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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感应电机驱动中的大部分问题应当说在当今的电力电子技术领域中已

经得到解决，相关的成熟技术提供了被业界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目前，

感应电机驱动研发的一个重点是如何将驱动器与电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开发出性能更高、成本更低的“驱动模块”。基于这一思路，开发人员在

如何省去轴侧速度传感器以及电机相电流传感器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实现已成为近年来电机驱动研究的

热点。基于以上背景，本论文充分考虑感应电机电磁特性对机械特性的影

响，实现了速度和磁通的完全解耦控制和观测，着重解决感应电机对环境

噪声和电机参数变化的鲁棒性及其在无速度传感器领域中的应用问题。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自适应滤波理论中的卡尔曼滤波器家族在感应电机

参数观测中的应用。主要研究了以下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策略：①

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电机矢量控制；②基于改进电机模型的降阶

卡尔曼滤波器参数估计；③基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电机矢量控制。

本文第4章重点介绍了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设计，将卡尔曼滤波算法推

广至非线性感应电机系统的参数辨识。扩展卡尔曼滤波器采用工程实际中

普遍采用的泰勒展开式截断的方法，对非线性方程进行线性化处理。在电

机状态方程中加入了反映电机建模误差和环境干扰的系统噪声模型和测量

噪声模型。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同时对电机的五个参变量进行估计，并将估

计的转速信息引入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系统中。仿真结果证明与开

环的磁链与转速观测方法相比，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获得了很好的动态跟踪

性能，抗噪声能力以及低速状态下良好的观测效果。

本文第5章从滤波器结构入手，推导出了可用于宽采样周期的降阶卡尔

曼滤波器。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由于采用了复杂多变量的电机数学模型，致

使其在转速估计中运算量大，要求采样周期短，实际应用困难。改进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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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卡尔曼滤波器采用新的数学模型，简化了滤波器结构，去除了定子电阻

项参数，克服了需要采用短采样周期的缺陷。经仿真验证，该观测策略加

快了系统运行时间，提高了转速估计的准确性和鲁棒性。

本文第6章在一种新颖的统计自回归算法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无

偏卡尔曼滤波器的无传感器控制策略。无偏卡尔曼滤波器利用uT变换代替

泰勒展开式截断的方法处理非线性系统。通过一组确定性采样点来捕获系

统的相关统计特征，再根据非线性映射后的点集重建统计参量。仿真结果

证明，UT变换作为一种全局意义上的线性化，可以使无偏卡尔曼滤波器获

得更好的收敛稳定性和更准确的估计性能，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相比更适

合于实际工程中对非线性系统的应用。

关键词：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速度观测；卡尔曼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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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0 far most problems on AC drives have been solved in modem power

electronics．The relevant mature technologies supply the most acceptable

solution to the industry丘eld and have achieved many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Now the another important task in induction machine drivers development is

that how to combine the machines with drivers organically,which means the

more low-cost，more reliable and more capable Driver Modulc to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is thought，developers have done many deep researches fill how to

eliminate the shaft speed sgnsors and motor current Sensors．Especially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speed sensorlcss vector control has appealed the

abroad attention by research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become focus

on AC drivers’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Based on the background

introduced above，this thesis realized the observation of speed and decoupling

control of flux by sufficiently consideration of electromagnetism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s of induction machine．The robustness against the

disturbance of environment noises and the variation of inductiOn motor

parameters are the problems solved essentially for application OR speed

sensorless vector control in this paper．

The thesis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n family of kainlan filters in

observation of variables in induction motors by the numbers．The following

sensorless control strategies are researched in deep：sensorlcss vector control on

induction motorwith extended kahnan filter；

The original kalman filter is designed for estimation on linear systems．In

chapter 4 the extended kahnan filter is designed for nonlinear induction motor

system．The way of deMing with nonlinear system is appealed to the truncation

of Taylor series expansion,which is the most used method in industry

application．In induction motor model state equations,the system noises and

measurement noises are introduced to reflect the uncertainty of mode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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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ance of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variation of loads and wheel inenia'

which can make the estimation more reliable and accurate．The EKF call

estimate the 5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and supply the speed information to the

sensorless vector control system．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KF has

better low speed observation capability,well dynamic response and immunity to

the noises．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high·level structure and excessive-variables in

induction motor model used in EKF,the implementation is very difficult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real-time calculation and requirement of very short sample

period．In chapter 5 it presents and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a reduced·order EKE With this model structure，only the

rotor flux components are estimated，besides the rotor speed itself．The new

EKF predicts the rotor speed in the every sample time．So it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short sample period．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reduced—order EKF

enables US to reduce the execution time without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the tuning

of covariance matrices and achieve robust speed estimation with elimination of

stator resistance．

The weighted sigma·points linearization is also called UT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based on statistical auto—recursive technology．Other than traditional

local linearization it is a linearization for whole system．In ch印ter 6 all

unscented kalman filter is designed with UT transformation replaced with

truncation of Taylor series expansion．UKF uses a deterministic sampling

approach choosing a set of sigma points by statistic knowledge which can

completely capture the mean and covariance of the Gaussian random variables

of the nonlinear system．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terior mean and

covadance of the sigma points Call achieve the accuracy of the third—order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after having propagated through the true nonlinear

system．EKF only call achieve the first—order accuracy．The UKF is more ad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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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nonlinear process than EKF in industry application with more reliable

results and mole accurate tracking ability．

Key words：induction motor；Sensorless vector control；speed estimation；

kalman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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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队，“。，“c 三相坐标系定子相电压，V

M。，H。，砧。 三相坐标系转子相电压，V

Hm，H曲

Uar,U声

“d．，球∞

部m’“掣

l^，zB，lc

la,lb#c

k’‘m

l口，‰

‰，‘-

‰，‘Ⅳ

‰，lf

两相静止坐标系a、芦轴定子电压，V

两相静止坐标系a、一轴转子电压，V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g轴定子电压，V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q轴转子电压，V

三相坐标系定子相电流，A

三相坐标系转子相电流， A

两相静止坐标系a、口轴定子电流，A

两相静止坐标系a、口轴转子电流，A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q轴定子电流，A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q轴转子电流，A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q轴转子电流，A

妒．，妒。，{|f，。 三相坐标系定子磁通，Wb

妒。，妒。，缈。 三相坐标系转子磁通，Wb

妒∞，妒A

妒m，妒盘

妒血，妒甲

妒击，妒Ⅲ

妒，

两相静止坐标系a、，轴定子磁通，Wb

两相静止坐标系a、，轴转子磁通，Wb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q轴定子磁通，Wb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日轴转子磁通，Wb

转子磁通幅值，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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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q，气 同步、转子、转差电角度，rad

疋，耳 定子、转子电阻，Q

t，工，，￡。

￡k，k

，

t，瓦

定子电感、转子电感、互感，H

定子漏感、转子漏感，H

转动惯量，kg／m2

电磁转矩、负载转矩，Nm

同步、转予、参考角速度，rad／s

机械角速度，rad／s

参考机械角速度，rad／s

估计同步、转子角速度，racl／s

微分算子

转子极对数

转子时间常数，s

漏感因子

系统噪声协方差矩阵

测量噪声协方差矩阵

系统维数

第一缩放比例参数

第二缩放比例参数

％

竺毕

炜

。砖

玉R

小

吐

o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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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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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第1章 绪论

电能作为一种适宜于大量生产、集中管理、远距离传输和自动控制的能

量形式，已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动力的主要来源。而作为一种在电能的生

产、变换、传输、分配、使用和控制中必须使用到的机电装置，电机在工农

业生产、交通运输、国防军事以及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自己重要的角色。随着

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机产品将广泛地应用于机械

设备、风机、水泵，压缩机、冶金、石化、纺织、造纸、建筑、矿山、食品

等各个行业。根据具体作用分类，电机可分为用以实现能量转换的旋转电机

和用以实现信号变换的控制电机两大类“1。而根据电流有交、直流之分，可

分为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进一步，根据电机转速与所接电网频率的关系，

又可将交流电机分为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两大类。1。同步电机的转速与所接

电源的频率之间存在一种恒定不变的关系。而异步电机的定子绕组接上电源

以后，由电源供给励磁电流，建立磁场，依靠电磁感应作用，使转子绕组感

生电流，产生电磁转矩。因为异步电机的定子和转子之间没有电的直接联系，

能量的传递靠电磁感应作用，所以也称为感应电机。在实际中，同步电机一

般作为发电机来使用，而感应电机主要作为电动机来使用。按结构分，感应

电机又可分为绕线电机和鼠笼电机两大类，其中鼠笼电机在生产中应用较广

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鼠笼电机。

直流电机可以分别控制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因此能实现对磁通和转矩

的完全解耦控制。同时直流电机的电磁时间常数较小，使得电枢电流可以迅

速变化，从而达到电磁转矩的快速响应。因此，直流电机调速性能好，起动

转矩大，在用电系统中，广泛应用于电力机车、起重机和机床等对电动机的

调速性能和起动性能要求高的生产机械上。但是，由于直流电机中机械换向

器的存在，导致直流电机中存在着显著的换向电流和速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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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相比具有如下诸多优点脚：

1)感应电动机定转子之间没有电气联系，因此它们之间不需要机械式换

向器和电刷连接。由于机械式换向器的存在，增加了直流电动机制造工艺的

复杂性和成本，从而降低了其功率／重量的比值。而感应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

相比具有重量轻、效率高和转动惯量小等优点。

2)直流电动机的大部分功率(除励磁功率以外)都是通过换向器流入电

枢的，转子发热量大，效率低。由于转子散热条件差，中大功率的赢流电动

机需要强迫风冷或水冷。大容量的直流电动机设计制造困难，不得不采用双

电枢或三电枢结构，使成本、体积等大大提高。而感应电动机的容量却可以

做的很大，以适应大型机械传动的需要。而且感应电动机价格便宜、坚固耐

用，在高速时性能也不会变差。

3)直流电动机换向器和电刷的磨损，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增加了维修

和保养的工作量。电刷火花和环火限制了直流电动机的安装环境，易燃、易

爆、多尘及环境恶劣的地方不能使用直流电动机。感应电动机不存在有这些

限制，可以使用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且维修量较少。

感应电机特别是鼠笼感应电机，由于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价格低廉，

而且坚固耐用、惯量小、运行可靠、很少需要维护、可用于恶劣环境等优点，

在工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交流电机调速比较困难，其调速性

能比较差，故其传统定位是应用于固定速度传动场合。

对感应电机的数学建模十分复杂。感应电机变频调速时需要进行电压

和频率的协调控制，有电压和频率两种独立的输入变量，如果考虑电压是

三相的，实际的输入变量数目还要多。在输出变量中，除转速外，磁通也

是一个独立的输出变量。因为电机只有一个三相电源，磁通的建立和转速

的变化是同时进行的，但为了获得良好的动态性能，还希望对磁通施加某

种控制，使它在动态过程中尽量保持恒定，才能产生较大的转矩。因此，

感应电机是一个多变量系统。而电压、频率、磁通、转速又互相影响，所

以是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在感应电机中，磁通乘电流得到转矩，转速乘

磁通得到旋转感应电动势。由于它们都是同时变化的，在数学模型中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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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变量的乘积项，其数学模型也是非线性的。三相感应电机定子有三

个绕组，转子也可等效为三个绕组，

惯性，再加上运动系统的机电惯性，

至少也是一个七阶系统。

每个绕组产生磁通时都有自己的电磁

即使不考虑变频装置中的滞后因素，

综上所述，感应电动机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多变量的控制对

象，调速控制复杂，实现高精度的控制较为困难。同时由于感应电机运行中

的绕组升温等因素，绕组参数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摄动，尤其是转子电阻，变

化程度会很大。感应电机的转动惯量和负载转矩大多不精确，甚至是未知的。

因此，虽然直流传动和交流传动在19世纪先后诞生，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

年代里，约占整个电气传动的80％不变速传动系统采用交流电动机，而占20％

的高控制性能的可调速控制系统则均采用直流电动机Ⅲ。直到20世纪60年

代变频调速技术的出现，感应电机才被应用于低性能的可调速传动领域中嘲。

20世纪70年代磁场定向矢量控制技术的出现使得感应电机的性能大大提升。

随着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微处理器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交

流调速性能已经可以与直流调速相媲美、相竞争，目前感应电机已经逐步替

代直流电机在高性能调速领域的地位。借助恰当的控制方法克服参数变化和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充分发挥感应电机的机械性能，实现感应电机高性能

控制是当今对于各国学者们都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嘲。

1．2 交流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

感应电机在实际应用中，其调速性能如何，对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节省电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电动机+控制装置=电力传动自动控制

系统，以直流电动机作为控制对象的电力传动自动控制系统称之为直流调速

系统，以交流电动机作为控制对象的电力传动系统称之为交流调速系统。

交流调速的方法有多种，但它们都基于交流电动机的转速公式：

席=60f(1一s)／np一，lo(1一S) (1．1)

感应电动机的基本调速方法可分为变频调速、变极调速和变转差率调速

三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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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极调速变极调速的方法只适用于具有特殊结构的三相鼠笼式感应电

动机，这种方法需要在电动机运行时，切换定子绕组的联接方式。它通过在

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绕上独立的两套或三套不同极对数的绕组，形成双速或三

速电机，这种方法会使电动机的成本、体积和重量大大增加，而且改变极对

数的方法只能是有级调速。

变转差率调速通过改变转差率的方法实现交流电动机机调速的方法有

多种：对于绕线式电动机而言，可以通过在转子绕组中串入电阻来实现。通

过改变定子电压的方法，也可以实现变转差率调速跚。定子电压的改变可以

通过Y一△转换或串入自耦变压器的方法来实现。另外，采用电磁转差离合

器或者串级调速的方法，也可以改变转差率实现调速。但变转差率的调速方

法，都是以转差功率损耗为代价的，浪费大，效率较低。

变频调速所谓变频调速，就是运用相应的控制算法，按照一定的规律

控制逆变器三对桥臂功率管的通断，将恒压、恒频的三相交流电通过逆变器

变为电压和频率均可调的三相交流电，供给交流电动机的定子，以实现平滑

的交流电动机调速。

变频调速的优点在于：改变同步频率，时，转差率s基本保持不变，因

而转差损耗小，机械特性较硬，调速精度高，能实现宽范围的平滑调速，适

用于对于调速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场合。

三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交流变频调速理论，但由于缺乏理想开关组件而

一直未获推广；五十年代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推出了电力半导体组件晶闸

管(可控硅SCR)，给变频技术提供了划时代的基础硬件：而发达国家变频调

速器的生产，大多始于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席卷工业发达国家的石油危

机，促使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高效率的变频调速器，使

变频调速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推广应用；八十年代，变频调速已产品化，

性能也不断提高，发挥了交流调速的优越性，广泛的应用在各工业部门，并

且部分取代了直流调速；进入九十年代，由于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如IGBT(绝

缘栅双极晶体管)、IGCT(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等的发展和性能的提高，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如由16位机发展到32位机以及运算速度的提高，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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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等)和新控制理论的应用(如磁场定向矢量控制、直

接转矩控制)等原因，极大地提高了变频调速的技术性能，促进了变频调速

技术的发展，使变频调速器在调速范围、调速精度、动态响应、输出性能、

功率因数、运行效率、使用的方便性等方面都是其他交流调速方式不可比拟

的，也超出了直流调速的性能指标，完全可以取代直流调速。现在交流变频

调速以其优异的性能而深受各行业的普遍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交

流变频调速技术的优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节约电能，特别是在风机、

水泵等设备的节能运行中，节能效果十分显著；其二是卓越的调速性能，可

以满足许多工艺条件对调速的要求，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了工艺

自动化水平。

据统计，我国电动机装机总容量约4亿多kw，其用电量占当年全国发电

量的6096～70％，而风机、水泵设备装机总功率达1．6亿kw，年耗电量

3200KWh，约占当年全国电力消耗总量的]／3。而应用变频器节电率一般在

20％~60％，投资回收期l～3年，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所以大力推广应用变频

调速技术不仅是当前推进企业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手段，而且也是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1．3交流变频调速的基本类型

1．3．1恒压频比控制

V岫

图1．1开环恒压频比控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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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带转差调节的恒压频比控制

图1．1所示为一类简单的感应电机开环恒压频比控制框图。在该控制器

中，被控标量为参考电压与参考同步转速(频率)的幅值。该控制策略被

称为恒压频比(V四控制的原因是电压信号《由频率信号西乘常数研，，直

接得到。为了获得关于转子转速的最大转矩(‘*陋。12蛳)，有必要保持额

定气隙磁通不变。在稳态中，气隙磁通可写为：

jnt妒。一K-L(R+jqt)

在高频段定子电压压降可以忽略，气隙磁通可近似为：

jcojp。一K

(1．2)

(1．3)

因此，为了保持恒定的磁通，压频比必须保持恒定。该近似方法只在高

频段有效(25％额定频率以上)，在低频段定子电压压降很明显，磁通和转

矩都将减小。因此，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使得额定气隙磁通和转矩在接近

零转速时仍有效，在电压信号外另附加了一个激励电压‰。。

感应电机在基频以上可以正常工作。感应电机在基频时达到输入电压

上限，当频率上升时电压保持不变。此时，v俾不再保持恒定，而且磁通

将减小。现在电机工作在弱磁区域。在开环电压控制中，交流线电压的波

动和压降将导致气隙磁通的波动。通过旌加闭环电压控制可以避免气隙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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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波动。在开环速度控制中，如果负载转矩增大，在稳定性允许范围内，

转差将会增大，在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之间会保持平衡。但是，转子转速

会因负载转矩的变化而产生漂移。如果开环控制时速度的漂移过大，可采

用闭环速度控制。速度环误差信号提供频率信号。

在稳态运行中，如果参考速度阶跃上升，转差将会超过转矩失控上限，

系统变得不稳定。可通过转差调节来保证转差频率不会使转矩失控。在这

种控制策略中，速度控制环误差通过一个比例一积分(PI)控制器和限制

器产生转差参考信号。速度信号加转差信号就产生了同步转速信号。同步

转速信号通过一个包括了低频定子压降补偿的电压／频率函数发生器产生

电压信号。因为转差正比于电磁转矩，这种方案可看作是在一个速度控制

环内的转矩控制。该控制系统如图1．2所示。在一个阶跃上升的速度参考信

号激励下，电机的转差速度与负载转矩有关。必须注意，转差频率不能使

它所对应的电磁转矩失控。这个问题可通过在V／F控制中引入一个电流限

制控制器来克服，其作用是控制速度的上升速率使得电机的电流不至于过

超调。

如同早先提到的那样，V／F控制方案的缺点是会导致气隙磁通的漂移，

由此导致的转矩对转差电流或定子电流的转矩的敏感性会变化，从而降低

电机工作效率。为了获得良好的磁通控制性能，可采用一种基于上述闭环

速度控制的V／F控制技术。附加一个与速度控制环相似的磁通控制环，将

参考磁通与反馈磁通相对比，产生电压信号。直接磁通控制环解决了磁通

漂移的问题。

恒压频比控制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它在工业领域有着

极为广泛的应用。其结构简单，易于实现，通常可以不使用速度反馈。但是，

由于这种控制方式，不直接对电动机的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进行控制，故控

制系统不论是转速响应还是转矩响应，都不能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即便如

此，如果控制参数设置合理，其转速控制精度仍然可以达到2％(转速极低时

除外)，动态响应约为50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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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电流／转差控制

利用电流／转差方法的速度控制方法如图1．3所示。该控制器控制的标

量是定子电流的幅值和定子同步转速。该控制方案需要速度反馈以控制转

差速度，并且不能以WF控制的开环状态工作。

在该控制方案中，加到电机上的转矩信号如同一个转差信号或电流信

号。电流／转差之间的关系用于计算转差或电流信号。与、佃控制器类似，

保持电流转差关系以使电机磁通受控。在基频之上调节电流／转差关系同样

可使电机在弱磁区域运行。

该电流／转差调节方案比、，，F方案提供了更好的动态响应性能，但其缺

点是需要速度变频器和电流变频器。

1．3．3矢量控制

图1．3电流／转差控制

在感应电机调速系统中，采用恒压频比方式进行开环控制的方法，实

际上只控制了电机的磁通而没有控制电机的转矩，只适用于风机之类负载

基本稳定，而且对调速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转差控制推导出电机的转差

频率和稳态转矩之间的关系，可在一定的转差范围内控制电机的电磁转矩，

从而改善系统的调速性能，但是转差控制基于电机的稳态模型，没有考虑

电机的瞬态过程，其动态性能也不理想。为使电机获得良好的动态性能，

控制系统必须能灵活有效地控制电机动态转矩，这就需要一种建立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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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模型基础上的控制方法。矢量控$0(vector contr01)就是这样的控制方法

图1．4矢量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矢量控制的思路是把三相感应电机等效为两相a．口静止系统模型，再

经过旋转坐标变换为按转子磁场定向的两相同步旋转d—q坐标系下的模

型。电流矢量i是一个空间矢量，因为它实际上代表电机三相产生的合成磁

势，是沿空间作正弦分布的量，不同于在电路中电流随时间按正弦变化的

时间向量。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与d轴平行的产生磁场的分量——励磁电

流‘和与q轴平行的产生转矩的分量——转矩电流‘，前者可以理解为励

磁磁势，后者可以理解为电枢磁势Ⅱ。1。通过控制‘，‘大小也就是电流矢量

i的幅值和方向(d—q坐标系统中的见角)去等效地控制三相电流‘，iB，fc的

瞬时值，从而调节电机的磁场与转矩以达到调速的目的““。

矢量控制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式，直接对交流电动机的磁链和转

矩进行控制“”，其转速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5％，转矩控制精度可以达到2％。

在使用速度传感器时，即便是在速度较低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达到较高

的控制精度。它的主要缺点是：转子磁场定向较为困难，需要使用旋转坐

标变换，系统计算量较大，所用到的电动机参数较多，因此易受电动机参

数变化的影响，需要对电动机参数进行准确的辨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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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直接转矩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direct torque contr01)于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学者和德

国学者首先提出，是发展较快的一种电机高性能控制方法，目前已经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L4]o在传统直接转矩控制方案中，它以系统的转矩误差、

磁链误差以及定子磁链的位置为参考量，通过合理的选择逆变器的开关状

态，控制定子磁链的走走停停，从而达到对电动机的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

进行直接控制的目的。直接转矩控制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交流电动机

的数学模型，不需要与直流电动机做比较、等效、转化等，因此避开了复

杂的矢量旋转坐标变换。直接转矩控制以定子磁场定向，只需要电动机的

定子参数，从而减少了参数变化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其目前已经成为交流

传动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热点““。ABB公司于1996年开发出了能投入商业

运行的直接转矩控制电机。

图1．5直接转矩控制原理框图

图1．5为直接转矩控制的原理框图。直接转矩控制一般利用定子漏磁

通，也可以基于转子漏磁通或励磁漏磁通。如图1．5所示，感应电机由电

压源逆变器驱动，定子漏磁通和电磁转矩由逆变器的切换模式的选择直接

控制，而且彼此相互独立。切换模式的选择用于限制漏磁通和转矩误差在

各自的滞后频带内和获得快速的转矩响应。磁通比较器和转矩比较器的输

出用于在逆变器切换表中选择最优切换，同时用于获得定子漏磁通空间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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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位置。可以看出该控制方案需要定子漏磁通估计器和电磁转矩估计器。

定子漏磁通可通过综合终端电压减去电阻压降来估计得到。但由于定子电

阻的变化，在低频段估计值会有较大的误差，因此需要加入其他的估计方

法来获得定子漏磁通的准确值。

直接转矩控制的优点是控制算法简单，鲁棒性好，不需要PWM控制

以及坐标变换，实现了转矩和磁通的解耦控制及转矩响应迅速。缺点是转

矩的频谱包含大量不可预测的谐波，有可能导致机械共振和失误；低速时

转矩和磁通控制困难；没有电流调节器，无法对电流进行直接控制等。

1。4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

以转子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系统已经广泛应用在高性能的工业应用场

合，由于矢量控制需要转速闭环，因此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利用同轴安装

的速度传感器测速。但是精密的速度传感器价格很高，且在某些恶劣环境

下无法安装速度传感器的，因此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

制技术。

对于无速度传感器系统，由于电机终端可测量的只有电压和电流，因

此转速和转予磁链只能通过电压和电流计算得到。根据电机数学模型，通

过电压和电流计算转速和转子磁链的方法很多““”，常用的速度观测器包括

模型参考自适应(MRAS)速度观测器和扩展Kalman滤波器。

1．4．1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系统的估计算法

利用模型参考自适应系统(MRAS：Model．Referencing Adaptive System)

估计转速和转子磁链的方法是较早时期提出来的，Colin Schauder啪1在1989

年提出利用一种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系统，利用电机定子电流信号进行转

速估计的方法，他以电机转子磁链的电压模型(公式(1．4))作为参考模型，

电机的电流模型(公式(1．5))作为可调模型，建立一个模型参考自适应系

统来估计电机转速，利用Popov超稳定性定理给出了转速估计的算法。这

是首次把模型参考自适应系统应用于电机矢量控制的文献报告，人们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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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对采用MRAS的矢量控制进行了大量研究。

匿：】。一每[足+≯P足+xP】[乏】+专【：：】 c··a，

酬号 R+二P】瞄：】+专【笔】 (1．5)

Hirokazu Tajima等。”利用Schauder提出的方法得到转速估计值，利用

控制系统中状态观测器理论设计了一个降阶观测器对转子磁链进行观测，

通过DSP的试验研究表明系统转速估计收敛于给定值，但试验的转速超调

相对较大。

HisaoKubota等池’2”提出了一种估计转速的新方法：转速自适应磁链观

测器，这是以电机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中的状态方程作为参考模型，将全阶

状态观测器作为可调模型构成的一个转速自适应观测器，通过调节观测器

的转速信号实现转子磁链的自适应观测。Yang Geng叫1采用同样的观测器进

行转速估计，不同的是，Yang Geng是通过Popov的超稳定性定理推导得

出参数自适应，Kubota则是利用了基于李雅普诺夫定理得到参数自适应律。

以上的转速估计和磁链观测方法在参考模型中需要一个积分环节，并

且受到定子电阻变化的影响，对此PengFangCheng等嘶1提出一种改进的模

型参考自适应方法，他以如式(1．6)和式(1．7)所代表的定子反电势代替转

子磁链作为参考模型和可调模型的观测对象，从而避免了在参考模型中的

纯积分运算，在低速时具有较好的转速估计能力。

气mUs--(球。+吐鲁) (1．6)

e。一L。百dim一￡。(∞，@f。--』，-1 i+_』。_1
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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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的状态估计算法

通过分析感应电机在两相坐标系的数学模型，这是一组非线性方程，

将这组方程和机械运动方程联合起来，且如果认为电机转速在短时间(采

样周期)内保持不变，将构成一组新的非线性方程。其中的状态变量为

F。0妒。妒咿珊，】T，而定子电压k。H啦，为输入变量，输出为

k 0卜按照系统辨识的方法，对非线性方程进行状态估计的有效方法

是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因此人们自然想到利用卡尔曼滤波来估计转速和

磁链的方法。

Kalman滤波器是一种最小方差意义上的最优估计递推算法，扩展

Kalman滤波器(Extended Kalraan Filter，简写为EKF)是Kalman滤波器

在非线性领域的推广嘲。Kalman滤波器能在噪声环境下和系统模型不太确

定的情况下得到精确的状态变量估计。EKF应用于感应电机参数估计，把

电机运动看成一个随机过程。将待估计参量(如转子转速、转子电阻、转

子时间常数、负载转矩等)作为增加的状态变量，基于扩展的感应电机非

线性模型进行估计。EKF可以根据测量值选择适合的状态模型，应用很灵活。

在矢量控制系统中，转子时间常数对系统动态性能影响很大，P．Muraca

等伽(1993)提出一种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估计转予磁链和时间常数的方

法，作者从电机的数学模型出发，推导出以转予磁链和时间常数为状态变

量的降阶状态方程，然后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估计，

计算过程中认为其他量都是已知量，对算法的仿真结果表明变量估计值很

快收敛于实际值，说明这种方法可以在线估计电机状态参数。

Young．Seok Kim等㈨通过分析感应电机的状态方程，认为由于定子电

流已经测得，不需要再估计，因此得到以转子磁链和转速为状态变量的3

阶状态方程，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对变量进行估计，并利用DSP开发系统

进行了试验研究，实验结果显示出算法的正确性。此外，Young-Real Kim

等㈣也对基于扩展卡尔曼的转速估计进行了研究，1rI公司的研究报告㈨州

则是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对电机的定子电流、转子磁链和转速5个状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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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时进行估计。

相比其他估计方法，EKF具有：①抑制噪声干扰，提高状态估计准确

度的优点，估计精度受到电机参数变化的影响较小，但其计算工作量较大；

②EKF需要调整的参数较多，参数设置不适合将影响收敛速度，可能引起

系统不稳定。

1．4．3其他速度辨识方法

在电机理想模型下，除以上两种种应用比较广泛的速度观测器外，其

他速度辨识方法还包括：动态速度估计法、PI自适应控制器法、神经网络

法、转子齿谐波法和高频注入法。

虽然辨识速度的方法很多，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系统的精度、

复杂性和系统的可靠性间的矛盾、低速性能的提高等。不论是采用以上介

绍的方法，还是利用其他的估计方法。””，对变量估计或观测的准确性是至

关重要的。如今随着各种新的控制理论的提出，以及具有高速处理能力的

微处理器的研制成功，计算速度不再是限制控制算法的瓶颈，使得人们可

以把最新的控制算法用于电机控制，不断地提高矢量控制系统的各种性能。

1．5本文的主要工作与内容安排

1．5．1本文的主要工作

(1)将应用于线性系统中的卡尔曼滤波器应用到非线性感应电机系统中，设

计了一种基于扩展卡尔曼器的闭环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方案。对定子电

流，转子磁链和转子转速同时进行观测，有效抑制了噪声干扰。

(2)对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全阶模型进行推导转换，得出全新的降阶卡尔曼

滤波器，简化了滤波器结构，减少了运算时间，更加有利于实时运行。

(3)设计了一种基于加权采样点线性自回归方法的无偏卡尔曼滤波器，对非

线性电机模型用统计传播的方法进行处理，有效抑制了泰勒展开式截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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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静态误差过大，更适合实际应用中与对非线性感应电机系统的状

态参数的观测和估计。

1．5．2本文的内容安排

第1章 绪论：简要地综述了感应电机速度控制和速度辨识算法的研究与进

展。介绍了它们的基本工作原理和优缺点。

第2章 预备知识：介绍了电机在三相坐标系、两相静止坐标系、两相同步

旋转坐标系下的模型及状态空间模型。介绍了卡尔曼滤波算法的基

本思想和基本原理。

第3章 开环磁链观测及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的速度估计器：电压模型磁链

观测器在高速时观测效果优越，但存在纯积分环节。难以应用于低

速观测。电流模型观测器在低速时表现良好，但输入量需要速度传

感器提供转子转速信息。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的速度估计器则利用

电压模型作为参考模型，电流模型作为可调模型，结构简单，控制

方便。仿真结果证明了其估计的有效性。

第4章 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采用工

程实际中常用的泰勒公式截断的方法处理感应电机非线性模型。通

过计算系统矩阵和观测矩阵的雅克比行列式代替原来的非线性矩

阵。利用系统变量估计协方差的自回归更新来计算每个采样周期内

的卡尔曼增益，作为电机参数估计的补偿量。估计的转速并入电机

矢量控制系统中组成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系统。在使用的系统方程和

观测方程中，加入了反映建模噪声和测量噪声的噪声矩阵，可以有

效的削弱环境噪声对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估计性能的影响。并且无需

纯积分环节，避免了积分初值和零漂问题。在可用于低速时对磁链

和转速的观测。最后通过与模型参考自适应方法的对比仿真证明了

其观测的有效性及优越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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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于新模型的降阶卡尔曼滤波器感应电机无传感器控制：该改进卡

尔曼滤波器的优点在于将原先使用的五阶电机方程将为三阶，省去

了定子电阻项参数，避免了因温升带来的参数扰动。降阶卡尔曼滤

波由于其简化的结构更利于实时计算，并且在每个采样周期内对转

子转速重新预测，加强了估计的准确性。仿真结果证明了该改进卡

尔曼滤波器的有效性。

第6章 基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沿袭了卡尔

曼滤波器的算法构架，但在处理感应电机非线性模型时，使用UK

变换的方法，通过基于先验概率知识选择的确定性采样点(Sigma

points)来捕获系统变量的相关统计特征，根据非线性映射后的点

集重建系统变量的估计值。无偏卡尔曼滤波器计算量与EKF算法

相当，在处理非线性系统时有更加显著的优势。仿真实验证明了该

观测方法的有效性。

第7章 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指出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给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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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引言

第2章预备知识

本章将介绍有关坐标变换、感应电机数学模型和卡尔曼滤波算法基本

理论的有关知识。

所有电机的电磁转矩都是由主磁场和电枢磁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

此，要弄清感应电机的调速性能为什么不如直流电机，必须对感应电机和

直流电机的磁场情况进行比较：

(1) 直流电机的励磁电路和电枢电路是相互独立的；而感应电机的励

磁电流和负载电流都在定子电路内，无法将它们分开。

(2) 直流电机的主磁场和电枢磁场在空间是互相“垂直的”(互差

,r／’2rad电角度)，而感应电机的主磁场与转子电流磁场间的夹角

和功率因数有关。

(3) 直流电机是通过独立地调节两个磁场中的一个来进行调速的，感

应电机则显然不能。

直流电机和感应电机的比较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如果在感应电机中，

也能够对负载电流和励磁电流分别进行独立的控制，并使它们的磁场在空

间位置上也能互差，r／2rad电角度的话，那么，其调速性能就可以和直流电

机相媲美了。这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人们的追求目标，并终于通过矢量控制

方式得以实现。

2．2坐标系与坐标变换

对感应电机作如下假设：①忽略空间谐波。设三相绕组对称(在空间

上互差120。电角度)，所产生的磁动势沿气隙圆周按正弦规律分布；②忽

略磁路饱和，各绕组的自感和互感都是恒定的；③忽略铁芯损耗；④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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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频率和温度变化对绕组电阻的影响。

在恒功率变换的前提下，坐标变换要遵循下面两个原则：①可逆变换；

②正交变换。则可得到三相／两相静止坐标系变换及两相静止／两相同步旋

转坐标系的变换关系。

2．2．1三相坐标系／两相静止坐标系变换(Clarke变换)

B J

轰
啦 F

t哆
／ 一 一 ～

_
‘ ‘口-A

图2．1三相和两相静止坐标系与绕组磁动势的空间矢量位置

Clarke变换是三相坐标系A、B、C到两相静止坐标系a,p之间的变换，

简称3／2变换，如图2．1所示。若三相坐标系的A轴与两相静止坐标系的a

轴重合，根据磁势等效选择可以得到3／2变换的变换阵cⅣ：为：

钳1[c咖os⋯0 cos季
相应地，从两相静止坐标系到三相坐标系的变换阵c的为：

(2．1)

轨一3锄一3

|宝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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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私一店
COS0

2vr

coS一
3

锄
coS一

3

sin0

．h
Sln一

3

．轨
Sln一

3

2．2．2两相静止坐标系／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变换(Park变换)

(2．2)

Park变换是两相静止坐标系a,p到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q之间的变

换，简称2s／2r变换，如图2．2所示，。若两相静止坐标系的a轴与两相同

步旋转坐标系的d轴重合，根据磁势等效选择可以得到2s／2r变换的变换阵

c2“2，为：

r 一『cOSOe
Ⅶ27一bn以

＼
． ∞。 F

l‘摩太／纱‘
么—气＆。 ～

一 一

i。
a

(2．3)

图2．2两相静止和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与绕组磁动势的空间矢量位置

相应地，从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到两相静止坐标系的变换阵c驯：，为：

『COS0eC
2,／2,|【sin吼

其中Oe为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d轴与两相静止坐标系a轴的夹角。

(2．4)

叫叫咖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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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三相坐标系／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变换

从三相坐标系到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的电压空间矢量变换为：

(2．5)

其中％是为完成可逆变换而构造的电压矢量。从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到三

相坐标系的坐标变换即式(2．5)的逆变换为：

-k2

cos(眈)

cosf见+冬
～ )

cosf吼一冬
～ j

sin(0,)

(2．6)

其中以意义同(2．3-2．4)中以定义。当以-o即三相坐标系的A轴与两相同

步旋转坐标系的d轴重合时，由(2．5)式可导出：

由(2．6)可导出

槲‰0一硼 亿，，

慝卜
1 O

一％％
一％一彤

(2．8)

21

幼一，纫一3

一

一

铲

铲1
2

，“1、，飞

∞

．基
、I●-，、、●l，拓一，加一o

+

+

．

”

"1
2

，百一，弋

∞

出

地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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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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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感应电机数学模型

2．3．1三相坐标系模型

电压方程

磁链方程：

妒A

妒B

妒c

妒。

妒b

妒。

”‘足+訾

”讹+訾

”枕+警

”‘足+警

‰tk墨+警

”讽+警

工^b工^c

工曲 工Bc

上凸 Lcc

L|b 工坼

￡bb ￡bc

己cb 工∞

(2．9a)

(2．9b)

(2．9c)

(2．10a)

(2．10b)

(2．10c)

(2．11)

式中对角线元素是各有关绕组的自感，其余各项则是绕组间的互感。

电磁转矩方程：

运动方程：

t=一np上。【(fA‘+iBib+弛)sin(啡)
(2．12)

“伽缸““如w伽船础伽砧珈伽埘伽伽伽跏船凇协伽胁

、J、月

0

O

2

21■l

+

一hh
n

n

S

S、l，、l，

a

b

●￡+

+．以．以

+

+．，～．k

A

A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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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哪寺鲁

2．3．2两相静止坐标系模型

(2．13)

图2．3 a)和图2．3 b)为感应电机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等效电路。由

此等效电路可得感应电机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电压方程、磁链方程，并

由其推导出电磁转矩方程。

图2．3 a)感应电机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a轴侧的等效电路

电压方程：

图2．3 b)感应电机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芦轴侧的等效电路

u。IRS。+p审。

HhIR|ip,+P审％

u咂·R乒咀+ptp瓣+∞印卉

u瞳_R乒瞻+plp*+∞印蕾

因为转予绕组短路，故有口。一球。一0

(2．14a)

(2．14b)

(2．15a)

(2．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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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写成矩阵形式为：

H璐

“历

Ⅳ甜

Ⅳ所

磁链方程：

RI+LsP

0

工mp

一啦。

电磁转矩方程

O

R+厶P

雌。
工。p

工。p

0

R+L,p

—cod,,

妒。一厶‘+k‘

叩htLlip．+L0自

妒。一k‘+‘0

t}，嘶-L嘣ip．+L≯融

0

L。P

m}t

Rf+L。p

互一詈％乞(‘一io‘。‘，)

2．3．3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模型

k
●

f盘

●

k
●

f所

(2．16)

(2．17a)

(2．17b)

(2．18a)

(2．18b)

(2．19)

图2·4为感应电机在两相I司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等效电路。由此等效电

路可得感应电机在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电压方程、磁链方程，并由其

推导出电磁转矩方程。

电压方程

”钒+訾一咄， (2-20a)

驴咒。+等+咄。 (2．20b)

o=足。+警一(q—q切， (2．2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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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等一亿一q如。(2．21b)

图2．4 a)感应电机在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下d轴侧的等效电路

图2．4 b)感应电机在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下q轴侧的等效电路

将其写成矩阵形式为：

Udj

Uf

0

0

磁链方程：

足+厶P

吐‘

工∥

％k

电磁转矩方程：

一咄
足+tp

一纨k

kp

kp

啦￡。

足+L,p

n‘厶

妒df_．￡l打+工。屯

一n‰
kp

—q厶

Rf+Ltp

‰
●

lqI

●

‰
●

0

(2．22)

(2．23a)

佗．23b)

(2．24a)

(2。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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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乒。【fq。‘，一‘矗) (2．25)

将式(2．13)、(2．24a)和(2．24b)代入式(2．25)得：

等；吾鲁c峨飞◇一争 (2．z6)

2．3．4按转子磁场定向的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模型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只规定了d、q两轴的垂直关系和旋转速度，并未

规定两轴与电机旋转磁场的相对位置。为简化数学模型，现规定d轴沿着

转子总磁链矢量妒，的方向，而q轴逆时针转90。，即垂直于矢量妒，。这样，

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就具体规定为按转子磁场定向的坐标系。此时有

妒dr；妒，，妒口=O (2．27)

即

L。im+L，idr一妒。 (2．28)

￡。0+￡。qr一0

此时电压矩阵方程可写为

“出

“a‘

0

O

电磁转矩方程为

运动方程为

R。+Lsp

吐‘

工mp

60,lLm

—oJL。

R+￡。p
0

0

工mp

敛k

Rt+LtP

ql￡，

t；nPL，．i十妒，
Lr

一60eL。

L。P

0

R，+￡，p

(2．30)

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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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互一气一口q (2．32)

2．3．5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状态空间模型

在两相静止a．芦坐标系下，感应电机的4阶数学模型为：

X-v(x)+Bu

其中z一眩‘妒。妒厨r，H一阻。“昂r．

矿伍)一

咆+扛螺脚竹
一靠+iK妒pT-rip蛳。
争。一毒”俨妒所
LL．i，云1{f，皿+行，Q妒。

感应电机的转速机械方程为

， B a

—1—O 0 O

观‘

0上o o

正。

(2．33)

Q鸭笼够^一妒以)一手瓴+口Q)． (2．36)

删和(2．36肿的系数定义为K一矗一鲁+器．

2-4卡尔曼滤波算法基础

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是由卡尔曼滤波在线性系统中的应用推广到非

线性中的应用。下面我们先来介绍线性卡尔曼滤波的原理，以求读者对卡

尔曼滤波算法的来龙去脉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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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随机控制系统

随机控制系统区别于确定性控制系统的主要点在于前者有不能忽略

的随机因素。确定性控制系统是一个理想系统，它假设输入信号、模型参

数和系统的响应等都是确定性的。事实上，任何工程、经济和交通的控制

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随机因素的扰动，系统的随机性因素表现在：

(1)系统的数学模型的不确定性；(2)输入信号的不确定性：(3)观测

信号的不确定性。

2．4．2滤波算法的发展

由于系统存在不确定因素，随机最优控制需解决如何利用被污染的观

测信号Z。尽可能精确地得到状态变量工的信息的问题，即状态估计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要通过最优滤波器得到状态变量的估计。所谓滤波，是

尽量消除信号中混杂的噪声，将有用的信号选取出来。如果信号和噪声是

确定性的，并且它们的频谱分布在不同的频段，可以用一般的滤波网络(如

RC网络)滤掉噪声，保留有用信号。对于状态和噪声都是随机性的情况，

上述方法就不能奏效，需要用统计方法得到状态的最优估计。因此，对含

有随机状态噪声的系统的滤波，实际上是一种估计。估计大致经历了三个

重要发展阶段：约200年前，高斯(Guass)提出了参数估计最小二乘法，

它利用一系列观测数据z(O)，z(1)，z(2)⋯⋯，使它与估计值之间的误

差平方和最小，最,b-乘法使用简单，在一些简单的估计问题中，仍得到

广泛应用。1940年左右，维纳(Wicner-Hopf)和柯尔莫格洛夫(KosluoropoB)

首次用统计方法研究随机系统，提出了基于最小均方误差准则下的最优线

性滤波一维纳滤波。维纳滤波理论奠定了用统计方法研究随机控制问题的

基础。1960年左右，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在维纳滤波的基

础上提出了最优线性递推滤波——卡尔曼滤波。卡尔曼滤波实际上是一种

数据处理的递推算法，它克服了维纳滤波需要整段数据的缺点，根据前一

时刻的估计和现在的数据可以由递推方程得到新时刻的估计，使存储量和

计算量大大减少。它在线性系统中的应用已经很成熟，对于非线性系统可

以采用近似方法求解。由于卡尔曼滤波的上述优点，它在航天技术、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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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和经济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Kalman滤波理论最早用于随机过程的参数估计，后来很快在各种最

优滤波和最优控制问题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Kalman滤波器具有以

下特点：(1)其数学公式用状态空间概念描述：(2)它的解是递推计算的，

即Kalman滤波器是一种自适应滤波器。值得指出的是，Kalman提供了推

导称作递推最小二乘滤波器的一大类自适应滤波器的统一框架，在实际中

使用广泛的递推最小二乘法即是Kalman算法的一个特例。

2．4．3 leaIBMlrl滤波器问题

考虑一离散时间的动态系统，它由描述状态向量的过程方程和描述观测
向量的观测方程共同表示。

(1)过程方程

X僻+1)一中0+1，t)x(≈)+r伙+1，七)形@) (2．37)

式中，膨×1阶向量X(k)表示系统在离散时间k的状态向量，它是不

可观测的；MxM阶矩阵中(七+1，七)称为状态转移矩阵，描述动态系统

在时间七的状态到七+l的状态之间的转移，它应该是已知的；u(七)为已

知的非随机控制序列。而M×1阶向量w(k)为过程噪声向量，它描述状

态转移中间的随机干扰或误差。

(2)观测方程

z@)。H@)x@)+矿传) (2．38)

式中，z(k)代表动态系统在时间七的Ⅳ×1观测向量；N×M阶矩阵

日@)称为观测矩阵(描述状态经过其作用，变成可观测的)，要求

它也是已知的；y仲)表示观测噪声向量，其维数与观测向量的相同。

过程方程也称状态方程。为了分析的方便，通常假定过程噪声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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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测噪声v(k)均为零均值的白噪声过程，它们的相关矩阵分别为：

驯叭舻∥：：；

即缈∽户P：：；

(2．39a)

(2．39b)

还假设状态的初始值x(0)与∥@)、矿@)，七z 0均不相关，并且噪

声向量W(k)与y@)也不相关，即有：

EW(后少7(，))一o，V七，J (2．40)

最优滤波问题可简述为：给出观测序列z(0)，z(1)，．．．，z@+1)，要求找

出x@+1)的最优线性估计x(k+1I七+1)，使得估计误差

x(k+1Ik+1)IX(k+1)一x(k+ilk+1)的方差为最小，并且要求估计是无

偏的。

2．4．4 KaIron滤波算法思想

当获得观测值z(0)，z(1)，⋯，z@)之后，假定已经找到状态向量x@)的最

优线性滤波估计立@I七)，那么，至lJTk+1时刻，得到新的观测值z@+1)之

后，如何利用系统模型方程以及x@lk)和新观测值z@+1)来求k+1时刻

状态向量x@+1)的最优线性滤波估计x@+1l七+1)昵?一个很直观的想

法是：由在后时刻求得的土@l七)，根据系统状态方程(2．37)可先求得在

_j}十1时刻状态向量j@+1)的一步最优线性预测估计x@+1Ik)，由于

缈@)是均值为零的白噪声序列，其最优估计只能是其均值，它为零，因此，

可得：

x(k+Ilk)=巾(七+1,k)X(klk)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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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统的观测方程式(2．38)，并考虑到矿作)也为零均值的白噪声序列，

其最优估计亦为零，可以得到k+1时刻观测值Z(k+1)的预测值为：

^ ^

z@+1I七)一日他+1，七)x(七+1l七) (2．42)

如果在￡+1时刻状态向量x@+1)的最优预测主罅+lik)是完全正确

的，即量@+1l七)。x@+1)。那么，由式(2．42)所求得的观测值的最优

预测值三@+1I女)也应该是完全正确的，即：

三@+1I七)．14(i,+1)主体+ilk)。H(k+1)z@+1) (2．43)

而与七+1时刻的实际观测值z(七+1)一H(k+1)x@+1)+y(七+1)只差一个

观测误差y@+1)。否则，如果主似+1I七)与x(七+1)不相等，则三@+ilk)

与日仲+1)x@+1)也就不相等，从而它与七+1时刻的实际观测值z位+1)

除相差一个观测误差矿他+1)外，还将具有预测误差项。由此可知，我们可

以用立伙+1It)与z0+1)之间的差别的大小来鉴别并修正七+1时刻状态

向量x@+1)的预测值土让+ll|i})，从而得到七十1时刻x@+1)的最优线性

滤波估计主体+lIk+1)。这里，立@+1I≈)和z@+1)之差：

三(七+ilk)．z(七+1)一Z(k+1l七) (2．44)

称为新息(Innovation)。借助新息方法，一步预测问题很容易求解。新

息方法式是Kailath于1968年提出来的随卸。

有了新息的概念后，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利用新息的线性组合直接构造状

态向量一步预测，其更新公式为：

主似+llk+1)。m@+1，七)主@I^)+K@+1)主体+llk)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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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45)在Kalman滤波算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它表明，k+1时刻的

状态向量的一步预测分为非自适应(即确定)部分m@+Lk)X@Ik)和自

适应(即校正)部分K(k+1)z(七+llk)。从其意义上讲，将K(七+1)称为

Kalman增益(矩阵)是合适的。”。

2．4．5 KaIman增益的计算

根据新息的正交性原理，E{X(k+1I k+1)z70+1l七)卜；0，可得Kalman

增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I；积+1)=．尸噼+1I七y了1(≈+1)【，，他+1)礅+1I七)日。(t+1)+足+l】-1 (2．46)

为了完成Kalman自适应滤波算法，需要进一步推导Kalman增益的实际计

算公式。其中，P(k+lID为X(k+1)最优预测估计的误差方差阵㈨：

P(k+llk)=E{X(k+11k)X'(k+11k)} (2．47)

=—l啦+1，t)．P(1|}I七)旷(t+】’∞+r(k+1，女)Qr。(k+1，D

’ ^

而最优滤波估计误差x(k+1l七+1)一x(k+1)一x(k+ilk+1)的方差阵：

P(k+llk+1)一E{X(k+lik+1)x’(七+llk+1)) (2．48)

=IX—Kq,+1)n(七+1)P(t+1I七)

2．4．6 Kalman滤波算法流程

将上述推导过程推广到具有控制作用v(k)的系统方程：

x(七+1)；垂(t+l,k)X(k)+G(七+1，七)u(t)+r(k+Lk)W(k)(2．49)

Z@)t H@)x(女)+y@) (2．50)

式中U(k1为已知的非随机控制序列，按照上一节卡尔曼滤波基本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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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导思路，可以推导出基于一步预测的Kalman自适应滤波算法如下M：

A．初始条件：

^

Xo(o)一Efz(O)’

^ ^

K(0)-E{IX(0)一肖o(0)】【x(o)-Xo(0)1“}

观测向量序列：{z(0)’⋯，z(k+1))

B．已知参数：

状态转移矩阵中(七+1，后)

观测矩阵H(k)

过程噪声向量的相关矩阵Q(k1

观测噪声向量的相关矩阵R(k、

C．计算：k-1’2，3’．

预测方程

滤波方程

增益矩阵

^ ^

zt+取-垂l+啦盖雌+Gk+耻玑

^ ^ ^

xI俳+1-石I雌+≮“【z¨一Hx训I】

墨“-最+取J，7【JY：己+取日’+R】-1

预测误差方差阵最+母一垂圳t只*m7圳I+r圳tQr7“班

滤波误差方差阵最+取+，=f，一％。胃1只坤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上述方程组可以分成两大部分㈨：第一部分是方程(2．53)和(2．54)，称

为卡尔曼滤波器方程；第二部分是方程(2．55)～(2．57)，称为卡尔曼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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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增益矩阵递推算式。卡尔曼滤波器是一种线性的离散时间有限维系统。

每次完成一次估计后，都要把新的方差递归，使滤波后的状态估计误差的

相关矩阵P(k+llk+1)的迹最小化。这意味着，卡尔曼滤波器是状态向量

x作)的线性最小方差估计啪3

EKF算法收敛的必要条件是：P(k f七)阵与e(k+ilk)阵为对称正定阵。

若P(kIk)一m、K@+1)一0，则算法发散。而P阵初值的选取也影响EKF

算法的收敛，对不同的非线性系统取值不同，仍主要依靠试凑的方法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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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开环磁链观测与模型参考自适应速度估计器

3．1引言

感应电机的磁场控制是调速控制中的关键问题，在基频以下调速时，

无论按稳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控制都需要保持电动机气隙磁通恒定，在基

频以上调速时则需要弱磁控制。感应电机的励磁回路是非独立的，定子绕

组输入的电流包含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两部分，这给感应电机的控制带来

很大的困难。如果按转子磁场的定向控制，则需要知道转子磁场的大小和

位置，因此，对电动机磁场进行实时控制，首先需要检测磁场。电动机磁

场的直接检测，由于受到工程技术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一般采用计算的

方法，即采用磁链模型进行观测。本章通过对磁链模型的仿真，观察磁链

计算的效果。

3．2开环磁链观测

在矢量控制中，电流f。能够准确定向在磁链1；f，，的方向上并且电流f。与

其呈垂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估计磁链矢量妒。，和妒。来计算

单位矢量(sin吃和∞s眭)。下面讨论两种常用的开环磁链观测方法。

3．2．1基于电压模型的磁链观测

图3．1为Matlab中设计的基于电压模型的转予磁链观测器，其算法原

理可用式(3．1)～(3．13)解释。对于基本电压方程式，将其表示成积分式的

形式可得式(3．1)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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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电压模型观测器设计

妒。。弘。一i。R,)dt

妒廓。弘肛。‰足)dt

妒。一妒。一工。‘·L。(f二+‘)

妒舯一妒肛一钆‰-L。啦+‘)

妒。-L。‘+工，】0

中&一L0h+L3_

借助于式(3．3)、式(3．4)，分别消去式(3．5)、式(3．6)中的‘和‰，从而得

妒。-每妒。一k‘

妒肛一每妒加以n‰

(3．7)

(3．8)

同样借助于式(3．3)、式(3．4)，式(3．9)、(3．10)又可被写成如下形式：

D

动

力

Q

$

回

p

p

p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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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oLd。)

％。乏@肛一皿么)

(3．11)

o．12)

将式(3．5)、式(3．6)代入转矩第二章中的方程式(2．19)中并加以简化，得

到口一口坐标系下转矩表达式为

互÷亭‰‘。-妒pru (3．13)

式(3．1)、(3．2)和式(3．11)～(3．13)组成了基于电压模型的磁链观测

器。由图3．1可以看到，观测器由两相静止坐标系下定子电压Ⅳ。。、U和电,ss

流0、‘，作为输入，经过上述的公式运算过程得到输出量两相静止坐标系

下转子磁链妒一、妒肛。再经过sill见。了老睾露和cos见‘了差等露的运
算，将转子磁链定向信息sin0和cosO提供给感应电机矢量控制系统，同时

观测出电磁转矩值t。

在低频(包括零速度)情况下，上面所讨论的磁链观测方法难以获得

良好性能。原因是：

1)低频时，电压信号“。和“。非常小。另外，直流偏移量导致在积分

器输出端上出现累积，从而使理想的积分变得很困难。

2)电阻R、电感k、L。和L。等参数的变化将使信号估计的精度降低。

尤其是Rs的温度变化影响更为显著。在电压较高时，参数变化的影响可以

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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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基于电流模型的磁链观测

基于定予电流和转速的电流模型磁链观测模型，其结构如图3。2：

图3．2 电流模型磁链观测器框图

该电流模型观测器通过检测定子三相电流在两相旋转坐标系下的

分量k 0及转子转速q“11来计算转子磁链妒，及单位矢量

(sin6。。cosO,)，根据下式：

她．盗
’聊，

妒。·而Lm+1i，

(3．14)

(3．15)

图3．2中通过3s／2r变换得到两相旋转坐标系下电流分量缸、‘。转矩

分量‘通过式(3．15)计算得到转予磁链识，式中p为微分算子。励磁分量屯

通过式(3．14)计算得到电机转差峨，再由检测到的转子转速q计算同步速

q(q一哦+q)。通过对q的积分得到同步电角度见，继而换算为单位矢

量sinO。和cosO,。

基于电流模型的磁链观测器需要一个速度传感器，带来传感器安装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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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难于适应恶劣工业环境应用的问题。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系统能零速度

运行。而基于电压模型的磁链估计在高速时效果更好。因此也有的工业应

用中建立一个混合模型用于估计，即在高速阶段采用电压模型，在低速时

让其平稳地切换至电流模型。

3．3模型参考自适应估计器设计

图3．3 MRAS自适应速度观测系统

图3．3为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MRAS)估计器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

制系统。由电压模型、电流模型和转速估算环节三部分组成。由于电压模

型不含转子转速n，，项，而电流模型包含∞，项。故用电压模型的输出作为转

予磁链的期望值，电流模型的输出作为转子磁链的推算值，计算电动机转

速∞。，其关系为：

q邓，+争◇。妒二一茹皿妒二) (3．16)

^ ^

式中(3．16)中，妒：，、妒；。为按电压方程计算的转子磁链值。妒。。、妒厨

为按电流方程计算的转子磁链值a PI调节器的Kp和K；两个参数经过多次

试凑选择为K。一1200，Ki=1．98。



3．4感应电机驱动系统

图3．4感应电机与逆变器系统

为了分析模型参考自适应速度估计器在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中

的性能表现，我们借助Matlab／Simulink工具进行感应电机驱动系统的建模。

使用Matlab／Simulink软件设计的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

统如图3．4所示。整个系统由感应电机，逆变器及速度控制器三部分组成。

其中感应电机参数见表3．1，逆变器为三相全控桥，器件选择为IGBT。速

度控制器采用矢量控制，关于矢量控制内部原理的详细介绍留至第四章。

3．5仿真研究

为检验开环磁链观测方法和MRAS转速估计器对转子角速度和转子磁链

的观测效果，在Matlab／Simulink中对上述方法进行了仿真实验。仿真中所

用感应电机参数为：线电压380V，频率50Hz，其他参数见表3．1。

41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3．1感应电机参数表

参数名 符号 数值

定子绕组电阻 0．087Q
R

定子绕组漏感 35．5mH
t

转子绕组电阻 0．228Q
月，

转子绕组漏感 35．5mH
￡。

定转子绕组互感 34．7mH
工m

漏磁系数 盯 0．0446

转子时间常数 0．1557H／Q
0

图3．5为电压模型观测到的转子磁链，图3．6为电流模型观测到的转子

磁链。由图可以看出，电压模型在高速时观测效果更好，而电流模型在低

速时的观测效果优于电压模型。图3．7为电压模型观测的电机电磁转矩，与

实际电磁转矩值十分吻合。图3．8为设定电机低速运行时(约5rad)由电

压模型观测器观测到的转子磁链。由图可见其观测效果很差，启动阶段带

有很大的振荡，稳态时估计也不准确。

k／<j：⋯oi⋯0⋯■⋯o⋯

卜■■■■一■王一一■

图3．5电压模型观测到的转子磁链

¨

¨

¨

唯

。

喜；一§E&∞￡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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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吲耐

图3．6电流模型观测到的转子磁链

图3．7电压模型观测到的电磁转矩

^^^I。 ⋯，m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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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低速状态下电压模型观测到的转子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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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基于MRAS观测到的转子转速

图3．9为基于MRAS观测器观测到的转予转速，在稳态时的估计值与

实际转速值偏差较大。究其原因，一是低速阶段电压模型存在纯积分环节，

存在积分初值和飘移问题。二是PI调节器的两个参数K和K的选择非常

关键，其中K。修正观测转速的静态误差，而K与转速恢复时间有关，较大

的K恢复时间较短，但是推算转速的波动加大。疋、墨的选择需要多次

试凑修正，显然本例中选择的数值并不能令人满意。

3．6本章小结

经典开环磁链观测有基于电流模型的观测器和电压模型的观测器两种。

两种观测器都基于对定子电压电流作为输入量的计算得到转子磁链，进而

得到转子磁场定向矢量控制所必需的单位矢量信息。电压模型在高速时估

计性能良好，然而由于纯积分环节的存在，在低速段其观测效果劣于电流

模型观测器。电流模型则需要安装电机轴侧速度传感器得到转子转速信号

进行辅助计算。模型参考自适应速度估计器由电压模型作为参考模型，电

流模型作为可调模型。M]，-,AS模型具有结构简单，不需要进行大量实时计

算的优点，但其控制规律中的PI参数对速度估计非常关键，需要在实际中

进行多次试凑修正。

∞

∞

∞

O(s室∞t≤‘^qi＆∞苦√o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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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矢

4．1引言

量控制

本章主要是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出发，将转子转速看成系统中的一个

状态变量，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法估算出转子转速。通过计算机仿真，在感

应电机矢量控制的基础上对这种估算策略进行了研究。

卡尔曼滤波是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滤波方法，它的一个重要作

用在于系统的状态估计。当噪声是正态分布时，这种滤波给出了状态的最小

方差估计，当不是正态分布情况时，这种滤波给出了状态的线性最小方差估

计。本章将卡尔曼滤波用于估计感应电机非线性系统的状态，设计了扩展卡

尔曼滤波器。扩展卡尔曼滤波利用泰勒展开式截断的方式将非线性系统线

性化㈨，线性化以后在形式上同卡尔曼滤波无太多差别。

一般来说，扩展卡尔曼滤波不是最优的，实际上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限制

复杂性的滤波器。它被限定成具有与线性滤波器类似的结构形式。由于使

用了线性逼近，这种滤波器有可能发散，在使用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点。

4．2模型描述

在口一芦两相静止坐标系下，为了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电机转子转速

进行预测，需加入转子转速q作为新增的状态变量。在采样周期很短的条

件下，可以认为q的变化为零，即q一0。这样将第二章2．3．5节中的两相

静止坐标系下的状态空间模型扩为五阶，选择定子电流‘，i。，转子磁链

妒。，妒。和转子转速珊，为状态变量，重写感应电机状态空间模型，用式(4．1)

和(4．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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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一彳’彳(f)+B’“O)

y(f)一C·．r(f)

其中

X—k ip,妒。妒席q】r

y。艮‘】r

“-k珥 H声】r

彳薯

曰I

一螂。缝
d∥dz

0 一塑!±墼一生刍竺
瞳∥d^

她。
厶

O

O

土。
龙．

o上
面，

O 0

0 0

O O

。 一量w。L
9。

警 ～q 一罢。
0 0 0 0

，f1 0 0 0 01

c。【o 1 o o 0J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可见口一口两相静止坐标系下，新的感应电机状态空间模型为一个输

入输出由定子电压、电流组成，系统矩阵由定子和转子参数构成的五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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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状态方程。

4．3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设计

为了将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应用到感应电机模型状态估计中，首先在扩展

的感应电机五阶模型中加入噪声矩阵形(f)和矿(f)∞1，这样就构造了形如第

2章中式(2．34)和式(2．35)的随机控制系统：

系统方程X。妒卜O)，H(f)，f】+∥O)

’狈。量方程 zp)-h[x(t)，f]+yp)

(4．9)

(4．10)

w(t)和矿O)分别称为系统噪声矩阵和测量噪声矩阵。系统噪声矩阵由

系统干扰及模型不准确等方面的因素产生，该矢量的存在更能反映出实际

对象的模型。测量噪声矩阵由测量的不准确性造成，一般w(t)和矿(f)都被

假设为零均值高斯白噪声，其方差矩阵分别为Q和R。

4．3．1利用泰勒展开式处理非线性模型的线性化方法

卡尔曼滤波算法是一种应用于线性系统中的迭代估计算法，为了能够在

非线性的感应电机模型中应用卡尔曼滤波算法，我们首先需要将非线性系

统线性化“”。为此人们提出了大量次优的近似方法“4。“．对于非线性滤波问

题的次优近似，有两大途径：①将非线性环节线性化，对高阶项采用忽略或

逼近措施；②用采样方法近似非线性分布。其中第一种方法，即对非线性

函数进行线性化近似，对高阶项采用忽略或逼近的方法是解决非线性问题

的传统途径，也是工程实际中应用最广的方法Ⅲ1。通过对非线性函数的

Taylor展开式进行一阶线性化截断，从而将非线性问题转化为线性问题。

泰勒展开式的用法“”：

对于式(4．9)和(4．10)的离散随机非线性系统，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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髹Z(k嚣二h纠[X琊(k 4x-爱昆?1)，k+11 (4．11)
I +1)一 1)，矿@+1)，

、。⋯

其中：纠．】一以维向量非线性函数；hi·】一m维向量非线性函数。

将离散随机非线性系统状态方程式(4．11)中的非线性向量函数妒【．】围

^

绕滤波值X(k I足)展开成泰勒级数，并略去二次以上项，得：

狮蚓知m州+等铲k㈣㈣一缸m】+附)

将观测方程式中的非线性向量函数M·】采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得

(4．12)

Z(k兮嘲+1I岍1】+塑豢学k栅，啡母缸+1|蛐啡+1)
(4．13)

当离散系统的采样时间互非常小时，可以近似地令

塑L矗。，；斜七+1，纠aXIz耻)_i(tI)
。。’。’“’

伊瞳㈣)州一詈L廓”量㈣)一㈤

詈l，耻咖籼，-月仲+1)吖}z耻+l卜缸雌)～”⋯

(4．14)

(4．15)

(4．16)

^【立@+1I舭+1】一詈k柏娜，支@+1I炉l，@+1)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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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4．11)式可写成

式中

』石@+1)I中陆+1,kV(k)+u@)+Ⅳ@’ (4．18)
Iz(k+1)=日@+1)x@)+1，@+1)+V@+1)

m【七+1，七】；旦!翌!fl}A!；．；掣l。。。卜量。。，，‘K， I^t‘卜』‘‘FJ

日@咖拦慧铲k慨雌，、 7 越似+n lz(川)o(I+啦)

中坼+l,kl和H(k+1)也称为雅克比(Jaeobian)矩阵”1

(4．19a)

(4．19b)

此即为经过泰勒展开式处理后的近似线性化方程，按照第二章离散型卡

尔曼滤波的算法方程进行预测估计，此时的卡尔曼滤波器由于被推广到了

非线性系统中的状态估计应用，所以也被称为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

Extended Kalman Filter)‘踟。

4．3．2系统状态方程的离散化

为了在计算机系统中应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必须然后将系统方程离
散化，根据以下系统方程离散化公式⋯1

小川t+譬+孚+．．·^叫+等+A：3B，T?”·
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

Ad—I+爿t，吼一BT．·Cd—c

因此，原系统方程的系数矩阵(4．6)～(4．8)更新为离散化系统方程的系
数矩阵(4．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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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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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算法

磐瓦0
画鬈。

差五。
嘞缇0

，一釜墨。
0 1

(4．20)

(4．21)

(4．22)

在到离散化的系统方程后，根据第2章离散型卡尔曼滤波算法流程的方
程组，写出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的一般步骤嘲。

1．预测系统状态

以+啦一‘争(露+1'后，xtI．1，H1)

2．估算系统协方差矩阵P(k+n

丑雌-詈k‰詈k+r。Qr／
3．计算卡尔曼滤波器增益K@+1)

墨一％等k¨(等I‰^。警|㈣。㈣。1

(4．23a)

(4．23b)

(4．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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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估算系统状态

XI*一Xt*一l+^五(K—h(xtk-l，七))

5．里耕协乃爰矩15牟

‰=‰。一K。溜Oh l。。坼．，最¨

其中

妒(七+1，七，xI妊-l，UI)lAd(J：弦)爿j母+坟(盖j陋)“t

mr七+L七，一掣l。。。，．；仲”
计簋t-两式．可得

纠-】一

向

aY

(4．23d)

(4．23e)

Q一笔笋吡十箍聊m+等聊，隹瓦
。一号笋TOi“一等轨，+差聊，+善瓦

警轨+(1_鲁轨叩q聊，
警谒m肌瓦+(1-》，瓦

d掣印k文髟
4“

O

警毛
‘

。

0

0

h(Xk#一k)=G(x雌．1)j雌．1

O

警毛
O

(4．24)

(4．25)

(4．26)

啦五(1每懈
0 O 1

(4．27)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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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f1
o o o

01 (4．29)
嘏【0 1 0 0 0J

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实现就是由以上5个步骤，经过迭代运算实现的。

其中，状态误差协方差矩阵P(七lk)的初始值，系统噪声方差Q的初始值及

测量噪声R值的选取对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4．4基于EKF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统

为了分析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在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中的性能表

现，我们借助Matlab／Simulink工具构造了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无速度

传感器矢量控制系统。进行仿真实验分析。

图4．1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统图，有磁链和转速两个给定参考

值组成控制闭环，三相电流经过三相至两相旋转坐标系的变换，形成两相

电流‘和k，通过磁链和转速两个控制器分别控制得到新的三相电流盘，

再经过电流滞环控制得到逆变器触发脉冲。在这里我们将扩展卡尔曼滤波

器加入整个控制系统。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输入为两相电压“。、“。和电流

t、iA。计算得到的转子转速q代替速度传感器的测量值输入速度控制器，

计算得到的转予磁链妒，和单位矢量sinO和cos0引入电流计算环节中去。整

个EKF则采用Matlab／Simulink自带的S函数(S．Function)编写。

系统中速度控制器(Spced Controller)为一PI环节，参数如下：

Kp=13，K；=26，转矩上限巧-300N·m

旋转坐标系两相电流‘和‘的参考值计算如下；

f·。丝，r．兰．三．生．互
。三。 ’3

np k妒，

转子磁链和单位矢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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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厩丽i (4．32)

sinO。丝，
妒，

cos日。监
妒，

4．5仿真研究

图4．1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统

为验证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对转子角速度和转子磁链估算方法的有效性，

用Matlab／Simulink对基于扩展扩展卡尔曼的无速度传感器电机控制系统进

行了仿真。系统中的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用S．Function实现。仿真中所用感

应电机参数为：线电压380V，频率50Hz，其他参数仍见表3．1。

图4．2观测到的定子电流f。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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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观测到的转子磁链a轴分量

删 燃掣嘲㈣掣孵I㈣孵唧撵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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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观测到的转子磁链芦轴分量

图4．5观测到的转子磁链妒，

系统仿真过程中，给定速度参考值nk-120tad／s，图4．2为扩展卡

尔曼滤波器观测到的定子电流f。、咯经过两相静止至三相坐标变换后的电

流k。从图中可以清晰地观测到定子电流经历的电机启动、升速和达到速

一￡≈量∞￡《j--×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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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给定进入稳态运行这三个阶段。图4．3和图4．4为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观

测到的转予磁链在口轴和卢轴的分量妒。、妒。，从图中可以观察到两个轴

的磁链分量以正弦形式分布。图4．5为妒。和妒。合成的转子磁链妒，，图中

显示其值接近为l。

图4．6感应电机实际转速q

／：
7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一一～

．，一一一．1 一． L． —

y⋯一i⋯～i⋯～i⋯～i⋯一
』 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

√『

／I

，

’一一一一一i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图4．7基于EKF观测到的转子转速二，

图4．6为电机实际转速，图4．7为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观测到的转子转速。

可以看到扩展卡尔曼滤波器观测的转子转速对实际转速的跟踪情况良好。

特别是在启动过程的低速阶段，由于不用像开环速度观测器那样需要直接

对反电势进行积分，因此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对电机低速时的观测效果令人

满意。只是在时刻为零时速度观测值有一个较大的跳变。图4．7为扩展卡

尔曼滤波器观测的转子转速与实际转速之间的误差，除了起始时刻的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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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时刻误差均接近零值。

p一，r—-1
’一一一一一一一P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1

。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i一一一一+一‘i一一一一一一一j

t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6本章小结

^

图4．8EKF观测转速与实际转速之差(q—f．or)

卡尔曼滤波器是一种为线性系统状态估计问题给出的最佳估计自适应

滤波器。而感应电机是一个非线性系统。本章将卡尔曼滤波器算法扩展至

感应电机参数辨识，设计了针对非线性系统的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同时对

五个电机变量进行观测，并将观测到的转速信息引入至感应电机控制系统

组成无速度传感器控制闭环。仿真实验采用了与模型参考自适应(MRAS)

观测器相对比的方法，观测了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各个估计量。仿真实验

证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在感应电机参数估计中去除了纯积分环节，引入

了反映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的信息矩阵，因此和其他磁链与转速观测器相

比，拥有更好的动态跟踪性能，抗噪声能力以及低速状态下良好的观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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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于新模型的降阶卡尔曼滤波器感应电机无传感

5．1引言

器控制

本章针对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在感应电机转速估计应用中运算量大、要求

采样周期短等缺陷，采用新的感应电机数学模型，设计出一种改进的扩展

卡尔曼滤波器。这种改进的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只需要用电机转子磁链作为

状态向量，简化了滤波器结构，且在采样周期内对转速变化进行预测，克

服了需要采用短采样周期来近似转速变化为零的缺陷。仿真试验证明，新

的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具有简化运算量、减少运行时间和待调参数，提高系

统抗干扰性能的优点。

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算法作为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的一种控制策略，具

有：①抑制噪声干扰，提高状态估计准确度的优点，但其计算工作量较大；

②EKF需要调整的参数较多，参数设置不适合将影响收敛速度，可能引起系

统不稳定；③由于在每个采样周期内都用泰勒展开式对系统进行一阶线性

化处理，因此对采样周期要求较高。

从上述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特点可以看出，其估计性能主要由两方面决

定：一是感应电机模型的结构，其直接影响转速估计的精度和运算速度；

二是噪声方差矩阵等滤波器参数的选择，关系着系统的收敛速度和抗干扰

能力。本章主要针对第一个特性，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使用的五阶电机非

线性模型入手，推导出了可用于宽采样周期的降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Reduced-Order Extended Kalman Filter)，简化了滤波器结构，加快了系统

运行时间，提高了转速估计的准确性。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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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改进的感应电机数学模型

在口一口两相静止坐标系下，应用感应电机五阶模型时，需要加入转速

缸作为扩展的状态变量。假设采样周期很短，则认为O)r一0。为了提高转

速估计的准确性，去掉短采样周期这一限制，我们根据感应电机“r”形

等效电路，重新推导感应电机动态模型如下““：

x—A’xO)+B‘HO)

yO)；C’x(o

其中系统变量x将磁链和电流的位置进行交换，而输入变量

z；[妒。妒所乞珏0,2

4军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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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电机模型采用第二章中的公式(2．26)代替了缱-0㈨：

二弓鲁c峨一妒^卜争

(5．7)

(5．8)

(2．26)

其中疗，为电机极对数，．，为转动惯量，瓦为负载转矩。采用新的电机

模型，在每一步采样周期内都对转速进行预测，提高了估计的准确性。

5．3降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基于(5．1)～(5．8)的感应电机模型，我们再进行推导和转化。重新审视

方程，将磁链1：f，。妒竹和转速∞。作为系统变量，‘和‰作为输入变量，得4“：

●

妒甜
●

妒所
●

珊。

一争 --npo)r
o

工t

叩， 一等。
吾每。詈每‰。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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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埘；西“)妒脚】r。k(f)列r)}

Ho)；I。(f)‰o)}。k(f)H。o)】r

输出变量Y，和y：就变为：

Y=【)，，y2]r

y，-“。一(兰哗一!墨“产￡
舻驴芦笋矿鼍竽乏

根据第四章的方法，把(5．9)和(5．10)离散化：

根据Ad一，+一t，Bd一矗t，Cd—C；

由爿；

由B；

月，

L，

／'Z。∞f

—npCOr
0

一生 。

工，

三3每JL‘三3知。，‘4 儿，‘肛”

k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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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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詈老‘t吾知I t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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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C-cd-

L。R，

誓

等q
(5．18)

此后便可采用4．3．3节的算法流程，对(5．16)～(5．18)式的离散方程采

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状态估计了。此时的卡尔曼滤波器经过了降阶

处理，因此也称为降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Redeuced．Order EKF)。

可以看到，在五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中，状态变量工是5xl的向量，系

统的三个系数矩阵A，B和c的维数分别为5x5，5x2和2×5。同时系统噪

声矩阵和测量噪声矩阵的维数也是5 X 5，这意味着我们在调整他们的方差

矩阵时分别需要调整5个参数。在利用降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后，系统状

态向量维数变为3xl，其系统参数矩阵维数变为3x3，3x2和2x3，系统

的整体运算量降为三阶。在调整噪声矩阵的参数时，只需调整3个。并且

在通过对降阶卡尔曼滤波器的推导中我们还省去了定子电阻项参数R，避

免了因温升等因素对定子电阻的影响，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

5．4仿真研究

在Matlab／Simulink仿真环境下对基于改进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无速度

传感器电机控制系统进行了仿真。系统中的改进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用

S-Function实现。仿真中所用感应电机参数为：线电压380V，频率50Hz，

其他参数见表3．1。

^

图5．1实际速度观与估算速度∞r对比

争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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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转子磁链值对比

图5．1所示为速度参考值nk 120tad／s时的实际速度q与估算速度

∞，：图中∞，由降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估算得到；m．由电动机的数学模型

计算得到。由图可见，在电机启动从O～1．5秒升速过程中，由于噪声方差

矩阵的选择问题(由于均用白噪声表示)，甜，与缸存在最大为10rad／s的

误差。在1．5秒后电机进入稳态，估计速度∞，可以很好的跟踪实际速度∞．。

图5．2为转子磁链值，显示效果与图1一样，在1．5s电机稳态后很好的跟

踪实际磁链值。由此可见，Q阵和R阵的选择可以调节状态收敛的速度。

但必须是建立在对误差和测量噪声的统计特性已知的基础上，只能在实践

中摸索出合适的特性参数，这也是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在感应电机转子转速

估计应用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图5．3加扰动后的转子转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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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加扰动后的转子磁链对比

为检验改进卡尔曼滤波器的动态估计效果，我们在2秒钟的时刻给转速

一个扰动值，并将扰动后的转速参考值nk设定为160tad／s，图5．3所示

为扰动后的转子转速。由图可见，估计转速响应很快，在0．8秒钟后与实

际转速同时到达给定参考值160rad／s。图5．4所示为估计转子磁链的情况

也是相同的。在0．7秒的扰动过程中，估计磁链与实际磁链的差值最大不

过0．02web，动态响应良好。

图5．5定子电阻变化后的转子转速

■ⅢD

图5．6定子电阻变化后的转子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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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定子电阻在2．Os时从R。一R。跳变到R。一2R。，负载转矩五在2．5s

时从0跳变到1．5Nm，系统观测速度和观测磁通幅值如图5．5、5．6所示。

在图5．5中，速度响应曲线在2．0s时几乎未受干扰，在2．5s时发生跳变，

但被迅速拉回到期望值附近。由此可见速度控制律对转子时间常数的变化

具有强鲁棒性，并且几乎不受负载转矩变化的影响。在图5．6中，磁通跟踪

性能很好，即磁通控制律同样保持了对参数变化的强鲁棒性。

5．5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新的感应电机模型推导出改进的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将原来的

五阶扩展卡尔曼滤波器模型降为三阶，在每个采样周期内都对转速进行预

测。除去了电机方程中的定子电阻项，防止了因温升等因素带来的参数扰

动。仿真证明该改进卡尔曼滤波器可以简化运算量，减少运行时间和待调

参数，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和鲁棒性。另外，虽然改进卡尔曼滤波器增加

了采样周期内的转速计算，但也引入了新的感应电机参数一转矩正，更适合

于恒转矩负载的感应电机传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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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基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矢

6．1引言

量控制

卡尔曼滤波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递推的算法结构而在许多工程领域获

得了广泛的应用魄1。然而，由于卡尔曼滤波是一种基于最小均方误差的线

性滤波方法，在许多实际应用问题中，状态方程或量测方程为非线性而噪

声为非高斯情况时，滤波问题也表现为非线性，解决非线性滤波问题的最

优方案需要得到其条件后验概率的完整描述，然而这种精确的描述需要无

尽的参数而无法实际应用”1。

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在处理电机非线性模型时采用了泰勒展开式，

围绕着状态估计值将过程方程和观测方程进行一阶线性化截断嘲一，从而将

非线性问题转化为线性。这也是目前工程上应用最广的一种对非线性方程

进行线性化处理的方法。

尽管EKF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它存在如下不足嘲”1：

(1)Jacobian矩阵计算的复杂性使得许多应用变得非常困难。

(2)当时间步长选择得不够小而使得局部线性的假设不成立时，线性

化引入的误差会造成滤波器的不稳定。

(3)EKF需要求导，所以必须清楚了解非线性函数的具体形式，无法

做到黑盒封装，从而难以模块化应用。

目前，虽然对EKF有众多的改进方法，如高阶截断EKF，迭代EKF等

[44．461，但这些缺陷仍然难以克服。

199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Julier和Uhlmarm从近似非线性函数的概率密

度分布比近似非线性函数更容易的思路出发，使用采样方法近似非线性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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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来解决非线性问题，提出了一种EKF的进化算法一无偏卡尔曼滤波器

(UKF-unsccnted Kalman filter)㈣，从理论上给出了新的自适应滤波工具。

UKF算法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雷达跟踪、航天器姿态定位、视觉跟踪等场合，

得到了优于EKF的性能，尤其是近两年国内诸多文献对UKF的应用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

本章将以感应电机的转速估算为具体应用背景，探讨了在此领域引入

UKF算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6．2非线性函数的统计线性化方法

卡尔曼滤波具有“预测(时间更新)+修正(测量更新)”的结构，系

统对未来状态和观测值的预测问题可表述如下。假设x为一概率密度函数

pO)，均值为石t协方差为巳的阼维随机变量，另一个随机变量y是x的

非线性函数，即Y—m0)，其中西(．)为非线性传播函数。我们希望计算Y均

值为Y，协方差为焉。

一般情况下，对下述问题只能采用近似的方法求解。EKF中采用了一

阶近似，它通过在均值点进行泰勒级数展开将非线性方程线性化，由于没

有考虑随机变量的散步情况(不确定性)，因而这种近似可能引入大的误差，

使滤波性能降低甚至引起滤波器发散。

6．2．1卡尔曼滤波器的算法结构分析

A

x(k+llk+1)的估计由观测变量的预测和更新来完成。卡尔曼滤波器

采用一套线性的更新规则来选取卡尔曼增益置使得估计的均方误差达到最

小，我们重新审视卡尔曼滤波算法流程，发现这套规则可以重新简写如下

【船】：

A A

x(k+1I七+1)一x(k+1l七)+K(k+Ov(k+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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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llk+1)一P(k 4．1lk)一K(k+1)，，w(七+1lk)r’(七+1) (6．2)

^

v(k+1)tZ(k+1)一Z(七+1I七)

r(k+1)。只。(七+1l七)f：=1(七+1lk)

(6．3)

(6．4)

在上面这套简化了的更新公式中，我们可以发现需要预测的只有变量

x@)和Z(k)的均值和方差信息。因此，卡尔曼滤波器在非线性系统中的应

用问题即可转化为对变量x@)和Z(k)的均值及方差的预测问题。也就是转

化为怎样计算经过非线性系统传播后随机变量的统计特性的问题。

6．2．2 tit变换

uT变换(Unscented Transform)瞌91提供了另一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它根据随机变量先验分布选取一组采样点(称为Sigma采样点)，利用真正

的非线性函数计算这些点的值，然后利用多个粒子点逼近实现对非线性函

数的线性化。由于这一统计近似技术考虑了随机变量的先验统计特性，因

此与截断泰勒级数的方法相比，可以期望获得更小的线性化误差。在卡尔

曼滤波算法框架中，利用uT变换代替泰勒展开式截断的方法进行非线性函

数的线性化处理，此时的卡尔曼滤波器称为无偏卡尔曼滤波器(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

UT变换基于先验知识：近似非线性函数的概率密度分布比近似其函数

更容易⋯。具体变换方法可用图6．1解释。图中uT变换在确保采样均值

和协方差为X和足的前提下，选择一组点集(Sigma点集)，将非线性变

换应用于采样的每个Sigma点，得到非线性变换后的点集Y和Pw，也是变

换后Sigma点集的统计量。由图6．1可见UKF对均值和协方差的非线性传

播计算更加比EKF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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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UK变换的均值和方差传播方式

6．2．3 uT变换算法流程

下面给出一般意义下的uT变换算法(可应用任何Sigma采样策略)。

一般意义下UT变换算法框架的步骤如下：

1)根据输入变量x的统计量X和％，选择一种Sigma点采样策略，

得到输入变量的Sigma点集{咒}，i-1,⋯，￡，，以及对应的权值彬‘”’和形∽·

其中L为所采用的采样策略的采样Sigma点个数，彬‘“’为均值加权所用权

值，彤‘o为协方差加权所用权值。如不加比例修正，则彤‘“’-彤‘。’-w,

2)对所采样的输入变量Sigma点集{石}中的每个Sigma点进行

Y一中(石)非线性变换，得到变换后的Sigma点集{姐}：

咒-西魄)，i-1，⋯，L (6．5)

3)对变换后的Sigma点集{)，。)进行加权处理，从而得到输出变量y的

统计量)，和％。具体的权值仍然依据对输入变量x进行采样的各个Sigma

点的对应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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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磊彬”咒

￡一l 一 一

岛。荟彬。(yt一_)，)仅一y)7

(6．6)

(6．7)

在uT变换算法中，最重要的是确定Sigma点采样策略，也就是确定使

用Sigma点的个数、位置以及相应权值，以确保其抓住输入变量x的最重

要的统计特征。目前已有的Sigma点采样策略有对称采样、单形采样、3

阶矩偏度采样以及高斯分布4阶矩对称采样等。目前应用中最普遍使用的

还是对称采样和修正采样，我们在本文中设计的应用于感应电机转速观测

的UKF采用比例修正采样⋯1。

6．3基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的感应电机参数观测

下面根据上一节的算法过程对感应电机非线性系统应用无偏卡尔曼滤

波算法。首先对于感应电机的离散非线性随机过程：

』瓦+：?m(x哆?，+耽 (6．8)
I K-HXk+K

其中：呶，地)。

n鼍挚p喵射案"釜霉
。警褂噔芋驯+箍砜+毫霉

警玩廿￡罨舻憾
警碾+粼+嵯懈

叫10
0 0

0101 0 0 0I

X。；I。i肛妒。妒廓山，]r

(6．9)

(6．1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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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r (6．12)

哌一系统建模噪声矩阵，其方差称为过程噪声协方差阵Q

K一系统测量噪声矩阵，其方差称为测量噪声协方差阵R

对以上感应非线性随机控制系统实施UKF算法如下：

1)初始化状态x和状态误差协方差阵P：

X。。E[X。】，晶一E【(x。一x。)(石。一x。)7】 (6．13)，(6．14)

2)在每个采样周期内(．|}-1,2⋯．，*)计算Sigma点。Sigma点的选

择策略采用比例修正算法：

‰和船(i-1,⋯，2L)是在Z周围选择的2L+1个sigma点：

Xo一石 (6．15)

石。i+(廊■石汀-)；i-1，⋯，L (6．16)

石一i一(扣丽)；i．工+k，2L (6．17)

孵⋯、孵。’和彤㈤是用2L+1个Sigma计算均值和协方差所用的加

权值：

阡0。’一z／(L+A) (6．18)

讳00 IA／∞+A)+(1一口2+卢) (6．19)

彬‘埘’-w,o’·x／(2(L+A)} i一1'⋯，三 (6．20)

3)状态更新：

计算每个Sigma点的非线性传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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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l一中仅¨，‰4) (6．21)

采用加权计算非线性传播后的均值和方差：

站荟2L彬㈤籼 (6．22)

巧t羹彬㈣[Xi‰-i-X川矗啦，一土：】7+Q (6．23)

计算观测量的均值：

KIH—HXk*一I

多：一冀∥誓问。
4)测量更新：

(6．24)

(6．25)

0矗。荟彬忙’Ⅸ雌一一K1Ⅸ衅一t—yt】+R (6·26)
型 ．一T

足。K。∑2L彬∽[克"hk}k-I--x：】彤，雌．。一争：】’ (6．27)

5)计算Kalman增益矩阵：

6)校正状态估计作为本采样周期输出：

^ ^。 ●^一

x k tx k+Kk【yk—l，k】

7)更新误差协方差阵为下一采样周期的计算做准备

最‘巧一甄0。丸Kj

(6．28)

(6．29)

(6．30)

可以看到比例修正算法在每个采样周期内计算2L+1个Sigma点，L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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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维数，在这里即为5。式中A i口2伍+后)一L是缩放比例参数。口确定X

周围Sigma点的分布，设为一个较小的正数，例如k一3。k是第二缩放比

例系数，一般不用时设为0。芦用来反映x的先验概率分布情况，对于高

斯分布，卢最优值为2。彬‘4’和彬‘。’分别为均值和协方差Sigma点的权值。

6．4仿真研究

采用S．Function编写无偏卡尔曼滤波器算法进行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

器仿真实验。图6．2为无偏卡尔曼滤波器观测到的转子磁链值，如图所示

其值接近为1。图6．3为无偏卡尔曼滤波器观测到的转子转速值，可见其对

真实转速值观测情况良好。

／

f

图6．2．UKF观测磁链值

：／7’～～i～：
l／

一～一“⋯L⋯一⋯L⋯一⋯i∥

^

，I

。一一，一r一一一一r一一一‘r’一一一r一一一一r一一一‘r

／

。一十一一P一一一一P一一一一P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P一一一一t

／

．；～一一L一一一一L一一一一L一一．一L一一一一L一一一一i

l

图6．3．UKF观测转速值

为了实验无偏卡尔曼滤波器对转子转速的动态跟踪情况，我们在仿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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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秒钟时刻对给转速一个扰动，使转速给定值为零，持续0．5秒后消失。图

6．4为转速真值，可见其在2．5秒后又经历一个升速过程回到120rad／s的

速度给定值上。

图6．4 感应电机转速真值

图6．5为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的转速观测情况，图中可见其在转

速降至40rad／s并开始升速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波动，其对速度变化剧烈的

时间段观测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而图6．6的无偏卡尔曼滤波器对转速真实

值的动态跟踪则情况良好。究其原因是因为对非线性函数的处理仍显简单，

在转速变化剧烈阶段对协方差和均值的估计逊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

图6．5．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KF)转速观测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5本章小结

图6．6．无偏卡尔曼滤波器(UKF)转速观测

加权采样点线性化方法基于统计自回归技术。不同于以往的局部线性化

方法，它是全局意义的线性化。本文第5章设计了一种加权采样点线性化

方法的卡尔曼滤波估计算法，根据均值与协方差信息按非线性映射传播的

特点，通过一组仔细选择的确定性采样点(Sigma points)来捕获系统的相

关统计参量，将非线性映射直接作用于各Sigma点，根据映射后的点集重

建统计参量。采用此类线性化方法的一大类滤波器也称为无偏卡尔曼滤波

器(uKF)。仿真实验证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采用加权采样点线性化方法

代替泰勒公式线性截断的方法，可以使系统获得更好的收敛稳定性和更高

的估计性能，更适合于实际工程中对非线性系统的处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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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总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卡尔曼滤波算法应用在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感应电机

控制中的问题。
’

第l章主要讲述了无速度传感器感应电机控制的意义及研究现状，包

括两个方面。首先较为全面地综述了当前的感应电机控制策略并指明其优

缺点，然后综述了两种有代表意义的速度观测器方案。

第2章主要讲述了有关感应电机控制的预备知识，包括三相坐标系、

两相静止坐标系及两相同步旋转坐标系之间的坐标变换，以及感应电机在

不同坐标系下的模型。最后介绍了卡尔曼滤波器算法的基本理论和算法框

架。

第3章对两种经典的开环磁链观测器进行了介绍。基于电压模型的磁

链观测利用了定子侧电压电流作为输入量，高速观测效果优于电流模型观

测器，但因纯积分环节的存在无法在低速时应用。电流模型观测器可用于

低速段观测，但其需要转子转速传感器环节，带来增加成本和估计精度的

问题。使用电压模型作为参考模型，电流模型作为可调模型的模型参考自

适应速度估计器控制思路简单，易于实现，但其控制参数的调整在实际应

用中较难把握。

第4章将适用于线性系统的卡尔曼滤波器推广至非线性的感应电机系

统，对其运行中的参数和变量进行了观测。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在系统采样

周期很短的前提下，采用泰勒公式截断的方式近似将感应电机非线性模型

进行线性化，这也是工程实际中常用的方法。利用每次观测利用测量变量

和观测变量差值估计协方差的自回归更新来计算每个采样周期内的卡尔曼

增益，作为电机参数估计的补偿量。估计的转速并入电机矢量控制系统中

组成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系统。在使用的系统方程和观测方程中，加入了反

映建模噪声和测量噪声的噪声矩阵，可以有效的削弱环境噪声及随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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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扩展卡尔曼滤波器估计性能的影响。并且无需纯积分环节，避免了积分

初值和零漂问题。在可用于低速时对磁链和转速的观测。最后通过与模型

参考自适应方法的对比仿真证明了其观测的有效性及优越性。

第5章研究了一种基于改进电机模型的降阶卡尔曼滤波器观测方案。

该观测方案的优点在于将原先使用的五阶电机方程将为三阶，省去了定子

电阻项参数。降阶卡尔曼滤波由于其简化的结构更利于实时计算，并且在

每个采样周期内对转子转速重新预测，加强了估计的准确性。仿真结果证

明了该改进卡尔曼滤波器的有效性。

第6章采用加权采样点线性化方法对感应电机的进行线性化处理。加

权采样点线性化方法基于统计自回归技术。不同于以往的局部线性化方法，

它是全局意义的线性化。根据均值与协方差信息按非线性映射传播的特点，

通过一组仔细选择的确定性采样点(Sigma points)来捕获系统的相关统计

参量，将非线性映射直接作用于各Sigma点，根据映射后的点集重建统计

参量。采用此类线性化方法的一大类滤波器也称为无偏卡尔曼滤波器。仿

真实验证明，无偏卡尔曼滤波器采用加权采样点线性化方法代替泰勒公式

线性截断的方法，可以使观测获得更好的收敛性和更高的估计性能，降低

了成本和计算量，更适合应用于实际工程中对非线性感应电机系统的处理

和应用。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在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认为以后的研究重点应该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 卡尔曼滤波估计的精度以及收敛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噪声矩阵Q

和尺事先的取值规划。好的噪声矩阵可以精确的反映建模噪声和测

量噪声。这是实际应用中的难点。文献”21通过大量实验试凑的方法，

工作量大，难以确定是否最优。文献””用似然极大值原理递推噪声

模型，然后累积误差较大。文献Eso]采用遗传算法进行噪声矩阵的

智能最优化，然而其计算量较大，实际应用中成本较高。如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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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地选择卡尔曼滤波器的噪声矩阵Q和尺成为本课题下一个研究

难点。

(2) 针对不同的系统要求和应用场合，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和无偏卡尔曼

滤波器拥有其各自的优势。在许多需要稳定的静态电机转速和精确

转子位置信息的工业应用场合，无偏卡尔曼滤波器可以做到更加准

确的预测估计。然而扩展卡尔曼滤波器拥有很好的低通滤波性能和

对噪声的抗干扰能力。总体说来，无偏卡尔曼滤波器计算量小，更

适于低成本的工业应用。然后在现有的电机模型下无偏卡尔曼滤波

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对非线性系统处理的优势。下一步对无偏卡尔

曼滤波应用的研究将取决于更加真实感应电机非线性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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