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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

及其控制方法，包括所述速度控制系统包括牵引

电机、收卷电机、旋转编码器、PID控制器、牵引伺

服驱动器、收卷伺服驱动器和PLC控制器；牵引伺

服驱动器根据PLC控制器的输入量控制牵引电机

的转矩，PID控制器根据PLC控制器的改变量和牵

引电机的转矩计算牵引电机的转矩补偿量输出

给牵引伺服驱动器；收卷伺服驱动器根据PLC控

制器的输入量控制收卷电机的转速，PID控制器

根据计算的转矩补偿量和旋转编码器测量的薄

膜走过的长度计算收卷电机的转速补偿量输出

给收卷伺服驱动器。本发明根据牵引机构扭力变

化实现收卷机构精准速度控制，控制误差小，适

合高低速变化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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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度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控制牵引机

构(101)扭力变化的牵引电机(1)、用于控制收卷机构(102)收卷速度的收卷电机(2)、用于

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的旋转编码器(3)、PID控制器(4)、牵引伺服驱

动器(5)、收卷伺服驱动器(6)和PLC控制器(7)；其中，

PLC控制器(7)分别与PID控制器(4)、牵引伺服驱动器(5)和收卷伺服驱动器(6)电连

接；

牵引伺服驱动器(5)与牵引电机(1)电连接，牵引电机(1)与PID控制器(4)电连接，PID

控制器(4)与牵引伺服驱动器(5)电连接，以使牵引伺服驱动器(5)根据PLC控制器(7)的输

入量控制牵引电机(1)的转矩，并且PID控制器(4)根据PLC控制器(7)的改变量和牵引电机

(1)的转矩计算牵引电机(1)的转矩补偿量输出给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实现牵引电机(1)

的转矩变化；

收卷伺服驱动器(6)与收卷电机(2)电连接，旋转编码器(3)与PID控制器(4)电连接，

PID控制器(4)与收卷伺服驱动器(6)电连接，以使收卷伺服驱动器(6)根据PLC控制器(7)的

输入量控制收卷电机(2)的转速，并且PID控制器(4)根据计算的转矩补偿量和旋转编码器

(3)测量的薄膜走过的长度计算收卷电机(2)的转速补偿量输出给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实

现收卷电机(2)的收卷速度控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PLC控制器(7)与牵引伺服驱动器

(5)和收卷伺服驱动器(6)之间通过EtherCAT通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PLC控制器(7)的输入量包括牵引机

构(101)牵引薄膜移动过程中的张力值、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

PLC控制器(7)的改变量包括牵引机构(101)牵引薄膜移动过程中的张力改变值。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牵引机构(101)包括摆杆，牵引电机

(1)与所述摆杆连接，所述摆杆根据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改变扭力进而控制薄膜张力。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旋转编码器(3)实时测量收卷机构

(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

6.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的速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速度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根据采样值或经验值确定薄膜张力值、对应的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对应的收

卷电机(2)的转速值，并将所述薄膜张力值、转矩值和转速值存储在PLC控制器(7)中；

S2)、由PLC控制器(7)输入设定的薄膜张力值，PLC控制器(7)根据设定的薄膜张力值得

到对应的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

S3)、PLC控制器(7)控制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对应的转矩值驱动牵引电机(1)带动牵

引机构(101)动作，同时PLC控制器(7)控制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对应的转速值驱动收卷电

机(2)带动收卷机构(102)动作；

S4)、旋转编码器(3)实时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

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

S5)、PID控制器(4)接收旋转编码器(3)计算的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以及牵引电机(1)

的实时转矩值，并根据所述实时转矩值与输入设定的对应转矩值比较及计算转矩补偿量和

转速补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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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PID控制器(4)将所述转矩补偿量输出给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实现牵引电机(1)

的转矩恒定控制，PID控制器(4)将所述转速补偿量输出给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实现收卷

电机(2)的收卷速度控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速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度控制方法还包括PID控制

器(4)接收牵引电机(1)的实时转矩值，以及接收由PLC控制器(7)输入的张力改变值，PID控

制器(4)根据所述张力改变值得到对应的牵引电机(1)的转矩改变值，PID控制器(4)根据所

述转矩改变值和实时转矩值得到牵引电机(1)的转矩补偿量，PID控制器(4)控制牵引伺服

驱动器(5)以实现牵引电机(1)的转矩变化。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速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PID控制器(4)接收旋转编码器(3)

实时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

电机(2)的实时转速值；PID控制器(4)根据转矩补偿量和收卷电机(2)的实时转速值计算收

卷电机(2)的转速补偿量，PID控制器(4)控制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实现收卷电机(2)的转

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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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流延机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及其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流延机是可以把浆料制备成均一的厚度，一定宽度的片状薄膜的成型设备，适用

于薄膜成型的实验和生产中。一般成型的薄膜通过置于流延机的收卷机构进行收卷，并通

过牵引机构保持薄膜运动过程中的张紧力，现有流延机中采用张力传感器直接对张力进行

检测，并将检测信号反馈给张力控制器实现对薄膜张力的控制，对薄膜张力的控制必定影

响收卷机构的速度，当处于平衡状态的张力控制系统受到较强的干扰时，系统不能立刻做

出反应，张力控制系统反应速度慢，收卷机构的速度不稳定会直接影响薄膜的生产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流延机的速度控

制系统及其控制方法，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所述速度控制系

统包括用于控制牵引机构扭力变化的牵引电机、用于控制收卷机构收卷速度的收卷电机、

用于测量收卷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的旋转编码器、PID控制器、牵引伺服驱动器、收

卷伺服驱动器和PLC控制器；其中，PLC控制器分别与PID控制器、牵引伺服驱动器和收卷伺

服驱动器电连接；牵引伺服驱动器与牵引电机电连接，牵引电机与PID控制器电连接，PID控

制器与牵引伺服驱动器电连接，以使牵引伺服驱动器根据PLC控制器的输入量控制牵引电

机的转矩，并且PID控制器根据PLC控制器的改变量和牵引电机的转矩计算牵引电机的转矩

补偿量输出给牵引伺服驱动器以实现牵引电机的转矩变化；收卷伺服驱动器与收卷电机电

连接，旋转编码器与PID控制器电连接，PID控制器与收卷伺服驱动器电连接，以使收卷伺服

驱动器根据PLC控制器的输入量控制收卷电机的转速，并且PID控制器根据计算的转矩补偿

量和旋转编码器测量的薄膜走过的长度计算收卷电机的转速补偿量输出给收卷伺服驱动

器以实现收卷电机的收卷速度控制。

[000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牵引伺服驱动器和收卷伺服驱动器以实现对牵引电

机和收卷电机的精准控制；设置旋转编码器可以实时测量收卷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

度，进而获得收卷机构的实时转速，并通过PID控制器根据牵引电机的实时转矩变化，以保

证控制牵引电机的转矩恒定和收卷电机的速度控制，使得收卷电机的速度稳定，进而实现

收卷机构精准速度控制，并且收卷机构速度控制误差小，适合高低速变化工况。

[0006] 作为对本发明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的进一步说明，优选地，PLC控制器与牵引伺服

驱动器和收卷伺服驱动器之间通过EtherCAT通讯。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采用EtherCAT通讯

响应速度极快，不容易被电磁干扰。

[0007] 作为对本发明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的进一步说明，优选地，PLC控制器的输入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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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牵引机构牵引薄膜移动过程中的张力值、牵引电机的转矩值和收卷电机的转速值；PLC控

制器的改变量包括牵引机构牵引薄膜移动过程中的张力改变值。

[0008] 作为对本发明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的进一步说明，优选地，牵引机构包括摆杆，牵

引电机与所述摆杆连接，所述摆杆根据牵引电机的转矩值改变扭力进而控制薄膜张力。通

过上述技术方案，采用牵引电机控制摆杆实现薄膜张力控制，在改变牵引电机转矩值时，摆

杆在一个摆动动作中增大摆角后即完成牵引电机转矩值改变，对薄膜有缓冲作用，也不会

损坏薄膜，能快速实现薄膜张力变化，张力更稳定。

[0009] 作为对本发明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的进一步说明，优选地，旋转编码器实时测量

收卷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的转速值。

[0010]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利用所述的速度控制系统的速

度控制方法，所述速度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根据采样值或经验值确定薄膜张力值、

对应的牵引电机的转矩值和对应的收卷电机的转速值，并将所述薄膜张力值、转矩值和转

速值存储在PLC控制器中；S2)、由PLC控制器输入设定的薄膜张力值，PLC控制器根据设定的

薄膜张力值得到对应的牵引电机的转矩值和收卷电机的转速值；S3)、PLC控制器控制牵引

伺服驱动器以对应的转矩值驱动牵引电机带动牵引机构动作，同时PLC控制器控制收卷伺

服驱动器以对应的转速值驱动收卷电机带动收卷机构动作；S4)、旋转编码器实时测量收卷

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的转速值；S5)、

PID控制器接收旋转编码器计算的收卷电机的转速值以及牵引电机的实时转矩值，并根据

所述实时转矩值与输入设定的对应转矩值比较及计算转矩补偿量和转速补偿量；S6)、PID

控制器将所述转矩补偿量输出给牵引伺服驱动器以实现牵引电机的转矩恒定控制，PID控

制器将所述转速补偿量输出给收卷伺服驱动器以实现收卷电机的收卷速度控制。

[0011] 作为对本发明所述的速度控制方法的进一步说明，优选地，所述速度控制方法还

包括PID控制器接收牵引电机的实时转矩值，以及接收由PLC控制器输入的张力改变值，PID

控制器根据所述张力改变值得到对应的牵引电机的转矩改变值，PID控制器根据所述转矩

改变值和实时转矩值得到牵引电机的转矩补偿量，PID控制器控制牵引伺服驱动器以实现

牵引电机的转矩变化。

[0012] 作为对本发明所述的速度控制方法的进一步说明，优选地，PID控制器接收旋转编

码器实时测量收卷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

电机的实时转速值；PID控制器根据转矩补偿量和收卷电机的实时转速值计算收卷电机的

转速补偿量，PID控制器控制收卷伺服驱动器以实现收卷电机的转速变化。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通过设置牵引伺服驱动器和收卷伺服驱动器以实现对牵

引电机和收卷电机的精准控制；设置旋转编码器可以实时测量收卷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

长度，进而获得收卷机构的实时转速，并通过PID控制器根据牵引电机的实时转矩变化，以

保证控制牵引电机的转矩恒定和收卷电机的速度控制，使得收卷电机的速度稳定，进而实

现收卷机构精准速度控制，并且收卷机构速度控制误差小，适合高低速变化工况；采用

EtherCAT通讯响应速度极快，不容易被电磁干扰。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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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2为本发明的速度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17] 牵引机构101、收卷机构102、牵引电机1、收卷电机2、旋转编码器3、PID控制器4、牵

引伺服驱动器5、收卷伺服驱动器6、PLC控制器7。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结构、特征及其他目的，现结合所附较佳实施例附

以附图详细说明如下，本附图所说明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并非限定本

发明。

[0019] 如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的流延机的速度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的流延

机的速度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控制牵引机构101扭力变化的牵引电机1、用于控制收卷机构

102收卷速度的收卷电机2、用于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的旋转编码器3、

PID控制器4、牵引伺服驱动器5、收卷伺服驱动器6和PLC控制器7；其中，PLC控制器7分别与

PID控制器4、牵引伺服驱动器5和收卷伺服驱动器6电连接；PLC控制器7与牵引伺服驱动器5

和收卷伺服驱动器6之间通过EtherCAT通讯，采用EtherCAT通讯响应速度极快，不容易被电

磁干扰；牵引伺服驱动器5与牵引电机1电连接，牵引电机1与PID控制器4电连接，PID控制器

4与牵引伺服驱动器5电连接，收卷伺服驱动器6与收卷电机2电连接，旋转编码器3与PID控

制器4电连接，PID控制器4与收卷伺服驱动器6电连接。其中，牵引机构101包括摆杆，牵引电

机1与所述摆杆连接，所述摆杆根据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改变扭力进而控制薄膜张力，采用

牵引电机控制摆杆实现薄膜张力控制，在改变牵引电机转矩值时，摆杆在一个摆动动作中

增大摆角后即完成牵引电机转矩值改变，对薄膜有缓冲作用，也不会损坏薄膜，能快速实现

薄膜张力变化，张力更稳定。

[0020] 请参看图1，牵引伺服驱动器5根据PLC控制器7的输入量控制牵引电机1的转矩，并

且PID控制器4根据PLC控制器7的改变量和牵引电机1的转矩计算牵引电机1的转矩补偿量

输出给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实现牵引电机1的转矩变化；收卷伺服驱动器6根据PLC控制器7

的输入量控制收卷电机2的转速，并且PID控制器4根据计算的转矩补偿量和旋转编码器3测

量的薄膜走过的长度计算收卷电机2的转速补偿量输出给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实现收卷电

机2的收卷速度控制；旋转编码器3实时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

膜的实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通过设置牵引伺服驱动器和收卷伺服驱动

器以实现对牵引电机和收卷电机的精准控制；其中，PLC控制器7的输入量包括牵引机构101

牵引薄膜移动过程中的张力值、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PLC控制器7的

改变量包括牵引机构101牵引薄膜移动过程中的张力改变值。设置旋转编码器可以测量收

卷机构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进而获得收卷机构的实时转速，并通过PID控制器根据牵引

电机的转矩变化，以保证控制牵引电机的转矩恒定和收卷电机的速度控制，进而实现收卷

机构精准速度控制，收卷机构速度控制误差小，适合高低速变化工况。

[0021] 请参看图2，图2为本发明的速度控制方法的流程图；本发明的速度控制系统的速

度控制方法，所述速度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S1)、根据采样值或经验值确定薄膜张力值、对应的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对应的

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并将所述薄膜张力值、转矩值和转速值存储在PLC控制器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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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S2)、由PLC控制器7输入设定的薄膜张力值，PLC控制器7根据设定的薄膜张力值得

到对应的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

[0024] S3)、PLC控制器7控制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对应的转矩值驱动牵引电机1带动牵引

机构101动作，同时PLC控制器7控制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对应的转速值驱动收卷电机2带动

收卷机构102动作。

[0025] S4)、旋转编码器3实时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

时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

[0026] S5)、PID控制器4接收旋转编码器3计算的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以及牵引电机1的实

时转矩值，并根据所述实时转矩值与输入设定的对应转矩值比较及计算转矩补偿量和转速

补偿量。

[0027] S6)、PID控制器4将所述转矩补偿量输出给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实现牵引电机1的

转矩恒定控制，PID控制器4将所述转速补偿量输出给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实现收卷电机2的

收卷速度控制。

[0028] 本发明的速度控制方法在牵引机构101和收卷机构102运转过程中，PID控制器接

收牵引电机1的实时转矩值和收卷电机2的实时转速值，并根据设定的薄膜张力值、对应的

牵引电机1的转矩值和对应的收卷电机2的转速值，调整实时转矩值和实时转速值，使得牵

引电机1的转矩恒定控制以及收卷电机2的收卷速度稳定。

[0029] 另外，本发明的速度控制方法可以实现薄膜张力改变的速度控制，在牵引机构101

和收卷机构102运转过程中，由PLC控制器7输入的张力改变值，PID控制器4接收牵引电机1

的实时转矩值，以及接收由PLC控制器7输入的张力改变值，PID控制器4根据张力改变值得

到对应的牵引电机1的转矩改变值，PID控制器4根据转矩改变值和实时转矩值得到牵引电

机1的转矩补偿量，PID控制器4控制牵引伺服驱动器5以实现牵引电机1的转矩变化。PID控

制器4接收旋转编码器3实时测量收卷机构102每一转薄膜走过的长度，并计算薄膜的实时

卷径，从而计算出收卷电机2的实时转速值；PID控制器4根据转矩补偿量和收卷电机2的实

时转速值计算收卷电机2的转速补偿量，PID控制器4控制收卷伺服驱动器6以实现收卷电机

2的转速变化。

[0030]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发明内容及具体实施方式意在证明本发明所提供技术方案的

实际应用，不应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理

内，当可作各种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所附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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