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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 SVPWM 输出电压谐波作了数值分析，研究了在全电压范围内谐波分布情况、
数值大小以及随调制度 M 的变化趋势，并与 SPWM 进行对比。结果表明，SVPWM 的谐波分量相
对较多，在全电压范围内与同次的 SPWM 谐波分量在数值及变化特征方面均有不同。在相同载波
比 N 条件下，当 M＜0.35 时，SVPWM 的电流畸变率 THDi 值较大；当调制度 M≥0.35 时，SVPWM
的 THDi 值低于 SPWM。搭建了 TMS320F2812 的 DSP 为控制核心的硬件实验平台，所得 SVPWM
谐波实测结果与计算值相吻合，为客观评估 SVPWM 技术性能及消除谐波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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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umerical analysis of SVPWM inverter harmonic effect is mainly
introduc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armonics in the full voltage range, the numerical size and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modulation system M a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with SPW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VPWM has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harmonic components, and in the full voltage range and the
same SPWM harmonic components in the numerical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Under
the same carrier ratio N conditions, when M＜0.35, SVPWM current distortion rate THD value is larger,
and the THD of SVPWM is lower than that of SPWM when M≥0.35. Set up the TMS320F2812 DSP to
control the core of the hardware experimental platform, the measured results of SVPWM harmonic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calculated values,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SVPWM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d elimination of harmonic effects.
Keywords：SVPWM; numerical calculation; harmonic; modulation index; full voltage
电压空间矢量 SVPWM（Space Vector PWM）
是一种优化的 PWM 方法，其通过三相功率逆变器
的 6 个功率开关管组成的特定开关状态从而产生脉
宽调制波形。与 SPWM（sinusoid PWM）相比较，
SVPWM 谐波小，性能优，使得电动机转矩脉动有
所降低，旋转磁场更逼近圆形，较 SPWM 的直流电
压利用率有所提高，且有利于实现数字化。然而不
管什么样的 PWM 控制，都会有谐波的存在，目前
对 SVPWM 的谐波分析大多停留在理论上 [1-7]。文献
[1-3]通过变换开关顺序方法来减少偶次谐波，用仿
真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文献[4]通过仿真研究了 3
种主要逼近方法下的 SVPWM 谐波分布情况，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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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不同方案下产生谐波的影响程度，择其优者来
阐 述 谐 波 。 文 献 [5] 则 是 完 全 根 据 Simulink 对
SVPWM 谐波进行分析。文献[6-7]模拟 SPWM 自然
采样法得到 SVPWM 的隐含调制波，采用贝塞尔函
数对隐含调制波进行二维傅里叶分解得到谐波表达
式，从表达式分析基波与谐波。上述研究都缺乏实
际的数值分析，难以直观看出谐波的影响程度和变
化特征，因此本文针对 SVPWM 逆变器输出电压谐
波展开全电压范围的数值计算与分析，将所得结果
与 SPWM 进行对比。结论表明，在调制度 M≥0.35
的范围，SVPWM 谐波影响程度较 SPWM 小，但有
影响的谐波次数较 SPWM 多，电流畸变率 THD（tota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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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c current distortion）值优于 SPWM。

1

SVPWM 逆变器谐波分析

如图 1 所示，通过定子三相电压合成的目标电
压矢量 Uref 在平面上的运行轨迹被划分为 6 个扇区。
假设 Uref 从基本电压矢量 U1 开始旋转，每隔一个载
波周期 Tpwm 就步进一次，设载波比 N=27，那么 Uref
步进 27 次所用时间就是一个输出电压周期。以第一
扇区为例，假设 Uref 与 U1 的夹角为 θ ，根据合成电
压矢量原则得到 [8]
T1
T
⎧
+ U2 2
⎪U ref = U1 T
Tpwm
pwm
⎨
⎪T
⎩ pwm = T1 + T2 + T0

（1）
图2

SVPWM 逆变器输出电压 PWM 波形
（M=0.8，N=27，f=50Hz）

式中，T1、T2 分别是在载波周期 Tpwm 中基本电压矢
量 U1、U2 各自的作用时间，T0 是零矢量的作用时间。
解式（1）得到
⎧
⎪T1 =
⎪
⎨
⎪T =
⎪ 2
⎩

⎛π
⎞
Tpwm sin ⎜ − θ ⎟
3U dc
⎝3
⎠
3U dc

分析谐波的情况，根据傅里叶公式：
U ab ( wt ) = A0 +

2U ref

2U ref

得到 PWM 波后，将其进行线电压傅里叶分解，
∞

∑ [ Ak cos(kwt ) + Bk sin(kwt )]

（2）

Tpwm sin θ

A0 =

1
T

T

电压空间矢量图

同理可以得出其他扇区基本电压矢量作用的时
间，计算出作用时间后，根据不同扇区开关切换的
顺序就可得到 SVPWM 波形。根据式（1）和式（2）
进行 Matlab 编程得出 SVPWM 逆变器输出电压的
PWM 波，如图 2 所示，在此取 M=0.8、N=27，输
出电压频率 f=50Hz，直流母线电为 Udc=311V。
当 N 为 3 的奇数倍时，SVPWM 波既没有 1/2
周期反对称，也不存在 1/4 周期对称，由文献[9]得
知这与 SVPWM 的开关顺序有关，这种固有的开关
顺序导致相电压波形半波不对称，线电压含有偶次
谐波。而偶次谐波作用在输出波形中，使输出波形
畸变更大，造成线电压波形如图 2 所示的情况。

∫ 0 U ab (t )dt

（4）

（5）

Ak =

2
T

∫ 0 U ab (t ) cos(kwt )dt

Bk =

2
T

∫ 0 U ab (t ) sin(kwt )dt

（6）

Ak2 + Bk2

（7）

T

T

Ck =

图1

（3）

K =1

式中，A0 为直流分量；Ak 为 k 次谐波正弦分量；Bk
为 k 次谐波余弦分量；Ck 为 k 次谐波幅值。k=1 时，
C1 是基波幅值。
用 Matlab 编程计算得到 SVPWM 谐波含量如图
3 所示。
图 3 显示在不同载波比下的 SVPWM 谐波含量
情况。计算结果表明，载波比会改变谐波的频率，
不改变谐波的幅值，因此取其他载波比所得结果一
致，在此取 N=27。而谐波主要分布在载波比 N 的整
数倍附近，谐波分布较散，其中含有主要谐波次数
为 23、25、29、31、50、53、55、58。次数在 3N
及以上谐波因次数较高，幅值较小，经输出滤波器
及电动机漏感抑制后，在负载端电压相应的畸变系
数还是较小的，故只考虑 3N 次以下的谐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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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0）

（b）（N=27）

图3

SVPWM 谐波含量

分析各次谐波分量随调制度 M 的变化规律，定
义调制度为
2U1
（8）
M =
3U dc
式中，U1 为线电压基波幅值；Udc 为直流母线电压。
在 M∈[0, 1.1547]这个线性区的全电压范围内，
计算主要谐波在不同 M 值下的变化情况，如图 4
所示。

M=1.1547 时，线电压基波幅值约为直流母线电压大
小，此刻直流母线电压利用率达到最大，此时相电
压的大小为 U dc / 3 ，对应图 1 就是六边形内切圆的
半径。次数最低的 23 次谐波幅值随着 M 的增大而
增大，在 M=1 时，其的相对值约为 0.1；25 次、29
次谐波幅度上升比 23 次大，且 29 次谐波幅值略大
于 25 次，当 M=1 时，25 次谐波相对值约为 0.16，
29 次约为 0.171，虽然 23 次的次数低，但综合幅值
考虑，在电动机中畸变系数小于 25 次、29 次，当
M=1.1547 时 23 次的畸变系数更小于 25 次、29 次，
故 SVPWM 影响最大的是 N±2 次谐波；53 次、55
次谐波幅度变化最为突出，幅值先增后减，在 M≈
0.61 时达到最大值，M≈1.03 幅度下降开始变大，
M≈1.06 之后，幅值就小于 N±2 次；50 次、58 次
谐波在整个 M 区间幅值都很小，故即使 SVPWM 含
有偶次谐波，幅值也很小，次数又较高，因此对电
动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通过以上分析，当设计
滤波器时，应在 0＜M＜1.1547 时重点抑制 25 次谐
波，其次是 29 次谐波，同时应兼顾抑制 N±4，2N
±1 次谐波。

2

SVPWM 与 SPWM 谐波对比分析

为了与 SVPWM 有个明确的对比，分析 SPWM
谐波时取载波比 N=27，输出频率为 50Hz，直流母
线电压 Udc 为 311V。首先观察 M=0.8 时 SPWM 主
要含有的谐波，如图 5 所示。

（a）（N=20）

图4

SVPWM 电压谐波分量相对值
（幅值/Udc）与 M 的关系

图 4 中，Ukm 是 k 次谐波幅值（下文雷同）。从
图中可以知道，线电压基波与 M 成线性关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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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27）

图5

SPWM 谐波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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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VPWM 类似，SPWM 的谐波幅值不受 N 的
影响，故取 N=27。SPWM 主要有影响的谐波是 25、
29、53、55 次谐波，与 SVPWM 相比，SPWM 没有
偶次谐波，只含有奇次谐波且不含 23、31 次谐波，
谐波含量较为集中。
根据图 5 得出的结论，对 SPWM 谐波进行傅里
叶分解得到图 6。

图6

与电流畸变率随 M 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谐波
次数计算到 200 次）。

SPWM 电压谐波分量相对值
（幅值/Udc）与 M 的关系

可知线电压基波在全电压范围内与 M 成线性关
系，当 M=1 时，线电压幅值达到最大，直流母线电
压利用率约为 0.866。因此，SVPWM 较 SPWM 对
直流电压利用率提高了 15.47%。先分析影响最大的
25 次、29 次谐波，其变化趋势与 SVPWM 相同，但
在全电压范围内，其幅值恒大于 SVPWM 的 25 次、
29 次谐波，在 M=1 时，SPWM 的 25 次、29 次谐波
相对值分别为 0.263、0.29，比 SVPWM 同次谐波幅
值大 64%和 70%。虽然 SVPWM 谐波次数较多，但
大部分都在高频段，而对电机有着重大影响的低次
谐波在 SPWM 中更占有份量，因此这是 SVPWM 技
术优于 SPWM 技术的一个主要原因。53 次、55 次
谐波幅值在 M≈0.11 之后就小于 SVPWM 幅值，故
在全电压范围内，两种 PWM 同次谐波分量在数值
及变化特征方面均有不同，要直观判断谐波的影响
程度并不取决于各次谐波分量的大小，而是从谐波
的总影响出发，用到的方法就是对所有谐波求电压
和 电 流 的 畸 变 率 UTHD （ total harmonic voltage
distortion）、ITHD，其公式分别如下 [10]：
UTHD=

∑

U k2 U1

（9）

k = 2,3,"

⎛ Uk ⎞
ITHD=
⎜
⎟
k = 2,3," ⎝ k ⎠

∑

（a）（N=27）

（b）（N=33）

图 7 SVPWM 与 SPWM 的 UTHD，ITHD 对比图

图中 SPWM 的 M 的范围是（0, 1）。数据显示，
在不同载波比条件下，M 变化过程中 SVPWM 的 UTHD
值与 SPWM 非常接近（省略 N=33 时的 UTHD 图），
因此，这两种 PWM 输出电压的实际波形与各自基
波正弦分量的差异程度是差不多的。而 ITHD 值变化
不同，当 N=27 及 N=33 时，当 M≥0.35 时，SVPWM
的 ITHD 值小于 SPWM，而 M＜0.35 时，则情况相反。
故 SVPWM 技术优势是体现在 M≥0.35 之后。
上述所有计算都是用 Matlab 编程得出的结果，
程序流程图如图 8 所示。

3

2

U1

（10）

式中，U1 为线电压基波幅值；Uk 为 k 次谐波电压
幅值。
根据式（9）和式（10）得到两种 PWM 的电压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 SVPWM 技术的有效性，搭建了以
TMS320F2812 为控制核心的三相电压型逆变器系
统，并编写硬件控制程序。其中载波频率为 2850Hz，
死区时间为 3.2μs，直流母线电压为 311V。实验值
与 Matlab 计算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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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示。从图 9 可以看出，实验图与计算图完全吻
合，证实了该谐波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图 9 SVPWM 实验图与计算图对比

4
图8
表1

Matlab 程序流程图

线电压基波与谐波幅值（M=0.813，N=57）

谐波次数

实验值

计算值

谐波次数

实验值

计算值

1

219.8

218.87

35

0.46

0.28

5

0.34

0.05

37

0.31

0.31

7

0.21

0.02

41

0.31

0.65

11

0.48

0.03

43

0.79

0.72

13

0.36

0.01

47

2.03

2.04

17

0.48

0.04

49

2.68

2.47

19

0.3

0.03

53

23.28

24.43

23

0.3

0.07

55

37.94

35.56

25

0.18

0.07

59

35.39

37.54

29

0.18

0.14

61

28.64

27.27

31

0.24

0.15

110

2.63

4.06

表 1 为线电压各次谐波和基波的实验值与计算
值，主要计算了一倍的载波比附近及以下次谐波和
2N−4 次谐波的值，其中基波，53 次、55 次、59 次、
61 次、110 次谐波的计算值与实验值都比较接近，
但有些误差，原因是 Matlab 编程计算为理想情况，
不含有死区时间，且直流电压是不波动的恒定值等
一些因素。
为能有个清晰的波形对比图，取 N=15 时的实
验图与计算图，输出频率 f =250Hz，所得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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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SVPWM 技术因其固有的属性，线电压含有
偶次谐波，但偶次谐波次数较高，幅值较小，因此
对电机造成的影响很小。
2）SVPWM 的谐波分布较 SPWM 丰富，但是
SVPWM 影响最大的 N±2 等次明显低于 SPWM 的
同次谐波，这是 SVPWM 总体谐波影响低于 SPWM
的主因。
3）SVPWM 与 SPWM 的 THDi 值在相同载波比
条件下具有明确对比关系，即 M≥0.35 时 SVPWM
的 THDi 值小于 SPWM，其优势随着 M 增大而扩大；
而在 M＜0.35 时，SVPWM 的 THDi 值大于 SPWM。
因此，SVPWM 能在更大的 M 区间体现出优势。
4）通过实验测出的 SVPWM 逆变器输出电压基
波与各次谐波值与 Matlab 计算值进行比较，二者吻
合良好，证实了 SVPWM 谐波数值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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