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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

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该方法所研究的

系统包含直流侧电压源，三相全桥逆变电路，三

相LC滤波器，三相电网阻抗和三相电网。该方法

通过一次采样，注入频率与背景频率f相等的扰

动分量后再次采样，仅通过检测PCC点电压、电流

来估计背景谐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的大小，进而

用于逆变器自适应控制，提升并网系统稳定性，

同时不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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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应用该方法的并网逆变

器主电路拓扑结构包括直流侧电压源(10)、三相全桥逆变电路(20)、三相LC滤波器(30)、三

相电网阻抗(40)和三相电网(50)，所述直流侧电压源(10)与三相全桥逆变电路(20)连接，

三相全桥逆变电路(20)经三相LC滤波器(30)与三相电网阻抗(40)连接后接入三相电网

(50)；

其特征在于，定时对背景谐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进行在线辨识，即预先设定一个辨识

间隔时间T，辨识间隔时间T到，启动一次采样、扰动注入、二次采样、电网阻抗在线辨识：

具体的，一个背景谐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在线辨识周期的步骤如下：

步骤1，设逆变器并网处于稳定工作状态，对三相LC滤波器(30)电容的A相输出端电压

进行一次采样，记为PCC点A相电压UPCC_A1，对流过三相电网阻抗(40)的A相电流进行一次采

样，记为PCC点A相电流IPCC_A1；

步骤2，设电网中含有背景谐波，将该背景谐波的频率记为背景频率f，对步骤1中采集

得到的PCC点A相电压UPCC_A1，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

f的谐波电压矢量 其中U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的模值，θu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相角；对步骤1中采集得到的PCC

点A相电流IPCC_A1，在f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其中I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模值， 是未注入

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相角；

步骤3，在逆变器调制波信号上注入频率与背景频率f相等的扰动分量，对三相LC滤波

器(30)电容的A相输出端电压进行二次采样并记为二次PCC点A相电压UPCC_A2，对流过三相电

网阻抗(40)的A相电流进行二次采样并记为二次PCC点A相电流IPCC_A2；

步骤4，对步骤3中得到的二次PCC点A相电压UPCC_A2，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

析得到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其中U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

为f的电压矢量 的模值，θu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的相角；对步骤

3中得到的二次PCC点A相电流IPCC_A2，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注入扰动时

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其中I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模值， 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相角；

步骤5，将三相电网阻抗(40)的数值记为阻抗值Z，利用步骤2中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率

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和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步骤4中得到的注入

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和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计算阻抗值

Z,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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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为阻抗值Z的模值，δ为阻抗值Z的相角，Rg为阻抗值Z的阻性成分，Lg为阻抗值Z

的感性成分，j是虚数单位，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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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网质量分析及信号处理领域，尤其是涉及考虑背景谐波条件下，通

过谐波注入准确测量出电网阻抗的在线辨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在电力系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以及

新能源发电本地消纳能力有限，需要进行远距离输电，线路感抗增大。对于逆变器而言，较

大的线路阻抗会降低并网逆变器的稳定性，甚至会失稳。因此逆变器应具有在线估计电网

阻抗的能力。

[0003] 此外，由于电网所带负载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电网中除基波以外还含有丰

富的背景谐波。这些背景谐波使得传统的扰动注入的方法测量出现较大误差，甚至可能导

致电网阻抗估计错误。基于以上两点，在考虑背景谐波条件下如何准确测量出电网阻抗就

显得十分必要。

[0004] 目前，对于电网阻抗的在线辨识已有多篇学术论文进行研究，例如：

[0005] 1、题为“基于复数滤波器和非特征次谐波注入的电网阻抗估算方法”(《电网技

术》，2013年第10期2796～2801页)的文章。采用注入非特征次谐波，复数滤波器提取注入谐

波响应的电网阻抗估算方法，但是未考虑到电网中存在的背景谐波影响。

[0006] 2、题为“Grid  impedance  estimation  for  islanding  detection  and  adaptive 

control  of  converters”，A .Ghanem ,M .Rashed ,M .Sumner，M .A .Elsayes ,and 

I.I.I.Mansy,IET  Power  Electronics，2017:1279-1288(“基于电网阻抗估计的变换器孤

岛检测与自适应控制”，《IET学报电力电子期刊》，2017年网络发表)的文章，通过采样开关

频率级电压电流，利用开关管开通关断时的电路方程估算电网阻抗，虽然该方法可以忽略

电网中的背景谐波影响，但是需要高精度传感器采样，不利于工程应用。

[0007] 3、中国发明专利文献(公开号CN  110112776  A)于2019年8月9日公开的《考虑电网

背景谐波的并网逆变器电网阻抗的辨识方法》，提出了一种向电网中注入高频电压信号，使

用复数滤波器提取出高频谐波分量的方法来测量电网阻抗。虽然该方法考虑了电网中的背

景谐波影响，但是该发明是通过注入高频信号来忽略可能存在的较低频背景谐波的影响。

[0008] 综合以上文献，现有的技术存在以下不足：

[0009] 1、现有基于非特征次谐波扰动注入的电网阻抗估计方法，未考虑到电网中含有的

背景谐波的影响，有必要研究在背景谐波不可忽略的条件下电网阻抗估计方法。

[0010] 2、现有的考虑背景谐波影响的方法，采用的是高频次的谐波电压电流的注入、提

取和分析，避开背景谐波频率与注入频率之间的混叠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背景谐波频率

与注入频率交互时的阻抗估计方法。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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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电网中含有的背景谐波，并且不需要注入高频信号来估算电网阻抗。通过本方法估算

出的电网阻抗准确，并且可用于逆变器自适应控制，提升并网系统稳定性，同时不增加成

本。

[0012]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

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应用该方法的并网逆变器主电路拓扑结构包括直流侧电压源、三相

全桥逆变电路、三相LC滤波器、三相电网阻抗和三相电网，所述直流侧电压源与三相全桥逆

变电路连接，三相全桥逆变电路经三相LC滤波器与三相电网阻抗连接后接入三相电网；

[0013] 定时对背景谐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进行在线辨识，即预先设定一个辨识间隔时间

T，辨识间隔时间T到，启动一次采样、扰动注入、二次采样、电网阻抗在线辨识：

[0014] 具体的，一个背景谐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在线辨识周期的步骤如下：

[0015] 步骤1，设逆变器并网处于稳定工作状态，对三相LC滤波器电容的A相输出端电压

进行一次采样，记为PCC点A相电压UPCC_A1，对流过三相电网阻抗的A相电流进行一次采样，记

为PCC点A相电流IPCC_A1；

[0016] 步骤2，设电网中含有背景谐波，将该背景谐波的频率记为背景频率f，对步骤1中

采集得到的PCC点A相电压UPCC_A1，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

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其中U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的模值，θu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相角；对步骤1中采集得到的

PCC点A相电流IPCC_A1，在f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其中I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模值， 是未注入

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相角；

[0017] 步骤3，在逆变器调制波信号上注入频率与背景频率f相等的扰动分量，对三相LC

滤波器电容的A相输出端电压进行二次采样并记为二次PCC点A相电压UPCC_A2，对流过三相电

网阻抗的A相电流进行二次采样并记为二次PCC点A相电流IPCC_A2；

[0018] 步骤4，对步骤2中得到的二次PCC点A相电压UPCC_A2，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

叶分析得到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其中U2f是注入扰动时

频率为f的电压矢量 的模值，θu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的相角；对

步骤2中得到的二次PCC点A相电流IPCC_A2，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注入扰

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其中I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

量 的模值， 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相角；

[0019] 步骤5，将三相电网阻抗的数值记为阻抗值Z，利用步骤2中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率

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和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步骤4中得到的注入

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和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计算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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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Z,计算式如下：

[0020]

[0021] 其中，|Z|为阻抗值Z的模值，δ为阻抗值Z的相角，Rg为阻抗值Z的阻性成分，Lg为阻

抗值Z的感性成分，j是虚数单位，j2＝-1。

[0022]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1、本发明所述的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该方法通

过检测PCC点电压电流可以准确估计电网阻抗，进而用于逆变器自适应控制，提升并网系统

稳定性；

[0024] 2、本发明通过分析PCC点电压电流幅值相角特征，两次测量、计算谐波电压电流幅

值相角，解决了电网中可能一直存在的背景谐波对电网阻抗辨识的影响；

[0025] 3、本发明所述的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仅在现有

电力电子变换器系统的算法上进行改进，无需增加额外设备，如传感器等；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应用本发明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的并网逆

变器主电路拓扑图。

[0027] 图2为电网背景谐波对阻抗测量影响的对比分析图。

[0028] 图3为测量出来的电网阻抗Z的模值|Z|和阻抗角图。

[0029] 图4为图3中区域A的放大部分图。

[0030] 图5为电网阻抗Z的电感Lg部分和电阻Rg部分的测试图。

[0031] 图6为图5中区域B的放大部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施例进行具体的描述。

[0033] 图1是应用本发明的并网逆变器主电路的拓扑结构图，由图可见，该拓扑结构包括

直流侧电压源10、三相全桥逆变电路20、三相LC滤波器30、三相电网阻抗40和三相电网50。

[0034] 所述直流侧电压源10与三相全桥逆变电路20连接，三相全桥逆变电路20经三相LC

滤波器30与三相电网阻抗40连接后接入三相电网50。在图1中，Vdc为直流侧电压源10，Lf为

三相LC滤波器30桥臂侧电感，Cf为三相LC滤波器30滤波电容，r为三相LC滤波器30无源阻尼

电阻，Rg为三相线路阻抗40中的电阻，Lg为三相电网阻抗40中的电感，Grid为三相电网50。

[0035] 本实施例中主电路参数为：直流侧电压Vdc为800V，逆变器额定输出线电压为380V/

50Hz，逆变器额定功率为100kW，滤波电感Lf为0.56mH，滤波电容Cf及无源阻尼电阻r为

270uF/0.3Ω，三相电网阻抗中电感部分Lg＝0.1mH及电阻部分Rg＝0.1Ω。

[0036] 本发明所述基于频域减的背景谐波影响下电网阻抗在线辨识方法，定时对背景谐

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进行在线辨识，即预先设定一个辨识间隔时间T，辨识间隔时间T到，启

动一次采样、扰动注入、二次采样、电网阻抗在线辨识。在本实施例中，选择T为16个基波周

期周期T0。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1077375 B

6



[0037] 具体的，一个背景谐波影响下的电网阻抗在线辨识周期的步骤如下：

[0038] 步骤1，设逆变器并网处于稳定工作状态，对三相LC滤波器30电容的A相输出端电

压进行一次采样，记为PCC点A相电压UPCC_A1，对流过三相电网阻抗40的A相电流进行一次采

样，记为PCC点A相电流IPCC_A1；

[0039] 步骤2，设电网中含有背景谐波，将该背景谐波的频率记为背景频率f，对步骤1中

采集得到的PCC点A相电压UPCC_A1，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

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其中U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的模值，θu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相角；对步骤1中采集得到的

PCC点A相电流IPCC_A1，在f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其中I1f是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模值， 是未注入

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相角；

[0040] 步骤3，在逆变器调制波信号上注入频率与背景频率f相等的扰动分量，对三相LC

滤波器30电容的A相输出端电压进行二次采样并记为二次PCC点A相电压UPCC_A2，对流过三相

电网阻抗40的A相电流进行二次采样并记为二次PCC点A相电流IPCC_A2；

[0041] 步骤4，对步骤2中得到的二次PCC点A相电压UPCC_A2，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

叶分析得到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其中U2f是注入扰动时

频率为f的电压矢量 的模值，θu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的相角；对

步骤2中得到的二次PCC点A相电流IPCC_A2，在背景频率f的频率点做傅里叶分析得到注入扰

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其中I2f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

量 的模值， 是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的相角；

[0042] 步骤5，将三相电网阻抗40的数值记为阻抗值Z，利用步骤2中得到未注入扰动时频

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和未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步骤4中得到的注

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压矢量 和注入扰动时频率为f的谐波电流矢量 计算阻

抗值Z,计算式如下：

[0043]

[0044] 其中，|Z|为阻抗值Z的模值，δ为阻抗值Z的相角，Rg为阻抗值Z的阻性成分，Lg为阻

抗值Z的感性成分，j是虚数单位，j2＝-1。

[0045] 为例验证本发明的有效性，进行了仿真验证。

[0046] 图2为电网背景谐波对阻抗测量影响的对比分析图。由图2可见，用常规扰动注入

的方法测量电网阻抗，可以看出在不考虑背景谐波时，可以准确测量出电网阻抗；然而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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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出现背景谐波，导致测量电网阻抗发生突变，测量就会出现错误。

[0047] 图3为测量出来的电网阻抗Z的模值|Z|和阻抗角图，图4为图3中区域A的放大部分

图。如图3和图4可见，通过对背景谐波信息的测量，消除了背景谐波对阻抗辨识的影响，得

到的电网阻抗比较准确。

[0048] 图5为电网阻抗Z的电感Lg部分和电阻Rg部分的测试图，图6为图5中区域B的放大部

分图。由图5和图6可见，本发明方法还可以准确测量出电网阻抗中的感性成分和阻性成分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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