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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任务内容（两大挑战：提升能力，提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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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任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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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课题在项目中所处的位置和之间相互关系

课题1：器件及其组合动力学表征
（基础）

课题2：电力电子混杂系统运行匹配规律
（关键）

课题3：电力电子混杂系统的控制规律
（目标）

方面1：器件开关机制及与主电路关系

方面2：器件组合特性及系统仿真方法

方面1：换流回路模态转换规律

方面2：多物理场耦合模型及匹配规律

方面1：电磁能量脉冲的建模与控制

方面2：基于能量平衡的综合控制策略

器件模型和仿真方法

系统匹配规律

验证

验证

三个关键词：多时间尺度、动力学表征、运行机制，均贯穿于三个课题
                   （三个层面：器件、主电路及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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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进展 —— 对电力电子学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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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交叉学科，但仍处于诸要素的一个简单合成层面，基本上还属

于实验科学的范畴；

• 理论表征和工程应用等方面的困惑很多：理想开关与瞬态过程之间的

矛盾，信号控制与功率器件执行不一致的矛盾，设计参数难以精确定

量的困惑，……。

特征：由功率半导体器件、电路及控制要素构成

• 电力电子系统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 电力电子技术与科学的发展脉络是什么？

• 如何使电力电子系统建模、分析、设计及控制的研究有一个更清

晰的背景和统一的基础？

问题思考：

5

首先解决一个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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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进展 —— 对电力电子学的再认识

  EMI 
• di/dt
• dv/dt

  系统效率

• 开关损耗

电路结构

半导体
器件

驱动控制

运行方式

器件损坏
• 过压
• 过流

  电能质量

• 波形畸变

控制性能

•死区

•最小脉宽

开关模式中的
电磁能量变换

电力电子系统核心问题—开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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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早期的电力整流技术需求，以及晶闸管的出现开启了电力电子技术和科学的先河；

Ø 共同的属性：开关特性 —— 开关能力、开关损耗、开关响应、可重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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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进展 —— 对电力电子学的再认识

“基于功率半导体开关组合模式的电磁能量高效变换的科学”

Ø  两个层面的运动规律：载流子运动规律和电磁能量变换规律

Ø 从研究载流子的运动规律扩展到研究电磁能量高效变换规律的科学

Ø 从三个独立学科（电力、电子和控制）的简单叠加转变为研究电磁能量

   开关组合模式的可控变换行为规律中来 —— 相当于电磁能量数字化的研究

功率

电子

电力电
子技术

控制

[1] 赵争鸣, 施博辰, 朱义诚. “对电力电子学的再认识——历史、现状及发展”. 电工技术学报, 2017, 32(12): 5-15



两个层面

IGBT瞬态过程载流子运

动观测方法

p 建立基于FCA的载流子运

动观测实验平台

p 填补国内器件载流子瞬态

特性微观观测的空白

IGBT瞬态物理模型和传

热多时间尺度模型

p 物理模型对沟槽栅和平面

栅统一建模、精确表征

p 传热模型针对不同时间尺

度仿真，提高仿真效率

器件失效定量表征方法

和失效模式的量化评估

基于集总电荷的器件串

并联组合建模

p 定量表征，失效特征量包括

击穿电压、结温和并联电流

p 量化评估，科学指导安全边

界设计

p 串联控制不同步、并联参

数不匹配时仍适用

p 器件组合的载流子级建模，

更为精确

二、主要研究进展 课题一：探索功率开关器件内部的载流子运动规律

二极管过压

IGBT过压

热击穿

局部电流过大

所提出的集总电荷模型

IGBT统一建模结构

载流子观测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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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面

多段分布式母排模型及

降阶理论

p 提高了小时间尺度下仿真

精度

p 降阶算法提高了计算效率

换流回路杂散参数精确

提取方法

p 杂散参数提取精度高

p 杂散参数提取算法抗噪能

力强

多时间尺度下瞬态电磁

场分布规律

器件装备热应力与工况

复现测试平台

p 计及位移电流对电磁能量

分布的影响

p 考虑集肤效应和引线邻近

效应

p 方法鲁棒性强，灵敏度高

p 非侵入式测量方法，应用

范围广

二、主要研究进展 课题二：探索主电路中的瞬态变流及多场耦合规律

换流回路杂散参数提取平台

等效降阶瞬态换流模型

IGBT元胞瞬态电流分布

器件装备结温提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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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面

离散事件驱动的电力电

子混杂系统仿真方法

p 解决传统时间离散算法计

算量大、难以收敛的问题

p 仿真时间短；云端实现

多时间尺度能量脉冲建

模方法

p 反映瞬态过程的关键特性

p 可直接从数据手册中提取

模型的参数；

高压IGBT串联主动均压

控制方法

多级、多端口、组网变

换器的能量平衡控制

p 结构设计与控制设计相结

合；控制脉冲时序

p 即使参数不一致，串联均

压效果依然良好

p 控制参数直接计算得到，

不依赖工况，适用范围广

p 提高系统稳态和动态性能

二、主要研究进展 课题三：探索电磁能量脉冲行为及其控制规律

多时间尺度的脉冲模型

DSED算法的仿真框架

高压IGBT串联实验平台

能量平衡控制的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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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多时间尺度能量脉冲建模思想

• 建模目标：能够反映器件瞬态过程中重要的开关特性：能力、损耗、时延、频率

• 建模方法：通过瞬态过程的时间分段实现机理解耦与参数解耦

• 参数获取：所有参数可完全从Datasheet直接获取

IGBT开通瞬态分段模型 IGBT关断瞬态分段模型

理想开关特性（ms） 理想线性开关特性（10-100us） 分段开关特性（100ns-us） 非理想开关特性（1-10ns）

[2] 施博辰, 赵争鸣, 蒋烨等, “功率开关器件多时间尺度瞬态模型(I)—开关特性与瞬态建模,” 电工技术学报, 2017, 32(12): 16-24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a)：控制脉冲到电磁能量脉冲的传输规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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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脉冲传递规律——开关瞬态能流建模

   (小时间尺度，时间与空间的统一)

高压IGBT串联支路关断过程电压不均
衡的能量分布

高压IGBT串联支路关断过程电压不均
衡能流变化率

[3] 于华龙. 基于能量平衡的高压 IGBT串联主动均压方法[D]. 清华大学, 2016.

两电平高压IGBT串联桥臂拓扑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a)：控制脉冲到电磁能量脉冲的传输规律



Ø 脉冲传递规律——大时间尺度能流建模

电路拓扑 能量拓扑（释能、耗能和储能）

50kVA 电能路由器可视化能流图
[5]  Li Jing, Yuan Liqiang, Shi Bingqing, Zhao Zhengming. Methodology of Modeling and Vsiualization of Energy Flow and Energy
     Topology for Power Converters. ICEMS 2016

能量三要素：

大小

分布

流向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a)：控制脉冲到电磁能量脉冲的传输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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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器件失效时的脉冲建模

• 描述IGBT器件短路和过压等工况下能量脉冲的行为

• 能表现IGBT器件失效后最终的外部状态

失效模型结构

4500V/1800A压接式IGBT
短路过程的仿真与实验波形

IGBT过压失效仿真波形

• 全球能源互联网科研项目结题报告“基于可关断器件电力电子装置失效机理与可靠性理论研究（2015-2017）”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a)：控制脉冲到电磁能量脉冲的传输规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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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变换器单元子模块组合

• 子模块及其组合特性是影响系统性能的决定性因素

• 模块组合——具有直流侧短路保护功能的MMC主电路

• 级间组合——应用于电能路由器的MMC主电路拓扑

具有直流侧短路保护功能的MMC主电路 具有高压直流端口的电能路由器主电路拓扑

[7]  鲁思兆. 模块化多电平变换器组合特性及控制方法研究[D]. 清华大学, 2016.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b) ：器件组合与控制脉冲组合相互作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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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无源器件组合

• MMC中桥臂电感和输出电感的组合与集成

• 提出基于环流磁链相互抵消的电感集成方法

• 减小了电感的个数和体积

集成后耦合电感结构

基于三相间环流直流磁链相互抵消的电感集成

[8] Lu Sizhao, Mu Mingkai, Jiao Yang, Zhao Zhengming, et al. Coupled Inductors in Interleaved Multiphase Three-Level DC-DC Converter  for High-
Power Applica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2016, 31(1): 120-134.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b) ：器件组合与控制脉冲组合相互作用规律



17

三种能量脉冲逻辑组合方式示意图

[10] 陈凯楠, 赵争鸣, 袁立强. 电力电子系统中的功率脉冲时序组合与逻辑组合[J]. 电工技术学报, 2017, 32(13):31-40.

基于能量脉冲逻辑组合的倍频策略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b) ：器件组合与控制脉冲组合相互作用规律

Ø 能量脉冲的时序与逻辑组合

• 时序组合是由单一开关单元产生的能量脉冲序列

• 逻辑组合是不同开关单元产生的能量脉冲的空间叠加组合

• 凝练出基于电平、脉冲以及边沿的三种能量脉冲逻辑组合方式

• 研制出任意波形功率放大器原理样机(10kW/384kHz)



Ø 能量脉冲的时序与逻辑组合的典型应用——控制自由度组合

• DAB采用移相控制时具有3个控制自由度D1、D2、D3

• 按照电感电压、电流波形，通过原副边H桥电压解耦，将DAB分为12种工作模式

D1 D3D2

DAB结构图及控制自由度 电感的电压、电流随控制自由度变化

原、副边H桥的输出电压随控制自由度变化

改变 D1 改变 D2 改变 D3

改变 D1 改变 D2 改变 D3 • 不同工作模式具有不同的传输功率

范围

• 传输一定功率时，通过控制自由度

组合实现不同目标性能的优化，例

如：电流应力、器件损耗

[11]谷庆, 袁立强, 聂金铜, 赵争鸣, “基于开关组合规律的双有源桥DC-DC变换器传输功率特性,” 电工技术学报, 2017, 32(14):69-79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1b) ：器件组合与控制脉冲组合相互作用规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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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高压IGBT串联主动均压控制方法

• 针对器件串联不均压问题

• 在短时间尺度下，直接对驱动脉冲时序进行

控制，进而控制功率脉冲形态

高压IGBT串联主动均压控制电路

 [12]  Ji Shiqi, Lu Ting, Zhao Zhengming, Yu Hualong, Wang Fred. Active voltage balancing control for 10kV three-level converter  using series-
connected HV-IGBTs. 2016 IEEE Applied Power Electronics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APEC), 2016:1456～1461

多管串联主动均压控制电路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a) ：短时间尺度主动控制方法

• 主电路侧均压电路

• 栅极侧有源箝位电路

• 反馈通路

• 前向控制通路



20 [12]  Ji Shiqi, Lu Ting, Zhao Zhengming, Yu Hualong, Wang Fred. Active voltage balancing control for 10kV three-level converter 
          using series-connected HV-IGBTs. 2016 IEEE Applied Power Electronics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APEC), 2016:1456～1461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a) ：短时间尺度主动控制方法

VDC=5kV,无主动均压控制 VDC=5kV,带主动均压控制

Ø 高压IGBT串联主动均压控制方法的验证

电压

关断
损耗

适用于多管串联的均压控制电路模块

双管串联三电平实验平台10kV/6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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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不同时间尺度混杂系统仿真——离散状态事件驱动算法（DSED）

• 离散事件驱动 —— 无需定位不连续状态，大大缩短计算时间

• 时间尺度可调 —— 具有对不同时间尺度自适应的能力，提供人工干预空间，

                     适用于混杂系统，不存在收敛问题

DSED算法计算框架

算法
设定相对

误差

单开关周期

仿真时间

可变阶数值微分算法

（ode15s）
0.4% 271.2s

基于改进的Rosen公式

（ode23s）
0.4% 534.9s

自由内插实现梯形公式

（ode23t）
0.4% 263.4s

TR-BDF2方法（ode23tb） 0.4% 204.5s

DSED方法 0.4% 1.574s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Ø DSED仿真方法的效果验证

 [16] 檀添，赵争鸣，李帛洋等， 基于离散状态事件驱动的电力电子瞬态过程仿真方法. 电工技术学报, 2017,32(13):41～50

 [17] 杨祎，赵争鸣，檀添，李帛洋，袁立强. 离散状态事件驱动仿真方法及自适应预估校正算法. 电工技术学报, 2017,32(12):33～41

 [18] 李帛洋，赵争鸣，檀添，杨祎，蒋烨. 后向离散状态事件驱动电力电子仿真方法. 电工技术学报, 2017,32(12):42～49

 [19] Boyang Li, Zhengming Zhao, Yi Yang, Yicheng Zhu, Zhujun Yu. A New Simulation Method for Power Electronics:

        Discrete State Event Driven Method, TEMS, 2017.

一个开关周期中IGBT开关瞬态仿真波形

(a) TR-BDF2仿真波形，仿真时间204.5s (b) DSED仿真波形，仿真时间644.5s

(c) 改进DSED仿真波形，仿真时间1.354s (d) 改进LIDSED仿真波形，仿真时间1.574s

DAB原边电流波形
DSED和Simulink下不同仿真步长的对比

方法 步数 总时间/s

Simulink 5.000×106 1448

DSED 3.937×106 199

50kVA 电能路由器仿真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22



50kVA电能路由器

Ø DSED仿真方法

• 系统级稳态波形仿真 —— 稳定、快速

                                 根据电路拓扑列写状态方程，利用QSS方法进行解算

• 器件级瞬态波形仿真 —— 准确、高效

                                根据器件组合模式确定互锁开关与换流回路，利用换流

                               瞬态过程分段模型作出仿真波形

Ø 仿真算例——50kVA电能路由器

• 输入（电网）：三相380V（有效值）交流 → 输出（负载）：单相220V（有效值）交流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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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云端应用：仿真算例——50kVA电能路由器

• CloudPSS云平台仿真：电路搭建 → 器件选型 → 模块封装 → 进行仿真 → 波形显示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24



Ø DSED仿真波形及耗时对比

仿真方法 器件模型 仿真耗时

Simulink 理想开关模型 214s

DSED 理想开关模型 21s

DSED 瞬态分析模型 158s

• 系统级稳态波形：负载电压

• 器件级瞬态波形：逆变模块管电流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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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两端口多级变换器中的能量前馈控制

• 建立多级变换器的能量模型

• 与普通前馈不同，基于能量平衡关系，直接以

能量作为前馈量进行控制

• 减少了暂态恢复时间和电压波动

不同控制方法的系统动态过程对比 综合能量前馈控制系统结构图

[21]  Junjie Ge, Zhengming Zhao, Liqiang Yuan, Ting Lu and Fanbo He. Energy Feed-Forward and Direct Feed-Forward Control for
         Solid State Transformer.,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2015, 30(8): 4042-4047.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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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多端口多级变换器中的能量平衡控制

• 建立各级变换器控制量之间的能量关系

• 提取储能元件的能量变化规律，降低能量波动

• 减小控制器的负担，提高系统的暂态响应速度

• 减小储能元件的体积和重量

[22] Gaohui Feng, Zhengming Zhao, Liqiang Yuan, Li Kai. Combined DC Voltage Control Scheme for Three-port Energy Router 
        Based on Instantaneous Energy Balance. ECCE2016, 2016

常规控制方法 能量平衡控制方法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b) ：全系统电磁能量平衡的变换系统综合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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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电源切换情景实验(40s)

三端口电能路由器样机 可编程交流电源

可编程直流电源、录波仪和功率分析仪

* 解决基于能量平衡的多端口、多级联、多电平、多形态变换单元组合控制问题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c)：典型混杂系统上的控制策略研究

Ø 多端多级大时间尺度变换系统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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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电力电子变换系统样机

电力电子装置辐射测试暗室10kW任意波形功率放大器

* 解决变换单元的高频小时间尺度脉冲及其组合的瞬态过程测试问题

暗室控制室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c)：典型混杂系统上的控制策略研究

Ø 高频小时间尺度变换系统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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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斩波测试柜主电路基本电路结构

三、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内容2c)：典型混杂系统上的控制策略研究

Ø 变流功率模块脉冲斩波测试平台

• 同时具备对单管和三相四桥臂等功率模块进行

脉冲斩波测试的能力；

• 用于对多时间尺度能量脉冲模型的测试；

• 用于对短时间尺度主动驱动控制方法的验证。

* 解决多时间尺度能量脉冲模型的测试和主动驱动控制的验证问题 初步实验结果



电力电子
学的再认

识

多时间尺
度能量脉
冲模型

DSED的
仿真方法

短时间尺
度的主动
控制

全系统的
能量平衡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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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成果 

针对问题：复杂的器件机理模型无

法应用于系统分析与控制

提出方法：多时间尺度分段模型

方法优势：时间分段，机理解耦，

参数解耦且提取可行，适合控制

针对问题：时间离散的仿真方法，

难以用于多时间尺度系统仿真

提出方法：DSED仿真方法

方法优势：计算效率大大提高，适

合刚性系统，稳定性强，误差可控

针对问题：常规控制方法参数依赖

工况，动态性能差，单一目标控制

提出方法：全系统能量平衡控制

方法优势：参数计算得到，动态响

应快，电压波动小，多参量控制

针对问题：功率开关器件串联时参

数不一致导致的均压问题

提出方法：串联均压主动控制

方法优势：RC电路，栅极有源钳

位，驱动电路直接实施控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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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成果 

u第2章 电磁瞬态过程及其建模

u第3章 功率开关器件瞬态特性

u第4章 瞬态换流拓扑及其杂散参数

u第5章 主电路电磁脉冲及其序列

u第9章 瞬态过程中的电磁能量平衡 

2017年5月出版专著
《电力电子变换系统电磁瞬态过程》

项目成果体现的主要章节

2017年《电工技术学报》
第12、13和14期集中展示项目成果

专题共计25篇文章



33在英文期刊上组织本重大项目的研究专题专刊

三、主要研究成果 

TEMS——CES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Machines and Systems 

Special Section on Dynamics and Mechanism 
of High Power Electronics Hybrid System with 
Multi-time Scales
专辑：大容量电力电子混杂系统多时间尺度
动力学表征与运行机制 

JESTPE——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影响因子：4.269)

Special Issue on Transient Behaviors of Multi-
timescale Megawatt Power Electronics Systems
专辑：兆瓦级电力电子系统多时间尺度电磁
瞬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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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层面

• 合作单位：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2017）
• 大功率IGBT及快恢二极管极限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装置层面

• 合作单位：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2015-2017）
• 基于可关断器件电力电子装置失效机理与可靠性理论研究

能源互联网应用

• 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配电网电能路由器示范工程（2017-2020）
• 面向能源互联网的配电网能量路由器关键技术研究（2015-2017）

电动汽车应用

• 中美合作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2016-2020）
•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产业化项目）（2016-2019）

34

三、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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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动控制的无线电能传输实验平台                  用于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示范样机 (5kW，2016)

基于能量平衡控制的电能路由器实验平台                面向能源互联网的电能路由器示范样机 (50kVA，2017)

三、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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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工作计划

Ø 在电力电子器件及其组合混杂系统多时间尺度动力学表征、多时间尺度下电力

电子混杂系统运行匹配规律、电力电子混杂系统动力学行为的控制规律三方面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果；

Ø 将继续扩展和深化研究，完善理论研究成果；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完成相关

实验验证，走向实际应用；

Ø  全控型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应用和脉冲调制技术的引进，将连续变化的电磁能

量转化为准离散型的、可控的电磁能量脉冲序列组合，不仅带来了对电磁能量

变换认识上的变更，更是将电气工程学科推进到一个电气工程数字化时代，极

大地扩展了电气工程学科的内涵和外延，这些将给电气工程学科带来了极大的

研究和应用空间。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2017年会电力电子专题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