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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一种新型的零电压 、零电流全桥相移 PWM 弧焊逆变器。其滞后臂在整个

负载范围内处于零电流开关状态 ,克服了常规相移控制开关电路滞后臂零电压开通范围

窄的缺点。文中给出该逆变器工作原理 、设计特点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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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PWM 硬性开关弧焊逆变器开关频率恒定 ,易于控制 ,电路结构简单 ,容易获得各种各样外特

性满足焊接工艺要求 ,已在焊接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 。PWM 变换电路的主要缺点是功率开关在

高电压下开通 ,大电流下关断引起较大电流与电压重叠 ,即是引起较大的开关损耗 ,并且也容易带

来较大的电磁干扰。

80年代末提出零电压 、零电流技术在较大程度上解决器件开关损耗过大的问题 ,但其软开关

是通过谐振实现的 ,常常使得功率器件受到较大的电压 、电流应力。另外大多数软开关电路是通过

调频方式实现功率输出的调节 ,频率大范围变化使得逆变电路参数设计难以优化。

近年提出 PWM 相移控制电路综合了 PWM 变换电路及软开关技术的优点 ,实现了开关频率

恒定 ,且功率器件处于零电压开通状态
[ 2]
,但此电路的缺点是滞后桥臂难以实现大范围内零电压

开通 。基于此 ,本文讨论一种新型的 PWM 相移控制电路 ,通过增加隔直电容等办法 ,使得超前桥

臂处于零电压开通状态 ,滞后桥臂处于零电流开通和关断状态 ,进一步拓宽功率器件的软开关工作

范围 。

1　常规相移 PWM 控制电路原理

常规相移 PWM 电路如图 1所示 ,假定负载是电感性负载 ,由 L 和R(R≈0)串联而成 ,控制策

略是 VT 1 、V T3和 V T2 、V T4 分别轮流导通 ,每只开关管导通 180°(实际上有死区限制避免直

通)。 VT 1 、V T3管导通时刻不变 ,控制 V T2 、V T4导通时刻 ,使 V T1管与 VT 2导通时刻相差 0°

～ 180°, V T3与 V T4类似 。当 VT1 、V T2移相为 0°时 ,输出最大。 V T1 、VT 2移相角为 180°时 ,

逆变器无输出。

移相控制工作原理如下:假设 VT 1先导通 , VT 2经一定的移相角后导通 ,电流方向由正电源

经 A 、B 流向负电源 ,此时电源向负载输出功率。 VT 1关断后 ,电流方向由 A ※B ※V T2※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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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时 ,属于环流阶段 , VT 3管可在零电压下开通(D3开通后 , V T3 两端电压近似为零),且

UAB =0V , 　L·di/dt=UAB ,即电流衰减很慢 。然后 VT 2关断 ,此时 ,电流处于泵升阶段 ,方向是

D3※A※B ※D4 ,由于 D4的导通 ,故 VT4可在零电压下开通 ,但由于此时 U AB等于电源电压负

值 ,由于　　L·di/d t=U AB ,所以电流衰减很快 ,故 D4 开通时间短 ,滞后管 VT 4零电压开通有

一定的限制范围 ,在轻载或电感量小时 ,往往难以实现零电压开通。

2　零电压零电流相移 PWM 原理

零电压零电流相移 PWM 电路如图 2所示 ,与相移 PWM 电路不同之处在于多加隔直电容 C

和饱和电感LS 。饱和电感在饱和时 ,电抗值为零 ,不饱和时 ,电抗值很大
[ 3]
。超前管 VT 1 、VT 3

零电压开通条件与常规相移 PWM 一样 ,但利用电容 C 在环流期间加快环流衰减 ,使得滞后管实

现零电流关断 ,并利用饱和电抗器 LS 阻止 L 、C 振荡反向(反向电流伏秒积不足以使饱和电抗器

LS 饱和 ,其电抗值很大),在滞后管开通时 ,由于饱和电抗器 LS 处于不饱和状态 ,电抗值很大 ,电

流上升率慢 ,电压下降快 ,达到零电流开通。

整个电路工作过程如下:首先 V T1管开通 ,经过一定移相角后 , VT 2导通 ,然后关断 VT 1 ,此

时电容 C 电压为左正右负 ,饱和电抗器 LS 由于大的伏秒积作用 ,处于饱和状态 ,阻抗为零 ,此时

电流由 A ※B ※V T2※D3※A ,超前管 V T3可实现零电压开通(因 D3已开通)。但与相移 PWM

不同之处在于相移 PWM 时 , L ·di/dt =U AB =0 ,电流衰减得很慢 ,而此时 U AB等于电容两端电

压负值 ,只要 UC 足够大 ,电感能量快速转移到电容中 ,电流就能快速衰减到零 ,电流衰减到零后 ,

滞后管 V T2处于零电流自然关断 ,由于电流衰减到零后 ,饱和电抗器 LS 无励磁电流 ,退出饱和 ,

感抗变得很大 ,阻止电感 L 和电容C振荡产生反向电流(电容两端电压伏秒积不足以使饱和电抗

器 LS 饱和)。在 VT4管导通瞬间 ,由于 LS 不饱和 ,所以滞后管 V T4处于零电流开通状态 ,且

VT4导通后 ,电源电压加在饱和电抗器 LS 两端 ,并有足够时间即较大的伏秒积 ,促使其饱和 ,然

后电流流经 VT4※B※A ※VT3 。所以 ,滞后管处于零电流关断和零电流开通。超前管处于零电

压开通状态 ,超前管关断靠并联在管子上的吸收电容 ,实现其近似零电压关断。

图 1　相移 PWM 主电路图

Fig.1 Phase-shift PWM circuit

图 2　零电压零电流开关 PWM 主电路图

Fig.2 ZVS-ZCS PWM circuit

3　电路实现

移相电路控制信号采用 3875芯片得到的所需 4个驱动信号。3875 芯片是专用移相集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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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 ,其内部有三角波发生器 , 误差放大器 ,基准电源 ,软启动电路 ,保护电路和 4 个驱动信号

VG1 、VG2 、VG3 、VG4 ,其中 VG1 、VG3 反相 , VG2 、VG4 反相 , VG1 、VG2 有共同导通部分 ,

VG3 、VG4有共同导通部分。这个共同导通部分是电源向负载传送功率部分 ,通过调节共同导通

部分 ,即可调节负载功率大小及其相应参数(包括电压 、电流等)。

三角波发生器最大频率可达 2MHz ,外接电阻和电容便可得到三角波频率 ,误差放大器带宽

10MHz ,其一端接给定信号 ,另一端接负反馈信号(输出电压或输出电流转换而来),就可控制输出

电压或电流的大小 ,误差放大器输出端与三角波通过比较器比较 ,所得输出电压经过内部处理 ,即

可生成 4个驱动信号 VG1 、VG2 、VG3 、VG4。4个驱动信号经过光耦隔离后 ,由专门集成驱动电

路 EXB840驱动 IGBT 功率模块。

3875内部具有一个 5V的基准稳压源 ,向内部逻辑电路提供供电电源 ,另有一端引出供用户使

用。软启动电路可使输出脉冲缓慢展开 。保护电路在故障信号(过压 、过流 、过热)到来时关闭输出

脉冲 。

驱动电路 EXB840是光耦隔离驱动电路 ,其输出为推挽输出 ,用+15V开通管子 , -5V 关断管

子。另外 , EXB840具有根据漏极电压和栅极信号 ,判断 IGBT 是否处于过流的功能 ,如果过流 ,则

通过外接电路输出故障信号 ,且 EXB840本身进行慢关断 。

检测电流则用霍耳传感器 ,霍耳传感器由于采用磁通补偿原理 ,使得霍耳传感器磁通时为零 。

这样 ,其响应速度非常快 ,可达μs数量级 ,同时 ,其本身原 、副边隔离耐压可承受几千伏耐压 ,是目

前电力电子器件的最佳检测和保护器件 ,适合于目前电力电子器件 GTR 、MOSFET 、IGBT 等微秒

级器件的电流检测。

逆变主电路结构如图 2所示 ,电容 C 作用如前所述 ,一方面起隔直作用 ,防止变压器偏磁 ,另

一方面和主电路中的电感进行快速能量交换 ,使电流在环流过程中 ,快速衰减到零 ,以利于滞后管

零电流关断。饱和电抗器则利用铁氧体磁环 ,绕上多匝线圈组成 ,在有电流或其两端伏秒积足够大

时 ,饱和电抗器饱和 , 其感抗为零 ,当其退出饱和后 ,其感抗很大。其作用是在环流结束后 ,由于电

流为零 ,退出饱和 ,其很大的感抗防止反向电流出现 ,并为紧接滞后管开通时 ,实现零电流开通 。

高频变压器是采用铁氧体磁芯绕制 ,采用足够的磁芯面积使得能量从原边传送到副边 ,为了防

止其饱和 ,取其工作时磁通密度为饱和密度的三分之一 ,这样保证即使合闸时高频变压器也不会饱

和。因为是利用高频变压器漏感实现超前管零电压开通 ,所以并不要求变压器绕制时采取措施减

少漏感 ,只要求具有良好的通风散热即可。为防止高频交流集肤效应 ,原边 、副边均采用扁铜带绕

制。副边输出是低压 、大电流 ,所以采用正向压降低的肖特基二级管整流。

VT1 、VT 2 、V T3 、VT4管导通顺序为 VT 1先通 ,然后 VT 2导通 ,关断 V T1后 ,有一定死区

时间后 V T3导通 ,然后 V T2关断 ,有一定死区时间后 V T4导通。超前管 、滞后管实测波形如图

3 、4所示 。可以看出 ,在超前管驱动信号前沿 ,其漏 、源极两端电压为零 ,其开通为零电压开通 。滞

后管电流在驱动信号上升沿之后一段时间才上升 ,其开通是零电流开通 ,滞后管电流在驱动信号下

降沿之前消失 ,其关断是零电流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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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超前管电压波形和驱动波形

Fig.3 Waveforms of leading-switch voltage

and driving signal

图 4　滞后管电流波形和驱动波形

Fig.4 Waveforms of legging-switch current

and driving signal

所研制的电源为恒流外特性弧焊电源 ,其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3相 380V50Hz　　　　电流调节范围:20 ～ 250A

空载电压:70V　　　　　　　　　暂载率:60%

4　软开关工作范围

试验结果表明 ,超前管零电压开通范围在电源输出 20A 至满载 250A 均可实现。而滞后管零

电流开通和关断范围在整个负载范围内均能满足 。这个特点不仅对 IGBT 这种具有电流拖尾现象

功率器件有好处 ,而且对提高整个电源功率密度和可靠性都有好处。特别适合大功率输出 、功率密

度大和可靠性高的场合。

5　结　论

相移 PWM 零电压 、零电流逆变器超前管实现零电压开通 ,近似零电压关断。滞后管实现零电

流开通和零电流关断 ,其软开关范围可以在整个逆变器输出范围内实现 ,与常规硬开关逆变器相

比 ,大大地减少了开关功率损耗 ,并减少了电磁干扰 ,提高了效率和可靠性 。

(1997-05-26收到初稿 , 1997-10-05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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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Soft-switching Welding Inverter

Cao Biao , Chen Yanm ing , Huang Shisheng , Zhang X iaohui , Wang Zhiqia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 Zhuo)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ovel PWM welding inverter w ith Zero -Voltage -Switching

(ZVS)and Zero-Current-Sw itching (ZCS)phase shif t full bridge.The lagging -leg swi tches are

operated with ZCS for whole load ranges.It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narrow zero -voltage

ranges of the lagging leg in the convintional phase shift cont rol inverter.The principle of the inverter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also presented.

Key words　sof t-switching , invei rter , arc w 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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