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585459.5

(22)申请日 2019.07.01

(71)申请人 中南大学

地址 410083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

路932号

(72)发明人 许国　徐健斌　粟梅　孙尧　王辉　

韩华　刘永露　但汉兵　熊文静　

柳张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理工正阳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639

代理人 邬晓楠

(51)Int.Cl.

H02M 1/42(2007.01)

H02M 1/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

流器控制方法，属于电力电子领域的高频开关电

源领域。所述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主要由主电

路和控制电路组成。本发明通过推导的第一占空

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空比，能够提高功率因

数；通过推导的第二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二占

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实现全范围零电压开

关ZVS，进一步提高功率因数；通过计算得到的第

一占空比、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去除

电流检测环节，提高效率；通过生成变频三角载

波，使电路工作在临界电感电流CRM模式，减小电

感电流的纹波；通过改进电路拓扑，用MOSFET代

替二极管，降低电流造成的电路通态损耗和环流

损耗。本发明能够提高整流器的效率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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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电压环通过采集直流侧电压Udc，直流侧电压Ud与参考值U*dc经过PI调节器比较，

得到调节系数D0；推导占空比计算公式，通过将调节系数D0代入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

空比D1；

步骤2：在DSP控制器中根据D0的值和实时电压值计算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te；再将额

外导通时间te的值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中去；通过第二占空比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D2；再把

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D2通过开关周期TS转换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再把额外导

通时间te加入到D2对应的关断时间中；

步骤3：通步骤2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后，再生成一个周期时间为tn＝t1+t2+te

的变频三角载波，把第一占空比D1对应的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再把生成的PWM波

形送到极性判断模块中实现对开关管(S1、S2)驱动：当交流电压为正时，驱动开关管S2，保持

S1的关断；当交流电压为负时，驱动开关管S1，保持S2的关断；

步骤4：通过步骤1推导的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空比，能够提高功率因数；通

过步骤2推导的第二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实现全范围零

电压开关ZVS，进一步提高功率因数；通过计算得到的第一占空比、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

时间能够去除电流检测环节，提高效率；通过步骤3生成变频三角载波，使电路工作在临界

电感电流CRM模式，减小电感电流的纹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实现方法为，

电压环通过采集直流侧电压Udc，直流侧电压Ud与参考值U*dc经过PI调节器比较，得到调

节系数D0；并通过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式(1)计算第一占空比D1：

其中D0是拟合占空比D1的幅值，k为整流器升压比Um/Udc，Um是输入电压的幅值，UDC为直

流电压，z＝sinωt，ω是输入电压角频率，t是时间，z0是泰勒展开点；当输出电压Udc大于参

考电压U*dc时，D0增大；当输出电压Udc小于参考电压U*dc时，D0减小；当输出电压Udc等于参考

电压U*dc时，D0不变。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

实现方法为，

在DSP控制器中根据D0的值和实时电压值来计算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再将额外导通

时间te的值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中去，即通过式(26)计算二占空比D2：

再把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D2通过开关周期TS转换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再

把额外导通时间te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对应的关断时间t2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实现方法为，

通过步骤2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后，再生成一个周期时间为tn＝t1+t2+te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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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载波，把D1对应的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再把生成的PWM波形送到极性判断模块

中实现对开关管(S1、S2)驱动：当交流电压为正时，驱动开关管S2，保持S1的关断；当交流电

压为负时，驱动开关管S1，保持S2的关断。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占空比计算公式式(1)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单位开关周期内CRM模式下MOSFET的驱动波形和电感电流波形，令输入电压Us(t)

为：

Us(t)＝Um  sinωt                               (3)

其中Um是输入电压的幅值；ω是输入电压角频率，t是时间；

当开关管S2处于导通状态，有：

Us(t)＝UL                                  (4)

其中UL是电感电压；

即：

公式(5)变换为公式(6)：

其中，iLP为电感电流峰值；D1为MOSFET导通占空比；TS为开关周期；

当开关管S2关断且电感电流未下降至0，有：

Us(t)＝UL+UDC                               (7)

即：

其中，D2为电感电流由峰值降至0的占空比，UDC为直流电压；

联立式(6)和(8)得：

已知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平均值iL_av和电感电流峰值iLP的关系为：

由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拓扑知，电感电流平均值iL_av即为输入交流电流is,将(6)和

(9)代入(10)得到：

从式(11)知，为使占空比D1为变化的值，使得交流电流iS和交流电压同频率同相位，在

(11)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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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为整流器升压比Um/Udc，D为常数，常数D的值通过公式(19)给出；

将式(12)代入(11)化简得：

由式(13)知，整流器中控制PWM波的占空比D1大小是按照式(12)变化，交流输入电流和

交流输入电压为同频同相的正弦波，能够实现整流器单位功率因数；

定义整流器为理想变换器，输入功率Pin等于输出功率PO，联立式(3)与式(13)得到：

即：

将式(15)代入到式(12)得：

由式(16)知，第一占空比D1的计算中不仅有除法，还有开方运算；所述除法运算及开方

运算实时运算起来需要不少时间，会使得控制电路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使用泰勒级数对式

(16)化简；

由泰勒级数展开的原理得到，函数f(x)在x＝x0的泰勒展开式为：

其中f(n)(x0)为f(x)在x0处的n阶导数；

令z＝sinωt，则式(12)可以写为：

将式子(18)在z＝z0处进行泰勒展开得：

为了简化运算，只取式(19)括号中的前两项，即：

式(20)是拟合占空比的表达式，其中调节系数

将式(20)代入式(11)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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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流器中，正半周期内输入功率为：

将式(3)、(11)代入(22)得到：

将式(20)代入(23)得到：

联立(21)(24)得到：

由(25)知，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PF值不仅与变压比k有关，而且还与泰勒展开点z0有

关；令其对z0的导数为0，得到该式子最佳泰勒展开点是z0＝0.866；

将z0＝0.866代入到式(20)得到：

上述公式(3)至公式(25)为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式(1)推导过程。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公式

(2)具体推导过程由公式(3)至公式(9)推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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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对图腾柱无桥功率因数校正PFC整流器进行控制的高效率全范围

ZVS变载波频率PWM控制方法，尤其涉及一种使用MOSFET代替二极管的图腾柱无桥PFC整流

器及用于对整流器进行控制的全范围ZVS变载波频率PWM控制方法，属于电力电子领域的高

频开关电源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需要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的电力电子应用场合，有着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并

希望有尽可能高的功率因数和尽可能小的输出电压纹波。如果功率因数太低，将会缩短电

池的寿命，交流侧的电网也会受到影响。对于整流器来说，高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求。功

率器件的零电压开关(ZVS)可以提高整流器效率。对于实现零电压软开关，在图腾柱无桥

PFC整流器中，增加额外导通时间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但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被克服。首先，

要增加额外导通时间，需要检测电流过零点，该环节有些复杂，而且也会导致效率降低；其

次，由于变压器漏感引起的占空比丢失在低压输入时特别严重。占空比丢失使得变换器在

正常变比时很难输出额定电压。通过提高变压器变比能够对占空比丢失进行补偿，但是这

会提高输出整流管的电压应力和原边的电流应力。因为耐压高的二极管有着更高的导通压

降，所以这会提高二极管导通损耗，同时原边开关管的导通损耗也会增大。为了降低副边整

流二极管的电压尖峰，需要额外的箝位电路。所以，在低压输入时移相全桥DC-DC变换器的

效率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移相全桥DC-DC变换器在低压输入高压输出场合是不适用的。

[0003] 一种运行在DCM模式的图腾柱无桥PFC电路在《图腾柱PFC变换器拓扑优化及控制

策略的研究》一文中被提出，文中采用泰勒级数对占空比的实时计算进行优化，使得功率因

数达到很高，并且DCM模式不存在ZVS问题。但是DCM模式也有缺点，因为该模式会有电流为

零的模态，所以该模式运行时电流纹波较大，每个开关周期电流峰值远远大于平均电流值。

[0004] 在采用CRM模式的情况下，功率因数会高一些。但它也有不少缺点：无法做到全范

围ZVS；需要有零电流检测环节；控制策略复杂。在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电力电子期刊】于2011年发表的文献“Totem-Pole  Boost  Bridgeless  PFC 

Rectifier  With  Simple  Zero-Current  Detection  and  Full-Range  ZVS  Operating  at 

the  Boundary  of  DCM/CCM”【在DCM/CCM边界运行、具有简单零电流检测和全范围ZVS的图

腾柱升压无桥PFC整流器】中，增加额外导通时间的图腾柱无桥PFC电路被提出，文中通过增

加额外导通时间的方法，实现全范围ZVS，提高了功率因数。但是该电路仍然有电流检测环

节，所以效率不够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电路电流纹波较大、需要电流检测环节、功率因数不够高等问题，本

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能够减小电

路的输入电流纹波，去除电流检测环节并提高效率，实现全范围零电压开关ZVS以提高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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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提高整流器的效率和可靠性。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所述图腾柱无桥PFC整

流器主要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通过推导的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空比，能

够提高功率因数。通过推导的第二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

实现全范围零电压开关ZVS，进一步提高功率因数。通过计算得到的第一占空比、第二占空

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去除电流检测环节，提高效率。通过生成变频三角载波，使电路工作

在临界电感电流CRM模式，减小电感电流的纹波。通过改进电路拓扑，用MOSFET代替二极管，

降低电流造成的电路通态损耗和环流损耗。本发明能够提高整流器的效率和可靠性。

[0008]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1：电压环通过采集直流侧电压Udc，直流侧电压Ud与参考值U*dc经过PI调节器

比较，得到调节系数D0。推导占空比计算公式，通过将调节系数D0代入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

第一占空比D1。

[0010] 电压环通过采集直流侧电压Udc，直流侧电压Ud与参考值U*dc经过PI调节器比较，得

到调节系数D0。并通过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式(1)计算第一占空比D1：

[0011]

[0012] 其中D0是拟合占空比D1的幅值，k为整流器升压比Um/Udc，Um是输入电压的幅值，UDC

为直流电压，z＝sinωt，ω是输入电压角频率，t是时间，z0是泰勒展开点。当输出电压Udc大

于参考电压U*dc时，D0增大；当输出电压Udc小于参考电压U*dc时，D0减小；当输出电压Udc等于

参考电压U*dc时，D0不变。

[0013] 作为优选，占空比计算公式式(1)推导过程如下：

[0014] 根据单位开关周期内CRM模式下MOSFET的驱动波形和电感电流波形，令输入电压

Us(t)为：

[0015] Us(t)＝Um  sinωt   (2)

[0016] 其中Um是输入电压的幅值；ω是输入电压角频率，t是时间。

[0017] 当开关管S2处于导通状态，有：

[0018] Us(t)＝UL   (3)

[0019] 其中UL是电感电压。

[0020] 即：

[0021]

[0022] 公式(4)变换为公式(5)：

[0023]

[0024] 其中，iLP为电感电流峰值；D1为MOSFET导通占空比；TS为开关周期。

[0025] 当开关管S2关断且电感电流未下降至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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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Us(t)＝UL+UDC   (6)

[0027] 即：

[0028]

[0029] 其中，D2为电感电流由峰值降至0的占空比，UDC为直流电压。

[0030] 联立式(5)和(7)得：

[0031]

[0032] 已知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平均值iL_av和电感电流峰值iLP的关系为：

[0033]

[0034] 由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拓扑知，电感电流平均值iL_av即为输入交流电流is,将

(5)和(8)代入(9)得到：

[0035]

[0036] 从式(10)知，为使占空比D1为变化的值，使得交流电流iS和交流电压同频率同相

位，在(10)中，令：

[0037]

[0038] 其中k为整流器升压比Um/Udc，D为常数，常数D的值通过公式(18)给出。

[0039] 将式(11)代入(10)化简得：

[0040]

[0041] 由式(12)知，整流器中控制PWM波的占空比D1大小是按照式(11)变化，交流输入电

流和交流输入电压为同频同相的正弦波，能够实现整流器单位功率因数。

[0042] 定义整流器为理想变换器，输入功率Pin等于输出功率PO，联立式(2)与式(12)得

到：

[0043]

[0044] 即：

[0045]

[0046] 将式(14)代入到式(11)得：

[0047]

[0048] 由式(15)知，第一占空比D1的计算中不仅有除法，还有开方运算。所述除法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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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方运算实时运算起来需要不少时间，会使得控制电路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使用泰勒级数

对式(15)化简。

[0049] 由泰勒级数展开的原理得到，函数f(x)在x＝x0的泰勒展开式为：

[0050]

[0051] 其中f(n)(x0)为f(x)在x0处的n阶导数。

[0052] 令z＝sinωt，则式(11)可以写为：

[0053]

[0054] 将式子(17)在z＝z0处进行泰勒展开得：

[0055]

[0056] 为了简化运算，只取式(18)括号中的前两项，即：

[0057]

[0058] 式(19)是拟合占空比的表达式，其中调节系数

[0059] 将式(19)代入式(10)得到：

[0060]

[0061] 在整流器中，正半周期内输入功率为：

[0062]

[0063] 将式(2)、(10)代入(21)得到：

[0064]

[0065] 将式(19)代入(22)得到：

[0066]

[0067] 联立(20)(23)得到：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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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由(24)知，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PF值不仅与变压比k有关，而且还与泰勒展开

点z0有关。令其对z0的导数为0，得到该式子最佳泰勒展开点是z0＝0.866。

[0070] 将z0＝0.866代入到式(19)得到：

[0071]

[0072] 上述公式(2)至公式(25)为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式(1)推导过程。

[0073] 步骤2：在DSP控制器中根据D0的值和实时电压值计算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te。再

将额外导通时间te的值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中去。通过第二占空比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D2。

再把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D2通过开关周期TS转换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再把额

外导通时间te加入到D2对应的关断时间中。

[0074] 在DSP控制器中根据D0的值和实时电压值来计算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再将额

外导通时间te的值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中去，即通过式(26)计算二占空比D2：

[0075]

[0076] 再把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D2通过开关周期TS转换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

t2，再把额外导通时间te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对应的关断时间t2中。

[0077] 作为优选，公式(26)具体推导过程由公式(2)至公式(8)推导得到。

[0078] 步骤3：通步骤2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后，再生成一个周期时间为tn＝t1+t2

+te的变频三角载波，把第一占空比D1对应的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再把生成的PWM

波形送到极性判断模块中实现对开关管(S1、S2)驱动：当交流电压为正时，驱动开关管S2，保

持S1的关断；当交流电压为负时，驱动开关管S1，保持S2的关断。

[0079] 通过步骤2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后，再生成一个周期时间为tn＝t1+t2+te

的三角载波，把D1对应的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再把生成的PWM波形送到极性判断

模块中实现对开关管(S1、S2)驱动：当交流电压为正时，驱动开关管S2，保持S1的关断；当交

流电压为负时，驱动开关管S1，保持S2的关断。

[0080] 步骤4：通过步骤1推导的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空比，能够提高功率因

数。通过步骤2推导的第二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实现全范

围零电压开关ZVS，进一步提高功率因数。通过计算得到的第一占空比、第二占空比和额外

导通时间能够去除电流检测环节，提高效率。通过步骤3生成变频三角载波，使电路工作在

临界电感电流CRM模式，减小电感电流的纹波。

[0081] 有益效果：

[0082] 1、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通过步骤1推导的第

一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空比，能够提高功率因数。通过步骤2推导的第二占空比计算

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实现全范围零电压开关ZVS，进一步提高功率因

数。通过计算得到的第一占空比、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去除电流检测环节，提高

效率。通过步骤3生成变频三角载波，使电路工作在CRM模式，减小电感电流的纹波。

[0083] 2、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运用泰勒级数，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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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和占空比的计算式，能够减小DSP每次的运算时间，简化控制策略，减小计算量。通

过步骤2计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后，再生成周期时间为tn＝t1+t2+te的变频三角载

波，把第一占空比D1对应的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再把生成的PWM波形送到极性判

断模块中实现对开关管S1、S2的驱动，使电路工作在CRM模式，减小电感电流的纹波。

[0084] 3、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通过改进电路拓扑，

用MOSFET代替二极管，降低电流造成的电路通态损耗和环流损耗，使输出电压的纹波减小，

提高相关器件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85] 图1为本发明实例图腾柱无桥PFC电路结构示意图；

[0086] 图2为本发明实例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策略框图；

[0087] 图3为D1、D2和te对应的电感电流波形和MOSFET电压波形；

[0088] 图4为周期时间为tn的三角载波波形；

[0089] 图5为tn仿真波形。

具体实施方式

[0090]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加以详细说明，同时也叙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

解决的技术问题及有益效果，需要指出的是，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旨在便于对本发明的理解，

而对其不起任何限定作用。

[0091] 实施例1：

[0092] 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如图1所

示，主电路主要由输入侧和输出侧构成，所述的输入侧是由输入电感(Lin)和开关管(S1、S2、

S3、S4)组成，输出侧由输出电容(Co)和负载(RL)组成。图腾柱结构就是由4个开关管(S1、S2、

S3、S4)组成的。连接关系是：输入侧输入电感Lin的左端和交流输入电源右端相连，输入电感

Lin的右端同时与开关管S1的源极和开关管S2的漏极相连，同时交流输入电源的左端与开关

管S3的源极和开关管S4的漏极相连。开关管S1和S3的源极相连接，然后再分别连到输出电容

和负载的一端。开关管S2和S4的漏极相连接，然后再分别连到输出电容和负载的另一端。

[0093] 如图2所示，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电路主要由控制器和驱动电路构成；控制

器是以DSP控制器为核心，用于对由传感器采样得到的电压采样信号进行转换，并依据全范

围ZVS变载波频率PWM控制方法计算占空比和导通时间值，产生PWM驱动信号。驱动电路用于

接收来自控制器的PWM信号，经过极性选择环节后为主电路的开关管(S1、S2、S3、S4)提供驱

动电压。

[0094] 由图1可以看出，图腾柱无桥PFC电路在工频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的运行模态是对

称的，为了方便分析与推导表达式，只分析电路的正半周期。图腾柱无桥PFC电路工作在CRM

模式下，并且做出以下定义：

[0095] 1.开关频率远大于电网频率。

[0096] 2.变换器中所有元件都是理想元件。

[0097] 3.直流母线电压为稳定的直流量。

[0098]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率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控制方法，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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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步骤1：电压环通过采集直流侧电压Udc，直流侧电压Ud与参考值U*dc经过PI调节器

比较，得到调节系数D0。推导占空比计算公式，通过将调节系数D0代入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

第一占空比D1。

[0100] 根据单位开关周期内CRM模式下MOSFET的驱动波形和电感电流波形，令输入电压

为：

[0101] Us(t)＝Um  sinωt   (1)

[0102] 其中Um是输入电压的幅值；ω是输入电压角频率。

[0103] 当开关管S2处于导通状态，有：

[0104] Us(t)＝UL   (2)

[0105] 即：

[0106]

[0107] 化简得：

[0108]

[0109] 其中，iLP为电感电流峰值；D1为MOSFET导通占空比；TS为开关周期。

[0110] 当开关管S2关断且电感电流未下降至0，有：

[0111] Us(t)＝UL+UDC   (5)

[0112] 即：

[0113]

[0114] 其中，D2为电感电流由峰值降至0的占空比，UDC为直流电压。

[0115] 联立式(4)和(6)得：

[0116]

[0117] 已知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平均值iL_av和电感电流峰值iLP的关系为：

[0118]

[0119] 由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拓扑得知，电感电流平均值iL_av即为输入交流电流is,

将(4)和(7)代入(8)得到：

[0120]

[0121] 从式(9)可以看出，要使D1为变化的值，使得交流电流iS和交流电压同频率同相位。

在(9)中，令：

[0122]

[0123] 其中k为整流器升压比Um/Udc，D为常数，它的值会在后面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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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 将式(10)代入(9)化简得：

[0125]

[0126] 由式(11)可以看出整流器中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大小的是按照式(10)变化，交流

输入电流和交流交流输入电压为同频同相的正弦波，实现整流器单位功率因数。

[0127] 整流器为理想变换器，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联立式(1)与式(11)得到：

[0128]

[0129] 即：

[0130]

[0131] 将式(13)代入到式(10)得：

[0132]

[0133] 观察该式子，第一占空比D1的计算中不仅有除法，还有开方运算。所述除法运算及

开方运算实时运算起来需要不少时间实时运算起来需要不少时间，会使得控制电路无法正

常运行。因此，使用泰勒级数对式(14)化简。

[0134] 由泰勒级数展开的原理得到，函数f(x)在x＝x0的泰勒展开式为：

[0135]

[0136] 其中f(n)(x0)为f(x)在x0处的n阶导数。

[0137] 令z＝sinωt，则式(10)可以写为：

[0138]

[0139] 将式子(16)在z＝z0处进行泰勒展开得：

[0140]

[0141] 为了简化运算，只取式子(17)括号中的前两项，即：

[0142]

[0143] 式(18)是拟合占空比的表达式，其中

[0144] 将式(18)代入式(9)得到：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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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6] 在整流器中，正半周期内输入功率为：

[0147]

[0148] 将式子(1)(9)代入(20)得到：

[0149]

[0150] 将式子(18)代入(21)得到：

[0151]

[0152] 联立(19)(22)得到：

[0153]

[0154] 观察式(23)能够发现，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PF值不仅与变压比k有关，而且还

与泰勒展开点z0有关。令其对z0的导数为0，得到该式子最佳泰勒展开点是z0＝0.866。

[0155] 将z0＝0.866代入到式(18)得到：

[0156]

[0157] ZVS条件是Us≤UDC/2。当Us＞UDC/2时，电路无法在MOSFET中实现ZVS导通。为了保持

ZVS导通，需要额外的电荷将结电容C2放电至零并将结电容C1充电至UDC。因此，额外电量Qe从

下面的式子算出：

[0158] Qe≥C2[2US(t)-UDC]+C1{UDC-[2UDC-2US(t)]}＝2Cj[2US(t)-UDC]   (25)

[0159] 它可以归一化为：

[0160]

[0161] 其中，k＝US(t)/UDC。

[0162] 从式(26)发现，额外电荷的归一化量Qe*与k成比例。但是，额外的电荷由输出通过

互补MOSFET提供。因此，应确定额外的接通时间te。MOSFET上的漏极-源极电压Udsmin的谷值

表示为：

[0163] Udsmin＝2US(t)-UDC   (27)

[0164] 考虑到反向恢复电荷Qrr，te和Udsmin之间的关系为：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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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6] 因此，额外的导通时间te为：

[0167]

[0168] 其中k＝US(t)/UDC,α＝Qrr/Cj以及

[0169] 再将额外导通时间te的值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中去。通过第二占空比公式计算第

二占空比D2。再把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D2通过开关周期TS转换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

间t2，再把额外导通时间te加入到D2对应的关断时间中。

[0170] 步骤2：在DSP控制器中根据D0的值和实时电压值计算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te，再

将额外导通时间te的值加入到占空比中去。如图3所示，要先将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

D2分别计算出来，再把第一占空比D1和第二占空比D2通过开关周期TS转换为开通时间t1和关

断时间t2，再把额外导通时间te加入到第二占空比D2对应的关断时间中。

[0171] 分别计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间t2后，再生成一个周期时间为tn＝t1+t2+te的三

角载波，把第一占空比D1对应的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如图4所示。图5是载波周期

时间tn在仿真中的波形。

[0172] 根据上述式子和分析得出CRM模式图腾柱无桥PFC整流器的控制策略以及控制框

图，如图2所示，在图中加入LC滤波器以过滤高频电压电流。图中的全范围ZVS计算器由C语

言模块实现。该控制方法需要采集交流侧电压Um  sinωt和直流侧电压Udc，并且通过绝对值

模块把交流侧电压Umsinωt转变为绝对值电压Um|sinωt|，将绝对值电压Um|sinωt|用于

ZVS计算。电压环通过采集直流侧电压Udc，与参考值U*dc经过PI调节器计算，得到一个调节系

数D0。调节系数D0是拟合占空比D1的幅值。当输出电压Udc大于参考电压U*dc时，D0增大；当输

出电压Udc小于参考电压U*dc时，D0减小；当输出电压Udc等于参考电压U*dc时，D0不变。

[0173] 步骤3：在计算出D1以后，再根据式(7)计算出D2，进而计算出开通时间t1和关断时

间t2。根据式(29)算出额外导通时间te，生成时间为tn的三角载波。把第一占空比D1对应的

波形作为调制波，生成PWM波形，再把PWM波形和经极性判断的交流侧电压送到选择模块中。

当交流电压为正时，驱动开关管S2，保持开关管S1的关断；当交流电压为负时，驱动开关管

S1，保持开关管S2的关断。

[0174] 步骤4：通过步骤1推导的第一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一占空比，能够提高功率因

数。通过步骤2推导的第二占空比计算公式计算第二占空比和额外导通时间，能够实现全范

围零电压开关ZVS，进一步提高功率因数。通过计算得到的第一占空比、第二占空比和额外

导通时间能够去除电流检测环节，提高效率。通过步骤3生成变频三角载波，使电路工作在

临界电感电流CRM模式，减小电感电流的纹波。

[0175] 综上，通过本实例公开的一种对图腾柱无桥功率因数校正PFC整流器进行控制的

高效率全范围ZVS变载波频率PWM控制方法，通过实时计算占空比值和额外导通时间，实现

全范围ZVS，减小电路的导通损耗。通过改进电路拓扑，用MOSFET代替二极管，降低电流造成

的电路通态损耗和环流损耗。本发明能够满足功率因数、输出电压、输入电流、全范围ZVS等

指标要求。

[0176] 以上所述的具体描述，对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说

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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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11/11 页

16

CN 110365205 A

1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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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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