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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旨係設計與實現一個應用於光伏系統之新型高升
壓多輸出轉換器。系統輸入為太陽能電池模組，具有一個高
電壓輸出，與另一個輸出控制電致變色玻璃，以調節穿透之
光線。首先提出一新型高升壓轉換器，利用疊接技術、電壓
提升技術、耦合電感技術等，提高電壓增益比。另外開關具
有電壓箝位技術，可降低開關應力與切換損失，並且回收漏
感能量，達到效率之提升。再於耦合電感中加入一繞組，感
應能量提供正負電壓以控制電致變色元件。藉由可規劃邏輯
閘陣列發展器，以硬體描述語言撰寫與設計控制程式，以進
行最大功率追蹤及電致變色層之變色控制。最後，實現一 75
瓦之新型高升壓多輸出之光伏系統，以驗證多輸出轉換器與
控制程式之可行性。
關鍵字：高升壓、多輸出轉換器、光伏系統。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a high step-up converter with multiple-output
for PV system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is system converts
the energy of the solar cell to provide a high voltage output for a
load and a low voltage output for an Electrochromic Device. At
first, by using coupled-inductor, cascade and voltage-lift
techniques, the high step-up converter is proposed for achieving
high voltage gains. Since the switch is clamped by a low voltage,
the voltage stress and switch losses on the switch can be reduced.
Besides, the energy of the leakage inductor is recycled for
improving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Moreover, a winding is
added into the coupled-inductor of the high step-up converter to
transfer the energy to provide the Electrochromic Device with
positive or negative voltage for decoloring or coloring. By using
the FPGA controller, the system can achieve the both functions of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ing and the smart color control. Finally,
a 75W PV system is implemented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converter and control program.
Keywords：high step-up, multiple-output, PV system.

I. 簡介
因太陽光電能極具發展潛力，各國皆積極且大量發
展太陽能發電系統，我國也已投入太陽光電研究多年，
且相關產業發展完整。另外藉由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的訂
定，未來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將可進行電力回售，其帶來
的商機及效益將吸引更多企業投入。而因設置空間取得
不易，未來的大型建築將朝向太陽光伏能與建築結合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BIPV)之方向發展，故
本文中內容將朝向BIPV系統之應用進行研究。

因光伏系統之儲能設備容易損壞與劣化且成本較
高，故以不經過儲能設備直接與電網併聯之方式將成為
主要趨勢。傳統電網併聯型之太陽光電系統，其建構時
常先將多片太陽能電池模組進行串並聯組合成為陣
列，以達到較高之容量與電壓再進行電網併聯動作。但
於陣列中若部分模組發生遮蔽效應、故障或劣化，將造
成整體發電量特性曲線嚴重下降，並可能發生多峰現
象，造成最大功率追蹤困難，使整體發電量降低。為改
善此問題，開始有微型轉換器、微型換流器之概念形
成。此概念之系統設置方式是以單一太陽能電池模組搭
配一組高升壓轉換器與換流器，結合三者成為一獨立的
系統單元。使得各模組可以分別進行最大功率追蹤及電
網併聯控制。如此各模組之間不會相互影響，每片模組
皆能產出其最大發電量，以增加整體發電效益。本研究
即以此概念進行設計[1][2]。
智慧型玻璃帷幕是近年來興起的技術，它是一種可
以與生活結合之節能科技。其材料可以分為電致變色
(Electrochromics)材料、光致變色(Photochromic)材料、
氣致變色(Gaschromics)材料等。其中利用電致變色玻璃
技術可有效控制進入室內之日射量，當電致變色玻璃著
色時可遮蔽光線透入室內，達到室內溫度降低、節省空
調耗電量之效果，故此技術被積極的研究與開發[3]。
II. 光伏系統架構介紹
結合前述因素，本文內容將研製一小型太陽電能轉
換應用系統。系統主架構為一單輸入雙輸出電路[4]，搭
配可規劃邏輯閘陣列(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進行控制，使系統具有太陽能電池最大功率追蹤
功能，以增加系統之效益。系統輸入源為一 75 W 之太
陽能電池模組，其中一組輸出將以新型高升壓電路進行
升壓動作，將太陽能電池之低電壓提升至足以與市電併
聯之電壓等級，以便未來進行電網併聯控制；另一組輸
出將進行降壓動作，提供能量於電致變色層，並藉由天
候判斷控制輸出正負電壓，以達到著色與去色變化之智
慧控制。系統電路架構圖如圖 1 所示此系統可分為四個
部分，分別為多輸出轉換器、類比轉數位迴授電路、閘
極驅動電路、FPGA 控制器。其中多輸出轉換器由新型
高升壓轉換器與一正負電壓變換電路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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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間結束。在此工作區間內電流 iLk2=iDo，由於漏感電
流 iLk2 呈現逐漸下降至零的情況，可解決二極體 Do 上的
電流反向回復時間之問題。

圖 1 光伏系統電路架構圖

III. 新型高升壓轉換器之電路動作分析
圖 2 為本文所提出之新型高升壓轉換器之架構圖。
其基礎架構為一個輸出端與輸入端疊接之升壓式轉換
器，此部分不只有基本升壓式轉換器之升壓功能，還具
有對開關元件之電壓箝位功能，使電路可選用導通電阻
較低之開關元件降低導通損失。第二部分加上電壓提升
技術之結構。第三部分為耦合電感升壓技術，並於輸出
路徑上串接一順向式升壓結構增加增益。由上述三個部
分結合，以達成高升壓之目的，且儲存於漏感之能量可
被回收，進而提升轉換效率[5-7]。

圖2 新型高升壓轉換器之架構圖

以下將進行新型高升壓轉換器工作於連續導通模
式下，於一個開關工作週期內之動作模式分析。圖 3 為
本文所提出之新型高升壓轉換器電路圖，轉換器中各元
件之電壓與電流之定義方向如圖所示。其中耦合電感之
等效電路以激磁電感 Lm 、漏感 Lk1 與 Lk2 以及理想變壓
器線圈 N1 與 N2 表示。對應之動作波形圖如圖 4 所示。
模式 I (t0 < t < t1)：此區間內，開關 S 導通，二極體 D2
與 Do 導通，而 D1 與 D3 截止。延續上一個工作狀態，
在開關 S 導通之後，由於二次側漏感 Lk2 上的電感電流
續流而漏感能量釋能至輸出端，電流 ik2 逐漸變小。此時
輸入電壓 Vin 對激磁電感 Lm 和漏感 Lk1 儲能，電流 iLk1
與 iLm 呈線性上升。同時 Vin 與 VC1 一起經開關 S 對 C2
儲能。直到二次側漏感能量釋放結束而電流 iLk2=0 時，

圖 3 新型高升壓轉換器電路圖

模式 II (t1< t < t2)：此區間內，開關 S 持續導通，二極體
D2 與 D3 導通，而 D1 與 Do 截止。Vin 持續對激磁電感 Lm
和 Lk1 儲能，電流 iLk1 與 iLm 且呈線性上升。而輸入電壓
Vin 與 VC1 一起經開關 S 對 C2 儲能。同時輸入電壓 Vin 透
過耦合電感於二次側感應出電壓 nVin，經 D3 對電容 C3
充電，在此時耦合電感可視為一組變壓器使用，如同順
向能量傳送(Forward)機制對 C3 儲能。負載所需之能量
由 Co 提供。當 C2 儲能至 VC2=Vin+VC1 而 iD2=0 時，此區
間結束。
模式 III (t2< t < t3)：此區間內，開關 S 持續導通，二極
體 D3 導通，而 D1、D2 與 Do 截止。Vin 持續對激磁電感
Lm 和 Lk1 儲能，電流 iLk1 與 iLm 呈線性上升。同時輸入電
壓 Vin 透過耦合電感感應電壓至二次側經 D3 對電容 C3
充電。負載所需之能量由 Co 提供。在開關 S 截止時，此
區間結束。
模式 IV(t3 < t < t4)：在此區間內，開關 S 截止，二極體
D1 與 D3 導通，而 D2 與 Do 截止。延續上一個狀態，當
開關截止之後，由於一次側漏感 Lk1 的電流 iLk1 和二次側
漏感 Lk2 上的電流 iLk2 必須續流，而分別將能量回收至
C1 與 C2，而 iLk1 與 iLk2 之電流值逐漸變小。負載所需之
能量由 Co 提供。當漏感 Lk2 能量釋放結束而 iLk2=0 時，
此區間結束。
模式 V (t4 < t < t5)：在此區間內，開關 S 持續截止，二極
體 D1 與 Do 導通，而 D2 與 D3 截止。激磁電感 Lm 與一次
側漏感 Lk1 一方面將能量釋放至 C1，使漏感能量得以回
收。另一方面與 C2 和 C3 一起經由 Do 將能量傳送至輸
出。而 iD1 與 iLk1 逐漸下降，而 iDo 逐漸上升，直到 iLk1= iDo
亦即 iD1=0 時，此區間結束。而在此模式、模式 IV 與模
式 VI 之開關截止後的三個區間內，開關 S 之跨壓皆被
箝制在 VDS= Vin+VC1，因此具有降低開關耐壓之特性。
模式 VI (t5< t < t6)：此工作區間內，開關 S 持續截止，
二極體 Do 導通，而 D1、D2 與 D3 截止。激磁電感 Lm、
一次側漏感 Lk1、C2 和 C3 一起經由 Do 將能量傳送至輸
出，iDo 逐漸下降且電流值約等於 iLk1。直到開關導通時，
此區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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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正負電壓變換電路動作模式分析
以下將說明電壓變換電路之動作原理，其可分為正
電壓輸出與負電壓輸出兩種形式，配合圖 1 中之右上部
分之電路圖與圖 5 之兩種形式下電路動作波形圖進行分
析。欲得正電壓輸出，則開關閘極訊號 Vgs(s+)需維持高
電壓準位而 Vgs(s-)需維持低準位。反之欲得負電壓輸出，
則開關閘極訊號 Vgs(s-)需維持高電壓準位而 Vgs(s+)需維持
低準位。定義耦合電感之線圈匝數比為 n31=N3 / N1。
(a)正電壓輸出模式
在(0 < t < DTs)區間內開關 S 導通，VLm 之跨壓為
Vin，耦合電感於三次繞組感生電壓 n31Vin，因感生之電
壓方向使開關 S+導通而 S-截止。能量以順向式機制，經
由開關 S+與開關 S-之反向並聯二極體 D+傳送至輸出電
容 CED 與電致變色層，於輸出端建立一正電壓 VED=
n31Vin。在(DTs < t < Ts)區間內開關 S 截止，VLm 之跨壓為
-VC1，耦合電感於三次繞組感生電壓-n31Vc1，但因電壓方
向無法構成能量傳送路徑，開關 S+與 S-皆截止，電致變
色層所需能量與正極性電壓由電容 CED 提供。

圖 4 新型高升壓轉換器之動作波形圖

接著將分析轉換器操作於連續導通模式下的穩態
特性。此時先忽略漏感 Lk1 與 Lk2，而耦合電壓等效電路
只考慮激磁電感 Lm 與理想變壓器之線圈 N1 與 N2。分
析上忽略電路之暫態動作，僅考慮開關導通與截止兩種
工作狀態，進行轉換器之電壓增益之推導。
在開關導通時(0 < t < DTs)：

V Lm  V in

(1)

V N 2  nV Lm  nVin

(2)

在開關截止時(DTs < t < Ts)：
V Lm  VC 1

(3)

VN 2  nVLm  nVC 1  Vin  VC 1  VC 2  VC 3  Vo
 2( Vin  VC 1 )  nVin  Vo

(b)負電壓輸出模式
在(DTs < t < Ts)區間內開關 S 截止，VLm 之跨壓為
-VC1，耦合電感於三次繞組感生電壓- n31VC1，因感生電
壓之方向使開關 S-導通而 S+截止。能量以返馳式機制，
經由開關 S-與開關 S+之反向並聯二極體 D-傳送至輸出
電容 CED 與電致變色層，將於輸出電容上建立負電壓
VED=- n31VC1。在(0 < t < DTs)區間內開關 S 導通，VLm 之
跨壓為 Vin，耦合電感於三次繞組感生電壓 n31Vin，但因
電壓方向無法構成能量傳送路徑，開關 S+與 S-皆截止，
電致變色元件所需能量與負極性電壓由電容 CED 提供。

(4)

其中

VC 2  Vin  VC 1

(5)

VC 3  nV in

(6)

利用伏秒平衡定理可列出以下二組方程式：
DT


 ( nV

T


)dt  [ 2( V


( Vin )dt  ( VC 1 )dt  0

0

DT

in

0

DT

T

in

DT

 VC 1 )  nVin  Vo ] dt  0

(7)
(8)

由式(7)與式(8)可推導得 VC1 與 Vo 之電壓值如下列所式：
D
Vin
1 D
2n
Vo 
Vin
1 D
VC 1 

(9)
(10)

圖 5 正負電壓變換電路波形圖(a)正輸出(b)負輸出

V. 數位控制電路規劃
本文研製之光伏系統是藉由現場可程式化邏輯閘
陣列進行數位控制，達成太陽能模組之最大功率追蹤功
能與電致變色層之變色控制功能，以完成此光伏系統之
能量轉換。首先由外部類比轉數位晶片將太陽能模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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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與電流之類比數值轉換為八位元之數位訊號，輸入
控制晶片裡進行最大功率追蹤運算與正負電壓運算。最
後將輸出 1 個脈波寬度調變訊號(PWM)與 2 個正負電壓
控制訊號(S+, S-)，以控制轉換器的開關元件切換，進行
系統控制。控制晶片動作示意圖如圖 6 所示[8]。

圖 7 光伏能系統實作電路實體圖

圖 6 數位控制晶片動作示意圖

VI. 系統之電路製作
如圖 7 所示為光伏能系統實作電路實體圖，而其電
路規格與參數如表 1 所示。圖 7 中 A 區為多輸出轉換
器，由新型高升壓轉換器與正負電壓變換器結合而成，
主架構為新型高升壓電路以提供能量給測試電阻負
載，再於耦合電感中加入三次繞組，感應能量經電壓變
換器提供電致變色層正負電壓；B 區為開關元件之驅動
電路，以光耦合放大器 TLP250 將 FPGA 輸出之 PWM、
S+與 S-三個開關控制訊號由 3.3 V 提升至 12 V，增加驅
動能力以驅動電路上的 MOSFET 開關元件；C 區為電壓
與電流訊號取樣迴授之類比/數位轉換電路，透過 FPGA
進行轉換控制，將類比訊號轉換為數位資料，將數位資
料讀取至 FPGA 中進行運算；D 區為 FPGA 控制器，內
部主要為太陽能最大功率追蹤控制、電致變色層正負電
壓判斷控制與類比/數位轉換控制之功能。

VII. 新型高升壓轉換器實測結果
將新型高升壓轉換器實體電路進行量測，以驗證理
論分析結果，波形可與圖 4 之理論波形相互比較。量測
時輸入電壓為 16 V，輸出電壓 220 V，於滿載下進行測
試。由圖 8 可得知漏感電流 iLK1 在開關載止後由續流路
徑下降為零，沒有突波產生。而 iLK2 在開關切換瞬間皆
由續流路徑快速下降為零之後由另一方向儲能，故漏感
能量可被回收。由圖 9 可觀察開關截止時電壓被 Vin 與
VC1 所箝制，達到電壓箝位之效果。由圖 10 則可觀察出，
輸出電壓可升壓至 220V，具有高升壓之效果。

圖 8 Vgs , iLK1 , iLK2 , iDS 之實測波形

表 1 多輸出轉換器之電路規格與參數表

最大輸出功率
輸入電壓範圍
第一組輸出電壓範圍
第二組輸出電壓範圍
匝數比( N1:N2:N3)
開關切換頻率
激磁電感
ㄧ次測漏感
二次測漏感
電容 C1、C2
電容 C3
第一組輸出電容 Co
第二組輸出電容 CDE

75 W
10 V ~ 21 V
180 V ~ 240 V
-5 V ~ 5 V
15 : 75 : 6 (turns)
40 kHz
100 μH
1.5 μH
32.5μH
120 μF/50 V
150 μF/200 V
470 μF/250 V
22 μF/100 V

圖 9 Vgs , Vin ,V C1 , VDS 之實測波形

圖 10 Vgs , iDo , iCo ,VDo 之實測波形

VIII. 最大功率追蹤實測結果
圖 11 為太陽能模組之輸出功率與日射量於紀錄時
間內之變動曲線。由圖中可發現模組之輸出功率隨日射

中華民國第三十一屆電力工程研討會
台灣
台南 2010 年 12 月 3-4 日

量上升而增加，並隨日射量下降而減少，具有追蹤之功
能。在日射量約為 800 W/m2 時，輸出功率可達 50 W 左
右；當日射量下降至 600 W/m2 時，輸出功率下降至 35W
左右，符合最大功率點之大小與日射量成正比關係之太
陽能電池特性。而圖 12 則為模組之電壓與電流之變動
曲線，可發現電壓與電流的於時間內之變化亦與圖 11
中日射量變化成正比關係，符合太陽能電池之特性。

圖 13 輸入功率 Ppv、電壓 Vgs(SED+)與 Vgs(SED-)波形圖

圖 14 輸入功率 Ppv、電壓 VED 波形圖
圖 11 太陽能模組之功率與日射量之變動曲線

圖 12 太陽能模組之電壓與電流之變動曲線

IV. 正負電壓變換電路實測結果
在新型高升壓轉換器中之耦合電感加入三次側繞
組，感應能量以供給正負電壓變換電路。藉由控制加於
正負電壓變換電路之開關訊號，可改變施加於電致變色
層之電壓極性，進而控制其著色與去色。依照個人主觀
判斷認定以 400 W/m2 做為變色控制之界線，而 400 W/m2
時太陽能模組所輸出之功率約為 25 W。故控制程式設定
變化條件為輸入功率小於 25 W 時，輸出正電壓極性，
電致變色層開始去色；當輸入功率大於 25 W 時，輸出
負電壓極性，電致變色層開始著色。因為程式設計為每
秒進行一次判斷，以避免電致變色層來不及反應，因此
加載之後經過一秒控制訊號才會進行改變。
圖 13 為轉換器輸入功率 Ppv、電壓 Vgs(SED+)與 Vgs(SED-)
之波形圖，測試時以瞬間加載之方式改變輸入功率，而
同時偵測電壓與電流訊號以示波器內部數學功能相
乘，而得到圖中 Ppv 之波形。由圖中可知當輸入功率小
於 25W 時，訊號 Vgs(SED-)為低準位、訊號 Vgs(SED+)為高準
位，表示電致變色層進行去色；由圖中可知當輸入功率
大於 25W 時，訊號 Vgs(SED-)為高準位、訊號 Vgs(SED+)為低
準位，表示電致變色層開始著色。圖 14 為轉換器輸入
功率 Ppv、電壓 VED 波形圖，由圖中可知當輸入功率 Ppv
轉變為大於 25 W 時，供給電致變色層之輸出電壓 VED
電位由正電壓變成負電壓，由此驗證控制程式之判斷功
能變換電路動作正確。

V. 結論
本論文研製一個應用於光伏系統之新型高升壓多
輸出轉換器，其規格為 75 W。文中提出一新型高升壓轉
換器，以提供高電壓輸出，並加入第二組輸出之正負電
壓變換電路，以控制電致變色層。新型高升壓多輸出轉
換器於輸入電壓為 10 V~ 21 V，第一組輸出電壓約為
180 V~ 220 V，而第二組輸出透過控制可進行極性變換
而輸出約+5 V 或-5 V。並且使用 FPGA 進行轉換器控
制，以擾動觀察法達成對太陽能電池模組之最大功率追
蹤功能，並自動判斷控制第二組輸出正負電壓變換電路
之輸出極性。當日射量上升使模組功率大於 25 W 時，
正負電壓變換電路輸出負電壓於電致變色層，以進行著
色反應遮蔽透入室內之光線；反之小於 25 W 則輸出正
電壓，使電致變色層進行去色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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