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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

平逆变器拓扑结构，通过四个电容、六个反向阻

断开关管和十一个双向开关管组成九电平逆变

器拓扑结构，利用反向阻断开关管电流只能单向

流通；双向开关管能通过反向二极管续流，电流

可以双向流通的特性，根据不同反向阻断开关管

和双向开关管的断开与组成正电平输出或负电

平输出，可以产生高质量的阶梯电压波形，由于

使用电容作为虚拟直流源，它可以容易地提高输

入电压，利用SPWM技术，该电路不需要额外的充

电控制电路，不需要升压级，重量轻，体积小，直

流电源Vdc的负极直接连接到电网的中性线，从

而能够消除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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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容C1、C2、C3、C4，

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Sa5、Sa6和双向开关管Sb1、Sb2、Sb3、Sc1、Sc2、Sc3、Sc4、S1、S2、S3、

S4；

其中双向开关管S1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1的集电极、电容C1的正极、双向开关管

Sb1的集电极、反向阻断开关管Sa1的集电极连接；

双向开关管S1的集电极连接直流电源Vdc的正极；双向开关管Sc1的发射极和双向开关管

S2的集电极连接于直流电源Vdc的负极组成电路输出负极并连接电网的中性线；

反向阻断开关管Sa1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2的集电极、电容C2的正极、双向开关

管Sb2的集电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3的集电极连接；

双向开关管S2的发射极分别与电容C1的负极、双向开关管Sc2的发射极、反向阻断开关管

Sa2的发射极连接；

反向阻断开关管Sa2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1的发射极、电容C2的负极、双向开关

管Sc3的发射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4的发射极连接；

反向阻断开关管Sa3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3的集电极、电容C3的正极、双向开关

管Sb3的集电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5的集电极连接；

反向阻断开关管Sa4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2的发射极、电容C3的负极、双向开关

管Sc4的发射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6的发射极连接；

反向阻断开关管Sa5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4的集电极、电容C4的正极和双向开关

管S3的集电极连接；

反向阻断开关管Sa6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3的发射极、电容C4的负极和双向开关

管S4的发射极连接；

双向开关管S3的发射极与双向开关管S4的集电极连接组成电路输出正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反向阻断开关管电流只能单向流通；双向开关管能通过反向二极管续流，电流可以双向流

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同一个电阻正负极分别连接集电极和发射极的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为一组，每组反向阻断

开关管都由相同的脉冲信号控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有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双向开关管S1、S2、S4导通时，输出处于零电平状态，并对所有电容

充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相邻两个电容之间连接的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与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集电极连接的

双向开关管组成正电平单元；

通过接通相邻n个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双向开关管，同时断开该n个正电平单元中所有

的反向阻断开关管，将n个正电平单元中与反向阻断开关管发射极连接的电容作为直流电

源串联，同时将其他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双向开关管断开，将其他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反

向阻断开关管导通，能够得到+n+1Vdc电平输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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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双向开关管S1、S2、S3导通，双向开关管S4断开，输出为一正电平+

Vdc。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和双向开关管Sb3导通，其他反向阻断开关管和双向开关管

均断开，通过使用电容C4作为直流电源串联，输出为+2Vdc电平。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双向开关管S1、S2、S4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常开，双向开关管Sb1、Sb2、Sb3常闭，双

向开关管Sc4导通，断开反向阻断开关管Sa5、Sa6，输出为-Vdc电平。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于，

双向开关管S1、S2、S4常开，双向开关管Sb1、Sb2、Sb3常闭，关断反向阻断开关管Sa3、Sa4，同时接

通双向开关管Sc3，输出为-2Vdc电平。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其特征在

于，双向开关管Sc1、Sc2、Sc3、Sc4、S4导通，其他开关均断开，输出为-4Vdc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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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电子研究领域，公开了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和化石燃料的减少，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课

题。这些可再生电力系统需要用到逆变器，并且多电平逆变器由于低成本、高效率和高质量

的输出波形而广受欢迎。这些多电平逆变器可用于将诸如燃料电池、风力涡轮机之类的能

量转换系统注入电网。由于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输出电压低，因此需要将其升压到电网。在多

电平逆变器中，输出电压与阶梯波形相同，总谐波失真(THD)比较小。

[0003] 一般来说，多电平逆变器的传统拓扑结构可分为二极管箝位DCMLI、飞电容器

FCMLI和级联H桥，它们通常分为输入直流电源对称和非对称两种基本类型。然而，在这些拓

扑结构中增加输出电平需要隔离的直流电源和大容量电容器组。此外，由于电容器的电压

放电，需要电荷平衡控制拓扑。并网逆变器分为两种类型，带变压器结构和不带变压器结

构。无变压器逆变器有利于减小尺寸、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然而，在这些系统中，由于PV板

与地之间的寄生电容器，导致漏电流。目前，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基于开关电容结构的多

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这些拓扑结构可以产生更多的输出电压电平并减少所需的供电电

压，所有这些结构都要求H桥逆变器产生负输出电平，因此，输出中的共模电压是可变的，并

导致了漏电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为克服上

述缺点，本发明能够消除漏电流。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包括电容C1、C2、C3、C4，反向阻断

开关管Sa1、Sa2、Sa3、Sa4、Sa5、Sa6和双向开关管Sb1、Sb2、Sb3、Sc1、Sc2、Sc3、Sc4、S1、S2、S3、S4；

[0007] 其中双向开关管S1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1的集电极、电容C1的正极、双向

开关管Sb1的集电极、反向阻断开关管Sa1的集电极连接；

[0008] 双向开关管S1的集电极连接直流电源Vdc的正极；双向开关管Sc1的发射极和双向开

关管S2的集电极连接于直流电源Vdc的负极组成电路输出负极并连接电网的中性线；

[0009] 反向阻断开关管Sa1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2的集电极、电容C2的正极、双向

开关管Sb2的集电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3的集电极连接；

[0010] 双向开关管S2的发射极分别与电容C1的负极、双向开关管Sc2的发射极、反向阻断

开关管Sa2的发射极连接；

[0011] 反向阻断开关管Sa2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1的发射极、电容C2的负极、双向

开关管Sc3的发射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4的发射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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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反向阻断开关管Sa3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3的集电极、电容C3的正极、双向

开关管Sb3的集电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5的集电极连接；

[0013] 反向阻断开关管Sa4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2的发射极、电容C3的负极、双向

开关管Sc4的发射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6的发射极连接；

[0014] 反向阻断开关管Sa5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4的集电极、电容C4的正极和双向

开关管S3的集电极连接；

[0015] 反向阻断开关管Sa6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3的发射极、电容C4的负极和双向

开关管S4的发射极连接；

[0016] 双向开关管S3的发射极与双向开关管S4的集电极连接组成电路输出正极。

[0017] 进一步的，反向阻断开关管电流只能单向流通；双向开关管能通过反向二极管续

流，电流可以双向流通。

[0018] 进一步的，同一个电阻正负极分别连接集电极和发射极的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为

一组，每组反向阻断开关管都由相同的脉冲信号控制。

[0019] 进一步的，所有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双向开关管S1、S2、S4导通时，输出处于零电平

状态，并对所有电容充电。

[0020] 进一步的，相邻两个电容之间连接的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与两个反向阻断开

关管集电极连接的双向开关管组成正电平单元；

[0021] 通过接通相邻n个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双向开关管，同时断开该n个正电平单元中

所有的反向阻断开关管，将n个正电平单元中与反向阻断开关管发射极连接的电容作为直

流电源串联，同时将其他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双向开关管断开，将其他正电平单元中的所

有反向阻断开关管导通，能够得到+n+1Vdc电平输出。

[0022] 进一步的，所有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双向开关管S1、S2、S3导通，双向开关管S4断

开，输出为一正电平+Vdc。

[0023] 进一步的，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和双向开关管Sb3导通，其他反向阻断开

关管和双向开关管均断开，通过使用电容C4作为直流电源串联，输出为+2Vdc电平。

[0024] 进一步的，双向开关管S1、S2、S4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常开，双向开关管

Sb1、Sb2、Sb3常闭，双向开关管Sc4导通，断开反向阻断开关管Sa5、Sa6，输出为-Vdc电平。

[0025] 进一步的，双向开关管S1、S2、S4常开，双向开关管Sb1、Sb2、Sb3常闭，关断反向阻断开

关管Sa3、Sa4，同时接通双向开关管Sc3，输出为-2Vdc电平。

[0026] 进一步的，双向开关管Sc1、Sc2、Sc3、Sc4、S4导通，其他开关均断开，输出为-4Vdc电

平。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8] 本发明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通过四个电容、六个反向

阻断开关管和十一个双向开关管组成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利用反向阻断开关管电流只

能单向流通；双向开关管能通过反向二极管续流，电流可以双向流通的特性，根据不同反向

阻断开关管和双向开关管的断开与组成正电平输出或负电平输出，可以产生高质量的阶梯

电压波形，由于使用电容作为虚拟直流源，它可以容易地提高输入电压，利用SPWM技术，该

电路不需要额外的充电控制电路，不需要升压级，重量轻，体积小，直流电源Vdc的负极直接

连接到电网的中性线，从而能够消除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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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

[0030] 图2为本发明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不同工作模式，图2a为零电平

状态开关图；图2b为+Vdc电平状态开关图；图2c为+2Vdc电平状态开关图；图2d为+3Vdc电平

状态开关图；图2e为+4Vdc电平状态开关图；图2f为-Vdc电平状态开关图；图2g为-2Vdc电平

状态开关图；图2h为-3Vdc电平状态开关图；图2i为-4Vdc电平状态开关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使用的正弦脉冲宽度调制SPWM以及对应的双向开关管门极驱动信

号。

[0032] 图4为本发明通过MATLAB/SIMULINK软件给出的仿真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4] 如图1所示，一种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包括电容C1、C2、C3、

C4，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Sa5、Sa6和双向开关管Sb1、Sb2、Sb3、Sc1、Sc2、Sc3、Sc4、S1、S2、

S3、S4；

[0035] 其中双向开关管S1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1的集电极、电容C1的正极、双向

开关管Sb1的集电极、反向阻断开关管Sa1的集电极连接；

[0036] 双向开关管S1的集电极连接直流电源Vdc的正极；双向开关管Sc1的发射极和双向开

关管S2的集电极连接于直流电源Vdc的负极组成电路输出负极并连接电网的中性线；

[0037] 反向阻断开关管Sa1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2的集电极、电容C2的正极、双向

开关管Sb2的集电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3的集电极连接；

[0038] 双向开关管S2的发射极分别与电容C1的负极、双向开关管Sc2的发射极、反向阻断

开关管Sa2的发射极连接；

[0039] 反向阻断开关管Sa2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1的发射极、电容C2的负极、双向

开关管Sc3的发射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4的发射极连接；

[0040] 反向阻断开关管Sa3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3的集电极、电容C3的正极、双向

开关管Sb3的集电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5的集电极连接；

[0041] 反向阻断开关管Sa4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2的发射极、电容C3的负极、双向

开关管Sc4的发射极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6的发射极连接；

[0042] 反向阻断开关管Sa5的发射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c4的集电极、电容C4的正极和双向

开关管S3的集电极连接；

[0043] 反向阻断开关管Sa6的集电极分别与双向开关管Sb3的发射极、电容C4的负极和双向

开关管S4的发射极连接；

[0044] 双向开关管S3的发射极与双向开关管S4的集电极连接组成电路输出正极。

[0045] 反向阻断开关管电流只能单向流通；双向开关管能通过反向二极管续流，电流可

以双向流通；

[0046] 本发明单相并网开关电容九电平逆变器拓扑不同工作模式如图2所示：每个电平

中正向电流和反向电流的路径不同，同一个电阻正负极分别连接集电极和发射极的两个反

向阻断开关管为一组，每组反向阻断开关管都由相同的脉冲信号控制，这使得控制电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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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简单；如图1所示，反向阻断开关管Sa1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2为一组，反向阻断开关管Sa3和

反向阻断开关管Sa4为一组，反向阻断开关管Sa5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6为一组；

[0047] 在零电平状态，所有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双向开关管S1、S2、S4导通，并对所有电容

充电，如图2(a)所示；

[0048] 相邻两个电容之间连接的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与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集电

极连接的双向开关管组成正电平单元；

[0049] 通过接通相邻n个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双向开关管，同时断开该n个正电平单元中

所有的反向阻断开关管，将n个正电平单元中与反向阻断开关管发射极连接的电容作为直

流电源串联，同时将其他正电平单元中的所有双向开关管断开，将其他正电平单元中的所

有反向阻断开关管导通，能够得到+n+1Vdc电平输出；

[0050] 具体的，为了产生一正电平+Vdc，所有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双向开关管S1、S2导通，

把双向开关管S3变为导通，双向开关管S4断开，如图2b所示；

[0051] 通过使用电容C4作为直流电源串联，可以建立+2Vdc电平，为了实现这种状态，双

向开关管S1、S2导通，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Sa3、Sa4导通，双向开关管Sb3导通，其他反向阻

断开关管和双向开关管均断开，如图2c所示，在这种工作模式下，直流电源同时对其他电容

C1、C2、C3充电；

[0052] 同时能够得到如图2d、图2e所示的+3Vdc电平和+4Vdc电平；

[0053] 相邻两个电容之间连接的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以及与两个反向阻断开关管发射

极连接的双向开关管组成负电平单元；双向开关管S1、S2、S4常开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

Sa3、Sa4常开，双向开关管Sb1、Sb2、Sb3常闭，双向开关管Sc4导通，断开反向阻断开关管Sa5、Sa6

和双向开关管Sb3，输出为-Vdc电平，如图2f所示；在这种状态下，由双向开关管S2、Sc4S4和反

向阻断开关管Sa2、Sa4构建导通路径，电容器C4与反极性负载并联，并且其它电容(C1、C2、C3)

处于充电状态；

[0054] 双向开关管S1、S2、S4常开和反向阻断开关管Sa1、Sa2常开，双向开关管Sb1、Sb2、Sb3常

闭，，通过关断反向阻断开关管Sa3、Sa4，同时接通双向开关管Sc3，C3和C4是串联的，可以建立

其他负电平-2Vdc，如图2g所示；继续此过程产生-3Vdc电平，如图2h所示。

[0055] 为了产生-4Vdc，双向开关管Sc1、Sc2、Sc3、Sc4、S4导通，其他开关均断开，如图2i所

示。

[0056] 图3是本发明九电平逆变器的调制方法：电平移位PWMLSPWM技术用于对所发明的

九电平逆变器产生门极控制信号。将具有50Hz频率和幅度的Ar的正弦参考信号与具有相同

幅度AC的四个三角形高频载波波形进行比较。

[0057] 为了证明所发明的九电平逆变器拓扑结构的有效性，使用MATLAB/SIMULINK软件

对九电平逆变器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这里，电路参数设置如下：直流电源

电压Vdc＝85V，所有电容器的电容C＝2mF和所有半导体器件的内阻Ron＝1mΩ，仿真中设置

为阻性负载，根据本发明的调制策略，FSW＝10kHz和调制指数M＝0.92，输出电压和电流波形

的最大值分别为307V和3.12A，仿真结果符合预期目标，验证了所发明的九电平逆变器拓扑

结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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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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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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