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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

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步骤包括：步骤1、液

压位置伺服系统建模与模型线性化；步骤2、建立

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

器模型；步骤3、采用神经网络对模型中不确定项

进行估计。本发明的方法，针对液压位置伺服系

统建立其数学模型并进行线性化处理，利用得到

的线性模型，设计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

利用R B F神经网络对不确定项进行逼近 ，

Nussbaum函数处理未知控制方向，不需要知道系

统模型信息，控制方向，比例阀精确零点，便能够

实施有效控制；能够获得更好的跟踪效果和更高

的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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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步骤

实施：

步骤1、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建模与模型线性化；

步骤2、建立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模型；

步骤3、采用神经网络对模型中不确定项进行估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本发明方法所依赖的被控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结构是，包括控制对象的非对称液压缸

(3)，非对称液压缸(3)的活塞(1)与负载(2)固定连接，同时活塞(1)还与位移传感器(4)对

应接触，位移传感器(4)的输出信号通过A/D转换送入计算机(6)；比例阀(5)为三位四通阀，

非对称液压缸(3)的液压腔A侧和液压腔B侧分别与比例阀(5)的两个出液端对应联通，比例

阀(5)进液端通过减压阀(7)与油泵(8)联通，比例阀(5)回液端与液压泵储油箱相连，计算

机(6)输出的控制量通过D/A转换送入比例阀(5)控制阀芯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1中，具体过程是，

假设液压系统满足如下条件：1)系统使用的工作介质为理想液体；2)液体流经阀口或

其它节流口时的流动状态均为等熵绝热过程；3)在同一容腔内液体压力和温度处处相等；

4)忽略未加考虑的泄漏；5)活塞运动时，两腔内液体的变化过程均为绝热过程；6)油源压力

恒定；7)与系统动态特性相比，比例阀的惯性忽略，

据此得到比例阀控制非对称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数学模型如下式(1)：

其中，Qa和Qb分别为流入无杆腔A和流出有杆腔B的流量，Pa和Pb分别为液压无杆腔A和有

杆腔B的压力， 和 分别为Pa和Pb对于时间的一阶导数，Ps为液压供油压力，Aa和Ab为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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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无杆腔A和有杆腔B的有效作用面积，Va和Vb为液压缸无杆腔和有杆腔的容积，Cd为流量系

数，ω为比例阀面积梯度，ρ为油液密度，xv为比例阀阀芯位移，u为比例阀控制信号，kv为比

例阀增益，Ct为内泄漏系数，βe为体积弹性模量，M为滑块质量，Bp为粘性阻尼系数，k为负载

弹性系数，FL为外负载力，y为活塞位移， 和 分别为y对时间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上述

活塞位移y通过位移传感器测量得到，

引入负载流量QL、负载压力PL的定义如下：

忽略外负载力FL以及摩擦等非线性负载，在平衡工作点附近对非线性函数进行线性化

处理，得到阀控非对称液压缸的机理模型如下：

其中，Kxa和Kpa分别为线性化后的流量增益和流量压力系数，Am表示平均有效面积，V为

系统控制腔总容积，

定义系统状态变量为 其物理含义分别为滑块的

位置、速度和加速度，

将摩擦力和其他未建模动态看作扰动，同时考虑比例阀不精确零点，近似得到在工作

点附近的液压系统的三阶线性状态方程如下:

其中，a0,a1 ,a2,b均为与工作点有关的未知参数，Δu为比例阀零点，d为内外部扰动参

数，

将式(4)变换表示为式(5)：

其中，d1＝bΔu+d为摩擦力、比例阀不精确零点和其他内外部扰动的不确定项，控制目

标是使负载位移y能够跟踪所要求的期望输出y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2中，具体过程是，

针对步骤1得到的如式(5)所示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线性化模型，设计反步自适应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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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控制器如式(6)所示：

其中，z2＝x2-α1，z3＝x3-α2， z1＝x1-ym，c为设计

参数，b为系统未知参数；N(ζ)＝ζ2cos(ζ)，为Nussbaum函数，用于解决控制方向未知问题，

WTS(G)为神经网络输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2中，具体过程是，

由z3＝x3-α2可得其导数为 包含未知

函数

本步骤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对未知函数进行逼近，WTS(G)为神经网络输出用于逼近未知

函数f(x)；W为隐含层到输出层的连接权值向量，WT为权值向量W的转置；定义

为神经网络输入向量，S(G)＝[s1,s2,…,sm]为神经网络

隐层基函数，m为神经元个数；

定义 为高斯函数，cj为第j个神经元高

斯基函数中心点，bj为第j个神经元高斯基函数的宽度；定义 为W的估计值，

为估计误差，得到

则自适应律模型数学表达式如下式(7)：

其中， 为d1的估计值， 为 的一阶导数， 为 的一阶导数， 为Nussbaum函数

N(ζ)的自变量ζ的一阶导数；

将估计得到的ζ， 和 的数值用于实时更新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公式(6)，计

算机通过D/A输出控制比例阀，实时调节非对称液压缸的活塞的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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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液压伺服系统的高精度位置跟踪控制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液压位置伺

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压伺服系统由于具有响应速度快，承载能力强等优点，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机器

人，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等领域。但是由于制造原因和时变的工作条件，很难建立精确的系

统数学模型。同时在实际应用中，液压位置伺服系统面临未知的控制方向，比例阀零点不准

确等多种不确定性。

[0003] 上述这些因素使得实现液压伺服系统高性能跟踪控制比较困难，从而限制了液压

伺服系统在高性能伺服领域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解决

了现有技术液压位置伺服系统面临未知的控制方向，比例阀零点不准确的问题，在考虑比

例阀不准确零点和系统控制方向未知时可以实现跟踪控制。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

法，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06] 步骤1、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建模与模型线性化；

[0007] 步骤2、建立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模型；

[0008] 步骤3、采用神经网络对模型中不确定项进行估计。

[0009] 本发明方法的有益效果是，针对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建立其数学模型并进行线性化

处理，利用得到的线性模型，设计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利用RBF神经网络对不确定

项进行逼近，Nussbaum函数处理未知控制方向，具体包括：

[0010] 1)不需要知道系统模型信息，控制方向，比例阀精确零点，便能够实施有效控制；

[0011] 2)与现有自适应神经网络动态面方法相比，能够获得更好的跟踪效果和更高的控

制精度。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方法的控制对象(比例阀控制)非对称液压缸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控制方向为正向时采用本发明方法跟踪正弦曲线的稳态实验结果；

[0014] 图3是控制方向为正向时采用本发明方法跟踪S曲线的稳态实验结果；

[0015] 图4是控制方向为正向时采用本发明方法跟踪多频正弦曲线的稳态实验结果；

[0016] 图5是控制方向为反向时采用本发明方法跟踪正弦曲线的稳态实验结果；

[0017] 图6是控制方向为反向时采用本发明方法跟踪S曲线的稳态实验结果；

[0018] 图7是控制方向为反向时采用本发明方法跟踪多频正弦曲线的稳态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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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中，1.活塞，2.负载，3.非对称液压缸，4.位移传感器，5.比例阀，6.计算机，7.减

压阀，8.油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1] 本发明的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方法，按照以下步骤具体实施：

[0022] 步骤1、液压位置伺服系统建模与模型线性化，

[0023] 参照图1，本发明方法所依赖的被控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结构是，包括控制对象的

非对称液压缸3，非对称液压缸3的活塞1与负载2固定连接，同时活塞1还与位移传感器4对

应接触，位移传感器4的输出信号通过A/D转换送入计算机6；比例阀5为三位四通阀，非对称

液压缸3的液压腔A侧和液压腔B侧分别与比例阀5的两个出液端对应联通，比例阀5进液端

(P端)通过减压阀7与油泵8联通，比例阀5回液端(T端)与液压泵储油箱相连，计算机6输出

的控制量通过D/A转换送入比例阀5控制阀芯位置。

[0024] 假设液压系统满足如下条件：

[0025] 1)系统使用的工作介质(液压油)为理想液体；

[0026] 2)液体流经阀口或其它节流口时的流动状态均为等熵绝热过程；

[0027] 3)在同一容腔内液体压力和温度处处相等；

[0028] 4)忽略未加考虑的泄漏；

[0029] 5)活塞运动时，两腔内液体的变化过程均为绝热过程；

[0030] 6)油源压力恒定；

[0031] 7)与系统动态特性相比，比例阀的惯性忽略。

[0032] 据此得到比例阀控制非对称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数学模型如下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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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其中，Qa和Qb分别为流入无杆腔A和流出有杆腔B的流量，Pa和Pb分别为液压无杆腔

A和有杆腔B的压力， 和 分别为Pa和Pb对于时间的一阶导数，Ps为液压供油压力，Aa和Ab

为液压缸无杆腔A和有杆腔B的有效作用面积，Va和Vb为液压缸无杆腔和有杆腔的容积，Cd为

流量系数，ω为比例阀面积梯度，ρ为油液密度，xv为比例阀阀芯位移，u为比例阀控制信号，

kv为比例阀增益，Ct为内泄漏系数，βe为体积弹性模量，M为滑块质量，Bp为粘性阻尼系数，k

为负载弹性系数，FL为外负载力，y为活塞位移， 和 分别为y对时间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

数，上述活塞位移y通过位移传感器测量得到，

[0035] 非对称液压缸两腔的有效工作面积不等，因而正反向运动时，系统所需流量不等，

各种参数及其变化规律与对称缸差异很大，描述工作油路的数学模型也不同，

[0036] 引入负载流量QL、负载压力PL的定义如下：

[0037]

[0038] 忽略外负载力FL以及摩擦等非线性负载，在平衡工作点附近对非线性函数进行线

性化处理，得到阀控非对称液压缸的机理模型如下：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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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其中，Kxa和Kpa分别为线性化后的流量增益和流量压力系数，Am表示平均有效面积，

V为系统控制腔总容积，

[0041] 定义系统状态变量为 其物理含义分别为滑

块的位置、速度和加速度，

[0042] 将摩擦力和其他未建模动态看作扰动，同时考虑比例阀不精确零点，近似得到在

工作点附近的液压系统的三阶线性状态方程如下:

[0043]

[0044] 其中，a0,a1 ,a2,b均为与工作点有关的未知参数，Δu为比例阀零点，d为内外部扰

动参数，

[0045] 将式(4)变换表示为式(5)：

[0046]

[0047] 其中，d1＝bΔu+d为摩擦力、比例阀不精确零点和其他内外部扰动的不确定项，控

制目标是使负载位移y能够跟踪所要求的期望输出ym；

[0048] 步骤2、建立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的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模型，

[0049] 针对上述得到的如式(5)所示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线性化模型，设计反步自适应神

经网络控制器如式(6)所示：

[0050]

[0051] 其中，z2＝x2-α1，z3＝x3-α2， z1＝x1-ym，c为

设计参数，b为系统未知参数(与式(4)中参数b是同一个)；N(ζ)＝ζ2cos(ζ)，为Nussbaum函

数，用于解决控制方向未知问题，WTS(G)为神经网络输出；

[0052] 步骤3、采用神经网络对模型中不确定项进行估计，

[0053] 由z3＝x3-α2可得其导数为 包含

未知函数

[0054] 本步骤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对未知函数进行逼近，WTS(G)为神经网络输出用于逼近

未知函数f(x)；W为隐含层到输出层的连接权值向量，WT为权值向量W的转置；定义

为神经网络输入向量，S(G)＝[s1,s2,…,sm]为神经网络

隐层基函数，m为神经元个数；

[0055] 定义 为高斯函数，cj为第j个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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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基函数中心点，bj为第j个神经元高斯基函数的宽度；定义 为W的估计值，

为估计误差，得到

[0056] 则自适应律模型数学表达式如下式(7)：

[0057]

[0058] 其中， 为d1的估计值， 为 的一阶导数， 为 的一阶导数， 为Nussbaum函

数N(ζ)的自变量ζ的一阶导数。将估计得到的ζ， 和 的数值用于实时更新反步自适应神

经网络控制器公式(6)，计算机通过D/A输出控制比例阀，实时调节非对称液压缸的活塞的

位移量。

[0059] 实验验证：

[0060] 实施例中液压位置伺服系统结构中的各个部件分别选用：非对称液压缸3采用

FESTO公司的型号为D:S-HAZ-16-200-LE-SB；比例阀5为三位四通比例阀，采用的型号是D:

H-B-43W-RV-NG6-K；位移传感器4采用的型号是D:S-HAZ-16-200-1-SIBU；计算机6采用的型

号是CPU为P2  1.2GHz；数据采集卡采用的型号是PCI2306；油泵等其它元件构成液压位置伺

服系统。计算机内置的控制软件采用VB编程，通过屏幕显示控制过程中相关变量的变化曲

线。

[0061] 控制目标分别设置为：

[0062] 参考信号1：正弦信号

[0063] yd＝A1sin(ω1t)   (8)

[0064] 其中A1＝1000，ω1＝0.5rad/s。

[0065] 参考信号2：S曲线信号

[0066]

[0067] 其中A2＝500，ω2＝0.5rad/s。

[0068] 参考信号3：多频正弦信号

[0069]

[0070] 其中A3＝500，ω3＝0.5rad/s。

[0071] 采用公式(6)-公式(7)所示的反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器进行实验，控制器中的

参数b,c,o,Γ的值可以进行反复实验试凑。

[0072] 本实施例中参数设置如下：b＝500，c＝100，c1＝20，c2＝5，o＝10，Γ＝0.1，神经元

个数m＝100，基函数宽度bj＝2(j＝1,2,…,m)，基函数中心向量cj(j＝1,2,…,m)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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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4]×[-4,4]×[-4,4]×[-4,4]。当跟踪期望目标分别为公式(8)-公式(10)时，稳态

跟踪曲线如图2-图7所示，液压缸的行程是200mm，所以位移单位采用mm；横坐标的单位是

秒。

[0073] 为了更加直观的说明本发明方法的控制效果，在跟踪不同期望目标的情况下定量

地计算了跟踪误差，定义均方根误差为：

[0074]

[0075] 其中N1为采样开始时刻，N2为采样结束时刻，ek＝y(k)-ym(k)为第k次采样时的跟

踪误差。为避免初始条件或噪声等随机因素的影响，对每种输入信号的跟踪进行了多次试

验，给出其中五次的实验结果，其结果见表1-表3。表1，本发明方法与自适应神经网络动态

面控制方法在跟踪式(8)参考信号时的误差对比

[0076]

[0077] 表2，本发明方法与自适应神经网络动态面控制方法在跟踪式(9)参考信号时的误

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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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表3，本发明方法与自适应神经网络动态面控制方法在跟踪式(10)参考信号时的

误差对比

[0080]

[0081] 由上述三个对比表中的对比结果可知，在各种期望目标的情况下，本发明方法的

平均跟踪误差均小于自适应神经网络动态面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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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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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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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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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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