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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单级光伏发电实验系统中电流
控制策略研究
于晶荣，邹勇军，王一军，杨

建，吴伟标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要：为了抑制单相单级光伏实验系统输出电流中的低频谐波成分，提出了一种基于比例谐振控制的新方
法。通过改进控制器结构，能够有效避免控制器对参考电流中低频谐波信号的放大；比较了新型电流控制方
法与标准电流控制方法频率域特性。分析表明，新型电流控制方法在抗谐波扰动方面具有更好的性能。最
后，给出了新型电流控制器参数的一般设计步骤，并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电流控制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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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伏产业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之
一，近几年每年平均增速都达到了５０％以上［１。２］。单
相单级光伏发电系统因具有成本低、配置灵活等特点，
在小容量光伏系统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单相单级光伏发电系统存在交流输出电流中低次

１

单相单级光伏系统拓扑结构
单相单级光伏发电系统拓扑结构如图１所示‘３ｑ３。

图中，矾。为直流侧的光伏发电产生的电压，Ｃｄ为滤波电
容，Ｕｇ为电网电压，Ｒ－、Ｒ。为电感Ｌ。和Ｌｚ的等效电阻。

谐波含量高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简
便有效的控制器设计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消除输出
电流中的低频谐波成分，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控制性能
和稳态裕度。
图１单相单级光伏系统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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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快速稳定地跟踪到光伏电池的最大功率点，单
相光伏系统通过电压外环控制逆变器直流侧电压，使
其直流电压实际值等于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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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参考给定值。电压外环的响应速度相对比较慢，控制

字控制器（特别是定点数字处理器）精度的影响，所以

对象主要是低频成分（一般小于１０ Ｈｚ），对于电压外

实现上比较困难；当电网频率偏移时，增益大幅降低，

环控制我们使用常规ＰＩ控制器就能满足要求。

控制器将会失效。

设电网电压的表达式为

鉴于比例谐振控制器的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提出
（１）

Ｕ。（￡）一Ｕ。ｓｉｎ（Ｕｔ

ＧＰＲ刮一再意％（６）

了准比例谐振控制器［８。…，它的传递函数为

式中Ｕ。为电网电压峰值。
通常要求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近似单位功率因数

可以看出，准比例控制器在谐振频率处的积分系

电能，则光伏电流的表达式为
（２）

ｉ。（￡）一Ｊ。ｓｉｎ∞ｔ

谐振频率附近的通频带。本文将准比例谐振控制器分

式中Ｊ。为电网电流峰值，则输入到电网的功率为

Ｐｇ（￡）一Ｕｇｉｇ一竿（１一ＣＯＳ
丁ｒ

数由ｋ。决定，同时由于阻尼系数Ｓ的存在，因此提高了
为２个部分来分析，即：

ｒ

２ｗｔ）（３）

Ｈ１一再羔
ＧＰＲ—ｋＰ＋Ｈｌ

厶

由（３）式可以看出，系统输出功率的直流成分由光
伏电池提供，交流成分由功率解耦电容Ｃ。提供，因此

（８）

常规电流控制器如图２所示。图中口。为控制信

电容电压ｕ。。会在一个直流成分的基础上叠加一个近

号；Ｈ。为针对基波电流设计的谐振控制器；Ｈ：为针对

似二次谐波成分，此二次谐波的幅值约为

谐波抑制要求设置的谐波补偿器，且Ｈ。一

ｐ

ＡＵ。≈丁寺等

（７）

（４）

‘叫ｙ ｄｃＬｄ

Ｆｈ丁Ｔ—丝盘譬‰，咒为谐波次数ｈＺ

２＋２ｅｎｏｊ ｏ ５＋（蚴ｏ）２¨‘／，’日议∥Ｌ姒’

为最高谐
／Ｖ取问’日

式中Ｐ。。为光伏电池的输出功率，Ｖ。。为Ｕ。。的直流

ｎ＝．ａ３

成分。

波次数；ｉ耐为电流控制内环的参考电流，ｉ。。为光伏系

直流侧二次谐波成分△【，。ｓｉｎ ２ｗｔ经过电压外环

ｓ

统交流侧实际输出电流，即流过电感Ｌ，的电流。

ＰＩ控制器的调节后，参考电流幅值也会形成一个二次

比例谐振控制器

谐波，此二次谐波再经ＰＬＬ锁相器与电网电压同步以
后就会合成一个三次谐波成分。可见电流内环的参考
给定信号含有大量的三次谐波成分，电压外环的比例
系数越大，则参考电流的三次谐波电流也越大，同时电
网电压的谐波畸变还会引起更高次的谐波电流。可
谐波补偿控制器

见，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抑制措施，输出电流的谐波畸变
率将不能满足电能质量标准的要求。

图２

３比例谐振控制

常规电流控制方法结构框图

根据分析，光伏系统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的输出直

光伏发电系统中，电流内环要快速准确跟踪正弦
参考信号。这种情况下，常规ＰＩ控制无法消除稳态误
差，使得控制精度无法满足要求。增大增益系数虽然
能减少稳态误差，但有可能放大噪声并引起系统不稳
定［５娟］。比例谐振控制在某一个固定频率（谐振频率）
上可实现近似无穷大增益，在此频率外无限衰减。因

流参考信号包含有二次谐波成分，该二次谐波导致电流
内环的参考信号含有大量的三次谐波成分。若采用常
规控制器结构，参考电流中的三次谐波电流将被跟踪，
这种低频谐波分量是输出滤波器无法滤除的，因此将使
得光伏系统的交流侧输出电流存在较大的谐波畸变。

４新型电流控制器结构与参数设计

此，若电流内环采用比例谐振控制，可以很好地跟踪到
为避免光伏系统对参考电流中的低次谐波成分的

频率相对固定的参考电流信号。

放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比例谐振控制的新型控制器

比例谐振跟踪控制器的传递函数为

Ｇ，Ｒ—ｋ，＋—等岛
５－ｒ

结构。新型控制器结构如图３所示。
（５）

６０”

其中，ｃｕ。为谐振角频率口］，ｋ。为积分系数，ｋ，为比例
系数。
比例谐振控制器在实际应用中有以下缺点：比例
谐振控制器在谐振频率处实现增益无穷大，由于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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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新型控制器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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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控制器中，比例谐振器Ｈ，完成对参考电流
的基波成分的精确跟踪；比例控制ｋ。能够对参考电流

４１

通常，一个良好的控制系统要求开环相角裕度在
４０。～６０。之间，由（１２）式可以得到：

的高频成分进行有效抑制。

∞。一９０；。－－］，
∞。。
ｉ

在新型电流控制方法下，参考电流到输出电网电

Ｇｒ㈤一鲻普鬻胖

流（流过电感Ｌ：的电流）之间的传递函数为

ｋ。≯ｆ
㈣

所以有

Ｇｖｉ（ｓ）为逆变器输出电压到逆变器输出电流之间的传

递函数；ＰＷ（ｓ）一Ｖａ。／Ｋ，为脉宽调制（ＰＷＭ）放大倍
数，Ｖ。为三角载波幅值；Ｇ。（ｓ）一ｅ１‰“，为ＰＷＭ控制
延时。

Ｇ，ｉ（∞。。。。ｊ）Ｉ一１

（１４）

‰一瓦可翥亩（１５）

其中，Ｈ。（ｓ）一ＧＰＲ（ｓ）ＰＷ（５）Ｇｄ（ｓ）Ｇ。ｉ（ｓ）；Ｇ。。（ｓ）为逆
变器输出电压到电网输出电流之间的传递函数；

（１３）Ｊ
Ｌ１５

』ｄ

４．２准比例谐振控制器参数的设计
４．２．１

阻尼系数的设计

考虑到电网频率会发生偏移，按照分布式发电标
准的要求，当电网频率，满足４９．３ Ｈｚ≤ｆ≤５０．５

Ｈｚ

时，属于正常的频率变动范围，如果超出此范围，则分

４．１｝匕例系数设计
控制系统中，反馈控制的比例系数ｋ。越大则系统
的稳态误差越小，同时系统的带宽也越大。因此，通常

布式发电系统立即停止供电。
设电网频率漂移士０．５ Ｈｚ时，

Ｈ，（叫。＋，２７ｃ）Ｉ一竺

要求在满足系统稳定的条件下比例系数越大越好。
在ＰＷＭ控制系统中，一个基本的限制条件是参
考电压的变化率应小于三角载波的变化率，则有：

学≤瓷％≤警

２叫ｏ（ｃｃ，ｏ±＇ｃ）

（１７）
…７

式中，叫。为电网电压基波角频率，丌相对于∞。很小，因

但是，由于没有考虑系统相角裕度，按照式（１０）设
计比例系数还不够。本文中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Ｓ＝０．５Ｔｏ一０．０１

（１８）

４．２．２积分系数的设计
比例谐振控制器的积分系数会对系统的截止频率

（Ｈ，＋是。）ＰＷ（ｓ）Ｇｄ（ｓ）Ｇ，。（ｓ），系统的相角为

么（手芝‰＋ｋｐ）ｅｌｃＴｄ＋么Ｇｖｉ：
一叫ｃＴａ＋么（乏＿二≠叁‰＋ｋｐ）＋么Ｇｗ
么（磊二差‰＋１）≈。。

此可以舍去。
根据电网基波周期Ｌ，有

率，Ｌ为输出滤波器等效电感，且Ｌ＝Ｌ。＋Ｌ。。

和相角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

么（Ｈ，＋ｋ。）ＰＷ（ｓ）Ｇｄ（ｓ）Ｇ，ｉ（ｓ）一

、叫ｎ一∞ｃ １－厶勘”叫ｃＪ

∈一丢岽刍
、

式中，Ｖ。。为直流侧电压的直流分量，＾为三角载波频

广

式中，咒为谐波次数，则

（１０）

２

。Ｉ叫：一∞：＋２函。∞。ｊ。

（１６）

４Ｚ

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与积分系数的关系如图４所示

ｌ。“１

（积分系数按箭头方向逐渐增大）。可以看出，积分系
数越大则系统的截止频率越高，同时相角裕度也越小，
当ｋ ｚ一１７５时，这时相角裕度为零，可见积分系数不能

，

（１１）

超过一定的范围，否则会引起系统不稳定。从图４中

由于系统的截止角频率ｃＵ。比较大，么Ｇ，。≈一９０。，而

还可以看出，尽管积分系数会影响系统的稳定，但是系

所以，系统的相角裕

数的可调节范围比较宽。

度为
ｖ≈９０。一６０。Ｔｄ

（１２）

从式（１２）可以看出，相角裕度只与截止频率叫。及
延时时间Ｔｄ有关。截止频率越大则相角裕度越小，反
之，截止频率越小则相角裕度越大。由于叫。远大于比
例谐振控制器的谐振频率，因此在截止频率叫。处的幅
值增益约为ｋ。，因此系统的截止频率由Ｇ，ｉ（ｓ）及比例
系数五。决定，在输出滤波器确定的情况下，截止频率
由忌，决定，愚，越大则截止频率越高，反之则截止频率越
低。同时相角裕度受系统延时的影响，延时越大则相
角裕度越小，延时越小相角裕度越大。

万方数据

图４积分系数与系统相对稳定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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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同时，由于系统含有大量低次谐波，因此在设计积

的三次谐波，三次谐波的幅值增益应小于一３ ｄＢ。从

分系数时，应考虑参考信号的前向通道能否有效抑制

图６中可以得知积分系数应满足ｋ。＜１．６。在满足有

低次谐波。

效抑制三次谐波的前提下，积分系数应越大越好，因为

参考信号前向通道的传递函数为
Ｇｆ（５）一Ｈ，（５）ＰＷ（ｓ）Ｇｄ（ｓ）Ｇ，。（ｓ）

积分系数越小，则误差电流下降速度越慢，有可能引起
（１９）

电压外环振荡。

传递函数Ｇｔ（ｓ）对三次谐波的抑制能力如图５
所示。

根据上述原理，可以得出电流控制方法参数设计
的一般步骤：
（１）考虑系统延时对系统相角裕度的影响，在满
足相角裕度的前提下，确定系统的最大截止角频率，根
据式（１５）确定系统的比例系数；

∞

（２）根据比例谐振控制谐振带宽的要求设置阻尼

罩

帽
磐

系数；

ｊ翌

（３）根据积分系数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及控制器

馨

对低次谐波的抑制能力和对误差电流的控制速度来确
定积分系数的大小。
５
图５

积分系数对三次谐波幅值增益的影响

仿真结果
本文设计了一套１６０ Ｗ、直流侧工作电压约为３０

从图５可以看出，前向通道的三次谐波增益随着
积分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为了能够有效抑制参考信号
表１

Ｖ、输出为１２ Ｖ的单相单级光伏系统，ＬＣＬ滤波器的
参数选择如表１所示。仿真结果如图６

图８所示。

ＬＣＬ滤波器参数

图８

图６并网电流仿真波形（ｋ，＝０．１，ｋ－＝１．４）

电压外环控制输出参考电流幅值

调节的作用下，输出电流的幅值发生了变化。从图７
Ｆｕｎｄ自ｔｍｅｎｔａｌ（５０Ｈｚ）＝１４

３９

ＴＨＤｔ ０ ８５％

仿真图上可以看出，系统输出电流谐波畸变率小于
５％，三次谐波含量只有０．８ Ａ，满足并网标准的要求。
图８为电压外环控制输出，可以看出电压外环含有大
量二次谐波成分。图９为误差电流变化趋势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稳态条件下，误差电流小于１ Ａ，并且具
有良好的动态效果。
６

实验结果

图７并网电流谐波畸变分析

为了验证该电流控制策略的正确性进行了实验。
图６为并网电流输出波形，可以看出，在电压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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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为改善电力电子和新能源发电等课程的实验条

《
＼

斌
哥
剁
媸

件，构建了一套单相单级光伏发电实验系统。为抑制
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输出电流中的低频谐波成分，提
出了一种基于比例谐振控制的新型电流控制结构，并
总结出简单有效的参数设计方法：从系统的相角裕度
时问／ｓ

出发设计控制器的比例系数，从控制器的谐振带宽出
图９误差电流变化趋势

发设计了比例谐振控制器的阻尼系数，从控制器对三
次谐波的抑制能力出发设计了积分系数。最后。仿真

公司的３２位定点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３３５，ＦＰＧＡ采用ＡＬ—

和实验均验证了本文所提电流控制方法的正确性和有

ＴＥＲＡ公司的可编程器件ＥＰ２Ｃ８Ｔ１４４Ｃ８Ｎ；光伏系统

效性。

的控制频率为１０ ｋＨｚ。单相单级光伏系统拓扑结构
见图１，控制算法的实现流程如图ｌｏ所示。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１］耿亚新，周新生．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理论及发展路径［Ｊ］．中国软科

硬件
保护信号

信号渊理
与采样

ｌ

学，２０１０（４）：１９—２８．

Ｆ２］刘飞．三相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控制策略［Ｄ］．武汉：华巾科技

Ｉ

大学图书馆。２００８．

［－３１

ＤＳＰ＋ＦＰＧＡ

Ｌｉｓｅｒｒｅ

Ｍ，Ｂｌａａｂｊｅｒｇ Ｆ。Ｈａｎｓｅｎ Ｓ．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ｆ

Ｉ

功率器件
故障信号

硬件脉冲
互锁电路

ｆ

Ｉ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４１（５）：１２８１—１２９１．

［４］Ｌｉｓｅｒｒｅ Ｍ，Ｔｅｏｄｏｒｅｓｃｕ Ｒ，Ｂｌａａｂｊｅｒｇ

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Ｉ勰Ｈ…驱动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Ｊ］．ＩＥＥＥ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Ｐｈｏｔｏ￣，ｏｌｔａｉｃ

Ｌａｒｇｅ Ｓｅｔ ｏｆ Ｇ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０６，２１（１）：２６３－２７１．

［５］Ｃａｓｔｉｌｌａ Ｍ，Ｍｉｒｅｔ Ｊ，Ｍａｔａｓ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ｈａｓｅ 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ｈａ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

图１０控制系统流程框图

ＬＣＩ。一

ａ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ｎａｎｔ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ｓ［，Ｊ］．ＩＥＥＥ

Ｗｉｔｈ

Ｄａｍｐ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ｓ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９，５６（１Ｉ）：４４９２—４５０１．

该实验平台的光伏电池部分由２块１００ Ｗ的光

［６］Ｃａｓｔｉｌｌａ Ｍ，Ｍｉｒｅｔ Ｊ，Ｍａｔａｓ Ｊ．Ｌｉｎｅａｒ

伏电池并联组成，光伏电池的开路电压在天气晴朗的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ｏｎａｎｔ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情况下在３６～３８ Ｖ之间，短路电流在４～６ Ａ之间，最

ｎｅｃ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ｈａｉｃ

大功率输出点电压２９～３０ Ｖ，并且会随温度的变化而

ｅｌｅｃｔ 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８，５５（７）：２７２４—２７３３．

变化，在阳光很强烈的情况，实际最大输出功率在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Ｊ］．ＩＥＥ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ｉｄ—。Ｃ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７］Ｚｍｏｏｄ Ｄ Ｎ，Ｈｏｌｍｅｓ Ｄ 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ｒａ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４０～１５０ ｗ之间。实验结果如图１１所示，电网电压

ＰＷＭ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Ｚｅｒｏ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Ｅｒｒｏｒ［，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与电网电流的功率因素为１，符合设计的最终要求。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８（３）：８１４—８２２．

［８］Ｈｏ Ｂ Ｍ Ｔ．Ｈｅｎｒｙ Ｓｈｕ—Ｈｕｎｇ Ｃｈｕｎｇ．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ｒ Ｗｉｔｈ

几

１ｂｋ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ＰＶ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０（４）：９５３—９６２．

［９］Ｋｏｉｚｕｍｉ Ｈ，Ｍｉｚｕｎｏ Ｔ，Ｋａｉｔｏ Ｔ，ｅｔ ａ１．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ｏｒ—
ｇｒｉ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ｈａ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Ｉ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２００６，５３（６）：１８８９一１８９７．

［Ｉｏ］Ｂｉａｌ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Ｈ１“０Ｍ
１】３７

图１１

万方数据

光伏系统电网电压与电流图

１１

４３

Ｊ

Ｔ，Ｍｕｌｊａｄｉ 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Ｉ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２００９，５３（４）：

单相单级光伏发电实验系统中电流控制策略研究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于晶荣， 邹勇军， 王一军， 杨建， 吴伟标， Yu Jingrong， Zou Yongjun， Wang Yijun，
Yang Jian， Wu Weibiao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实验技术与管理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12,29(12)

参考文献(10条)
1.耿亚新,周新生 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理论及发展路径[期刊论文]-中国软科学 2010(4)
2.刘飞 三相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控制策略[学位论文] 2008
3.Liserre M;Blaabjerg F;Hansen S Design and Control of an LCL-filter Based Three-Phase Active Rectifier
2005(05)
4.Liserre M;Teodorescu R;Blaabjerg F Stability of Photovoltaic and Wind Turbine Grid-Connected Inverters for
a Large Set of Grid Impedance Values 2006(01)
5.Castilla M;Miret J;Matas J Control Design Guidelines for Single-Phase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s
With Damped Resonant Harmonic Compensators 2009(11)
6.Castilla M;Miret J;Matas J Linear Current Control Scheme With Series Resonant Harmonic Compensator for
Single-Phase Grid-Con 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s 2008(07)
7.Zmood D N;Holmes D G Stationary Frame Current Regulation of PWM Inverters With Zero Steady-State Error
2003(03)
8.Ho B M T;Henry Shu-Hung Chung An Integrated Inverter With Maximum Power Tracking for Grid-Connected PV
Systems 2005(04)
9.Koizumi H;Mizuno T;Kaito T A novel microcontroller for grid connected photovoltaic systems 2006(06)
10.Bialasiewicz J T;Muljadi E Simulation based analysis of renew a bleenergy systems 2009(04)

引用本文格式：于晶荣.邹勇军.王一军.杨建.吴伟标.Yu Jingrong.Zou Yongjun.Wang Yijun.Yang Jian.Wu Weibiao 单相单
级光伏发电实验系统中电流控制策略研究[期刊论文]-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