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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微复合运动平台的自抗扰控制研究
何耀滨, 杨志军† , 孙 晗, 彭 皓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微纳加工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摩擦是影响机械导轨运动平台精度的主要原因.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将无摩擦的柔性铰链与直线平台结合
在一起, 利用柔性铰链的弹性变形补偿摩擦死区. 然而, 柔性铰链的固有频率低, 其非线性弹性振动严重影响微平
台定位精度. 为此, 本文设计视弹性振动为扰动的自抗扰控制策略, 该方法避免了建立非线性弹性振动精准数学模
型的困难, 利用扩张状态观测器主动估计弹性振动及不确定性, 并在微平台位置环补偿之, 以保证微平台定位精度.
与此同时, 在控制律中加入加速度前馈以提高系统响应速度. 对于宏平台, 采用PID控制作为宏平台位置环的控制
策略, 并通过宏微双级驱动方式补偿受机械导轨非线性摩擦带来的影响. 实验对比结果表明, 自抗扰控制在受非线
性弹性振动影响时, 其抗扰性能、跟踪性能优于传统的PID控制, 可保证微平台良好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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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iction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mechanical guide motion platform. The macromicro composite motion platform combines the frictionless flexible hinge with the linear platform, and compensates the
friction dead zone by the elastic deformation of the flexible hinge. However, the low natural frequency of flexible hinges
leads to nonlinear elastic vibration, which causes poor platform positioning accurac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rategy of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considering elastic vibration as a disturbance. Instead of finding an accurate
mathematical model, this method uses the extended state observer to actively estimate the elastic vibration and uncertainty,
and compensates the elastic vibration in the micro-platform position loop controller to ensur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Also, acceleration feedforward is added to the control law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speed of the system. On the macro
platform, PID control is used as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macro platform position loop while the nonlinear friction of
the mechanical guide is compensated by the macro-micro dual-stage drive.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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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产品的快速迭代及需求日益增长, 市场
的巨大的需求促进了微电子制造、封装、检测装备的
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也激励着高速高精度运动控制系
统的发展[1] . 传统的精密运动平台采用一级进给运动,
由于其摩擦死区的影响易导致平台定位精度降低, 因
此无法很好的兼顾大行程和高精密两个特性. 通过气
浮、磁悬浮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消除摩擦带来的影
响[2–3] , 但这也使得平台的成本提升. 通过压电陶瓷或
音圈电机与柔性机构组成的精密运动平台较适用于
短行程、高带宽运动[4–6] . 通过永磁同步直线电机与刚
柔耦合机构结合的大行程宏微复合运动平台既能够
有效的避免摩擦死区的影响, 也可以兼顾大行程运动
特性[7] , 该设计方案也解决了运动平台在摩擦死区运
动而“往复抖动”的问题[8] . 然而由于宏微平台之间的
柔性机构设计, 宏平台在非线性摩擦因素的影响下易
使柔性铰链产生非线性弹性振动, 进而引起微平台在
不同行程段的定位精度重复性较差的问题. 因此, 在
高速高加速运动工况下, 实现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运
动控制系统参数自整定或者扰动补偿, 成为平台不可
避免的问题.
近年来,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控制问题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9–11] . 文献[9]针对宏微复合运动平台设计一
种通用的PID控制器实现宏微复合双驱的控制, 保证
微平台的定位精度. 文献[10]设计一种自适应非线性
PID控制策略来提升非线性运动定位问题. 文献 [11]
对微平台建立本体和电机动子力学模型, 引入4阶前
馈控制以提高微动系统动态性能, 同时采用变增益非
线性控制组合的形式实现控制器增益的动态修正. 上
述的控制策略在处理抗扰问题上主要是通过积分环
节或者控制器参数自整定的方法处理, 这对建立系统
的动态变化与控制参数之间的准确关系要求比较高.
针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视柔性铰链
的非线性弹性振动为影响系统性能的扰动因素, 从扰
动主动估计与补偿的角度出发, 设计不依赖于系统精
确模型的的自抗扰控制器以提高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定位精度.

张状态观测器, 分别通过黑箱设计、利用已知弹性参
数模型设计一个5阶ESO来估计系统中的总扰动, 再
设计带有总扰动主动补偿的控制输入来实现位移控
制. 文献[22]在快刀伺服系统中采用自抗扰控制结合
加速度前馈的思想有效的提高了系统跟踪精度.
本文针对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位置控制, 将线性
自抗扰控制(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LADRC)引入到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伺服控制系统中
以提高重复定位精度. 首先, 根据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的物理特性进行运动学分析. 其次, 根据宏微复合运
动平台的机械结构特性确定了平台的控制方案, 分别
设计了宏平台与微平台的串级控制器, 通过文献[30]
的运动规划方法生成位移规划、速度规划和加速度规
划, 并将加速度规划作为前馈信号引入线性PD控制律
中以提升系统响应能力. 最后通过对宏微复合运动平
台的硬件实验以验证算法的性能、总结宏微复合运动
平台控制器参数整定规律.

2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运动学分析

文献[7]设计了一款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如图1所
示, 宏微复合双驱平台由两部分组成, 其中宏平台由
一个质量相对较大的刚体组成, 通过其实现大行程、
高速、低精密运动; 微平台由一个质量相对较小的刚
体组成, 微平台通过柔性铰链与宏平台连接在一起,
通过其实现高频、高精密定位.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
驱动模块和位置反馈分别由两套独立的电机动子、光
栅位置编码器读数头组成, 平台共用一套直线电机定
子和光栅尺. 此机构的设计原理是考虑在高速精密运
动过程中, 传统的刚性平台受摩擦死区和平台惯性影
响容易出现较大的超调, 通过引入柔性机构的设计可
使平台在动、静摩擦切换过程中的运动规律由牛顿定
律转变为虎克定律, 通过柔性铰链将导轨的非线性摩
擦引起的不确定性因素有效的转化为柔性铰链的弹
性形变.
ᗞᒣਠ

ᆿᒣ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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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系统的抗扰问题, 20世纪90年代韩京清在经
典PID算法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具有扰动和不确
定性主动估计与补偿的控制结构, 即自抗扰控制[12] ,
高志强提出了一种自抗扰控制的线性化结构[13] , 黄一
等在抗扰的原理分析上展开了详细的论述[14] , 陈增强
等证明了在扩张状态观测器(extended state observer,
ESO)跟踪误差趋于零的前提下, 在线性自抗扰控制下
的闭环系统可以实现对给定信号的精确跟踪以及输
入–输出有界稳定[15] . 与此同时, 一大批学者也在不
同领域上做了大量的自抗扰控制应用研究[16–29] . 其
中, 文献[18]在一个双质量–弹簧系统中设计了5阶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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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共定子宏微驱动运动平台
Fig. 1 Co-stator macro-micro drive motion platform

图1所示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工作机理可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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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图2所示的双质量–弹簧–阻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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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质量弹簧阻尼系统
Fig. 2 Double mass spring damping system

图2中: F1 , F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平台的驱动力,
m1 , m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平台的质量, x1 , x2 分别为
宏平台和微平台的量测位移, v1 , v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
平台的量测速度, ω1 , ω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平台的未
知扰动, k, c分别为柔性铰链的刚度与阻尼.
通过对图2分析可知平台的动力学方程为

m1 ẍ1 = F1 + k(x2 − x1 ) + c(v2 − v1 ) + w1 , (1a)
m2 ẍ2 = F2 − k(x2 − x1 ) − c(v2 − v1 ) + w2 . (1b)
将式(1a)–(1b)转换为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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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
 +
−


  v̇1   m1 m1
m1 m1   v1 



 k

k
c
c  v2
 v̇2

−
−



m2
m2 m2
m2






0
0
(2)







 0 
 0 



 1 (F1 +ω1 )+



 0 (F2 +ω2 ),








1 
m1




0
m2


[ ]




x1


.
y = [c1 c2 ]
x2

c1 = 1和c2 = 0意味着宏平台的位移可测量, c1 =
0和c2 = 1意味着微平台的位移可测量, c1 = 1和c2 =
1意味着宏/微平台的位移均可测量.
由式(2)可知,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将宏平台与微平
台的位移和速度差转化为柔性铰链的阻尼力和弹性
力, 通过该机制可以将带摩擦的刚性系统转化为一个
无摩擦的柔性系统, 从而可实现微平台的精密定位.
此时, 对于微平台而言, 宏微复合的结构设计引入了
柔性铰链非线性弹性振动的影响, 而这一部分因素正
是影响微平台精密定位主要原因.
宏平台与微平台的电机电压方程为

diq1 (t)


+ R1 iq1 (t),
uq1 (t) = L1
dt
(3)


uq (t) = L2 diq2 (t) + R2 iq (t),
2
2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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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q1 , uq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平台的电机输入电
压, iq1 , iq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平台的输出电流, L1 , L2
分别为宏平台和微平台的电机电感, R1 , R2 别为宏平
台和微平台的电机电阻.

3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控制器设计
3.1

伺服系统方案设计

由于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机械结构特性和结构质
量的不同, 宏平台的响应时间比微平台要长, 与此同
时也造成平台在启动和停止阶段的位置误差超过微
平台. 微平台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响应频率大于宏平台.
因此, 对于机械解耦式的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由于其
两个平台之间存在两组相互独立的传感器, 设计一种
双反馈闭环控制方案应用于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由此
可将机械解耦式的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由双输入–单输
出系统等效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单输入–单输出系统.
在给定宏平台、微平台相同的运动规划指令时, 由于
微平台在启动阶段和定位阶段的高频响应, 故而宏平
台与微平台之间的速度差和位移差产生的弹性力能
够有效地补偿宏平台的定位精度, 同时还可以保证微
动平台的定位精度. 平台的控制方案如图3所示, 虚线
框中的部分即为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通过这种控制方案的设计简化了宏微复合运动平
台的调试流程. 首先, 单独给定宏平台一个指令运动,
整定宏平台控制器参数, 使得宏平台定位误差进入微
平台工作范围, 在满足±10 µm精度要求后保存宏平
台控制器参数. 然后, 给定宏平台与微平台相同的运
动规划指令, 使两者一起运动. 保持宏平台控制器参
数不变, 通过调试微平台控制器参数, 使微平台克服
柔性铰链非线性弹性振动达到精密定位得要求. 由此
也可保证微平台控制器在其控制调节范围.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在面对非线性摩擦等不确定性
因素时, 设计传统的PID控制器在不同位置易出现重
复定位精度较差的问题, 无法有效的抗扰. 本文对于
宏平台的位置环控制器设计, 由式(1a)可知, 从机械的
角度来看微平台相对于宏平台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子
阻尼器, 当宏平台超前时微平台可提供一个弹性阻力;
当宏平台进入摩擦死区滞后时可提供一个弹性驱动
力, 此机械结构设计方案在运动过程中可有效地提升
宏平台定位精度. 然而在单级驱动模式下的高速运动
过程中, 宏平台主要还是受到机械导轨非线性摩擦因
素影响, 摩擦力属于高频扰动, 无法得到其准确的模
型. 通过LADRC直接估计扰动并在控制律中补偿, 对
传感器要求极高, 此外ESO的高带宽观测估计[13] 也会
给控制系统带来噪声信号. 故而宏平台设计一个PID
控制器作为伺服系统位置环的控制策略实现粗定位,
通过宏微双级驱动方式补偿非线性摩擦因素给宏平
台带来的影响. 对于微平台的位置环控制器设计,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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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b)可知, 微平台是一个无摩擦系统, 其需要克服柔
性铰链的低频弹性振动影响运动, 将这部分的影响视
为影响系统性能的扰动, 设计一个ESO主动估计并在
微平台控制器位置环中输入通道进行补偿. 与此同时,
通过文献[30]所获得的速度和加速度前馈信息可使得
控制器无需采用跟踪微分器, 既有利于减小系统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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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 其加速度前馈环节也可提升系统的响应速度.
以达到提高微平台的定位精度的目的. 宏微复合运动
平台的电流环应以良好的跟随性能为主, 要求超调量
小, 并希望无静差, 对电网电压波动的及时抗扰是次
要因素[31] , 因此设计两个PI控制器将电流环校正为I
型系统即可分别满足宏平台与微平台的性能需求.

图 3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控制方案
Fig. 3 Control scheme of macro-micro composite motion platform

3.2

宏平台PID串
串级控制器设计
宏平台的位置、速度复合控制律为


ex1 = s−x1 ,
1 wt
dex1

us1 = kpp1 (ex1 +
ex1 dt+Tpd1
),
0
Tpi1
dt

(4)

式中: ex1 为位移偏差信号, s为位移规划, kpp1 为位置
环比例增益, Tpi1 , Tpd1 分别为位置环积分、微分时间
常数.
基于转子磁场定向矢量控制, 在id = 0的控制方
式下, 设计宏平台电流环控制律为



eq1 = A1 us1 − iq1 ,
(5)
1 wt


eq1 dt),
uq1 = kcp1 (eq1 +
Tci1 0
式中: eq1 为电流偏差信号, iq1 为q 轴反馈电流, A1 为
电压–电流比例系数, kcp1 为电流环比例增益, Tci1 分
别为电流环积分时间常数.

3.3

微平台自抗扰控制器设计

根据工程近似的方法, 电流环闭环传递函数可近
似简化为一个惯性环节[31] , 将式(1b)左右同时除于
m2 , 微平台控制输入转化为控制系统位置环的输出,
则自抗抗扰控制器的被控对象模型可转化为

2T
pwm2 Ḟ (t) + F (t) = K1 us2 ,
(6)
ẍ2 = f (x2 , ẋ2 , ω2 , t) + b0 F (t),
式中: Tpwm2 为驱动器功率模块开关时间常数, F (t)为

电机力输出, 总扰动f 包含与系统位移、速度相关的信
息、未知扰动、与时间相关信息, us2 为位置环输出,
b0 = K2 Bl/m2 为控制增益, K1 , K2 为一个与电流环
所输入的电压–电流比例常数、电流环响应能力、电机
力常数Bl有关的常数.
要实现自抗扰控制, 首先需要观测系统中的总扰
动的具体值, 设计一个三阶的扩张状态观测器来估计
系统的位置、速度和扰动信息, 其具体结构可表示为


e = x2 − z1 ,



ż = z + β e,
1
2
1
(7)

ż2 = z3 + b0 us2 + β2 e,




ż3 = β3 e,
式中: e为估计误差, z1 , z2 , z3 分别为ESO的位移估计
值、速度估计值、扰动估计值的输出.
根据极点配置法可得到ESO的增益为[β1 β2 β3 ]
= [3ωo 3ωo2 ωo3 ], 其中ωo 为ESO带宽.
上述的线性ESO通过输入可实时的估计扰动, 并
在控制输入中抵消, 而且ESO具备低通滤波的效果,
能够有效的消除反馈信息中的高频噪声信号.
加入加速度前馈控制信号的微平台位置环线性自
抗扰控制律为

u0 − z3 + a


us2 =
,


b0



u0 = kpp2 (s − z1 ) + kpd2 (v − z2 ),
(8)

2

,
k
=
ω

pp
2
c



k
= 2ω ,
pd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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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3 /b0 为总扰动补偿, v, a分别为速度规划, 加速
度前馈信息, ωc 为控制器带宽.
设计微平台电流环控制律为

eq2 = A2 us2 − iq2 ,
(9)
1 wt
uq2 = kcp2 (eq2 +
eq2 dt),
Tci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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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cp2 为微平台电流环比例增益, Tci2 为微平台电
流环积分时间常数, A2 为电压–电流比例系数.
因此, 本文设计的宏微复合运动平台位置环、电流
环串级控制结构框图如图4所示, 其中宏微复合运动
平台部分对应图3中的虚线框部分.

图 4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伺服系统控制算法
Fig. 4 Servo system control algorithm of macro-micro composite motion platform

为了验证LADRC在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实验效
果, 本文伺服系统选用dSPACE控制器进行实验, 选用
Akribis伺服驱动器作为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伺服驱
动模块, 并将驱动器配置为模拟电流模式作为控制系
统的内环,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实验装置如图5所示.

的定位误差对比如图6所示, 图中黑色实线为规划速
度.
表 1 平台不同驱动方式的动态性能
Table 1 Dynamic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driving
modes of the platform
平台

规划时间/ms 整定时间/ms

单级驱动
宏微复合

262
262

定位误差
幅值/µm

64
24

4.4
1

1000

800

6
4
2
0
2
0.25 0.35 0.45 0.55 0.65

600
400

ᇊս䈟ᐞ / μm

㿴ࡂ䙏ᓖ / (mm . s1)

1000

U/s

200

Fig. 5 Macro-micro composite motion platform

4.1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可行性分析实验
为了验证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有效性, 将宏平台
与微平台刚性连接锁定, 可得到一个驱动力为宏平台
与微平台驱动力之和的等效单级驱动刚性平台. 动态
性能如表1所示, 宏微双驱模式下与单级驱动模式下

600
400
200

0

图 5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

800
ᇊս䈟ᐞ / mm

4 实验分析

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Fsinglestage

U/s
Fmacromicro

W

图 6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与单级驱动平台精度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precision between macro-micro
composite motion platform and single-stage drive
platform

由图6可知宏微复合双级驱动模式下的稳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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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在1 µm, 由表1所示的系统动态特性效果可知系
统的整定时间缩短60.93%. 等效单级驱动模式下的稳
态精度在4.4 µm, 且系统的整定时间长. 因此可说明
宏微双级驱动复合平台的有效性.

4.2

阶跃响应实验

本节在系统位置环给定一个幅值为10的阶跃信号
作为参考输入, 在t = 1 s时加入幅值为1的常值干扰.
响应曲线、跟踪误差对比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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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下, 分别观察使用PID算法与使用ADRC算法的
微平台定位误差曲线的变化. 首先调试好一组控制器
参数, 并完成如图8(a)的实验, 然后在不改变控制器调
试参数的情况下完成2组如图8(b)、图8(c)的不同行程
段实验, 图中所放大部分为响应时间100 ms后的误差
曲线. 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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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0∼150 mm行程下的定位误差

FPID

(b) 跟踪误差曲线对比

140

图 7 LADRC与PI阶跃响应实验结果对比
Fig. 7 Comparisons of the experimental step responses

120

从图7(a)可以看出, 与PID控制相比, 即使常值干
扰存在, LADRC能够在1 s内进入稳态, 调整时间更
短, 且响应波动更小. 图7(b)同样表明, 常值扰动存在
时, LADRC控制具有更小的静差和更短的偏差收敛
时间. 由此可见, LADRC可使系统具有更好的抗扰能
力和控制效果.

点位运动抗扰实验

为了验证微平台控制器的在点位运动过程中的抗
扰性能, 本文以非线性弹性振动的影响作为系统的扰
动, 在加速度1 G、速度1000 mm/s, 行程段分别为0∼
300 mm, 0∼150 mm, 150∼300 mm 的 运 动 轨 迹 规

100
ᇊս䈟ᐞ / μm

between LADRC and PI control

3.0

FPID

FLA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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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300 mm行程下的定位误差

(a) 阶跃响应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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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50∼300 mm行程下的定位误差
图 8 不同行程段的LADRC与PID实验结果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LADRC and PID experiment results
in different travel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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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行程段下的LADRC与PID性能指标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LADRC and PI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under different travel segments
定位误差幅值/µm
定位误差均方根值/µm
控制器 0∼300 mm 0∼150 mm 150∼300 mm 0∼300 mm 0∼150 m 150∼300 mm
PID
LADRC

−1.6
−1.2

−4.9
0.8

−9.5
−1.3

由表2可知, 在允许稳态误差为± 2 µm条件下, 应
用LADRC算法的微平台定位误差幅值能够在误差范
围内波动, 其扰动补偿能力更强, 可获得更好的定位
效果. 而PID算法则出现显著的差异性, 微平台进入下
一段行程的定位误差幅值超出稳态误差范围.

4.4 正弦跟踪实验
为了验证微平台控制器的跟踪性能, 本文分别给
予平台一个正弦曲线的位置指令, LADRC与PID实验
效果如图9所示.

ᒣਠս㖞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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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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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弦跟踪曲线对比
1.0
0.8

䐏䑚䈟ᐞ / mm

0.6
0.4
0.2
0

1.14
0.96

3.95
0.45

8.76
1.14

由图9可知, 由于LADRC补偿了由扰动引起的加
速度变化信息, 故与PID相比, LADRC具有更小的跟
踪误差, 其最大跟踪误差幅值降低约83.52%.

5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控制器参数整定分析
线性自抗扰控制器中, 控制器带宽ωc 、扩张状态
观测器带宽ωo 及控制增益b0 直接决定了微平台性能.
增加ωc , 能够有效的提升系统的响应能力, 使得系统
能够更好更快的跟踪运动规划指令, 然而ωc 过大也将
放大噪声信号, 降低系统的稳定性能, 导致平台振动.
增加ωo , 有利于快速准确的估计总扰动, 提升系统控
制性能, 然而ωo 过大也将引入高频噪声信号. 在实际
调试过程中, ωc , ωo 都需要根据系统的实际响应曲线
折衷选择. b0 可以参考系统的模型计算出一个粗值,
而后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整定.
PID控制器中, 比例增益kp 、微分增益kd 主要影响
系统响应的动态过程, 积分增益ki 主要影响系统的稳
态过程. 增大kp 能够有效的提升系统的响应速度, 缩
短系统的响应时间, 快速降低跟踪误差, 其可以等效
为机械系统的刚度, 但是kp 过大易引起系统的振动.
增大kd 能够有效的降低系统超调趋势, 其可以等效为
机械系统的阻尼, 但是kd 过大易放大噪声, 引起控制
系统的振动. 增大ki 能够降低系统的稳态误差, 但ki 过
大易引起系统响应的超调. 在调试过程中本文可以采
取参数相对独立的方案进行调试, 然而3个参数之间
所引起的变化却又是相互耦合的, 这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加以调试.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控制器参数的调试应遵循先宏
后微、先电流环后位置环的次序进行参数整定. 通过
参考上述参数变化规律, 综合考虑系统的动、静态特
性和抗扰特性, 确定一组最合适的控制器参数.

0.2

6 结论

0.4

本文建立了宏微复合运动平台的运动学模型. 设
计一个三阶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 估计柔性铰链的非
线性弹性振动、内部不确定性及外部扰动, 并在微平
台控制器补偿之. 同时在控制律中加入加速度前馈信
号补偿, 以提高微平台动态性能. 宏平台受机械导轨
摩擦的影响, 设计PID控制器以实现粗定位, 并通过微
平台与柔性铰链产生的弹性力补偿其定位精度. 分析
了线性自抗扰控制作用下, 微平台闭环系统的稳定性.
实验结果表明: 1) 在高速运动情况下, 宏微复合运动
平台相对于单级驱动的刚性平台具有更高的定位精

0.6
0.8
1.0

0

1

2

FLADRC

3

U / s

4

5

6

FPID

(b) 正弦跟踪误差曲线对比
图 9 LADRC与PID正弦响应实验结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s of the sinusoidal experimental responses
between LADRC and PI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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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 系 统 整 定 时 间 缩 短 60.93%, 定 位 精 度 提 升
77.27%; 2) 结合加速度前馈控制的线性自抗扰控制在
宏微复合运动平台中具有良好的抗扰性能和跟踪能
力. 此外, 考虑到宏平台与微平台之间的速度和位移
均可测量, 因此, 结合弹性振动模型的扩张状态观测
器设计方案可作为下一步继续提升定位精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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