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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谐波检测算法存在检测精度和动态响应速度之间的矛

盾。本文提出一种数字化的实时检测新算法，该算法用一种变步长最小均方（LMS）自适应滤
波器作为检测电路中的低通滤波器。当权系数远离最佳权值时，通过增大步长加快对时变系统
的跟踪速度；当权系数接近最佳权值时，减小步长获得较小的稳态误差。通过递推公式参数的
选择，可以对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与检测精度进行更灵活的控制。推出了该方法的理论表达公
式，该表达式增加的计算量很小，容易实现。仿真和实验结果证明了这种谐波电流检测方法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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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the cut-off frequency reflects a tradeoff between maladjustment and

the speed of dynamic response in the conventional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instantaneous reactive
power theory. The paper proposes a novel digital real-time algorithm for detecting harmonic currents.
This algorithm adopts a new variable step size least mean square(LMS) adaptive filter as LPF on
harmonic detection circuit. The step-size is large when the algorithm is far from the optimum with
decreasing as it approaches the optimum.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llows more flexible control of
misadjustment and fast convergence rate without the need to compromise one for the other.
Meanwhile approximate theoretical expressions for the behavior of the algorithm are derived. The
additional calculation is very little, so the algorithm presented is easy to implement.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satisfactory.
Keywords：Harmonic detecting, instantaneous reactive power theory, adaptive filter, variable
step-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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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效果的关键环节。目前在三相电路中，基于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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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化影响小，电路简单，延迟少，实时性好，得

1

引言

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1-6] 。但是，其谐波检测效

果实际上与检测电路中 低通滤波器（ LPF）的性能
随着由电网谐波引起的电能质量问题日益受到
重视，人们越来越关注电力有源滤波器 （APF）的

有很大关系 [7-8] 。传统检测方法的低通滤波器 截止
频率取的越小 ，谐波电流检测精度越高 ，但动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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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过程越慢 。反之，则动态响应快， 检测精度越低 ，
存在检测精度和动态响应速度之间的矛盾。如何设
计一个新的低通滤波器，提高检测精度和动态响应
速度，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文献[9-10]对变步
长最小均方 （LMS）算法进行研究，并将其应用于
单相自适应谐波检测中，显著提高了该谐波检测方
法的检测精度和动态响应速度。本文对基于瞬时无
功功率理论的谐波电流检测方法进行仔细分析，提
图2

出一种数字谐波检测新方法。该方法将一种变步长
Fig.2

LMS 自适应滤波器作为检测电路中的低通滤波器。
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可以

The block diagram of adaptive filter

参考输入信号的权值为

更快地检出谐波电流信号。

2

自适应滤波器原理图

W n   w1 n  w2 n  L

谐波检测原理

wl n 

T

（2）

滤波器的输出为
y ( n) 

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考虑同时进行无功补

据定义计算出有功电流 i p 。i p 经过低通滤波器，得
出直流分量 ip 。有功电流的直流分量 ip 就是由三相

 wi (n) xi (n)  W (n)T X (n)

（3）

i 1

偿，谐波电流检测电路如图 1 所示。 将测得三相 负
载电流的瞬时值 i a 、i b 和 i c 经过坐标变换， 然后根

l

y (n) 相对于滤波器期望输出信号 d (n) 的误差为

e(n)  d (n)  y (n)  d (n) W T (n) X (n)

（4）

有功电流的基波 正序分量 i a1 、i b1 和 i c1 产生的。通
过坐标反变换，求出 三相基波正序有功电流 i a1 、

最佳的滤波器权系数 Wopt 应使滤波器的方均误

i b1 和 i c1。用负载电流减去基波 正序有功电流，即

差最小，即有目标函数： min

E[e 2 (n)]。利用

得出补偿电流指令值。很明显， 谐波电流检测效果

LMS 算法来使权值收敛至最佳权值，用瞬时输出误

的关键是检测电路中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差功
率的梯度 W e 2 (n) 来近似 W E[e 2 (n)] 以得到权值 W
的迭代公式
W e 2 (n)  2e(n) X (n)

（5）

W (n  1)  W (n)   e(n) X (n)

（6）

式中，  是设定的步长因子。 LMS 算法的相应递推
图1
Fig.1

谐波电流检测电路图

Diagram of harmonic current detection circuit

自适应滤波器具有精确跟踪系统频率和相位，
对各次谐波的幅频、相频特性优良等优点

[11-14] 。本

文提出一种改进自适应滤波器作为检测电路中的低
通滤波器。自适应滤波器结构如图 2 所示，其中

校正项为 2  e(n) X (n) ，不再是经过平均后的期望值，
而是每一时刻的瞬时反馈值，所以自适应过程是带
噪声的。而且期望信号 d(n)会受到干扰噪声信号的
干扰，当接近最佳权系数值时，由于噪声
E[ 2 (n)] 的

d(n)表示滤波器期望输出信号采样值， y(n)为自适

存在，围绕最佳值有较大的波动，这将导致较大的

应滤波器输出， e(n)为自适应滤波器的误差反馈信

失调。
作为谐波检测电路中的低通滤波器的自适应滤

号，n 是离散时间变量。参考输入信号矢量为

X n   x1 n  x2 n  L

xl n 

T

（1）

波器如 图 3 所示， 其中滤波器输入信号 i p (n)表示
pq 坐标系下 p 轴负载电 流的采样值，参考输入信号
为直流量 1， 代表参考输入信号的权值， y(n)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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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
应滤波器输出的 直流分量 ip (n) ，e(n)为自适应滤波

①自相关 误差通常是接近最佳值的较好衡量标准；
②在更新  (n)时，排除了不相关噪声序列的影响。

器的误差反馈信号。显然有

在自适应初始阶段， 自相关估计误差 p 2 (n)较大，
导致较大的步长  (n)。当接近最佳值时， 自相关误

y ( n)   ( n)  1

（7）

e(n)=i p(n)y(n)=i p (n)  (n)

（8）

差 p2 (n)接近于零，导致一个较小的步长。由于较大
的初始  (n)值，产生了快速收敛，同时由于后期

(n)较小，导致在最佳值附近产生较小失调，即使
有噪声存在也是如此。因此得出了以下更新步长公
式：

 (n  1)   (n)   p(n) p(n)
图3

（12）

用于谐波检测的 自适应滤波器原理图

Fig.3

其余递推公式与传统 LMS 算法相同。由文献

The block diagram of adaptive

[17]知，算法中步长  的选取是有范围的，以保证

filter of detecting harmonic

算法的稳定性。所以在递推过程中，需要对步长进

根据 LMS 算法得到权值 的迭代公式：
 e 2 (n)  2e(n)

（9）

(n+1)=(n)+e(n)

（10）

行如下限幅：

 max

=  min



将 i p (n)中直流分量视为 期望信号 ，所有谐波的
总和视为 输入干扰 噪声信号。误差反馈信号 e(n)控

 ＞max
 ＜min

（13）

其他

制权值 的迭代过程，权值 跟踪最佳权系数  *的

式中，0＜ min ＜ max ，  max 的选择应保证算法的稳

变化， 此时输出信号 y(n)也就跟踪 直流分量的变化。

定性，令  max 接近定步长 LMS 算法的临界稳定步

如此则将直流分量检测出来 。

长值，通常步长初值等于  max 。  min 的选择应兼顾

可以看出，固定的步长  必须在 收敛速度与稳
态失调两者上进行折中选择，而且 权值更新标准直

稳态失调和收敛速度的要求，通常为一较小正数 。
本文算法中 的递推过程涉及 、 、 三个参

接来自受谐波电流污染的 误差反馈信号 e(n)。本文

数的选取。 参数 (0＜ ＜ 1)

提出的改进自适应滤波器 采用一种变步长 LMS 算

用来调整时间窗的宽度以控制 自相关估计质量 ，取

法。变步长 LMS 算法是基于这样的准则 ：当权系

值由选用的指数窗的宽度决定。 在稳态时，自适应

数远离最佳权值 

滤波器的系数已经接近最优。因此， 应使 ≈1。在

* 时，步长比较大 ，以加快动态响

是一个指数窗系数，

应速度和对时变系统的跟踪速度 ；当权系数接近最

动态过程中， 时间窗宽度应足够小，以确保较好的

佳权值时 ，步长比较小 ，以获得较小的稳态 误差。

遗忘度和适应电流的估计值。 因此，应使 ＜ 1[9,16-19]。

本文提出的变步长 算法不仅具有上面优点， 而且能

本文仿真和实验中，采样频率为 10kHz，每个工频

从误差反馈信号 e(n)中得到直流分量 期望信号 ，用

基波周期的采样点数为 200 点，由文献 [9，16]，指

直流分量 期望信号 控制步长迭代，不受 谐波电流的

数窗的宽度选为 100，相应的 1 =0.01，

干扰。该方法 用当前 误差信号 e(n)和上一次 误差信

=0.99。

号 e(n 1)的自相关估计调整 步长迭代。 而且采用 归

式（12）中  提供步长遗忘因子， 0＜ ＜1。

一化方法， 用误差信号 e(n)在 p 轴负载电流中的相

参数 

对含量 k(n)作为反馈信号，使算法可以不受负载电

敛的， d(n)  y(n)为零，误差信号 e(n)中只含有噪声

流幅值大小的影响。自相关时间均值估计被表示为

信号，噪声信号为零均值平稳随机噪声信号。 将式

指数窗运算，如下式所示：
p (n)   p (n  1)  (1   )k (n)k (n  1)

（11）进行整理得

  p (n  1) 

(1   )e(n)e(n  1)
i p (n) i p (n  1)

和  配合满足失调要求 [9,16]。假设算法是收

p (n)   p (n  1)  (1   )k (n)k (n  1)

（11）

在更新  (n)中使用指数窗 p(n)具有两个优点 ：

 (1   )

n 1

  i k (n  i  1)k (n  i)
i 1

将式（ 14）代入式（ 12）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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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n  1)   (n)   (1   )  i k (n  i  1)k (n  i ) 
i 1





然而在 谐波电流检测应用中，大部分谐波电流

2

i h (n) 是相关的，不是理想的随机噪声信号。在这种
情况下， 式（16）将不为零，导致 的选取出现偏

  (n)   (1   ) 2 

差。但是， 谐波电流的相关性通常很小，可以在仿

 n 1 n 1


 i k (n  i  1)k (n  i )  j k (n  j  1)k (n  j ) 
 i 1 j 1


2



（15）

真和实验中对前面计算出的 进行微调，以达到最
优效果。而且，该算法取值只和谐波源类型有关，
和幅值无关，针对同一类型谐波源选好参数，无论
负载谐波电流幅值如何变化，都具有通用性。

因为
E k (n  i  1)k (n  i )k (n  j  1)k (n  j )  0

i  j

（16）

如图 4 所示，假定式 （11）中的 k(n)是方差为
5 的零均值白噪信号。图 4b 显示式 （11）的输出
信号 p(n)，发现白噪信号被明显削弱。因此如果谐
波电流是不相关噪声信号，式 （12）能被写成

则

 (n  1)   (n)   [ E{(  n     (n))T 

E  (n  1)   E  (n)

 (1   )

2

n 1

  E k
2i

2



2

(n  i  1)k (n  i )

i 1

（17）

对 e(n) 和 e(n1) 进行准确的自相关估计，从
式（22）可以看出检测算法根据当前权值和最优权

记 E{  (n)}的收敛稳态值为 E{  (∞)}，

值的距离调节 步长迭代，不受不相关 噪声信号的影

E{K(n)}的收敛稳态值为 E{K(∞)}，则



n 1

 

E  ()   E  ()  (1   ) E k () lim
2

4

X (n) X T (n  1)( (n  1)   * (n  1))}]2 （22）

n 

响。
2i

i 1

（18）
化简上式得
E  () 

 (1   )
E k 4 ( )
(1   )(1   )





（19）
（a）输入信号 k(n)

E{k 4 ()} 由稳态时待检负载电流的谐波比率决

定，所以从 式（19）可以 得出当 选定后， 单独调
节参数  或 ，对整个算法的性能具有等效的作用。
通常变步长算法 采取固定   ，选取  约等于 1，选
取 为比较小的值 ，通过改变 的大小来调整检测
算法的性能。 由式（19）可知， 越大，系统的动
态响应速度越快，反之，越慢。
（b）输出信号 p(n)

根据检测系统对稳态检测精度的要求，按定步

图4

长算法选取适当步长  FSS ，则变步长算法的 步长

Fig.4

不应在稳态时大于该值。即
E  () 

 (1   )
E k 4 () ≤ FSS
(1   )(1   )





（20）

在此基础上适当选取 ，则

 ≤ FSS

(1   )(1   )



3

信号检测原理图

The block diagram of detecting signal

仿真结果分析
仿真电路 如图 5 所示，用 Matlab 仿真软件进

行仿真验证上面理论分析 。交流电源电压为



(1   ) E k 4 ()

（21）

在保证变步长算法稳态失调的前提下调节 ，
尽量提高检测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 。

u s =220V/50Hz，负载为三相不对称 非线性负载， 由
带阻感负载的不控整流桥产生，其中 L a =10mH、
R a =40、L b=0.1mH、R b =1、L c =1mH、
R c =100、L 1 =10mH、R 1 =0.5。图 6 为负载电流

第 25 卷第 8 期

何英杰等

一种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数字谐波检测

189

波形， 负载电流 i La 、i Lb 和 i Lc 的总谐波畸变率
（THD）分别为 45.4%、43.6%和 31.3%。对传统
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谐波检测算法 进行仿真，
在 0s 投入谐波检测系统。 图 7 为截止频率 40Hz，
基波正序有功分量的检出结果， 三相基波正序有功
电流的 THD 分别为 5.6%、4.1%和 4.6%，三相不
对称度为 4.3% [20]。图 8 为截止频率 10Hz，基波正
序有功分量 的检出结果， 三相基波正序有功电流
的 THD 分别为 0.8%、0.6%和 0.5%，三相不对称
度为 0.4%。

图8
Fig.8

f =10Hz，检出基波电流波形

The waveforms of basic current when f =10Hz

通过仿真结果明显可以看出前述 传统谐波检测
法的内在限制所带来的性能上的矛盾：小的 截止频
率确保稳态时具有小的失调 ，但是响应速度慢；大
的截止频率 使算法具有更快响应速度和好的跟踪能
力，但这以更 大的稳态失调为代价。
图5
Fig.5

仿真电路图

Simulation power circuits

对本文算法和传统算法进行比较， 非线性负载
电流同图 6。传统算法的 截止频率 取 30Hz。由前
文知  =0.99，不妨固定  =0.95，系数 针对不同类
型的谐波源进行调整。在本次仿真中，

=1.1×104。图 9 为采用 传统算法 ，基波正序有功
分量的检出结果， 三相基波正序电流有功 的
THD 分别为 3.1%、2.3%和 2.6%，三相不对称度为
2.25%。图 10 为采用 本文算法 ，基波正序有功分量
的检出结果， 三相基波正序有功电流 的 THD 分别
为 1.7%、1.1%和 1.2%，三相不对称度为 1.0%。从
图 9 和图 10 可以看出， 本文算法 比传统算法不仅
图6
Fig.6

图7
Fig.7

负载电流波形

The waveforms of load current

有更快的收敛速度，而且 有更好的稳态精度，和理
论分析一致。

图9

f =40Hz，检出基波波形

The waveforms of basic current when f =40Hz

Fig.9

f =30Hz，检出基波电流波形

The waveforms of basic current when f =3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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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电压为 110V/50Hz，内阻抗为 1mH，负载为三
相对称 非线性负载， 由带阻感负载的不控整流桥产
生，其中 L 1 =150mH、R 1=17。分别用 新变步长 算
法和传统 算法实现 谐波检测系统。 传统算法的 截止
频率 取 30Hz。新变步长 算法 参数选取如下：

  =0.99、 =0.95、 =1.0×103。步长 max=0.1，
min=0.002。实验结果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

图 10
Fig.10

用新算法检出基波电流波形

The waveforms of basic current by the novel one

图 11 是本文算法 步长  变化波形。从图中可以
看出， 当权系数远离最佳权值  *时，步长比较大 ，
以加快动态响应速度和对时变系统的跟踪速度 ，当
权系数接近最佳权值时 ，步长比较小 ，以获得较小
的稳态 误差。图 12a，图 12b 和图 12c 分别表示负
载电流 p 轴分量 i p，i p 经过传统算法 得出的直流分
量 ip 和 i p 经过本文算法 得出的直流分量 ip 。很明显
本文提出的新型自适应低通滤波器 响应更快，在稳
定以后波动更小。

图 11
Fig.11

图 13
Fig.13

新变步长 算法实验波形

Experimental waveforms detected
using the novel algorithm

步长  变化波形
Track of the step 

图 14
Fig.14

传统定步长算法 实验波形
Experimental waveforms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algorithm

使用新算法检测的实验波形 如图 13 所示，其
中通道 1 为负载电流 波形，其 THD 为 20.613%，
通道 2 为检测出的负载电流基波 有功分量 波形，
图 12
Fig.12

4

负载电流 p 轴分量波形

The waveforms of load current in p reference frame

实验结果分析
采用 TMS320LF2407 DSP 芯片构建数字化检测

系统，验 证上面理论分析，实验电路如图 5 所示。

其 THD 为 0.548%。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
方法有很好的检测效果。 图 14 是使用 传统算法检
测的实验波形，其中 1 为负载电流 波形，2 为检测
出的负载电流基波 有功分量 ，其 THD 为 0.782%。
由 THD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新算法检测 精度高于
传统算法。图 15 是突加 谐波检测系统 得出的实验
波形，其中 通道 1 为使用 传统算法检测出的负载电
流基波 有功分量 ，通道 2 为使用 新算法检测出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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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电流基波 有功分量 。从图 15 可以看出，新算法

6.

在保证信号检测精度的前提下，检测系统的 动态响

Zhu Gelan, Liu Qianjin, Ren Zhen. A new harmonic

应速度 比改进前有明显提高。 由图 13、图 14 和图

detection method in instantaneous reactive power

15 可以看出 ，新算法 解决了传统算法 检测精度和

theory[J]. Proceedings of the EPSA, 2001, 13(3): 4-6.

动态响应速度之间的矛盾，检测精度和动态响应速

[3]

何益宏 , 卓放 , 周新, 等.一种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
论谐波检测的离散滤波方法 [J].

度都得到了明显地提高。

电工电能新技术 ,

2002, 21(4): 13-15.
He Yihong, Zhuo Fang, Zhou Xin, et al. A discrete
filtering method for harmonic detection based on
instantaneous reactive power theory[J]. Advanced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2002, 21(4): 13-15.
[4]

杨柳, 刘会金 , 陈允平 . 三相四线制系统任意次谐
波电流的检测新方法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2005,
25(13): 41-44.
Yang Liu, Liu Huijin, Chen Yunping. A new

图 15

突加 检测系统 时检出基波电流 实验波形

Fig.15

Experimental waveforms of basic current
when the detection system added

5

algorithm for random harmonic current detection in
three phase four wire system[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5, 25(13): 41-44.
[5]

无功电流检测 [J]. 浙江大学学报 , 2005, 39(5): 691-

结论

695.
Wang Liqiao, Lin Ping, Liu Zhaoshen, et al. Unified

本文实现了一种新的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的数字

model

谐波检测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 存在检测精度和动
和动态响应速度都得到了明显地提高 ，为 APF 实
时电流补偿提供了保障。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适用

[6]

Journal

of

and

reactive

Zhejiang

current

University

周林, 甘元兴 , 雷鹏 , 等. 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的
谐波检测新方法 [J]. 高电压技术 , 2005, 31(10): 6769.

也有很好的检测效果。 并且，本文所提出的检测方

Zou Lin, Gan Yuanxing, Lei Peng, et al. Novel

法对三相谐波电压的检测也同样适用。 需进一步研

harmonics detecting methods based on instantaneous

究参数  的最优值选取 ，以便更加适当地 调节 ，

reactive power theory[J].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以取得更好的检测效果。

2005, 31(10): 67-6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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