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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器

(57)摘要

太阳能电动机控制器是一种电子装置，其具

有DC功率输入端子和输出端子，前者可以直接连

接至太阳能PV板，后者可以直接连接至单相或多

相AC电动机，无需能量储存子系统。所述控制器

能运行许多频率的电动机，并且能够与具有或不

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的太阳能PV板的多个电压

相接。所述控制器可以驱动水泵、HVAC、制冷、压

缩机运行、鼓风机、机床和许多其它应用中的电

动机；一些控制器应用可以调节成符合附连太阳

能板的可用功率的电动机速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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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感应、永磁AC电动机的变速最大功率点跟踪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包

括：

AC感应电动机；

至少一个光伏板，作为所述系统的唯一能量源；

DC-DC转换器，所述DC-DC转换器耦连成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接收功率并提供第二DC

电压；

变频电动机驱动器，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耦连成接收所述第二DC电压，并将AC功率

提供至所述AC感应电动机；以及

微控制器，所述微控制器配置成调整所述第二DC电压；

所述微控制器配置成控制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逐步地并且同时地提高所述AC功率

的电压和频率，直到所述AC感应电动机开始旋转；以及

其中，所述微控制器配置成通过检测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接收的电流的减小，检测

所述AC感应电动机已经开始旋转，并且当所述AC感应电动机已经开始使用最大功率点跟踪

固件提高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以优化功率输出时，同时将第二DC电压调整为预设

值；如果第二DC电压降低到阈值以下，所述微控制器降低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其

比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内使用的频率变化阶梯要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微控制器还配置成使

用所述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调节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以优化功率输出，从而调节

提供至所述AC感应电动机的AC功率的电压，所述AC功率的电压随频率一起提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AC感应电动机是分相

式电动机，并且所述AC功率包括耦连至所述AC感应电动机的主绕组的第一相AC功率和耦连

至所述AC感应电动机的起动绕组的起动相AC功率；

其中，所述第一相AC功率和所述起动相AC功率偏置在58度和68度之间或者在112度和

122度之间的相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

包括机器可读指令，所述机器可读指令调节所述第二DC电压以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获得

最大可能功率。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系统配置成检测所述

AC感应电动机的起动故障，并且当所述AC感应电动机未能起动时，关闭所述变频电动机驱

动器一段重试时间，以在所述重试时间之后重新尝试起动所述AC感应电动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系统配置成对起动所

述AC感应电动机的重新尝试计数，一旦计数到重试尝试的最大重试数目，则关闭所述变频

电动机驱动器延长的重试时间，并在所述延长的重试时间之后重新尝试起动所述AC感应电

动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AC感应电动机是三线

分相式电动机，所述AC功率包括第一相AC功率、第二相AC功率和第三相AC功率，所述第一相

AC功率耦连至所述三线分相式电动机的主绕组和起动绕组的共同连接点，所述第三相AC功

率耦连至所述三线分相式电动机的起动绕组，所述第二相AC功率耦连至所述三线分相式电

动机的主绕组，第二相AC功率的电压幅值等于第一相AC功率的电压幅值，并且具有180°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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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所述第一相AC功率和所述第三相AC功率偏置非零相移，在电动机起动阶段，第三相AC

功率具有比第一相AC功率和第二相AC功率更高的电压幅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太阳能电动机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非零相移在58度和68

度之间，一旦电动机开始旋转，起动绕组被断开，功率提供给主绕组以使电动机运行。

9.一种操作由限制DC电源供电的AC电动机的方法，所述限制DC电源提供第一DC电压，

所述方法包括：

将来自所述限制DC电源的功率变换成第二DC电压；

将来自所述第二DC电压的功率变换成施加到AC电动机主绕组上的AC电压作为第一AC

频率和第一AC电压；同时，向AC电动机的起动绕组施加一个起动相AC电压作为第二AC电压，

第二AC电压的幅值大于第一AC电压的幅值；

从低值朝运行电压和频率斜坡提高所述第一AC电压、第二AC电压以及第一AC频率，直

到所述AC电动机起动；

通过检测从所述限制DC电源接收的电流的减小，检测所述AC电动机的起动；

在所述AC电动机起动之后，起动绕组被断开，同时增大第一AC电压和第一AC频率，直到

达到最大频率或者直到达到所述第二DC电压下降时的频率；

检测第二DC电压降低到预定值以下，降低AC电动机电压的频率，降低的变化阶梯比最

大功率点跟踪机制内频率增大时的频率变化阶梯要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第一AC电压和第二AC电压相位相差58

度到68度之间或者112度到122度之间。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通过在所述AC电动机电压的频率增大时监

测所述限制DC电源的电压，确定所述限制DC电源的极限，并确定何时所述AC电动机电压的

频率的微小增加会触发所述限制DC电源的电压超过百分比电压降极限的百分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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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感应、永磁AC电动机的变速最大功率点跟踪的太阳能电

动机控制器

[0001] 相关申请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5年10月13日申请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240,979号的优先

权，其内容通过引用全部并入本文中。

背景技术

[0003] 在全世界各地，住宅和商业电动机负载都在增长。如果电网开发得好，则这些负载

施加到电网。如果电网过载或欠开发，或者甚至缺乏，则使用电网外的分布式能源发电以支

持额外的负载，所述分布式能源发电通常涉及汽油或柴油发电机、太阳能板或风力涡轮机。

[0004] 风力、太阳能系统均会遇到由例如天气的自然现象引起的输出的变化无常，这些

自然现象包括有风、无风、破坏性阵风、云、积雪、季节和日夜交替，出于此文档的目的，这些

功率称作时变功率。许多网外太阳能和风力系统通过使用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提供功率

以对电池或其它电能储存系统充电来克服这些问题；然后根据需要从储存系统汲取能量到

功率负载。

[0005] 电池和其它电能储存系统(例如水力发电抽水蓄能系统)费用高而且有时对环境

不友好。为了最小化储能要求，系统可以利用热惯性和重力，例如通过在时变功率可用时从

深井将水抽到储水罐、重力水箱或蓄水池，然后存水以用于以后使用。与网外分布式能源发

电关联的典型的电动机负载包括太阳能水泵(包括水力发电抽水蓄能)，太阳能供电的空调

和制冷和其它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只有在有充足的太阳辐射量或风以支持其运行时至少

一些电动机负载才活动，而当太阳能或风能不可用时，一些或所有负载都断开。

[0006] 适于以分布式太阳能发电操作的现有电动机负载的实例有 SQF(伊

利诺伊州迪凯特市(Decatur,Il)Grundfos  Pumps公司的商标)的井泵组件系列。这些泵组

件具有电子部分，所述电子部分配置用于直接连接至30到300伏直流的太阳能板并适于为

电动机提供电力，耦连所述电动机以驱动水泵。这些泵用来在来自太阳能板的时变功率可

用时从井中将水抽到储水罐、蓄水池或重力水箱，当没有可用功率或者储水罐、重力水箱或

蓄水池充满时则关闭这些泵。

[0007] 除了太阳能系统，风力涡轮机系统也具有时变输出，并且可以具有电动机负载。

发明内容

[0008] 一种系统，其具有AC感应电动机和至少一个光伏板。所述光伏板耦连成将功率提

供至DC-DC变换器，并提供总是比光伏板上的电压高的第二电压。所述第二电压提供至变频

电动机驱动器，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耦连成将功率提供至AC电动机。所述系统在微控制

器的控制下运行，所述微控制器调整所述第二电压并使用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调节所述变

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以针对特定的太阳能DC输入优化功率输出。

[0009] 在另一实施例中，一种操作由限制DC电源供电的AC电动机的方法，所述限制DC电

源提供第一DC电压，所述方法包括：将来自所述限制DC电源的功率变换成第二DC电压；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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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述第二DC电压的功率变换成第一AC频率和第一AC电压的AC电动机电压；将所述AC电动

机电压提供至所述AC电动机；检测所述AC电动机的起动；以及在所述AC电动机起动之后，增

大电压和所述AC电动机电压的频率，直到达到最大频率或者达到所述DC电源的极限。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包括一组太阳能板、电动机负载和控制器的系统的框图，所述控制器适于从

所述太阳能板接收功率并驱动电动机。

[0011] 图2是图1的控制器的实施例的详细图。

[0012] 图3图解说明运行电压相对频率的曲线。

[0013] 图4图解说明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的运行电流和太阳能板的电压。

[0014] 图5是图解说明微控制器118固件的操作的流程图。

[0015] 图6是传统的电容器启动3线电动机控制系统的示意图示。

[0016] 图7是配置用于起动和运行3线电动机的分相式电动机驱动逆变器的示意图示。

[0017] 图8是图解说明在图7的系统中施加电压的波形图。

[0018] 图9是配置用于起动和运行3线感应电动机的替代性分相式电动机驱动逆变器的

示意图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系统100(图1)具有太阳能光伏电源，其包括一个或多个光伏板102、控制器104和

电动机负载106。光伏电源的太阳能板以串联、并联或串-并联耦连以提供第一电压的DC(直

流)输出108。此第一电压在控制器104中在DC-DC电压变换器110处接收以提供便于操作控

制器104的其它部件的第二电压112的功率，在特定的实施例中，DC-DC变换器110是升压变

换器，然而，在替代性实施例中，使用降压-升压或其它变换器配置。

[0020] 控制器还具有DC供电的变频AC电动机驱动器(VFD)114，其被耦连以从DC-DC变换

器110接收第二电压的功率，并将第三电压的单/多相AC驱动功率116提供至电动机负载

106。在特定的实施例中，VFD  114具有正弦波输出。DC-DC变换器110和VFD  114两者在微控

制器118的控制下操作。通常提供滤波电容器120以降低电压纹波，并有助于第二电压112的

浪涌电流。

[0021] DC-DC变换器110将从太阳能板102接收的功率变换成滤波电容器120上的调整的

预定DC链接电压，以适合VFD  114的操作。在一个实施例中，当系统100正在运行时，DC-DC变

换器110由微控制器118控制以用太阳能板102的最大功率点的第一电压108操作，DC-DC变

换器110的输出为用于操作VFD  114的适当电压。

[0022] VFD  114将DC功率变换成适合电动机106的变速电动机驱动电压和频率的AC电压

116，电动机驱动电压和频率由微控制器118根据从太阳能板102可用的功率确定。

[0023] 微控制器118感测太阳能板102上的电压和电流，并建立VFD  114的频率参考，使得

通过执行存储器122中的固件，根据“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法最大化来自太阳能PV板

102的功率传输，其中，VFD的操作频率在从太阳能板102获得的功率很少时从额定电动机运

行频率降低，以节约功率，在从太阳能板102可获得全功率时提高到额定电动机运行频率。

[0024] 微控制器118在存储器122中有包含电动机相电压-频率运行曲线的表，其基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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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频率确定相输出116RMS电压值。因此，变速驱动器输出上的频率和电压均是可变的并在

微控制器118的控制下，以便最大化针对各种太阳能条件的功率传输。预计对一些电动机负

载，例如正位移泵，电动机和电动机负载的低速运行比相同电动机和泵负载的高速运行消

耗的功率少。在特定实施例中，微控制器118也具有另外的控制输入，例如水箱液位传感器

或恒温器，以允许在需要或期望电动机运行时运行，当不需要电动机运行时关闭电动机运

行，以避免可能由于例如储水箱溢出引起的损坏。

[0025] 微控制器118还感测第二电压以便调整从太阳能板102汲取的DC-DC变换器110输

出电压和功率，使得从太阳能板汲取最大功率。在一些实施例中，微控制器118还配置有用

于VFD  114和电动机106的最大电动机驱动频率，并且微控制器118相应地限制参考频率和

DC-DC变换器运行，即便这会造成从太阳能板汲取比本来可获得的要少的功率。

[0026] 参照图2，电流传感器CT位置靠近连接器152以旨在耦连至板102，以便测量由板

102提供的电流-电流Ipv，并将测量值提供至微控制器118。二极管D被定位成如果板102的

极性反向，则自动使PV板短路。提供电容器C1以衰减太阳能PV板上的电压纹波，同时由太阳

能板提供的电压Vpv也由微控制器118监测。通过将Ipv和Vpv测量值相乘，确定从太阳能板

102吸收的功率。

[0027] 在一个实施例中，DC-DC变换器是升压变换器，其包括功率电感器(L)和两个功率

开关Q1和Q2，其连接成在使用由微控制器118提供的脉冲宽度和脉冲速率调制信号Sboost

的控制运行时提供升压能力。升压电压在电容器组122中滤波，由微控制器118测量第二电

压DC电平-Vdc。

[0028] DC链接电压给VFD  114提供输入，VFD  114可以有另外的电压变换装置，在特定的

实施例中是单相或三相开关驱动器，其具有2个或6个功率开关，由来自微控制器118的信号

SVFD控制。VFD  114的运行使得在变速驱动器输出端子154的输出提供变频和电压AC波形，以

提供至AC电动机106。

[0029] 微控制器118在驻存在存储器122中的固件的控制下运行。在特定实施例中，固件

包括起动例程，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运行例程和关机例程。参照图1、图4和图5，这些包

括：

[0030] 1.起动例程

[0031] 在给控制器加电，检查基本功能之后(步骤302)，微控制器118检查从PV板102接收

的Vpv电压，并且只有在所述电压比存储器122中记录的预定最小起动电压高时，才继续起

动例程。如果Vpv电压低于最小值，则等待Vpv超过最小值。

[0032] 一旦达到最小起动电压，微控制器118设置VFD  114将产生的初始正弦波的频率

(步骤304)。微控制器118然后通过频率使用图3显示并存储在存储器122中的电压-频率曲

线(V-f曲线)确定正弦波的幅值(相RMS电压)。存储器122在实施例中包括一个或多个只读

存储器、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或电可擦除可重写只读存储器，并且根据需要对于使用的特定

的电动机106类型确定V-f曲线。V-f曲线并不从零开始，而是具有电压偏置(Vmin)，对于最

小频率值有最小的相RMS电动机电压。

[0033] -微控制器118通过信号SVFD将确定的频率和电压提供至VFD  114，起动系统104的

运行。结果，频率为f1、幅值相RMS电压为V1的AC提供至电动机106。

[0034] -微控制器118然后通过反馈传感器信号Ipv(太阳能PV电流)检查太阳能PV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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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06)，如果Ipv较前一读数值减少特定百分比(x％)(Ipvnew<Ipvold*x％)，则指示电

动机106已经开始旋转。在特定实施例中，x％为10％。另一方面，如果PV电流传感器上的新

读数(Ipv)不小于前一读数值的预定百分比x％，则确定电动机106还未起动，所以继续通过

将VFD  114的运行频率提高到f2(步骤304)，并相应地将运行相电压提高到另一相电压V2的

另一步骤。百分比值x％(识别起动的阈值)是自适应的，随AC电动机和负载的功率水平变

化。

[0035] -在替代性实施例中，不是观察Ipv的下降以验证电动机适当开始旋转，微控制器

118则是用电动机速度传感器(未示出)直接观察电动机旋转。在实施例中，电动机速度可以

包括磁铁和感测线圈、齿轮、LED、光传感器、齿轮和磁阻传感器、惯性开关或本领域已知的

任何其它旋转传感器。

[0036] -当微控制器118通过信号SVFD将VFD  114的频率提高到f2以在变速驱动器输出端

子116上提供具有适当的电压幅值V2的正弦波频率f2。

[0037] -微控制器118通过反馈信号Ipv继续提高VFD  114的频率和电压，并一直检查太阳

能PV电流，直到Ipv传感器显示新太阳能PV电流值小于初始或前一值的特定百分比x％，这

意味着电动机开始旋转，或者电动机速度传感器检测到充分的旋转，110过渡到MPPT常规模

式。

[0038] -如果太阳能PV电流(Ipv)从一个频率阶梯到另一频率阶梯没有降低某值的特定

百分比x％，并且频率达到存储器122中存储的最大值，(对于每种电动机类型，最大频率是

已知的)，然后电动机还没有开始旋转，则停止操作VFD  114，并在预定的暂停时间之后再次

尝试起动例程。这使得一些高起动负载，例如由HVAC或制冷系统中的加压制冷剂产生的负

载，或井泵后的全输出水柱消散。

[0039] 2.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常规模式

[0040] -一旦微控制器118得出电动机已经起动的结论，则DC-DC变换器通过信号Sboost

调整第二电压112为预设值Vset(步骤308)，信号Sboost直接控制AC/DC电动机驱动器114的

功率开关Q3-Q8。

[0041] -DC链接调整意味着DC-DC变换器110通过改变升压电路(图2)的功率开关Q1和Q2

的运行占空比，调节DC链接的电压值直到其达到期望值Vset。

[0042] -信号反馈Vdc为微控制器118测量第二电压112的值。

[0043] -如果Vdc反馈值低于Vset值，则DC-DC变换器的占空比提高Sboost信号的值，以提

高DC链接的电压值，直到DC-DC变换器的占空比达到其最大值

[0044] -在DC-DC变换器110调整DC链接电压为预设值Vset并小于最大频率(如由存储器

122中的值确定的)时，存储器122中的MPPT算法在微控制器118上执行以对于VFD  114提高

电动机频率，这涉及基于图3的电压-频率曲线相应地提高相RMS电压。这样，微控制器118将

从光伏板汲取的当前功率与从光伏板汲取的之前的功率进行比较(步骤310)。如果功率提

高，则微控制器增大变频驱动器114的频率和电压(步骤312)，如果由于太阳能板102的功率

限制功耗还没增大，则微控制器降低变频驱动器114的频率和电压(步骤314)。

[0045] -通过提高由VFD生成的AC功率的频率和电压，电动机被构造成以更快的RPM旋转，

这提高VFD  114和电动机106的功耗，从而提高从太阳能板102汲取的功率。

[0046] -频率增加是逐步进行的，其中，第一阶梯202针对由微控制器110设置的电动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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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f1)，以频率1运行的电动机106对应于在点202运行的图4所示的太阳能PV功率(太阳能

电流I1和电压V1)。

[0047] -微控制器118然后提高由VFD  114生成的电动机功率116的频率(f2)，较高频率的

下一运行点示于图4的点204，其具有较高的太阳能PV电流(I2)但较低的太阳能PV电压V2。

限制VFD的频率增大，以不超过特定电动机和负载的最大额定频率。

[0048] -如果微控制器118一直提高电动机频率，则存在从太阳能PV板获得的功率(Power

＝I  x  V)为其最大值的一个点，这示于图4的点206。通过此算法找到的最大功率点随着照

射量显著变化。

[0049] -如果频率一直增大(电动机旋转得更快，并需要更多的功率)，则当达到最大功率

产出时，太阳能PV板102的功率输出开始下降，相比电流增大电压降低得更快(图4所示点

208处的V-I曲线特征)，原因是太阳能PV板不能提供电动机以该速度或更高速度运行必需

的功率。

[0050] -结果，DC链接电压降低，原因是板不能提供足够的功率以保持DC链接电压，

[0051] -一旦微控制器感测到DC链接电压降低(步骤316)，则其将VFD上的频率降低回较

低的频率阶梯，以便使得dc-dc变换器重新获得DC链接电压调整。

[0052] -一旦建立DC链接电压调整，并且微控制器118感测其在所需极限内，则MPPT算法

开始再次为VFD  114提高频率，以便提高电动机106的旋转速度。如果DC链接电压值下降到

低于阈值Vfdrop，则微控制器立即将运行频率降低预定的频率降低值f2，其比最大功率点

跟踪机制内使用的频率变化(阶梯)要大得多。如果此频率降低阶梯f2不使得DC链接电压恢

复到阈值Vfdrop以上，则微控制器118将运行频率降低另一f2，直到DC链接电压变成高于阈

值Vfdrop。

[0053] 3.停止例程

[0054] 在常规模式运行中，微控制器118时刻检查着太阳能PV板102两端的电压(Vpv信

号)。如果Vpv的值下降超过存储器122中的功率下降极值，达到预定值Vd(存储在微控制器

的存储器中)，则微控制器118得出结论电动机应当停止旋转，并关断VFD  114的运行(步骤

318)，等待对电动机和由电动机114驱动的负载适当的特定时段(步骤320)，进入起动例程。

[0055] -如果此起动-停止事件连续出现几次(尝试次数的预定极限存储在微控制器的存

储器中)，则微控制器得出结论太阳板上没有可用的足够的太阳能量以运行电动机，则在更

长的等待时间Wsun内变成空闲。在等待Wsun之后，如果太阳能板上有指示白昼条件的可用

的最小电压，则控制器通过返回起动例程重新尝试起动。

[0056] 在特定实施例中，电动机106是三相电动机，变频电动机驱动器114提供三相交流

电以驱动电动机106；在替代性实施例中，电动机106是分相式电动机，其中，VFD  114给电动

机提供驱动相，将相移起动或运行功率提供至电动机106。在另一特定实施例中，电动机106

是具有一体电动机起动电路的单相电动机，所述起动电路包括起动电容器，VFD  114将单相

AC功率提供至电动机106。

[0057] 在特定实施例中，变频电动机驱动器114提供正弦输出以驱动电动机106。

[0058] 在替代性实施例中，用风力涡轮发电机系统代替图1的太阳能板102，关联的整流

器将DC功率提供至DC-DC变换器110；在此系统中，可以可选地提供风力涡轮转速传感器，作

为微控制器118和固件122的输入，微控制器118和固件122适于使用风力涡轮机速度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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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流和电压信息调节VFD  114，以便避免使风力涡轮机失速，优化给电动机106的功率传

输。

[0059] 在另一替代性实施例中，用由汽油、柴油、燃气涡轮机或蒸汽发动机(其可以是活

塞或涡轮机)驱动的发电机代替图1的太阳能板102；通常关联的整流器将由发电机产生的

任何AC整流，以将DC功率提供至DC-DC变换器110。在这种系统中，节气门输入提供至控制器

104，系统然后能够充当变比率电力传输。变比率电力传输有许多用处，尽管架构和许多运

行细节(包括DC电动机的使用)与目前描述的系统不同，美国海军运营变比率电力传输，替

代1918年到1947年的新墨西哥级、田纳西级和科罗拉多级战列舰的主发动机系统中的减速

齿轮。

[0060] 传统的分相式电动机系统400(图6)具有电容器起动控制器402和3线单相电动机

404，起动电容器406和控制继电器408在控制器402中。电动机404具有主绕组410和辅助起

动绕组412。控制继电器408在电动机起动期间将电容器406与起动绕组412串联连接至AC电

源414，与主绕组410并联。一旦电动机已经开始旋转，则控制继电器408断开电容器406和起

动绕组412。电容器406有效地在施加到主绕组410和起动绕组412的功率之间产生90度相

移。在一些但并非全部的传统电容器起动控制器中，提供分开的电容器Crun  409以允许在

电动机运行时使用一些起动绕组412以提高转矩，在这些控制器中，Crun通常具有比Cstart

明显更小的值，以帮助降低运行时电流和来自电动机起动浪涌电流的功率耗散。尽管使用

传统的电动机系统400相当常见，但其有缺点，其中就有在全运行频率，起动电动机要求有

非常高的浪涌电流和功率。参照图1-3描述的MPPT变频电动机控制系统用于下面讨论的图7

的实施例。

[0061] 在此布置中，可以写成：

[0062] Vaux＝VPhS-VPh1，其中，Vaux是起动绕组两端的电压    (1)

[0063] Vmain＝VPh2-VPh1.......................(2)

[0064] 如果已经选择PhS为辅助绕组功率，其充当起动绕组，只要电动机开始旋转则其将

关断(不再有电流通过)。

[0065] 除了使用辅助绕组起动3线电动机，电动机将以变频模式驱动，同时保持电压-/频

率(V/F)比恒定，其中，RMS是相电压，f是其频率，这在上面的段落中解释过。为了随意地以

V/f方式控制电动机，如等式3-5所示产生节点Ph1、Ph2和PhS上的电压波形：

[0066] VPh1＝Vdc/2+Vdc/2*duty1*sin(x) .......................(3)

[0067] VPhS＝Vdc/2+Vdc/2*duty2*sin(x-θ).......................(4)

[0068] VPh2＝Vdc/2+Vdc/2*duty3*sin(x-γ).......................(5)

[0069] 其中，所有三个波形都偏置Vdc/2，即输入DC电压的一半。而且，波形VPhS关于VPh1

移动角度θ，而波形VPh2关于VPh1移动角度γ。

[0070] 可以通过使用微控制器将PWM信号施加到VFD的开关器件来产生那三个电压波形。

[0071] 如果PhS是起动绕组功率，这意味着Ph2是主绕组功率，如上面的等式所示，主绕组

两端的电压是Vmain＝VPh2-VPh1，所以如果目的是在主绕组上具有最大幅值，则VPh2和

VPh1的电压波形应当幅值相等(duty  1＝duty3)，但方向相反(γ＝180°)。对于给定的输入

DC电压，主绕组的幅值也应当最大，所以有以下等式2：

[0072] Vmain＝VPh2-VPh1＝>Vmain＝Vdc*duty1*sin(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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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此外，辅助绕组上的电压波形关于主绕组应当接近90°，但幅值相同，其可以从等

式6导出：

[0074] Vaux＝Vdc*duty1*sin(x-90°) ..........(7)

[0075] 如果我们将等式7与等式1合并，我们得到VPhs的波形等式为：

[0076] Vaux＝VPhS-VPh1

[0077] ＝>VPhS＝Vaux+VPh1＝Vdc/2+Vdc/2*duty1*sin(x)+Vdc*duty1*sin(x-90°)

[0078] ＝>VPhS＝Vdc/2+Vdc*duty1*(sin(x-90°)+1/2*sin(x)) ..........(8)

[0079] 对于VPhS波形，须将等式8写成等式4的形式，这种转换类型称作“任意相移”转换，

其中，通常规则规定：

[0080] A*sinX+B*sin(X+Y)＝C*sin(X+Z) ..........(9)

[0081] 其中，系数C可以如下计算：

[0082] C＝sqrt(A2+B2+2*A*B*cos(Y)) ..........(10)

[0083] 角度Z可以如下计算：

[0084] Z＝atan(B*sin(Y)/(A+B*cos(Y))) ..........(11)

[0085] 使用等式10和11，可以从等式4求解未知数duty2和θ，得到：

[0086] duty2＝2.23*duty1

[0087] angleθ＝63°。

[0088] 现在，图7上显示的3相逆变器的电压波形可以表示成：

[0089] VPh1＝Vdc/2+Vdc/2*duty*sin(x) .......................(12)

[0090] VphS＝Vdc/2+Vdc/2*2.23*duty*sin(x-63°) .......................(13)

[0091] VPh2＝Vdc/2+Vdc/2*duty*sin(x-180°) .......................(14)

[0092] 其中，duty是对于AC电动机的变频运行，相rms电压和频率的V/f比率。

[0093] 图7是频率可控的分相式DC-AC变速电动机驱动逆变器450的示意图示，其配置成

由单端DC电源452起动并运行3线分相式电动机。交替驱动正Ph2功率开关器件454和负Ph2

功率开关器件456，以提供第2相(Ph2)AC信号458以驱动3线分相式电动机462的主绕组460。

类似地，交替驱动分开的正Ph1功率开关器件464和负Ph1功率开关器件466，以提供第1相

(Ph1)AC信号468以驱动与起动绕组470的第一端和3线分相式电动机462的主绕组460的第

二端连接的共同连接。最后，交替地驱动分开的正PhS功率开关器件474和负PhS功率开关器

件476以提供偏置第3相(PhS)AC信号478以驱动与3线分相式电动机462的起动绕组470的第

二端连接的连接。

[0094] 在起动运行中，操作频率可控的分相式DC-AC变速电动机驱动逆变器450，以提供

如图8中所示的波形。在特定实施例中，功率开关器件454,456,464,466,474,476不只是开

关晶体管，而是使用适于提供正弦波形的高频开关变换器技术的双向功率传输器件。操作

正功率开关器件454和负功率开关器件456以给主绕组460的Ph2连接提供起动频率的正弦

波490，同时操作正功率开关器件464和负功率开关器件466以给主绕组460的Ph1连接提供

起动频率的正弦波492。为了使电动机开始旋转，操作正PhS功率开关器件474和负PhS功率

开关器件476以给起动绕组470的PhS连接提供具有可控相位偏置496的起动频率的正弦波

494。一旦电动机开始旋转，则正功率开关器件474和负功率开关器件476被关断以断开起动

绕组470，同时驱动正功率开关器件454、464和负功率开关器件456、466继续将功率提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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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绕组460以使电动机运行。

[0095] 在特定实施例中，在起动期间，相移496配置成使起动绕组电压PhS494、478滞后负

驱动电压Ph1  468、492为63度以实现最优效率。

[0096] 图9是配置成起动并运行3线感应电动机的替代性分相式逆变器的示意图示。此实

施例使用一对DC电源502、504以给正功率轨552和负功率轨554提供有效的中性连接506。这

些DC电源之一502是之前讨论的DC链接电压，另一DC电源504是高频开关DC-DC变换器或由

DC电源502驱动的电荷泵。

[0097] 中性点506取代图7的Ph1  468。正功率开关器件510和负功率开关器件514配置成

驱动Ph2线518以驱动电动机的主绕组520，这与图7的实施例不同，图7中，AC电动机驱动相

458、468、478在零和高DC电压之间摆动，在此实施例中，AC电动机驱动相518和522关于中性

点506在正和负之间摆动。正功率开关器件512和负功率开关器件516配置成驱动PhS线522

以驱动电动机的辅助或起动绕组524。在一些实施例中，正功率开关器件512和负功率开关

器件516直接耦连至起动绕组524。在此实施例中，正电源552耦连至正功率开关器件510、

512，负电源554耦连至负功率开关器件514、516。

[0098] 图7和图9的变频电动机驱动器在控制器118(图1)的控制下操作功率开关器件

454,456,464,466,474,476,510,512,514,516，控制器118提供变频和变压操作，并允许控

制关于Ph1  468、494、518，Ph2  458、490、506和PhS  478、494、522之间的相位关系。由于Ph1

和PhS之间的相位关系由控制器直接合成，不是通过电抗装置例如起动或运行电容器(图6)

的电压降，所以这种相位关系对于快速起动和有效功率运行是可优化的。

[0099] 在一个实施例中，控制器118的存储器中的偏置DPhase  123(图1)加入到主绕组输

出Ph2的电流相位，以提供VphS的电流相位；这些电流相位用来合成正、负驱动功率开关器

件的脉冲，所述脉冲驱动输出VPh2,VPh1和VPhS。

[0100] 参照图7、图8和图9讨论的实施例以起动频率开始电动机运行，所述起动频率明显

低于满载最大功率运行频率。一旦电动机已经开始旋转，本系统使其运行频率和运行电压

斜坡上升，直到超过可用功率或者达到满载额定运行频率。如果超过可用功率，则根据此前

描述的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降低运行频率以节约功率。

[0101] 注意，辅助或起动绕组470、524(图7、图9)可以见证其绕组两端的电压比主绕组

460、520两端的电压有效地降低。这是因为主绕组460、520见证Ph2  458,506和Ph1  468,518

之间的电压相差180度，而辅助或起动绕组470,524见证Ph1  468,512和PhS  478,522之间的

有效AC电压由于PhS和Ph1之间的相位差不是180度而降低；在Ph2和PhS之间的相位差为零

时，电压差PhS-Ph1为最大值，但Ph2和PhS之间为180度相位差时，PhS与Ph1一致，电压差

PhS-Ph1达到零。我们发现尽管使用传统的90度相位差起动三线电容器起动电动机；但其它

相位差可以带来更好的运行，原因是更大的电压出现在起动绕组两端。具体地，在通过在全

电压、PhS超前Ph1大约117度(等效于PhS滞后Ph2  63度)的相位差有效地驱动PhS来起动和

运行这些电动机时，在DC电源452,502,504可以使用较低的DC电压，在Ph2,Ph1和PhS可以使

用相应较低的AC电压。在实施例中，PhS滞后Ph1  58度到68度之间，或者PhS超前Ph2  112度

到122度之间，以在辅助或起动绕组两端提供更高的有效电压，同时仍与Ph2充分地偏置以

允许电动机起动。目前的控制器允许对起动绕组PhS上的相位进行固件调节，以在起动绕组

两端提供这样的更高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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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出于此文档的目的，固件是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机器可读指令的排序序列，提供机

器可读指令以适应微控制器执行特定的任务，例如通过调节由变频电动机驱动汲取的功率

并通过调整第二DC电压跟踪光伏板的最大功率点。

[0103] 组合

[0104] 本文中描述的系统的特征可以各种方式组合。发明人预料到的特征的组合为下面

列出的这些组合。

[0105] 命名为A的系统包括：AC电动机；至少一个光伏板；DC-DC转换器，所述DC-DC转换器

耦连成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接收功率并提供第二DC电压；变频电动机驱动器，所述变频

电动机驱动器耦连成接收所述第二DC电压，并将AC功率提供至所述AC电动机；以及微控制

器，所述微控制器配置成调整所述第二DC电压，并使用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以调节所述变

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以优化功率输出。

[0106] 命名为AA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控制器还配置成调节提供至所

述AC电动机的AC功率的电压。

[0107] 命名为AB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或AA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控制器配置成调节提供至

所述AC电动机的AC功率的电压，其中，所述AC功率的电压随所述AC功率的频率线性增长。

[0108] 命名为AD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控制器具有固件，所述

固件适于逐渐地提高所述第二DC电压和所述AC功率的频率，直到所述AC电动机开始旋转，

并且其中，所述微控制器通过检测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接收的电流的变化识别所述AC电

动机已经开始旋转。

[0109] 命名为AE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AD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

包括机器可读指令，所述机器可读指令逐步地改变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同时搜

索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接收的最大可能功率，同时调整所述第二DC电压电平为与所述变

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成比例增大的电压。

[0110] 命名为AE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AD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最大功率点跟踪固件

包括机器可读指令，所述机器可读指令调节所述第二DC电压以从所述至少一个光伏板获得

最大可能功率，同时所述固件包括调节所述变频驱动器的运行频率的机器可读指令。

[0111] 命名为AF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AD、AE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最大功率点跟踪

固件包括机器可读指令，所述机器可读指令适于监测所述第二DC电压，并且如果所述第二

DC电压降低到预定阈值以下，则降低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器的频率。

[0112] 命名为AG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AD、AE、AF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系统配置成检

测所述AC电动机的起动故障，并且当所述AC电动机未能起动时，关闭所述变频电动机驱动

器一段重试时间，以在所述重试时间之后重新尝试起动所述AC电动机。

[0113] 命名为AH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AD、AE、AF或AJ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AC功率包

括第一相AC功率和起动相AC功率，所述第一相AC功率耦连至所述AC电动机的主绕组，所述

起动相AC功率耦连至所述AC电动机的起动绕组，所述第一相AC功率和所述起动相AC功率偏

置非零相移。

[0114] 命名为AJ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H的系统，其中，所述非零相移在58度和68度之间或

者在112度和122度之间。

[0115] 命名为AK的系统包括命名为AA、AB、AD、AE、AF、AG、AH、AJ或A的系统，其中，所述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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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还包括与所述第一相AC功率相差180度相位的第三相AC功率，所述第三相AC功率耦连

至所述起动绕组和所述主绕组两者。

[0116] 命名为B的操作由限制DC电源供电的AC电动机的方法，所述限制DC电源提供第一

DC电压，所述方法包括：将来自所述限制DC电源的功率变换成第二DC电压；将来自所述第二

DC电压的功率变换成第一AC频率和第一AC电压的AC电动机电压；将所述AC电动机电压提供

至所述AC电动机；检测所述AC电动机的起动；以及在所述AC电动机起动之后，增大电压和所

述AC电动机电压的频率，直到达到最大频率或者达到所述DC电源的极限。

[0117] 命名为BA的方法包括命令为B的方法，其中，所述AC电动机电压包括第一相和起动

相AC，所述第一相和起动相相位相差58度到68度之间或者112度到122度之间。

[0118] 命名为BB的方法包括命令为B或BA的方法，其中，通过在所述AC电动机电压的频率

增大时监测所述DC电源的电压，确定所述DC电源的极限，并确定何时所述AC电动机电压的

频率的微小增加会触发所述DC电源的电压超过百分比电压降极限的百分比下降。

[0119] 一种操作由限制DC电源供电的AC电动机的方法，所述限制DC电源提供第一DC电

压，所述方法包括：将来自所述限制DC电源的功率变换成第二DC电压；将来自所述第二DC电

压的功率变换成第一AC频率和第一AC电压的AC电动机电压；将所述AC电动机电压提供至所

述AC电动机；检测所述AC电动机的起动；以及在所述AC电动机起动之后，改变所述AC电动机

驱动器的频率以搜索所述限制DC电压的最大功率点(MPP)。

[0120] 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限制DC电压由从包括以下的组中选择的

装置提供电源：光伏板和风力涡轮机。

[0121] 在不偏离上面的方法和系统的范围下可以对其进行变化。因此应当注意，上面的

描述中包含的以及附图中所示的主题应当在示意性而不是限制性意义上解读。以下权利要

求旨在覆盖本文中描述的所有通用和特定特征，以及对本方法和系统的范围的所有陈述，

按照文字方面可以说成是落入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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