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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储能

变流器在启动离网模式过程中，接收到主接触器

闭合指令时首先判断闭合相位角θc是否等于

或 闭合相位角θc由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

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度θd，以及

上一次主接触器闭合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

度△θ组成。如果满足条件再执行闭合操作，实

现在逆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为 或 的时刻

投入变压器。通过对主接触器闭合相位角的控制

实现对变压器励磁涌流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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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能变流器在启动离网

模式过程中，接收到主接触器闭合指令后，首先判断闭合相位角θc是否等于 或 如果

闭合相位角θc等于 或 便执行闭合主接触器操作，在逆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为 或

的时刻投入变压器，该角度下投入变压器产生的偏磁最小，实现对涌流的抑制；所述的闭合

相位角θc由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度θd，以及上一次主接

触器闭合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θ组成。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逆变输

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采用软件锁相环方法检测；首先对储能变流器逆变侧电压采样得到

的三相瞬时值进行Clark和Park变换，将交流电压从三相静止abc坐标系变换成两相同步旋

转dq坐标系下，再通过闭环控制使q轴电压为0，实现锁相，检测此时储能变流器的逆变输出

电压的相位角，此相位角为所述的逆变输出电压的实时相位角θinv。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接触

器动作延时补偿角度θd根据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td折算：

其中，T为逆变输出电压的周期，T＝20ms。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主接触器闭合

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θ的计算方法如下：

主接触器首次闭合前△θ的初始值为0；

主接触器本次闭合相位角θc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取余表示取余运算，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度θd

及主接触器上一次闭合后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θ相加除以2π并取余数记为闭合相位角

θc，满足条件的本次闭合相位角 或 主接触器在本次闭合相位角θc满足条件的时刻

执行闭合操作；

主接触器完成闭合即变压器投入时刻的实际闭合相位角θc'采用软件锁相环方法检测，

与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的检测方法相同；

主接触器本次闭合后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θ＝θc-θc'，作为下一次闭合前的角度补偿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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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微电网系统中，有些储能系统交流侧接口电压等级与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不

同，因此储能变流器交流端需经由变压器进行电压变换后再与电网、用电负荷等连接。在微

电网系统离网独立运行初期存在变压器空载启动工况，变压器空载启动存在较大的励磁涌

流，最大幅值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的十几倍，而微电网系统的接口设备大都是电力电子变

换设备，过载能力很低，极易引发故障。

[0003] 励磁涌流的大小与变压器投入时系统电压的相位角和铁芯中的剩磁及系统的阻

抗等因素有关，衰减时间取决于回路电阻和电抗。结合励磁涌流的产生机理，通常的抑制方

法有增加限流电阻和采用选相控制器。专利CN  203983974U公开了一种变压器空载投入的

励磁涌流抑制装置，通过在主回路增加限流电阻，变压器合闸时通过限流电阻实现对涌流

幅值的限制，合闸完成后再将电阻切除。专利CN  1700550A公开了一种电力变压器励磁涌流

的抑制方法和设备，通过增加选相控制器，记录变压器电源切除时的相位角，控制合闸时的

相位角使偏磁和剩磁相抵消，实现对励磁涌流的抑制。

[0004] 上述方法对于微电网系统而言，都需要增设硬件设备，改变现有系统硬件结构和

运行步骤，同时也增加了系统投资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出一种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

法。本发明通过对储能变流器内部主接触器闭合相位角的控制实现对励磁涌流的抑制，不

改变原有系统的结构。

[0006] 应用本发明的微电网系统由储能系统、变压器、负荷、光伏系统和电网等组成，其

中储能系统包含电池系统和储能变流器。储能变流器包括直流侧断路器、DC/AC变换电路、

LC  滤波器、主接触器和交流侧断路器，以及逆变侧电压采样和交流电压采样电路。储能变

流器直流侧断路器的一端与电池系统连接，直流侧断路器的另一端与DC/AC变换电路连接，

再经由LC滤波器与主接触器连接，LC滤波器的两端分别连接DC/AC变换电路和主接触器。主

接触器的另一端与交流侧断路器连接，交流侧断路器的另一端作为储能变流器的交流输出

端口与变压器连接，变压器的另一端与负荷和光伏系统共同连接到电网母线。逆变器侧电

压采样和交流电压采样电路分别连接在主接触器两端，采集主接触器两侧的电压波形信

息。

[0007] 储能变流器通过DC/AC变换电路将储能电池输出的直流电变换为交流电，再经由

LC  滤波器滤波后输出稳定的三相交流电压，根据微电网管理系统发出的指令闭合主接触

器，使储能变流器工作于并网模式或离网模式。并网模式时储能变流器与负荷和光伏系统

共同连接到电网，根据电池电量状态进行充电或放电运行；离网模式时由储能系统建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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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压供负荷和光伏系统继续运行。

[0008] 本发明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步骤如下：在启动离网模式过程中，储能

变流器接收到主接触器闭合指令后，首先判断闭合相位角θc是否等于 或 如果闭合相

位角θc等于 或 便执行闭合主接触器操作，在逆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为 或 的时

刻投入变压器。该角度下投入变压器产生的偏磁最小，实现对涌流的抑制。

[0009] 所述的闭合相位角θc由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

度θd，以及上一次主接触器闭合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组成。

[0010] 对所述的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采用软件锁相环方法检测。首先对储能变

流器逆变侧电压采样得到的三相瞬时值进行Clark和Park变换，将交流电压从三相静止abc

坐标系变换成两相同步旋转dq坐标系下，再通过闭环控制使q轴电压为0，实现锁相，检测此

时储能变流器的逆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此相位角为所述的逆变输出电压的实时相位角

θinv。

[0011] 所述的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度θd根据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td折算，计算方

法为：

[0012]

[0013] 其中T为逆变输出电压的周期，T＝20ms。

[0014] 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td是指从闭合操作开始到其主触头完全闭合的时间间隔，

一般为几十ms，由产品数据手册或实测获得。

[0015] 如果不做补偿便执行主接触器的闭合操作，可能会因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延

时，导致实际闭合相位角在偏离 或 的时刻投入变压器，便不能有效的抑制励磁涌流。

[0016] 为提升本次闭合相位角θc的准确性，本发明对闭合相位角θc做角度补偿，补偿角度

为上一次主接触器闭合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主接触器首次闭合前Δθ的初始值

为0。

[0017] 本次闭合相位角θc的计算方法如下：

[0018]

[0019] 其中取余表示取余运算，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

角度θd及主接触器上一次闭合后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相加除以2π并取余数记为闭合

相位角θc，满足条件的本次闭合相位角 或

[0020] 主接触器在本次闭合相位角θc满足条件的时刻执行闭合操作。

[0021] 主接触器完成闭合即变压器投入时刻的实际闭合相位角θc'采用软件锁相环方法

检测，通过主接触器后级的交流采样电路经计算得到，与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的检

测方法相同。

[0022] 主接触器本次闭合后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θc-θc'，作为下一次主接触器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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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角度补偿值。

[0023] 本发明在不增加系统硬件设施的基础上，仅通过储能变流器即实现对变压器励磁

涌流的抑制，降低了系统的开发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储能变流器及微电网系统拓扑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抑制励磁涌流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7] 如图1所示，应用本发明的微电网系统由储能系统、变压器、负荷、光伏系统和电网

等组成，其中储能系统包含电池系统和储能变流器。储能变流器包括：直流侧断路器Q1、DC/

AC  变换电路、LC滤波器、主接触器Q2和交流侧断路器Q3。

[0028] 所述的直流侧断路器Q1的一端与电池系统连接，直流断路器Q1的另一端与DC/AC

变换电路连接，再经由LC滤波器与主接触器Q2连接，主接触器Q2的另一端与交流侧断路器 

Q3连接，交流侧断路器Q3的另一端作为储能变流器的交流输出端口与变压器T1连接，变压

器T1的另一端与负荷和光伏系统共同连接到电网母线。

[0029] 储能变流器通过DC/AC变换电路将储能电池输出的直流电变换为交流电，再经由

LC  滤波器滤波后输出稳定的三相交流电压，根据微电网管理系统发出的指令闭合主接触

器，使储能变流器工作于并网模式或离网模式。并网模式时储能变流器与负荷及光伏系统

共同连接到电网，根据电池电量状态进行充电或放电运行；离网模式时由储能系统建立组

网电压供负荷和光伏系统继续运行。

[0030] 本发明储能变流器抑制励磁涌流的方法的流程如图2所示。在启动离网模式过程

中，当主接触器Q2处于断开状态，储能变流器接收到主接触器闭合指令后，首先判断闭合相

位角θc是否等于 或 如果闭合相位角θc等于 或 便执行闭合主接触器操作，在逆

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为 或 的时刻投入变压器。该角度下投入变压器产生的偏磁最小，

实现对涌流的抑制。

[0031] 所述的闭合相位角θc由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

度θd，以及上一次主接触器闭合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组成。

[0032] 所述的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采用软件锁相环方法检测，首先对储能变流

器逆变侧电压采样得到的三相瞬时值进行Clark和Park变换，将交流电压从三相静止abc坐

标系变换成两相同步旋转dq坐标系下，再通过闭环控制使q轴电压为0，实现锁相，检测此时

储能变流器的逆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此相位角为所述的逆变输出电压的实时相位角θinv。

[0033] 所述的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角度θd根据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td折算，计算方

法为：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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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其中T为逆变输出电压的周期，T＝20ms。

[0036] 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td是指从闭合操作开始到其主触头完全闭合的时间间隔，

一般为几十ms，由产品数据手册或实测获得。如果不做补偿便执行主接触器的闭合操作，可

能会因主接触器固有动作时间延时，导致实际闭合相位角在偏离 或 的时刻投入变压

器，便不能有效的抑制励磁涌流。

[0037] 为提升本次闭合相位角θc的准确性，本发明对闭合相位角θc做角度补偿，补偿角度

为上一次主接触器闭合时刻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主接触器首次闭合前Δθ的初始值

为0。

[0038] 所述的本次闭合相位角θc的计算方法如下：

[0039]

[0040] 其中取余表示取余运算，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θinv与主接触器动作延时补偿

角度θd及主接触器上一次闭合后的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相加除以2π并取余数记为闭合

相位角θc，满足条件的本次闭合相位角 或

[0041] 主接触器在本次闭合相位角θc满足条件的时刻执行闭合操作。

[0042] 主接触器完成闭合即变压器投入时刻的实际闭合相位角θc'采用软件锁相环方法

检测，通过主接触器后级的交流采样电路经计算得到，与前述的逆变输出电压实时相位角

θinv的检测方法相同。

[0043] 主接触器本次闭合后实际相位的校正角度Δθ＝θc-θc'，作为下一次主接触器闭合

前的角度补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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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9638865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