关管(S4)的集电极；第四开关管(S4)的发射极连于反向滤波电感(LN)的一端和第

四二极管(D4)的阴极；反向滤波电感(LN)的另一端连于第五二极管(D5)的阳极、第五开关管

(S5)的集电极和负载(Z)的另一端；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的正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

阳极和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负极相连于低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L)的负极、第三二极管(D3)的阳极、第六开关管(S6)的发射极、第五开关管(S5)的发射

极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

输出电压采样值vos与电压基准vref比较得到电压误差值；电压误差值经过电压外环调

节器GV处理，输出为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

iLfs与电流基准iLf_ref比较得到电流误差值；电流误差值经过电流内环调节器GI处理，输出

为调制波vr；这里的电压调节器GV和电流调节器GI为比例‑积分调节器、或比例‑积分‑微分

调节器、或比例‑谐振调节器；

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与0比较，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P为逻辑高电

平1，输出信号IN为逻辑低电平0；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N为逻辑高电平1，输出信号IP为

逻辑低电平0；调制方式采用单极性调制；vTri1P和vTri2P为正三角波，vTri1N和vTri2N为负三角

波，vTri1P和vTri1N幅值相等，为ΔvTri1；vTri2P和vTri2N幅值相等，为ΔvTri2；ΔvTri1和ΔvTri2满

足：

四个三角载波从上至下依次为vTri1P、vTri2P、vTri1N和vTri2N；vTri1P和vTri2P的分界值为Δ

vTri2，vTri2P和vTri1N的分界值为0，vTri1N和vTri2N的分界值为‑ΔvTri1；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

六开关管(S6)保持关断，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调制工作：

当vr＞＝vTri1P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桥臂中点AP
和BP之间的电压为VH；

当vTri1P＞vr＞＝vTri2P时，第一二极管(D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桥

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L；

当vTri2P＞vr＞＝0时，第三二极管(D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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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0；

当0＞vr＞＝vTri1N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桥臂中

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0；

当vTri1N＞vr＞＝vTri2N时，第一二极管(D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桥

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L‑VH；

当vTri2N＞vr时，第三二极管(D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

VH；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

开关管(S5)保持关断，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调制工作：

当(‑vr)＞＝vTri1P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桥臂中

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

当vTri1P＞(‑vr)＞＝vTri2P时，第二二极管(D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

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L；

当vTri2P＞(‑vr)＞＝0时，第四二极管(D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

的电压为0；

当0＞(‑vr)＞＝vTri1N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二极管(D6)导通，桥

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0；

当vTri1N＞(‑vr)＞＝vTri2N时，第二二极管(D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二极管(D6)导通，

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VL；

当vTri2N＞(‑vr)时，第四二极管(D4)和第六二极管(D6)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

为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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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环流单相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控制策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环流单相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控制策略，属于电力电子技术领

域，特别属于直流‑交流电能变换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多电飞机和新能源发电的飞速发展对逆变器的可靠性和效率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传统桥式逆变器由于开关管与输入电源串联，存在桥臂直通风险。为此，学者们提

出了多种双Buck逆变器。双Buck逆变器解决了传统全桥逆变器桥臂直通问题的同时，由于

无需体二极管续流，效率也更高。在诸多双Buck逆变器中，双Buck全桥逆变器由于直流电压

利用率高、可实现双向运行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现有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控制方式或

者无法实现逆变器的单极性无环流运行，限制逆变器的效率；又或者可以实现无环流运行，

但工作频率不固定，滤波器设计困难。因此，如何实现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定频

无环流运行，进一步提高逆变器的效率，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0003] 另一方面，航空航天应用场合需要多个直流输入源供电，以提高逆变器的可靠性；

新能源发电场合，为充分利用多个能源，也需要逆变器提供多个直流输入端口。因此，如何

使逆变器同时连接多个直流输入源，是另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了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

策略、提出了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用于解决当前

Buck全桥逆变器在拓扑结构和控制策略上的不足。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所述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其特征在于：

[0007] 双Buck全桥逆变器由输入电压源(Vin)、第一开关管(S1)、第二开关管(S2)、第三开

关管(S3)、第四开关管(S4)、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第三二极管(D3)、第四二极管

(D4)、正向滤波电感(LP)、反向滤波电感(LN)、公用滤波电感(Lf)和负载(Z)构成。其中，直流

输入电压源(Vin)的正极连于第一开关管(S1)的集电极、第二开关管(S2)的集电极、第三二

极管(D3)的阴极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第一开关管(S1)的发射极连于正向滤波电感

(LP)的一端和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正向滤波电感(LP)的另一端连于第三二极管(D3)的

阳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一端和第三开关管(S3)的集电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另一端连

于负载(Z)的一端；第二开关管(S2)的发射极连于反向滤波电感(LN)的一端和第二二极管

(D2)的阴极；反向滤波电感(LN)的另一端连于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第四开关管(S4)的集

电极和负载(Z)的另一端；输入电压(Vin)的负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阳极、第三开关管

(S3)的发射极、第四开关管(S4)的发射极和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

[0008] 其控制系统由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组成。采样电压vos与电压基准vref比较得到电

压误差值。电压误差值经过电压外环调节器GV处理，输出为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

说　明　书 1/10 页

5

CN 110165917 B

5



iLf_ref。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iLfs与电流基准iLf_ref比较得到电流误差值。电流误

差值经过电流内环调节器GI处理，输出为调制波vr。这里的电压调节器GV和电流调节器GI可

以是任何逆变器常用的调节器，例如比例‑积分调节器、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比例‑谐振

调节器等。

[0009] 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与0比较，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P为逻辑

高电平1，输出信号IN为逻辑低电平0；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N为逻辑高电平1，输出信号

IP为逻辑低电平0。调制方式采用单极性调制。vTriP为正三角波，vTriN为负三角波，二者幅值

相等。

[0010]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

(S3)保持关断，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调制工作：

[0011] 当vr＞＝vTriP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

电压为Vin；

[0012] 当vTriP＞vr＞＝0时，第四开关管(S4)和第一二极管(D1)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

的电压为0；

[0013] 当0＞vr＞＝vTriN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二极管(D4)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

的电压为0；

[0014] 当vTriN＞vr时，第一开关管(S1)导通和第四开关管(S4)均不导通，第一二极管(D1)

和第四二极管(D4)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in。

[0015]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

保持关断，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调制工作：

[0016] 当vr＞＝vTriP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均不导通，第二二极管(D2)和

第三二极管(D3)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in；

[0017] 当vTriP＞vr＞＝0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二极管(D3)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

的电压为0；

[0018] 当0＞vr＞＝vTriN时，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二二极管(D2)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

的电压为0；

[0019] 当vTriN＞vr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

压为‑Vin。

[0020] 所述一种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由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

压源(VL)、第一开关管(S1)、第二开关管(S2)、第三开关管(S3)、第四开关管(S4)、第五开关管

(S5)、第六开关管(S6)、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第三二极管(D3)、第四二极管

(D4)、第五二极管(D5)、第六二极管(D6)、正向滤波电感(LP)、反向滤波电感(LN)、公用滤波电

感(Lf)和负载(Z)构成。其中，所述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正极连于第一开关管(S1)的

集电极、第六二极管(D6)的阴极、第五二极管(D5)的阴极和第二开关管(S2)的集电极；第一

开关管(S1)的发射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和第三开关管(S3)的集电极；第三开关管

(S3)的发射极连于正向滤波电感(LP)的一端和第三二极管(D3)的阴极；正向滤波电感(LP)

的另一端连于公用滤波电感(Lf)的一端、第六二极管(D6)的阳极和第六开关管(S6)的集电

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另一端连于负载(Z)的一端；第二开关管(S2)的发射极相连于第二

二极管(D2)的阴极和第四开关管(S4)的集电极；第四开关管(S4)的发射极连于反向滤波电

说　明　书 2/10 页

6

CN 110165917 B

6



感(LN)的一端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反向滤波电感(LN)的另一端连于第五二极管(D5)

的阳极、第五开关管(S5)的集电极和负载(Z)的另一端；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的正极连

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阳极和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负极相连

于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的负极、第三二极管(D3)的阳极、第六开关管(S6)的发射极、第

五开关管(S5)的发射极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

[0021] 基于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其特征在于：

[0022] 采样电压vos与电压基准vref比较得到电压误差值。电压误差值经过电压外环调节

器GV处理，输出为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iLfs
与电流基准iLf_ref比较得到电流误差值。电流误差值经过电流内环调节器GI处理，输出为调

制波vr。这里的电压调节器GV和电流调节器GI可以是任何逆变器常用的调节器，例如比例‑

积分调节器、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比例‑谐振调节器等。

[0023] 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与0比较，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P为逻辑

高电平1，输出信号IN为逻辑低电平0；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N为逻辑高电平1，输出信号

IP为逻辑低电平0。调制方式采用单极性调制。vTri1P和vTri2P为正三角波，vTri1N和vTri2N为负三

角波，vTri1P和vTri1N幅值相等，为ΔvTri1。vTr2P和vTri2N幅值相等，为ΔvTri2。ΔvTri1和ΔvTri2满

足：

[0024]

[0025] 四个三角载波从上至下依次为vTri1P、vTri2P、vTri1N和vTri2N。vTri1P和vTri2P的分界值为

ΔvTri2，vTri2P和vTri1N的分界值为0，vTri1N和vTri2N的分界值为‑ΔvTri1。

[0026]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

和第六开关管(S6)保持关断，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调制工

作：

[0027] 当vr＞＝vTri1P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桥臂

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H；

[0028] 当vTri1P＞vr＞＝vTri2P时，第一二极管(D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导

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L；

[0029] 当vTri2P＞vr＞＝0时，第三二极管(D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

间的电压为0；

[0030] 当0＞vr＞＝vTri1N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桥

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0；

[0031] 当vTri1N＞vr＞＝vTri2N时，第一二极管(D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二极管(D5)导

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L‑VH；

[0032] 当vTri2N＞vr时，第三二极管(D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

压为‑VH。

[0033]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

第五开关管(S5)保持关断，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调制工作：

[0034] 当(‑vr)＞＝vTri1P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桥

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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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当vTri1P＞(‑vr)＞＝vTri2P时，第二二极管(D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

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L；

[0036] 当vTri2P＞(‑vr)＞＝0时，第四二极管(D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
之间的电压为0；

[0037] 当0＞(‑vr)＞＝vTri1N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二极管(D6)导

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0；

[0038] 当vTri1N＞(‑vr)＞＝vTri2N时，第二二极管(D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二极管(D6)

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VL；

[0039] 当vTri2N＞(‑vr)时，第四二极管(D4)和第六二极管(D6)导通，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

的电压为VH。

[0040] 上述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电压必须不低于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的电

压。

[0041] 有益效果：

[0042] (1)本发明无环流单相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控制策略，提出了双Buck全桥逆变

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简化了双Buck全桥逆变器滤波器设计、提高了逆变器的

效率；

[0043] (2)本发明无环流单相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控制策略，提出了双输入双Buck全

桥逆变器，在保留传统双Buck逆变器无桥臂直通风险、无体二极管反向恢复优点的基础上，

可以同时连接两个直流输入端口并产生多种电平，提高了逆变器的可靠性和效率；

[0044] (3)本发明无环流单相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控制策略，提出了双输入双Buck全

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简化了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滤波器的设计、

进一步提高了逆变器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45] 附图1是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对应的双

Buck全桥逆变器的电路原理图；

[0046] 附图2是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框图；

[0047] 附图3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的双

Buck全桥逆变器的关键波形图；

[0048] 附图4是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电路原理图；

[0049] 附图5是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框

图；

[0050] 附图6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

下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关键波形图；

[0051] 附图7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一象限(io＞0，vo＞0)且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向负载供电时的等

效电路图；

[0052] 附图8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一象限(io＞0，vo＞0)且负载与直流输入电压源(Vin)间无能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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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53] 附图9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四象限(io＞0，vo＜0)且负载与直流输入电压源(Vin)间无能量传

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54] 附图10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四象限(io＞0，vo＜0)且负载向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回馈能量时

的等效电路图；

[0055] 附图11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二象限(io＜0，vo＞0)且负载向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回馈能量时

的等效电路图；

[0056] 附图12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二象限(io＜0，vo＞0)且负载与直流输入电压源(Vin)间无能量传

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57] 附图13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三象限(io＜0，vo＜0)且负载与直流输入电压源(Vin)间无能量传

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58] 附图14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下，双

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三象限(io＜0，vo＜0)且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向负载供电时的等

效电路图；

[0059] 附图15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一象限(io＞0，vo＞0)且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

单独向负载供电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0] 附图16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一象限(io＞0，vo＞0)且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

单独向负载供电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1] 附图17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一象限(io＞0，vo＞0)且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

(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和负载之间无能量传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2] 附图18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四象限(io＞0，vo＜0)且负载与高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间均无能量传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3] 附图19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四象限(io＞0，vo＜0)且负载和低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L)共同向高压直流电压源(VH)传递能量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4] 附图20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四象限(io＞0，vo＜0)且负载单独向高压直流输入

电压源(VH)回馈能量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5] 附图21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三象限(io＜0，vo＜0)且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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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向负载供电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6] 附图22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三象限(io＜0，vo＜0)且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

单独向负载传递能量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7] 附图23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三象限(io＜0，vo＜0)且负载与高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间均无能量传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8] 附图24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二象限(io＜0，vo＞0)且负载与高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间均无能量传递时的等效电路图；

[0069] 附图25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二象限(io＜0，vo＞0)且负载和低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L)共同向高压直流电压源(VH)传递能量时的等效电路图；

[0070] 附图26是在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

略下，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工作在第二象限(io＜0，vo＞0)且负载向高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H)单独回馈能量时的等效电路图；

[0071] 以上附图中的符号名称：

[0072] 在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中：Vin为直流输入电压源，

S1、S2、S3和S4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开关管，D1、D2、D3和D4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和

第四二极管，Lp、LN分和Lf别为正向、反向和公用滤波电感，Z为负载，vo为负载电压，AP、AN、

BP、BN分别为各个桥臂的中点，vA为桥臂中点AP或AN的电位，vB为桥臂中点BP或BN的电位，vAB
为vA‑vB。vref为输出电压基准，vos为输出电压采样值，iLf_ref为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基准

值，iLfs为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vr为调制波，vTriP和vTriN分别为幅值相等的正、

负三角载波，P、Z、N分别为vr和vTriP、0、vTriN比较产生的信号， 和 和分别为与P、Z、和N

相反的逻辑信号，IP为iLf_ref与0电平比较产生的信号，IN为与IP相反的逻辑信号，vgs1、vgs2、

vgs3和vgs4分别为开关管S1～S4的驱动信号。

[0073] 在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中：VH为高压直流输

入电压源，VL为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S1、S2、S3、S4、S5和S6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

五和第六开关管，D1、D2、D3、D4、D5和D6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二极管，Lp、

LN分和Lf别为正向、反向和公用滤波电感，Z为负载，vo为负载电压，AP、AN、BP、BN分别为各个

桥臂的中点，vA为桥臂中点AP或AN的电位，vB为桥臂中点BP或BN的电位，vAB为vA‑vB。vref为输

出电压基准，vos为输出电压采样值，iLf_ref为输出电流基准值，iLfs为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

的采样值，vr为调制波，vTri1P、vTri2P、vTri1N和vTri2N分别为依次从上至下的四个三角载波。P1P、

P2P、ZP、N1P和N2P分别为vr和vTri1P、vTri2P、0、vTri1N和vTri2N比较产生的信号，P1N、P2N、ZN、N1N和N2N
分别为‑vr和vTri1P、vTri2P、0、vTri1N和vTri2N比较产生的信号，IP为iLf_ref与0电平比较产生的信

号，IN为与IP相反的逻辑信号，vgs1、vgs2、vgs3、vgs4、vgs5和vgs6分别为开关管S1～S6的驱动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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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7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75] 所述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其特征在于：

[0076] 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电路原理图如附图1所示：由输入电压源(Vin)、第一开关管

(S1)、第二开关管(S2)、第三开关管(S3)、第四开关管(S4)、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

(D2)、第三二极管(D3)、第四二极管(D4)、正向滤波电感(LP)、反向滤波电感(LN)、公用滤波电

感(Lf)和负载(Z)构成。其中，直流输入电压源(Vin)的正极连于第一开关管(S1)的集电极、

第二开关管(S2)的集电极、第三二极管(D3)的阴极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第一开关管

(S1)的发射极连于正向滤波电感(LP)的一端和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正向滤波电感(LP)

的另一端连于第三二极管(D3)的阳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一端和第三开关管(S3)的集电

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另一端连于负载(Z)的一端；第二开关管(S2)的发射极连于反向滤

波电感(LN)的一端和第二二极管(D2)的阴极；反向滤波电感(LN)的另一端连于第四二极管

(D4)的阳极、第四开关管(S4)的集电极和负载(Z)的另一端；输入电压(Vin)的负极连于第一

二极管(D1)的阳极、第三开关管(S3)的发射极、第四开关管(S4)的发射极和第二二极管(D2)

的阳极。

[0077] 附图2和附图3分别为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框图和该

策略下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关键波形图。

[0078] 其控制系统由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组成。采样电压vos与电压基准vref比较得到电

压误差值。电压误差值经过电压外环调节器GV处理，输出为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

iLf_ref。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iLfs与电流基准iLf_ref比较得到电流误差值。电流误

差值经过电流内环调节器GI处理，输出为调制波vr。这里的电压调节器GV和电流调节器GI可

以是任何逆变器常用的调节器，例如比例‑积分调节器、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比例‑谐振

调节器等。

[0079] 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与0比较，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P为逻辑

高电平1，输出信号IN为逻辑低电平0；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N为逻辑高电平1，输出信号

IP为逻辑低电平0。调制方式采用单极性调制。vTriP为正三角波，vTriN为负三角波，二者幅值

相等。

[0080]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

(S3)保持关断，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调制工作：

[0081] 当vr＞＝vTriP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导通，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向

负载供电，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in，如附图7所示；

[0082] 当vTriP＞vr＞＝0时，第四开关管(S4)和第一二极管(D1)导通，直流输入源(Vin)与

负载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0，如附图8所示；

[0083] 当0＞vr＞＝vTriN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二极管(D4)导通，直流输入源(Vin)与

负载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0，如附图9所示；

[0084] 当vTriN＞vr时，第一开关管(S1)导通和第四开关管(S4)均不导通，第一二极管(D1)

和第四二极管(D4)导通，负载向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回馈能量，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

为‑Vin，如附图10所示。

[0085]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一开关管(S1)和第四开关管(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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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关断，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调制工作：

[0086] 当vr＞＝vTriP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均不导通，第二二极管(D2)和

第三二极管(D3)导通，负载向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回馈能量，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

Vin，如附图11所示；

[0087] 当vTriP＞vr＞＝0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二极管(D3)导通，直流输入源(Vin)与

负载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0，如附图12所示；

[0088] 当0＞vr＞＝vTriN时，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二二极管(D2)导通，直流输入源(Vin)与

负载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0，如附图13所示；

[0089] 当vTriN＞vr时，第二开关管(S2)和第三开关管(S3)导通，直流输入电压源(Vin)向负

载供电，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in，如附图14所示。

[0090]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发明提出的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

策略，可在单极性调制下实现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定频无环流运行，简化了滤波器设计、提

高了逆变器的效率。

[0091] 所述一种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如附图4所示：由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低

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第一开关管(S1)、第二开关管(S2)、第三开关管(S3)、第四开关管

(S4)、第五开关管(S5)、第六开关管(S6)、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第三二极管

(D3)、第四二极管(D4)、第五二极管(D5)、第六二极管(D6)、正向滤波电感(LP)、反向滤波电感

(LN)、公用滤波电感(Lf)和负载(Z)构成。其中，所述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正极连于第

一开关管(S1)的集电极、第六二极管(D6)的阴极、第五二极管(D5)的阴极和第二开关管(S2)

的集电极；第一开关管(S1)的发射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和第三开关管(S3)的集电

极；第三开关管(S3)的发射极连于正向滤波电感(LP)的一端和第三二极管(D3)的阴极；正向

滤波电感(LP)的另一端连于公用滤波电感(Lf)的一端、第六二极管(D6)的阳极和第六开关

管(S6)的集电极；公用滤波电感(Lf)的另一端连于负载(Z)的一端；第二开关管(S2)的发射

极相连于第二二极管(D2)的阴极和第四开关管(S4)的集电极；第四开关管(S4)的发射极连

于反向滤波电感(LN)的一端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反向滤波电感(LN)的另一端连于第

五二极管(D5)的阳极、第五开关管(S5)的集电极和负载(Z)的另一端；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

(VL)的正极连于第一二极管(D1)的阳极和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

(VH)的负极相连于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的负极、第三二极管(D3)的阳极、第六开关管

(S6)的发射极、第五开关管(S5)的发射极和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

[0092] 基于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无环流控制策略框图和该策略下双

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关键波形图分别如附图5和附图6所示：

[0093] 采样电压vos与电压基准vref比较得到电压误差值。电压误差值经过电压外环调节

器GV处理，输出为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公用滤波电感(Lf)电流的采样值iLfs
与电流基准iLf_ref比较得到电流误差值。电流误差值经过电流内环调节器GI处理，输出为调

制波vr。这里的电压调节器GV和电流调节器GI可以是任何逆变器常用的调节器，例如比例‑

积分调节器、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比例‑谐振调节器等。

[0094] 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与0比较，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P为逻辑

高电平1，输出信号IN为逻辑低电平0；当iLf_ref＜0时，输出信号IN为逻辑高电平1，输出信号

IP为逻辑低电平0。调制方式采用单极性调制。vTri1P和vTri2P为正三角波，vTri1N和vTri2N为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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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波，vTri1P和vTri1N幅值相等，为ΔvTri1。vTr2P和vTri2N幅值相等，为ΔvTri2。ΔvTri1和ΔvTri2满

足：

[0095]

[0096] 四个三角载波从上至下依次为vTri1P、vTri2P、vTri1N和vTri2N。vTri1P和vTri2P的分界值为

ΔvTri2，vTri2P和vTri1N的分界值为0，vTri1N和vTri2N的分界值为‑ΔvTri1。

[0097]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

和第六开关管(S6)保持关断，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调制工

作：

[0098] 当vr＞＝vTri1P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高压

直流输入电压源(VH)单独向负载供电，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H，如附图15所示；

[0099] 当vTri1P＞vr＞＝vTri2P时，第一二极管(D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开关管(S5)导

通，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单独向负载正向供电，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L，如附

图16所示；

[0100] 当vTri2P＞vr＞＝0时，第三二极管(D3)和第五开关管(S5)导通，高压直流输入电压

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和负载之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0，

如附图17所示；

[0101] 当0＞vr＞＝vTri1N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高

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和负载之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P和BP
之间的电压为0，如附图18所示；

[0102] 当vTri1N＞vr＞＝vTri2N时，第一二极管(D1)、第三开关管(S3)和第五二极管(D5)导

通，负载和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共同向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传递能量，桥臂中点AP
和BP之间的电压为VL‑VH，如附图19所示；

[0103] 当vTri2N＞vr时，第三二极管(D3)和第五二极管(D5)导通，负载单独向高压直流输入

电压源(VH)回馈能量，桥臂中点AP和BP之间的电压为‑VH，如附图20所示。

[0104] 在公用滤波电感(Lf)的电流基准iLf_ref＜0时，第一开关管(S1)、第三开关管(S3)和

第五开关管(S5)保持关断，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调制工作：

[0105] 当(‑vr)＞＝vTri1P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高

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单独向负载供电，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如附图21所示；

[0106] 当vTri1P＞(‑vr)＞＝vTri2P时，第二二极管(D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开关管(S6)

导通，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单独向负载供电，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L，如附图

22所示；

[0107] 当vTri2P＞(‑vr)＞＝0时，第四二极管(D4)和第六开关管(S6)导通，高压直流输入电

压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和负载之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

0，如附图23所示；

[0108] 当0＞(‑vr)＞＝vTri1N时，第二开关管(S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二极管(D6)导

通，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和负载之间无能量传递，桥臂中点

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0，如附图24所示；

[0109] 当vTri1N＞(‑vr)＞＝vTri2N时，第二二极管(D2)、第四开关管(S4)和第六二极管(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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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通，负载和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共同向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传递能量，桥臂中点

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VL，如附图25所示；

[0110] 当vTri2N＞(‑vr)时，第四二极管(D4)和第六二极管(D6)导通，负载单独向高压直流

输入电压源(VH)回馈能量，桥臂中点AN和BN之间的电压为VH，如附图26所示。

[0111] 上述高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H)的电压必须不低于低压直流输入电压源(VL)的电

压。

[0112]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发明提出的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及其单极性调制无

环流控制策略，可在单极性调制下实现双输入双Buck全桥逆变器的定频无环流运行，简化

了滤波器设计、提高了逆变器的效率；可产生多种电平作用于滤波电路，可以有效减小开关

损耗和谐波分量，进而提高逆变器效率并减小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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