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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了一种基于模糊决策的复合低通滤波器（ＬＰＦ），提出了一种基于ＦＢＤ法

的有源电力滤波器（ＡＰＦ）参考电流检测新方法．该方法利用锁相环（ＰＬＬ）产生参考电压，将
负载电流投影到参考电压上，通过ＬＰＦ可以准确检测出基波有功电流和基波无功电流．设
计了基于模糊决策的复合ＬＰＦ，该ＬＰＦ由截止频率为１０ ＨＺ和３０ ＨＺ的双二阶Ｂｕｔｔｅｒ－
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组成，根据负载电流的波动幅度和谐波电流的最低次数，利用模糊推理确定

ＬＰＦ的选用．与传统的ＦＢＤ法相比，该方法在电网电压不对称条件下，能够确保参考电流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且动态响应速度快、原理简单．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证明了新型参考电
流检测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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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中非线性负荷的大量增加，特别是电

源电力滤波器（ＡＰＦ）通过检测电网中的谐波、负序

力电子装置的广泛应用，造成电能质量严重恶化．有

和无功电流，确定输出电流的参考电流，使输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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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参考电流，能够实现动态的、灵活的谐波抑制和

法分析出基波电流，在负载电流中减去基波电流得

无功补偿。ＡＰＦ的参考电流实时检测算法对其补偿

到参考电流，通过驱动功率开关器件使ＡＰＦ输出电

性能有重要的影响［１］，目前常用的参考电流检测方

流跟踪参考电流，实现动态谐波抑制和无功补偿．

法有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检测法、基于离散傅

设三相负载电流ｉ，为

里叶变换（ＤＦＴ）的检测法、基于自适应干扰抵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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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理的自适应检测法和基于ＦＢＤ法的参考电流检测
ｆＩ

法等．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参考电流检测法可

．缈 一

以看做ＦＢＤ法的特例，它的３／２及２／３变换使其在
，船

应用上具有局限性［２］；ＤＦＴ和自适应检测法计算延

＝

∑。∑。∑。

ｎ

ｎ

一

ｔ

ｔ

时长，难以实现实时控制［３］．基于ＦＢＤ法的参考电

（１）

流检测方法根据投影原理计算出总有功电流和总无
功电流，利用数字ＬＰＦ从总有功电流和总无功电流
中获取其直流分量．ＬＰＦ的性能直接决定着参考电
流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和动态跟踪速度，并最终影响
ＡＰＦ的补偿性能．文献Ｅ４３提出了一种采用Ｂｕｔｔｅｒ－
ｗｏｒｔｈ

为了避免系统电压畸变和电压不对称对三相
ＡＰＦ参考电流检测结果的影响，ＡＰＦ的参考电流检
测过程中，用ＰＬＬ来产生与电源基波正序电压同相
位的参考电压越。，即
ｆＨ舯一ｓｉｎ（“），

ＬＰＦ和平均值算法设计的ＬＰＦ，提高了基于

“ｐ＝．｛“芦一ｓｉｎ（“一２ｎ／３），

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参考电流检测方法的动态性

【“ｔ＝ｓｉｎ（ｔｏｔ一４ｎ／３）．

能，但对于较低的偶数次谐波检测精度低；文献［５］
提出了一种基于电网电压矢量的同步参考坐标变换
检测法，电网电压对称时的检测效果优于传统的同
步坐标变换法，电压不对称时检测效果差；文献１－６３
完善了ＦＢＤ法的定义，并将ＦＢＤ法应用于四相电

（２）

三相有功功率等效电导Ｇ。（￡）为
Ｇｐ

ｃｔ，＝｛≤暑薏专＝号［ｉ／ａ

Ｓｉｎ

ｃ以，＋

ｉ凸ｓｉｎ（“一２＝／３）＋屯ｓｉｎ（以一４兀／３）］＝

路的谐波电流检测中，但未考虑ＬＰＦ对ＦＢＤ电流

善｛∑Ｊ。Ｅｃｏｓ（（以一１）“一ｃｐ－）＋

检测法的影响．

ＣＯＳ（（，ｌ＋１）“一‰）］｝＋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ＦＢＤ法的
新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该方法利用ＰＬＬ产生参考

导｛∑Ｊ如ｃｏｓ（（竹一１）（“一２７ｒ／３）一铷）＋

电压，将负载电流投影到参考电压上，通过ＬＰＦ可

Ｃ０５（（ｎ＋１）（“一２ｎ／３）一％）］｝＋

以准确检测出基波有功电流、基波无功电流、负序和
谐波电流，检测结果不受实际电压不对称的影响．根
据截止频率分别为１０ Ｈｚ和３０ Ｈｚ的二阶Ｂｕｔｔｅｒ－
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特性，设计了由截止频率分别为１０

Ｈｚ

和３０ Ｈｚ的双二阶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组成的基于模

糊决策的复合ＬＰＦ，根据负载电流的波动幅度和谐

导｛∑ｋＥｃｏｓ（（，ｌ一１）（以一４７ｃ／３）一和）＋
（３）

ＣＯＳ（（以＋１）（“一４ｎ／３）一％）］｝．
经过ＬＰＦ后，得到线性等效电导

Ｇｐ一÷（Ｊ。ｌ ＣＯＳ弛ｌ＋Ｊ６ｌＣ０￥弘ｌ＋Ｊ。１ｃｏｓ鼽１）．

波电流的最低次数，利用模糊推理确定ＬＰＦ的选

（４）

用．新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在电网电压不对称条件

设Ｊ，。为各相基波有功电流的平均值，则各相

下，能够确保参考电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且动态响
应速度快，计算简便．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证明了新

电路中线性部分实际做功的电流分量为
ｒＪｐｌ ｓｉｎ（“）

１

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ｆ，ｌ—ｑ“，＝Ｉ

１基于ＦＢＤ法的三相ＡＰＦ参考电流检测法

线性功率电流ｉ。。等效为基波正序有功电流分

Ｊ，ｌ

ｓｉｎ（“一２兀／３）１．

（５）

ＬＩ。Ｉｓｉｎ（“一４兀／３）Ｊ
量，线性无功功率电流‘。等效为基波正序无功电流
ＦＢＤ法实质上是一种投影变换，其检测结果是

分量．同理，通过建立相应的参考电压，可以利用

由参考电压决定的［¨．令参考电压“等于系统电压，

ＦＢＤ法分析出负序电流和任一次谐波电流．三相

可以分析出线性功率电流ｉ，－；令参考电压“滞后于

ＡＰＦ的参考电流检测如图１所示．

系统电压９０。，可以得到线性无功功率电流‘－．
三相ＡＰＦ实时检测三相负载电流，利用ＦＢＤ

通过ＬＰＦ获取Ｇ，（￡）和Ｇ（ｔ）的直流分量Ｇ，和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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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中，通过ＰＬＬ获取电网电压的相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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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ＡＰＦ补偿谐波和无功电流，则检测基波正序有

有的最低次谐波电流为５次谐波时，输入信号Ⅱ如

功电流ｉ，。，在负载电流ｉ，中减去基波正序有功电

式（８）所示，ＬＰＦ一１０和ＬＰＦ一３０的滤波效果分别如

流，以确定包含谐波电流和无功电流的参考电流｝如

图２（ｃ）和（ｄ）所示．

果ＡＰＦ仅补偿谐波电流，则分析基波正序有功电流

（￡）＝ｌＯＯｓｉｎ（山ｔ）＋５０ｓｉｎ（２ｔｏｔ一耳／９）＋
２０ｓｉｎ（５０口ｔ—代｜１２），

ｆ，。和基波正序无功电流ｉ。－，就可以检测出负载电
流ｆ。中的谐波电流分量ｉ．，即

（￡）＝ｌＯＯｓｉｎ（ｃｏｔ一２７ｃ／３）＋５０ｓｉｎ（２（ｏＥＪｔ一２霄／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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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Ｌ

（ｆ）＝一屯（ｔ）一／ｂ（￡）．
（７）

（￡）一ｌＯＯｓｉｎ（ｃｏｔ）＋５０ｓｉｎ（５以一７ｒ／９）＋
２０ｓｉｎ（７ｔｏｔ——氕／１２），
（￡）＝ｌＯＯｓｉｎ（ｔｏｔ一２ｎ／３）＋５０ｓｉｎ（５（ｏ¨ｔ一２耳／３）一
ｎ／９）＋２０ｓｉｎ（７（∞ｔ——２ｎ／３）——７ｃ／１２），

ｒ●， 、ｖ１● 【

（ｔ）＝一屯（￡）一／ｂ（￡）．
（８）

图ｌ基于ＦＢＤ法的三相ＡＰＦ参考电流检洲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Ｂ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ＡＰＦ

２基于模糊决策的复合低通滤波器设计
ＬＰＦ的性能决定了基于ＦＢＤ法的参考电流检
测方法的准确性和动态跟踪速度，并最终影响ＡＰＦ

的控制精度和动态响应速度［８］．常规ＡＰＦ参考电流
检测选用截止频率为１０～３０ Ｈｚ的二阶Ｂｕｔｔｅｒ－
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设截止频率为１０ Ｈｚ和３０ ＨＺ的二阶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分别用ＬＰＦ－１０和ＬＰＦ－３０表示．

当输入电流信号含有的最低次谐波电流为２次谐波
时，输入信号Ｉ如式（７）所示，ＬＰＦ一１０和ＬＰＦ－３０的
滤波效果分别如图２（ａ）和（ｂ）所示；当输入电流信号含

可见，当负载电流包含的谐波电流次数较低时，
ＬＰＦ＿１０的检测准确度较高，但动态性能差；ＬＰＦ－３０
的检测结果存在较大纹波，但动态性能好．当负载电
流包含的谐波电流次数较高时，ＬＰＦ＿１０的检测准确
度较ＬＰＦ－３０没有明显提高，且动态性能差ＩＬＰＦ－３０
的检测准确度和动态性能都能满足检测要求．因此，
当负载电流中包含的谐波电流次数较低时。采用单
一的二阶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的检测准确度和动态性

能存在矛盾．
为解决二阶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的检测准确度和
动态性能存在的矛盾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模糊决
策器的复合ＬＰＦ设计：复合ＬＰＦ包括ＬＰＦ一１０和
ＬＰＦ一３０两个二阶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利用负载电流
的波动幅度和负载电流中谐波电流的最低次数，根
据模糊规则决策出选用的ＬＰＦ，构建了新型参考电
流检测方法．新方法的组成框图如图３所示。其中
ＪＬｃＨ和ｈｈ分别表示负载电流的波动幅度和谐波电

≤
Ｊ

流的最低数次．

ｔ／ｓ

（ａ）信号Ｉ时ＬＰＦ．１０效果

ｔ／ｓ

（ｂ）信号Ｉ时ＬＰＦ．３０效果

圈３
Ｆｉｇ．３

基于ＦＢＤ法的ＡＰＦ参考电流检洲新方法
Ｎｏｖ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ｔ／ｓ

（ｃ）信号Ⅱ时ＬＷ－１０效果

ｔ／ｓ

（ｄ）信号１Ｉ时ＬＰＦ．３０效果

ｏｎ

ＦＢ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ｒ ＡＰＦ

本文设计的ＡＰＦ采样频率为１２．８ ｋＨｚ，为提
高ＡＰＦ的动态性能，将负载电流的有效值ＪＬＲＭｓ和

图２二阶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的滤波特性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ｏｒｄｅｒ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ＬＰＦ

万方数据

波动幅度ＪＬｃＨ的计算周期定为半个工频周期，即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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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厂■翟ｒ一

载电流波动较小，则选用ＬＰＦ一１０；

卜ｍｈ卜√志荟砰＠）’

ｄ）若所需补偿最低谐波电流次数较低，但负载

（９）

【ＪＩ￡Ｈ（以）＝Ｉ ＪＬＲＭｓ（咒）一ＪＩ｜ＲＭｓ（，ｌ一１）Ｉ．
本文设计的ＡＰＦ的显示单元可以实现３２点采
样信号的ＦＦＴ分析，根据谐波分析结果，可以确定
谐波电流的最低次数ｈ．ｏｗ．
为提高新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的动态性能，负载
电流的波动幅度较大时，选用ＬＰＦ－３０检测基波电流；

电流波动较大，选用截止频率为３０ Ｈｚ的ＬＰＦ能满
足动态响应要求，负载电流稳定（负载电流波动量为
论域Ｏ）后，ＬＰＦ由ＬＰＦ一３０切换至ＬＰＦ一１０，切换时
间根据表１所示的ＬＰＦ－１０上升时间确定．
３）模糊决策：根据以上模糊规则，可以总结出如
表３所示的模糊决策表．
表３模糊决策表

此后，若负载电流稳定于新状态，且负载电流中谐波电

Ｔａｂ．３

Ｆｕｚｚ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流的次数很低，选用ＬＰＦ－１０才能保证稳态时参考电流
的检测准确度．这种情况下，由于ＬＰＦ－１０的上升时间
较长，ＬＰＦ不能在负载电流稳定后立刻由ＬＰＦ－３０切换
至ＬＦＩＦ－１０．ＬＰＦ－１０的上升时间与基波电流的波动幅度

有关，但基波电流的波动幅度难以确定．由于实际负载
的基波电流含量通常较为稳定，可以根据负载电流的
波动幅度估计ＬＰＦ－１０的上升时间，Ｕ，Ｆ－１０的上升时
间与负载电流波动幅度的关系见表１．
表１

内参考电流检测所选用的ＬＰＦ，以及ＬＰＦ的切换时

ＬＰＦ－１０的上升时间
Ｒｉｓｅ ｔｉｍｅ

Ｔａｂ．１

０～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

０
¨

ｏｆ

本文设计了新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每半个工
频周期根据负载电流的波动幅度Ｊ。￡Ｈ和谐波电流
的最低次数ｈｈ进行模糊推理，确定下半工频周期

ＬＰＦ－１０

间；未被选用的ＬＰＦ在ＡＰＦ的驱动信号输出后进
行计算，因此，此未被选用的ＬＰＦ的计算时间不会

３００～７００

１２０

７００～１ ２００

１４０

导致控制延时．这种新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不仅动
态响应速度快、稳态检测准确度高，且方法简单，计

ＬＰＦ的模糊自动选定过程包括输出参数模糊
化、模糊推理和模糊决策３部分．
１）输入参数模糊化：输入参数ＪＬｃＨ和＾ｈ论域
定义均为｛０，１，２，３）．模糊论域表征负载电流波动幅

算量小，便于实现实时控制．

３仿真和试验
３．１仿真分析

度和谐波电流最低次数的大小程度，如电流波动量

在建立基于ＦＢＤ法的参考电流检测方法和基于

非常大、较大等．采用非均匀量化规则对输入参数进

模糊决策的复合ＬＰＦ后，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进行了大量

行模糊化处理，即在变化量较大时粗分，较小时细
分，为简化计算，将输人参数直接转化为论域值，输
人参数ＪＬｃＨ和ｈｌｏｗ模糊化过程见表２．
表２输入参数模糊化
Ｔａｂ．２

Ｆｕｚｚ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ｐ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的仿真验证．工况Ｉ时，输入负载电流波形如图４（ａ）所
示，负载电流在０．１６ Ｓ时刻前如式（１０）所示；在０．１６

Ｓ

时刻，负载电流突变至式（１１）表示的信号．图４（ｂ）为
Ｕ，ｐ１０的检测效果，图４（ｃ）为ＬＰＦ－３０的检测效果，图
４（ｄ）为新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的检测效果．
ｒ屯（ｔ）一ｌＯＯｓｉｎ（ａｔ）＋５０ｓｉｎ（２“一√９）＋
Ｉ

２０ｓｉｎ（５ａｔ一７ｃ／１２），

．｛乇（￡）＝ｌＯＯｓｉｎ（ａｔ一２ｎ／３）＋５０ｓｉｎ（２（ａｔ一２√３）一
√９）＋２０ｓｉｎ（５（ａｔ一２√３）一兀／１２），
２）模糊规则与模糊推理：通过大量的仿真和实

【缸（ｔ）一一乇（￡）一乇（￡）．

验得到以下控制规则．
ａ）ＡＰＦ启动时，选用ＬＰＦ－３０，以确保ＡＰＦ对
负载的准确、快速补偿；
ｂ）若负载电流包含的谐波电流次数较高．截止

（１０）

ｒ屯（ｔ）一２００ｓｉｎ（ａ＃）＋４０ｓｉｎ（５“一√７）＋
Ｉ

２０ｓｉｎ（７ａｔ一√１３），

＿｛乇（￡）一２００ｓｌｎ（ｃ｜ｌｔ一２兀／３）＋４０ｓｉｎ（５（ａｔ—ｚｎ／３）一

频率为３０ Ｈｚ的ＬＰＦ一３０对高次谐波电流的衰减已

ｌ

经足够大，则选用ＬＰＦ一３０；

【吐（ｔ）一一乇（￡）一‘（￡）．

ｃ）若所需补偿最低谐波电流次数较低，但是负

万方数据

√７）＋２０ｓｉｎ（７（ａｔ一２兀／３）一√１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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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ｆ）（ｇ）（ｈ）分别给出了Ｕ’Ｆ＿１０，ＬＰＦ－３０和复合ＬＰＦ在
负载电流突减时的滤波效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
的参考电流检测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３．２试验分析
在仿真实验证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ＦＢＤ法的参
考电流检测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基础上，作者在９０
ｋＶＡ ＡＰＦ装置上进行了试验验证．ＡＰＦ装置采用ＤＳＰ
（ａ）工况Ｉ时负载电流

（ｂ）工况Ｉ时ＬＰＦ．１０效果

＋ＣＰＬＤ结构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采用Ｔｌ公司的３２
位定点ＤＳＰ芯片ＴＭＳ３２０Ｆ２８１２，以及ＡＬＴＥＲＡ公司
的可编程芯片ＥＰＭ７２５６ＡＥＴＣｌ４４，ＩＧＢＴ采用ＥＵＰＥＣ

公司的板桥模块ＦＦ３００Ｒ１２Ｋｓ４，控制系统如图５所示．
ＡＰＦ控制频率为１２．８ ｋＨｚ．

ＤＳＰ

ｔ／ｓ

＋

ｔ／ｓ

（ｃ）工况ｌ时ＬＰＦ－３０效果

（ｄ）工况Ｉ时新型ＬＰＦ效果

ＣＰＬＤ

故障信呼
光电隔离

按键显示
模块

硬仆倍频
‘ｊ锁丰Ｉｊ环
碰什脉冲
ｊＪ锁电路

逆变器Ｈ譬獬嚣
图５控制系统框图
Ｆｉｇ．５

ｔ／ｓ

ｔ／ｓ

（ｅ）工况Ｉｉ时负载电漉

（ｆ）工况ＩＩ时ＬＰＦ－１０效果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稳定负载下补偿效果如图６所示，图６（ａ）为ＡＰＦ
负荷电流波形；图６（ｂ）为ＡＰＦ投入补偿后的电源电流
波形．

ｔ／ｓ

ｔ／ｓ

（ｇ）工况Ｕ时ＬＰＦ．３０效果

０１）工况Ｕ时新型ＬＰＦ效果

图４仿真波形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仿真结果可见：
１）工况Ｉ时，负载电流在０．１６ ｓ时刻前的最低检测
谐波次数为２，选用Ｕ，Ｆ－３０稳态时的检测准确度低，但
动态响应速度快，约为２０ Ｉｎｓ．Ｕ，Ｆ－１０稳态时的检测准

ｔ／ｓ

（ｂ）补偿后电源电流

确度高。但动态响应速度慢，约为５０｜１１Ｓ．在０．１６ ｓ时刻
后，负载电流的最低检测谐波次数为５，ＬＰＦ－３０的检测
准确度和动态响应速度均满足要求ＩＬＰＦ－１０的检测准

确度较高。但动态响应速度很慢．新型参考电流检测算
法在不到２０ ｍｓ的时间内，采用复合ＬＰＦ的输出信号
进入稳态。动态跟踪速度快．稳态检测准确度高，利用
复合Ｕ）Ｆ的参考电流检测效果优于单独采用ＬＰＦ－１０
和ＬＰＦ．３０的效果．

２）工况Ⅱ时，负载电流出现突减，如图４（ｅ）所示．图

万方数据

圈６稳定负载下补偿效果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ａｄｙ ｌｏａｄ

负载电流波动情况下，如图７（ａ）所示负载电流有
效值从６２ Ａ变化到２３９ Ａ，ＡＰＦ补偿效果如图７（ｂ）所
示．负载电流突然减小情况下的ＡＰＦ补偿前后电源电
流波形分别如图７（ｃ）（ｄ）所示．
试验结果证明，采用本文提出的基于ＦＢＤ法的新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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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ＡＰＦ的稳态补偿效果及动态响

条件下，能够确保参考电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且动态

应速度均满足ＡＰＦ控制要求．

响应速度快、原理简单．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证明了新
型参考电流检测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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