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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复多谐振的 LCL并网逆变器复合控制策略
崔利宁,苏宏升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在 LCL 型逆变并网系统中，谐波的出现会导致电力电子器件损耗、电机和变压器效率降低、电容器发热损耗

以及干扰通讯控制系统等诸多危害。本文在分析 LCL 型并网逆变器拓扑结构之后，利用准 PR 控制可以实现无静差

跟踪，以及重复控制可以抑制电网周期性扰动的特性，提出一种多谐振控制与重复控制级联的新型控制策略，通过

设定谐波次数，更大程度降低并网电流中的谐波含量，实现无静差跟踪基波频率同时，改善并网电能质量，增强高

频抗干扰能力，使得并网电流具有更好的稳态和动态性能。从理论和仿真实验方面验证了 LCL 逆变系统中新型控制

策略对并网电流的控制作用以及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 并网逆变器; 多谐振重复控制; 谐波抑制

中图法分类号: TM4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19)01-0154-05

A Multiple Control Strategy for LCL Grid-connected Inverter
Based on Repetitive Multi-resonance
CUI Li-ning, SU Hong-sheng
School of Auto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CL inverter grid-connected system, the occurrence of harmonics can lead to loss of power electronics,
re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motor and transformer, loss of capacitor heating and interference with communication control
systems. After analyzing the LCL-type grid-connected inverter topology, this paper prevents the repetitive control based on
multi-resonance control combin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quasi-PR control which can realize the tracking without static
tracking and the repeated control which can suppress the periodic disturbance of the grid voltage . The new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joint reduces the harmonic content in the grid-connected current to a greater extent by setting the harmonic order ,and
tracks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without static,and improves the power quality of the grid, and enhance the high-frequency
anti-interference ability, the grid-connected current has better steady state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simulation experiments,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new control strategy on the grid-connected current in the LCL-type inverter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are verified.
Keywords: Grid-connected inverter; multiple resonance repetitive control; harmonic suppression

随着化石燃料开采过多并且对环境造成很大程度的污染，越来越多的清洁分布式能源得到广泛

的应用，其并网消纳问题则成为研究的重点[1]。为实现分布式能源的并网电能质量的提升，入网电

流控制的研究是并网很重要的环节[2]。

由于实际电网中逆变器输出电流含有谐波，如果不滤波而直接并网，会导致高次谐波电流注入

电网造成谐波污染[3]。为此，必须在逆变器与电网接口处加装滤波装置，相对于L型滤波器，LCL型
滤波器在同样性能要求及较低开关频率条件下，能够使总电感量和滤波器体积大幅减小，因此较为

广泛采用[4]。传统的PI控制方式具有较为简单的拓扑结构，但是在稳态跟踪方面不能完全做到无静差

跟踪,这样就导致输出波形质量达不到标准,必须对滤波器自身的谐振进行消除并且采用合理的控制

方法消除谐波干扰，尽量的降低总谐波失真[5,6]。文献7利用采用重复控制可以在更宽频率范围内抑

制电网周期性扰动。但是电网频率发生偏差会造成重复控制高增益频段基波和谐波频率偏移的问题，

文献8针对这一问题造成系统稳态精度降低提出了一种多内膜的重复控制，提高了电网频率偏差时的

稳态精度，提高系统的动态跟踪性能。文献9则针对PI加重复控制出现控制耦合的问题提出零相位跟

踪控制。多谐振控制具有动态响应快的特点，但是谐波含量仍然较高，重复控制对于周期性扰动有

良好的跟踪效果，在更宽范围内实现谐波抑制，但是存在动态响应差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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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控制方法结合了两者的优点，更大程度降低谐波畸变率的同时获得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

采用多谐振和重复控制复合控制的方法抑制入网电流出现的多次谐波，实现无静差跟踪，增强高频

抗干扰能力。对于LCL滤波器自身出现的谐振，采用了无源阻尼抑制自身谐振。本文搭建了三相LCL
型逆变器并网逆变系统的拓扑结构、分析了复合控制策略的数学模型、最后在Matlab/Simulink中搭

建了仿真模型，验证本文的控制策略能够抑制电网中存在的多次谐波，使入网电流能够无差跟踪入

网电压，提升系统的动态和稳态性能。

1 基于重复和多谐振控制的 LCL逆变器系统模型

图 1 LCL型 Z源并网逆变器拓扑结构

Fig.1 Topology structure of LCL type Z source grid-connected inverter
如图 1 为三相 LCL 型逆变器拓扑结构，经过 Z 源逆变器的简单升压之后接入 LCL 滤波器之后

并入电网，在实现适当升压的同时对电路中的谐波进行有效抑制，从而提升并网波形质量。图中

i1k(k=a、b、c)为逆变器输出侧电流，L1、L2为滤波电感，C为滤波电容，i2k为并网电流，uck为滤波

电容电压，Rd为滤波电容阻尼电阻，ugk为电网电压。

由三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状态方程可得到电容串联电阻的 LCL 并网逆变器控制流程图如下。

图 2 LCL并网逆变器控制框图

Fig.2 Control block diagram of LCL grid connected inverter
为抑制 LCL 出现的谐振峰需加入阻尼电阻，本文在电容支路串联电阻 Rd，可以有效地抑制谐振

峰，逆变器侧电压到并网电流的传递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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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阻尼电阻后的开环传递函数波特图如下，可以看到谐振峰被抑制。

图 3 LCL并网逆变器开环波特图

Fig.3 Bode map of open loop for LCL grid connected inverter
本文采用逆变器侧电流反馈的单环控制，控制方法结合重复控制和比例谐振控制，采用基于多

谐振控制的重复控制法。

2 基于多谐振控制的重复控制控制器的设计

2.1 改进的多谐振控制器的设计

传统的电流控制采用 PI 控制，是在进行 Park 变换后在两相旋转坐标系下进行跟踪控制，但 dq
坐标系存在强耦合，控制需要引入前馈补偿项。所以本文选取两相静止坐标系下建立数学模型，无

需解耦。比例谐振控制器在设定的谐波频率处有较高的增益[10]，从而可以根据设定的谐波次数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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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谐波进行补偿，本文采用多谐振控制器滤除电网电压中的多次谐波，为了消除电网电压中较为

常见的谐波，本文设定谐波次数为 5、7、11、13 次，如下为控制器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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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1为基波补偿器，G2 为谐波补偿器，GN为多谐振控制器，在基波频率处，KR1 为基波补偿

器谐振因子，ξ1 为阻尼比，ω1 为谐振角频率，在各次谐波补偿器处，n=5、7、11、13，ωn=n×ω1，

Kp为谐波补偿器比例系数，KRn为谐波补偿器谐振因子。表 1 为基于多谐振的重复控制器参数和 LCL
滤波器的参数。

表 1 多谐振控制器和 LCL滤波器的参数

Table 1 The parameters of multi-resonance controller and LCL filter
LCL 滤波器参数

Parameter of LCL filter
基波补偿器参数

Parameter of basic wave compensator
谐波补偿器参数

Parameter of harnonic wave compensator
L1=12 mH KR1=600 KRn=180
L2=5.5 mH ξ1=0.01 Kp=20
C=1.75 µF ω1=314.15 rad/s ξn=0.01
R=22Ω ωn=n×ω1

对于 LCL 滤波器，本文采用逆变器侧电流单环控制法，同时加入电压前馈补偿可以提高动态响

应速度，消除电网电压扰动的影响。在αβ坐标系下引入逆变器侧电流反馈的控制框图如下。

图 4 逆变器侧电流反馈的控制框图

Fig.4 Control block diagram of current feedback for inverter side

2.2 重复控制器的设计

重复控制是一种基于内膜原理的控制方法，其本质是将外部信号的数学模型嵌入到控制器中，

从而实现无误差跟踪[11]，系统重复和多谐振复合控制框见图 5。

图 5 重复和多谐振复合控制框图

Fig.5 Control block diagram for compound of repetitive and multi resonant
根据系统重复控制框图以及小信号稳定性分析得到重复多谐振复合控制系统的等效传递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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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z)=KPWM×GL1,

重复控制在离散域的数学模型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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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N为延时环节，N为一个周期内的采样次数。

本文取采样频率为 20 kHz，电网的基频 50 Hz，在此取 Q(z)=0.95，C(z)为补偿器，用来延时环

节 z-N，补偿环节 C(z)是根据被控对象 P(z)的特性设计的，以期达到对系统输出信号无静差跟踪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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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抑制干扰信号。补偿器 C(z)的设计是重复控制的核心部分[12]。本文将补偿器的设计分为两部

分，即相位补偿和幅值补偿。设计如下：C(z)=KrzkS(z) (5)
式中 Kr为重复控制的增益，zk补偿高频处相位滞后，最终的相位为数字控制、P(z)、S(z)和 zk

复合的相位，重复控制的延迟特性为 zk对相位滞后补偿提供了可能性。S1(z)为陷波器，利用其零相

移的特点对逆变器出现的谐振峰进行补偿，消除谐振峰值，S2(z)为二阶低通滤波器，其目的是增强

高频开关纹波衰减能力，防止系统因高频分量发生震荡。陷波器 S1(z)的数学模型如下。
1 1

1
1( )
3

z zS s
 

 (6)

二阶低通滤波器 S2(s)的标准数学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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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atlab 进行 Zoh 变换得到离散域的数学模型如下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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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偿后的波特图如图 6 所示，图 6 是经过幅值补偿器校正前后的对比图，可以看出经过二

阶低通滤波器补偿之后，高频处增益幅值得到衰减，加入陷波器和二阶低通滤波器同时补偿之后，

高频增益迅速下降的同时，谐振峰值也得到衰减。但同时由于幅值补偿和被控对象自身产生了一定

的相位滞后，使系统无法准确跟踪，因此需要加入相位补偿。

图 7 是加入相位补偿后不同 k值下的波特图，比较可以看出 k=3 的时候相位误差近似零相移。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幅值和相位补偿之后，虽然高频段仍然存在相位偏差，但是从图中的幅值

特性曲线可以看出，系统的高频幅值衰减幅度较大，因此产生的影响很小，此外为了补偿数字控制

器延迟一拍产生的滞后，需再超前补偿一拍，最终取 k=4。

3 仿真与实验验证

根据前面推倒的理论在 Matlab/Simulink 中搭建了仿真模型，系统参数设置直流侧电压为 300 V，

工频 50 Hz，开关频率 10 kHz。

图 11 准 PR控制方式下的 FFT图 图 12 基于多谐振的重复控制方式下的 FFT图

Fig.11 FFTdiagramunderquasi PR controlmode Fig.12 FFTdiagramunder repetitive control based onmulti-resonance

图 6 幅值补偿器校正前后波特图

Fig.6 Bode map comparison of the amplitude
compensator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图 7 不同 k 值下相位滞后补偿波特图

Fig.7 Bode map of the phase lag before and
after compensation under different k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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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为准 PR 控制方式下的 FFT 图，图 12 为基于多谐振控制的重复控制下的 FFT 图，可以看

出准 PR 控制下，总电流波形畸变率较高，采用了基于多谐振准 PR 控制和重复控制的复合控制方法

后，电流谐波畸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5，7，11 次谐波畸变率分别为 0.28，0.27，0.14，都低于 0.5%，

符合入网电流单次谐波含量规定值,采用多谐振控制方式下系统的总谐波含量为 2.16%，相比之下基

于基于多谐振和重复复合控制方式下系统的谐波含量为 1.28%，有效地削弱电网电压扰动对并网电

流的干扰。

图 13 采用多谐振和重复复合控制方式下的并网电压电流波形

Fig.13 Grid connected voltage and current waveforms
由图 13 可以看出并网电流波形为正弦波形，证明本文的方法可以提高并网电流的静态和稳态性

能，改善并网电能质量。

4 结 论

针对电网电压中存在的谐波对并网电流的干扰，以及 LCL 滤波器自身产生的谐振，本文在 LCL
型逆变器并网系统中引入一种准 PR 复合控制的新型控制策略，对并网电流基波频率实现无误差跟

踪，并滤除特定次数的谐波。将传统的准 PR 控制和基于多谐振控制的复合控制的数学特性作比较，

从理论上验证了所提控制方法的优越性。通过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对比了准 PR 控制和基于

多谐振控制的复合控制对并网电流波形的控制作用，通过输出波形的 THD 值和特定次数的谐波畸变

率验证了控制方法的优势。分析理论和实验的结果表明，采用了基于准 PR 控制的复合控制策略后，

不仅有效抑制了电网电压周期性扰动，改善并网电能质量，同时还可以保证系统获得较好的动态和

稳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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