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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

值谐波检测方法，包括首先将含高次弱幅值谐波

信号进行离散采样得到离散序列信号；对采样得

到的离散序列信号加六项最小旁瓣窗进行加窗

处理得到加窗离散序列信号；对得到的加窗离散

序列信号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得到离散的谐波

信号频谱值；根据得到的谐波信号频谱值，找到

各次谐波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对得到的峰值

点附近的四条谱线，建立四谱线频谱值关系，通

过四谱线频谱关系求得谱线值与理论频谱值的

偏差量，并推导出谐波参数的修正公式，进而求

出四谱线插值修正后的谐波参数。与现有的电网

谐波检测方法相比，本发明方法具有优良的性

能，谐波精确度得到了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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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首先将含高次弱幅值谐波信号进行离散采样得到离散序列信号；

步骤2：对步骤1采样得到的离散序列信号，加六项最小旁瓣窗进行加窗处理得到加窗

离散序列信号；

六项最小旁瓣窗的系数ai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①：

②：为使得六项最小旁瓣窗在相同余弦窗中具有最小的旁瓣峰值电平，在窗函数频谱

的第1～5个旁瓣添加零点；根据这两个条件约束求得六项最小旁瓣窗系数为：

a1＝2.9355790e‑1,a2＝4.5193577e‑1,a3＝2.0141647e‑1；

a3＝4.7926109e‑2,a4＝5.0261964e‑3,a5＝1.3755557e‑4；

优化后的六项最小旁瓣窗时域函数为：

该窗函数具有优良的旁瓣性能，其旁瓣峰值电平是相同项数的余弦窗中最小的，为‑

143dB；

步骤3：对步骤2得到的加窗离散序列信号，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得到离散的谐波信号

频谱值；

步骤3中，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具体步骤为：

(3‑1)：对加窗后的离散序列信号xM(n)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求得离散频域函数为：

其中，Δf表示频率分辨率，Δf＝fs/N； 为六项

最小旁瓣窗的离散频域函数，因此六项最小旁瓣窗的幅值为：

(3‑2)：忽略负频点的旁瓣影响，将离散频域函数简化为：

离散频域函数的幅值为

步骤4：对步骤3得到的谐波信号频谱值，找到各次谐波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

步骤5：对步骤4得到的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建立四谱线频谱值关系，通过四谱线频

谱关系求得谱线值与理论频谱值的偏差量，并推导出谐波参数的修正公式，进而求出四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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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插值修正后的谐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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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

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能源互联网革命背景下，新能源发电和电动汽车储能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能源

发电(太阳能发电等)通过电力电子技术接入电网中。电力电子器件的使用使得电网谐波含

量增多，引起电流电压波形的畸变，造成电网谐波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这使得电网谐波检

测的准确度下降。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谐波分析方法因其易于

嵌入谐波测量系统，因而得到广泛应用。但是，FFT方法在采样与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对谐波

信号进行截断，由于电网频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处理过程是属于非整周期截断的。非

整周期截断将导致使用FFT方法进行谐波检测时在频域内产生频谱泄漏，从而导致测量不

准确。同时，FFT方法离散化后只得到离散频域点上的频谱，电网频率的波动使得离散频域

点上的频谱值很难与谐波信号真实的频谱值重合，这造成了频域点的观测误差，即“栅栏效

应”，从而造成谐波测量误差。

[0003] 针对频谱泄漏造成的FFT测量误差，已有相关研究提出利用加窗函数的方法对被

测谐波信号进行加权，来减少各次谐波之间因频谱泄漏造成的干扰。已提出的窗函数有

Hanning窗，Blackman窗和Blackman‑Harris窗。但是这些窗函数在检测电网中高次弱幅值

谐波时测量精度不高。专利CN  105137180提出一种基于六项余弦窗四谱线插值的高精度谐

波分析方法，但是其提出的六项余弦窗是一种普通窗函数，其旁瓣峰值电平较大，并不能很

好地抑制各次谐波之间的相互干扰，从而对于电网中高次弱幅值谐波的检测精度还有待提

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

检测方法，提出的六项最小旁瓣窗是一种优化窗函数，其旁瓣峰值电平在相同项数的余弦

窗中是最小的，达到‑143dB，可以有效地抑制各次谐波干扰带来的频谱泄漏影响。同时利用

四谱线插值方法进行谐波参数的修正，提高电网谐波测量精确度。与现有的电网谐波检测

方法相比，本发明方法具有优良的性能，谐波精确度得到了有效提高。

[0005]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首先将含高次弱幅值谐波信号进行离散采样得到离散序列信号；

[0008] 步骤2：对步骤1采样得到的离散序列信号，加六项最小旁瓣窗进行加窗处理得到

加窗离散序列信号；

[0009] 步骤3：对步骤2得到的加窗离散序列信号，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得到离散的谐波

信号频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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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4：对步骤3得到的谐波信号频谱值，找到各次谐波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

[0011] 步骤5：对步骤4得到的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建立四谱线频谱值关系，通过四谱

线频谱关系求得谱线值与理论频谱值的偏差量，并推导出谐波参数的修正公式，进而求出

四谱线插值修正后的谐波参数。

[0012] 所述步骤1中，高次弱幅值谐波信号为 离散采样得到的

离散序列信号为

[0013] 其中，m为谐波次数，M为最高次谐波的次数，f0为信号基波频率，fs为采样频率，Am、

fm依次为第m次谐波的幅值、相位和频率。

[0014] 所述步骤2中，加窗后得到的离散序列信号为xM(n)＝x(n)wM(n)。其中，wM(n)为六

项最小旁瓣窗。六项最小旁瓣窗的时域表达式为

[0015] 其中，i为窗函数项数，ai为窗函数系数，N为采样点数。

[0016] 所述步骤2中，六项最小旁瓣窗的系数ai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 ②：为使

得六项最小旁瓣窗在相同余弦窗中具有最小的旁瓣峰值电平，必须在窗函数频谱的第1～5

个旁瓣添加零点。根据这两个条件约束求得六项最小旁瓣窗系数为：

[0017] a1＝2.9355790e‑1,a2＝4.5193577e‑1,a3＝2.0141647e‑1；

[0018] a3＝4.7926109e‑2,a4＝5.0261964e‑3,a5＝1.3755557e‑4。

[0019] 所述步骤2中，六项最小旁瓣窗是一种优化窗，该窗在相同项数的余弦窗中具有最

小的旁瓣峰值电平，为‑143dB。可以有效地抑制各次谐波间的相互干扰，从而达到抑制频谱

泄漏对电网谐波检测精度的影响。

[0020] 所述步骤3中，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具体步骤为：

[0021] (3‑1)：对加窗后的离散序列信号xM(n)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求得离散频域函数

为：

[0022]

[0023] 其中，△f表示频率分辨率，△f＝fs/N。 为

六项最小旁瓣窗的离散频域函数，因此六项最小旁瓣窗的幅值为：

[0024]

[0025] (3‑2)：忽略负频点的旁瓣影响，将离散频域函数简化为：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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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离散频域函数的幅值为

[0028] 所述步骤4的具体步骤为：根据步骤(3‑2)得到的谐波信号值|XM(λ)|，找到各次谐

波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设第m次谐波峰值点λm附近四条谱线为λm1、λm2、λm3、λm4，这四条谱

线的对应的幅值为ym1＝|XM(λm1)|、ym2＝|XM(λm2)|、ym3＝|XM(λm3)|和ym4＝|XM(λm4)|。

[0029] 其中，λm1和λm2在λm左侧，λm3和λm4在λm右侧，四条谱线位置关系为λm1<λm2<λm3<λm4，大

小关系为λm2＝λm1+1、λm3＝λm2+1、λm4＝λm3+1。

[0030] 所述步骤5的具体步骤为：

[0031] (5‑1)：设A＝ym1+ym2，B＝ym3+ym4设四谱线的关系为 设谱线值与理论频谱

值的偏移量为β＝λm‑λm2‑0.5，β的范围为[‑0.5,0.5]，将式(3)代入式α中，求得：

[0032]

[0033] 从而建立了偏移量β和四谱线的关系,α为β的函数，记为α＝g(β)。四谱线插值方法

的重点是求解出偏移量β，因此可设定反函数β＝g‑1(α)＝G(α)。

[0034] (5‑2)：为方便计算出偏移量β，利用曲线拟合方法，设其拟合多项式(一般拟合7

次)为：

[0035] β＝g7α
7+g5α

5+g3α
3+g1α    (5)

[0036] 将β取[‑0.5,0.5]中的一组数据，按0.001的步长，从‑0.5到0.5之间取1000个数，

代入式(4)中，求得相应的1000个α值。然后，利用MATLAB中的ployfit(α,β)公式，使用曲线

拟合方法求得六项最小旁瓣衰减窗四谱线插值方法的偏移量为：

[0037] β＝0.227708α7+0.318904α5+0.598017α3+2.161989α    (6)

[0038] 因此，第m次谐波频率、相位参数可以通过式(7)、(8)计算求得。

[0039] fm＝(λm2+β+0.5)fs/N    (7)

[0040]

[0041] (5‑3)：考虑到距离峰值点最近的谱线值包含的谐波信息量更高，因此给予ym2＝|

XM(λm2)|和ym3＝|XM(λm3)|相对高的加权值，第m次谐波的幅值参数通过四条谱线值进行加权

求得：

[0042]

[0043] 为方便计算出幅值参数Am，令Am＝(ym1+3ym2+3ym3+ym4)H(β)/N，则H(β)为：

[0044]

[0045] 为方便计算出幅值修正参数H(β)，利用曲线拟合方法求解，设其合多项式为：

[0046] H(β)＝g6β
6+g4β

4+g2β
2+g0    (11)

[0047] 将β取[‑0.5,0.5]中的1000个数，代入式(10)中，求得相应的1000个H(β)值。利用

MATLAB中的ployfit(β,H)公式，拟合求出H(β)为：

[0048] H(β)＝0.001247β6+0.018075β4+0.187218β2+1.0129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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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因此，第m次谐波的幅值参数为：

[0050] Am＝(ym1+3ym2+3ym3+ym4)H(β)/N    (13)

[0051] 本发明一种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技术效果

如下：

[0052] 1)、本发明提出一种六项最小旁瓣窗，该窗函数在相同项数的余弦窗中具有最小

的旁瓣峰值电平，达到‑143dB，可以有效地抑制各次谐波干扰带来的频谱泄漏影响。

[0053] 2)、本发明提出的四谱线插值方法，该方法计算简单且精度高，利用曲线拟合方法

提高了计算的速度。利用频域峰值点相邻的四条谱线进行加权计算，可以更好地抑制栅栏

效应对谐波测量精度的影响，提高谐波测量精确度。

[0054] 3)、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

法，在含有21次谐波的实验中，结果为：幅值测量相对误差数量级为10‑8％～10‑11％，相位测

量相对误差数量级为10‑5％～10‑8％，幅值和相角测量精度都相对较高。

附图说明

[0055]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0056] 图2为相同六项窗函数的频谱特性对比图。

[0057] 图3为六项最小旁瓣窗与其他常用窗函数的频谱特性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如图

1所示，本发明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0059] (1)、首先将含高次弱幅值谐波信号进行离散采样得到离散序列信号。

[0060] (2)、对步骤(1)采样得到的离散序列信号加六项最小旁瓣窗进行加窗处理得到加

窗离散序列信号。

[0061] (3)、对步骤(2)得到的加窗离散序列信号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得到离散的谐波信

号频谱值。

[0062] (4)、对步骤(3)得到的谐波信号频谱值，找到各次谐波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

[0063] (5)、对步骤(4)得到的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线，建立四谱线频谱值关系，通过四谱

线频谱关系求得谱线值与理论频谱值的偏差量，并推导出谐波参数的修正公式，进而求出

四谱线插值修正后的谐波参数值。

[0064] 步骤(1)所述的高次弱幅值谐波信号为 离散采样得到的

离散序列信号为 其中，m为谐波次数，M为最高次谐波的次数，

f0为信号基波频率，fs为采样频率，Am、 fm依次为第m次谐波的幅值、相位和频率。

[0065] 步骤(2)所述的加窗后得到的离散序列信号为xM(n)＝x(n)wM(n)。其中，wM(n)为六

项最小旁瓣窗。六项最小旁瓣窗的时域表达式为 其中，i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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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项数，ai为窗函数系数，N为采样点数。

[0066] 步骤(2)所述的六项最小旁瓣窗的系数ai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 2)为使得

六项最小旁瓣窗在相同余弦窗中具有最小的旁瓣峰值电平，必须在窗函数频谱的第1～5个

旁瓣添加零点。根据这两个条件约束求得六项最小旁瓣窗系数为：

[0067] a1＝2.9355790e‑1,a2＝4.5193577e‑1,a3＝2.0141647e‑1；

[0068] a3＝4.7926109e‑2,a4＝5.0261964e‑3,a5＝1.3755557e‑4。

[0069] 步骤(2)所述的六项最小旁瓣窗是一种优化窗，图2为相同六项窗函数的频谱特性

对比图，常见六项余弦窗的旁瓣峰值电平为‑88dB，而本发明六项最小旁瓣窗的旁瓣峰值电

平为‑143dB，六项最小旁瓣窗在相同项数的余弦窗中具有最小的旁瓣峰值电平；图3为六项

最小旁瓣窗与其他常用窗函数的频谱特性对比图，Blackman窗的旁瓣峰值电平为‑59dB，

Blackman‑Harris窗的旁瓣峰值电平为‑92dB，因此本发明的六项最小旁瓣窗具有优良的旁

瓣特性，可以有效地抑制各次谐波间的相互干扰，从而达到抑制频谱泄漏对电网谐波检测

精度的影响。

[0070] 步骤(3)所述的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具体步骤为：

[0071] (3‑1)对加窗后的离散序列信号xM(n)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求得离散频域函数为：

[0072]

[0073] 其中，△f表示频率分辨率，△f＝fs/N。 为

六项最小旁瓣窗的离散频域函数，因此六项最小旁瓣窗的幅值为：

[0074]

[0075] (3‑2)忽略负频点的旁瓣影响，将离散频域函数简化为：

[0076]

[0077] 离散频域函数的幅值为

[0078] 步骤(4)的具体步骤为：

[0079] 根据步骤(3‑2)得到的谐波信号值|XM(λ)|，找到各次谐波峰值点附近的四条谱

线，设第m次谐波峰值点λm附近四条谱线为λm1、λm2、λm3、λm4，这四条谱线的对应的幅值为ym1＝

|XM(λm1)|、ym2＝|XM(λm2)|、ym3＝|XM(λm3)|和ym4＝|XM(λm4)|。其中，λm1和λm2在λm左侧，λm3和λm4

在λm右侧，四条谱线位置关系为λm1<λm2<λm3<λm4，大小关系为λm2＝λm1+1、λm3＝λm2+1、λm4＝λm3+

1。

[0080] 步骤(5)的具体步骤为：

[0081] (5‑1)设A＝ym1+ym2，B＝ym3+ym4设四谱线的关系为 设谱线值与理论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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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偏移量为β＝λm‑λm2‑0.5，β的范围为[‑0.5,0.5]，将式(3)代入式α中，求得：

[0082]

[0083] 从而建立了偏移量β和四谱线的关系,α为β的函数，记为α＝g(β)。四谱线插值方法

的重点是求解出偏移量β，因此可设定反函数β＝g‑1(α)＝G(α)。

[0084] (5‑2)为方便计算出偏移量β，利用曲线拟合法，设其拟合多项式(一般拟合7次)

为：

[0085] β＝g7α
7+g5α

5+g3α
3+g1α    (5)

[0086] 将β取[‑0.5,0.5]中的一组数据，按0.001的步长，从‑0.5到0.5之间取1000个数，

代入式(4)中，求得相应的1000个α值。然后，利用MATLAB中的ployfit(α,β)公式，使用曲线

拟合方法求得六项最小旁瓣衰减窗四谱线插值方法的偏移量为：

[0087] β＝0.227708α7+0.318904α5+0.598017α3+2.161989α    (6)

[0088] 因此，第m次谐波频率、相位参数可以通过式(7)、(8)计算求得。

[0089] fm＝(λm2+β+0.5)fs/N    (7)

[0090]

[0091] 其中，fm、 分别为第m次谐波的频率、相位参数，λm2为第m次谐波峰值点λm左边第

二条谱线，β为谱线值与理论频谱值的偏移量，fs、N分别为采样频率和采样长度，

[0092] XM(λm2)为第m次谐波峰值点λm对应的加窗信号频谱幅值。

[0093] (5‑3)考虑到距离峰值点最近的谱线值包含的谐波信息量更高，因此给予ym2＝|XM
(λm2)|和ym3＝|XM(λm3)|相对高的加权值，第m次谐波的幅值参数通过四条谱线值进行加权

求得：

[0094]

[0095] 为方便计算出幅值参数Am，设Am＝(ym1+3ym2+3ym3+ym4)H(β)/N，则H(β)为：

[0096]

[0097] 为方便计算出幅值修正参数H(β)，利用曲线拟合法求解，设其合多项式为：

[0098] H(β)＝g6β
6+g4β

4+g2β
2+g0    (11)

[0099] 将β取[‑0.5,0.5]中的1000个数，代入式(11)中，求得相应的1000个H(β)值。利用

MATLAB中的ployfit(β,H)公式，拟合求出H(β)为：

[0100] H(β)＝0.001247β6+0.018075β4+0.187218β2+1.012911    (12)

[0101] 因此，第m次谐波的幅值参数为：

[0102] Am＝(ym1+3ym2+3ym3+ym4)H(β)/N    (13)

[0103] 其中，Am为第m次谐波的幅值参数，ym1、ym2、ym3、ym4分别为第m次谐波的峰值点λm附

近四条谱线λm1、λm2、λm3、λm4对应的加窗信号频谱幅值，H(β)为幅值修正参数，N为采样长度。

[0104] 本发明设置的验证实例如下：

[0105] 含高次弱幅值谐波信号的设置：本次验证实例采用含有21次谐波的信号，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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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基波频率f0＝50.1Hz，采样频率为fs＝5120Hz，采样长度

为N＝1024，表1给出信号的具体参数。

[0106] 将常用窗函数，如Blackman窗、Blackman‑Harris窗、性能较好的四项三阶Nuttall

窗以及六项余弦窗作为对比组，验证本发明提出的六项最小旁瓣窗和几种常用窗函数在高

次弱幅值谐波分析中的测量准确度。实验结果：表2为幅值相对误差，表3为相位相对误差。

[0107] 表1信号的具体参数

[0108]

[0109] 表2加不同窗函数的幅值相对误差

[0110]

[0111] 表3加不同窗函数的相位相对误差

[0112]

[0113] 由表2可以看出，对于含有21次谐波幅值参数的检测，相比于已有的Blackman窗、

Blakman‑Harris窗和Nuttall窗，采用六项最小旁瓣窗测量精度更高，幅值测量相对误差数

量级为10‑8％～10‑11％。特别是对于高次弱幅值谐波(第16、18、20次谐波)，如第20次谐波幅

值参数的测量，Blackman窗、Blakman‑Harris窗和Nuttall窗的测量误差较大，分别为

0.001％、1.56e‑6％、7.25e‑6％，而六项最小旁瓣窗方法的测量误差为5.34e‑8％，分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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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2～5个数量级。由表3可以看出，对于谐波相位参数的检测，采用六项最小旁瓣同样能

够得到相对更高的测量精度，其相位测量相对误差数量级为10‑5％～10‑8％，相比于其他三

种窗函数插值方法，测量精度都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同时，与专利CN  105137180提出的六项

余弦窗相比，本发明提出的六项最小旁瓣窗在高次弱幅值谐波参数的检测中，幅值和相位

参数的测量精度更高，幅值和相位相对误差都降低了1～2个数量级。

[011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六项最小旁瓣窗插值的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检测方法，优

化后的六项最小旁瓣窗时域函数为：

[0115] wM(n)＝2.9355790e‑1‑4 .5193577e‑1cos(2πn/N)+2.0141647e‑1cos(4πn/N)‑

4.7926109e‑2cos(6πn/N)+5.0261964e‑3cos(8πn/N)‑1.3755557e‑4cos(10πn/N)

[0116] 其中，wM(n)表示六项最小旁瓣窗的时域函数，ae‑b表示a×10‑b。

[0117] 该窗函数具有优良的旁瓣性能，其旁瓣峰值电平是相同项数的余弦窗中最小的，

为‑143dB，与专利CN  105137180提出的六项余弦窗相比(旁瓣峰值电平为‑88dB)，大大地改

善了旁瓣性能，特别适应于对电网高次弱幅值谐波的检测。在含有21次高次弱幅值谐波的

实验中，结果为：幅值测量相对误差数量级为10‑8％～10‑11％，相位测量相对误差数量级为

10‑5％～10‑8％，幅值和相角测量精度都得到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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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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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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