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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一类同时具有周期性参考输入和非周期扰动的伺服系统, 提出基于等价输入干扰补偿的改进型重复
控制系统参数优化设计方法, 实现对非周期扰动的有效抑制和周期性参考输入的高精度跟踪控制. 首先, 利用全维
状态观测器的估计误差构造等价输入干扰估计器, 通过将等价输入干扰估计值反馈到控制输入端, 建立基于等价输
入干扰补偿的复合重复控制规律. 然后, 基于小增益定理推导出系统的稳定性条件, 引入一个对系统抗扰性能、跟
踪性能和收敛速度进行整体评价的性能目标函数, 建立系统参数优化模型, 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 实现对系统重复
控制器参数、等价输入干扰估计器参数和状态反馈控制器参数的同时优化. 最后,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对比说明所提
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 重复控制; 等价输入干扰; 扰动估计和补偿; 粒子群优化算法; 参数优化
引用格式: 廖常超, 周兰, 潘昌忠, 等. 基于等价输入干扰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参数优化设计. 控制理论与
应用, 2022, 39(4): 653 – 662
DOI: 10.7641/CTA.2021.10228

Parameter optimization design of modified repetitiv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LIAO Chang-chao1 , ZHOU Lan1† , PAN Chang-zhong1 , CHEN Jing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For a class of servo systems with both periodic reference input and aperiodic disturbance, a modified repetitive control system parameter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based on 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is proposed
to achieve effective suppression of aperiodic disturbance and high-precision tracking control of periodic reference input.
Firstly, the 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estimator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estimation error of the full order state observer. By feeding the estimated value of the 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back to the control input, the compound repetitive
control law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is established. Then, based on the small gain theorem,
the stability conditions of the system are derived, and a performance objective function for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system’s anti-disturbance performance, tracking performance and convergence speed is introduced, and the system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achieve the system Simultaneous
optimization of repetitive controller parameters, 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estimator parameters, and state feedback controller parameters. Finally, the validity and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re verif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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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工程实践中, 许多系统需要完成周期性的控制
任务, 例如直流双馈感应发电机对周期性转矩波动的

抑制[1] 、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的电流控制[2] 、逆变
器电压控制[3] 等. 重复控制为解决这些周期信号跟
踪/抑制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其理论基础是内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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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4] , 通过将周期信号的内部模型
植入到稳
1 − e−sTr
定的闭环系统中, 实现对周期为Tr 的任意目标信号无
偏差的稳态跟踪/抑制. 基本重复控制系统是一个中立
型时滞系统, 为了放宽系统的稳定性条件, 需要在时
滞环节嵌入低通滤波器, 构造改进型重复控制器[5] .
然而, 改进型重复控制器只是周期信号的近似模型,
系统的稳态跟踪误差不再为零. 因此, 改进型重复控
制系统存在稳定性和跟踪性能之间的折衷问题. 如何
同时优化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和镇定控制器参数
是解决这个折衷问题的关键.
目前, 大部分重复控制系统设计方法通常预先设
定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忽略了截止频率与控制器参
数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得系统性能的改善受限. DOH
等人针对已设计好镇定控制器的不确定线性系统, 提
出基于线性矩阵不等式(linear matrix inequality, LMI)
的重复控制器设计方法[6] , 但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
选取需要反复试凑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控制效果. 文
献[7]提出基于LMI的低通滤波器参数和状态反馈增
益优化方法, 但采用固定权重的LMI求解控制器参数
具有较大的保守性. 文献[8]提出一种基于二维混合模
型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迭代优化设计算法, 对低通
滤波器截止频率和状态反馈控制器参数的同时优化,
减少了由LMI方法带来的保守性, 然而该方法需要系
统状态完全可测.
重复控制方法对周期信号有着良好的控制性能,
然而, 由Bode积分定理[9] , 重复控制系统在周期信号
的基波及其谐波频率处的增益很大导致其在其他频
率处的增益减小, 从而降低了系统的非周期控制性能.
为了提高重复控制系统的非周期扰动抑制性能, 有学
者提出了自适应重复控制[10] 、滑模重复控制[11] 和H∞
重复控制[12] 等方法, 这类方法主要通过提高控制器本
身的鲁棒性以降低扰动在系统输出通道的灵敏度, 被
视为被动扰动抑制方法. 在这类单自由度反馈控制系
统中存在一些固有的性能约束,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标
称性能与鲁棒性、跟踪性能与扰动抑制性能之间的折
衷问题[13] .
主动扰动抑制方法建立的控制系统具有两个自由
度, 其中一个自由度用于改善系统的扰动抑制性能,
另一个自由度用于使系统达到期望的控制性能. 目前,
这种主动抑制方法已被应用于重复控制系统设计, 如
基于自抗扰的重复控制[14–15] 、基于扰动观测器的重
复控制[16] 和基于等价输入干扰(equivalent input disturbance, EID)的重复控制[17–20] 等. 其中, 自抗扰的方
法需要将控制对象重构为具有匹配型总扰动的积分
器串联形式[21] , 利用扩张状态观测器对总扰动进行估
计与补偿. 这种转化通常需要对扰动项、输出或输入
项进行求导, 导致扰动被放大, 并且可能会影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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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 . 扰动观测器方法需要利用系统的逆模型来
构造扰动估计器, 当被控对象具有不稳定零点或极点
时, 使用逆模型会引起不稳定的零极点对消, 从而破
坏系统的内部稳定性.
[22]

EID方法是SHE等人提出的一种主动扰动抑制方
法[17] , 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扰动对系统输出的影响效
果, 定义一个与外界扰动等价的输入端干扰(EID), 通
过在输入通道引入这个EID估计来抵消外界扰动对系
统输出的影响. EID估计可以直接由状态观测器得到,
无需利用系统的逆模型. 它可以补偿匹配或非匹配等
各种类型扰动, 不需要扰动的先验信息. EID方法的关
键是设计能够快速、精确估计EID的估计器. 同时, 为
了消除高频噪声对系统输出的影响, 通常在EID估计
器中引入低通滤波器, 然后将滤波后的EID估计反馈
补偿到输入端. EID估计器中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
选择对系统抗干扰性能有着显著的影响[17] , 然而目前
大多数文献都是选择固定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扰动抑制性能的改善. 实际上,
截止频率越高, 系统的抗扰性能越好, 但太高的截止
频率会让高频噪声通过, 起不到滤波的效果. 截止频
率太小则会过滤掉有用的低频信号, 而且造成相位滞
后, 导致系统抗扰性能不好.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针对一类含有非匹配扰
动的伺服系统, 提出基于EID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制
系统参数优化设计方法. 通过在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
中引入EID方法, 构造基于EID补偿的系统结构. 引入
一个对系统抗扰性能、跟踪性能和收敛速度进行整体
评价的综合性能指标, 作为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算法的适应度函数, 相应的权
值系数分别表征抗扰性能、跟踪性能和过渡过程性能
所占的比重, 以系统稳定性条件为目标约束条件, 建
立系统参数优化模型, 实现对重复控制器前馈增益、
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状态观测器增益、状态反馈控
制增益和EID估计器内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同步优
化, 使得系统同时具有满意的扰动抑制性能、动态性
能和稳态跟踪性能. 数值仿真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
性.

2

系统描述
考虑如下受扰单输入单输出系统:
{
ẋ(t) = Ax(t) + Bu(t) + Bd d(t),
y(t) = Cx(t),

(1)

其中: x(t) ∈ Rn 为系统状态变量, u(t) ∈ R为控制输
入, y(t) ∈ R为系统输出, d(t)表示外部扰动, A, B ,
Bd , C 为具有合适维数的已知实数矩阵.

假 设 1 系统(1)中(A, B )能控、(A, C )能观, 且
在虚轴上没有零点.
注1

假设1是伺服系统设计的标准条件, 以保证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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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通道, 属于匹配型扰动, 否则为非匹配型扰动.

部稳定性. 此外, 系统能观是设计状态观测器的前提.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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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1)中若矩阵B 和Bd 的秩满足rank(B, Bd )

= rank(B ), 即B = λBd , λ ∈ R, 则扰动d(t)与控制输入u(t)

基于EID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结构框图如
图1所示.

图 1 基于EID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结构
Fig. 1 Configuration of EID-compensation based modified repetitive control system

EID方法的思路是首先将系统外部干扰对系统
输出的影响等效为一个控制输入端的虚拟信号, 即
EID de (t), 然后采用全维状态观测器对de (t)进行估
计, 引入低通滤波器, 构造EID估计器, 并将滤波后
的EID估计值d˜e (t)反馈补偿到控制输入端, 建立复
合重复控制规律.
假 设 2 系统(1)中扰动d(t)引起的输出轨迹
y(t) ∈ Φ, 其中Φ = pi (t) sin(ωi t + ϕi ), i = 1, 2, · · · ,
n < ∞, ωi (> 0)和ϕi 为常值, pi (t)为与时间有关的
多项式函数.
假设2是合理的且符合实际的. 如果扰动d(t)引
起的输出轨迹y(t) ∈ Φ, 则由稳定逆的概念可以得
出, 在产生相同轨迹的控制输入通道上必然存在一
个EID de (t) ∈ Φ.
引 理 1 在假设1成立的情况下, 系统(1)存在
一个作用于控制输入通道的EID de (t), 其对系统输
出的影响与外部扰动d(t)的作用等效[17] .

y(t) = Cx(t).
设计全维状态观测器
{
˙
x̂(t)
= Ax̂(t)+Buf (t)+L[y(t)− ŷ(t)],
ŷ(t) = C x̂(t),

dˆe (t) = B + LC[x(t) − x̂(t)] + uf (t) − u(t), (4)
其中B + = (B T B)−1 B T .
注3

通过全维状态观测器(3)估计系统状态, 利用系

统实际状态与全维状态观测器状态之间的差值表示EID估计
值. 与 自 抗 扰 控 制(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AD-

2.1 EID估
估计器

根据引理1, 可以将系统(1)表示为
{
ẋ(t) = Ax(t) + B[u(t) + de (t)],

的估计值为

RC)方法不同, EID方法不关注扰动本身, 而是关注扰动对输
出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 EID方法实质是引入一个与实际扰动
对系统输出具有相同影响的虚拟控制输入信号EID de (t), 并
对其进行估计与补偿, 因此EID方法可以同时处理匹配扰动
与非匹配扰动. 另一方面, 从控制输入端估计扰动对系统输出
的影响比估计扰动本身更合理.

此外, 由于EID估计dˆe (t)可能会受到输出测量
噪声的影响, 需要进行滤波处理, 引入一阶低通滤
波器
ωq
F (s) =
,
(5)
s + ωq
其中ωq 为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F (s)应满足频率特性
|F (jω)| ≈ 1, ω ∈ ωar ,

(2)

式中ωar 为扰动d(t)的最大角频率. 为了较好地抑制
扰动对输出的影响, 低通滤波器F (s)的截止频率通
常设定为ωq > 5ωar . 将dˆe (t)通过滤波后得到d˜e (t),
即

(3)

其中: x̂(t)为x(t)的估计值, ŷ(t)为观测器输出, L =
[L1 L2 · · · Ln ]T 为观测器增益, uf (t)为基于重构
状态反馈的重复控制规律. 由文献[17]知, EID de (t)

(6)

D̃e (s) = F (s)D̂e (s),

(7)

其中D̃e (s)和D̂e (s)分别是d˜e (t)和dˆe (t)的拉普拉斯
变换.
注4

EID估计器设计的关键是选择状态观测器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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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得dˆe (t)收敛到de (t). 并选择合适的低通滤波器F (s), 使
得∀ω ∈ [0, ωar ]满足D̃e (jω) ≈ D̂e (jω), 从而保证d˜e (t)准确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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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为了提高重复控制系统的稳态控制精度, 需
要尽可能地提高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计de (t). 传统的EID估计器设计方法通常预先固定F (s)截止
频率, 采取极点配置方法设计状态观测器, 设计方法存在试凑
的痕迹, 限制了EID方法扰动抑制性能的提高.

2.2

改进型重复控制器

设参考输入r(t)的周期为Tr , 基本重复控制器的
传递函数为
1
CR (s) =
,
(8)
1 − e−sTr
2π
在基频(ωv =
)和谐波(ωk = kωv , k ∈ Z+ )处, 重
Tr
复控制器的增益为无穷大, 即
1
|CR (jωk )| = |
|s=jωk = ∞,
(9)
1 − e−sTr
从而基本重复控制系统对该周期信号能够实现无稳
态偏差跟踪. 图1中的改进型重复控制器传递函数
为
1
CMR (s) =
,
(10)
1 − q(s)e−sT
其中T 为改进型重复控制器的时滞常数, q(s)为一
阶低通滤波器
1
1
q(s) =
, Tc =
,
(11)
Tc s + 1
ωc
式中ωc 是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其取值遵循以下频率
特性[5] :
{
|q(jω)| ≈ 1,
ω 6 ωr ,
(12)
|q(jω)| 6 ρ < 1, ω > ωr ,
式中ωr 为周期性参考输入r(t)的最大角频率. 一般
地, 为了获得较好的控制性能,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须满足ωc > 5ωr . 改进型重复控制器的状态空间模
型为
{
ẋc (t) = −ωc xc (t) + ωc xc (t − T ) + ωc e(t),
v(t) = e(t) + xc (t − T ),

图 2 不同截止频率下的|CMR (jω)|伯德图
Fig. 2 |CMR (jω)| Bode plots at different cutoff frequencies

关于改进型重复控制器时滞常数T 的选取, 通常
情况下设置为与参考信号r(t)的周期Tr 相同. 然而,
低通滤波器的嵌入造成相位滞后, 使得重复控制器
实际上在略小于基频和谐波处取得最大增益值. 为
了提高系统对周期信号的跟踪性能, 保证改进型重
复控制器在基频和谐波处取得最大增益值, 需要对
时滞常数T 进行校正.
设
q(s)e−sT = q1 (s)e−sTr ,

(14)

为了减小系统的稳态跟踪误差, |q1 (jω)|在低频段应
1
尽可能接近于1, 亦即使得CMR (s) ≈
.由
1 − e−sTr
式(11)(14), 得到q1 (s)的泰勒展开式
q1 (s) = 1 + (Tr − T − Tc )s + o(|s|2 ).

(15)

由式(15)知, 改进型重复控制器的时滞常数T 应取
为
T = Tr − Tc .

(16)

如图3所示, 校正后的改进型重复控制器在周期
信号的基频和谐波处增益能够取得极大值.
基于重构状态反馈的重复控制规律为

(13)
其中: xc (t)为低通滤波器状态变量, v(t)为重复控
制器的输出, e(t) = r(t) − y(t)为跟踪误差.
改进型重复控制器只是周期信号发生器的近似
模型, 低通滤波器q(s)的引入降低了重复控制器在
周期信号基频和谐波处的增益. 设T = Tr = 2π, 分
别取ωc = 1000和ωc = 10时, 改进型重复控制器的
对数幅频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 当ωc =
1000时, 在周期信号的基波和2次谐波处的增益分
别为98 dB和86 dB; 当ωc = 10时, 在周期信号的基
波和2次谐波处的增益则降至为46.4 dB和34.5 dB.

uf (t) = Ke v(t) + Kp x̂(t),

(17)

其中Ke 和Kp = [Kp1 Kp2 · · · Kpn ]分别为重复控
制器前馈增益和状态反馈控制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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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4)可以看出, 重复控制器的参数对EID估计
器没有影响. 将图1所示的系统进行结构等价变换,
得到等效系统(如图4), 它由两个子系统组成: 基于
状态反馈的改进型重复控制子系统1和包含状态观
测器和EID估计器的子系统2.

图 3 校正前后|CMR (jω)|在基频和2次谐波处增益
Fig. 3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CMR (jω)| gain at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2nd harmonic

2.3 基于 EID补
补偿的复合重复控制规律
将滤波后的EID估计反馈补偿到控制输入端, 构
造基于EID补偿的复合重复控制规律
u(t) = uf (t) − d˜e (t),

(18)

其中: Ke 和Kp 用于提高系统的跟踪响应速度和稳
定性, EID估计d˜e (t)直接引入到复合控制输入中, 用
以消除扰动d(t)对输出y(t)的影响. EID估计的精度
直接关系到扰动抑制性能, 重复控制器参数的选取,
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周期信号跟踪性能. 因此, 本文
控制设计的目的是, 选择EID估计器和重复控制器
参数的最优组合, 使得系统在复合重复控制律(18)
作用下稳定, 并且同时获得满意的跟踪性能和扰动
抑制性能.

3 稳定性分析及系统参数优化设计
本节首先对系统(图1)进行结构等价变换, 然后
分析系统的稳定性, 最后给出系统参数优化设计算
法.

不考虑重复控制器的嵌入, 在子系统1中, 从u(t)
到y(t)的传递函数为
G1 (s) = Ke C[sI − (A + BKp )]−1 B.

(25)

设
G0 (s) = [1 + G1 (s)]−1 ,

(26)

∥G∥∞ = sup σmax [G(jω)],

(27)

其中σmax [·]表示最大奇异值. G(jω) = G(s)|s=jω .

外部输入信号与线性系统的稳定性无关. 令

系统(1)就变成
{

Fig. 4 Equivalent system of Fig.1

06ω<∞

3.1 稳定性分析

r(t) = 0, d(t) = 0.

图 4 图1的等价系统

(19)

定 理 1 如果系统(1)满足假设1, 并且以下条
件同时成立:
a) A + BKp 为Hurwitz矩阵;

ẋ(t) = Ax(t) + Bu(t),
y(t) = Cx(t).

(20)

(21)

由式(3)(18)(20)–(21)得到
ẋe (t) = (A − LC)xe (t) − B d˜e (t).

(22)

式(4)可重新表示为
dˆe (t) = B + LCxe (t) + d˜e (t).

c) ∥qG0 ∥∞ < 1;
d) ∥F G∥∞ < 1.

定义状态估计误差变量
xe (t) = x(t) − x̂(t).

b) A − LC为Hurwitz矩阵;

(23)

由式(22)–(23), 得到从d˜e (t)到dˆe (t)的传递函数
G(s) = 1 − B + LC[sI − (A − LC)]−1 B. (24)

则图1所示的基于EID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
统在复合控制律(18)作用下渐近稳定.
证 由于基于EID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可以
分解成两个串联的子系统(子系统1和子系统2), 由
分离定理[23] 知, 整个系统的稳定等价于两个子系统
同时稳定. 根据小增益定理, 如果条件(a)和条件(c)
同时满足, 则子系统1稳定. 对于子系统2, 该系统是
一个包含状态观测器和EID估计器的系统. 显然, 若
条件(b)和条件(d)同时满足, 则子系统2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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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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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9)第1项和第3项中的时间因子t用来降低可

能存在初始大误差对性能指标的影响, 同时强调了过渡过程
后期的误差对指标的影响, 着重惩罚过渡过程过长.

粒 子 群 优 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算法是一种群体智能算法, 其思想来源于对鸟群觅
食过程的模拟, 通过种群粒子之间的信息交互相互
协作完成食物的搜寻[24] . 本节利用PSO算法对式
(17)中的Ke 和Kp 、观测器(3)中的L、低通滤波器(5)
中的ωq 和低通滤波器(11)中的ωc 进行同步优化. 在
迭代过程中, 粒子的速度与位置更新公式为

k

Vik+1 =wVik + c1 r1 (Xpbest
− Xik ) +

i


k
(28)
c2 r2 (Xgbest
− Xik ),



 k+1
Xi
=Xik + Vik+1 ,

之外, 为了提高PSO种群的多样性, 防止粒子陷入局部最优,

Vik 为第i个粒子第k次迭代的速度,

粒子每完成一次迭代, 算法重新对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进行了

Xi = [Kei Kp1 i Kp2 i · · · Kpn i L1i L2i

随机初始化, 从而保证粒子收敛到全局最优位置. 更为详细理

上式中:

· · · Lni ωq i ωci ]
表示第i个粒子的位置, 即对应的一组参数解向量,
k
Xik 为第i个粒子第k次迭代的位置, Xpbest
为第i个
i
k
粒子自身第k次迭代搜索到的最好位置, Xgbest
为整

个粒子群迄今搜索到的最优位置, c1 为粒子自身的
学习因子, c2 为整个粒子群的学习因子, r1 , r2 为区
间(0, 1)之间的随机数. w为粒子的惯性权重, 其值
随迭代次数k线性递减
(wmax − wmin )k
w = wmax −
,
K
其中: K为最大迭代次数, wmax 和wmin 分别代表了
最大和最小的惯性权重, 惯性权重w在前期较大可
加强全局搜索能力, w后期较小可加强局部搜索能
力.
定义目标函数
w Tr N
Jik = m1
t|eki (t)|dt + m2 · max |eki (t)| +
0
w Tr N
t|xki (t) − x̂ki (t)|dt,
(29)
m3
0

作为PSO算法的适应度函数, 对系统的稳态性能、
暂态性能和扰动抑制性能进行总体评价. 具体地,
式中第1项为时间与跟踪偏差绝对值乘积的积分,
主要评价系统的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 第2项为最
大跟踪误差的绝对值, 防止系统超调量过大问题, 主
要评价系统的暂态性能; 最后1项为时间与状态估
计偏差绝对值乘积的积分, 主要评价系统的扰动抑
制能力. m1 , m2 和m3 分别为各项对应的权值, N 为
重复控制周期的个数, Ji , ei (t)分别为第i个粒子对
应的适应度值和系统跟踪误差, xi (t) 和x̂i (t)分别为
第i个粒子对应的状态变量以及状态变量的估计值.

本文的优化设计目的是以系统的稳定性条件为
目标约束条件, 建立综合评价系统抗扰性能、过渡
过程性能和周期信号跟踪性能的目标函数, 采用
PSO算法搜索使得目标函数最小的系统最优控制器
参数组合.
注6

为了防止粒子群算法中的粒子出现“漫游”(超

出搜索范围)和“速度爆炸”(速度无限增大)而导致粒子出现
发散无法全局收敛的问题, 迭代过程中粒子的位置Xik 和速
度Vik 一旦超过设置的边界值, 则将其值限定为边界值. 除此

论分析请参考文献[25–26].

4

数值仿真

双电机耦合伺服系统在数控机床、混合电动汽
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本节中, 将本文所提
方法应用于双电机耦合伺服系统的转速控制问题.
该系统包含两个电机: 一个用作控制对象, 另一个
作为扰动发生器产生转矩扰动, 其中转矩扰动从控
制输入通道以外的通道施加到受控电机上, 两个电
机的轴用联轴器连接在一起. 系统模型为 [17]

Rp ip (t) + Kp ωp (t) = u(t),



(30)
τp (t) = Kp ip (t),



Jp ω̇p (t) = τp (t) − τpd (t),

Rd id (t) + Kd ωd (t) = d(t),



(31)
τd (t) = Kd id (t),



Jd ω̇d (t) = τd (t) + τpd (t),
τpd (t) = Kpd [θp (t) − θd (t)].

(32)

在式(30)–(32)中下标为p(或d)的变量和参数表示它
们与被控电机(扰动发生器)有关, 其中u为受控电机
的电压, d为加于扰动发生器的电压, ip (id )为电枢电
流, τp (τd ) 为转矩, τpd 为扭转力矩, ωp (ωd )为旋转角
速度, θp (θd )为旋转角度, Jp (Jd )为转动惯量, Rp (Rd )
为电枢电阻, Kp (Kd )为反电动势常数, Kpd 为联轴
器扭转弹性系数.
选取系统输出为y(t) = ωp (t), 系统状态为
x(t) = [ωp (t) ωd (t) θp (t) − θd (t)]T ,
由式(30)–(32)建立系统(1)形式的双电机耦合伺服
系统状态空间模型, 其对应的系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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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0
− 2.833 × 104







A= 0
− 10.25
8001
,



1
−1
0



B = [28.06 0 0]T , C = [1 0 0]T ,





Bd = [0 7.21 0]T .
(33)

经计算可知, 系统满足假设1的条件. 设参考输入信
号
r(t) = 100 sin(πt),

(34)

则Tr = 2 s.
外部扰动为
{
0,
t < 20 s,
d(t) =
d1 (t) + d2 (t) + d3 (t), t > 20 s,

(35)

其中


d1 (t) =0.5 sin(πt),




 d2 (t) =0.5(sin(0.5πt) + cos(2πt) + sin(3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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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4.89 ± 94.24i, −121.13},

 (A−LC)
σ(A+BKp ) = {−44.6 ± 187.3i, −1.49},


 ∥qG ∥ = 0.2037 < 1, ∥F G∥ = 0.6623 < 1,
0 ∞

∞

(37)
其中σ(·)表示特征根集合, 优化得到的控制器参数
全部满足定理1中的4个条件, 从而图1所示的基于
EID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制系统是稳定的.
图5为本文提出的基于EID补偿的改进型重复控
制系统参数优化设计方法(PSO–EID–MRC)在控制
器参数(36)下的仿真结果, 从图中可发现系统输出
能够快速、准确地跟踪周期参考输入信号r(t), 3个
周期后系统进入稳态. 在20 s受到一个非周期外部
扰动, EID估计器可以快速准确地补偿外部扰动对
输出的影响, 系统跟踪误差波动较小, 约2个周期后
重新恢复稳态, 最大稳态跟踪误差为5.152 × 10−5 ,
系统具有良好的扰动抑制性能. 实际扰动d(t)、EID
估计值d˜e (t)曲线分别如图6–7所示.


sin(4πt)),




 d (t) =0.5(tanh(t − 40) − tanh(t − 30)).
3
显然, d1 (t)是周期为Tr 的扰动信号, d2 (t)是周期不
为Tr 的扰动信号, d3 (t)为非周期扰动信号.
注意到rank(B, Bd )>rank(B), 因此式(35)d(t)为
非匹配扰动.
4.1 控制器参数整定与系统仿真
根据实际控制对象的工作情况, 选择PSO算法
相关参数: 粒子数n = 20, 最大迭代次数K = 20,
搜索维度d = 9(即优化参数个数), 学习因子c1 =
1.45, c2 = 1.45, 惯性权重wmax = 0.9, wmin = 0.4,
目标函数各项权重为m1 = 0.6, m2 = 1, m3 = 0.2,
重复控制周期个数N = 25. 控制器参数搜索范围如
下所示:
Ke ∈ (0, 500], Kp1 ∈ [−10, 10], Kp2 ∈ [−10, 10],
Kp3 ∈ [−10, 10], ωc ∈ (20, 400], ωq ∈ (70, 300],
L1 ∈ [−100, 100], L2 ∈ [−50, 50], L3 ∈ [−20, 20].
利用PSO算法得到的控制器参数分别为

Ke = 386.9, ωc = 265.4214,






 ωq = 228.5314, T = Tr − 1 = 1.9962,
ωc



Kp = [−1.7513 3.9163 − 1.7298],




L = [89.3496 3.6905 0.9699]T .

图 5 基于PSO–EID–MRC方法系统输出响应
Fig. 5 System output response based on PSO–EID–MRC

(36)
经过简单的计算可得

在实际应用中, 控制输入存在死区不仅会降低
系统性能, 甚至可能会使得系统不稳定. 为了检验
系统的抗扰性能, 本文对控制输入u(t)存在死区的
情形(范围[−0.5, 0.5])进行了仿真. 如图8所示,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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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棒稳定, 系统在第3个周期进入稳态, 最大稳态跟
踪误差为3.2 × 10−3 , 很好地抑制了扰动和死区对
系统输出的影响.

程最大跟踪误差, max |e(t)|t>20 为系统受到非周期
扰动后重新回到稳态的过程中最大扰动跟踪误差,
ess 为最终稳态误差的上界值.

图 6 扰动d(t)

图 9 与基于状态反馈的改进型重复控制方法对比

Fig. 6 Disturbance d(t)

Fig. 9 Comparing with state feedback MRC-based

图 7 EID估计值d˜e (t)
Fig. 7 EID estimation value d˜e (t)

为进一步评价本文所提方法的优越性, 将本文
所提方法与文献[20]中基于EID的改进型重复控
制(EID–MRC)方法、基于GESO[27] 的改进型重复控
制(GESO–MRC)方法做了对比仿真. 基于文献[20]
中EID–MRC的设计方法, 状态观测器极点配置在
[−20 ± 100i, −45], 具体控制器参数为


 Ke = 10.7540, ωc = 200, ωq = 200,

(38)
Kp = [1.1102 − 0.0026 1008],


 L = [43.4400 − 5.8334 0.8788]T .
注8

PSO–EID–MRC与文献[20]中的EID–MRC除了

PSO以外在控制器参数设计方法、稳定性条件和优化性能指
标结构等方面不同. 后者的低通滤波器参数ωc 和ωq 预先设定
为固定值, 具有试凑的痕迹, 导致系统的控制性能提高受限,
难以取得较好的控制效果. 本文ωc 和ωq 是采用PSO算法进行
优化设计, 提高了系统设计的灵活性. 后者稳定性条件是基
图 8 控制输入存在死区的跟踪误差
Fig. 8 Tracking error with dead-zone in control input

于LMI有解的充分条件, 具有较大的保守性, 且通常较难获得
满意的可行解. 本文基于小增益定理获得系统稳定性条件,
稳定性条件放宽, 从而拓宽了EID–MRC方法的应用范围. 后

注7

PSO作为一种启发式的随机优化算法, 在应用到

者优化性能指标仅仅评价系统的跟踪性能, 本文所建立的性

控制系统参数优化时, 相同条件下多次寻优得到的参数往往

能指标函数对系统的稳态性能、暂态性能和扰动抑制性能进

是不相同的, 特别是粒子维数较高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本

行总体评价.

文粒子维数d = 9, 尽管相同条件下多次寻优结果不完全相
同, 但其对控制效果影响较小.

4.2

仿真对比分析

图9为在控制器参数相同情况下, 基于状态反馈
的改进型重复控制(PSO–MRC)方法与本文所提方
法系统的跟踪性能及扰动抑制性能对比. 由图可知,
在没有外部扰动的作用下, 两者的跟踪误差是一致
的. 然而, 当系统受到非周期扰动作用时(20 s后),
显然, 本文所提方法控制系统的扰动抑制能力更强,
具体性能指标列于表1, 其中ts 表示系统从零时刻到
第1次进入稳态的调节时间, max |e(t)|t<ts 为过渡过

基于GESO的改进型重复控制设计方法, 状态观
测器极点配置在−4.89 ± 94.24i, 状态反馈极点配置
在−1.49, 具体控制器参数为


K = 386.9, ωc = 265.4212, Kd = −2.0744,

 e
Kp = [−1.3218 − 0.5683 − 1292.4],


 L = [−22.0 − 0.0301 0.6537 388.2351]T .
(39)
由图10和表1可知, 无论是暂态、扰动突变还是稳
态过程, 本文PSO–EID–MRC方法的跟踪性能都优
于文献[20]中的EID–MRC方法和GESO–MRC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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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性能指标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控制方法

max |e(t)|t<ts

max |e(t)|t>20

ess

PSO–MRC
文献[20]EID–MRC
GESO–MRC
PSO–EID–MRC

0.23
1.05
1.26
0.23

5.70 × 10−3
3.65 × 10−2
3.57 × 10−3
1.31 × 10−3

5.56 × 10−3
9.86 × 10−4
1.01 × 10−4
5.15 × 10−5

0.0285倍. 本文对重复控制器时滞常数的校正显著
地提高了系统的稳态跟踪性能.

图 10 与文献[20]的EID–MRC和GESO–MRC对比
Fig. 10 Comparing with EID–MRC in the literature [20] and
the GESO–MRC
图 13 T = Tr 和T = Tr − Tc 的对比

图11–12分别为对比方法EID–MRC的EID估计
ˆ
值d˜e (t), GESO–MRC的扰动d(t)及扰动估计d(t)曲

Fig. 13 Comparison between T = Tr and T = Tr − Tc

5 结论

线.

图 11 EID–MRC的EID估计值d˜e (t)
Fig. 11 EID estimation value d˜e (t) of EID–MRC

ˆ
图 12 GESO–MRC的扰动d(t)及估计d(t)
ˆ of GESO–MRC
Fig. 12 Disturbance d(t) and its estimate d(t)

针对一类具有非匹配扰动的伺服系统, 本文提
出了基于EID补偿的重复控制系统参数优化设计方
法. 基于系统的稳定性条件和综合性能评价指标,
建立系统参数的优化模型, 实现了对系统重复控制
器、EID估计器和反馈控制器参数的同步优化设计,
使得系统同时具有满意的非周期扰动抑制性能和周
期信号跟踪性能. 通过与一般的基于扰动主动补偿
的重复控制系统设计方法比较, 本文所提方法同时
具有更好的扰动抑制性能、过渡过程性能和稳态跟
踪性能鲁棒性.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为如下几点:
1) 基于重构状态反馈的重复控制规律和EID估计器
可以分离设计, 提高了系统设计的灵活性; 2) 建立
了一个对系统扰动抑制性能、跟踪性能和过渡过程
性能进行整体评价的综合性能指标; 3) 实现了对重
复控制器前馈增益、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EID估
计器参数和反馈控制器参数的同步优化设计, 有效
地解决重复控制系统中稳定性与稳态跟踪性能、扰
动抑制性能和跟踪性能之间的折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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