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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阶段变步长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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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伏电池板的数学模型及其输出功率与占空比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种

两阶段变步长最大功率点跟踪策略。利用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建立了基于状态方程的光伏
系统仿真模型。通过仿真对比分析了扰动观测法、模糊控制策略、变步长控制策略和两阶段变
步长控制策略，仿真结果表明两阶段变步长有良好的快速性和稳定性。最后搭建硬件实验平台，
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控制策略的正确性。
关键词： 光伏

两阶段变步长

最大功率点跟踪

中图分类号： TM914.4

A Two Stage Variable Step-Siz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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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nalysis photovoltaic mathematic model and photovoltaic output power and

duty-ratio function relationship, a novel two stage variable step-siz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control strategy is proposed. The simulation model of photovoltaic system based on state equation is
built up using Matlab/Simulink. By simulation model, perturb and observation, fuzzy control,
common variable step-size, two stage variable step-size are compared, and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wo stage variable step-size has quick respond and good stability. Finally, hardware experiment is set
up,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verified by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words：Photovoltaic (PV), two stage variable step-siz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发电效率，一直是光伏系统研究的热点

1

[1] 。

传统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方法中有开路电压系数

引言

法和短路电流系数法，这两种控制策略的优点是控
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无污染、无噪声，几乎不

制简单易于实现，缺点是跟踪精度不高易受电池板
[2-3] 。电压电流扫描

受地域限制等优良因素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光伏

的自身特性和外界环境的影响

系统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光伏电池板的转换效率低且

获得最大功率点，这种控制策略的优点是精确跟踪
且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缺点是效率低且跟踪速度

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 ”（07-D-024）和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

慢。扰动观测法是通过对光伏电池板输出电压或者

程（ CX09B-114Z）资助项目。

电流进行扰动来确定扰动的方向，此方法的优点是

收稿日期 2009-06-05

控制策略简单，缺点是扰动步长不容易确定，在光

改稿日期 2009-09-01

价格昂贵，如何在现有的光伏阵列的基础上，充分

照突变时会出现误判。文献 [4-8]对扰动观测法进行

利用光伏阵列转换的能量，一直是光伏系统研究的

了改进使其能提高效率或者更好地适应光照突变等

重要方向。带有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功能的

因素的影响 。增量电导法是在光伏电池输出功率最

控制器可以在现有光伏电池板的基础上提高系统的

大点处功率对电压的导数为零，其优点是最大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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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h ——光伏电池的并联等效电阻。

点处振荡较小，缺点是对电压电流传感器的可靠性
要求较高，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慢。文献 [9]对
增量电导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变步长的控制策略。

本文采用 Boost 电路作为光伏电池板输出实现
最大功率点跟踪的主电路如图 1 所示。

除上述控制策略外，文献 [11-15]是基于智能控制
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文献 [11]提出了非对称模糊
PID 控制策略提高在最大功率点处的稳态特性；文献
[12]将滑模技术用于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文献 [1314]是基于单周控制理论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策略。
这些控制策略都有其各自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突出 ，
如模糊控制中模糊表需要根据经验来确定，在稳态时
图1

仍有一定的波动；人工神经网络算法复杂，硬件实现
Fig.1

较困难；滑模变结构控制策略在稳态的时候会出现振
荡；单周控制可以通过纯模拟器件实现，缺点是参数

基于 Boost 电路功率变换器

Power converter based on Boost circuit

因为光伏电池的串联等效电阻较小，并联等效
电阻较大，所以可以忽略光伏电池的串并联等效电

选择困难，工作点不是真正的最大功率点。
本文对光伏电池板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分析，将
实验用的光伏电池板输出特性数据代入简化的模型
推导出光伏电池板的输出功率和占空比的数学关系，

阻。根据文献 [1,9]光伏电池板输出功率、输出电流
以及占空比关系为
Ppv  I L [ I pv (1  D) 2 RL ] 

并进行了仿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阶段变步长最


 qI pv (1  D) 2 RL  
  1
I o [ I pv (1  D) 2 RL ] exp 
AKT

 


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策略。本文采用 Boost 电路作为
功率变换器，利用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搭建

（2）

光伏系统仿真模型。利用仿真模型对普通的扰动观
测法、模糊控制策略、普通变步长控制策略，以及

式中

P pv ——光伏电池输出功率；

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在固定光照和光照突变两种

——系统效率；

情况下分别进行了仿真，并且对这四种控制策略的

R L ——输出负载；

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通过搭建硬件实验

D——主电路开关管占空比。

平台，利用 DSP 芯片 TMS320LF2812 对本文提出

本文采用尚德公司生产的晶闸管光伏电池

的最大功率点控制算法在光照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

（STP105-12/TC）将其参数代入式 （2）得到

光照变化的环境情况下进行了验证。

2

Ppv  7.2  I pv (1  D) 2 RL  



 I pv (1  D) 2 RL  
2


  1
0.1159 I pv (1  D) RL exp 


7.8183

 


两阶段变步长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

（3）

根据文献 [1]光伏电池的输出特性方程为
I pv


 q
  U pv  IRs
 I L  I o exp 
(U pv  IRs )   1 
Rsh
 AKT
 


（1）
式中

IL ——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流；
U pv ——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
q——电荷常数， q=1.9×1019 ；
K——普尔兹曼常数， K=1.38×1023 ；
A——PN 结理想因数；
T——电池温度（ K）；
I o——电池反向饱和电流；
R s ——电池的串联等效电阻；

利用 Matlab 软件仿真对输出功率和占空比的关
系进行仿真，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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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光伏电池输出功率和占空比关系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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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power output and duty

Fig.3

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的原则是在搜索阶段要具

控制框图

Control flow chart

通过对光伏电池板输出电压和电流的采样，判

有快速性和在最大功率点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即稳态

断前后采样周期功率变化情况，图中阈值  是根据

时功率或占空比波动较小。因此可以将整个过程划

检测电流变化而变化，  是常数。如果功率变化大

分为两个阶段即快速搜索阶段和稳定阶段。这两个

于阈值则步长的扰动量为

阶段对占空比扰动量的要求是不同的，搜索阶段需

d  m

要占空比迅速大幅度地变化，而稳定阶段需要占空
比的变化微小或者不变化。
图 3a 是本文提出的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控制
流程图。此变步长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将控制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如图 3b 所示，分别为快速扰动阶段
和稳态阶段。两个阶段都是变步长的控制策略且将
不同阶段的步长变化快慢进行有机的结合，既达到
快速的目的又达到稳定的目的。

Pmpp
P(k )

[ P (k )  P (k  1)]

（4）

式中， P mpp 为电池板在理想情况下输出功率；式中
P(k1)为电池板在前一个时刻输出功率； m 是可调
系数其正负由占空比变化的方向决定。一般情况下
P mpp ＞P(k)，P(k)越低，前后功率变化越大则扰动步
长的增量也就越大也就是步长变化较大，从而可以
保证搜索的快速性。
如果功率变化小于阈值则步长的扰动量为
d  m

P (k  1)
[ P (k )  P (k  1)]
P(k )

（5）

式中， P(k1)为前一个时刻输出功率； m 是可调系
数其正负由占空比变化方向决定。处于这一阶段说
明系统已经进入最大功率点附近的工作点，这时需
要占空比的变化较小。式中 P(k)和 P(k1)是较为
接近的值，因此可以保证占空比的增量较小也就是
步长变化微小，从而保证系统在最大功率点的稳定
性。

3

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仿真对比分析
状态空间平均法是以一个开关周期的平均值为

求解量的连续状态方程，来近似代替一个开关周期
（a）控制框图

中不同时间段的状态方程。其应用的前提条件是开
关频率远高于变换器附加的低通滤波网络。本文所
设计的系统符合前提条件

[16-17] 。利用

Matlab/

Simulink 里的模块搭建整个系统仿真模型。
图 4 是建立的光伏系统仿真模型在 T=25℃、
S=1000W/m 2 环境下 4 种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策略
在占空比稳态时对比情况。
图 5 是光照突变由 600W/m 2 突变到
800W/m 2 时，4 种控制策略占空比变化的对比。

（b）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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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长控制策略进入稳态花费时间短，但是稳态时占空
比仍然存在一定的抖动；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快速
性较好，稳态特性较扰动控制和普通变步长控制有较
大的改善。扰动观测法在光照突变的时候反应较慢且
稳态的时候占空比波动大；模糊控制反应速度较快，
且光照时占空比波动与稳态时相比有较大变化，这是
（a）扰动观测法

（b）模糊控制

因为模糊控制策略参数是依照个人的经验设置的，在
不同的光照下表现出的稳定性是有变化的；普通变步
长控制策略光照突变时反应迅速但是稳态的时候占空
比波动较大；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在光照突变时反
应速度较快且稳态状态下占空比稳定。
两阶段控制策略在光照突变情况下输出功率及
输出功率随占空比变化如图 6 所示。从图 6a 中可

（d）两阶段变步长

以看出两阶段变步长算法在稳态时具有良好的快速

稳定环境下 4 种控制策略占空比对比

跟踪和稳定性能。图 6b 则反映了占空比在光照变

（c）普通变步长

图4
Fig.4

Duty comparison of four types of control strategies

化情况下跟踪最大功率的轨迹。
通过对 4 种最大功率点跟踪策略仿真对比研究，

under stable environment

本文提出的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实现了最大功率
点跟踪的快速性和稳定性有机结合。

（a）扰动观测法

（b）模糊控制

（a）光照突变时功率变化

图6
Fig.6

（b）占空比变化轨迹

光照突变时光伏系统的输出特性

PV output characteristics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

（c）普通变步长

图5
Fig.5

（d）两阶段变步长

4

实验验证及分析

光照突变情况下 4 种控制策略占空比对比

Duty comparison of four types of control strategies

系统主电路如图 1 所示，电感参数为 6mH，电
容参数为 45µF，负载为 50。整个系统的控制算法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

下表是 4 种控制策略在光照和温度稳定的环境
中（1000W/m 2 、25℃），对上升时间（从开始到稳

由 TMS320LF2812 芯片实现，系统实物照片如图
7 所示。

态的时间）、稳态时占空比波动进行了对比；以及
在光照突变（ 600～800W/m 2 、25℃）情况下，突
变到稳态的时间（动态性）、稳态时占空比波动进
行了对比分析。
扰动观测法在从开始进入到系统稳态花费的时间
最长且稳态时占空比抖动剧烈；模糊控制策略进入稳
态的时间迅速，且具有良好的稳态特性；普通的变
表

4 种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性能对比

第 25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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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four different MPPT control strategies

上升时间 /s

稳态占空比最大波动量（ %）

突变到稳态时间 /s

稳态占空比最大波动量（ %）

（1000W/m 2 ）

（1000W/m 2 ）

（600～800W/m 2 ）

（600～800W/m 2 ）

扰动观测法

0.25

5.86

0.057

2.56

模糊控制

0.0072

0.76

0.0028

1.85

普通变步长

0.0064

5.45

0.0016

3.36

两阶段变步长

0.011

1.04

0.0038

0.51

控制策略

（e）光照突变时占空比变化

图8
Fig.8

（f）光照突变时占 空比变化

实验波形

Experimental waveforms

对比图 8a 和 8b 可以看出在稳态时，两阶段变
步长控制策略比扰动观测法有更好的稳定性能。图
8c 中是光伏电池板的电流突然增强而后又恢复的过
图7

系统实物照片

程，这是由于实验用的光伏电池板放置于地面上，

Fig.7

System photo

受到昆虫的影响较大即在实验中电池板在受光照发

图 8a 是光照为

352W/m 2 、温度为

45℃环境下，

电的过程中电池板表面温度会升高，在一定的温度

最大功率点跟踪策略为扰动观测法，光伏电池板在

范围内昆虫（如苍蝇）很容易附着于电池板表面且

稳定光照下占空比和输出电压波形。图 8b 是光照

来回飞动，而这会给光伏电池板的输出电流和电压

为

385W/m 2 、温度为

47℃环境下， 两阶段变步长

造成一定的波动。图 8d 在 800s 处出现光照突然

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采样波形，光伏电池板在稳定

增强，经过 100s 后即在 900s 处光伏电池的输出

光照下占空比和输出电压的情况。图 8c、图 8d 是

电压和电流又趋于稳定。从图 8c、图 8d 这说明本

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在光照有剧烈突变的情况下

文提出的算法有良好的跟踪性能。图 8e 和图 8f 是

光伏电池板输出电流和电压的变化情况。图 8e、

在光照有变化的情况下占空比的跟踪过程。图

图 8f 是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在光伏电池板光照突

8e 中从 0s 到 500s 是搜索阶段，在 500～

变的情况下电压和占空比波形变化情况。

1000s 可以看出电压和占空比达到稳定状态；图
8f 在 200～1000s 是稳定阶段， 1000～1600s 阶
段光照出现变化后占空比做出快速调整， 1600～
2000s 时占空比已经稳定。从实验波形中可以看出
两阶段变步长控制策略可以使占空比迅速变化以跟
踪最大功率，在几个 PWM 周期内即可达到稳定状

（a）扰动观测法

（b）两阶段变步长

态。

5

结论
通过本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对光伏电池数学模型的分析以及根据

实际使用的光伏电池参数对光伏电池板输出功率和
（c）光照突变时电压电流变化

（d）光照突变时电压电流变化

主电路占空比的函数关系进行了推导，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变步长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实
现了最大功率点控制策略的快速性和稳定性的有机
结合。
（2）基于 Boost 状态方程和光伏电池输出特性，
利用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建立一种可以快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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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6, 26(20):

行的光伏系统仿真模型。在仿真模型的基础上对扰

98-102.

动观测法、模糊控制、普通变步长以及本文提出的
新型变步长 4 种控制策略进行了仿真；通过仿真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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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研究，本文提出的变步长控制策略具有良好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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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性和快速性。

Transactions on Aerospace and Electronic Systems,
2007, 43(3): 934-950.

（3）搭建硬件实验平台，利用 DSP2812 控制
器对算法进行了硬件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了本文提

[9]

Nivedita

Dasgupta,

Ashish

Pandey,

Ashok

K

出算法的正确性。在实验的同时发现系统在运行中

Mukerjee. Voltage-sensing-based photovoltaic MPPT

遇到的问题如昆虫的影响，如何进一步改进算法让

with improved tracking and drift avoidance cap-

其提高有干扰下的稳定性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abilities[J]. Solar Energy Materials & Solar Cells,
2008, 92: 1552-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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