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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电力滤波器常用控制策略的分析比较
邵振华, 彭仁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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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有源电力滤波器 ( A PF)的 控制, 将几种适用于有源滤波控制算法进行对比分 析, 简要介绍了比例积
分控制、滞环控制、无差拍控制 、三角波调制、单周控制、空间矢量控制、变结构控制及滑模控 制、重复 控制、
预测 控制、模糊控制等几种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控制策略. 在分析其工作原理的同时, 指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应
用范围, 并对部分控制算法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性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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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arison s of several con trol strategy on active pow er filter
SHAO Zhen- hua, PENG Ren- chong
( Co llege of E lectrica l Eng ineer ing and A utom ation, F uzhou U n iversity, Fuzhou, Fu 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Consid ering th e control of the act iv e pow er filter ( APF ) , the com par ison and ana lysis o f
several contro l strateg ies on activ e pow er filter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Severa l novel contro l strateg ie s w id ely used at present have been introduced briefly ( P I contro,l hysteresis contro,l dead beat
contro ,l SPWM contro,l one- cycle contro ,l space vector con tro,l variab le structure control and slidin g m ode contro,l repetit iv e contro,l predicted contro,l fuzzy control ). Furtherm ore, their ind iv idua l
advan tages and d isadvantages, ava ilab le scope, deve lo pm ent orientat io n also have been indicated.
Keywords: active pow er f ilter; contro l strategy; react iv e pow er com pensato r

1 引言
有源滤波器能够成为谐波治理的首选方案和发展方向是因为它相对于无源滤波器而言, 是一种动态、
灵活的谐波治理手段, 而这种优良的性能正是由实时控制实现的. 有源滤波器能够按照其工作原理达到
预期的谐波治理效果, 除了系统电路设计合理外, 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控制器的性能

[ 1]

.

有源滤波器 APF 的控制本质上是对 PWM 逆变器的控制, 最终归结到求取逆变器的开关模式. 通过对
开关模式的控制, 使逆变器的输出相应的电压或电流跟踪期望的参考电压或电流, 从而根据 APF 的工作
原理, 达到实现谐波治理的目的.
为了能够更好的抑制高次谐波补偿无功功率, 加速电网谐波和无功率的快速准确检测, 许多控制算
法应运而生, 有源滤波的常见控制算法有: 比例 ) 积分控制法. 滞环控制法 ( Delta 控制、死区控制、棒 棒控制都可以称为滞环控制 )

[ 2]

、无差拍控制法、三角波调制法、单周控制、空间矢量控制、变结构控制

及滑模控制、重复控制、预测控制、模糊控制等.

2 有源电力滤波器常用控制策略的分析比较
2. 1 多模递推比例 - 积分控制法和改进的比例 -积分 - 微分控制法
比例调节的作用是按照比例反映系统的偏差. 积分的作用是用来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 一般分为电
压有效值反馈和瞬时值反馈两种形式的 P I控制. P I控制由于形式简单、参数容易设计、理论成熟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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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但是, 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控制器的比例 P 必须加以限制, 使得控制系统
的动态性能一般, 系统对非线性在扰动的抑制效果不好, 而且对于正弦信号, P I控制器不能实现无静差
跟随, 输出电压的稳态精度受到影响. 文献 [ 3]为了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 提出了
一种采用预测模型实现的多模比例 - 积分 - 微分 ( P ID) 控制法. 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系统具有控制精度高
和鲁棒性强的特点, 但是控制器的 K P 、K D 、K I 是用离线试凑法计算得出, 实时性和普及性推广受到影响.
文献 [ 4] 中指出, 为了保证系统的稳态精度, 通常使用 P I控制 (内环 ) 加电压均值反馈 ( 外环 ) 来保证系统
的精度.
2. 2 滞环控制法
滞环电流控制是一种简单的 bang- bang控制, 工作原理是功率开关电流的反馈信号与给定电流的上
下限进行比较, 交点作为功率开关的开关点. 每个开关周期内, 功率开关的导通时间、截止时间和开关频
率都会变化. 它是一种变频 PFM ( 脉频调制 ) 峰 /谷 值电流控制技术, 也叫电流控制两态调制技术.
一般说来, 滞环控制的特点是: 两态调制, 同时具有脉宽和脉频调制的特点; 滞环电流控制定位于电
流的暂态控制, 算法简单, 具有动态相应快、鲁棒性好的优点. 但是其开关频率不固定, 高频纹波的幅度
相对也大些. 此外, 滞环电流控制输出频谱范围宽, 滤波较困难.
2. 3 无差拍控制法
无差拍控制是在控制对象离散化的基础上, 根据逆变器系统的状态方程和输出反馈信号来计算下一
个采样周期的脉冲宽度. 其优势在于极高的动态性能, 输出能够很好的跟踪给定值, 波形畸变小, 易于计
算机执行 (对硬件有一定的要求 ) . 但是, 该算法对系统的数学模型精度要求高, 当数学模型和实际对象
有差异的时候, 不但达不到好的控制效果, 还会造成输出性能恶化甚至系统不稳定, 危害逆变器的安全运
行. 此外, 该算法计算量大, 对系统参数的依赖性较大, 鲁棒性差等. 这些缺点会使被补偿量的预测周期
增大, 并易引起较大的预测误差 , 最终影响补偿特性. 无差拍控制是一种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控制
方式. 针对计算延时和直流电压利用率问题, 可以采用状态观测器或者结合预测控制, 将控制作用提前一
拍来解决. 文献 [ 5]中在串联有源滤波器中采用无差拍控制, 充分利用了无差拍控制动态响应好、跟踪无
过冲的优点. 仿真结果表明, 无差拍控制的电力有源滤波器的输出可以很好地跟踪参考谐波电压信号, 使
负载端的电压波形接近于正弦波, 即使在开关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也有着良好的动静态响应.
2. 4 三角波载波控制法
SPWM ( Sinuso id al PWM )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目前使用较广泛的 PWM 法. 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重
要结论: 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 其效果基本相同. SPWM 法就是以该结
论为理论基础, 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而和正弦波等效的 PWM 波形即 SPWM 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
开关器件的通断, 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 通过改
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调节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
三角波载波 PWM 控制技术分为以下几类: 基于正弦波对三角波调制的 SPWM 技术、消除特定谐波
PWM 技术 ( HEPWM )、开关频率最优 PWM 技术 ( SFOPWM )、三角波移相 PWM 技术 ( PSPWM ) 及三角波
载波移相开关频率最优 PWM 技术 ( PSSFOPWM ) 等.
2. 5 单周控制法 ( 积分复位控制 )
单周控制法是一种新型非线性控制技术, 其基本思想是控制开关占空比, 在每个周期使开关变量的
平均值与控制参考电压相等或成一定比例. 该技术同时具有调制和控制的双重性, 通过复位开关、积分
器、触发电路、比较器达到跟踪指令信号的目的.
单周控制的特点: 单周控制在控制电路中不需要误差综合, 它能在一个周期内自动消除稳态、瞬态误
差, 使前一周期的误差不会带到下一周期. 虽然硬件电路较复杂, 但其克服了传统的 PWM 控制方法的不
足, 适用于各种脉宽调制软开关逆变器, 具有反应快、开关频率恒定、鲁棒性强等优点. 此外, 单周控制
还能优化系统响应、减小畸变和抑制电源干扰,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控制方法. 文献 [ 6] 指出: 单周控制技
术抗输入信号的扰动能力比抗负载的扰动强, 其动态性能优于电压型、电流型瞬时值控制技术, 但是经滤
波器后输出电压的稳态精度不及电压型、电流型瞬时值控制技术. 文献 [ 7]提出了一种常频控制的高效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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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复位控制. 试验结果表明, 输入电流波形能够很好的跟踪输出电压波形, 达到了很好的控制效果, 提高
了逆变器的效率.
2. 6 空间矢量控制法
空间矢量控制是建立在交流异步电机磁场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控制策略. 它是将三相整流器作为一个
整体来考虑, 同过控制与参考矢量最接近的三个开关的导通时间, 使得一个控制周期内开关矢量输出的
平均效果与参考矢量相等. 其基本思想是在矢量空间中用有限的静止矢量去合成和跟踪调制波的空间旋
转矢量.
空间矢量控制法的基本特点有: SVPWM 对直流电压的利用率高, 比常规的 SPWM 技术, 极限输出电
压提高 15. 47%

[ 8]

; 它本质也是一种多电平逆变器控制技术, 电压矢量的密集程度、模态的选择种类多少

都将影响控制的精度以及输出电压的谐波程度. 一般说来, 控制精度越高、输出电压谐波越小, 控制上越
复杂. 当采用不连续开关方式调制时, 开关器件的开关损耗可以达到最小. 文献 [ 6] 指出, 当空间电压矢
量 PWM 控制技术用于五电平以上的逆变器时, 其控制算法将异常复杂. 文献 [ 9] 中根据五相逆变器的结
构特点, 在传统的最近两矢量 SVPWM ( NTV - SPWM ) 控制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五相逆变器 SVPWM 控
制方式: 最近四矢量 SVPWM ( NFV - SPWM ) 控制和最小开关损耗 SVPWM 控制. 通过对比分析知, 传统的
两矢量 SVPWM 控制含有较大的低次谐波, 不适用于多相控制; 最近四矢量的 SVPWM 控制输出谐波最
小, 适用于低调制指数区. 最小开关损耗 SVPWM 控制在一个周期内开关次数最少, 同样开关损耗最小,
适用于高调制指数区.
2. 7 变结构控制和滑模控制法
所谓变结构是指在系统工作中, 根据运行参数的变化使系统中环节之间的联结方式发生变化, 或者
某些信号的极性发生变化, 具有这类特征的控制系统均可以称之为变结构控制系统.
利用控制的不连续性, 依靠高频转换强制闭环系统到达并保持在所设计的滑动面上. 在一定条件下,
滑动模对于系统的干扰和系统参数的变化具有不变性.
滑模控制的特点为: 滑模变结构控制系统的最大优点是其对参数变化和外部扰动不敏感, 具有强鲁
棒性, 而且其固有开关特性很适合逆变电源的控制. 高频颤动是滑模控制的一大缺点. 高频颤动的危害:
滑模控制的不连续开关特性容易引起系统的颤动, 这种颤动容易激励系统中的高频部分, 使系统不稳定.
为了避免这种高频颤动, 文献 [ 10]中将功率开关的切换采取 / 柔化 0处理, 在考虑功率器件工作频率上限
的基础上, 采用延迟的方法变相的降低了功率开关的工作频率. 试验结果输出了理想的正弦波形 体现了
良好的动态和稳态响应, 滑模控制的鲁棒性使逆变器获得了良好的性能 .
滑模控制具有快速性和强鲁棒性的特点, 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逆变系统的理
想滑模切面很难选取; 其次, 滑模变结构只有采用数字形式实现才能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而只需要足够
高的采样频率, 理论上和实际上的诸多困难, 限制了滑模控制在实际产品中的应用.
2. 8 重复控制法
重复性控制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前一周出现的基波波形畸变将在下一基波周期的同一时间重复出现,
控制器根据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的误差来确定所需要的校正信号, 然后在下一个基波周期的同一时间将
此信号叠加到原控制信号上, 以消除后面各周期中出现的重复性畸变. 其特点为重复性控制使系统获得
了很好的静态性能, 而且易于实现, 但是该技术却不能够获得很好的动态性能. 重复控制要求扰动信号是
时间的周期函数, 所以对于实际运行是随机波动的系统, 直接应用重复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对于具
有周期性扰动的系统, 诸如整流型负载等效果就比较理想. 重复控制器在机械、铸造、机械人、卫星姿态
控制以及硬盘磁头定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当前重复控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方面

[ 4]

: 新的重复控制器设计方法; 参考信号或者扰动信号

为变周期信号的重复控制理论. 在电力电子方面, 由于分析和设计方法的滞后, 并不适用于有源滤波系
统, 设计的控制器性能与理论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
2. 9 预测控制法
预测控制是建立在预测模型、滚动优化和反馈校正三大本质特征基础上的基于模型的控制算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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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控制中需要建立被控对象的模型, 利用当前和先前的信息预测未来的输出.
预测控制是一种优化控制策略, 它是通过使系统的某一性能指标达到最优来确定未来的控制作用,
其特点为形式多样灵活, 控制应用广泛. 在预测控制中只要能够预测被控对象的未来输出, 就可以作为预
测模型. 因此, 传递函数和状态方程这种传统的数学模型可以作为预测模型; 而对于那些难以建立数学模
型的复杂系统, 也可以用阶跃相应和脉冲相应等非参数模型直接作为预测模型. 此外, 预测控制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最优控制, 预测控制是有限时段上的滚动优化. 它的评价指标不是一个全局固定的优化性能
指标, 而是在采样时段内信息计算局部的优化性能指标, 从而控制下一时刻的输出, 因此, 会出现由于模
型误差或者系统参数变化而引起的模型失配. 因此预测控制往往用反馈控制来校正上述误差.
文献 [ 11] 将预测控制应用于电力有源滤波器, 实际控制中采用了输出预测误差和控制量加权的二次
性能指标来决定最优控制. 试验结果表明了预测控制可以取得了较高的精度和动态相应性能, 避免了传
统 P I控制稳态精度不高、滞环控制开关控制频率不固定的问题.
2. 10 模糊控制法
模糊控制属于智能控制的范畴, 它具有不依赖控制对象数学模型的特点. 这一特点对于具有多变量
非线性时变特性的电力电子装置而言, 模糊控制系统很容易解决系统复杂性与模型精确性之间的矛盾.
主要包括模糊化处理、模糊推理和模糊判决三部分组成. 一般说来, 只要获得丰富的人工控制经验, 模糊
控制系统比较适合非线性、时变、滞后系统的控制.
将模糊控制应用于逆变器, 具有如下特点: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不需要控制对象的精确数学模型, 具有
较强的鲁棒性和自适应性; 查找模糊控制表只需要占用处理器很少的时间, 提高系统的采样率可以补偿
模糊规则和实际经验的偏差.
文献 [ 12] 在递推 P I控制的基础上, 将相应的模糊控制策略应用于三相 VSCC 型 PWM 整流器有源滤
波控制系统, 可以在不必分析获知电源电流谐波分量的条件下, 实现电源电流有源滤波器和整流器的双
重功能. 与常规的 P I控制对比可知, 该系统具有电源功率因数补偿的作用, 而且该系统没有复杂的数学
计算, 使得系统结构简单, 动态相应效果较好. 文献 [ 13] 针对高压大容量系统中控制策略相对复杂的特
点提出了分频控制的观点, 同时采用一种基于广义积分的模糊参数自整定 P I控制算法, 取得了较好的控
制效果. 控制理论已经证明, 模糊控制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任何非线性函数. 但是, 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
限制, 模糊变量的分档和模糊规则制定都需要大量的实际经验和控制对象的充分了解, 这些都牵扯到一
定的人为因素, 因此模糊控制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 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 有源滤波器的控制算法很多, 但是各种算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不足,
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 改善波形质量、降低开关损耗、提高电压的利用率一直是提高 PWM 控制效果的主
要方向. 一般说来, 优化控制策略和实施复杂控制是控制算法的主要研究方向, 算法简单、较强的鲁棒
性、良好的稳定性和快速的动态相应与稳态特性, 一直是评价算法优劣要考虑的因素. 但是, 针对不同的
控制对象, 就要因地制宜的采用不同的控制策略, 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随着控制器件和各种控制理论的
不断发展, 还会有更多更好的控制策略涌现出来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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