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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四种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分析了其各种可能的控制策略，并根据所采用控制

策略的相似性以及输入端的联结方式将其分为两大类：输入并联型与输入串联型。对于前者优
先考虑采用输出端的控制策略，而对于后者则需考虑采用复合式控制策略。从这两大类系统中
各取一种（IPOP 系统和 ISOS 系统）分别给出了与上述控制策略对应的具体控制方案，每个系
统都引入了负载电流前馈技术但作用不尽相同。本文研制了样机，对上述控制方案进行了实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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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trategy for Two Categories of Series/Parallel Connection
Inverters System
Fang Tianzhi

Ruan Xinbo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bstract

Nanjing

210016

China）

In this paper various possible control strategies are analyzed for four configurations

of series/parallel inverter system,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e., input-parallel
connection and input-series conn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control strategy and input
connection. The output control strategy is preferred for the former one and the compound control
strategy must be considered for the latter one. The IPOP system and ISOS system, a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wo categories respectively, are investigated about their separate detailed control
methods, in which the load current feed-forward control is introduc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he
prototypes are built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Keywords：Series/parallel connection, inverter, control strategy, real power, reactive power,
load current feed-forward

块的串并联。这些标准化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分别可

1

以是相互串联或相互并联的，根据联结方式的不同，

引言

串并联组合系统可以分为以下四类：输入并联输出
电力电子系统集成的基本概念是将具有通用性

并联（ IPOP）、输入并联输出串联（ IPOS）、输
(ISOP)、输入串联输出串联

的标准化功能模块像堆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根据

入串联输出并联

不同的应用场合和要求构成电能变换系统。电力电

（ISOS） [2]。它们的控制目标是要实现输入均压
/均流和输出均压 /均流，采用标准化模块组成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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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集成分为元器件级集成、模块级集成、系统
级集成三个层次 [1]，在第三层次中，采用标准化模
块集成为系统有很多种类，其中一种就是标准化模

并联组合系统具有研发周期短、系统易重构、效率
和功率密度高等优点。
按照能量变换形式，标准化模块可分为
DC/DC 变换器、 DC/AC 逆变器、 AC/DC 整流器和
AC/AC 变频器四大类，其中以 DC/AC 逆变器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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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d1=V Cd2 =…=V Cdj =…=V Cdn =V in

本模块的串并联组合系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
于 IPOP 逆变器系统，已有大量文献对其各种输出
均流控制方案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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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式（ 5）和式（ 6）可得
I in1 =I in2 =…=I inj =…=I inn

[3-8] ，而它的研究成果也已

（7）

广泛应用于 UPS 以及航空静止变流器等系统中，提
高了系统的冗余度和可靠性。 IPOS 逆变器系统适
用于输入电压较低和输出电压较高的场合。输入串
联型逆变器系统（ ISOP 与 ISOS）的研究成果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适用于输入电压较高的场合，
比如船舶、高速电气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电气系
统中的逆变电源。 文献[9]就 ISOP 逆变器系统给出
了一种输入均压、输出均流的控制策略，而目前对
于 ISOS 逆变器系统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系统地讨论了四种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
的各种控制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输入端联结方

（a）IP 逆变器组合系统

式以及所采用控制策略的相似性，将四种逆变器系
统分为两大类：输入并联型（ IP）和输入串联型
（IS），论文从中各取一种（ IPOP 和 ISOS）为例
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具体控制方案，并都引入了负载
电流前馈技术，该技术在各自的控制方案中扮演不
同的角色。

2

输出端的控制策略
所谓输出端的控制策略，就是指控制 IPOP 和

ISOP 系统输出均流或控制 IPOS 和 ISOS 系统输出
均压。采用这种控制策略时，各模块的输出功率
（1）
（2）

另外，假设每个逆变器模块的变换效率均为
j=1, 2,…, n

（3）

以上各式中， P inj 、P oj 、Q oj 分别为各模块的输
入功率、输出有功功率、输出无功功率。由式

The output control strategy of series/parallel
inverter system

以上各式中， V Cd1、V Cd2、…、V Cdn 分别为各模
块的输入电压， V in 为系统的输入电压， I in1 、
IP 逆变器组合系统在采用输出端的控制策略确保各
模块的输入功率相等的同时，其并联的输入端又保
证了各模块有公共的输入电压，从而各模块的输入
电流也就保证绝对相等且不受扰动，即输入均流。

（1）和式（ 3）可得

Pin1  Pin2  L  Pinj  L  Pinn A Pin

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采用输出端的控制策略

I in2 、…、I inn 分别为各模块的输入电流。可见，

100%，那么对于各模块存在关系式
P inj =P oj

图1

Fig.1

（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相等，即
P o1 =P o2=…=P oj =…=P on
Q o1=Q o2=…=Q oj =…=Q on

（b）IS 逆变器组合系统

（4）

可见，此时各逆变器模块对于输入源 V Cd1 、
V Cd2、…、V Cdn 而言相当于恒功率负载（ Constant
Power Sink），如图 1 所示，其各模块存在如下关
系式：

对于图 1b 所示（其中 C d1～C dn 为 n 个模块的
输入分压电容）的 IS 逆变器组合系统而言，若系统
能稳定工作，则在稳态时，各模块的输入分压电容
上的电流保持不变，其平均值为零，即
I Cd1 =I Cd2=…=I Cdj =…=I Cdn =0

（8）

于是进一步可得
V Cdj I inj =P in

j=1, 2,…, n

（5）

对于图 1a 所示的 IP 逆变器组合系统而言，由
于其输入端是并联的，故有

I in1 =I in2 =…=Iinj =…=I inn=I in

（9）

由式（ 5）和式（ 9）可得
V Cd1=V Cd2=…=V Cdj =…=V Cd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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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IS 逆变器组合系统采用输出端的控制策
略在稳态时可实现输入均压。然而，系统在动态时

s  ( R1  R2 ) /[ R1 R2 (Cd1  Cd2 )] ，而分压电容 C d1 、

采用该策略能否稳定工作呢？根据图 1b 对式（ 5）

C d2 无法保证绝对相等，由经典控制理论知， IS 系

列写其动态方程为
vˆCdj I inj  VCdj iˆinj  0  j  1, 2, L , n

统在采用输出均压控制策略时是不能稳定工作的。

进一步可得
vˆCdj
VCdj

A  R j  j  1, 2, L , n
ˆiinj
I inj

（11）

3
（12）

这样可以得到系统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如图
2 所示，其中各个逆变器模块已等效为负电阻 R j (

输入端的控制策略
所谓输入端控制策略，就是指控制 IP 逆变器

系统输入均流或控制 IS 逆变器系统输入均压。对
于 IP 逆变器系统，若控制其输入均流，则有式

j=1,2,…,n)。于是可得各个逆变器模块的等效输入阻

（7）成立，结合式（ 6）可得式（ 4）成立，又因

抗为

为系统各模块输入功率与输出有功功率相等，即有

Z inj  (1/ sCdj ) //( R j ) 

R j
1  sCdj R j



j  1, 2, L , n

（13）

式（3）成立。由式（ 3）和式（ 4）可得式（ 1）成
立，可见， IP 逆变器系统采用输入均流控制只能实
现输出有功功率的均衡，而无功功率未必均衡。类
似的，对于 IS 逆变器系统，若控制其输入均压，则
有式（ 10）成立，结合式（ 9）也可得式（ 4）成立，
再结合式（ 3）同样可得式（ 1）成立，可见，
IS 逆变器系统采用输入均压控制也只能实现输出有
功功率的均衡。
综上可得，四种逆变器系统在采用输入端的控
制策略时，都只能实现输出有功功率的均衡，但无
功功率未必均衡，也就不能保证系统输出均压或输
出均流。

4
图2

IS 逆变器系统采用输出端控制策略的

如前所述，四种逆变器系统采用输入端的控制

小信号等效电路
Fig.2

复合式控制策略

Small-signal equivalent circuit of the output

策略可实现输出有功功率的均衡，即式（ 1）成立，

control strategy of IS inverter system

该式可改写为以下各式：

进一步可得任意两模块的输入电压差值对总输

V o Io1 cos  1 =V oI o2cos  2 =…=V o I on cos  n

入电压的传递函数为

vˆij
vˆin



vˆCdi  vˆCdj
vˆin

对于 IPOP 和 ISOP 系统



Z ini  Z inj
n

 Zinm

 i  j

（14）

m 1

V o1I ocos  1 =V o2Io cos  2 =…=V on I o cos  n

（17）

对于 IPOP 和 ISOP 逆变器系统，若在式
同，即使以下两式其中之一成立

（n=2），并将式（ 12）代入式（ 14）可得
vˆ12 vˆCd1  vˆCd2 Z in1  Z in2


vˆin
vˆin
Z in1  Z in2

可见，该传递函数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

对于 IPOS 和 ISOS 系统

（16）的基础上还可控制输出电流的幅值或相位相

为简化分析，设 IS 系统由两个模块组成

sR R (C  Cd1 )  ( R2  R1 )
 1 2 d2
sR1 R2 (Cd1  Cd2 )  ( R1  R2 )

（16）

（15）

I o1=Io2=…=I on

（18）

1=2=…=n

（19）

若使式（ 16）和式（ 18）成立，则可得式
（19）成立，又或使式（ 16）和式（ 19）成立，则
可得式（ 18）成立，而这两种情况最终都可使式

第 25 卷第 8 期

方天治等

两类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的控制策略

（20）成立，即输出均流。
i o1 =i o2=…=i on

较成熟，其研究成果也已得到广泛应用，而现有的
（20）

控制方案都是通过控制输出均流来实现系统稳定工
作的，这里列举一种来说明输出均流控制原理，并

对于 IPOS 和 ISOS 逆变器系统，若在式
（17）的基础上还可控制输出电压的幅值或相位相
同，即使式（ 19）和式（ 21）其中之一成立
V o1=V o2=…=V on

75

给出其改进方案。
图 3 给出了一种基于平均电流控制的分布式并
联控制方案 （不包括虚线箭头标注的负载电流前馈）

（21）

若使式（ 17）、式（ 21）成立，则可得式

[7-8] ，系统中 逆变器模块采用两级式结构（由直直变

换和直交逆变两部分组成，单模块主电路图见图

（19）成立，又或使式（ 17）、式（ 19）成立，则

4），其中直交逆变级采用全桥电路，控制方式为电

可得式（ 21）成立，而这两种情况最终都可得到式

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电压外环为 PI 调节器，电流

（22）成立，即输出均压。

内环为三态滞环控制。上述并联方案是在各模块电

v o1 =v o2=…=v on

（22）

压基准同步的基础上，再将各电压调节器的输出作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四种串并联逆变器系统在

平均，该平均值作为各模块电感电流的公共电流基

采用输入端控制策略的基础上，若再控制输出电压

准，从而各模块电感电流跟踪同一基准达到一致。

/电流的幅值或相位相同，就可保证输出均压 /均流。

在各模块输出滤波电容相等的情况下，输出电流也
相等，从而实现了输出均流。可见，这种并联方案
通过控制输出均流实现了系统的稳定工作。

5

两类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
综合第 2～4 节的分析可得，对于 IPOP 和

IPOS 这两种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可以考虑采用
输出端的控制策略或复合式的控制策略。但复合式
的控制策略需要在输入端的控制策略的基础上附加
其他控制单元使输出幅值或相位相同，实现起来较
为复杂；而输出端的控制策略只需控制系统输出均
流或均压，便可实现系统的稳定工作，实现较为简
单，故对这两种系统优先考虑采用输出端的控制方
式。
另一方面，对于 ISOP 和 ISOS 这两种串并联

图3
Fig.3

IPOP 逆变器系统控制框图

Control block diagram of IPOP inverter system

逆变器组合系统而言，需考虑采用复合式的控制策
略，才能在控制输入均压的同时，实现输出均流或
均压。
考虑到所采用控制策略的相似性以及在输入端
的联结方式，四种串并联逆变器组合系统可分为两
大类，即：输入并联型逆变器组合系统（ IP 逆变
器组合系统，包括 IPOP 和 IPOS 逆变器组合系统）
和输入串联型逆变器组合系统（ IS 逆变器组合系统，
包括 ISOP 和 ISOS 逆变器组合系统）。后文将从这
两大类系统中各取一种（ IPOP 和 ISOS 逆变器组合
系统）为例分别研究上述控制策略。

图4

多模块 ISOS 逆变器系统（含主电路拓扑）
Fig.4

6

IPOP 逆变器系统的一种输出端控制方案

Multi-module ISOS inverter system

然而由于系统采用的是电感电流反馈控制方案
（图 3 中 K i 为电感电流采样系数），其输出外特性

当前国内外对 IPOP 逆变器系统的研究相对比

较软，因此引入了负载电流前馈（如图中虚线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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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K o 为负载电流采样系数）以改善输出电压外

其输出的直流误差信号 v Cd_EA 与电压环的输出信号

特性 [10-1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负载电流前馈点的

i ref 相乘得到与之同相位的正弦误差信号 i ref_EA ，该

选择要以实现输出均流控制为前提。如果将负载电

信号叠加在原电流基准 i ref 上以微调各模块电流基

流前馈到 A 点且 K oj =K ij ，此时对单台逆变器而言是

准的幅值。电流内环与第 5 节类似，是在原来的电

采用了电容电流反馈控制方案

[11] ，这时的输出外特

感电流反馈的基础上引入了负载电流前馈（其系数

性最硬，输出电压理论上与负载大小无关。该方案

满足 K oj =K ij ，见图 3），从而使得系统实际上采样

实际上是将各并联模块的电容电流给定信号做了平

的是各模块的电容电流（见图 5），这不仅有利于

均作为共享的电流基准，从而各逆变器模块电容电

改善系统的输出外特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举足轻

流都跟随该共享信号达到一致。然而电容电流不包

重的物理意义。正是因为采样的是电容电流，所以

含负载电流的信息，故无法实现各模块（负载电流）

输入均压环仅微调各模块电容电流基准的幅值，而

均流和稳定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将负载电流前馈

它们的相位始终保持相同，从而各模块电容电流跟

到 B 点且K oj =K ij ，仍可得到与负载大小无关的输出

踪基准也保持相位一致。进一步的，由于各模块电

外特性。该方案保留了原电感电流反馈控制方案

容电流的方向与输出电压的方向相差 /2，所以上

“将各模块的电感电流给定信号作平均后作为各模

述控制也就保证了各模块输出电压的相位一致。可

块共享的电流基准 ”这一特性，从而各模块电感电

见，几个控制环节在一起起到了输出同角度的作用，

流跟踪同一基准达到一致。在各模块输出滤波电容

即使式（ 19）成立，而输入均压环的存在保证了式

相等的情况下，输出电流也相等，从而保证了系统

（17）成立，根据第 3 节的推导可知，上述控制方

的输出均流控制。本文称该电感电流反 馈结合负载

案在控制输入均压的同时控制输出电压相位相同，

电流前馈的方案为改进方案。

从而同时实现了输入均压和输出均压。

7

ISOS 逆变器系统的一种复合式控制方案
ISOS 逆变器系统的各模块输入端及输出端均为

串联，因此其各模块必须选择隔离型变换器拓扑结
构。本文所述的 ISOS 逆变器系统的单模块采用两
级式结构，它由直直变换和直交逆变两部分组成，
如图 4 所示。其中直直变换级采用全桥拓扑，实现
电气隔离和电压匹配的功能，以降低后级电路的电
压应力；而直交逆变级采用全桥逆变器。
根据第 4 和第 5 节的分析， ISOS 逆变器系统
需采用复合式的控制策略才能实现输入均压和输出
均压，按照这一思路，本节提出了一种控制输入均

图5

ISOS 逆变器系统采用复合式控制策略的控制框图

Fig.5

压结合输出同角度的控制方案，其控制框图如图

Control block diagram of ISOS inverter system
under compound control strategy

5 所示。该复合式控制方案事实上是一种三环控制
方案，它包含了各模块共用的输出电压闭环、输入
均压环、各模块自己的电流内环。共用的输出电压

8

实验验证

闭环控制总的输出电压稳定工作，其输出信号作为
各模块共用的电流基准。由于被控对象是逆变器，

本文在两台额定容量为 1kVA 的逆变器模块基

其电流基准信号不仅包含幅值信息，还包含相位信

础上分别构建了上述 IPOP 逆变器系统和 ISOS 逆

息，所以这里引入了乘法器，以保证输入均压环的

变器系统，从而分别对上述的两类控制方案 ——改

用于微调电流基准的信号量与原来的电流基准保持

进的输出均流方案以及输入均压结合输出同角度的

相位相同。输入均压环中，各逆变器应分配到的输

方案进行了实验验证。

入电压 V in /n 和其实际的输入电压之差（即输入电压

IPOP 逆变器系统参数如下：

误差信号）经 K VCd 倍衰减后送入 PI 调节器 G VCd ，

系统（即模块）输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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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n =270（1±10%）VDC，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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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突加负载

V o =115VAC/400Hz；
输出滤波电感： L f =0.6mH；
输出滤波电容： C f =30F；
输出电压反馈系数： K v=0.031，输出电压环
G o ：K 2 =3.92，T 2 =34.68s。
图 6 给出了系统在采用原方案和改进方案时的

（b）突卸负载

图8

输出外特性曲线，可见改进方案在引入负载电流前
馈后（Koj=Kij, j=1, 2）大大改善了系统的输出外特性，

Fig.8

IPOP 逆变器系统动态波形图

Dynamic waveforms of IPOP inverter system

且此时输出外特性与负载大小无关。图 7 和图 8 则

ISOS 逆变器系统参数如下：

给出了系统的动静态实验波形，图 7 为系统阻性满

系统输入电压： V in =540（1±10%）VDC，输

载时的稳态波形，可见系统在采用改进方案后，仍
具有良好的输出均流效果（环流 iH 的基波成分已被
消除），稳态性能良好。 图 8 为系统由空载突加阻

出电压： V o =230VAC/400Hz；
单模块输入电压： V in-mod =270（1±10%）
VDC，输出电压： V o-mod=115VAC/400Hz；

性满载（2kW）、由阻性满载（ 2kW）突卸负载至

输入分压电容： C in =1000F；

空载的波形，可见系统突加突卸负载时输出电压仅

输出滤波电感： L f =0.6mH；

有短暂畸变，输出电流无太大冲击，系统动态性能

输出滤波电容： C f =30F；

良好。

输入电压衰减系数： K VCd=0.001，输入均压环
G VCd ：K 1=2，T 1=68s；
输出电压反馈系数： K v=0.031，输出电压环
G o ：K 2 =3.92，T 2 =34.68s。
图 9 为以上两模块 ISOS 逆变器系统采用复合
式控制方案的稳态实验波形，可见，系统在采用输
入均压结合输出同角度的控制后，具有良好的输入、
输出均压效果，系统稳态性能良好。图 10 为上述
系统采用复合式控制方案的动态实验波形。其中图
10a 为系统在阻性满载（输出 2kW）条件下，输入

图6
Fig.6

原方案及改进方案的输出外特性曲线

Output characteristic curves under original and
improved method

电压从 486V（90%的额定输入电压）突变到
594V（110%的额定输入电压），以及输入电压从
594V 恢复到 486V 时的动态实验波形，从波形中可
以看到，输入端有扰动，输入、输出仍能保证较好
的均压效果。图 10b 为系统在额定输入电压
（540V）条件下，

图7
Fig.7

IPOP 逆变器系统稳态波形图

Static waveforms of IPOP inverter system
图9
Fig.9

ISOS 逆变器系统稳态波形

Static waveforms of ISOS inver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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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j =K ij ）技术，以使电流内环为电容电流反馈，
从而实现输出同角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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