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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陽能板在大的參數變動或

高度的不確性狀況下，非匹配式

干擾將會產生，導致滑模控制無

法消除此一干擾，這將造成太陽

能系統無法有令人滿意的穩態效

能及暫態追蹤速度。然而滑模控

制仍存在顫振問題，此問題極易

激發受控體未模式化的高頻動態

模式，造成系統不可預測的不穩

定，此時控制參數的調整就會變

得相當困難而且使得適應性變

差，導致太陽能系統無法達到理

想的控制要求。本文提出強健控

制器結合啟發式演算法應用於太

陽能最大功率追蹤系統。強健控

制器為H無窮設計的滑模，其不僅

具有限時間收斂，更是可以消除

非匹配式干擾。啟發式演算法則

為改良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

其被設計具有自動調整步長因子

與發現概率，被使用來搜尋強健

控制器之控制參數，能夠很好地

找到全域最佳解。實驗結果已驗

證，在非匹配式干擾或系統不確

定性狀況下，太陽能系統輸出可

提升穩態時的效能及暫態時的追

蹤速度。  

 

關  鍵  字  

非匹配式干擾，顫振，強健控制

器，啟發式演算法。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恩誌、鄭竣安、吳榮慶

一、前言  

近年來生產電力所需的石化能源日漸枯

竭以及環保意識抬頭，太陽能電池的應用越

來越廣泛，因此如何提高太陽能光電能轉換

效率，輸出可用功率，是目前太陽能發電應

用最重要的課題。欲使太陽能發電系統達最

大效率，需搭配直流 /直流電源轉換器，並利

用開關導通與截止時間來調節轉換器，使太

陽能板輸出最大功率 [1-2]。很多最大功率點追

蹤(MPPT)控制方法已被提出，包括擾動觀察

法、線性疊代法、模糊控制法等 [3-5]。  

然而，太陽能板最大功率輸出的變化與

太陽照度和環境溫度密切關係，大部分這些

最大功率點追蹤演算法缺乏嚴格的穩定性與

收斂性分析，只提供接近最大功率點。滑模

控制 (Sliding Mode Control, SMC)已被知道

對抗內部參數變動和外部干擾具有不敏感

性，亦即在其滑動運動過程中，系統軌跡對

於匹配式干擾具有強健性；很多有關滑模的

出版文獻也已被應用於太陽能系統的控制

[6-1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滑模控制皆

面對的是匹配式干擾。事實上，太陽能系統

受到不同環境、不確定性與外在干擾的影響

(不同照度、負載、溫度等 )，可能會是高度

的非線性，這時太陽能系統將面對的是非匹

配性干擾，此時系統的穩定性、收斂性與性

能就會受到非匹配性干擾的影響而大打折

扣。  

從1980年開始，H無窮控制就成為後現

代控制理論的要角之一，其具強健性的設計

方法、設計思維明確與控制效果良好，可使

受控體在非匹配性不確定干擾情況下，仍可

維持系統的穩定性與強健性 [11-14]。因此，本

文結合強健控制器與啟發式演算法於太陽能



 
技術專題 

33  Vol. 16 No. 6  2018 

最大功率追蹤系統。強健控制器使用H無窮

滑模，此控制器架構簡單、設計方法明確與

適合數位實作，其將設計具有H無窮的滑模

並具體給出控制法則，可以改善系統軌跡容

易受到參數變動與外部負載干擾等非匹配性

因素的影響，而讓系統性能無法全然掌握，

造成追蹤控制的不精確性之缺點。  

H無窮滑模不僅確保了系統狀態可以在

有限時間內到達滑動面，也展現了在閉迴路

系統中對非匹配式干擾抑制的能力，可以使

得控制更精準與保證系統穩定，最後呈現確

實可提升穩態時的效能及暫態時的追蹤速度

之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高頻顫振（Chattering）問題仍然存在

H無窮滑模中，此問題在H無窮滑模實作上將

會造成困擾，顫振問題可能激發出未模式化

的高頻受控場動態；有時如此的問題甚至可

能造成系統的不穩定，控制參數的調整將變

得困難而且使得適應性變差，致使太陽能系

統仍無法達到理想的控制效果。一些方法已

被提出來改善顫振問題，如觀測器方法與智

慧型控制方法，雖然這些方法已改善了顫振

問題，以及也改善了在外部干擾和未模式化

的動態下，其暫態行為的強健性，然而這些

方法不是費時就是需要很複雜的計算 [15-18]。  

因此，我們提出基於啟發式演算法 (改良

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 )的強健控制，希望面

對顫振問題可能激發出未模式化的高頻受控

場動態時，可藉由控制參數的自動適應調

整，使系統仍能繼續保持良好的工作性能，

以克服此問題所帶來系統性能惡化與不穩定

之 困 擾 。 布 穀 鳥 最 佳 化 演 算 法 (Cuckoo 

Optimization Algorithm, COA)是劍橋大學X. 

S. Yang教授和S. Deb在2009年所提出的一種

新穎群體智慧最佳化演算法，其具有模型簡

單、收斂快速與易於實現等優點而被廣泛應

用 [19-24]。  

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源於對布穀鳥寄生

育雛的特殊繁殖後代行為，總是將自己的蛋

存放到其他鳥類的巢裏，讓其它鳥類為其孵

化下一代。為了降低被發現的概率，布穀鳥

將自己的蛋模仿成所選鳥類的蛋，當其他鳥

類發現其巢裏有外來的蛋，則會將外來的蛋

丟棄或者放棄自己的巢，在其它地方建構新

的巢，因此布穀鳥後代只能以一定概率孵化

存活，概率大小取決於所選寄生蛋巢的狀

況，如果所選寄生宿主的蛋形與顏色相近、

孵化期和育雛期相似、雛鳥食性基本相同，

則後代被孵化並得以存活的可能性就大些。

反之，就小些。因此，其仿生原理是將布穀

鳥所選宿主蛋巢映射為搜索空間中的點，將

搜索和最佳化過程模擬成布穀鳥搜尋和選擇

蛋巢的過程。也就是說，在控制系統中蛋巢

代表解，宿主蛋巢所處位置的優劣代表求解

問題的適應度，宿主蛋巢位置越好，布穀鳥

後代孵化存活的機率越大，有較佳的適應

度、設計越好，因此能夠找到全域最佳解。  

所以，若將此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用來

調整H無窮滑模之控制參數，然後用於太陽

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的控制中，將是一合理

的想法與具有可行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傳統布穀鳥搜索演算法無法在回饋控制搜索

過程中自適應的調整控制參數，這將使得H

無窮滑模發生之顫振現象而激發出的高頻非

線性因子非常容易地造成系統參數的更大變

動而影響到控制性能，也使得傳統布穀鳥最

佳化演算法在求解最佳解時導致收斂速度變

慢與過早陷入區域最佳解。一些方法已嘗試

解決此問題，例如禁忌搜尋法和貪婪演算法

等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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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禁忌搜尋法求最佳解時可以發現比

較好的解，但其求解速度仍慢、搜索時間仍

長；而貪婪演算法雖然求解速度快，但它卻

限縮於局部搜尋，不能作全域搜尋，有容易

收斂至區域解的缺點。因此，為了改善傳統

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之步長因子與發現概率

無法自適應調整的缺點，使其提高搜索全域

最佳值的能力。也就是說，在演算法初期讓

步長學習值夠大與取相對小的發現概率值，

以增強解的多樣性與更新相對多的鳥巢數，

使得演算法保持強的全域搜索能力，同時兼

顧區域搜索能力；而在演算法後期，則減小

步長學習值與取相對大的發現概率值，以更

好地調整解變數和保持強的區域搜索能力，

同時兼顧全域搜索能力，這樣一來就能使得

收斂速度和收斂精確度優於傳統布穀鳥最佳

化演算法。  

亦即，本文以改良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

法來找到H無窮滑模之控制參數全域最佳

解，然後提供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高度

適應性。所以本文以H無窮滑模來設計太陽

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之控制法則，再以改良

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為H無窮滑模之控制

參數來自動調整其適應最佳解，最後將此提

出的方法以數位訊號處理器實現之。改良型

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的H無窮滑模將可以改

善傳統控制器在非匹配性干擾與顫振問題下

無法自動適應調整其控制參數，然後導致太

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無法同時具有好的穩

態與動態響應之缺點。  

此提出的方法高效簡便、概念易懂、程

式化容易與收斂快速，實現時不會增加演算

法複雜度且具有通用性，其可以讓追蹤控制

更精確、系統更強健與更穩定。所提出的太

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也與傳統H無窮滑模

控制的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來做比較，

以顯示所提出的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具

有優越的性能。  

二、 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

敘述 

如圖1所示為太陽能電池等效電路，其中

pI 為太陽能單電池產生之電流源、 DI 為流

過二極體的飽和電流、 sI 為漏電流、 shR 為

等效並聯電阻、 I 為輸出電流、 sR 為等效串

聯電阻、 V 為輸出電壓。  

DI
pI

sI I

sR

+

-

V
shR

載

負

 

圖1 單片太陽能電池等效電路  

    單電池之輸出電流可以表示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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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 )/( KTBAK sso  ， sA 為一個電子所

含的電荷量、 sB 為太陽能單電池之理想因子

(1~5)、 K 為波茲曼常數、T 為絕對溫度 (K)、

soI 為反向飽和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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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rI 為在參考溫度 rT 下的反向飽和

電流、 gpE 為跨越半導體材料能隙所需的能

量。另外，太陽能單電池所產生的電流源 pI

隨著日照強度和環境溫度的變化而改變，可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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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soI 為太陽能電池板工作在參考溫

度及照度條件 2W/m1000 下的短路電流、 iK

為 太 陽 能 電 池 短 路 電 流 的 溫 度 係 數

( CmA/ )、 sL 為太陽日照強度 ( 2kW/m )。因

此，定義太陽能電池陣列之輸出電流 pvi 與

輸出電壓 pvv ，可得太陽能電池陣列板輸出

功率 pvP 如同 

)1(
/

 spvo nvK
pvsatppvpppv evInvinP  (2) 

這裏 pn 為太陽能電池串聯個數、 sn 為太

陽能電池並聯個數。   

由上面所述這些式子，我們可知道隨著

照度與溫度變動過程中會有最大功率點的存

在。由於太陽能電池輸出功率為：  

pvpvpv viP             (3) 

則最大功率點滿足如下  

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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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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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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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式可知，需經過反覆的調整後，才

能使電壓參考值 rx1 接近於最大功率點電壓

max
pvv 上，並且穩定，然後達到最大輸出。圖

2為SEPIC轉換器，可以被使用來調整太陽能

電池電壓(最大功率點電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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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SEPIC直流-直流轉換器  

藉由狀態空間平均法，並令 pvr vx 1 以

及 12 Lix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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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Lpv titvtx )()()( 11  、 u 為控制輸

入、 121211 ))()(()( LvvvtxRtxxf Dccl  、

12122 )(()( LvvviRtxRxg DccLmm  、電

容 iC 目的為增加響應、 1lR 為 1L 等效內阻、 Dv

為功率二極體順向導通電壓、 mR 為功率電晶

體開關導通截止之等效內阻、 oi 為輸出電

流、 ov 為直流輸出電壓。  

因此對於太陽能發電系統我們提出改良

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的H無窮滑模。控制目

標 為 令 1x 追 蹤 rx1 ， 在 此 定 義 誤 差 為

rxxte 11)(  ，如圖3所示，我們的目標即是

要好好的設計控制法則 u ，若 u 設計的好的

話，系統將會穩定且誤差 e 將收斂到零，太

陽能電池輸出電壓會與所需求的參考電壓一

樣；即便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在非匹配

式干擾或是大的參數變動或在高度不確性狀

況之下，仍然可以快速、精確與穩健地進行

追蹤控制。  




SEPIC 轉換器

u

無窮滑模H的
法修正型布穀鳥搜尋演算誤差

1x

增量電導
pvi

pvv

rx1
DC-AC換流器  Load

acv
ov

 

圖3 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系統方塊圖  

三、 控制設計  

1. 強健控制器(H無窮滑模)推導  

首先，式 (5)可以被寫成如下的非線性不

確定系統  









                                                        )(

)())()(()()(

xy

xhuxgxgxfxfx




 (6) 

其中 x 表示狀態變數、 u 表示控制變

數 、  表 示 干 擾 、 y 表 示 輸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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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gxfxhxgxf  為平滑矩陣。            

若 要 在 在 有 限 時 間 內 到 達 滑 動 面

0)( x ，以及漸進穩定。下式必需滿足： 

 
TT

dtdty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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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7) 

所以，在滑動面  上的動態方程式可被

寫成 















                             )(

0)(]    [)(

            )()(

22

1

x

xx

xhxfx







      (8) 

其中 )(1 xh 為不滿足匹配條件項、 為一

矩陣以及 )(x 為座標變換。 

最後由於式 (7)與 (8)被得到，所以H無窮

控制產生內部穩定。而藉由李阿普諾夫函數

TV  5.0 ，我們可以到達滑動面的控制法

則 )()(
1

1
12 


 


 signAA 。對

於以上之推導結果，我們知道傳統滑模很容

易受到非匹配式干擾的影響而產生嚴重的追

蹤誤差。為了改善傳統滑模之缺點，藉由設

計具有H無窮的滑模，使得非匹配式干擾的

影響可以被抑制，然後讓控制可以更精準與

保證系統穩定。然而，必需要注意的是，H

無窮滑模仍存在高頻顫振問題，此問題可能

激發出未模式化的高頻受控場動態，有時如

此的問題甚至可能造成系統的不穩定，控制

參數的調整將變得困難而且使得適應性變

差，致使太陽能系統輸出仍無法達到理想的

控制效果。所以，無論是在模擬或在實作，

H無窮的滑模法則之控制參數必須找出最佳

適應值，然後求出全域最佳解，才能確保太

陽能系統在非匹配式干擾或是大的參數變動

或在高度不確性狀況與在發生顫振問題狀況

下有優越的工作性能。因此，在下面我們使

用改良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來進行高效率

與快速的尋找以及自適應的調整H無窮滑模

之控制參數，以得到全域最佳解 (非盲目性搜

索得到區域最佳解 )，避免控制參數過早陷入

區域最佳解，然後對太陽能系統提供高度的

自適應性。 

2. 啟發式演算法 (改良型布穀鳥最佳

化演算法 )的強健控制器 (H無窮滑

模)之最佳控制參數  

2.1. 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 

首先將布穀鳥所選宿主蛋巢映射為搜索空間

中的點，將搜索和最佳化過程模擬成布穀鳥搜尋

和選擇蛋巢的過程，用宿主蛋巢所處位置的好與

壞來代表孵育環境的優劣，進而代表待求解問題

的適應度。定義  Dxxxx  ..., , , 21 表示每一個蛋或

布穀鳥，並使用下面兩機制方法產生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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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 為 D 維利維分佈、 hr 為 D 維正態

分佈、  為步長因子、 hx 為歷史最佳解、 ap

為發現概率、 gr 為在 [0, 1]上的均勻分佈、

ix , mx , zx 為隨機選擇且互不相同的解、 )(H

為赫維賽 (Heaviside)函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布穀鳥最佳化演

算法之下一代解雖可反映種群結構及其問題

形態，但這種反映是是被動的，無法在搜索

過程中具有動態學習和適應的能力，這將使

得H無窮滑動流形存在之顫振現象所激發出

的高頻非線性因子產生更大的參數變動，進

而影響控制性能與精確度，也會讓布穀鳥最

佳化演算法求最佳解時造成慢的收斂速度與

過早陷入區域最佳解。因此，我們需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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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之步長因子與發現

概率，使其隨著疊代次數的增加而動態自動

適應改變，來達到快的收斂速度與增進搜索

效率和全域最佳化求解。  

2.2.改良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  

為了主動地適應演算法動態，我們可以

利用布穀鳥搜索過程中可控制後代特性的步

長因子  與發現概率 ap 。利用Rechenberg參

數自動調整之 0.2法則並延伸至 [0.2,0.3]區

間。因此，步長因子與發現概率可以被調整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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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P 為新解改善的比例、 L 為步長學

習因數，用來控制演算法適應環境的主動程

度、 pL 為發現概率。 

四、實驗結果  

為了驗證所提出控制器的有效性，太陽

能模組採用如表1。  

表1 PPV-216M6太陽能模組參數  

最大功率點(Pmax) 216 W  

開路電壓 (Voc) 36.1 V 

最大功率點電壓 (Vpm) 29.6 V  

短路電流 (Isc) 7.86 A  

最大功率點電流 (Imp) 7.29 A 

開路電壓溫度補償係數 -0.32 ( C/% ) 

另外，SEPIC轉換器之電感為60 μH、

內阻為153 mΩ、輸入電容為200 μF、輸出

電容為2200 μF，太陽能系統換流器之電感

為1.0 mH、電容為20 μF、直流鏈電壓為200 

V、額定負載=12 Ω、 vac為 110 Vrms,  f=60 

Hz、切換頻率為18 kHz。圖4是傳統H無窮滑

模控制在電阻性負載R=12Ω下，太陽能系統

的實驗輸出波形 (%THD=0.05%)。可看出輸

出電壓非常接近正弦波。  

圖 5是所提出的控制器在電阻性負載

R=12Ω的狀況下，太陽能系統的實驗輸出波

形 (%THD=0.04%)。一樣地，輸出波形電壓

波形非常近似正弦波形。  

圖 6是傳統H無窮滑模控制的太陽能系

統在900觸發角，從無載改變至滿載 (R=12Ω )

的狀況下，太陽能系統的實驗輸出波形。從

圖中可看出大的瞬間電壓降，控制器的補償

能力不佳。  

圖 7為使用所提出的控制器在 900觸發

角，從無載改變至滿載 (R=12Ω )的狀況下，

太陽能系統的實驗輸出波形。從圖中可看出

小的瞬間電壓降以及在短時間內回復，補償

能力極佳。因此，所發展的方法應用於太陽

能系統，可建立在非匹配式干擾或負載突然

變動狀況下，好的穩態與快速暫態響應。 

 

圖4 在電阻性負載下使用傳統H無窮滑模控

制 的 太 陽 能 系 統 之 輸 出 波 形

(100V/div；2A/div；5ms/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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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在電阻性負載下使用所提出的太陽能系

統 之 輸 出 波 形 (100V/div ； 2A/div ；

5ms/div) 

 

圖6 負載從無載改變至滿載時，傳統H無窮

滑模控制的太陽能系統之輸出波形

(100V/div；2A/div；5ms/div) 

 

圖7 負載從無載改變至滿載時，所提出的太

陽 能 系 統 之 輸 出 波 形 (100V/div ；

2A/div；5ms/div) 

五、結論  

此提出之方法使用啟發式演算法 (改良

型布穀鳥最佳化演算法 )來找出強健控制器

(H無窮滑模 )之控制參數的最佳自適應值，以

尋求全域最佳解，然後使整體系統具有高度

自適應性，不僅可以避免H無窮滑模之控制

法則存在之顫振現象所激發出的未模式化高

頻受控場動態，其容易過早陷入局部最佳解

與收斂速度變慢的缺點，也保留H無窮滑模

可以消除非匹配式干擾之獨特優點。例如我

們可以傳統H無窮滑模和所提出的控制器在

電阻性負載與負載突然變動狀況下的比較來

看，在電阻性負載狀況下，傳統H無窮滑模

控制的太陽能系統與所提出的太陽能系統，

兩者之輸出電壓總諧波失真率皆非常低，電

壓波形也都接近所要求的正弦參考電壓。但

是，在負載突然變動狀況下，傳統H無窮滑

模控制的太陽能系統輸出電壓有大的電壓

降，其弦波也有震盪發生，而所提出的太陽

能系統輸出電壓則是有小的電壓降與好的正

弦波型呈現，很明顯所提出方法之性能優於

傳統H無窮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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