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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详细介绍了 100A/400V 模块化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的研制和试验运行情况。该
装置主要用来对三相四线制电网系统的电能质量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该装置
的工作原理及其所采用的主电路拓扑结构和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与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核心控
制电路，并给出了纯谐波电流滤除、纯无功补偿以及谐波滤除+无功补偿三种输出方式的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在目前电能质量问题复杂的电网环境中，该装置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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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4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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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l operation of the 100A/400V
modular power quality integrated control device. The device is mainly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trol
the power quality of the three-phase four-wire power grid system.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include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device and the main circuit topology used by the device and the core
control circuit based on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an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CPLD).
Finally, the test results of pure harmonic current filtering, pure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and
harmonic filter and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are give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Huakun
power quality integrated control device (HKPQC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current power grid
environment with complex power quality problems.
Keywords：three-phase four-wire system; type I three-level; comprehensive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an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CPLD)
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电力电子产品得到前所
未有的广泛使用。大量电力电子产品的使用虽然有
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但产品大多属于非线性
负载，而非线性负载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谐
波电流，同时，非线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也偏低，从
而会影响配电网侧的电能质量 [1] 。当前电网电能质
量问题对电网用户的设备及线路所造成的危害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了解与重视。所以，对这种用户
侧电能质量的综合治理也越来越得到用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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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大多数电能质量治理产品对电网中的无功
电流和谐波电流分别采用静止式无功发生器（static
var generator, SVG）和有源电力滤波器（active power
filter, APF）装置进行独立治理 [2]。而一旦电网中同
时存在无功电流与谐波电流时，如果要想同时治理，
则需要同时安装两种电能质量治理装置，导致整个
治理系统成本增加且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为了解
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
即上海华坤电器有限公司最新研制的 100A/400V 模
块化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可同时补偿无功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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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谐波电流 [3-6]。
本文所提出的 100A/400V 模块化电能质量综合

电平 IGBT 功率及储能单元输出补偿电流，使网侧电
流为正弦波形从而达到改善电网电能质量的目的。

治理装置的主模块的逆变器采用典型的 I 型三电平
拓扑结构。I 型三电平拓扑的优势在很多文献中都有
较详细的阐述。在本文中，3 个桥臂的 IGBT 模块采
用并联的方式来增加桥臂的电流输出能力。最终，
在该项目的实际应用中，主模块中的 IGBT 模块采
用国产某公司的 I 型三电平基于 PCB 板易安装模块
——SGM150TL6A9TFD 模块，每相采用 2 个相同
的 IGBT 模块并联使用，该模块性能优良，大量应
用于电能产品中。
对于一个产品或装置来说，核心控制部分设计
的好坏决定了整个装置的性能好坏。对于华坤电能
质量综合治理装置（Huakun power quality integrated
control device, HKPQCD）来说，其核心控制单元的
设计非常关键。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能质量治理装
置的控制系统采用性能相同的双数字信号处理器，
或者采用 1 片高性能数字处理+1 片低性能数字信号
处理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性能上能够满足当
前电能质量治理的基本需求，但在面对更高要求（同
时治理 15 种谐波电流）时，难以达到预期性能要求。
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采取的是基于 TI 公司当前高
性能的 6000 系列信号处理器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
件（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an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DSP+CPLD）的方式来搭建装置
[7]

的核心控制单元 。最后的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所
采用的由三电平 IGBT 功率及储能单元、高频滤波
及内外电感单元、高频滤波及继电器单元、核心控
制单元与人机界面单元构成的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
置在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8]。

1

工作原理与系统实现

工作原理
图 1 为 HKPQCD 装置的原理框图。在实际的应
用中，HKPQCD 装置与负载采用并联的方式在配电
变压器的输出侧接入。
如图 1 所示，在本装置中，负载电流信号可以
分别通过电流互感器或罗氏线圈进行检测，把检测
到的负载电流信号传输到核心控制单元，通过核心
控制单元中的负载电流调理电路经 AD7329 模数转
换芯片，再传输给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通过傅里叶
变换和瞬时无功功率检测算法提取所需要补偿的谐
波或无功指令电流。最后，通过跟踪控制，使得三

图1

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原理框图

由于 HKPQCD 采用的是有源的主动式的治理
方式，因此，相对于传统的被动式的治理方式，该
装置在工作时不容易受到系统阻抗变化的影响，特
别是在小电网工况下，具有更明显的优势。HKPQCD
的电流输出是由如图 1 所示的三电平 IGBT 功率及
储能单元的输出端电压与高频滤波及内外电感单元
的输出侧电 压的差值作 用于内外电 感阻抗上产 生
的。其中内外电感的阻抗由内电感与外电感共同组
成 [9]。可以简单地用下面的公式来描述三电平 IGBT
功率及储能单元与高频滤波及内外电感单元的工作
情况，即
di
L c = u − Vo
（1）
dt
式中：L 为内外电感之和；u 为系统电压；Vo 为主
模块板的输出电压。
1.2 主电路结构
在有源类电能质量治理装置中，主电路目前主
要采取 3 种拓扑结构：两电平拓扑结构、三电平拓
扑结构以及多电平拓扑结构。图 2 为典型的两电平
电压型拓扑结构原理图。

1.1

图2

两电平电压型拓扑结构原理图

两电平电压型拓扑电路的直流侧理论上只需要
1 个电容器就可以，由于在该装置中，直流侧电压
控制在 800V 左右，当前市面上的大容量电解电容
的耐压值最大在 450V 左右，极少数定制能达到
500V，但无论是 500V 还是 450V 电解电容，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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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串联的方式来满足直流侧电压值要求。2 个电
解电容串联的方式虽然解决了耐压问题，但同时由
于器件的一致性问题，可能会存在 2 个电容侧电压
不平衡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在
2 个电容的两侧分别并联均压电阻，就能保证 2 个
电容串联点为理想的中点 N。两电平拓扑结构的基
本工作方式在很多文献中已经有详尽的介绍，在这
里就不再赘述。
多电平拓扑结构包括三电平、五电平及以上电
平等，随着市场对电力电子产品的性能要求和电压
要求越来越高，多电平逆变器的研究已然成为各大
高校和企业的研究热点。其中，三电平逆变器是其
中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拓扑电路，可在两电平驱
动开关频率的基础上大幅度驱动开关频率从而达到
降低开关纹波，减小网侧电感量，减小器件体积，
优化产品性能的目的。图 3 为 SGM150TL6A9TFD 模
块的拓扑结构，图示为其中的一相拓扑结构原理图。

图3

三电平拓扑结构原理图

如图 3 所示，该单相拓扑结构原理图中包括 4
个带续流二极管的 IGBT 管子、2 个二极管。在
HKPQCD 中，实际使用的是过程某公司的基于 PCB
板易安装的模块 SGM150TL6A9TFD，该模块中封
装了单相拓扑结构中所需要的 IGBT 与二极管，同
时还自带温度传感器。与两电平拓扑结构一样，在
直流侧电压一致的情况下，其直流侧也同样采用 2
个电解电容串联起来作为储能元件，并通过均压电
阻来共同均衡直流侧电压。通过 SVPWM 调制解调，
在 IGBT 的交流侧产生所需要的电压，并通过外部
电感产生实际所需要的电流波形 [10]。
三电平以上的多电平拓扑结构由于在控制方面
比较复杂，在实际产品应用中采用还比较少，有些
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在做一些技术储备，因此，在
本文中不做讨论。
基于上述原因，实际的主电路拓扑结构只能从
两电平与三电平拓扑结构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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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电平与三电平拓扑结构比较如下：
1）每个开关周期中，两电平输出 2 个电平，三
电平输出 3 个电平，因此，从总的损耗上进行分析，
两电平拓扑结构的损耗较高。
2）从输出纹波量上来分析，电平越多，纹波量
越小，损耗越小，系统的效率越高。
3）同样的直流侧电压，在两电平拓扑结构中，
总的直流电压值由单个器件来全部承担，而三电平
拓扑结构中，则由两个器件分担，降低了器件的耐
压，但三电平的器件数量则有所增加。
综合对比，本文在该装置中实际采用的主回路
拓扑结构为三电平主回路拓扑结构。
1.3 控制电路
由于本装置要实现电能质量的综合治理，对实
时性要求较高，因此该装置的核心控制单元中的数
字信号处理器采用德州仪器的 6000 系列处理器中
主频最快的处理器，用于保护和 I/O 输入输出的数
字信号处理电路采用 CPLD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来代
替，以简化电路，提高信号的可靠性。其控制原理
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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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控制原理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包括负载电流、IGBT 侧的输出电
流、系统电压、直流电压等模拟信号通过 A/D 转换
后传输给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进行处理。DSP
在接收到负 载电流信号 后，通过快 速傅里叶变 换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FFT）算法或瞬时无功
功率算法提取无功与谐波电流，生成 6 路 SVPWM
驱动信号，6 路 SVPWM 驱动信号传送到 CPLD 中，
通过可编程逻辑电路生成 12 路带死区的 IGBT 驱动
信号，驱动信号经过驱动模块生成带正负压电平的
驱动信号控制 IGBT 模块的导通与关断，完成整个
控制过程。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研制了两台容量为 100A
的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装置实物照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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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单独的谐波治理功能，治理后的波形如图
8 所示。通道 2 为治理后的波形，基本上为正弦波
形，达到治理目标。

图5

试验装置实物图

利用所研制的装置，分别在 3 种负载条件下进
行测试，下面的试验波形及数据由第三方仪器设备
分别进行记录。其中，负载采用纯电阻柜、可调电
抗器与自制谐波源组成。
1）负载条件一：谐波源+有功
负载电流由谐波源输出 50A 谐波电流、90A 的
有功电流组合而成，如图 6 所示。

图6

负载条件一治理后的波形

负载条件一治理前的波形

其中，通道 1 为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的输出
波形、通道 2 为电网侧波形、通道 4 为综合负载电
流波形。
通过电能质量分析仪对谐波畸变率进行分析，
其电网电流畸变率如图 7 所示，三相电流畸变率分
别为 55.247%、54.489%和 53.691%。

图7

图8

通过电能质量分析仪对电网电流进行分析，其
三相畸变率如图 9 所示，分别为 4.697%、4.333%和
4.767%，治理效果非常明显。

负载条件一治理前的三相电流畸变率

图9

负载条件一治理后的电网电流谐波畸变率

2）负载条件二：感性无功+有功
负载由 50A 感性无功+50A 有功电流合成，如
图 10 所示。补偿之前的电网功率因数（PF）分别
为 0.704、0.724、0.744。

图 10

负载条件二治理前的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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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独立的无功补偿功能，补偿后的电网功率
因数如图 11 所示，功率因数（PF）分别为 0.921、
0.960、0.983，达到补偿目的。

从图 14 所示可以看出，治理之前的谐波畸变率
很高，分别为 48.837%、48.441%、48.183%。

图 14
图 11

负载条件二治理后的功率因数

3）负载条件三：感性无功+谐波源+有功
负载由 50A 感性电流+90A 有功电流+50A 谐波
电流合成，补偿前的波形如图 12 所示。

负载条件三治理前的谐波畸变率

在这种负载条件下，投入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
置，其负载波形（通道 4）、输出波形（通道 1）与
网侧波形（通道 2）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图 12

负载条件三治理前的波形

其中，通道 1 为补偿装置输出通道波形，通道
2 为电网侧波形，通道 3 为负载波形。
从图 13 可以看出，治理之前的电网功率因数较
低，功率因数（PF）分别为 0.784、0.799、0.807。

从图 15 可以看出，电网侧的波形已经基本接近
正弦波。从图 16 可以看出，电流谐波畸变率分别为
4.22%、 3.788%和 4.252%， 达 到 电 流 谐 波 治 理 的
目标。

图 16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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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条件三治理前的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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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条件三治理后的波形

负载条件三治理后的谐波电流畸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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