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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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593313.7

(22)申请日 2013.10.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20725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12.30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310472197.4 2013.10.11

(73)专利权人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

司

地址 473000 河南省南阳市人民北路268号

(72)发明人 张富洲　陈莎　张雪煜　王修庞　

郭旭　李吉浩　于晶荣　李冬雪　

罗道军　薛冰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红元帅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17

代理人 杨妙琴　徐皂兰

(51)Int.Cl.

H02J 3/38(2006.01)

H02J 7/3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969281 A,2011.02.09,

US 2012126624 A1,2012.05.24,

支娜等.直流微电网协调控制策略研究.《西

安理工大学学报》.2012,第28卷(第4期),

支娜等.直流微电网协调控制策略研究.《西

安理工大学学报》.2012,第28卷(第4期),

审查员 肖高

 

(54)发明名称

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

调控制装置，使用该装置能够采用主从并联法与

直流母线电压下垂法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在并网

模式下采用主从并联法，由大电网接口电路维持

微电网中的能量平衡，并稳定微电网中直流母线

电压；在孤岛模式下，采用直流母线电压下垂法

控制，针对直流母线电压不同的状态由接口电路

进行实时调节光伏阵列和蓄电池组的运行模式。

由此实现输出电流的有效控制，维持微电网的能

量平衡，从而保证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在恒压状

态，实现系统的均流输出，使直流微电网与大电

网有机地结合，不仅使供能系统与负载很好的匹

配，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而且能有效地减少能

量损失，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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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装置，它包括大电网接口电路，所述大电网接口

电路设置三相全桥逆变器，光伏阵列接口电路设置Boost变换器，蓄电池接口电路设置双向

Boost/Buck变换器，负载接口电路设置Buck变换器，所述蓄电池接口电路设有PI控制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大电网接口电路设有比例谐振控制器；

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并网模式时作为负载，只有充电和不工作两种模式，  SOC

算法根据蓄电池组输出电压得到合适的充电电流，充电方法采用三阶段充电法，电流控制

环节采用PI控制器；孤岛模式时，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运行在电压下垂控制模式，直

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以内时，采用下垂控制模式；

孤岛模式的控制时，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直流微电网工作在孤岛模式下，采用直流母

线电压下垂控制方法：当直流母线电压在350V～370V之间时，光伏阵列接口电路运行在电

压下垂模式，根据直流母线电压调节输出电流；当直流母线电压在330V～350V之间时，光伏

阵列接口电路运行在MPPT模式，实现光伏阵列电能的最大输出；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设定

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下限值时，光伏阵列输出电流达到限制电流，光伏阵列接口电路控制

恒流输出，如果直流母线电压继续跌落时，光伏阵列接口电路停止工作；蓄电池组中各蓄电

池单元分别在蓄电池接口电路的控制下实现充放电，其充放电的门槛电压设置为稳定控制

值，直流微电网的功率缺额由蓄电池组提供，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内时，蓄电池

接口电路运行在电压下垂控制模式，基于直流母线电压和蓄电池的SOC，选择相应的充放电

电流；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以外时，蓄电池组以极限电流进行充放电，以协调直

流微电网的能量平衡；直流负载通过负载接口电路控制，负载接口电路采用电压电流双闭

环控制结构，通过改变负载电压的大小，调节负载功率；

所述直流母线电压较佳控制范围设定为340V<直流母线电压<360V。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三相全桥逆变器对直流母线电压采用PI控制器控制，对并网电流采用比例谐振控制

器控制，并网时控制直流母线电压恒为稳定控制值。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Boost变

换器有MPPT控制和电压下垂控制两种模式，并网模式时，Boost变换器工作在MPPT模式，采

用的MPPT算法为基于PI控制器的变步长扰动观察法；孤岛模式时，直流母线电压高于稳定

控制值时，采用下垂控制模式，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稳定控制值时，采用MPPT控制模式，输

出最大功率，稳定母线电压。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207258 B

2



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电力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太阳能发电技术已经成为电力电子行业的

研究热

[0003] 点。在电力电子技术和储能技术的推动下，直流微电网将得到快速发展。直流微电

网以其便于控制、可靠性高、损耗小等优点将成为偏远山村和未来家庭的主要供电结构。

[0004] 直流微电网的特点是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和负载之间的协调控制。而现有的协

调控制技术多采用主从并联法或母线电压下垂法。主从并联法须包含主单元和从单元，主

单元负责稳定直流母线电压，采用恒压控制，从单元采用恒流控制，但各单元之间需要实现

快速通信。母线电压下垂法利用各单元的输出电流，改变各单元的等效输出电阻，实现均流

控制。迄今为止，对光伏直流微电网尚无较为理想的控制方法，既能保证直流母线电压稳定

在恒压状态，又能实现系统的均流输出，使供能系统与负载很好的匹配，节约能耗，且运行

可靠。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

控制装置，该装置既能保证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在恒压状态，又能实现系统的均流输出，使直

流微电网与大电网有机地结合，不仅使供能系统与负载很好的匹配，运行可靠，而且能有效

地节约能耗。

[0006] 实现上述目的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方法，包括

并网模式的控制和直流微电网孤岛模式的控制：

[0007] A．并网模式的控制：

[0008] 当大电网正常运行时，直流微电网工作在并网模式下，采用主从并联法，大

[0009] 电网接口电路作为主单元，蓄电池单元等效为负载的一部分，并与直流负载和光

伏阵列作为从单元，光伏阵列接口电路工作在MPPT模式；当光伏阵列产生的能量大于直流

负载所需能量时，大电网接口电路工作在逆变模式，把微电网内剩余能量以单位功率因数

输送到大电网；当光伏阵列产生的能量不足时，大电网接口电路工作在整流模式，并以单位

功率因数从大电网内获取电能；由大电网接口电路维持微电网中的能量平衡，并稳定微电

网中直流母线电压；

[0010] B．孤岛模式的控制：

[0011] 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直流微电网工作在孤岛模式下，采用直流母线电压下垂控

制方法：

[0012] 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设定的稳定控制值以上时，光伏阵列接口电路运行在电压下垂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5207258 B

3



模式，根据直流母线电压调节输出电流；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设定的稳定控制值以下时，光伏

阵列接口电路运行在MPPT模式，实现光伏阵列电能的最大输出；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设定

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下限值时，光伏阵列输出电流达到限制电流，光伏阵列接口电路控制

恒流输出，如果直流母线电压继续跌落时，光伏阵列接口电路停止工作；蓄电池组中各蓄电

池单元分别在蓄电池接口电路的控制下实现充放电，其充放电的门槛电压设置为所述稳定

控制值，直流微电网的功率缺额由蓄电池组提供，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内时，蓄

电池接口电路运行在电压下垂控制模式，基于直流母线电压和蓄电池的SOC，选择相应的充

放电电流；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以外时，蓄电池组以极限电流进行充放电，以协

调直流微电网的能量平衡；直流负载通过负载接口电路控制，负载接口电路采用电压电流

双闭环控制结构，通过改变负载电压的大小，调节负载功率。

[0013] 所述大电网接口电路设置三相全桥逆变器，所述光伏阵列接口电路设置Boost变

换器，所

[0014] 述蓄电池接口电路设置双向Boost/Buck变换器，所述负载接口电路设置Buck变换

器。

[0015] 所述三相全桥逆变器对直流母线电压采用PI控制器控制，对并网电流采用比例谐

振控制

[0016] 器控制，并网时控制直流母线电压恒为稳定控制值。

[0017] 所述Boost变换器有MPPT控制和电压下垂控制两种模式，并网模式时，Boost变换

器工

[0018] 作在MPPT模式，采用的MPPT算法为基于PI控制器的变步长扰动观察法；孤岛模式

时，直流母线电压高于稳定控制值时，采用下垂控制模式，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稳定控制值

时，采用MPPT控制模式，输出最大功率，稳定母线电压。

[0019] 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并网模式时作为负载，只有充电和不工作两种模式， 

SOC

[0020] 算法根据蓄电池组输出电压得到合适的充电电流，充电方法采用三阶段充电法，

电流控制环节采用PI控制器；孤岛模式时，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运行在电压下垂控

制模式，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以内时，采用下垂控制模式。

[0021] 所述直流母线电压稳定控制值设定为350V；所述直流母线电压较佳控制范围设定

为340V<直流母线电压<360V；所述直流母线电压控制下限值设定为330V。

[0022] 本发明的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方法，采用主从并联法和母线电压下垂法

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在并网模式下，采用主从并联法，以大电网接口电路为主单元，控制直

流母线电压恒定；在孤岛模式下，采用母线电压下垂法，各单元根据下垂特性，控制输出电

流，维持微电网的能量平衡。从而既能保证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在恒压状态，又能实现系统的

均流输出，使直流微电网与大电网有机地结合，不仅使供能系统与负载很好的匹配，保证系

统运行可靠，而且能有效地减少能量损失，节约能耗。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中光伏直流微电网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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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使用的光伏直流微电网系统，由光伏阵列1、蓄电池

[0025] 组2、直流负载3、直流母线5和并网接口系统组成，所述直流母线5通过大电网接口

电路与大电网4连接。所述并网接口系统包括所述大电网接口电路、光伏阵列接口电路、蓄

电池接口电路和负载接口电路。光伏阵列1通过光伏阵列接口电路向直流母线5输入电能，

所述光伏阵列接口电路设置Boost变换器6，所述Boost变换器6有MPPT控制和电压下垂控制

两种模式，当大电网4运行正常，光伏直流微电网处于并网模式运行时，  Boost变换器6工作

在MPPT模式，采用的MPPT算法为基于PI控制器的变步长扰动观察法。当大电网4发生故障，

光伏直流微电网处于孤岛模式运行，此时若直流母线电压高于稳定控制值时，采用下垂控

制模式；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稳定控制值时，采用MPPT控制模式，输出最大功率，稳定母线

电压，其中，所述稳定控制值一般设定为350V。蓄电池组2中各蓄电池分别蓄电池接口电路

与直流母线5相连，所述蓄电池接口电路设置双向Boost/Buck变换器7、8实现充放电的功

能，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7、8，并网模式时作为负载，只有充电和不工作两种模式， 

SOC算法根据蓄电池组2输出电压得到合适的充电电流，充电方法采用三阶段充电法，电流

控制环节采用PI控制器；孤岛模式时，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7、8运行在电压下垂控制

模式，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以内时，采用下垂控制模式。所述大电网接口电路设置

三相全桥逆变器10，为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的关键模块。所述三相全桥逆变器10

对直流母线电压采用PI控制器，对并网电流采用比例谐振控制器，并网时控制直流母线电

压恒为稳定控制值。所述直流负载3通过直流负载接口电路与所述直流母线5连接，所述直

流负载接口电路设置Buck变换器9，所述直流负载3通过Buck变换器9从直流母线吸收电能。

所述Buck变换器9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结构，通过改变负载电压Ul的大小，调节负载功

率，电压和电流环均采用PI控制器。

[0026] 本发明的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方法，包括并网模式的控制和直流微电网

孤岛模式的控制两种模式：当大电网正常运行时，直流微电网工作在并网模式下，采用主从

并联法，大电网接口电路作为主单元，蓄电池单元等效为负载的一部分，并与直流负载3和

光伏阵列1作为从单元，光伏阵列接口电路工作在MPPT模式；当光伏阵列1产生的能量大于

直流负载3所需能量时（不接大电网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50V-370V），大电网接口电路中的

三相全桥逆变器10工作在逆变模式，把微电网内剩余能量以单位功率因数输送到大电网4；

当光伏阵列1产生的能量不足时(不接大电网4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30V-350V)，大电网接口

电路中的三相全桥逆变器10工作在整流模式，并以单位功率因数从大电网4内获取电能；大

电网接口电路中的三相全桥逆变器10不但要维持微电网中的能量平衡，而且还必须稳定微

电网中直流母线电压Udc=350V。

[0027] 当大电网发生故障时，光伏直流微电网工作在孤岛模式下，采用直流母线电压下

垂控制方法：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设定的稳定控制值以上（350V<Udc  <370V）时，光伏阵列接

口电路中的Boost变换器6运行在电压下垂模式，根据直流母线电压调节输出电流；当直流

母线电压在设定的稳定控制值以下（330V<Udc  <350V）时，  光伏阵列接口电路中的Boost变

换器6运行在MPPT模式，实现最大太阳能的输出。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设定的直流母线电压

控制下限值（Udc  <330V）时，光伏阵列1输出电流Ip达到限制电流，光伏阵列接口电路恒流

输出，如果母线电压继续跌落时，光伏阵列接口电路则停止工作。蓄电池组2中各蓄电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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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别在蓄电池接口电路的控制下实现充放电，其充放电的门槛电压设置为所述稳定控制

值（350V），光伏直流微电网的功率缺额由蓄电池组2提供；当直流母线电压（Udc）在较佳控

制范围内（340V<Udc  <360V）时，蓄电池接口电路中的双向Boost/Buck变换器7、8运行在电

压下垂控制模式，否则，充放电电流为0.2A。基于直流母线电压（Udc）和蓄电池的SOC，选择

相应的充放电电流；当直流母线电压在较佳控制范围以外（Udc  <340V或者360V  <  Udc）时，

蓄电池组2以极限电流进行充放电，以协调直流微电网的能量平衡。直流负载3通过负载接

口电路中的Buck变换器9控制，负载接口电路中的Buck变换器9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结

构，通过改变负载电压的大小，调节负载功率。在上述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方法

中，一般将所述直流母线电压稳定控制值设定为350V；所述直流母线电压较佳控制范围设

定为340V<直流母线电压<360V；所述直流母线电压控制下限值设定为30V。

[0028] 直流微电网根据大电网是否正常运行和直流母线电压值，系统中各单元的6种可

能工作模式如表1所示。其中，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为并网运行时的三种可能工作模式；

模式四、模式五和模式六为孤岛运行时的三种可能工作模式。

[0029] 表1 直流微电网控制系统可能的工作状态:

[0030]

[0031] 实验例:

[0032] 基于本发明的光伏直流微电网能量协调控制方法，发明人搭建了系统实验平台，

其实验情况如下：

[0033] 1） 并网模式实验

[0034] 系统启动时，光伏阵列1不工作，所述双向Boost/Buck变换器7、8工作在整流模式，

稳定母线电压，并向直流负载3供能，所述三相全桥逆变器10工作在整流模式，直流电压Udc

的稳定值为350V，负载电压Ul的稳态值为150V，变压器二次侧A相电流Ias峰值约为3.9A，且

大电网侧功率因数接近单位功率因数，符合预想效果。

[0035] 2）  孤岛模式实验

[0036] 断开三相全桥逆变器10，光伏直流微电网运行在孤岛模式。此时，光伏阵列1工作

在母线电压下垂控制模式下，负载电压Ul为100V，负载功率约为400W。直流母线电压被控制

在360V，  Boost变换器6输出电流Ip约为1.2A，双向Boost/Buck变换器7、8不工作，蓄电池组

2输出电流Ib=0，波形参数值与以上分析基本一致，验证了孤岛模式启动阶段的稳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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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随着直流负载3消耗功率的增加，光伏阵列1在电压下垂控制方式下不能提供足够

的能量，转为MPPT控制模式，此时，直流负载电压Ul为200V，负载功率增加到1600W，此时母

线电压约为348V，Boost变换器输出电流Ip约为3.5A，蓄电池输出电流Ib约为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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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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