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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lement better dynamic response and
control accuracy of synchronous rotating reference frame
transformation based digital phase-locked loop (PLL) and
make it more suit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rid-connection
inverter for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a global sliding
mode based variable-step control strategy is led into PLL.
Based 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synchronous reference frame
based PLL,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grid voltage vectors’ initial
phase angles on the phase-lock speed are researched, and the
frame mirror image transform rule for d-axis component of grid
voltage vector relative to coordinate origin is derived.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global discrete switching function of PLL
and according to the moving characteristic of non-ideal global
discrete sliding mode, a frequency crossing switching surface
based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transient state is proposed. A
Lyapunov function is constructed to research the existence
condition, the reachability condi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digital PLL global sliding mode control strategy, and on this
basis the extremum of the variable-step is decid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control strategy is validated by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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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太阳能、风能、潮汐、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的分布式发电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广泛
关注。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电网，为
了保障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针对分布式发电将实
行新的更严格的标准[1]。其中，新能源分布式电源
接入电网时的同步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电网同步
锁相也是分布式发电系统并网运行最基本的技术
要求之一[2]。
传统的电网锁相技术采用硬件过零点检测的方
式，该方式无法应用于电网谐波污染严重的场合[3]，
同时必须等到电网电压过零点时刻才能对相位进
行重新调校，存在滞后和延迟。软件锁相方式中，
应用和推广最多是基于同步坐标旋转变换的数字
锁相环(phase locked loop，PLL)。但此方式的传统
控制多采用 PI 控制器进行调节，极大地影响了动态
响应速度。近年来，滑模变结构控制被越来越多应

摘要：对于基于同步旋转坐标变换的数字锁相环，为实现更
好的实时性和控制精度，更适合新能源并网逆变发电的应用，

用于电力电子装置的控制，并凭借其优越的瞬态特

将一种基于全程滑模的变步长控制策略引入其中。基于同步

献[6]提出一种采用滑模控制(sliding mode control，

坐标系数字锁相环的数学模型，研究了不同电网电压矢量初

SMC)的锁相环控制策略，实现了对电网相位进行

始相位角对锁相速度的影响，推导了电网电压矢量的 d 轴分
量相对于原点进行坐标镜像变换的规则。在建立锁相环全程

性与鲁棒性，使装置获得了理想的控制效果[4-5]。文

迅速的锁定。文献[7]基于坐标镜像变换与 Bang-

离散切换函数的基础上，根据非理想全程离散滑动模态的运

Bang 控制实现了对单相锁相环的高效非线性控制。

动特点，提出了基于穿越切换面频次的瞬态判定方法。构建

事实上，在锁相环控制中引入滑模控制对提高其动

李雅普诺夫(Lyapunov)函数讨论了锁相环全程滑模控制的

态响应速度，增强系统的鲁棒性具有明显的作用[8]。

稳定性、存在性及可达性条件，基于此确定了变步长的极值。

在滑模控制系统中，系统的运动可分为趋近运

仿真和实验结果验证了此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动和滑模运动 2 个阶段，其中只有滑动模态才具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174125，61174132)。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61174125，61174132)。

鲁棒性。如果能缩短到达滑模时间，将有效地改善
系统动态性能，而如何缩短到达时间则是滑模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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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控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9]。我国学者高为炳提

换得到 dq 坐标系下的 d 轴分量 ud，与其参考指令 ud

出了趋近律的思想，缩短了趋近运动段时间，可改

比较得到误差 e。当检测单相电网相位时，αβ坐标

善滑模控制系统的动态品质和鲁棒性，但趋近阶段

系下的正交信号 uα 和 uβ 可由单相电网电压信号 ug

仍 旧 存 在 [10] 。 全 程 滑 模 控 制 (global

sliding mode

经 过 广 义 二 阶 积 分 (second order generalized

control，GSMC)能消除传统滑模控制的到达运动阶

integrator，SOGI)方法得到[16]。设 Um 为电网电压的
幅值，令 ˆ 为 PLL 的测量值，则

段，使系统在响应的全过程都具有鲁棒性，克服了
到达模态不具有鲁棒性的特点，改善滑模控制的鲁

ud  uα cos ˆ  uβ sin ˆ  U m sin  cos ˆ 
U cos  sin ˆ  U sin(  ˆ)

棒性和瞬态特性 [11-12]。文献[13]提出了全程滑模控
制思想，并给出了时变的全程滑模切换函数的设计
方法。文献[14]研究了全程切换函数的构造方法和
全程滑模控制律的设计方法。文献[15]将全程滑模
控制与智能控制相结合，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模糊
控制的全程滑模控制方法，克服了系统的参数不确
定性或参数时变性，是对全程滑模控制理论的进一
步丰富与完善。
为了提高基于同步旋转坐标变换的数字锁相

m

m

(1)

其中

  t  0

(2)

式中：ω为基波角频率；φ0 为初始相位角；ωff 为前
馈角频率。令直轴分量参考指令 ud =0，与实际电网
电压信号经过 Park 变换后得到的直轴分量 ud 相减，
其误差 e 通过比例积分(PI)控制器或者滑模控制
(SMC)控制器进行调节后使得 ud 等于 0，即
ud  U m sin(  ˆ)  U m (  ˆ)  0

环实时性和锁相精度，使分布式发电电源及并网逆

(3)

准，本文将全程滑模控制引入数字锁相环控制。首

此时，控制器调节量输出与前馈角频率之和经
积分环节后得到的 PLL 输出值 ˆ 趋近于电网电压

先，研究了电网电压初始相位角对相位锁定时间的

的实际相角θ。

影响，并利用规则对电网电压矢量的 d 轴分量进行

1.2

镜像变换，减少锁定时间。接着，构建了数字锁相

式(2)中，初始相位角φ0 取值范围是 0°~360°，
而测量值 ˆ 的初始值 ˆ 是唯一赋定的。因此，电网

变器能适应电网的瞬变，满足新的更严格的并网标

环离散化的全程滑模切换函数，利用 Lyapunov 方

测量初始值赋定与镜像变换

0

全程离散滑模控制状态点的运动特性，提出了基于

电压矢量的初值将落在旋转坐标系中不同位置。若
初始值 ˆ 赋为 0°，则当φ0[-90°，90°]时，电网矢

穿越滑模面频次的瞬态判定及步长极值的确定方

量的 d 轴分量 ud 落在第一、第四象限离初始估计值

法。最后，搭建了系统仿真与实验平台，对本文所

的直轴分量 ûd 较近，可迅速调节至目标值 ud =0。当

提的基于穿越频次变步长全程滑模控制策略在数
字锁相环中应用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进行了仿真与

φ0[90°，270°]时，则 ud 落在第二、第三象限，距
离 ûd 较远，将增加调节时间，影响对相位的迅速

实验验证。

锁定。

法对其进行了存在性、可达性和稳定性分析。基于

因此，当 ud 位于第二、第三象限时，可相对于

基于同步坐标系的数字锁相环

1

坐标原点作镜像翻转，减少调节时间，如图 2 所示。

同步旋转坐标系锁相环数学模型

1.1

图 1 为同步旋转坐标系锁相环的数学模型。三
相电网电压信号 ua、ub、uc 通过 Clark 变换得到αβ
坐标系下的电压信号 uα和 uβ，然后再经过 Park 变
ud* 

ff



e

 u
d



ua
ub
uc

u
abc


0

1

s

ˆ

图 2 中，电网电压矢量 ug 在 dq 轴的投影分量分别
为 u d、u q ，镜像变换后的电网电压矢量及其在 dq
轴的投影分别为 uˆg 与 ûd 、 ûq 。镜像变换规则为
若 ud<0，则 ûd  ud ， sinˆ  sinˆ ， cosˆ 
 cosˆ 。其中，ˆ 为由镜像变换后矢量计算得到的
测量值。
q

dq

u
SOGI

ud
ûd

ug

Fig. 1

图 1 同步旋转坐标系数字锁相环框图
Diagram of the synchronous rotating reference
frame digital PLL

uˆg

ûq

ug

Fig. 2

d

uq

图 2 镜像变换矢量图
Diagram of vector image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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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V <0，满足稳定性条件。
当采样周期 T 较小时，用 s(k)、s(k+1) 表示离

数字锁相环全程滑模控制
滑模切换面建立

2.1

为了更快速锁相，在利用镜像变换后，采用全
程滑模控制还可进一步减小相位锁定时间。而将滑
模控制应用于数字锁相环控制，首先就是要建立滑
模切换超平面。如图 1

所示，ud*与

ud 的误差 e 经过

控制器调节为 0 时，输出 ˆ 则可以完全与电网电压
同步，因此建立滑模面函数：
(4)
s  e(t )   e(t )

e  ud*  ud

散全程滑模函数 s 在 k 与 k+1 个周期时的值，离散
滑模存在和到达条件[17]是
[ s (k  1)  s (k )]sgn[s (k )]  0

[ s (k  1)  s (k )]sgn[s (k )]  0

u 为控制量，若采用等速滑模控制律
u  s  c  sgn(s )

(6)

式中：ωc 为调节步长；sgn()为符号函数。实际应
用中可采用变步长趋近律，以保证系统快速收敛和
减小抖振。

(14)

其中：
[ s (k  1)  s (k )]sgn[s (k )]  cT | s (k ) | 0

(15)

[ s (k  1)  s ( k )]sgn[s ( k )]  2 s ( k ) 
T c sign( k )  (2  T c ) | s ( k ) |

(16)

(5)

式中α>0 为滑模系数。输出为角速度调节量Δω=u，

因此，数字锁相环的离散滑模控制存在和到达
条件是 2-Tωc>0。

3
3.1

瞬态判定与变步长控制
基于穿越频次的瞬态判定
全程滑模系统的运动可分为理想全程滑模模

态和非理想全程滑模态。当系统状态均落在全程切

离散全程滑模控制器设计

2.2

3349

术

换面上，最终运动至相平面原点时，称为理想准全

全程滑模控制通过设计一种时变的非线性滑

程滑动模态轨线。而在实际离散全程滑模控制中，

模面，在保证滑动模态稳定的基础上消除趋近模

状态点总是落在切换带内，而且相邻 2 个状态分布

态，使得系统全程具有鲁棒性。

于全局切换面的异侧，即非理想准全程滑动模态轨

图 1 中的控制器采用全程滑模控制器时，对式

(4)进行改进，选择新的全程滑模切换函数为
s  e(t )   e(t )  f (t )

线，如图 3 所示。为了实现全程滑动模态，需确保
系统轨线始终步步穿越全局切换面 ,且切换函数值

(7)

非增，最终系统稳定于相平面原点的某一邻域内。

式中 f(t)是为达到全程滑模而设计的函数，本文设计

f (t )  f (0)e

t

x
s0

(8)

式中λ为常数。选取采样与控制时间周期为 T，取系

s

s  

统变量为

 x1  ud*  ud
(9)

 x2  x1
高速采样和控制下，导数可由差分方程近似，
可得
x1 ( k )  x1 ( k  1)
(10)
T
式中 k 表示系统的第 k 个周期。联立式(9)，
将式(7)(8)
x2 ( k ) 

x

Fig. 3

图 3 非理想全程滑模控制原理
Principle of non-ideal global sliding mode control

在图 3 所示的全程滑模控制中，系统由瞬态初
值逐步收敛至原点，为了保证系统的快速收敛，还

离散化得

可以采用变步长模式。此外，变步长控制还可使边

s( x, k )   x1 (k )  x2 (k )   x1 (0)eTk  x2 (0)e  Tk (11)

界层厚度能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小，以抑制系统

式中：α>0 为滑模系数，决定 x1 的瞬态响应品质；

β>0 为滑态移动参数，决定了 x2 的瞬态响应品质；
x1(0)与 x2(0)表示瞬态过程起始时刻的状态初值。
2.3

稳定性、存在性和可达

联立式(6)计算式(12)的导数
V  ss  s[ sgn(s)]
c

有很大的关系，由式 (11)也可以看出，全程滑模控
制需要对全程滑态因子的瞬态初值进行赋定。
基于同步坐标系对数字锁相环的控制，瞬态发
生在对电网的初次锁定或脱网及电网故障与异常

构造李雅普诺夫函数(Lyapunov)V
V  (1 / 2) s 2

的抖振[18]。而初始步长及步长的变化率与瞬态初值

(12)

的发生时刻。对电网相位首次锁定时，也是系统的
初始时刻，可自然判定为瞬态发生。由脱网或电网
故障与异常引起的瞬态发生时，系统运动的相邻状

(13)

态点不再落在切换面的两侧，甚至超出切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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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基于穿越切换面频次的瞬态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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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分量 ud 的关系为

cmax  smax   ud

方法。统计前几次的离散模态运动行为，若发现状
态点连续几次在切换面的某一侧，即穿越频度低于

(17)

某一值时，则可以认定为瞬态发生。瞬态判定及瞬

只需满足式(16)约束条件
cmax  2 / T

态初始值赋定的实现过程可以由图 4 所示的流程图

当系统运行在稳态时，为抑制滑模控制固有的

表示。

(18)

抖振，步长越小越好。但采用图 4 所示的变步长算
法，系统由稳态再次进入瞬态时，为了避免激发系
统的强烈振动，步长增大也是渐进的。因此，为了
再次快速进入稳态及避免定点数字化计算时产生
的误差，同时保证系统的调节功能，需对最小步长
进行限制。设系统频率为工频 50 Hz，取图 1 中的
前馈角频率ωff =100 π，程序设计中取数字常量为角
频率的正整数 100mπ，m 为采样值数字化系数，如
采用定点 Q4 格式运算时，m=24=16。设正弦表长度
为 l，则幅度值转正弦表索引的系数

  T [(180 / π)l / 360] / m

(19)

设电网周期为 Tg，则最小步长

cmin  abs[(lT / Tg ) /   100 mπ]

(20)

式中 abs[]表示绝对值的取整。由图 1 数学模型可
知，滑模控制器后端存在积分环节，对于抑制抖振
具有天然的作用。因此，尽管式 (20)对最小步长有
Fig. 4

图 4 全程切换函数流程图
Flow chart of global switching function

图 4 中，TF=1 表示瞬态发生， TF=0 为系统工
作在稳态标志，bCP、bCN 分别表示正穿越与负穿越
的计数值。当 s(k)>0 时，正穿越计数值 bCP 加 1 ，

限制，但抖振也被大大消除。

4
4.1

仿真与实验研究
仿真验证
基于 Matlab/Simulink 仿真平台，对本文所提出

同时，负穿越计数值 bCN 清零，当 s(k)<0 时，反之。

的基于穿越频次变步长全程滑模控制数字锁相环

而当 s(k)=0 时，表示系统运行于切换面，需将 bCP、

进行了仿真验证，并与传统 PI 控制的数字锁相环进

bCN 同时清零。当正穿越计数值或负穿越计数值大

行对比研究。

于 3 时，说明系统状态点已经连续 2 次以上处于切

仿真研究了初始相位角 φ0=180°时，PI 控制锁

换面的一侧，可判定为瞬态发生，将瞬态发生标志

相环(PI-PLL)、文献[5]所述 Bang-Bang 控制锁相环

TF 置 1 ，此时刻的状态 x1(t)、x2(t)视为瞬态初值。

(BB-PLL) 以及采用变步长全程滑模控制策略下的

瞬态发生后，为尽快达到稳态，可改变调节步长，

锁相环(GSMC-PLL)的调节时间的对比，由 1.2 节可

将式(6)中的调节步长ωc 倍增。而进入稳态后，调节

知，此初始相位角时所需的调节时间最长。仿真参

步长ωc 减半，步长将逐渐减小。

数为：电网电压为相电压为 220 V 的单相交流，频

最大步长与最小步长

率为 50 Hz，控制与采样周期为 T=80 μs(控制频率

3.2

对于全程滑模控制的数字锁相环，当系统处于

12.5 kHz)，正弦表长 l=500，取初始步长为 2 000，

瞬态时，希望有大的步长以保证系统能快速收敛。

ωcmax=75 000，由式(19)计算步长最小值ωcmin=16。

系统处于稳态时，则减小步长，使其具有较高的锁

全程滑模控制与 Bang-Bang 控制、PI 控制锁相

相精度，减小或消除滑模控制固有的抖振。
由 1.2 节可知，当初始值 ˆ 赋为 0，φ0=180

环比较见图 5。仿真结果图 5(a)表明，在相当的锁
相精度下，锁相环在 PI 控制下大约经历 0.75 个工

时，初始估计值 ûd 与实际电网矢量的 d 轴分量 ud

频周期才能实现对电网电压信号的锁相，而采用

最远，需采用最大步长调节。结合式(10)(11)，可得

Bang-Bang 非线性控制时需要 2.4 ms，采用本文所

最大调节步长ɷcmax 等于滑模函数最大值 smax，与 d

提出的全程滑模滑模控制，只需 1.6 ms。从图 5(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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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周期，实现了穿越频次变步长的全程滑模锁相
环控制。实验中，电网采用 Chorma 61502 可编程
交流电源模拟，相位及误差信息由控制平台数模转
换单元(DA)发出并与实际电网电压波形做比较。
图 6 为三相电网电压锁相环实验波形。图
(a) 滑模控制与 PI 控制锁相比较
GSMC-PLL
BB-PLL

4 000
2 000
0

PI-PLL

-2 000
-4 000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t/s

(b) s 函数波形对比

6(a)—(c)为采用本文控制算法时的锁相波形，分别
在电网 a 相电压初始相位角φ0=90、180、270时
触发锁相程序，
锁相控制周期为 80 μs。图 6 中，sin ˆ
表示与 a 相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锁相输出， error 表
示锁相的角度误差。由实验波形可以看出，本文的
锁相方法能在 2 ms 内快速准确对三相电网电压的
频率和相位进行锁定，精度在80 μs 内，即一个控
制周期。图 6(d)是采用传统滑模控制时， a 相电压

误差 ε /%

初始相位φ0=180时的锁相波形。图 6(b)中，由于采
用全程滑模控制，消除了采用传统滑模控制时的趋
近运动，使系统具有比图 6(d)更好的瞬态特性，响
应时间可减少约 1 ms。
图 7、8、9 分别为理想单相电网电压、畸变的
ua ub uc

sinˆ

sinˆ(1 / 格)，

(c) 误差曲线

(a) 电网初始相角 90°时三相锁相环波形

图 5 全程滑模控制与 Bang-Bang 控制、PI 控制锁相环比较
Fig. 5 Comparision among GSMC-PLL, PI-PLL and
BB-PLL

sinˆ

sinˆ(1/格，

ua ub uc

(d) 穿越频次及变步长瞬态波形

所示的锁相过程中，s 函数及 ud 的调节过程可以看
出，由于全程滑模因子的存在，消除了趋近状态，

(b) 电网初始相角 180°时三相锁相环波形

全程滑模控制比常规滑模控制能更快进入滑模态，
差对比，当系统进入稳态后，几种锁相控制的锁相
误差ε都比较小，仅为 0.05%。而由于全程滑模控

sinˆ(1/格 ，

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图 5(c)为几种锁相过程的误

u a u b u c sin ˆ

制能在调节过程的初期就能提供比 Bang-Bang 控制
和 PI 控制较大的增益，从而达到快速进入稳态和迅
锁相过程中，全程滑模面函数 s 数字量与调节步长
的数字量的瞬态波形。为了便于观察，滑模面函数

s 数字量放大了 5 倍，波形可以反映图 4 所示的基

(c) 电网初始相角 270°时三相锁相环波形
ua

ub

uc

sin ˆ

sinˆ(1/格)，

速收敛的目的，体现出卓越的瞬态特性。图 5(d)为

于穿越滑模面频率的变步长过程。
4.2

实验研究
采用 TI 公司的 TMS320F2812DSP 作为控制芯

片，搭建了数字锁相环实验平台，以 12.5 kHz 作为

(d) 传统滑模控制三相锁相环波形

图 6 三相锁相环波形
Fig. 6 Waveforms of three phase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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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

sinˆ(1/格 

sinˆ(1/格

单相电压 (注入 5% 的 3 次谐波，3% 的 5 次谐波和
sinˆ

ug

sin ˆ

ˆ
error

ˆ

ˆ
error

sinˆ

error

ˆ
error

(b) 电压跌落 1 ms 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b) 电网初始相角 180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ug

sinˆ(1/格)

sinˆ

ˆ

ˆ

sinˆ(1/格)

error(90°/格)，ug(200 V/格)，
ˆ (270°/格)， sinˆ(1/格)

(a) 电网初始相角 90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ug

ug

sinˆ(1/格)

ˆ

(a) 电压跌落 0.5 ms 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sinˆ

ug

sinˆ

ˆ
error

ˆ

ˆ

(c) 电压跌落 1.5 ms 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ˆ

error

图 9 电网电压跌落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Fig. 9 Waveforms of single phase PLL with voltage sag

(c) 电网初始相角 270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图 7 单相锁相环波形
Fig. 7 Waveforms of single phase PLL
sinˆ(1/格)

ug

sinˆ

角φ0=90、180和 270触发锁相时的锁相环实验波
形。单相锁相环由于引入 SOGI ，能消除电网电压
畸变对锁相环的影响。图 7、8 表明，无论电网有
无谐波注入，本锁相环的锁相精度都能达到 0.4%

ˆ

内，锁相时间均小于 1/10 周期。图 9(a)—(c)中，电

error
ˆ

网电压从顶点开始跌落，分别跌落 0.5、1、1.5 ms，

(a) 电网畸变初始相角 90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sinˆ(1/格)

sinˆ

ˆ
(b) 电网畸变初始相角 180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sinˆ(1/格)

控制的瞬态和鲁棒性好的特性。

5
error

ug

本锁相环均能对电网电压相位进行重新快速准确
锁定，体现了穿越切换面频次变步长离散全程滑模

ug

ˆ

结论
本文将变步长的全程滑模控制方法应用于新

能源并网型电力电子装置的数字锁相环，以代替传
统的 PI 控制方法，提高了锁相环的瞬态响应速度。
通过构造 Lyapunov 函数，分析了全程数字滑模控

sin ˆ

制的滑模稳定性、存在性与可达性。提出了一种基
于统计穿越滑模面的频次来判定系统瞬态情形发

ˆ

ˆ

2%的 7 次谐波)和电网电压跌落条件下，初始相位

生，并提出了变步长滑模控制的最大与最小步长的
error

设计准则。变步长控制既提高了动态响应速度，又
对滑模控制的固有抖振进行抑制。仿真和实验结果

(c) 电网畸变初始相角 270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图 8 电网电压畸变时单相锁相环波形
Fig. 8 Waveforms of single phase PLL under
voltage distorted

表明应用本文提出的控制策略的数字锁相环具有
很好的瞬态特性、稳态精度和鲁棒性。在新能源并
网、微电网控制以及逆变器并联控制中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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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本文提出的基于穿越频次的全程滑模控
制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智能化的滑模控制，还可推
广至其他应用领域，丰富全程滑模控制理论和实践。
本文仅仅对穿越滑模面的频次进行计数统计，
判定系统瞬态的产生，下一步可以引入统计学规律，
使判定系统瞬态发生及瞬态值的赋定更具科学性
和智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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