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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布了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

的切换控制方法，属于电力电子变流技术、智能

控制领域。本发明根据变换器的离散数学模型，

定义基于被控量与参考量误差项的离散

Lyapunov函数，由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得到

控制律，在动态响应阶段和稳态阶段选取不同的

定义变量α，然后通过PWM调制输出开关信号；该

方法包含了被控量的反馈项、被控量与参考量的

误差值补偿项和未来参考输入的前馈补偿项。本

发明控制方法原理简单，易于数字实现，结合了

无差拍控制优点、模型预测控制的“前馈-反馈”

特点，具有动态响应快、控制性能好、鲁棒性强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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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动态响应阶段和稳态

阶段选取不同的定义变量α，然后通过PWM调制输出开关信号；具体包括：(1)采样得到电网

电压、输入电流、直流侧电容C两端直流电压Vdc；具体是利用锁相电路得到电网电压的过零

点，DSP根据电网电压的过零点实时计算电网周期，并以此更改控制周期，同时根据电网电

压的过零点计算电网电压，并转换为数字信号；用电流霍尔传感器采样输入电流、采用分压

法采样整流器直流侧电容C两端的直流电压Vdc，并转换为数字信号；(2)电压外环采用PI控

制，得到参考电流i*；(3)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得出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根据整流器

状态选取不同的α：

根据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为 据此得到

在k+1采样时刻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为

选取一个稳态误差值△H,当|Vdc-Vdc_ref|>△H时，Vdc_ref为指令直流电压，令α为0，希望

动态响应速度快，当|Vdc-Vdc_ref|<△H，令α大于0，α的选取范围为α∈[0.1,0.75]，目的是

减小稳态误差，增强系统的鲁棒性；

令e为电网电压；Ls、R分别为交流侧电感及其等效电阻；Vr为整流器交流侧电压的控制

律；i为输入电流；C为直流侧电容；RL为纯阻性负载；

单相PWM整流器交流侧的数学模型可以表述为：

假设系统采样频率为T，将(1)式改写为离散形式：

i(k)表示k采样时刻电流的采样值；e(k)表示k采样时刻电网电压的采样值；

i(k+1)表示在k采样时刻预测的k+1采样时刻电流；Vr(k+1)表示k+1采样时刻整流器交

流侧的控制律；

定义变量x(k)为k采样时刻电流采样值与参考值的误差如下：

x(k)＝i(k)-i*(k)                        (3)

根据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并基于单相PWM整流器电流采样值与电流参考值的误

差值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L(x(k))如下：

k采样时刻和k+1采样时刻系统的Lyapunov函数分别为：

相邻时刻的Lyapunov函数的增量ΔL(x(k))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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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根据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为了保证ΔL(x(k))<＝0令：

i(k+1)-i*(k+1)＝α[i(k)-i*(k)]                       (7)

综合式(2)和式(7)得到k+1采样时刻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Vr(k+1)如下：

(4)基于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PWM调制单元输出开关信号S(k)并作用开关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2)中，是将采样得到的直流电压Vdc与指令直流电压Vdc_ref的差通过PI调节，将直流

电压Vdc与指令直流电压Vdc_ref的差作为电压外环的输入，电压外环采用PI控制，PI调节

器输出得到参考电流的幅值,参考电流幅值与电网电压相位信息相乘得到参考电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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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换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单相电压型PWM整流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

换控制方法，属于电力电子变流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功率直流电源的需求量逐年上升，传统的不控和相控电源输

入电流谐波大，功率因数低对电网影响较大，而且电流响应慢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而电

压型PWM整流器能从根源上消除输入电流谐波，且具有单位功率因数，所以受到当前电力电

子领域的重点关注。

[0003] 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控制方法，当定义的变量α为零时，也就是传统的无差拍

控制，而无差拍控制依赖于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因此被控对象参数的准确性对控制性能

的影响较大，在单相PWM整流器应用时电感参数漂移、采样不精确等都可能使电流不稳定并

出现畸变，因此鲁棒性较差；当定义的变量α不为零时系统的稳态控制性能较好，鲁棒性较

强，但是存在动态响应速度慢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控制策略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

换控制方法。该方法基于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得到控制律，结合了无差拍控制优点、模

型预测控制的“前馈-反馈”特点，具有动态响应速度快、控制性能好、鲁棒性强等优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换控制方法，该控制方法在动态响应阶段和稳态

阶段选取不同的定义变量α，然后通过PWM调制输出开关信号；具体包括：(1)采样得到电网

电压e、输入电流i、直流侧电容C两端电压Vdc；(2)电压外环采用PI控制，得到参考电流i*；

(3)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得出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根据变换器状态选取不同的α参

数；(4)经过PWM调制单元输出开关信号S(k)并作用开关管。

[0007]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利用锁相电路得到电网电压的过零点，DSP根据电网电压

的过零点实时计算电网周期，并以此更改控制周期，同时根据电网电压的过零点计算电网

电压值e，并转换为数字信号；用电流霍尔传感器采样输入电流值i、采用分压法采样整流模

块直流侧电容C两端的直流电压值Vdc，并转换为数字信号。

[0008]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是将采样得到的直流侧输出电压Vdc与指令直流电压

Vdc_ref的差通过PI调节，将输出直流电压Vdc与指令直流电压Vdc_ref的差作为电压外环

的输入，电压外环采用PI控制，PI调节器输出得到参考电流的幅值,参考电流幅值与电网电

压相位信息相乘得到参考电流i*。

[0009]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根据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

为 据此得到在k+1时刻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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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一个稳态误差值△H ,当|

Vdc-Vdc_ref|>△H时，令α为0，希望动态响应速度快，当|Vdc-Vdc_ref|<△H，令α大于0，α的

选取范围为α∈[0.1,0.75]，目的是减小稳态误差，增强系统的鲁棒性。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单相电压型PWM整流器交流侧输入电流纹波低，系统可实现单位功率因数运行；

[0012] 2、系统动态响应速度快；

[0013] 3、系统鲁棒性好。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单相PWM整流器的新型控制方法示

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电流内环闭环传递函数G(z)随α变化的Bode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控制收敛速度ρ与α的关系图。

[0017] 图4是应用本发明的基于Lyapunov离散函数的切换控制交流侧电压电流仿真波形

[0018] 图5是应用本发明的基于Lyapunov离散函数的切换控制直流侧输出电压仿真波

形。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的

实施和保护不限于此，需指出的是，以下若有未特别详细说明之处，均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参照现有技术实现或理解的。

[0020] 本实例的一种基于离散Lyapunov函数的切换控制方法，主要步骤如下：

[0021] (S1)利用锁相电路得到电网电压的过零点，DSP根据电网电压的过零点实时计算

电网周期，并以此更改控制周期，同时根据电网电压的过零点计算电网电压值e，并转换为

数字信号；

[0022] (S2)利用电流霍尔传感器采样输入电流值i、采用分压法采样单相电压型PWM整流

模块直流侧电容C两端的直流电压值Vdc，并转换为数字信号；

[0023] (S3)将输出直流电压Vdc与指令直流电压Vdc_ref的差作为电压外环的输入，电压

外环采用PI控制，PI调节器输出得到参考电流的幅值,参考电流幅值与电网电压相位信息

相乘得到参考电流i*；

[0024] (S4)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得出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根据变换器状态选取

不同的α参数；具体如下所述：

[0025] A)e为单相交流电压；Ls、R分别为交流侧电感及其等效电阻；Vr为整流器交流侧电

压；i为整流器交流侧电流；C为直流侧电容；Vdc为直流侧输出电压；RL为纯阻性负载。

[0026] 单相PWM整流器交流测的数学模型可以表述为：

[0027]

[0028] 假设系统采样频率为T，将(1)式改写为离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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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i(k)表示k采样时刻电流的采样值；e(k)表示k采样时刻交流电压的采样值；i(k+

1)表示在k采样时刻预测的k+1时刻电流；Vr(k+1)表示k+1采样时刻整流器交流侧的电压。

[0031] B)定义变量x(k)为k采样时刻电流采样值与参考值的误差如下：

[0032] x(k)＝i(k)-i*(k)   (3)

[0033] 根据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并基于单相PWM整流器电流采样值与电流参考值

的误差值定义离散Lyapunov函数L(x(k))如下：

[0034]

[0035] k采样时刻和k+1采样时刻系统的Lyapunov函数分别为：

[0036]

[0037] 相邻时刻的Lyapunov函数的增量ΔL(x(k))为：

[0038]

[0039] C)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根据Lyapunov稳定性第二定理，为了保证ΔL(x(k))<

＝0令：

[0040] i(k+1)-i*(k+1)＝α[i(k)-i*(k)]   (7)

[0041] 图2所示为电流内环闭环传递函数G(z)随α变化的Bode图，图3为控制收敛速度ρ与

α的关系图。综合图2图3可以看出，α越大，稳态误差越小，单位阶跃响应的超调量越小，控制

收敛速度也越慢。因此选取一个稳态误差值△H,当|Vdc-Vdc_ref|>△H时，令α为0，希望动

态响应速度快，当|Vdc-Vdc_ref|<△H，令α大于0，根据Bode图建议α的选取范围为α∈[0.1,

0.75]，目的是减小稳态误差，增强系统的鲁棒性。

[0042] 综合式(2)和式(7)可以得到k+1采样时刻整流器交流侧的控制律Vr(k+1)如下：

[0043]

[0044] (S5)经过PWM调制单元输出开关信号S(k)并作用开关管。

[0045] 在步骤(S2)中，所述的输出直流电压(Vdc)采样采用电阻分压，并利用HCPL-7840

隔离，再经过运放调理使采样电压适应DSP采样端口的电压范围。

[0046] 作为优选，可选用德州仪器公司2000系列的DSP处理器进行算法计算。

[0047] 在步骤(S3)中，将输出直流电压(Vdc)与指令直流电压(Vdc_ref)的差作为电压外

环的输入，电压外环采用PI控制，PI调节器输出得到参考电流的幅值,参考电流幅值与电网

电压相位信息相乘得到参考电流i*。

[0048] 如图4所示，交流网侧电压e交流电流i同相位，输入功率因数高，近似为1；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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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由图5可以看出，系统动态响应速度快。

[0049]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对本具体实施例做

出各种修改或补充或者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但是这些改动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因

此本发明技术范围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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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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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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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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