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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

体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由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

和一台多相永磁发电机组成；模块化多电平逆变

器采用三相结构，每相由上下桥臂串联组成，每

个桥臂都是由n个子模块和1个滤波电感串联组

成；上下桥臂的滤波电感的连接点构成对应相桥

臂的输出端接入公共电网。每个子模块由三相

PWM整流器、电容、两个串联的IGBT管构成；多相

永磁发电机6n个三相绕组一一对应接入模块化

多电平逆变器的6n个三相PWM整流器的交流端；

三相PWM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端不仅与电容并联，

还与两个串联的IGBT管的两端并联。本发明具有

模块化的结构设计和良好的控制特性，易于实现

发电系统与电网之间的柔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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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相大功率发

电-变流一体化系统包括一台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和一台多相永磁发电机；模块化多电平

逆变器采用A、B、C三相结构，每相由上桥臂和下桥臂串联组成；每相上桥臂由n个子模块GM

和1个滤波电感依次串联组成，下桥臂由1个滤波电感和n个子模块GM依次串联组成，每相上

下桥臂的滤波电感串联，其连接点即为对应相上下桥臂的连接点，构成对应相桥臂的输出

端，输出端接入公共电网；A、B、C三相上桥臂的上端相互连接、A、B、C三相下桥臂的下端相互

连接、A、B、C三相上桥臂的上端与A、B、C三相下桥臂的下端构成直流侧母线；

所述每个GM子模块包括一个三相PWM整流器、一个电容、上下两个IGBT；其中，上IGBT的

发射极与下IGBT的集电极相连并构成子模块的正极输出端，上IGBT的集电极与电容C的正

极相连，下IGBT的发射极与电容的负极相连并构成子模块的负极输出端；上IGBT和下IGBT

的门极均接收外部设备提供的调制脉冲信号；电容C与三相PWM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端并联；

三相PWM整流器的交流端接多相永磁发电机的一个三相绕组；

所述多相永磁发电机具有6n个三相绕组，分别接入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中的6n个三相

PWM整流器的交流端；

所述控制方法包括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控制和多相永磁发电机控制两个部分；

所述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控制是指针对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中的每一相，进行以下控

制：

(1)计算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

检测该相桥臂中所有子模块的电容电压up_i，计算得到该相桥臂电容电压的平均值

Uave：

将该相桥臂电容电压的平均值Uave与 比较后，经过第一PI调节器得到环流参考值

检测该相上桥臂电流iup与该相下桥臂电流idw，并计算得到环流 将icir

与环流参考值 比较后经过第二PI调节器得到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

(2)计算并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将检测得到的直流侧母线电压Vjc与直流侧母线电

压额定值Vdc比较，其差值通过第三PI调节器控制，结果乘以与电网公共电压同步的正弦信

号，作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输出电流指令信号Iinf；

检测该相支路电流输出电流Iin，将Iin与Iinf比较，其差值经过第四PI调节器控制得到并

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

(3)将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与并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相加，所得到的结果通过载波

移相的方式获得该相各个子模块中的IGBT的脉冲控制信号；

所述多相永磁发电机控制是指针对多相永磁发电机的每一个三相绕组，进行以下有功

与无功控制：

检测该三相绕组的电流ia、ib、ic，再进行abc/dq变换得到id、iq，然后将id与系统给定有

功电流 进行比较，其差值带入到第五PI调节器，得到ud；将iq与系统给定无功电流 进行

比较，其差值带入到第六PI调节器，得到uq；再将ud、uq通过dq/abc反变换后得到参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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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f3,再将Uref3与三角波比较后得到脉冲信号，最后将该脉冲信号作为与该三相绕组所连接

的PWM整流器的上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PWM整流器的下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与上

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互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46，积分系数为95；所述第二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

0.53，积分系数为114；所述第三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积分系数为110；所述第四PI调

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3，积分系数为96；所述第五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积分系数为

110；所述第六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3，积分系数为96；所述系统给定有功电流 为

147A；所述子模块电容电压额定值up为600V。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的每条支路上桥臂投入子模块数与下桥臂投入子模块数之和为n，n的

取值参考如下公式：

其中：Vdc为直流侧母线电压额定值，up为子模块电容电压额定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子模块中电容的值为1100uF，所述滤波电感的值为1.5m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相永磁发电机的绕组采用双层、分数槽集中整距结构，转子为V型内置式永磁转子；

极对数P与槽数Z满足Z＝2P±1；每个三相绕组都采用Y型连接；转子磁钢采用钕铁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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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专利属于发电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

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全球能源供应这个角度来说，化石能源逐渐消耗已是事实。为了保持全球经济

可持续发展，如何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如何开发多种形式的能源，并将这些能源直接转化

成人类可以直接使用的电能是全人类即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发电机作为将热能、风能、潮汐

能等多种形式的清洁、可再生能源转换为电能的核心设备，在实现机电能量转换的过程中

起到关键的作用。发电机的应用领域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火电、核电、水电等领域，更多新

领域的应用对发电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在全电推进系统和风力发电的应用中，受输出电

压限制，需要发电机具备较低的端电压、较大的功率输出特性；电动车及多电飞机的应用

中，需要发电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有非常高的可靠性。针对具体的应用场合，研发出高效、

控制灵活、可靠性高的发电系统是工业及国防科技的必然选择。

[0003] 目前，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并网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拓扑结构：

[0004] 一种是不可控整流加可控逆变。这种并网拓扑结构的主要优点是控制比较简单。

但由于不可控整流无法实现对永磁同步发电机的有效控制，不能直接调节发电机的转矩、

不能调节无功功率，功率因数不可调；而且不可控整流必然会使发电机定子电流的谐波大

增，增加发电机的损耗，并引起较大转矩脉动，影响发电机组的使用寿命。

[0005] 另一种是采用“双PWM变流器”作为并网电路的拓扑结构，这种并网拓扑结构优势

在于可实现对发电机的有效控制。但是该拓扑结构也存在系统结构复杂、控制困难、全控型

器件数量较多、成本高、电机侧或网侧需采用大容量滤波器等不足。此外，该拓扑结构一般

需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压后才能实现并网，因此造成了系统结构的复杂及装置体积和成本的

大幅上升。受换流器容量限制等原因，使得其在较大型发电场并网中的应用并非最优方案。

[0006]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新的发电系统的并网结构及其控制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

流一体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具有模块化的结构设计和良好的控制特性。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包括一台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和一台多

相永磁发电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采用A、B、C三相结构，每相由上桥臂和下桥臂串联组

成；每相上桥臂由n个子模块GM和1个滤波电感依次串联组成，下桥臂由1个滤波电感和n个

子模块GM依次串联组成，每相上下桥臂的滤波电感串联，其连接点即为对应相上下桥臂的

连接点，构成对应相桥臂的输出端，输出端接入公共电网；A、B、C三相上桥臂的上端相互连

接、A、B、C三相下桥臂的下端相互连接、A、B、C三相上桥臂的上端与A、B、C三相下桥臂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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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直流侧母线；

[0010] 所述每个GM子模块包括一个三相PWM整流器、一个电容、上下两个IGBT；其中，上

IGBT的发射极与下IGBT的集电极相连并构成子模块的正极输出端，上IGBT的集电极与电容

C的正极相连，下IGBT的发射极与电容的负极相连并构成子模块的负极输出端；上IGBT和下

IGBT的门极均接收外部设备提供的调制脉冲信号；电容C与三相PWM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端并

联；三相PWM整流器的交流端接多相永磁发电机的一个三相绕组；

[0011] 将上桥臂的n个子模块GM依次记为GM1～GMn；上桥臂由n个子模块GM和1个滤波电感

依次串联组成，即GM1的正极输出端接直流侧母线的正极，处于中间的GMi的正极输出端与

GMi-1的负极输出端相连，GMi的负极输出端与GMi+1的正端相连，i＝2，3，…，n-1，GMn的负极输

出端与上桥臂滤波电感一端相连，另一端接下桥臂滤波电感的一端；

[0012] 将下桥臂的n个子模块GM依次记为GMn+1～GM2n；下桥臂由1个滤波电感和n个子模块

GM依次串联组成，即下桥臂滤波电感的一端与上桥臂滤波电感的一端相连，另一端与GMn+1

的正极输出端相连，处于中间的GMi的正极输出端与GMi-1的负极输出端相连，GMi的负极输出

端与GMi+1的正端相连，i＝n+2，n+3，…，2n-1，GM2n的负极输出端与直流侧母线的负极相连；

[0013] 所述多相永磁发电机具有6n个三相绕组，分别接入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中的6n个

三相PWM整流器的交流端。

[0014] 多相永磁发电机的绕组采用双层、分数槽集中整距结构，转子为V型内置式永磁转

子，具有较高的凸极率，能更好进行弱磁控制；极对数P与槽数Z满足Z＝2P±1，可获得较高

的绕组系数及较低的转矩波动，每个三相绕组都采用Y型连接；转子磁钢采用钕铁硼材料。

[0015] 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的每条支路上桥臂投入子模块数与下桥臂投入子模块数之

和为n，n的取值参考如下公式：

[0016]

[0017] 其中：Vdc为直流侧母线电压额定值，up为子模块电容电压额定值；

[0018] 所述子模块中电容的值为1100uF，所述滤波电感的值为1.5mH。

[0019] 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

体化系统为上述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其控制方法包括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

控制和多相永磁发电机控制两个部分；

[0020] 所述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控制是指针对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中的每一相，进行以

下控制：

[0021] (1)计算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

[0022] 检测该相桥臂中所有子模块的电容电压up_i(i＝1,2,…,2n)，计算得到该相桥臂

电容电压的平均值Uave：

[0023]

[0024] 将该相桥臂电容电压的平均值Uave与 比较后，经过第一PI调节器得到环流参考

值 检测该相上桥臂电流iup与该相下桥臂电流idw，并计算得到环流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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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r与环流参考值 比较后经过第二PI调节器得到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

[0025] (2)计算并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将检测得到的直流侧母线电压Vjc与直流侧母

线电压额定值Vdc比较，其差值通过第三PI调节器控制，结果乘以与电网公共电压同步的正

弦信号，作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输出电流指令信号Iinf；

[0026] 检测该相支路电流输出电流Iin，将Iin与Iinf比较，其差值经过第四PI调节器控制

得到并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

[0027] (3)将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与并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相加，所得到的结果通过

载波移相的方式获得该相各个子模块中的IGBT的脉冲控制信号；

[0028] 所述多相永磁发电机控制是指针对多相永磁发电机的每一个三相绕组，进行以下

有功与无功控制：

[0029] 检测该三相绕组的电流ia、ib、ic，再进行abc/dq变换得到id、iq，然后将id与系统给

定有功电流 进行比较，其差值带入到第五PI调节器，得到ud；将iq与系统给定无功电流

进行比较，其差值带入到第六PI调节器，得到uq；再将ud、uq通过dq/abc反变换后得到参考信

号Uref3,再将Uref3与三角波比较后得到脉冲信号，最后将该脉冲信号作为与该三相绕组所连

接的PWM整流器的上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PWM整流器的下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与

上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互补。

[0030] 所述第一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46，积分系数为95；所述第二PI调节器的比例

系数为0.53，积分系数为114；所述第三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积分系数为110；所述第

四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3，积分系数为96；所述第五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积分

系数为110；所述第六PI调节器的比例系数为0.53，积分系数为96；所述系统给定有功电流

为147A；所述子模块电容电压额定值up为600V。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2] 本发电-变流一体化拓扑具有模块化的结构设计和良好的控制特性，易于实现发

电系统与电网之间的柔性连接。在采用相同数目电力电子器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对不同

的功率和电压等级扩展，无需使用变压器就可直接应用于高压交流输电，在高压、大功率能

量转换系统中的应用前景可观。所述的控制方法包括直接电流控制，实现对发电机输出有

功与无功功率调节；支路电压的稳压控制与并网控制，保证整体稳定并网。具体具有以下优

点：

[0033] 1)结构模块化程度高，可充分利用标准化的电力电子器件，利于集成化，生产、安

装和调试等周期大幅缩短；

[0034] 2)无论是多相永磁发电机本体还是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都具有较强的容错特性，

系统运行的可靠性高；

[0035] 3)电力电子器件的开关频率相对较低，开关损耗小、谐波含量低，输出电压近似于

标准的正弦；

[0036] 4)通过调整标准化子模块的串联个数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电压和功率等级，可省去

传统意义上的变压器直接并网运行，在高压、大功率能量转换系统中的应用前景可观。

附图说明

[0037] 图1本发明拓扑结构及多相永磁发电机图；图1(a)为本发明拓扑结构图；图1(b)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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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永磁发电机图；

[0038] 图2支路稳压控制框图；

[0039] 图3并网控制图；

[0040] 图4多相永磁发电机有功与无功控制框图；

[0041] 图5为多相永磁发电机第i(1≤i≤6n)个三相绕组输出空载反电势波形；

[0042] 图6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输出三相电压波形；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多相大功率发电-变流一体化系统拓扑结构及子模块图，模块

化多电平逆变器采用A、B、C三相结构，每相由上桥臂和下桥臂串联组成，上桥臂由n个子模

块和1个滤波电感依次串联组成，下桥臂由1个滤波电感和n各子模块依次串联组成，两个滤

波电感的连接点构成对应相桥臂的输出端，输出端接入公共电网；A、B、C三相上桥臂的上端

相互连接、A、B、C三相下桥臂的下端相互连接，A、B、C三相上桥臂的上端与A、B、C三相下桥臂

的下端构成直流侧母线；所述子模块由三相PWM整流器、电容、上下两个串联的IGBT管构成；

三相PWM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端与电容并联，三相PWM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端还与上IGBT的集电

极和下IGBT的发射极并联，上IGBT的发射极与下IGBT的集电极连接点作为子模块的正极输

出端，下IGBT的发射极作为子模块的负极输出端。所述多相永磁发电机具有6n个三相绕组，

6n个三相绕组一一对应接入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的6n个三相PWM整流器的交流端。

[0045] 多相永磁发电机的绕组采用双层、分数槽集中整距结构，转子为V型内置式永磁转

子，具有较高的凸极率，能更好进行弱磁控制；极对数P与槽数Z满足Z＝2P±1，可获得较高

的绕组系数及较低的转矩波动，每个三相绕组都采用Y型连接；转子磁钢采用钕铁硼材料。

[0046] 图2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稳压控制方法：以A相为例：检测A相桥臂中所有子模块

up_i(1≤i≤2n)的电容电压，计算得到电容电压的平均值Uave：

[0047]

[0048] 桥臂电容电压的平均值Uave与直流侧母线电压的 比较后，经过第一PI调节器得到

环流参考值 检测A相上桥臂电流iup与A相下桥臂电流idw，并计算得到的环

将icir与环流参考值 比较后经过第二PI调节器得到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

[0049] 图3为并网的控制方法：将检测得到的直流侧母线电压Vjc与直流侧母线电压额定

值Vdc比较，其差值通过第三PI调节器控制，结果Ipref乘以与电网公共电压同步的正弦信号，

作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输出电流指令信号Iinf，以A相为例，Usa为A相电网电压有效值，检

测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A相支路电流输出电流Iin，将Iin与Iinf比较，其差值经过第四PI调节

器控制得到并网的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

[0050] 将稳压控制的参考量Uref1与并网控制的参考信号Uref2相加，所得到的结果通过载

波移相的方式获得该相各个子模块中的IGBT的脉冲控制信号。

[0051] 图4为多相永磁发电机有功与无功控制框图，以第i套三相绕组为例，检测三相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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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电流ia、ib、ic，再进行abc/dq变换得到id、iq，然后将id与系统给定有功电流 进行比

较，其差值带入到第五PI调节器，得到ud；将iq与系统给定无功电流 进行比较，其差值带入

到第六PI调节器，得到uq；再将ud、uq通过dq/abc反变换后得到参考信号Uref3,再将Uref3与三

角波比较后得到脉冲信号，最后将该脉冲信号送入到与该三相绕组所连接的PWM整流器的

上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PWM整流器的下桥臂开关器件的门极信号互补。

[0052] 图5为多相永磁发电机第i(i＝1,2,…，6n)个三相绕组输出空载反电势波形，由于

采用了Y型连接，3次及3次倍数谐波含量被消除；空载电动势的波形畸变率为8.4％，能够满

足工程要求。

[0053] 图6为模块化多电平逆变器输出三相电压波形，电压波动值为0.98％，满足国标要

求；三相供电时的电压偏差值为7.9％，满足国家对电压偏差的允许值。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6451531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106451531 B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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