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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开发了一种基于 PM50B6LA060 的双输入组串光伏并网逆变器遥两支路具有独立的 Boost 变换器和最大功
率点跟踪控制袁可接不同规格的电池组串作为输入袁极便于光伏系统的配置遥 介绍了系统的电路结构尧光伏智
能功率模块渊Photovoltaic鄄Intelligent Power Module袁简称 PV鄄IPM冤的特点袁给出光伏并网逆变器采用的控制方法遥
系统有两级能量变换单元袁给出了两级式并网逆变器的能量管理方法遥 最后给出了效率图以及并网实验波形遥
关键词院光伏并网逆变器曰 光伏智能功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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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鄄tied PV Inverter by using PV鄄I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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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is paper presents a dual input two stages grid鄄tied PV inverter by using mitsubishi PV鄄IPM of
PM50B6LA060.The dual circuit branches have independent boost converters and tracking control of maximum power,
which can be connected with various PV arrays and make PV system easily.Features of mitsubishi PV鄄IPM,the circuit
topology of developed PV inverter system and applied control approach are introduced.Lastly,a picture of PV inverter
prototype based on PM50B6LA060 and efficiency test results are given.
Keywords院grid鄄tied PV inverter曰 PV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1 引 言

为抑制地球温暖化袁自然能源发电系统袁如太
阳能发电等应用日益广泛遥 住宅用的太阳能发电
系统将太阳能电池板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遥 由
于调整电压的功率变换器安装在室内袁 因此需要
功率变换器尺寸尽可能小遥同时袁为提高功率变换
器的效率袁需功率变换器的功率器件能耗尽量低遥
针对太阳能发电的功率变换器开发出光伏智能功

率模块渊PV鄄IPM冤袁可以很好地满足上述要求遥
2 PV鄄IPM的特征
图 1为 PM50B6LA060内部结构框图遥 该模块

将单相输出逆变电路尧两个斩波电路渊有些模块仅
有一个斩波电路袁而有的则无斩波电路冤及控制芯
片集成在较小尺寸的封装中遥PV鄄IPM采用 CSTBTTM

硅片技术实现低损耗遥 在 IGBT硅片上还集成了用
于准确监测硅片结温 Tj的温度传感器遥

PV鄄IPM具有短路保护尧控制电源欠电压保护
以及过温保护功能遥 当 PV鄄IPM检测到过温尧负载
渊桥臂冤短路尧控制电源欠电压时袁会立即关断
IGBT袁同时产生并输出故障信号 FO遥此外袁内部控
制芯片能根据测得的集电极电流调节栅极驱动电

阻袁从而有效减小噪声遥 研发出采用 PV鄄IPM光伏
并网逆变器的 PM50B6LA060型样机袁在此主要介
绍其系统结构尧控制方法袁以及样机的实验结果遥

3 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系统结构

图 2示出光伏逆变器系统主电路拓扑遥 该结
构特点是院 升压单元由两路独立的升压变换器组
成袁可在不同输入电压和输入功率下运行袁满足用
户的不同需求遥 两路输入电池板可根据实际环境

定稿日期院2010-08-30
作者简介院相海涛渊1975-冤袁男袁江苏连云港人袁博士袁研究
方向为太阳能发电遥

图 1 PM50B6LA060 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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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安装方向袁 两路独立的升压变
换器各自输出的能量在母线电容汇总后袁 经后级
逆变器馈送给电网曰若仅有一路光伏板输入袁可用
任意一路作为前级升压模块曰 每路升压变换器有
独立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渊MPPT冤控制袁使系统工作
在当前最大功率点渊MPP冤袁提高系统工作效率遥

4 控制方法

图 3为前级 Boost变换器及其控制框图遥 电压
环输入参考值 Ur为当前 MPP工作电压值袁良好的
电压环路控制袁使得升压变换器的输入电压能够快
速准确地跟踪当前 Ur遥变换器将光伏阵列输出的低
压直流电升压为高压直流电袁 向直流母线输入能
量遥后级逆变器通过调节并网功率的大小维持直流
母线电压的稳定袁 因此可认为 Boost变换器的负载
为直流电压源遥 Boost通过控制输入端的电压来调
节 PV阵列的工作点袁从而实现 MPPT控制遥

后级逆变器采用电流控制模式工作遥 并网电
流的大小袁 即并网功率的大小由直流母线电压的
闭环调节决定遥 图 4为后级逆变器控制环路遥 Udc
作为后级逆变单元电压环的反馈信号袁 锁相后得
到 Ug 的相位信息袁 提供并网电流的相位参考信
息袁逆变桥输出电流 Ig 在控制环路中作为电流环
反馈信号遥 电压环的输出作为并网电流幅值的给
定袁限幅环节限制并网电流的幅值大小袁当并网电
流大于限定值时袁过流保护启动关机程序遥良好的
双闭环控制使并网电流谐波含量仅为 3%袁 功率
因数在 0.99以上遥
两级式并网逆变器的能量管理在系统中极为

重要遥 Boost变换器将本路 PV 阵列所能发出的最

大效率送入直流母线袁 若两路输入的总功率大于
逆变器的最大输出功率袁 则逆变器进入限流保护
状态袁限制并网功率的大小遥直流母线输入功率大
于输出功率袁母线电压上升袁会触发过压保护导致
系统崩溃遥 通过监视 Udc 的变化和输出限流状态袁
可判断前后两级功率关系遥在输出限流状态下袁使
前级 Boost变换器的 MPPT 控制反向运行袁从而减
小输入功率袁维持 Udc 稳定遥

5 光伏并网逆变器样机及实验结果

图 5a 示出采用 PM50B6LA060 的 3 kW 并网
逆变器满载的实验波形遥实验条件为院Ug 为 230 V/
50 Hz袁Udc=390 V袁并网电流 THD=1.24%遥 图 5b示
出系统转换效率与光伏电压和功率的关系遥

6 结 论

PM50B6LA060可很方便地构成组串式单相中
小功率 PV逆变器袁且转换效率较高遥 两路直流输
入可以配接不同电压尧功率规格的电池板组串遥两
支路具有独立的 DC/DC 变换器和最大功率点控
制袁并且不要求两路输入完全一致遥前级两路升压
变换器袁采用相同的闭环控制方式袁将两路独立工
作的升压变换器升压至同一母线电压袁 输出功率
汇总到母线电容袁经后级逆变器模块馈送到电网遥
后级逆变器模块采用电压外环尧 电流内环的双闭
环控制方法袁实现了并网电流低谐波含量尧高功率
因数的目标遥

PVa袁PVb 为两路独立的 PV 电池阵列
图 2 双级并网逆变器结构电路图

Ui袁Uo 分别为输入尧输出电压曰iL 为流过电感 L 的电流
图 3 Boost 变换器及其控制框图

图 4 逆变器及其控制环路

图 5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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