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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ＢＰＮＮＰＩＤ算法的改进型 ＤＣ／ＤＣ变换器
控制系统研究

周习祥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益阳 ４１３０４９）

　　摘　要：为提高ＤＣ／ＤＣ变换器信号处理速度与控制精度，对隔离型Ｈ桥ＤＣ／ＤＣ变换器的主电路进

行了改进，在其超前臂加箝位二极管，滞后臂加辅助网络，使变换器获得了良好的零电压开关效果；提出

了基于ＢＰＮＮＰＩＤ混合算法的隔离型Ｈ桥ＺＶＳＤＣ／ＤＣ变换器系统控制策略，对主电路与控制系统参数

进行了设计，并对控制系统进行了建模与仿真，得到了稳态时的工作波形和负载突变时的动态响应波

形。利用ＤＳＰＴＭＳ３２０ＬＦ２４０７快速数据处理平台对该控制系统进行了Ｍａｔｌａｂ仿真和实验分析。结果表

明该控制系统响应时间短、超调量小、控制性能优良，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ＤＣ／ＤＣ变换器；ＢＰＮＮＰＩＤ；控制策略；建模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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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ＤＣ／ＤＣ电源的研究与技术发展趋势是电气隔离、高

功率密度、高频率开关、低电压大电流、能量能双向流

动、模块级联等。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出现了 Ｂｕｃｋ变

换器、Ｂｏｏｓｔ变换器、Ｈ桥变换器等１０多种变换器，应用

在多种场合，但多数变换器的功率开关器件均处于硬开

关状态，容易对功率开关器件造成破坏［１４］，同时，ＤＣ／

ＤＣ变换器在控制性能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

现在：缺少方便应用于控制系统设计的大信号离散模

型；常规的控制算法对开关变换器的控制无法获得满意

的效果；复杂的算法难以提高控制器的数据处理速度。

由于 ＤＣ／ＤＣ变换器是一个强非线性离散控制系统，许

多参数是时变的，为了达到比较理想的控制效果，出现

了许多的新的 ＤＣ／ＤＣ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如：鲁棒控

制、自适应控制等［５９］，但如何将这些控制策略应用在

ＤＣ／ＤＣ电源控制系统尚鲜见报道。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 ＤＣ／ＤＣ变换器信号处理速度

与控制精度，本文先对传统 Ｈ桥 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

进行了改进，在其超前臂加箝位二极管，滞后臂加辅助

网络，使变换器获得良好的零电压开关效果。然后提出

了基于ＢＰＮＮＰＩＤ混合算法的隔离型 Ｈ桥 ＺＶＳＤＣ／ＤＣ

变换器控制策略，并对主电路与控制系统进行了参数设

计、建模与仿真，利用ＤＳＰＴＭＳ３２０ＬＦ２４０７数据处理平台



对变换器控制系统进行了实验。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

该系统响应时间短、控制性能优良，改进方案提高了系

统处理速度和控制精度。

１ 传统隔离型Ｈ桥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

传统隔离型Ｈ桥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拓扑与电路

工作波形如图１所示，变换器一个开关周期实际上存在

１２个不同的工作过程［４９］，首先对电路做以下假设：

（１）所有开关元件均为理想元件。

（２）所有电容，电感和变压器均为理想元件。

（３）Ｃ１ ＝Ｃ３ ＝Ｃｌｅａｄ，Ｃ２ ＝Ｃ４ ＝Ｃｌａｇ。

（４）Ｌｆ＞＞Ｌｒ／ｎ
２，ｎ为原副边匝数比。

工作模态０，即ｔ０时刻，为原边电流ｉＰ正半周功率输

出过程。原边给负载供电，Ｑ１和Ｑ４导通，整流管ＤＲ１导

通，ＤＲ２截止。

图１ 传统Ｈ桥 ＤＣ／ＤＣ变换器

工作模态１，即 ｔ０ ～ｔ１时间段，为超前臂的谐振过

程。在ｔ０时刻关断Ｑ１，切断了电源供电通路，Ｃ１的电压

从零开始线性上升，电容 Ｃ３的电压从 Ｕｉｎ线性下

降［１０１５］，Ｃ１、Ｃ３的电压分别为：

ＵＣ１（ｔ）＝
Ｉ１
２Ｃｌｅａｄ

（ｔ－ｔ０） （１）

ＵＣ３（ｔ）＝Ｕｉｎ－
Ｉ１
２Ｃｌｅａｄ

（ｔ－ｔ０） （２）

工作模态２，即ｔ１～ｔ２时间段，为正半周箝位续流期，

Ｄ３导通，将 Ｑ３的电压箝在零位，Ｑ３开通，但没有电流，

原边电流由Ｄ３流通
［４６］。Ｑ３和Ｑ１驱动信号之间的死区

时间ｔｄ（ｌｅａｄ）＞ｔ０１，原边电流等于折算到原边的滤波电

感电流ｉｐ（ｔ）＝ｉｌｆ（ｔ）／ｎ。ｔ２时刻，原边电流下降到：

Ｉ２ ＝Ｉｐ－ｎ
Ｖｏ
Ｌｆ
（１－Ｄ）Ｔ２ （３）

工作模态３，即ｔ２～ｔ３时间段，为关断后滞后臂谐振

过程。这段时间里实际上谐振电感Ｌｒ和Ｃ２、Ｃ４在谐振

工作。电容Ｃ２、Ｃ４的原边电流ｉｐ和电压分别为：

ｉｐ（ｔ）＝Ｉ２ｃｏｓω（ｔ－ｔ２） （４）

ＵＣ４（ｔ）＝ＺｐＩ２ｓｉｎω（ｔ－ｔ２） （５）

ＵＣ２（ｔ）＝Ｕｉｎ－ＺｐＩ２ｓｉｎω（ｔ－ｔ２） （６）

其中：Ｚｐ ＝
Ｌｒ
２Ｃ槡 ｌａｇ

，ω＝ １
２ＬｒＣ槡 ｌａｇ

。

ｔ３时刻，Ｃ４的电压上升到 Ｑ３和 Ｄ２自然导通，这个

阶段持续时间为：

ｔ２３ ＝
１
ω
ｓｉｎ－１

Ｕｉｎ
ＺｐＩ２

工作模态４，即ｔ３～ｔ４时间段，谐振结束，Ｄ２导通续

流，原边电感储能返回电网，原边电流 ｉｐ线性下降到零

点。这一过程的原边电流表示为：

ｉｐ（ｔ）＝Ｉｐ（ｔ３）－
Ｕｉｎ
Ｌｒ
（ｔ－ｔ３） （７）

这个阶段持续时间为：

ｔ３４ ＝ＬｒＩｐ（ｔ３）／Ｕｉｎ

Ｑ２和Ｑ４驱动信号之间的死区时间ｔｄ（ｌａｇ） ＞ｔ２３，即：

ｔｄ（ｌａｇ） ＞
１
ω
ｓｉｎ－１

Ｕｉｎ
ＺｐＩ２
。

工作模态５，即ｔ４～ｔ５时间段，为开关管关断期。原

边电流ｉｐ由正方向过零，并且向负方向增加，流经Ｑ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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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３，原边绕阻电压仍为零，谐振电感两端电压是电源电

压Ｕｉｎ，原边电流ｉｐ（ｔ）＝－
Ｕｉｎ
Ｌｒ
（ｔ－ｔ４），到ｔ５时刻，整流

管ＤＲ１关断，ＤＲ２流过全部负载电流。这个阶段的持续

时间为：

ｔ４５ ＝
ＬｒＩｌｆ（ｔ５）
Ｕｉｎ

／ｎ

工作模态６，既ｔ５～ｔ６时间段，为电源能量传输期。

电源给负载供电，ｔ６时刻，Ｑ３关断，这个阶段内，原边电

流为：

ｉｐ（ｔ）＝－
Ｕｉｎ－ｎＵｏ
Ｌｒ＋ｎ

２Ｌｆ
（ｔ－ｔ５） （８）

因Ｌｒ＜＜ｎ
２Ｌｆ，原边电流可简化为：

ｉｐ（ｔ）＝－
Ｕｉｎ／ｎ－Ｕ０
ｎＬｆ

（ｔ－ｔ５）

ｔ６时刻变换器开始另一个半周期的工作。

传统电路存在两个明显的弱点：

（１）的能量靠的是变压器漏感和副边滤波电感 Ｌｆ

中的能量，容易实现 ＺＶＳ；滞后桥臂 Ｑ２、Ｑ４实现 ＺＶＳ的

能量靠的是变压器漏感的能量，实现滞后桥臂 ＺＶＳ难

度大。

（２）副边占空比丢失问题：在ｔ２～ｔ５和ｔ８～ｔ１１时间

段，由于Ｌｒ的存在，存在原边电流换向时间，原边不足以

提供负载电流，此时，副边回路二极管均导通，导致变压

器次级短路，输出电压为０，使副边就丢失了 ｔ２～ｔ５和

ｔ８～ｔ１１时间段内的电压方波。

２ 改进型Ｈ桥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设计

２１ 主电路改进目的

改进型 Ｈ桥 ＺＶＳ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如图２所

示，其主电路工作波形如图 ３所示。该电路的设计思

想为：

（１）为了减小副边占空比丢失，改善滞后臂ＺＶＳ效

果，在滞后臂增加辅助谐振换流网络Ｌａ和Ｃａ。利用辅助

谐振电感Ｌａ的能量，可以在较宽的负载范围内实现滞后

臂的零电压开关，减小副边占空比的丢失。

（２）为了减小轻载条件下滞后臂开关管损耗，减小

副边寄生震荡，在变换器原边侧采用二极管箱位缓冲电

路（ＶＤ１、ＶＤ２）与换向电感Ｌｃ，在变压器漏感减小时保

证较宽的ＺＶＳ范围；采用隔直电容 Ｃｄ，有效抑制直流

分量。

图２ 改进型Ｈ桥ＺＶＳ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拓扑

图３ 主电路工作波形

２２ 改进型主电路工作过程

ｔ０～ｔ２时间段：ｔ０时刻，开关状态为主动状态，ＤＲ１、

ＤＲ４导通，此后，开始向被动状态转换，等效电路与简化

电路如图４所示，激磁电感电流 ｉｍ与 ｉＰ共同为隔直电

容 Ｃｄ和超前臂上电容充电，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分

别为：

ＵＣｄ（ｔ）＝ＵＣｄ（ｔ０）＋
Ｉｍ ＋Ｉｐ
Ｃｄ
（ｔ－ｔ０） （９）

ＵＣ３（ｔ）＝Ｕｉｎ－
Ｉｐ＋Ｉｍ
２ＣＰ

（ｔ－ｔ０） （１０）

在被动状态（ｔ１～ｔ２）下，Ｃｌｅａｄ上电压为０，加在励磁

电感上的电压等于隔直电容电压，隔直电容电压很小，

励磁电流可以近似不变，电流为 ｉｐ ＝Ｉｐ－
ｎＵｏ
Ｌ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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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ｄＵＣｄ
ｄｔ ＝Ｉｍ ＋Ｉｐ，可得：

ＵＣｄ（ｔ）＝ｕＣｄ（ｔ１）＋

　　
Ｉｍ ＋Ｉｐ
Ｃｄ
（ｔ－ｔ１）－

ｎＵｏ（ｔ－ｔ１）
２

２ＬＣｄ
（１１）

图４ 开关状态由主动状态到被动状态转换的

等效电路与简化电路

ｔ２～ｔ５时间段：这个阶段是副边二极管的换流阶段，

加在主变压器上电压为０，励磁电流 ｉｍ仍维持在 Ｉｍ不

变，这个时段开关状态由被动状态转换到主动状态，等

效电路如图５所示，有：

ｉｐ ＝Ｉ２ｃｏｓω（ｔ－ｔ２）－

　　
ＵＣｄ（ｔ２）
Ｚｐ１

ｓｉｎω（ｔ－ｔ２）
（１２）

ＵＣｄ（ｔ）＝
Ｃ／ＵＣｄ（ｔ２）
Ｃｄ

ｃｏｓω１（ｔ－ｔ２）＋

　　
Ｉ２
Ｃｄω１

（ｔ－ｔ２）＋ＵＣｄ（ｔ２）＋
Ｉｍ
Ｃｄ
（ｔ－ｔ２）

（１３）

ＵＣ２（ｔ）＝
Ｉ２
２ω１Ｃｐ

ｓｉｎω１（ｔ－ｔ２）＋

　　
Ｃ＇ＵＣｄ（ｔ２）
２Ｃｐ

ｃｏｓω１（ｔ－ｔ２）＋

　　
Ｉｍ
２Ｃｐ
（ｔ－ｔ２）

（１４）

其中：

Ｉ２ ＝Ｉｐ－ｎ
Ｕｏ
Ｌ（１－Ｄ）

Ｔ
２，Ｃ＇＝

２ＣｐＣｄ
２Ｃｐ＋Ｃｄ

ω１ ＝
１
ＬｒＣ槡 ＇
，Ｚｐ１ ＝ Ｌｒ／Ｃ槡 ＇

图５ 开关状态由被动状态到主动状态的等效电路

ｔ３时刻，ＵＣ２上压降为Ｕｉｎ，原边电流ＩＰ降到Ｉ３，此

后开通 Ｑ２，即可实现零电压开通，同时，副边二极管

ＤＲ１、ＤＲ４关断，ＤＲ２、ＤＲ３继续导通，换向电感Ｌｃ的电流达

到 －［（ｉＬ＋ＩＲＰ）－Ｉｍ］，Ｄ２上流过的电流为ｎＩＲＰ，在此之

后线性下降直至零。由于 Ｄ２的导通，使得 Ｂ点电压箝

在０Ｖ，副边电压箝在ｎ［Ｕｉｎ＋Ｕｃｄ（ｔ５）］，因Ｕｃｄ（ｔ５）约为

０，副边电压可近似为ｎＵｉｎ，这样就消除了桥式整流的尖

峰电压和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的损耗。由于Ｌｒ＜＜Ｌ＇，

励磁电流 ｉｍ以斜率 Ｕｉｎ／Ｌｍ线性下降，到 ｔ６时刻到达 －

Ｉｍ，此后开始另一个半周的工作。

３ 基于ＢＰＮＮＰＩＤ算法的 ＤＣ／ＤＣ变换器系

统控制策略

　　ＢＰ神经网络具有逼近任意非线性函数的能力，学

习算法简单明确，利用 ＢＰ神经网络的自我学习能力可

以找出最优的 Ｐ、Ｉ、Ｄ参数。变换器控制系统采用

ＢＰＮＮＰＩＤ算法，对ＰＩＤ控制参数进行在线调整，使 ＰＩＤ

控制参数达到最优，进而使 ＤＣ／ＤＣ变换器控制效果达

到最优，系统控制策略框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基于ＢＰＮＮＰＩＤ的变换器系统控制策略框图

３１ ＢＰ神经网络结构

ＢＰ神经网络结构如图７所示，控制系统的输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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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ｋ）＝Ｕｒｅｆ（ｋ）－Ｕｏ（ｋ） （１５）

经过状态转换后输出三个值ｘ１、ｘ２、ｘ３，作为ＢＰ神

经网络的输入：

ｘ１（ｋ）＝Δｅ（ｋ）＝ｅ（ｋ）－ｅ（ｋ－１）

ｘ２（ｋ）＝ｅ（ｋ）＝Ｕｒｅｆ（ｋ）－Ｕｏ（ｋ）

ｘ３（ｋ）＝Δｅ２（ｋ）＝ｅ（ｋ）－

　　　２ｅ（ｋ－１）＋ｅ（ｋ－２













）

（１６）

图７ ＢＰ神经网络结构

输出层分别对应 Ｋｐ、Ｋｉ、Ｋｄ３个可调参数，输出层

神经元的激发函数取非负的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

ｇ（ｘ）＝１２（ｔａｎｈ（ｘ））＝
ｅｘ

ｅｘ＋ｅ－ｘ

隐层的神经元个数可由经验公式确定：ｑ＝

槡ｎ＋ｍ＋ｆ，隐层神经元的激发函数取正负对称的 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

ｆ（ｘ）＝ｔａｎｈ（ｘ）＝ｅ
ｘ－ｅ－ｘ

ｅｘ＋ｅ－ｘ

性能指标函数为：

Ｅ（ｋ）＝１２（Ｕｒｅｆ（ｋ）－Ｕｏ（ｋ））
２

网络输入层的输入为：

Ｏ（１）１ ＝ｘ（１）；Ｏ（１）２ ＝ｘ（２）；Ｏ（１）３ ＝ｘ（３）网络隐层的

输入、输出为：

ｎｅｔ（２）ｉ （ｋ）＝∑
Ｍ

ｊ＝０
ｗ（２）ｉｊ Ｏ

（１）
ｊ

Ｏ（２）ｉ （ｋ）＝ｆ（ｎｅｔ
（２）
ｉ （ｋ））

网络输出层的输入、输出为：

　　ｎｅｔ（３）ｉ （ｋ）＝∑
Ｏ

ｊ＝０
ｗ（３）ｉｊ Ｏ

（２）
ｉ （ｋ）

Ｏ（３）ｉ （ｋ）＝ｇ（ｎｅｔ
（３）
ｉ （ｋ））（ｉ＝１，２，３）

Ｏ（３）１ （ｋ）＝Ｋｐ；Ｏ
（３）
２ （ｋ）＝Ｋｉ；Ｏ

（３）
３ （ｋ）＝Ｋｄ输出层

分别对应Ｋｐ、Ｋｉ、Ｋｄ３个可调参数。

３２ ＰＩＤ参数自适应调整方法

学习算法按照负梯度方向法则，沿系统误差的负方

向调整权值ｗ（ｋ），使Ｅ（ｋ）快速趋近于零。

ｗ（ｋ）＝ｗ（ｋ－１）＋Δｗ（ｋ）＝

　　ｗ（ｋ－１）－ηｅ（ｋ）ｅ（ｋ）
ｗ（ｋ）

（１７）

其中，η为学习系数。

单个神经元权值的学习算法为：

ｕ（ｋ）＝ｕ（ｋ－１）＋Δｕ（ｋ）

Δｕ（ｋ）＝Ｋ∑
３

ｉ＝１
ｗ／ｉ（ｋ）ｘｉ（ｋ

{
）

（１８）

其中，

ｗ′ｋ ＝ｗｉ（ｋ）／∑
３

ｉ＝１
ｗｉ（ｋ）

ｗ１（ｋ）＝ｗ１（ｋ－１）＋ηＰｅ（ｋ）ｕ（ｋ－１）

　　　［２ｅ（ｋ）－ｅ（ｋ－１）］

ｗ２（ｋ）＝ｗ２（ｋ－１）＋ηＩｅ（ｋ）ｕ（ｋ－１）

　　　［２ｅ（ｋ）－ｅ（ｋ－１）］

ｗ３（ｋ）＝ｗ３（ｋ－１）＋ηＤｅ（ｋ）ｕ（ｋ－１）

　　　［２ｅ（ｋ）－ｅ（ｋ－１

















）］

（１９）

式中，ηＰ、ηＩ、ηＤ为相应的学习系数。

４ 改进系统的建模、仿真、实验

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变换器控系统进行建模，得到改

进型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及控制系统仿真模型，如图８

所示。

４１ 改进型ＤＣ／ＤＣ变换器主电路及控制系统参数设计

根据变换器主电路设计原理及系统控制策略，对主

电路元件参数及控制系统相关参数进行设计，参数设计

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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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变换器主电路及控制系统仿真模型

表１ 参数设计

　变量 参　数 变　量 参　数

输入电压Ｕｉｎ ３００Ｖ 隔直电容Ｃｄ １μＦ

输出电压Ｕｏ ４８Ｖ 死区时间τ ５００ｎｓ

输出电流Ｉｏ ２０Ａ 谐振电感ＬＣ ４ｕＨ

额定输出功率Ｕｏｐ １ｋＷ 超前臂并联电容Ｃ１、Ｃ３ ２２００ｐＦ

整机输出效率η ０．９ 滞后臂并联电容Ｃ２、Ｃ４ １８００ｐＦ

主电路开关频率ｆ ５０ｋＨｚ 辅助电感Ｌａ ５ｕＨ

滤波电感Ｌｆ参数 １４０ｕＨ 滤波电容Ｃｆ １０００ｕＦ

输出整流管选择
最大电流为２５Ａ，平均电流
为２０Ａ，最高反向电压为１３５Ｖ 高频开关变压器

ＰＱ５０／５０铁氧体磁芯，原边绕
组４８匝，副边绕组取９匝，Ｋ＝５１２

主功率开关管选择

ＩＣＭ ＝Ｉ１ ＝Ｉ２／ｎ＝
２０
５ ＝４Ａ

ＶＤＳ（ｍａｘ）＝４００Ｖ
选择ＩＲＦ４６０ＭＯＳＥＦＴ

辅助电容Ｃａ ７ｕＦ

变压器的变压比ｎ ５ Ｒ１ ８６ｋΩ

开关管关断时间 ４０ｎｓ Ｒ２ １０ｋΩ

开关管开通时间 １８ｎｓ Ｕｒｅｆ ５Ｖ

ηＰ ５ ηＩ ０４５

ηＤ １５ ｋ ０．１２

性能指标函数Ｅ（ｋ） ０ ｗ１（０） ０１

ｗ２（０） ０１ ｗ３（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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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控制系统的稳态工作性能，对稳态工作时

的系统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如图９所示。由图９（ａ）可

知，当开关管驱动电压 ＵＧ２由０Ｖ变为１５Ｖ时，漏源电

压ＵＤＳ２己经提前下降为零，此时开通开关管，实现了零

电压开通。当开关管驱动电压由１５Ｖ变为０Ｖ时，漏源

电压依然为０Ｖ，开关管实现了零电压关断，仿真结果表

明变换器开关管实现了零电压开关。同时，由图９（ｂ）

与图９（ｃ）可知，系统开机后６５μｓ左右达到稳定，表明

系统稳态工作性能良好。

图９ 系统稳态工作仿真波形

　　为了验证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性能，对系统动态响

应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如图１０所示。通过改变负载

电阻阻值的方式来验证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效果，在

１００μｓ时，将负载电阻阻值由０．５Ω切换到２Ω，由图

１０可知，当负载减轻时，输出电压增加，为了稳定输出电

压，控制系统使开关管驱动信号脉冲宽度变窄，但此时

开关管漏源电压有所增加，并伴有一定的失真，动态响

应时间约为６０μｓ左右，输出电压波动为 ±４Ｖ左右。

仿真结果表明了系统动态响应速度快、效果好。

图１０ 系统动态响应仿真波形

４３ 实验结果分析

系统 采 用 具 有 实 时 数 据 处 理 功 能 的 ＤＳＰ

ＴＭＳ３２０ＬＦ２４０７实验平台，将 ＢＰＮＮＰＩＤ混合算法嵌入

ＤＳＰ芯片实现在线运行。变换器工作时，输出电压通过

采样电路，将电压输送给 ＤＳＰＴＭＳ３２０ＬＦ２４０７Ａ／Ｄ变换

端子，然后与给定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得到误差信号，通

过内部程序运算，控制 ＤＳＰＰＷＭ信号脉冲输出，ＰＷＭ

信号经隔离、分相电路处理后，输出移相脉冲，由驱动电

路放大驱动开关管工作。系统稳态时开关管驱动电压、

漏源电压和输出电压实验波形如图１１所示，系统负载

突变时开关管驱动电压、漏源电压和输出电压动态响应

波形如图１２所示。由图１１可知，系统处于稳态时，开

关管工作于ＺＶＳ状态，开关管漏源之间承受的脉冲电压

峰值最大约为３６０Ｖ，输出电压纹波小，系统稳态工作性

能良好。由图１２可知，当负载突然变轻时，开关管驱动

脉冲宽度变窄，脉冲宽度由１０μｓ调整为８μｓ左右，因

开关管导通时间变短，与之并联的电容上电压有所上

升，开关管在输出电压调整过程中，漏源电压峰值最大

约为４８０Ｖ左右，输出电压经过７０μｓ左右达到稳定，实

验结果验证了该控制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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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稳态时开关管驱动电压、漏源电压和

输出电压实验波形

图１２ 负载突变时开关管驱动电压、漏源电压和

输出电压动态响应波形

５ 结束语

ＤＣ／ＤＣ变换器种类繁多，应用在不同场合，但 ＤＣ／

ＤＣ变换器是一个时变的系统，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发生

变化时，变换器需要根据各种时变情况快速响应，以提

高系统的稳定性。本文对Ｈ桥隔离型ＺＶＳＤＣ／ＤＣ变换

器主电路进行了改进与设计，对基于 ＢＰＮＮＰＩＤ混合算

法的变换器控系统进行了建模与仿真，利用 ＤＳＰ

ＴＭＳ３２０ＬＦ２４０７实验平台实现了对变换器 ＰＷＭ脉冲宽

度的在线调节，进而达到快速调整与稳定输出电压的目

的，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响应时间短，控制性能

优良，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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