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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SP的三相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 
郭会娜，黄洪全 

（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光伏并网发电是光伏电源的发展方向，代表了21世纪最具有吸引力的能源利用技术。
本文首先阐述了光伏并网发电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三相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并以

TI公司的TMS320F2812 DSP控制器为控制核心，介绍了硬件和软件的的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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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hree Phase Photovoltaic Grid Generation  

System Based On D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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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tovoltaic grid gener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hotovoltaic power supply, 
representing the most attractive energy utilization technology in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first 
elaborat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hotovoltaic grid generation, introduces the scheme of three phase 
photovoltaic grid-connected power,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design concept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based on TMS320F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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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现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能源危机日益严

重。太阳能光伏发电是一种既洁净又无污染的巨

量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是将太阳光的光能

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发电形式。因此，最近几

十年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青睐，发达国家掀起了发

展光伏并网系统的高潮，太阳能的光伏利用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屋顶光伏并网系

统”。因此，不论是从社会走可持续发展还是从

保护生态环境来说，发展太阳能都具有重大意

义。 
    中国同样不例外，面临着能源危机和生态环
境恶化重大问题。而且，中国人口众多，需要更

多的能源。可喜的是中国是拥有太阳能资源丰富

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急需大力发展太阳能。我

国 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极大的促进
了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程。现在中

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主要以特殊应用领域和边

远无电地区为主，其中光伏发电技术在边远无电

地区迅速推广，分别在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

等地建立了光伏发电电力设施。“掌握了未来的

能源就掌握了人类未来的命运”，光伏发电的时

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1】 

2、主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光伏发电应用首先解决的是怎样将太阳辐

射能转换为电能。太阳能光伏电池发电的原理是

光生伏打效应，它是一种能将太阳辐射能转换为

电能的转换器件。由若干个这种器件组装成光伏

电池组件，再根据需要将若干个组件组合成光伏

阵列、并与储能，测量、控制、逆变等装置相配

套，即构成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发电根据运行方

式分为离网运行和并网运行两种方式。 
其主电路结构如图 1所示。其基本原理是光

伏阵列将接收到的太阳能转换为直流电源，然后

经过直流滤波后经过逆变器变为交流电，其基波

为正弦波，经过电感滤波后，并入电网，其并入

电流的频率和相位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光伏并

网逆变器采用电压源输入、电流源输出的控制方

式。输出电流的控制方式是采用电压控制为外

环、电流控制为内环的双环控制。 
图 1中，C1、C2和 R1、R2串并联的作用 

是为了稳定直流高电压和直流滤波。其中，R1、
R2 为放电电阻。IGBT 管 V1~V6 和二极管
D1~D6 组成三相全桥逆变器，实现了直流电能
到交流电能的转换。电感 L1~L3 的作用是交流
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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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相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主电路结构 
虽然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但要获得太阳能

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受昼夜、晴雨、季节等

的影响。因此，当光伏阵列的发电量不仅能供负

载用电量时，而且还有剩余的电能，则剩余的电

能流向电网；当光伏阵列的发电量不足于负载用

电量时，电力不足部分则由电网补充；当在夜晚

或者阴雨天气时，光伏阵列基本上不发电，此时

负载用电则完全来自于电网。 

3、硬件电路设计 

控制系统硬件主要以TMS320F2812为控制
核心，包括交直流电压电流信号的采样、隔离驱

动单元和人机接口模块。控制主要完成对模拟量

的模数转换功能、控制算法的实现、和 SPWM控

制信号的处理。DSP通过将实时采集的模拟信号

送入调理电路，然后再使用 DSP芯片自带的数模

转换器对模拟信号进行 A/D转换；通过控制算法

算出 IGBT驱动所需要的脉宽，经过隔离放大后

控制功率器件的工作。以单片机为核心的子系统

主要完成显示并网系统运行参数、实时设置调节

参数等。硬件原理框图如图 2所示。 

光 伏

阵 列

直流侧

滤波

三相全桥

逆变器

交流侧

滤波

电网

TMS320F2812

直流电压

电流检测
M57959L驱动 并网三相

电流检测

单片机

电网三相

电压检测

故障

检测

SPWM波

负载

AD0

AD1

AD2
AD3

AD4

AD5
AD6
AD7SCIPDPINT

MPPT

液晶显示单元键盘输入
 

图 2 控制系统硬件原理框图 

TMS320C28x 系 列 是 目 前 TI 公 司
TMS320C2000系列中性能最好的 DSP芯片。其
主要特点如下： 

1） 其 CPU是一种低功耗的 32位定点数字
信号处理器，采用增强的哈佛结构，可以并行地

执行指令和读取数据，可以在单个周期内完成

32×32位的乘累加运算，运算速度可达 150MHZ
（时钟周期 6.67ns）,具有强大的数据信号处理
能力，提高了运算速度和精度。 

2）具有丰富的片内外设：包括 3个 32位的
CPU定时器(TIMER0/1/2)、2个增强型的事件管
理器模块（EVA、EVB）、16通道的 12位的 A/D
转换模块（ADC）、增强型的 CAN模块（eCAN）、
多通道缓冲串行模块（McBSP）、串行外设接口
模块（SPI）、串行通信接口（SCI）和通用输入/
输入（GPIO）多路复用器。 

3）具有丰富的片内存储器：8K×16 位的

Flash存储器、1K×16位的 OTP型只读存储器、

两块 4K×16位的单口随机存储器（SARAM）、一

块 8K×16 位的单口随机存储器、两块 1K×16

位的单口随机存储器。 

4）外部中断扩展模块（PIE）可支持 96个 

外部中断，仅使用了 45个外部中断。 

5）时钟和系统控制采用锁相环技术 PLL来 

控制系统各模块所需要的频率。 

3.1、电压、电流信号采集     

电压电流采集是采用霍尔传感器。霍尔传感

器由于具有精度高、线性好、频带宽、响应时间

快、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等诸多优点，因而被

广泛的应用于变频调速装置、逆变装置、UPS电

源、电网监控系统、伺服控制系统和需要隔离检

测的大电流、电压等各个领域中。霍尔传感器对

直流、交流和脉冲等复杂电流信号都能使用，采

集后通过简单的信号变换后能够直接被 AD、DSP

等各种采集装置直接采集和接受。 

霍尔电流传感器使用的是北京世特美测控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的 产 品 ， 其 型 号 是

SE1T100C50V6 ，它是原边电流 100A，输出 50mA、

需要 DC±12⋯15V辅助电源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霍尔电压传感器使用的也是北京世特美测

控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其型号为 SO1T_V5V6

系列，它是原边电压 50A 的电压传感器、输出

5V 和需要 DC±12⋯15V 辅助电源的霍尔电压传

感器。可以测量直流电压最大值为 700V，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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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最大值是 500V，完全满足三相线电压 380V

的要求。 

3.2、驱动电路设计 

IGBT 模块使用的是日本富士生产的 S 系列

第四代 IGBT模块 2MBI100SC-120，两单元,能承

受最大电流 100A，最大电压为 1200V。由 DSP

产生的 SPWM波出来后经驱动电路后处理后驱动

IGBT。IGBT的驱动采用混合集成模块 M57959L，

它由光电耦合器隔离输入，与 TTL电平兼容。内

有短路保护、故障检测端，双电源供电，14 脚

厚膜封装、其中只有 7脚有用，其余引脚均为空

端。M57959L 可驱动 200A/600V 或 100A/1200V

的 IGBT模块，因此符合设计要求。 

3.3、最大功率点跟踪 

系统最大功率点跟踪采用的是扰动观察法，

就是在光伏方阵正常工作时，不断地给它的工作

电压一个很小的扰动，在电压变化的同时，检测

功率的变化，根据功率的变化方向，决定下一步

电压改变的方向。其流程图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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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扰动观察法的控制流程 

    扰动观察法的优点是原理清晰，容易实现，
被测参数少，能够较普遍地被应用于光伏系统最

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缺点在于系统必须引入扰

动，寻优的最后结果是系统在最大功率点附近很

小的范围内来回震荡；其次，变化的步长不好确

定，步长过小，跟踪的速度缓慢；步长过大，在

最大功率点附近的振荡又加大了。 

4、软件设计 

软件编程主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任务：①

SPWM 波的输出，SPWM 脉冲的输出主要是通
过 TMS320F2812 的事件管理器模块 EVA 和
EVB 来产生的，根据需要来设定比较单元中比
较寄存器的初值和计数器的初值得到需要的

SPWM 波。②A/D 转换。测量采集到的数据必
须进行 A/D转换后 DSP才能对其处理和计算。
③通讯和显示。将测量的数据通过 DSP 的串行
通信接口 SCI发送到液晶显示屏，直观的显示测
量到的各种参数。 
软件设计采用模块化设计，主要包括主程序

模块、SPWM 波产生模块 AD 转换模块、数据
通讯和显示模块等。DSP 主程序流程如图 3 所
示。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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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ADC模块

初始化SCI模块

初始化中断控制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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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DSP主程序流程 

5、结论 
介绍了一种基于 DSP 的三相光伏并网发电

系统，控制核心采用利用目前国际市场上最先

进、功能最强大的 32 定点 TMS320F2812 芯片
作为控制，效率高、可靠性高。利用 DSP 内置
的 12位 ADC模块，16通道，单路转换时间为
60ns，既可以同时实现多路转换，又简化了外部
硬件设计。使用霍尔传感器测量交直流电压电

流，响应时间快、测量精度度、系统抗干扰能力

强。最大功率点跟踪采用电压扰动法，其原理清

晰，容易实现。 



 4

参考文献： 
[1] 赵争鸣，刘建政，孙晓瑛，袁立强.太阳能光伏

发电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 苏奎风,吕强等.TMS320F2812 原理与开发[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3] 赵为.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研究[D].合

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4] 陈厚岩.1kW 具有零电流关断功能的并网逆变

器的研制[D].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2005 

[5] 汪海宁.光伏并网功率调节系统及其控制的研究

[D].合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 王飞.单相光伏发电并网系统的分析与研究[D].

合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7] 汪进进.光伏并网控制方法和系统的研究[D].

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作者简介： 

郭会娜(1981-)，女，汉族，河南漯河人，

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

检测技术与信号处理。 

黄洪全（1962-），男，广西大学电气工程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检测

技术与信号处理。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大学路 100 号广西大学西校园

A199信箱，邮编：530004  收信人：郭会娜 

联系电话：13481073869 

E-mail: guohuina2006@126.com 

 

 

 

 

 

 

 

 
 

 

 



基于DSP的三相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
作者： 郭会娜， 黄洪全

作者单位： 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相似文献(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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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发生器、同步锁相等诸多环节，所以存在控制比较复杂，可靠性不高，硬件成本高等缺点。由于电流跟踪滞环控制具有控制简单，采用模拟器件容易实现等特点，因此，采用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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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能源枯竭问题日趋严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应用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太阳能凭其可再生性和无污染性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绿色可再生能源的焦点，正由补充型能源走

向替代型能源，故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是太阳能利用的必然发展趋势。作为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核心部分，逆变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目前，太阳能电池的电压等级不

高，若与高压电网并网，则要增加变压器、DC/DC变换器等中间升压环节，使得并网系统结构复杂、系统可靠性降低。后来出现的级联逆变器可以将太阳能发出的电能直接并于高压

电网，从而简化并网系统结构、提高系统可靠性。但是目前级联逆变器存在电路拓扑结构复杂、调制不方便等问题。

    脉冲阶梯调制(PSM)技术是阶梯调制(SM)技术和脉宽调制(PWM)技术相结合的一种调制技术，具有电路简单、控制方便等优点，是高压大功率电源系统中重要的调制技术。基于

PSM技术的变换器具有更高的连续可调的输出电压、更大的输出功率、高可靠性、高效率等众多优点。若能将PSM技术应用于级联逆变器，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任务是将PSM技术应用于级联逆变器，并将PSM级联逆变器应用于光伏并网系统。本人主要工作：一、详细阐述PSM级联逆变器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方法，在MATLAB/SIMULINK环

境下设计其仿真电路，通过仿真验证其原理及控制方法的可行性；二、研究PSM级联逆变器光伏并网系统的控制策略，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下设计该并网系统的仿真电路，通过系

统仿真验证了其控制策略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5.期刊论文 王继东.朱雪玲.苏海滨.王玲花.WANG Ji-dong.ZHU Xue-ling.SU Hai-bin.WANG Ling-hua 三相光伏并网Z-源逆变器的比例

谐振控制 -电机与控制学报2010,14(4)
    将具有独特的X型网络的Z-源逆变器应用于光伏并网系统,利用逆变器桥臂直通状态实现直流侧升压.对Z-源逆变器的拓扑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据电网电压定向的

控制策略结合比例谐振控制器,利用改进的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方法实现了逆变器并网控制,使Z-源光伏并网系统能够动态跟踪光伏电池最大功率点电压,输出电流和电网电压相位,实现

单位功率因数运行和电流波形正弦化.仿真结果表明系统具有良好的静态和动态性能,验证了采用的系统结构和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6.会议论文 蒋立.郑建勇 基于Z源的光伏并网控制策略研究 2008
    Z源逆变器与单周控制都是近年来发展的新技术。前者带来了良好的升压性能，后者为非线性控制，结构简单，响应迅速。随着光伏能源发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青睐，并网

逆变器作为其核心模块，不论在硬件设计上还是在控制策略的开发上，都对研究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本文基于以上技术与问题，把Z源逆变器与单周控制策略结合起来，应用于光伏并网逆变系统，提出了控制模型，并且细致分析了其可行性，利用MATLAB/SIMULINK软件对逆变系

统进行了仿真研究。

7.学位论文 张艳红 3×20KW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 2008
    随着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应用的日益广泛，人们对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供电要求不断提高，研究热点开始向数字控制技术发展。基于对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理论依据的分析，这份学

术论文是关于3×20KW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研究，对系统布局、并网逆变器、三环控制结构以及基于DSP的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此并网逆变系统采用三个单相的全桥逆变器进行组合，开关元件选用IPM智能功率模块。硬件电路的设计包括元器件的选取，基于TMS320F240对光伏逆变器进行电流、电压、最

大功率点控制。设计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扰动观测回探法的MPPT控制策略，孤岛效应的检测采用主动加被动的双重控制方案。

    通过对实验以及运行结果的分析，验证了以上所述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8.期刊论文 张侃谕.张晓菊.ZHANG Kan-yu.ZHANG Xiao-ju 小功率光伏并网逆变控制系统的实现方式 -中国电力2007,40(9)
    分析光伏并网系统的原理及结构,系统DC/DC环节由SG3525控制,使其输出电压稳定.而交/直流(DC/AC)逆变器由单片机87C196MC对并网电流进行实时跟踪控制,采用双闭环控制方

案实现与电网电压的同步.同时控制中加入了前馈控制,并对并网电流进行估算,以优化输出电流波形.给出系统并网电流跟踪控制的软件实现流程图.实验结果表明,并网电流波形较好

.

9.学位论文 蒋永和 光伏并网电压型逆变器电压控制策略及MPPT研究 2007
    本文针对光伏并网系统传统的电流控制策略存在不能改善电能质量及不能脱离电网运行的不足之处,对并网的电压控制策略进行了理论研究.根据逆变器的电压一频率下垂法原理

,逆变器通过调节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来调节逆变输出的有功和无功功率值从而达到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的目的.由于逆变器直接控制输出电压,摆脱了对电网电压的依赖性,所以能

够应用于分布式微网系统中或者独立逆变运行.

    通过MATLAB/Simulink计算机软件仿真来验证这种理论在光伏并网系统电压控制策略中的可行性,并对系统的性能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1.采用电压控制策略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化来相应调节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达到调节输出功率的目的,具有较快的调节速度;

    2.该系统在并网运行时,可以给电网提供有功和无功能量,起到改善电能质量的作用;在独立运行时能够适应不同的负载变化;

    3.在电网突然断电的情况下,逆变输出电压会有一个尖峰,实际工程实现时应该加入保护吸收电路;

    4.该系统显现出较好的静态和动态特性,适合于多种应用场合.传统的MPPT控制策略存在或受温度影响大,或扰动损失大,或存在直流母线电压崩溃现象,为了改善MPPT的性能,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数据库的MPPT实现方法.

10.期刊论文 王英.WANF Ying 基于DSP的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 -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08,14(3)
    光伏并网发电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发展的趋势,提高转换效率、降低成本是光伏发电技术发展的关键.基于TMS320LF2401 DSP芯片控制的并网发电系统,有效地提高了逆变器的

效率,降低能量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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