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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

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方法。获得该装置

中小车和小球的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构造可达

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的Lyapunov函数；构造基

于Lyapunov函数的控制转矩实时作用于该装置。

可实现装置中小车位移快速达到预设的动态周

期性目标轨迹，小球转角逐渐稳定在预设的动态

周期性目标轨迹上。本发明提出的控制方法仅通

过少许装置物理参数和控制参数可将所述装置

自由度带入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具有控制方法

简单高效的特点。解决了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

荡装置现阶段控制应用领域较单一、研究领域过

于狭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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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S1：获得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

动态周期性轨迹包括小车位移x的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和小球转角θ的动态周期

性目标轨迹 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

其中，t＞t0，t0表示小车位移x与小球转角θ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与 所需

的最小时间，xd表示小车位移x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时的振幅，k表示弹簧的劲度

系数，M表示小车的质量，m表示小球的质量，表示小车位移x达到周期性目标轨迹 时

的初相角；

S2：构造可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的Lyapunov函数V：

构造含装置总能量误差项eE、小球转角误差项eθ、小球转角速度 的Lyapunov函数V，如

式(3)所示：

其中eE＝E-Ed， k1、k2、k3表示控制参数，且k1、k2、k3均大于0， 表示本发

明方法下达到动态周期性轨迹装置的目标能量值，

表示该装置的总能量，表示小车速度，r表示小球旋转半径，I表示小球的转动惯量；

S3：构造基于Lyapunov函数V的装置的控制转矩：

对Lyapunov函数V求导后得到式(4)：

其中， 为小球转角加速度，τ为输入转矩；

令导函数 中：

反解求出输入转矩τ为：

其中，k4表示控制参数，且k4大于0，Δ＝(M+m)(mr2+I)-(mrcosθ)2，

k表示弹簧的劲度系数，输入转矩τ作为旋转激励作用于平移振荡装置以实现该装置动态周

期性轨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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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平移振荡装置周期性运动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单一旋

转激励二自由度的欠驱动机械系统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器人、航空航天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存在欠驱动机械系统的应用，所谓欠驱动

机械系统是指系统自由度的数量多于系统独立控制输入量的一类非线性机械系统。欠驱动

机械系统的表达形式广泛，表达式不具有统一性，很难确立完全适用的控制理论。因此在实

际中，针对欠驱动系统的运动控制研究大都集中在某一类系统中，而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

振荡装置是欠驱动机械系统的基准系统。该装置特点为具有二个运动自由度与单一旋转控

制输入量，由于驱动装置的减少可以减轻系统重量、减少能源消耗、提高系统可靠性，但系

统驱动的减少导致控制变得复杂，因而针对此类欠驱动机械系统的基准系统分析和控制是

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挑战。

[0003] 在具有旋转激励的一维平移振荡装置的控制实践中，所实现的目标分为两种：平

衡点的镇定控制和特殊轨迹的跟踪控制。目前多数控制方法集中在平衡点的镇定控制问题

上，针对特殊轨迹的跟踪控制方面得到的研究尚少，并且周期性轨迹跟踪控制这样新颖的

控制目标暂未在具有旋转激励平移振荡装置中普遍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解决现有的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不能实现动态周期性轨

迹运动控制的问题，提供该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所述的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06] S1：获得具有旋转激励的一维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

[0007] 动态周期性轨迹包括小车位移x的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和小球转角θ的动态

周期性目标轨迹 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

[0008]

[0009]

[0010] 其中，t＞t0，t0表示小车位移x与小球转角θ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与

所  需的最小时间，xd表示小车位移x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时的振幅，k表示

弹簧的劲度系数，M表示小车的质量，m表示小球的质量， 表示小车位移x达到周期性目标

轨迹 时的初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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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2：构造可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的Lyapunov函数V：

[0012] 构造含装置总能量误差项eE、小球转角误差项eθ、小球转角速度 的Lyapunov函数

V，如式(3)所示：

[0013]

[0014] 其中eE＝E-Ed， k1、k2、k3表示控制参数，且k1、k2、k3均大于0， 

表示本发明方法下达到动态周期性轨迹装置的目标能量值，

表示该装置的总能量， 表示小车速度，r表示小球旋转半径，I表示小球的转动惯量；

[0015] S3：构造基于Lyapunov函数V的装置的控制转矩：

[0016] 对Lyapunov函数V求导后得到式(4)：

[0017]

[0018] 其中， 为小球转角加速度，τ为输入转矩；

[0019] 令导函数 中：

[0020]

[0021] 反解求出输入转矩τ为：

[0022]

[0023] 其中，k 4表示控制参数，且k 4大于0，Δ＝(M+ m) (m r 2 + I) - (m r c o sθ) 2 ， 

输入转矩τ作为旋转激励作用于平移振荡装置以实现该装置动态周期性

轨迹控制。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5] 1、本发明提出的控制方法仅通过少许装置物理参数和控制参数可将所述装置自

由度带入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具有控制方法简单高效的特点。

[0026] 2、本发明所提出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也是一个典型非线性周期运动控制目标， 

通过单一旋转激励可间接控制耦合自由度的周期性运动轨迹，可广泛应用于欠驱动机械系

统控制的科研和教学场合。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的结构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方法控制物理参数如表1所示装置的控制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0] 本发明所述的具有旋转激励的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31] S1：获得具有旋转激励的一维平移振荡装置的动态周期性轨迹：

[0032] 动态周期性轨迹包括小车位移x的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和小球转角θ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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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目标轨迹 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

[0033]

[0034]

[0035] 其中，t＞t0，t0表示小车位移x与小球转角θ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与

所需的最小时间，xd表示小车位移x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时的振幅，k表示弹簧的

劲度系数，M表示小车的质量，m表示小球的质量， 表示小车位移x达到周期性目标轨迹

时的初相角；

[0036] S2：构造可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的Lyapunov函数V：

[0037] 构造含装置总能量误差项eE、小球转角误差项eθ、小球转角速度 的Lyapunov函数

V，如式(3)所示：

[0038]

[0039] 其中eE＝E-Ed， k1、k2、k3表示控制参数，且k1、k2、k3均大于0， 

表示本发明方法下达到动态周期性轨迹装置的目标能量值，

表示该装置的总能量，表示小车速度，r表示小球旋转半径，I表示小球的转动惯量；

[0040] S3：构造基于Lyapunov函数V的装置的控制转矩：

[0041] 对Lyapunov函数V求导后得到式(4)：

[0042]

[0043] 其中， 为小球转角加速度，τ为输入转矩；

[0044] 令导函数 中：

[0045]

[0046] 反解求出输入转矩τ为：

[0047]

[0048] 其中，k 4表示控制参数，且k 4大于0，Δ＝(M+ m) (m r 2 + I) - (m r c o sθ) 2 ， 

输入转矩τ作为旋转激励作用于平移振荡装置可实现该装置动态周期性

轨迹控制。

[0049] 图1所述的是本发明方法控制对象的结构图，也即平移振荡装置的结构图。在重力

g方向垂直纸面向下的重力场中，外围矩形框表示四周固定的静止墙壁，轻质弹簧两端分别

与右墙壁和小车左端固定。xoy坐标系的添加为模型量化分析提供矢量基准，系统小球转角

θ以y轴负方向为零基准线，顺时针旋转为正方向；同时小车位移x以系统弹簧自然长度条件

下坐标原点为零基准点，沿x轴正方向为正方向；装置的单输入转矩τ顺时针旋转为正方向。

[005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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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表1所示的是本发明方法控制对象的物理参数表。在基于表1所示参数下的平移振

荡装置可以通过驱动一个小球在水平面内旋转，从而驱动轴向自由度上小车位移的达到动

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同时小球转角最终稳定在 本发明方法利用表1所示参数的

装置可实现的动态周期性轨迹控制效果样例见图2。

[0053] 图2所示的是本发明方法控制物理参数如表1所示装置的结果图。小车位移x在t0

＝2πs时，达到以T＝0 .56s为周期(此时ω＝2π/T＝11 .308)，以xd＝0 .02m为振幅，以 

为初相角的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t＞t0；小球转

角θ在t0＝2πs时，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n＝3。

[0054] 在本发明所述的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中，为使小车位移x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

迹  小球转角θ达到动态周期性目标轨迹 时输入转矩τ为零，装置不需要τ持续

做功维持周期性目标轨迹的可达性，需满足 n＝1,2,3…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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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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