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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项研究是为了开发一种包含交流滤波器的三相脉宽调制（PWM）逆变器的功率密度和效率最大化的设计方法。

功率密度和效率之间存在折衷关系。通常，已知增加开关频率会增加开关器件损耗并减小无源元件的体积。三

相PWM逆变器设计应考虑转换效率和逆变器体积之间的平衡。但是，据我们所知，尚无实践研究集中在具有交流

滤波器的三相PWM逆变器的优化设计上。这是因为交流滤波器电感器的铁损会根据直流偏置励磁、开关纹波电

流的幅度等以复杂的方式变化。因此，本文作者阐述了这种铁损机理，并在以前的研究中实现了一种高精度的

铁损计算方法。在本文中，当设计交流滤波器电感器以通过调节铁芯直径、高度和绕组匝数，将损耗降至最低

时，并分析了效率与开关频率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与基础设计进行比较，验证了通过设计合适的电感器所实

现的效率和体积优化。

一、引言

功率电子转换器需要高功率密度（以每单位体积的瓦

特表示）和高效率。但是，功率密度和效率之间存在折衷

关系。通过增加开关频率，可以减小无源元件（即变压器

和电感器）的体积。但是，这种方法增加了开关设备的损

耗和散热器的尺寸。因此，确定折衷关系中的最佳点对于

功率电子转换器的设计方法很重要。然而，据作者所知，

尚未有关于包含交流滤波电感器的脉宽调制（PWM）逆变

器的设计方法的研究报告。缺乏研究进展的原因在于，电

感器的铁损会根据开关纹波电流、直流偏置励磁和其他因

素以复杂的方式变化。

因此，作者在以前的研究中阐明了这种铁损机理并实

现了高精度的铁损计算方法。因此，在本研究中，设计了

带有交流滤波器的三相 PWM 逆变器。当设计交流滤波器

电感器以通过调节铁芯直径、高度和绕组匝数来将损耗降

至最低时，分析了效率和开关频率之间的关系。通过与基

础设计进行比较，验证了通过设计合适的电感器实现的效

率和体积优化。此外，通过比较仿真结果和实验结果验证

了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二、设计目标和交流滤波器电感器设计

在本研究中，使用图 1 所示的带有交流滤波器的 835 

W输出三相PWM逆变器作为设计目标。这里，逆变器板（科

锐 KIT8020-CRD-88FF1217P-1）被用作主电路板。功

率器件使用 SiC-MOSFET（罗姆 SCT2280KE）和 SiC-

SBD（罗姆 SCS220KE2）。薄膜电容器（Shizuki 的

HBP 系列）用作滤波电容器。

图 1. 带有交流滤波器的三相 PWM逆变器。

作为交流滤波器电感器的设计要求，电感器电流纹波

设置为基本输出最大幅度的 40％。当输出为 835 W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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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输出的最大幅度为 4A。在 20 kHz 时，AC 滤波器的

电感值为 1.26 mH，40 kHz 时为 0.63 mH，依此类推。

电感器的磁性材料掺入了 Toho Zinc 公司的铁粉。磁芯列

表如下表所示。

在这项研究中，考虑了两种电感器设计。电感值定义

为

                                                                    （1）

其中 N 是绕组匝数，μ 是磁导率，Se 是铁心表面积，

le 是有效铁心长度。

第一种方法（基本设计）结合了表 I 中所示的 SK-

24AM 电感器，并且该设计是通过调整铁芯高度来实现的，

如图 2（a）所示。在保持芯长度的同时调节芯高度减小了

芯表面积 Se ；因此，可以在不改变绕组匝数或线径的情况

下调节电感值。在第二种方法（建议的设计）中，从表 I

中选择电感器铁芯，并通过调整铁芯直径、高度、绕组匝

数和线径来将电感器设计为最小损耗，如图 2 所示（b）。

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铁芯尺寸和绕组匝数选择导线直径，

避免磁饱和。参考基础设计的效率和体积的微型化，然后

分析了在设计合适的电感器时实现的这些参数的改进。

图 2. 交流滤波器电感器设计：（a）基本设计、（b）拟议方法。

三、逆变器效率估算

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三相 PWM 逆变器的效率 η

                                                                    （2）

其中 P in 是逆变器的输入功率，Pout 是逆变器的输出功

率，PInductor 是 AC 滤波器电感损耗，PDevice 是功率器件损耗。

此外，如果知道开关设备的损耗，则可以从散热器目录中

选择散热器，使其在 100° C 以下的温度下运行。

交流滤波器电感器损耗 P Inductor 是铜损耗 PCu 和铁损耗

PFe 的总和，如公式（3）所示。三相 PWM 逆变器中使用

的交流滤波电感器的铁损 PFe 分为两个损耗，分别由低频

铁损和高频铁损（分别为 PLF 和 PHF）的总值表示。 

                          （3）

铁的损耗 PFe 使用 Steinmetz 方程和损耗图方法计算。

铜损耗 PCu 使用等式（4）计算。在此计算中，考虑了趋

肤效应，因为高频开关纹波电流流向铜线的外部。Swire 根

据趋肤深度 δ(f)=1πfμσ √而变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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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 是绕组的电阻率，lturn 是平均匝数，Rwire（f）

是每个频率分量的绕组电阻，iL（f）是每个频率分量的输出

电流有效值 ,Swire(f)=πr2 − π(r − δ(f))2 是每个频率分量的绕

组截面积，r 是绕组截面积的半径。

四、交流滤波器电感器设计结果

图 3（a）显示了该方法的估计电感损耗，图 3（b）

和图 3（c）显示了电感损耗的分解。每个图中的数字是上

表中列出的经过重新排序的铁心名称。根据功率电子设计

人员启发式知识，铁损与铁心尺寸成正比，而铜损与铁心

尺寸成反比。但是，交流滤波电感器的铁损并不总是遵循

这种启发式趋势。此特性来自高频铁损，因为这种损耗会

根据开关纹波电流，直流偏置励磁和其他因素以复杂的方

式表现出来。在提出的方法中，以最小的损耗点选择用于

开关频率的电感器磁芯。例如，选择 5 号磁芯以获得 40 

kHz 的开关频率。
图 3. 电感损耗：（a）电感损耗、（b）铜损耗和（c）铁损耗。

五、PWM逆变器设计的实验验证

为了评估交流滤波器电感器的设计以及 PWM 逆变器

的整体性能，我们创建了帕累托曲线。帕累托前曲线表明

了在各种开关频率下功率密度和效率之间的折衷关系。图

4 显示了当开关频率从 20 kHz 变为 80 kHz 时的帕累托前

曲线。如所观察到的，对于基础设计，最佳点是 60 kHz。

图 4. 帕累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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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建议的设计，最佳点为 40 kHz。所

建议方法的体积分解如图 5 所示。在最佳点 40 kHz 之后，

散热片体积的增加速率超过了最佳点之后的滤波电感器体

积的减小速率。使用功率计（YOKOGAWA ：WT3000）

测量实验中的效率。模拟和实验效率的差异小于 0.4％。

使用所提出的方法对带有交流滤波器的 PWM 逆变器进

行了精心设计。此外，对于适当的交流滤波电感器设计，

逆变器效率和体积小型化分别提高了 0.2％和 0.25 W / 

cm3。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包含交流滤波器的三相 PWM 逆变器

的设计方法。设计电感器时，基于数值分析值而非启发式

方法，可以提高逆变器效率和体积小型化。仿真结果表明，

与基础设计相比，逆变器效率和体积最小化分别提高了

0.5％和 0.25 W / cm3。此外，由于效率差异小于 0.4％，

因此在实验中确定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由于尚未发表有关

优化 PWM 逆变器交流滤波器设计的实践研究，因此本文

代表了这一领域的突破。

图 5. 建议方法的数量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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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 输入电压时的仿真波形 ：

*18V 输入电压时的仿真波形 ：

从三种输入电压的波形及电流值可以看出，变压器工作

在连续模式状态，当输入电压为 18V 时快接近临界模式状态。

仿真数据与设计计算数据基本一致，各项参数取值合理。

样品在客户端的测试数据、仿真数据、设计计算数据

非常接近，产品的各项参数取值非常合理。

5  结论

本设计方案优势是以最小的尺寸达到最佳安全距离，

有利于减小安装空间。同时绕线可以实现自动化大大提升

了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及产品可靠性。

产品符合汽车 AEC-Q200 可靠性验证，广泛应用于

电动汽车的电驱系统，具有高可靠性﹑高性价比。

随着电源产品小型化紧凑性要求，传统的二排引脚结

构将不太适用于紧凑性的设计需求，产品四周引脚的需求

会越来越常规化。此结构产品引脚的布置非常灵活，在满

足安规距离的前提下可以四周同时布置引脚，最大限度为

客户 PCB 布板带来便利，此结构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