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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关节机操手的神经网络控制
彭济根１倪元华２乔红３
摘要本文在关节柔性较弱的情况下，对柔性关节机器人操作手的轨迹跟踪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奇异摄动理论的机器人
神经网络控制设计方法，在一般框架下证明了系统跟踪误差最终一致有界，并且可以通过选取增益矩阵使该误差界任意地小．
该方法克服．ｒ对模型参数线性化条件的要求，无需求解回归矩阵，因而具有很强的鲁棒性和模型推广能力．数值试验表明，所
提出的控制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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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与工业的发展，人们对机器人操作手
的控制设计要求日益提高．研究与实践表明，如果
在控制设计时忽略操作手的柔性，那么机器人操作
手执行高频率与高精度任务的能力将会受到很大的
限制．因此，研究柔性机器人操作手系统的控制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柔性关节机器人操作手的控
制问题已成为机器人控制系统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课
题之一．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反馈线性化【１￣３］、奇异
摄动［４枷］、积分流形【１，５】等方法．
对柔性关节机操手系统来说，虽然在某些条件
下，可以得到近似的反馈线性化［１１２】，但是，完全精
确反馈线性化是不可能的．在［３］中，作者在简化模
型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反馈线性化算法．与［１，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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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此算法需要连杆加速度作为反馈变量．但在物
理上要准确地测量加速度是很困难的，冈此该算法
在实际工程中很难实现．
基于奇异摄动理论的控制方法目前主要集中在
自适应控制上［７】．在这些自适应控制方案中，一般不

需要精确知道机器人的惯性参数，而是通过一定的
自适应规律来辨识这些参数．为辨识这些未知参数，
通常假定参数可以线性化，因而需要求解回归矩阵．

实践证明，这种控制方法不具备模型推广能力【６】．在
大多数情况下参数线性化假设是不成立的．
与奇异摄动理论相比，积分流形具有精确简化
模型的能力…１．然而，对于一个给定的非线性控制系
统，往往难以找出其精确流形．虽然通过线性化可
得到流形的近似解，但随着要求的精度增高，其控制
越困难，甚至不可实现，因而仅适合于理论分析【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一般框架一卜．，对柔性关节
机器人操作手轨迹跟踪问题给出一种基于奇异摄动
理论的神经网络控制策略．这种控制方法的主要思
想是，在关节柔性较弱的条件下，将关节处的柔性
力和关节角分别看成快、慢变量．从而将整个柔性
关节机器人操作手系统分解成快慢两个独立的子系
统（即，降阶子系统与边界层子系统）．然后，利用混
合控制原理，分别对这两个子系统设计快慢控制器，
加和后作为整个系统的输入．设计快速控制器的目
的是，使得边界层子系统是指数稳定的，即在快时间
尺度下在关节处提供充分的阻尼．边界层消退后，得

自

１７６

动

化

到的降阶子系统与通常的刚性机械人操作手系统是
相同的．这样，对降阶子系统设计神经网络慢速控
制，以达到对原系统轨迹跟踪控制的目的．稳定性
分析和数值仿真表明所提控制策略是可行和有效的．

２柔性关节机器人操作手系统模型
考虑柔性关节机器人操作手系统的动力学模
型［３】

Ｄ（ｑ１）蚕１＋Ｃ（ｑ１，圣１）雪１＋Ｃ（ｑ１）＋Ｆ（ｑ。）＝
Ｋ（ｑ２一ｑ１）
（１）
（２）
埘２一Ｋ（ｑ２一ｑ１）＝ｕ
其中ｑ，∈Ｒ”与口２∈Ｒ”分别表示连杆和转子的
转角；Ｄ（ｑ，）与Ｊ分别表示连杆和转子的惯性矩

阵；Ｃ（ｑ，，圣。）空，、Ｃ（ｑ，）、Ｆ（ｑ，）分别表示哥氏力和离

学

的正对角阵，则（４）等价于

Ｅ２Ｊ艺＋Ｅ虬宕＋Ｋ１Ｚ＝Ｋ１（ｕ。一Ｊ（１１）

由＝［一，一。甄。；＋，。一，，一Ｊ二琏］ｔｔ，＋
卜一一。＆Ｍ州］＋

∽０。卜

Ａ（ｑ１）叫＋Ｂ（ｑ１，圣１）＋Ｅｕ。
Ｅ＝０时的解，则有

Ｄ国。）羞。＋ｃ（ｑ。，舂，）舂。＋Ｇ国。）＋Ｆ（舂。）
＝［１ ０］ｗ
（７）
面＝一Ａ（圣＠））一１【ＢＱ。，舂。）＋Ｅｕ。］
（８）

根据物理意义，模型中各变量具有几个重要的
基本性质，在此不再赘述，读者可参考【８］或其它相

该系统（７－８）称为系统（３—４）的降阶系统．若令
Ｗ１＝一Ａ（ｇ（￡））一１［Ｂ（ｑ１，垂１）＋Ｅｕ。Ｊ

都是由连杆质量ｍ、连杆长度ａ和关节角正余弦

组成的有限维多项式；哥氏力和离心力项可选取

为ｃ（ｑ１，垂１）＝Ｄ（ｑ１）“一ｊ亩：丽ＯＤ＂’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关节的柔性通常是很小
的，即Ｋ非常大，因而存在正常数Ｅ《１使得

Ｋ＝Ｅ～Ｋ１，其中甄是与Ｅ无关的正对角阵．令
名＝Ｋ（ｑ。一ｑ１），则系统（１—２）等价与如下系统
Ｄ（ｑ１）吞１＋Ｃ（ｑ１，空１）垂１＋Ｃ（ｑ１）＋
Ｆ（ｑ。）＝ｚ
Ｅ２彪＋Ｋｌｚ＝Ｋ１（ｕ一埘１）

（３）
（４）

易见，当关节柔性较弱（即，当Ｅ足够小）时，系
统（４５）可以看成是一个奇异摄动系统．根据奇异摄
动系统理论【９ｌ，系统（４－５）可以近似地分解成两个独
立的子系统，即降阶系统与边界层系统．如果将控制
变量乱分解成独立的两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将
分别出现于降阶系统和边界层系统中．这样，我们可

通过分别对降阶系统和边界层系统设计适当的控制
器，达到对系统（乒５）从而对（１—２）的控制目的．这
就是混和控制方法（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的思想．

ｍｅｔｈｏｄ）［９】

（６）

易见，矩阵Ａ（ｑ。）是可逆的．于是，求（３）和（６）在

数；ｕ∈Ｒ“为控制输入．

注１．矩阵Ｄ（ｑ。）和向量Ｃ（ｑ。）的每一个元素

（５）

进一步地，若令ｔｌ，＝（ＺＴ，ｅｚＴ）Ｔ，那么，容易验证，
方程（５）冈而（４）等价于

心力项、重力项、摩擦力项；Ｋ为关节角刚性度系

关文献．

３３卷

报

磁

由

剐

∞

＝

第［

口ｐ ∞＋

佃

一

Ｑ

『￡

＋ ，Ｄ

－）。牡。］

Ｊ

卜０

其中Ｑ＝ＪＤ～（ｃ４。＋Ｇ＋Ｆ），进而令’７＝伽一
钮１，７＿＝Ｅ＿１ｔ，则（３）和（６）等价于
Ｄ（ｑ１）蕾１＋Ｃ（ｑ１，垂１）空。＋Ｇ（ｑ。）＋Ｆ（ｑ１）
＝（Ｉ＋ＪＤ一１）一１“。＋［Ｉ ｏ切＋Ｐ
（９）

害＝舶ｍ））’７一嘲

（１０）

其中Ｐ＝（Ｉ＋ＪＤ一１）一１ＪＤ一１（∞１＋Ｇ＋Ｆ）．在
（１０）中令Ｅ＝０，则得到系统（３—４）的边界层系统为

雯：以（啪））而
ｄ７－

一

（１１）

为了利于控制系统的设计，我们引入以。卜变量
ｒ＝色＋Ａｅ，ｅ＝ｑｄ一口１

（１２）

，④）＝Ｄ（ｑ。）（苕ｄ＋Ａｅ）＋Ｃ（ｑ。，空。）国ｄ＋Ａｅ）
＋Ｇ（口１）＋Ｆ（ｑ１）一Ｐ
（１３）

设ｕ＝ｔ‘。＋ｔ‘，，其中ｕ。和让ｆ分别称为控制变
量的慢部和快部．特别地，若控制变量的快部ｔ‘，设

其中，ｇｄ为给定的连杆期望轨迹，Ａ为正定

计为：让，＝Ｅ－１％（空１一垂２），其中鲍是与Ｅ无关

对角阵，暑，为适当选取的变量（譬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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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彭济根等：柔性关节机操手的神经网络控制

（口吾，垂ｉ，砑，ｅＴ，ｒＴ）Ｔ）．则方程（９）可等价地写成

１７７

ｂ）Ａ（ｔ）一致有界， 即存在常数ｃ２＞０，使
Ａ（≠）Ｉｌ≤Ｃ２ Ｖｔ；
ｃ）Ａ（ｔ）一致有界， 即存在常数ｐ＞０，使
Ａ（ｔ）ｌＩ≤ｐ，Ｖｔ．

Ｄ（ｑ１）产＝一Ｃ（ｑ１，１），．＋ｆ（Ｙ）
一［，ｏ］叼一（Ｉ＋ＪＤ一１）一１ｔ｜。（１４）
同样地，令于＝言＋Ａ百，舀＝ｑｄ一圣ｌ，则降阶系统

那么，存在常数ａ１＞０，使得以下结论成立：

（７－８）等价于
Ｄ＠。）手＝一ｃ国。，舂。）于＋ｆ（ｆ１）一（Ｉ＋ＪＤ一１）一１牡。
（１５）
注２．在（１２）式中，变量ｅ通常称为追踪误差，ｒ
称为滤化误差．容易证明，ｅ可以由ｒ上界控制［８］．

期望轨迹口ｄ一般可选择为三阶光滑且有界的曲线，
即，存在常数ｑＢ＞０，使得

（ｇｊ，酊，砑，爵）Ｔｆｆ≤％，Ｖｔ≥ｏ

（１６）

１）存在Ｐ（ｔ），Ｖｔ，Ｐ（ｔ）Ａ（ｔ）＋ＡＴ（ｔ）ｐ（ｔ）＝一Ｊ；
２）比∈Ｒｎ，ｔ，有Ｃ一１茁Ｔ￥＜２ｘＴｐ（ｔ）ｘ＜
ａ＿１Ｃ２ｚＴｚ，其中Ｃ＝ｓｕｐｔＩｌＡ（ｔ）｜Ｉ；
３）Ⅵ，有Ｊ｝户ＪＪ≤２－１ａｆｌｐＭ４，其中Ｐ（ｔ）＝

ｆＦ［ｅＡ（。）７］Ｔ［ｅＡ（２）ｒ］ｄＴ为正定对称矩阵．
注３．容易验证［５］，若在（５）式中选取％＝
Ｋ１Ｊ，则ＡＣｔ）：＝Ａ（ｑ１（ｔ））满足引理１中的三个条
件，其中Ａ（ｑ·（≠））为方程（６）给出，冈而引理１的三
个结论都成立，其中

３基于奇异摄动理论的神经网络控制

Ｐ（ｔ）＝／［ｅＡ（ｑ“的汀］Ｔ ｅ撕－（啪７］ｄＴ

的万有逼近性质，为系统ｆ１—２）建立一种神经网络控
制方法．

为方便计，相应于引理１中结论３），令

Ｔ１：＝２－１Ｑ＿１ｐＭ４

由神经网络的万有逼近性质［８ｌ知，ｆ（ｙ）可以由
一个单层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ｋ神经网络任意逼近，即，

若慢速控制让。设计为

对任意给定的紧集Ｓ∈Ｒ“和逼近误差界ＥⅣ，可适
当选取激活函数≯（ｚ）和权重矩阵Ｗｊ使得

，（暑，）＝孵≯＠）＋Ｅ国），Ｖｙ∈Ｓ

（１７）

ｕ。＝（Ｊ＋ＪＤ一１）［谚Ｔ≯（可）＋Ｋｒｒ］
其中Ｗ是对ｗｏ的估计，则系统（１９）等价于
Ｄ（ｑ１妒＝－［Ｃ（Ｔ１，Ｔ１）＋ｊｏ］，．＋ｗ１妒（！，）＋Ｅ④）一【，ｏ］叼（２２）

其中忙④）ｌｌ≤ＥⅣ，通常地，咖（ｚ）可选取为［８
１＋ｅｘｐ（一·）’

’１＋ｅｘｐ（一·） ｎ／，５几×１
Ｊ

其中～Ｗ：眠一谚．

（１８）

弓Ｉ理２．令ｚ＝ｆｅＴ ｒＴ］Ｔ，Ｘ＝ｆｚＴ叩Ｔ１Ｔ，若

（ｘ，Ｗ）∈Ｂｘ×上‰全Ｂ，其中Ｂｘ和Ｂ谚分别表

值得注意的是，冈为函数ｆ（ｙ）是未知的，所以满
足（１７）式的权重矩阵Ｗｏ是未知的．然而若激活
函数选定，则Ｗｏ的变化范围是可以确定的，既存
在正常数ｕ日，使得ＩＩＷｏｌｌＦ≤ｕＢ，其中｜ＩＷｏ怯＝

示中心在原点半径为Ｐｘ和俯的闭球．若Ｗ１可微，
则存在正常数ｐ－，侥，风使下面不等式成立

ｔｉ，·｜｜≤ｐ·＋倪ＩＩｚ｜｜＋岛ｌＩ＇７｜｜

√打＿［孵甄］．为甄的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范数．

一（》＋Ⅵ等。≯④）＋Ｅ④）一［，ｏ］，７
一（，＋ＪＤ一１）一１牡。

黑＝Ａ（ｑ１）＇７一面１

（１９）

导得
伽１

２

引理１．［９］设Ａ（ｔ）∈Ｒ似”为以ｔ为变量的矩阵
函数，如果Ａ（ｔ）满足以下条件（ａ）一（ｃ）：
ａ）特征值的实部严格小于零，即存在常数ｃ，＞

０ｗ】．

．０ｗ】。

．０ｗ】一．０ｗ１．

面口ｄ＋面口ｄ＋面口ｄ＋百ｅ

＋等¨荨蔬形玎

（２０）

下面给出两个引理．

万方数据

重调节法则谚＝Ｆ≯④）ｒ（ｔ）Ｔ一心Ｆ忙（ｔ）｜｜谚（ｔ）求
．

为得到系统跟踪误差的最终一致有界性结论，

０，使ＲｅＡ≤一ｃ１，Ｖｔ；

（２３）

证明：Ｗ。沿着整个系统的解轨迹和神经网络权

由（１０）和（１４）知，在网络逼近（１７）时，系统
（１—２）在紧集Ｓ上等价于
Ｄｉ＂＝

（２１）

Ｊ０

本节在函数ｆ（ｙ）未知的情况下，运用神经网络

＝鬻¨等｛｝ｄ＋鬻聃百０１／３１（ｒ－Ａｅ）
面口ｄ＋面ｇｄ＋面口ｄ＋百（
２

＋荨蔬痧玎＋等矿［－（ｃ倒ｔ．
＋形Ｔ≯（∥）＋Ｅ（∥）一【Ｊ ｏ］刀］

（２４）

自

～，ｏ

动

化

～，ｏ

其中嗽Ｊ，ｗ玎分别是矩阵Ｗ，Ｗ的第ｉ行第Ｊ列
元．

若定义Ｍ＝ｓｕｐ删就ｌＩ：（ｘ，谚）∈Ｂｘ×

％］．，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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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而且，ｒ的最终界可以通过调节增益矩阵群
和参数仡变得任意小．

证明．设Ｐ（ｔ）如（２１）所示，分别对降阶系统和
边界层系统设计李雅普诺夫函数函数

Ⅵ（ｒ，谚）

等瓦Ｏ％Ｗｌ彩圳≤等鳓刊蔫ＩＩ

３３卷

＝

丢ｒＴＤｒ＋互１打．［谚ＴＦ一１谚），％（叼）

＝圹Ｐｒ／

≤Ｍ∑Ｉ谚订ｌ＝ＭｌＩＷｌｌ－

（２７）

易得Ⅵ和％沿着原系统（１—２）等价地沿着系统
（２０—２２）解轨迹的求导满足

其中ＩＩ’ＩＩ－为矩阵磐一范数‘重范数的等价性司得，

优

≤

存在ｃ＞０，使得ＩｌｗｌＩ－≤ｃｌｌＷＩＩＦ，所以

ＩＩ善蔫鳓≤ｃＭｎｗｎＦ
ｃＭ［Ｉｒ Ｊ（ＩＩＦ≯ｌ Ｊ＋ＫＩｌＦＩＩＦ（ｕＢ＋ＩＩ谚ＩＩＦ））

≤

由注１知，血０ｑｄ、鬻、鬻、警、等都
是（口ｄ，毒ｄ，圣。，ｅ，ｒ，Ｗ。）的连续可微函数．

因为

（２８）

吃＝（一Ｅ一１＋ｎ）ｌｌ刀１１２—２’７ＴＰ（ｔ）ｉ０１

（２９）

矿≤一［ＩＩ￥ＩＩ ＩＩ叼ＩＩ］Ｑ

Ｂ￣时，存在正常数卢·，阮，风使得

其中，Ｑ为矩阵

＋警矿【￣Ｔ咖＋Ｅ］
ｌｌ警（卜Ａｅ）＋等Ｄ＿１［书＋坼）叫

ｌ（１一ｄ）入。ｔ。｛坼］－ 一ｊ［（１一ｄ）＋ｄ，ｒ２倪】Ｉ
ｌ—ｊ［（１一ｄ）＋ｄ丁２恳】 ｄ（Ｅ一１一ｎ一亿风） Ｉ
丁２是引理１结论（２）中的ＱｆｌＣ２．易知，当

＋荨瓦／）Ｗｌ鳓

Ｅ≤茫謇渡陆一·㈣，

ＩＩ－等矿ｍ蚓Ｉ

时（其中△＝４ｄ（１一ｄ）Ａ。ｔ。｛坼］．（ｎ＋乃风）），Ｑ为

口
于是，由（２４）式知，不等式（２３）成立，证毕．
注４．Ｗ１的可微性不难满足．事实上，由［８］

知，一般情况下摩擦力项Ｆ（ｑ，）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正定矩阵．由忙｜ｌ≤ｌＩＸｌｌ，忉｜｜≤ＩＩｘ｜｜得
矿≤一入。ｔ。｛Ｑ｝ｌｌｘＩｌ２＋ｄＴ。／３。Ｉｌｘ｜｜＋（１一ｄ）．
［Ｋ｜｜ｘ”ＩＩＷｌＩＦ（ｕＢ—１１ｗ怯）＋ＥⅣＩＩｘ…
＝一ｌＩｘＩＩ＿［Ａ。饥（Ｑ｝ＩＩＸｔＩ＋（１一ｄ）［ＫｌｌＷｌｌＦ

Ｆ宣，．因此，适当地选择径向基函数≯（．）可使Ｗ。是

（口ｄ，空ｄ，圣ｄ，ｅ，ｒ，Ｗ）的连续可微函数．
定理１．如果控制输入ｕ＝‰＋让ｆ设计为
ｕ。

＝

（１１ｗＩＩＦ—ｕＢ）一ＥⅣ］一ｄ，ｒ２ｐ·）

（Ｊ＋ＪＤ一１）［谚Ｔ≯④）＋群ｒ］，仙，＝
Ｅ一１Ｋ１Ｊ（垂１一空２）

㈣＞坚雩铲１／－

（２５）

＾ｍｔｎ

．－。，、

（２６）

其中，所和Ｆ为正定对角矩阵，尤为调节参数，那
么，柔性关节机器人系统（１—２）的滤化误差，．（因而

跟踪误差ｅ）和神经网络权重矩阵ｗ是一致最终有
万方数据

（３１）

从而，当

而且，神经网络权重按如下规则学习

Ｗ＝Ｆ≯（耖）ｒ（矿‘一圪ＦＩＩｒ（ｔ）ｌｌＷ（ｔ）

Ｉ １篙：：ｌ十ｄ乃卢－ＩｈＩ｜＋

（１一ｄ）［托ｌｌｒｌＩ·１１ｗＩＩＦ（ｕＢ—１１ｗＩＩＦ）＋ｅⅣＩＩ，．ｍ

角≥ＩＩ鬻¨鬻吼＋鬻弛

岛物Ｊ｜≥

—ＩｌｗＩＩＦ）＋ｅⅣｌｌｒｌＩ＋ｌＩｒｌＩ·ｌｌ叼ＩＩ

令Ｖ＝（１一ｄ）Ⅵ＋ｄ％，其中ｄ∈（０，１）为可调
参数．由引理２知，当（Ｘ，Ｗ）∈Ｂｘ×Ｂ￣时，由
（２８）（２９）得

（口亨，酊，砑，砑）Ｔ一致有界，所以当（Ｘ，谚）∈Ｂｘ×

阮ＩＩｘｌＩ≥

一入。饥｛坼）ｌ｜ｒＩｌ２＋Ｋｌｌｒｌｌ．１｝形ＩｌＦ（ｕＢ

Ｖ

‰（３２）

或

”厕Ｆ＞字＋厚正蕊亨轧
（３３）

２期

彭济根等：柔性关节机操手的神经网络控制

１７９

时，Ｖ＜０．为求矩阵Ｑ的最小特征值，令

６·＝（１一ｄ）Ａ。ｉ。｛坼）［ｄ（Ｅ一１一ｎ一亿傀）】

一去［（１一ｄ）＋ｄ丁２岛】２
６２＝（１一ｄ）Ａ。ｉ。．【坼）＋ｄ（Ｅ一１一Ｔ１一仡风）

易得Ｑ的最小特征值Ｑ。饥：生型婴２

．从而有

训ｌｉｍｌｌ＝与拦静㈣，图·

１ｉｍ。Ｑ。机＝（１一ｄ）Ａ。伽｛群）．于是

当初值（口１（ｏ），香１（ｏ），ｑ２（０，香２（ｏ））＝（ｏ．１，０，０，０）时的误
差曲线
Ｆｉｇ．１

记冗。＝｛（ｘ，Ｗ）：（Ｘ，Ｗ）∈Ｂ，ｖ（ｘ，Ｗ）≤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ｃｕｒ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口１（ｏ），口ｌ（ｏ），ｑ２（０，ｑ２（ｏ））＝（ｏ．１，０，０，０）

％１．，其中Ｃ。为使得冗。ｃ Ｂ的最大的正数；Ｓ＝

｛（ｘ，Ｗ）：（Ｘ，Ｗ）∈Ｂ，ｖ（ｘ，Ｗ）≤Ｃ，Ｖ＞ｏ］．，其
中Ｃ为使得Ｓ

ｃ

Ｂ的最大的正数．易见Ｓ ｃ亿。．

设初始误差（Ｘ（０），ｗ（０））∈冗。．若（ｘ（ｏ），
ｗ（０））∈冗。＼Ｓ，则有Ｖ＜０，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ｙ会逐渐变小直至（Ｘ，Ｗ）进入Ｓ，而一旦进入Ｓ，

就有ｙ＞０，此时ｙ会变大，因此（Ｘ，Ｗ）将渐近
收敛到Ｓ的边界．若（ｘ（ｏ），Ⅳ（０））∈Ｓ，也可得到
相同的结论．

现令Ｔ＝｛（ｘ，Ｗ）：ｆＩｘｌＩ≤１１，１１ｗＩ｜≤２２），由

（３０－３４）知，当俯＞２ｗＢ时，可以适当选取坼，托，ｄ
和Ｅ＋＜Ｅ１使得对任意的Ｅ＜Ｅ＋，有２１＜Ｐｘ，ｆ２＜
ｐ谢，从而丁ｃ Ｂ，冈而必有Ｓ ｃ Ｔ．否则Ｓ中必存

在一点（ｘ＋，ｗ＋）隹Ｔ，即ｌＩｘＩＩ≥２１或ＩｌＷ｜｜≥ｊ２，
从而ｖ（ｘ＋，Ｗ＋）＜０，此与Ｓ的定义矛盾．
上面得到，只要初始误差（ｘ（０），Ｗ（０））∈
冗。，（Ｘ，Ⅳ）就将渐近收敛到Ｓ的边界．而Ｓ ｃ丁，
故充分长时间后，ｆｆｘＩＩ≤ｆ１，【｜ⅣＩ｜≤ｆ２成立，从而
ｘ（ｔ）（因而滤化误差ｒ（ｔ））和ｗ（ｔ）是最终一致界的．

图２当初值为（ｑｌ（０），口１（ｏ），ｑ２（０，啦（ｏ））＝（３０，３，３，３）时的
误差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ｃｕｒ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ｑ１（ｏ），口１（ｏ），ｑ２（０，寸２（ｏ））＝（３０，３，３，３）

为Ｅ＝ｏ．１，神经网络输入选取为Ｙ＝（口子，截。，圣：‘，
ｅＴ，ｒＴ）Ｔ，输入层神经元数为５，输出层神经元数为
１，网络权重初始化为零，且调节法则中的学习参数

而ｒ（ｔ）的最终界ｆ１可以通过调节增益矩阵群和参

Ｆ＝５，尤＝１，Ａ＝５．选取反馈增益矩阵ｊ０＝ｉ００．

数仡变得任意小．

对不同的初值我们图１和图２所示的数值模拟结果：
从以上两图可以看出，本文所提算法对初始误
差不敏感，即使初始误差非常的大（见图２），轨迹跟
踪误差也会快速地靠近０．因而，本文提出的基于奇
异摄动理论的神经网络控制算法能够有效地克服参

口

注５．注意到，神经网络输入涉及到Ｙ＝

（口吾，砑，砑，ｅＴ，ｒＴ）Ｔ中的５个输入参数．为减少神
经网络输入参数，文［１０］给出了一大类机器人控
制算法，其中一个技巧就是“用期望轨迹代替实际
轨迹作为控制输入”．在ｆ１１１中，作者对于神经网
络控制提出了一个新的控制算法，其网络输入为

数未知、模型未知等不确定冈素，使得跟踪误差可

以任意地地小，ｌ天Ｉ而它是可行的且有效的．

∥＝（口了，垂手，苕吾）Ｔ．
４数值仿真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Ｓｐｏｎｇ

Ｍ Ｗ，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ｉ Ｋ，Ｋｏｋｏｔｏｖｉｃ Ｐ Ｖ．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ｏ－

ｉｆｏｌ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为了验证所设计控制算法的有效性，本节给出
一个单连杆柔性关节机械手的数值仿真．该机械手

的动力学模型和参数取值参看文献［１２］．
设期望轨迹为ｑｄ＝ｏ．１ ｓｉｎ（Ｔｒｔ），小参数Ｅ选取
万方数据

ｂｏｔｓ．ⅡＰ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３（４）：
２９１—３００．
２ Ｋｈｏｎａｓａｎｉ Ｋ，Ｋｏｋｏｔｏｖｉｃ Ｐ Ｖ．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ｎｅａｒ

ｉｔｓ ｒｉｉｇｉｄ

ａ

ｂｏｄ—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５，６（２）：１８７，，，１９２．

１８０

自

动

化

Ｍ Ｗ．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ｎｉｐｕ－
ＡｓＭＥ：Ｊｏｕｎａｌ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８７，１０９（４）：３１０～３１９．

３ Ｓｐｏｎｇ

ｌａｔｏｒ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Ｍ 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１２ａｌｖ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ｏ－
ｂｕｓ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ｏｂｏ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报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ｏｎ

应用数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机
器人学、随机Ｈｏｏ控制理论．Ｅ．ｍａｉｌ：

ｅ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５（１）：１３３—１５５．
Ｃｈａｎｇ Ｙ Ｚ，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Ｗ．Ｏｎ ｔｈｅ

ｙｈｎｉ７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ｒｎ．ｃｎ

７

ｆＮｉ Ｙｕａｌｌ－Ｈｕａ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１９９５，３１（７）：９４１—９５６．
Ｌｅｗｉｓ Ｆ Ｌ．Ｙｅｓｉｌｄｉｒａｋ Ａ．Ｊａｇａｎｎａｔｈａｎ Ｓ．ⅣｅｕｒａｌⅣ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Ｒｏｂｏｔ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ＱＵｆｕ Ｎｏｒ—

２００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ｏ－

ｃｈａｓｔｉｃ Ｈ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ｗ

乔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

Ｋｏｋｏｔｏｖｉｃ Ｐ Ｖ．Ｋｈａｌｉｌ Ｈ Ｋ．０７Ｒｅｉｌｌｙ Ｊ．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

杂系统与智能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员．

Ｓ．Ｗｊｎ Ｊ Ｔ．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３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８８，４７（５）：
Ｂａｙａｒｄ Ｄ

ｈｏｎｇ．ｑｉａｏ＠ｍａｉｌ．ｉａ．ａｃ．ｃａ

（Ｑｉａｏ Ｈｏｎｇ

Ｓｕｎ Ｆ，Ｓｕｎ Ｚ

Ｑ，Ｗｏｏ

Ｐ．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ｔｒｏ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ｏｎｇ

研究领域为智能机器人、模式

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Ｅ－ｍａｉｌ：

１３８７—１４０６．

１２

ａｔ

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ｆ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Ｈｅ
ｒｅｖｅｉｖｅｄ ｈｉ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Ｘｉ７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１１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Ｙｂｒｋ：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９．

ｔｉｏｎ

１０

ｐａｐｅｒ．）

学院讲师．２００４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

Ｍ 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ｏｆ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ｌｙ ｐｅｒ—
ｔｕｒｂ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ｉｇｉｄ－ｌｉｎｋ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ｊｏｉｎｔ
Ｇｈｏｒｂｅｌ Ｆ，Ｓｐｏｎｇ

ｊｏｉｎｔ ｒｏｂｏｔ．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１９９２，２８（５）：９６９—９７４

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ｒｅ－

倪元华山东曲早师范大学数学科学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３：２０７３—２０７８

７ Ｂｒｏｇｌｉａｔｏ Ｂ，Ｏｒｔｅｇａ Ｒ，Ｌｏｚａｎｏ Ｒ．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８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
６

３３卷

Ｔａｇｈｉｒａｄ Ｈ Ｄ．Ｋｈｏｓｒａｖｉ

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ｎｃｅ

５

学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Ｊ

Ｗ．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ｔｏｒ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ＩＥＥ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０１，１２（１）：５４—６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
ｔｗｏ ｐａｐｅｒ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１９９５，３１（４）：

５８５—５９０．

彭济根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信息与系
统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非线性
泛函分析、机器学习、控制理论及应用．
本文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ｊｇｐｅｎｇ＠ｍａｉ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Ｐｅｎｇ

Ｊｉ－Ｇｅ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万方数据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

ｅｎｃｅ

ａ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ｃｉ—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ｏｂｏｔｓ，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ｎｅｓｅ

柔性关节机操手的神经网络控制
作者：
作者单位：

彭济根， 倪元华， 乔红， Peng Ji-Gen， Ni Yuan-Hua， Qiao Hong
彭济根,Peng Ji-Gen(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信息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西安,710049)， 倪元华
,Ni Yuan-Hua(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乔红,Qiao Hong(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与智能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0)

刊名：

自动化学报
ACTA AUTOMATICA SINICA
2007，33(2)
3次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参考文献(12条)
1.Spong M W.Khorasani K.Kokotovic P V An integral manifold approach to the feedback control of
flexible joint robots 1987(04)
2.Khonasani K.Kokotovic P V Feedback linearization of a flexible manipulator near its rigid bodmanifold 1985(02)
3.Spong M W Modeling and control of elastic joint manipulators 1987(04)
4.Taghirad H D.Khosravi M A Stability analysis and robust composite controller synthesis for
flexible joint robots 2002
5.Ghorbel F.Spong M W Integral manifold of singularly perturbed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 to rigidlink flexible-joint multibody systems 2000(01)
6.Chang Y Z.Daniel R W On the adaptive control of flexible joint robot 1992(05)
7.Brogliato B.Ortega R.Lozano R Global tracking controllers for flexible joint manipulators:a
comparative study 1995(07)
8.Lewis F L.Yesildirak A.Jagannathan S Neural Network Control of Robot Manipulators and Nonlinear
Systems 1999
9.Kokotovic P V.Khalil H K.O'Reilly J Singular Perturbation Methods in Control:Analysis and Design
1986
10.Bayard D S.Wen J T New class of control laws for robotic manipulators 1988(05)
11.Sun F.Sun Z Q.Woo P Neural network-based adaptive control design of robotic manipulators with an
observer 2001(01)
12.Spong W Adaptive control of flexible joint manipulators:comments on two papers 1995(04)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刘华山.朱世强.吴剑波.闫莎莎.LIU Hua-shan.ZHU Shi-qiang.WU Jian-bo.YAN Sha-sha 基于奇异摄
动理论的输入有界机器人轨迹跟踪控制 -控制理论与应用2009,26(12)
针对机器人轨迹跟踪中驱动扭矩有界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奇异摄动系统稳定性理论的推广算法.通过在控制律中引入含有误差增益的饱和函数,保证
扭矩输入绝对值的上界在给定限制范围内.并可通过适当调节误差增益系数改善系统的轨迹跟踪性能.同时,算法中采用仅包含位置跟踪误差信息的线性滤
波函数产生用来替代真实速度误差的伪速度误差信号.使得整个系统的闭环控制不需测量转速.根据提出的推广算法,设计了一种全新的输入有界控制律
,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仿真试验对比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严格保证扭矩控制输入的有界性,并在相同参数条件下相比于其他算法,具有更优的轨迹跟踪效
果.

2.期刊论文 倪元华.桂克锋.NI Yuan-hua.GUI Ke-feng 基于奇异摄动理论的电驱动机器人神经网络控制 -工程数
学学报2007,24(2)
在驱动回路电容较小的情况下,对电驱动刚性机器人操作手的轨迹跟踪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奇异摄动理论的神经网络控制设计方法.稳定性分析表明
系统跟踪误差最终一致有界,数值实验验证了所提的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期刊论文 刘华山.朱世强.王宣银.LIU Hua-shan.ZHU Shi-qiang.WANG Xuan-yin 扭矩输入有界的机器人模糊

PD轨迹跟踪 -电机与控制学报2010,14(1)
针对轨迹跟踪控制中机器人关节驱动器输出扭矩受限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模糊自适应PD的输入有界轨迹跟踪控制算法.不同于以往的控制策略,该算
法在控制律中引入具有饱和特性的改进反正切函数,以确保扭矩控制输入的有界性,并结合模糊自适应原理实现PD增益的在线自整定.以改善系统的动态特
性.通过对位置跟踪误差进行线性滤波得到速度跟踪误差替代信号,使得整个系统的闭环控制仅需位置输出反馈.利用奇异摄动理论对系统进行了稳定性分
析,证明在一定约束下的PD增益自整定过程中,仍能保证系统稳定.仿真和比较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在严格保证控制输入有界的前提下,减小超调量,缩短
系统调整时间,具有更优的轨迹跟踪性能.

4.期刊论文 刘业超.刘伊威.刘宏.LIU Ye-chao.LIU Yi-wei.LIU Hong 柔性关节机器人奇异摄动控制 -电机与控制
学报2009,13(3)
传统的奇异摄动控制方法仅适用于关节柔性较小的机器人.针对这一问题,设计了关节柔性补偿器,以提高关节的等效刚度、消除关节柔性对该方法的
限制,并将奇异摄动方法推广应用于具有一般关节柔性的机器人系统中.设计了自适应控制规律完成对慢子系统的控制,以保证轨迹误差的渐近跟踪.该控
制策略不限制关节柔性大小,并且不需要连杆加速度及其微分信号,便于工程应用.以柔性关节机器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对于慢子
系统采用PD、计算力矩和自适应控制,本文的控制策略比传统的奇异摄动方案更有效.

5.学位论文 隋春平 并联柔索驱动机器人建模与控制 2004
该文将在考虑柔索柔性的情况下,以一种3自由度受约束构型为研究对象,对PWDR的建模与控制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3自由度PWDR的运动学与静
力学关系.针对该机构的特点,考虑冗余性分析、模型简化及控制规律设计的要求,提出了以约束关节的位置作为描述机构运动的最小维变量.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柔索空间、关节空间及作业空间的位置关系、速度关系及静力学关系,得到了正位置关系的解析解、关节空间到柔索空间和作业空间的Jacobian矩
阵J<,1>和J<,2>及3维力矢量闭合原理.分别利用Lagrange法和Newton-Euler法建立操作臂和驱动单元(包括电机、减速器及绞盘)的动力学模型,并用柔索
的集中参数模型将二者联立起来,首次得到了包含柔索柔性的3自由度PWDR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并基于这一柔性模型进行了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其次,基
于微分变换原理对操作臂的刚度进行了分析,首次得到了3自由度PWDR完整的刚度矩阵解析表达式.该公式表明操作臂的刚度不仅与柔索的刚度有关,还与
柔索的张力有关.基于这一结论,利用柔索的柔性,对操作臂进行了变刚度控制器的设计,首次采用位置控制与柔索张力控制分离的方法实现了机器人刚度
控制,即通过3个输入的位置伺服实现运动控制,1个输入的力伺服实现刚度控制.再次,在对3自由度构型PWDR研究的基础上,对一般构型该类机器人的运动
控制和变刚度控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得到了6自由度构型的刚度矩阵解析表达式.最后,设计了3自由度PWDR样机,并以该样机为平台对运动控制进行
了实验研究.

6.学位论文 黄季妮 机器人遥操作系统神经网络控制 2003
机器人遥操作系统中由于信号长距离传输而存在时滞,空间机器人由于重量轻、速度快等特点而存在柔性,这些都使遥操作系统的控制变得困难.该文
分别针对刚性机器人和柔性机器人,采用神经网络动态辨识和史密斯预估控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控制系统的设计及遥操作控制系统的设计.在刚性机器人
控制方面,采用动态神经网络辨识动力学非线性函数,对机械臂动力学模型进行非线性补偿,使其线性化.在此基础上,采用史密斯预估器消除时滞的影响
,设计刚性机器人遥操作控制系统.在柔性机器人方面,用假设模态法对柔性臂的变形进行近似分析,用拉格朗日法建立了单杆柔性臂动力学模型.采用奇异
摄动法将柔性臂系统分解为慢变与快变两个子系统,分别设计控制器.在此基础上,采用史密斯预估器设计柔性机器人遥操作控制系统.动态神经网络的权
重修正律采用在线学习算法.

7.期刊论文 刘业超.金明河.刘宏.LIU Ye-chao.JIN Ming-he.LIU Hong 柔性关节机器人基于柔性补偿的奇异摄动
控制 -机器人2008,30(5)
传统的奇异摄动方法仅适用于关节具有弱柔性的机器人的控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设计了关节柔性补偿器,大大提高了关节的等效刚度,从而消除了
关节柔性对该方法的限制,使得奇异摄动方法能够应用于关节具有一般柔性的机器人系统中.此外,对于慢子系统的控制,选择以投影算法作为参数估计规
律的自适应控制器,并证明了它的渐近稳定性.该控制策略没有关节柔性限制,不需要连杆加速度及其微分信号,便于工程应用.最后以本实验室的柔性关节
机器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验研究,验证了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8.学位论文 吴爱玲 平面并联机器人运动控制的研究 2007
并联机器人作为一种全新的机器人,具有刚度大、承载能力强、误差小、精度高、自重负荷比小、动力性能好等一系列优点,与日前广泛应用的串联
机器人在应用上构成互补关系.这类机器人在21世纪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平面并联机器人较空间并联机器人结构简单,计算量小,且制造成本低廉,也很容易在其结构上搭建出空间结构机器人,实现空间运动要求.故加强平面
并联机器人的机构分析、运动分析和动力学分析研究,既为拓展平面并联机器人的应用所必须也是空间机器人研究的基础.其次,并联机器人应用领域的日
益扩展,尤其在太空探索、采矿业以及机械设备如机床、工业机器人上的应用,已经超出了体积小、重量轻、速度低的限制.因此,不断深入研究并联机器
人的机构学、运动学、动力学建模和控制策略问题,为开发和应用新的并联机器人提供了可能.
本文首先根据掌握的大量并联机器人文献,对其在机构学、运动学、动力学、控制策略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进展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描述了平面并联机构的构型分类,接着简单介绍了并联机器人奇异位形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并联机器人奇异位形的判定定理,最后
分析了一种2-DOF并联机器人的奇异位形.以2-DOF平面并联机器人机构为研究对象,运用解析方法建立了并联机构的运动学正、逆解方程,这将有利于并联
机器人的控制和轨迹规划.
在并联机器人的点位控制研究方面,文中详细推导CKCs(closed kinematics chains)以独立广义坐标表示的降阶模型运动方程,首先应用虚功原理结
合拉格朗日方程对该机构进行动力学建模,获得了该机构降阶模型的具体表达式.该模型适于大多数闭链机构的动力学建模,具有区别于开链机构动力学模
型的两个基本特性,能够将大量的针对开链机构设计的控制方法应用于CKCs系统.本文还证明了降阶模型具有类似开链机构运动方程的斜对称特性,基于
PD+重力补偿的控制方法可保证系统呈局部渐近稳定性.
含有闭链的并联机器人动力学模型通常由微分一代数方程描述.这类机器人系统的传统控制方法,往往需要采用诸如牛顿迭代等数值方法对非独立坐
标进行求解,不利于实时控制.本文考虑机器人惯性参数的不确定性,提出一种基于奇异摄动模型的自适应跟踪控制方法.这种方法将对原系统微分一代数
方程的控制转换为对人造奇异摄动模型的控制,从而使算法易于实施.运用Lyaptlnov理论证明了这种控制器能够保证渐近轨迹跟踪.仿真结果表明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
本文最后分别对涉及到的几种控制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不同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基于模型的计算力矩控制由于考虑了非线性补偿而极大地提
高了其控制品质;滑模自适应的控制方法结合了自适应方法的抑制参数的不确定性及滑模控制方法的抑制非参数不确定性的特性(如外界干扰和未建模动
态特性).本文在控制算法的设计中,分别给出了稳定性证明和分析,进行了算例仿真与分析.

9.会议论文 陈启军.王月娟.马晓锋.陈辉堂 宏--微机器人动力学模型的奇异摄动形式的表示方法 1998
宏－－微机器人系统包含快过程和慢过程，可用奇异摄动方法分析和控制，通过集中微机器人的小参数，得到了奇异摄动形式的宏－－微机器人动
力学模型，这一方法具有一般性，平面４自由度宏－微机器人系统的例子证明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10.学位论文 李善姬 双连杆柔性机械臂的轨迹控制 1997
该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了柔性机械臂的研究概况、柔性机械臂的动力学建模和控制方案及柔性机械臂实验台的研制等内容.第二章给出了柔性
机械臂的动力学模型,并推导了柔性机械臂的奇异摄动模型.第三章简单介绍了滑模控制方法,并用这种方法设计了慢变子系统的控制器.第四章介绍了
H<'∞> 控制理论及工程上常见的混合灵敏度问题,并用H<'∞> 优化方法设计了快变子系统的控制器.第五章对控制系统进行了数值仿真,并分析了仿真结
果.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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