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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鲁棒预测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采集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电压、输出距离的历史数据N组，建立如下非线性模

型：

其中，y(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地球仪底部与红外反射位置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即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出量；u(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控制板施加给绕组的电压

大小，即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量；ξ(t+1)为包含建模误差和不确定扰动的项，且|ξ(t+

1)|≤1；{a0,t,a1 ,t,b1 ,t,a2,t,b2,t}为关于y(t)的逆二次函数型时变系数，且||·||2代表二

范数运算；非线性模型的相关参数 均通过R-SNPOM优化

方法优化计算得到；

2)基于上述非线性模型，建立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凸多面体状态空间模型；

3)基于所述凸多面体状态空间模型，获得排斥式磁悬浮装置鲁棒控制的优化目标函

数，求解所述优化目标函数，得到t时刻作用于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绕组的输入电压值；

步骤2)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1)定义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增量和输出增量如下：

其中，y(t+j)为t+j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出；yse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期

望值；u(t+j)为t+j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u(t+j-1)为t+j-1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

置的输入；j为小于或等于零的整数；

(2)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一步向前预测多项式模型 结构如下：

其中， 为推导 过程中产生的中间量；ξ(t+1|t)为包含系统建模误差和不确

定干扰的量，且|ξ(t+1|t)|≤1；

(3)基于上述一步向前预测多项式模型和系统的输入增量、输出增量的定义，推导出排

斥式磁悬浮装置的多项式模型对应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10007605 B

3



其中，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一步向前预测状态向量X(t+1|t)的系数矩阵At，Bt和X(t|t)

分别为t时刻非线性模型计算出的参数和状态； 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

输入增量；Ξ(t)的变化范围在向量 和 之间；At+g|t，Bt+g|t为

排斥式磁悬浮装置未来g步向前预测状态向量X(t+g+1|t)的系数矩阵；

所述系数矩阵At+g|t，Bt+g|t变化范围在如下凸多面体范围内：

其中，{λt+g|t ,μ|μ＝1,2,3 ,4}为凸多面体的线性系数；凸多面体的4个顶点为(A1 ,B1)，

(A2,B2)，(A3,B3)和(A4,B4)，且：

其中， 和 分别为关于y(t)

的 函 数 的 最 大 值 和 最 小 值 ； 和

分别为关于y(t)的函数 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步骤3)中，所述优化目标函数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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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2为单位阵；X(t+g|t)为t时刻模型预测的t+g步系统状态量；

为t时刻预测的t+g步排斥式磁悬浮装置输入控制增量；

F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未来的反馈控制率，

通过以下不等式组求解所述优化目标函数：

其中，符号*代表矩阵的对称结构；{Qμ|μ＝1,2,3,4}为求解上述不等式组，即凸优化问

题而产生的中间矩阵变量；γ0+γ为上述凸优化问题的优化目标值{(Aμ,Bμ)|μ＝1,2,3,4}

为凸多面体模型的顶点；γ、γ0、{Y,G,Qμ|μ＝1,2,3,4}和 均为最小化变量γ0+γ求解

过程中得到的中间变量；在求解最小化问题 时，优化函数根据上述不等式

组约束条件自动寻找满足使的γ0+γ最小的中间变量γ、γ0、{Y ,G ,Qμ|μ＝1 ,2 ,3 ,4}和

当上述不等式组有可行解时，则优化过程结束，此时得到的 即为t

时刻作用于磁悬浮系统绕组的输入电压值。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10007605 B

5



一种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鲁棒预测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控制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针对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鲁棒预测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磁悬浮技术是一种机电一体化技术，其通过利用高频磁场在金属表面形成涡流，

进而产生洛伦磁力使得金属设备悬浮起来，有效避免了设备之间的接触、减小了相互摩擦，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磁悬浮系统是一个集电磁力、气隙、电流等控制为一体的复杂非线性

系统，实际应用中难以获取其精确的数学模型。基于数据驱动的辨识建模方法是一类不依

赖于系统物理机理的数学建模方法，仅利用对象的输入输出数据来进行建模，被广泛应用

于复杂非线性系统的建模中。

[0003] PID控制器因其控制算法结构简单，并且不依赖于被控对象精确的数学模型，在磁

悬浮控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但PID控制器针对复杂非线性对象的全局控制特性较差，

特别是对于稳定性要求极高的磁悬浮球控制系统，在临近边界的较大范围极易出现悬浮球

瞬间失控跌落的情况。线性二次型调节器是一种基于被控对象状态空间模型的控制算法，

也较广泛的应用于复杂系统的控制中。但因其高度依赖被控对象模型的精确性，其控制的

鲁棒性和稳定性还是有待提高。模型预测控制是一种在工业过程控制实践中产生的先进计

算机控制算法，被广泛应用于复杂工业系统的控制中。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检索发现，专利

“一种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风电磁悬浮偏航电机控制方法”(申请号：201810076334.5)，提

出了一种基于磁悬浮系统物理机理模型设计的预测控制方法。专利“一种磁悬浮球位置控

制方法”(申请号：201510180614.7)，提出了一种基于带函数权系数型自回归模型的预测控

制方法。但上述两类方法在预测控制器设计过程中并未考虑系统建模误差和不确定干扰的

影响，算法的稳定性和鲁棒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同时，专利“201510180614.7”在建立用于

后续预测控制器设计的系统状态空间模型过程中，直接用系统当前时刻的状态量来近似替

代系统未来的状态量，对系统未来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了直接单点线性化近似处理，该方

法本身会对模型的精度造成较大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排斥式磁悬浮装置

的鲁棒预测控制方法，考虑系统建模误差和不确定干扰的影响，提高控制方法的鲁棒性和

适用性。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鲁

棒预测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采集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电压、输出距离的历史数据N组，建立如下非线性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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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0009] 其中，y(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地球仪底部与红外反射位置传感器之间的

距离，即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出量；u(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控制板施加给绕组的

电压大小，即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量；ξ(t+1)为包含建模误差和不确定扰动的项，且|ξ

(t+1)|≤1；{a0,t,a1,t,b1,t,a2,t,b2,t}为关于y(t)的逆二次函数型时变系数，且||·||2代表

二范数运算；非线性模型的相关参数 均通过R-SNPOM优

化方法优化计算得到；

[0010] 2)基于上述非线性模型，建立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凸多面体状态空间模型；

[0011] 3)基于所述凸多面体状态空间模型，获得排斥式磁悬浮装置鲁棒控制的优化目标

函数，求解所述目标函数，得到t时刻作用于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绕组的输入电压值。

[0012] 步骤2)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0013] 1)定义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增量和输出增量如下：

[0014]

[0015] 其中，y(t+j)为t+j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出；yse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

的期望值；u(t+j)为t+j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输入，u(t+j-1)为t+j-1时刻排斥式磁悬

浮装置的输入；j为小于或等于零的整数；

[0016] 2)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一步向前预测多项式模型 结构如下：

[0017]

[0018]

[0019] 其中，θ(t)为推导 过程中产生的中间量；ξ(t+1|t)为包含系统建模误差

和不确定干扰的量，且|ξ(t+1|t)|≤1；

[0020] 3)基于上述一步向前预测多项式模型和系统的输入增量、输出增量的定义，推导

出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多项式模型对应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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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0023] 其中，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一步向前预测状态向量X(t+1|t)的系数矩阵At，Bt和X

(t|t)分别为t时刻非线性模型计算出的参数和状态； 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

置的输入增量；Ξ(t)的变化范围在向量 和 之间；At+g|t，

Bt+g|t为排斥式磁悬浮装置未来g步向前预测状态向量X(t+g+1|t)的系数矩阵。

[0024] 所述系数矩阵At+g|t，Bt+g|t变化范围在如下凸多面体范围内：

[0025]

[0026] 其中，{λt+g|t ,μ|μ＝1,2,3,4}为凸多面体的线性系数；凸多面体的4个顶点为(A1 ,

B1)，(A2,B2)，(A3,B3)和(A4,B4)，且：

[0027]

[0028] 其中， 和 分别为关于

y(t)的函数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和

分别为关于y(t)的函数 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0029] 步骤3)中，所述优化目标函数设计如下：

[0030]

[0031] 其中， I2为单位阵；X(t+g|t)为t时刻模型预测的t+g步系统状态量；

为t时刻预测的t+g步排斥式磁悬浮装置输入控制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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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Ft为t时刻排斥式磁悬浮装置未来的反馈控制率。

[0032] 通过以下不等式组求解所述优化目标函数：

[0033]

[0034] 其中，符号*代表矩阵的对称结构；{Qμ|μ＝1,2,3,4}为求解上述不等式组，即凸优

化问题而产生的中间矩阵变量；γ0+γ为上述凸优化问题的优化目标值{(Aμ,Bμ)|μ＝1,2,

3,4}为凸多面体模型的顶点；γ、γ0、{Y,G,Qμ|μ＝1,2,3,4}和 均为最小化变量γ0+γ

求解过程中得到的中间变量；在求解最小化问题 时，优化函数根据上述不

等式组约束条件自动寻找满足使的γ0+γ最小的中间变量γ、γ0、{Y,G,Qμ|μ＝1,2,3,4}和

当上述不等式组有可行解时，则优化过程结束，此时得到的 即为t

时刻作用于磁悬浮系统绕组的输入电压值。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考虑到实际磁悬浮系统无

法避免的会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本发明利用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时变系数准线性回归结

构模型对磁悬浮系统进行建模，在建模过程中考虑了系统的建模误差和外界不确定干扰的

影响。为了克服一般预测控制方法难以保证算法稳定性和鲁棒性的缺点，本发明基于建立

的磁悬浮系统时变系数回归模型提出了一种可通过求解线性矩阵不等式组实现的鲁棒预

测控制方法，在控制器设计中考虑了系统建模误差和不确定干扰的影响，是一种鲁棒稳定、

适用性强的控制方法。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所针对的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所针对的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1为地球仪外壳(半径为

20厘米)，3为方柱形磁铁，2为地球仪外壳1与方柱形磁铁3之间支架，4为红外反射位置传感

器(型号为ST178H)，5为铁心(截面半径为2.5厘米)，6为绕组(匝数为3500)，7为基于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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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电路板。该系统通过调节控制板7施加给绕组6的电压大小(输出电压范围为0V～

20V)，来控制地球仪2底部与红外反射位置传感器4之间的距离(控制距离范围为5cm～

25cm)。本发明所述一种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鲁棒控制方法的具体实施例包含以下步骤：

[0038] 步骤1：针对图1所示的排斥式磁悬浮装置，采集系统的输入电压、输出距离的历史

数据2500组，建立系统如下非线性模型：

[0039]

[0040]

[0041] 上式中，y(t)为t时刻地球仪2底部与红外反射位置传感器4之间的距离，即系统的

输出量；u(t)为t时刻控制板7施加给绕组6的电压大小，即系统的输入量；ξ(t+1)为包含建

模误差和不确定扰动的项，且|ξ(t+1)|≤1；{a0,t,a1 ,t,b1 ,t,a2,t,b2,t}为关于y(t)的逆二次

函数型时变系数，且||·||2代表二范数运算；模型的相关参数

均通过R-SNPOM优化方法优化计算得到(R-SNPOM优化

方法详见文献：Zeng  X .,Peng  H .,Zhou  F .,2018 ,A  regularized  SNPOM  for  stabl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RBF-AR(X)model,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 nd  L ea rn i ng  Sy s te m s ,2 9 ,N o .4 ,7 7 9- 7 91 .) ，优化得到的具体参数值为：

[0042] 步骤2：基于步骤1建立的磁悬浮系统逆二次函数型时变系数回归模型(1)，建立系

统的凸多面体状态空间模型，具体过程如下：

[0043] 定义磁悬浮系统的输入增量和输出增量如下：

[0044]

[0045] 上式中，y(t+j)为t+j时刻系统的输出；yset∈[5,25]为t时刻系统的期望值；u(t+

j)为t+j时刻系统的输入，u(t+j-1)为t+j-1时刻系统的输入；j＝0,-1 ,-2,...。由上述定

义，可推导出模型的一步向前预测 结构如下：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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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上式中，θ(t)为推导 过程中产生的中间量，可由系统的输出期望和历史

数据计算得到；ξ(t+1|t)为包含系统建模误差和不确定干扰的量，且|ξ(t+1|t)|≤1。

[0049] 定义磁悬浮系统的状态向量如下：

[0050]

[0051] 则基于上述一步向前预测多项式模型和系统的输入输出偏差量的定义，可推到出

系统的多项式模型对应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0052]

[0053]

[0054] 上式中，系统的一步向前预测状态向量X(t+1|t)的系数矩阵At，Bt和X(t|t)分别为

t时刻可通过步骤S1辨识得到的模型计算出的参数和状态； 为t时刻系统的输

入增量，为算法待优化的量；Ξ(t)在t时刻无法准确获得，因为Ξ(t)中包含系统的未知干扰

项ξ(t+1|t)，但因ξ(t+1|t) |≤1可知，Ξ(t)的变化范围在向量 和

之间；系统未来g步向前预测状态向量X(t+g+1|t)的系数矩阵At+g|t，Bt+g|t

在t时刻无法直接计算出，但其变化范围在如下凸多面体范围内：

[0055]

[0056] 上式中，{λt+g|t,μ|μ＝1,2,3,4}为多面体的线性系数；多面体的4个顶点为(A1,B1)，

(A2,B2)，(A3,B3)和(A4,B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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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其中，

因y(t)∈[5,25]，则

因此可计

算出凸多面体集(9)的4个顶点(A1,B1)，(A2,B2)，(A3,B3)和(A4,B4)。

[0059] 步骤3：基于步骤2中建立的系统凸多面体状态空间模型(7-8)，本发明所述的一种

针对排斥式磁悬浮装置的鲁棒控制方法的优化目标函数设计如下：

[0060]

[0061] 上式中， I为单位阵；X(t+g|t)为t时刻模型预测的t+g步系统状态量；

为t时刻预测的t+g步系统输入控制增量。本发明鲁棒预测控制器的未来控制率结

构设计如下： g≥1，Ft为t时刻系统未来的反馈控制率。

[0062] 基于上述设计的控制器优化目标函数，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针对排斥式磁悬浮装置

的鲁棒控制方法的最优控制率通过求解如下线性矩阵不等式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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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上式中，符号*代表矩阵的对称结构；Ft＝YG-1为t时刻系统未来的反馈控制率；{Qμ

|μ＝1,2,3 ,4}为求解上述凸优化问题而产生的中间矩阵变量；γ0+γ为上述凸优化问题

(12)的优化目标值，同时γ和γ0也是上述优化过程中产生的中间量；系数矩阵At、Bt、

X(t|t)是t时刻已知的参数矩阵；{(Aμ,Bμ)|μ＝1,2,3,4}为步骤2中的系统多面体

模型(8)的顶点。γ、γ0、{Y,G,Qμ|μ＝1,2,3,4}和 均为最小化变量γ0+γ求解过程中得

到的中间变量。在求解最小化问题(12)时，优化函数会根据上述不等式约束条件(13-16)自

动寻找满足使的γ0+γ最小的中间变量γ、γ0、{Y,G,Qμ|μ＝1,2,3,4}和 当上述优化

问题(12-16)有可行解时，则优化过程结束。此时，得到的 即为t时刻作用

于磁悬浮系统绕组的输入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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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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