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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液压系统受到元件安装精度、死区非线性以及系统参数摄动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两侧子
系统性能不一致进而引起位置不同步. 针对这一问题, 提出由位置控制器、死区补偿器、同步控制器组成的复合控
制方案. 首先, 建立电液比例位置控制系统数学模型, 并分析系统内部参数摄动及比例阀死区特性对同步控制精度
造成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设计线性自抗扰同步控制器, 实现对系统内外扰动的实时估计与主动补偿, 同时为提高液
压缸动态性能, 减小稳态误差, 设计了比例阀死区补偿器. 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 自抗扰控制器有效地抑制了内外
扰动, 提高了位置同步控制精度, 而死区补偿器的引入改善了系统动态响应性能, 降低了稳态位置同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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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hydraulic proportional position-synchronous hydraulic system is affected by elements installation
accuracy, dead-zone nonlinearity and system parameter vari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performance inconsistency of the
subsystems on both sides and thus causing the position unsynchroniz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compound
control scheme consisting of position controller, dead-zone compensator and synchronous controller is proposed. Firstly,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electro-hydraulic proportional position control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parameters perturbation and proportional valve dead-zone characteristics on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accuracy.
On this basis, a 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synchronous controller (LADRC) is designed to realize a real-time
estimation and an active compensation for system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 and a proportional valve dead-zone
compensator is employe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hydraulic cylinder and reducing
steady-state error.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indicte that the LADRC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osition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Meanwhi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eadzone compensation controller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dynamic respons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but also reduce the
steady-state position synchroniza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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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精密机床以及高端智能设备
的快速发展, 对同步控制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1] . 由
于液压同步驱动系统具有高功率–质量比、使用寿命
长等特点, 且电液比例阀具有安装使用灵活、抗污

染能力强、性价比高等优势, 使得电液比例液压同步
系统在大功率设备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内高压成
形机、大型举升设备[2] 以及大型盾构机等. 其中, 液压
缸位置同步控制精度直接关系到了产品质量及设备
的工作效率, 然而由于液压缸、控制阀、液压管路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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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质量、负载波动、摩擦阻尼、管件密封等因素的
影响, 导致液压缸位置不同步, 过大的同步误差会直
接导致产品不合格或设备运行故障. 因此, 提高电液
比例位置同步系统的控制精度, 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
价值.
目前, 众多学者针对同步控制方法已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 文献[3]提出了一种由交叉耦合模糊PID控制
器与全解耦补偿算法相结合的控制方法, 改善了双液
压缸同步控制精度, 提高了系统鲁棒性. 文献[4]针对
电液比例阀驱动的水下推进系统, 提出了一种自适应
反演滑模控制方法, 该方法结合了实验辨识和自适应
参数控制器设计方法, 提高了系统对外界干扰的鲁棒
性, 实现了“海马号”ROV螺旋桨转速参考轨迹的快
速、精确跟踪. 文献[5]针对液压系统的低阻尼特性,
提出一种解耦补偿控制方法, 该方法降低了多液压执
行器速度和负载振荡对系统同步造成的不利影响, 改
善了系统的动态性能. 文献[6]提出一种基于死区补偿
的主从PID控制方案, 并应用在盾构机的多缸同步控
制中, 提高了多缸同步控制精度. 文献[7–8]在考虑轧
机两侧子系统存在参数摄动和外部负载波动的基础
上, 分别设计了轧机两侧压下位置系统鲁棒动态输出
反馈同步控制器与自抗扰同步控制器, 提高了两侧子
系统的同步控制精度, 改善了带材板形质量. 文献[9]
针对液压系统中存在的输入饱和、控制阀死区等问题,
设计了一种自适应控制器与非线性死区补偿器相结
合的控制方法, 并进行了稳定性证明与实验验证. 文
献[10]采用同步控制器和转矩PI控制器组成的控制方
案解决了电机运动中的抗扰问题. 到目前为止, 针对
电液位置同步系统的研究,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但是, 比例阀控位置同步系统受到响应频率较低、死
区非线性等方面的影响, 导致工业应用及相关研究较
少. 此外, 众多的同步控制方法对系统模型精确程度
依赖性较强, 而液压系统本身是一个强非线性系统,
尤其是同步系统中子系统间又存在耦合, 这都增加了
系统精确建模的难度. 同时, 很多控制算法较为复杂,
在工业领域实现相对困难. 因此, 设计一种结构明确、
所需系统信息少、抗干扰能力强且易于工程实现的同
步控制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自 抗 扰 控 制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ADRC)是由韩京清教授提出的一种新型控制技术, 其
核心是利用扩张状态观测器(extended state observer,
ESO)统一估计系统“内外”扰动, 并设计合理控制律
进行主动补偿, 是一种仅需少量系统信息, 工程性很
强的控制技术[11] . 然而完整的自抗扰控制算法参数众
多, 调整复杂, 工程应用难度较高. 因此, 经过高志
强[12] 等人的研究, 保留线性形式的扩张状态观测器,
且控制律采用PD线性结构[13] , 同时通过“带宽法”整
定控制器参数, 如此一来控制器结构得到了大幅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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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参数都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变得易于调整[14] .
线性自抗扰控制器以其较强的工程实用性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与研究, 在电子集成电路、电机控制[15] 、污
水处理[16] 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本文针对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控制系统中, 子系统
液压缸位置不同步问题, 考虑系统内部存在比例阀死
区特性、参数时变、时滞等“内扰”因素, 及系统机械
结构安装精度、摩擦、负载波动等“外扰”因素, 设计
一种由位置控制器、死区补偿器及自抗扰同步控制器
组成的复合位置同步控制方案, 用以改善系统动态特
性, 提高两侧液压缸位置同步控制精度.

2 系 统 描 述 与 问 题 提 出 (System description
and problem posing)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单侧子系
统主要由位置控制器、比例放大器、电液比例阀、非
对称液压缸以及位移传感器等几部分组成.

图 1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系统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diagram of electro-hydraulic proportional
position synchronization system

从结构上讲,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系统两侧子系统
结构完全一致, 下面对其中一侧进行建模. 其中四通
阀控液压缸动态特性可由滑阀流量方程(1)、流量连续
性方程(2)以及液压缸力平衡方程(3)来描述[17]

QL = Kq xv − Kc pL ,
Ve
ṗL ,
4βe
Ap pL = M ẍp + Bp ẋp + Ks xp + FL ,
QL = Ap ẋp + Ctp pL +

(1)
(2)
(3)

式中: QL 为液压缸负载流量; Kq 为滑阀流量增益;
Kc 为压力增益; xv 为比例阀阀芯位移; pL 为负载压力;
Ap 为液压缸活塞有效面积; xp 为液压缸活塞位移;
Ctp 为液压缸总泄漏系数; Ve 为液压缸总压缩容积;
βe 为有效体积弹性模量; M 为活塞及负载折算到活塞
上的总质量; Bp 活塞及负载的黏性阻尼系数; Ks 负载
弹性刚度系数; FL 为作用在活塞上的任意外负载力.
比例放大器等效为比例环节

i = Ke u,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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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e 为比例放大器增益; i为比例放大器输出电
流; u为控制电压.
电液比例方向阀的阀芯力平衡方程为

K1 = mẍv + cẋv + K2 xv ,

阀芯质量; c为阀芯和衔铁组件的阻尼系数; K2 为衔
铁组件的弹簧刚度.
不考虑外负载力FL 的影响, 仅考虑输入输出关系,

(5)

式中: K1 为比例电磁铁的电流–力增益; m为比例阀

G1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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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1)–(3)并进行拉普拉斯变换, 得到液压缸运动
传递函数为

Xp (s)
Kq /Ap
.
=
Bp Ve 2
Bp Kce Ks Kce
M Kce
Ks Kce
M Ve 3
Xv (s)
s +(
+
)s + (1 +
+
)s +
4βe A2p
A2p
4βe A2p
A2p
4βe A2p
A2p

考虑非弹性负载, 即 Ks = 0, 且 Bp Kce /A2p ≪ 1,
得到考虑输出时液压缸传递函数为

G1 (s) =

Kq /Ap
,
s
2ξh
s( 2 +
+ 1)
ωh
ωh
2

(7)

(6)

子系统开环传递函数为
Ksv Kq /Ap
G(s) =
. (10)
s2
s2
2ξv
2ξh
s( 2 +
+ 1)( 2 +
s + 1)
ωh
ωh
ωv
ωv

√
式中: ωh = 4βe A2p /Ve M 为液压固有频率; ξh = Kce
√
√
βe M /Ve /Ap+Bp Ve /βe M /4Ap 为液压阻尼比; Kce =

Kc + Ctp 为压力–流量系数.
联立式(4)和式(5), 并进行拉式变换, 得到比例阀
及比例放大器的输入输出传递函数为
Ksv
Xv (s)
= 2
G2 (s) =
,
(8)
s
2ξv
U (s)
s+1
+
ωv2
ωv
√
式中: ωv = K2 /m 为比例阀阀芯固有频率; ξv = c
√
1/4K2 为电液比例阀阻尼比; Ksv = Ke K1 /K2 为比
例阀电压–阀芯位移增益.
另外, 电液比例阀阀芯弹簧受到安装时预压缩量
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零位死区∆, 当阀芯运动小于∆时
各阀口仍被遮盖, 而无流量通过; 阀芯位移大于∆时,
阀口才会打开产生流量, 具体描述为[18]
{
0,
xv 6 ∆,
q(xv ) =
(9)
Q(xv ), xv > ∆,
式中: ∆为阀口重叠量; q(xv )为流量关于阀芯位移的
函数; Q(xv )为阀芯位移与流量的非线性函数.
死区特性是影响比例阀动态性能最主要的因素之
一, 本系统可通过实验方法获得死区范围. 首先, 通过
计算机程序控制PCI板卡输出以0.02 V/s为递增或递
减速率的控制信号, 经过比例放大器变换为驱动阀芯
的电流信号, 同时, 记录液压缸位移数据. 最后, 得到
电压u与液压缸位移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以
看出, 输入电压与液压缸位移呈死区非线性关系, 在
输入电压小于3.41 V时液压缸位移几乎无变化, 死区
值占到了控制范围的33%. 因此, 如何有效补偿比例
阀死区, 且不引起系统震荡是提高位置控制精度的关
键所在[19] .
由式(7)和式(8)可得电液比例位置同步系统单侧

图 2 输入电压与液压缸位移关系
Fig. 2 Relation between input voltage and cylinder
displacement

设电液比例位置同步系统两侧子系统分别为H1 ,
H2 , 定义两液压缸位置误差xe , 则电液比例位置同步
控制系统动态模型为

....
...
(5)

xp1 = a15 xp1 + a14 x p1 + a13 x p1 +




a12 ẍp1 + a11 ẋp1 + bp1 up1 ,

....
...
(5)
(11)
xp2 = a25 xp2 + a24 x p2 + a23 x p2 +



a
ẍ
+
a
ẋ
+
b
u
,

22 p2
21 p2
p2 p2


x = x − x ,
e
p1
p2
式中:
2
2
ai5 = 1/ωih
ωiv
,
2
2
ai4 = (2ξiv ωiv + 2ξih ωih )/ωih
ωiv
,
2
2
2
2
ai3 = (ωiv
+ 4ξih ξiv ωih ωiv + ωih
)/ωih
ωiv
,

ai2 = (2ξih ωiv + 2ξiv ωih )/ωih ωiv ,
ai1 = 1, bpi = Ksvi Kqi /Api , i = 1, 2.
理论上来讲,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液压系统两侧子
系统采用完全相同的液压结构, 其动静特性应完全保
持一致, 但在实际系统中, 由于液压元件性能差异、安
装精度、消耗磨损等原因造成了两侧子系统运动性能
的差异, 致使两侧液压缸完全依靠固有性能实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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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难以实现. 此外, 由式(11)所示的系统动态模型,
可知系统受到内部参数时变、负载扰动、液压元件非
线性以及双缸运动耦合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使得位
置同步系统是一个时变的复杂非线性系统, 这都给位
置同步控制造成了困难. 因此选择合理且易于工程实
现的同步控制策略, 并设计有效的控制器是非常必要
的.

3 同 步 控 制 系 统 设 计 (Design of synchronous
control system)
3.1 同 步 控 制 策 略 选 择 (Choose of synchronous
control strategy)
液压缸位置同步控制策略有多种, 常用的有“同
等”和“主从”两种结构. “同等”结构是指两液压缸
控制结构相同且相互独立, 这种结构可以提高对输入
信号的跟踪精度, 但由于两缸间没有信息交互, 降低
了同步精度;“主从”结构是指选择其中一个液压缸
为主动缸, 另一个为从动缸, 运动时从动缸跟随主动
缸, 这种结构提高了同步控制精度, 但牺牲了对输入
信号的跟踪精度. 综上所述, 本文采用一种“同等 +
主从”的控制策略, 具体结构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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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输入; ∆x为同步给定. 因此, 液压缸同步问题可
看作是xe 跟踪∆x的问题, ∆x = xr1 − xr2 可根据系
统控制工艺要求进行设定, 本文中选择常规同步形式
∆x = 0.

3.2

线性自抗扰同步控制器及死区补偿器设计
(Design of linear active disturbace rejection
synchronous controller and dead-zone compensation)
1) 同步控制器设计.

根据同步控制方案, 将式(11)描述的系统动态模
型改写为

....
...
(5)

xp1 = a15 xp1 + a14 x p1 + a13 x p1 + a12 ẍp1 +






a11 ẋp1 + ωp1 + bp1 up1 ,


....
...
(5)
xp2 = a25 xp2 + a24 x p2 + a23 x p2 + a22 ẍp2 +




a21 ẋp2 + ωp2 + bp2 (up2 + ue ),





xe = xp1 − xp2 ,
(12)
式中: ωp1 , ωp2 分别为子系统H1 , H2 的外部扰动, 进
一步将式(12)中的位置同步误差模型转换为二阶形
式[20] , 即

ẍe = ẍp1 − ẍp2 = f (·) + b0 ue ,

(13)

式中: f (·) = f (fp1 , fp2 , up1 , up2 )是关于位置同步系
统内部未建模部分、负载扰动和外部未知扰动的非线
性函数, 也就是系统的内外总扰动, fp1 , fp2 分别是系
统H1 , H2 关于自身状态及外部扰动的非线性函数, b0
为参数bp2 /a22 的估计值, 受到模型精度及参数摄动等
因素的影响, b0 无法准确计算获得, 为一个可调的参
数. 经过这样的处理将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控制系统中
存在的非线性、时变、时滞等问题统筹考虑, 系统转换
为一个2阶系统, 而对于系统“总扰动”, 可通过线性
扩张状态观测器来进行估计[21] . 这就是自抗扰控制器
在处理系统模型不精确、系统参数未知及摄动等方面
的优势所在.
图 3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控制方案
Fig. 3 Scheme of electro-hydraulic proportional position
synchronous control

由图3所示的同步控制方案可以看出, 选择子系
统H2 为“从动”液压缸, 并设计同步控制器, 引入同
步控制量ue , 同步控制量作用于从动缸上. 同时, 设计
比例阀死区补偿器, 用于改善比例阀动态响应特性.
此外, xr1 , xr2 分别为子系统H1 和H2 的位置给定; uc1 ,
uc2 分别为子系统H1 和H2 位置控制器C1 和C2 的位置
控制量; ub1 , ub2 为子系统比例阀死区补偿量; ue 为同
步控制量; xe 既是系统同步误差, 同时也是同步控制

据此设计2阶线性自抗扰的扩张状态观测器. 假
设f (·)可 微, 令x1 = xe , x2 = ẋe , x3 = f (·), 则 系 统
的状态方程可描述为


ẋ1 = x2 ,




ẋ = x + b u ,
2
3
0 e
(14)


ẋ
=
h,
3




xe = x1 ,
式中: x1 , x2 , x3 为系统状态变量, h = f˙(·).
针对式(14)描述的系统设计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
(linear extended state observer, LESO)[22]

1622




ż1 = z2 + β01 (xe − z1 ),
ż2 = z3 + β02 (xe − z1 ) + b0 ue ,



ż3 = β03 (xe − z1 ),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5)

式中: z1 , z2 , z3 是系统状态x1 , x2 , x3 的观测量, 选取
合适的观测器参数 β01 , β02 , β03 , 可实现 z1 → xe , z2
→ ẋe , z3 → f (·)的实时跟踪, 取

ke (∆x − z1 ) − kd z2 − z3
,
(16)
ue =
b0
式中: ke 和kd 为控制律参数. 若z3 可准确估计系统总
扰动f (·), 且令u0 = ke (r − xe ) − kd z2 , 则系统(14)可
简化为
ẍe = (f (·) − z3 ) + u0 ≈ u0 .
(17)
此时系统简化为一个双积分串联结构, 进一步采
用极点配置法[12] , 将系统配置为重根形式, 可得

[β01 β02 β03 ] = [3ωo 3ωo2 ωo3 ],

(18)

式中: ωo 为观测器带宽, 一般而言ωo 越大, LESO对不
确定动态的跟踪越快, 跟踪误差越小, 线性自抗扰的
控制精度越高, 但是增大ωo 同时提高了系统对噪声的
敏感性, 因此调节ωo 时需综合考虑[23] .
类似地, 根据参数化方法及工程经验[24] 可选取式
(16) 的参数为

ke = ωc2 , kd = 2ξωc , ωo = (3 ∼ 5)ωc ,

(19)

式中ωc 为控制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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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ωh 和阻尼比ξh , 从而模拟两侧子系统特性差异. 仿
真 采 用 对 比 方 式, 将 简 单 的“ 同 等 ”控 制 、增 加
LADRC位置同步控制器、增加死区补偿器3种结构仿
真效果进行比较. 两侧子系统位置控制器C1 , C2 都采
用PI控制器, 且经过单侧仿真调整, 为充分研究同步
控制器的性能, 参数选取一致, 具体如下:

kp = 15, ki = 10.
同步控制器LADRC参数根据式(18)–(19)进行整定,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具体选取为

ke = 400, kd = 10, ωo = 100, b0 = 0.4.
死区补偿器参数根据死区范围设置为

ubi = 2.54, i = 1, 2.
表 1 模型参数参考值
Table 1 Model parameter reference value
参数符号

数值

单位

Ap
Ksv1
Ksv2
ωh1
ξh1
ωh2
ξh2
ωv
ξv

0.0014
0.31
0.34
806.3
0.51
762.1
0.42
20
0.5

m2
m3 · (s · A)−1
m3 · (s · A)−1
rad · s−1
—
rad · s−1
—
rad · s−1
—

2) 死区补偿器设计.
死区补偿是为了使阀芯运动快速跳出死区进入线
性控制区. 根据不变性原理, 若扰动可测, 就有可以利
用它来产生控制量消除扰动, 此处可将死区看做一种
可通过实验测量的扰动, 则可根据控制死区范围设计
死区补偿器. 具体如下:

u + u , 0 < u < s ∥s < u < 0,
ci
bi
ci
fi
ri
ci
u(pi ) =
uci ,
其他.
(20)
式中: sfi 为正向死区范围, sri 为反向死区范围, i = 1,
2. 即当位置控制器输出的控制量在死区范围内时, 则
为控制量叠加一个死区补偿量, 当位置控制输出控制
量不在死区范围内, 则保持原输出.

4 仿 真 和 实 验 研 究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4.1

仿真研究 (Simulation research)

为验证所设计的位置同步控制方案的有效性, 首
先在MATLAB环境下进行仿真研究. 对第2节建立的
单侧液压系统数学模型进行参数计算, 并查阅比例阀
技术手册得到相关参数如表1所示. 同时考虑实际系
统, 仿真条件下为两侧子系统设置不同的液压固有频

1) “同等”控制同步效果.
设置输入信号为斜率为1 mm/s的斜坡信号, 前进
距离10 mm, ∆ = 0, 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同等”控制结构下, 左右液压缸跟踪斜坡输
入在初始阶段存在较大误差, 表现出了较大的滞后性,
进入稳态后, 两缸都存在一定的稳态误差, 且受到死
区特性的影响, 误差在长时间内不能被消除, 同时, 两
液压缸同步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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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同等”控制同步效果
Fig. 4 Response performances for synchronous control of
“coequal”

2) “同等 + 主从”控制同步效果.
增加LADRC控制器的同步效果图如图5所示. 由
于主动缸参数不变, 且不受同步控制量ue 的影响, 故
液压缸位移输出与图4中xp1 保持一致. 由图5可见, 增
加同步控制器后从动液压缸位移xp2 稳态部分调整频
率增加, 提高了稳态调整的响应速度, 且同步精度较
“同等”控制结构有所提高, 但受到比例阀死区非线
性因素的影响, 动态调整周期减小的同时导致稳定性
降低, 稳态收敛速度较慢.

图 6 增加死区补偿同步控制效果图
Fig. 6 Response performances for synchronous control of add
dead-zone compensation

4.2

实验研究(Experiment research)

通过仿真研究验证了所设计的位置同步控制方法
的可行性, 为进一步考量该方法在工程应用中的有效
性与实用性, 在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控制系统实验平台
上进行验证, 实验平台实物如图7所示.
实验台控制系统采用“工控机 + 控制卡”的硬件
结构. 其中, 工控机负责控制算法实现; PCI–1710模拟
量采集卡负责液压缸位置检测; PCI–1723模拟量输出
卡负责比例阀控制量输出. PI及LADRC控制算法采
用“欧拉法”离散, 并通过VC++语言编程实现. 其
中PI控制器参数选取一致为

kp = 3.0, ki = 0.3.

图 5 “同等 + 主从”控制同步效果
Fig. 5 Response performances for synchronous control of
“coequal+master-slave”

3) 增加死区补偿同步控制效果.
在“同等 + 主从”的结构上增加比例阀死区补偿
的同步效果如图6所示. 增加死区补偿后两侧子系统
液压缸在初始阶段的跟踪误差明显减小, 同时稳态调
整响应速度变快, 表明增加死区补偿控制量后可使比
例阀阀芯可快速通过死区, 不仅提高了单侧子系统的
动态响应特性, 而且减小了稳态位置同步误差, 较好
地改善了系统控制品质.

离散化的线性自抗扰(LARDC)公式为


e(k) = [xp1 (k) − xp2 (k)] − z1 (k),






z1 (k + 1) = z1 (k) + h[z2 (k) + β01 e(k)],




z2 (k + 1) = z2 (k) + h[z3 (k) + β02 e(k) + b0 u(k)],



z3 (k + 1) = z3 (k) + h[β03 e(k)],





k [r(k) − y(k)] − kd z2 k − z3 (k)


u(k) = e
,
b0
(21)
式中, 同步控制器参数为

h = 0.02, ke = 10, kd = 2.0, ωo = 10, b0 = 3.0,
死区补偿器参数选取为

ub1 = 0.3, ub2 = 0.24,
位置给定斜坡函数为

r(t) = t + 3.
即位置给定为斜率为1 mm/s的斜坡信号, 为保证初始
给定与液压缸初始位置保持一致, 为给定信号增加了
一个3 mm的偏置值.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624

首先, 对“同等”同步控制结构进行实验, 位置跟
踪及同步误差曲线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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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死区范围, 选取合适的死区补偿控制量, 并由位置
控制器输出值范围, 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补偿. 复合控
制方法实验结果如图10所示.

图 7 电液位置同步控制系统实验平台
Fig. 7 Experimental platform of electro-hydraulic
synchronous control system
图 9 “同等 + 主从”控制位移跟踪及同步误差曲线
Fig. 9 Displacement tracking and synchronization error curve
of “coequal+master-slave” control

图 8 “同等”控制位移跟踪及同步误差曲线
Fig. 8 Displacement tracking and synchronization error curve
of “coequal” control

由图8可以看出, 在PI控制器选取一致参数, 且无
同步控制器时, 液压缸1表现出较好的跟踪性能, 但从
跟踪过程可以看出受到比例阀死区特性的影响, xp1
表现出较差的运动连续性. 而液压缸2对位置斜坡给
定的跟踪表现较差, 这也导致两液压缸出现较大的位
置同步误差, 这一点在同步误差曲线上表现较为明显.
在“同等”控制结构基础上, 选择跟踪性能较好的
液压缸1为“主动”缸, 液压缸2为“从动”缸, 同时增
加LADRC位置同步控制器, 进行“同等 + 主从”控
制结构实验, 结果如图9所示. 增加LADRC同步控制
器后, 液压缸2的跟踪效果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同
时降低了同步控制位置误差, 改善了同步控制效果,
验证了LADRC位置同步控制器的有效性, 但是, 通过
对位移跟踪曲线局部放大及同步位置误差可以看出,
两缸动态性能仍待提高.
在“同等 + 主从”的控制结构基础上, 设计死区
补偿控制器, 根据实验测得两侧子系统电液比例换向

图 10 复合控制位移跟踪及同步误差曲线
Fig. 10 Displacement tracking and synchronization error
curve of compound control

由图10可以看出增加了比例阀死区补偿器后, 有
效地提高了两侧子系统液压缸的动态性能, 位移输出
的平滑性得到了改善. 同时, 两液压缸位置同步误差
进一步减小. 除在初始阶段由于位置起点不一致导致
的较大误差外, 基本都保持在了较小的误差范围内,
由此可见为电液比例位置控制增加死区补偿的必要
性, 同时, 也验证了本文所设计的复合控制方案在电
液比例位置同步控制中的有效性与实用性.

5

结论(Conclusions)

本文针对电液比例位置同步控制系统两侧液压系
统动静特性不一致, 导致位置同步控制精度差的问题,
从工程实践角度出发, 建立了电液比例位置同步系统
的数学模型, 并着重分析了电液比例阀死区对液压缸
动态性能造成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由位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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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死区补偿器以及同步控制器组成的复合控制方案.
仿真结果表明, 所设计的控制方案较大的提高了液压
缸位置同步控制精度, 改善了系统的动态品质. 实验
结果表明, 电液比例位置同步复合控制方案可提高单
缸动态性能, 在保证两侧液压缸跟踪给定信号精度的
同时, 保持了较高的位置同步精度, 有效地提高了系
统抗干扰能力, 为工程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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