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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跟踪控制是控制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在理论和实践上与许多
控制问题有较强的通融性，依据模型设定的不同模型跟踪控制可以转换成调节
器、伺服系统、观测器、极点配置等设计问题。现代控制理论是基于状态空间模
型的反馈控制，由于状态包含了系统最丰富的信息，为使闭环系统达到期望的
性能，要尽可能采用状态反馈控制。对于诸如不确定时滞等系统，一方面并不
是所有状态都能够测量到，另一方面，可能有些状态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测量，
却要付出高额的代价，一个取代状态反馈的可行方案就是模型跟踪控制。模型
跟踪控制方法应用于系统状态预测控制的设计，能够解决系统设计的保守性、
保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增强系统的控制精度等关键技术问
题，突显其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本书综合作者多年来模型跟踪控制理论研究的成果，借鉴本领域大量国内
外文献资料，系统阐述了近年来作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共有８
章：第１章是绪论，主要考察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阐述本书理论研究的基
本问题；第２章进行中立型时滞系统模型跟踪控制设计；第３章研究时滞模型跟
踪控制系统的状态预测控制设计问题；第４章针对广义离散时间线性时滞系统模
型跟踪控制设计研究，第５章对ＴＳ广义模型跟踪控制系统模糊控制设计开展
探讨；第６章针对时滞网络拥塞模型跟踪状态预测控制系统进行设计；第７章对
时滞ＬＰＶ铣削系统模型跟踪颤振控制设计问题开展探讨；第８章将模型跟踪控
制理论应用于机械手控制设计。

本书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导师日本山形大学大久保重
范教授、秋山孝夫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朱向阳教授和唐厚君教授，哈尔滨工业
大学吴爱国教授，日本山形大学李鹿辉教授等给予的大力帮助。感谢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使本书得以出版。

本书内容翔实，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可作为控制科学与工程及其相关专业
的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使用，也可供自动控制以及相关领域的广大工程技术
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自学和参考。因时间仓促，错误之处请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著　者
２０１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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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跟踪控制系统（Ｍｏｄｅｌ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ＭＦＣＳ）是控制理论
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根据不同的模型设定，ＭＦＣＳ可以变换成调节器、伺服系
统、观测器、极点配置等设计问题。模型跟踪控制不仅在理论上与诸多控制问
题有较强的通融性，在工程实际中诸如化学工程、航空航天、汽车工程、机器人
控制等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诸如时滞等影响因素广泛存在于控制系统
中，导致系统的控制不理想，甚至不稳定。因此，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系统动力
学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或消除这种影响具有理论和实际上的重要意义。

系统不确定性按其结构可以分为结构化不确定性和非结构化不确定性，对
不确定时滞系统控制问题的研究，是控制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其
复杂性体现在系统及其外部环境含有许多未知和不确定因素，具有较大的随机
干扰性。与此相关联，现代控制理论是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反馈控制，由于状
态包含了系统最丰富的信息，为使闭环系统达到期望的性能，要尽可能采用状
态反馈控制。对于不确定时滞系统，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状态都能够测量得到，
另一方面，可能有些状态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测量，却要付出高额的代价，这时
一个取代状态反馈的可行方案就是模型跟踪控制。不确定时滞或非线性等因
素致使控制问题变得比较复杂，因此在设计时引入了一些结构限制，这样也导
致了设计的保守性，所以有待寻找更好的设计方案。模型跟踪控制在考虑实际
系统与数学模型之间的偏差时，重点是如何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李雅普诺夫稳
定性理论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但在含有非线性时滞模型跟踪控
制的理论与实践中，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显得复杂，这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
之一。鉴于本书所提出的模型跟踪控制理论方法，应用于不确定时滞系统设
计，能解决系统设计的保守性、保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系统不确定性，以及增
强系统控制精度等关键技术问题，具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

模型跟踪控制研究领域，文献［１］引入了微分因子和外扰多项式，使控制系



　　　　　模型跟踪控制系统设计

２　　　　

统的设计得以简化，实现了系统模型跟踪控制。文献［２］在文献［１］的基础上，
立足于不变零点安定性，将模型跟踪控制理论引入至广义非线性系统控制中。
在已有研究中，证明控制系统内部状态稳定性时，对被控制对象进行坐标变
换［３］，而在设计控制法则时不施加坐标变换，这时控制系统物理结构得以保存，
同时将被控对象设定成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提出了一种广义非线性系统模
型跟踪控制的新方法［４］，给出了非线性代数约束方程中包含控制输入时闭环系
统具有唯一解的条件，证明了当非线性项满足范数条件以及相关的传递函数满
足正实条件时，闭环系统的所有变量都是有界的。文献［５］则在线性时滞系统
的状态预测方面做了有益探索，有效消除时滞对系统的负面影响。在时滞系统
的状态预测方面，引入了模型跟踪控制方法［６］，有效运用到网络拥塞控制中，实
现了网络拥塞模型跟踪控制。文献［７］讨论广义线性系统的模型跟踪控制问
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法，证明了这种设计方法的状态变量都是有界的，并
给出一个实际电路的仿真结果来证实这种设计方法的有效性。文献［８］提出了
一种不确定时滞系统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开发了非线性切换控制器技术，实现
了不确定系统的模型跟踪控制。凡此，对模型跟踪控制系统的研究，为该理论
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模型跟踪控制理论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时
滞、非线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为模型跟踪控制理论的研究带来挑战。

时滞系统控制问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经典的Ｓｍｉｔｈ预估器［９］是针对
单输入、单输出系统设计的，多年来针对Ｓｍｉｔｈ预估器，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改
善方案［１０］，但都局限于解决Ｓｍｉｔｈ预估器的某一方面的缺陷，还不够完美。
Ｇａｒｃｉａ与Ｍｏｒａｒｉ等人从Ｂｒｏｓｉｌｏｗ推断Ｓｍｉｔｈ预估器受到启发，发展了内模控
制（ＩＭＣ）［１１］，但ＩＭＣ应用到实际系统上，实验研究的响应曲线不如理论仿真，
但相同条件下均比ＰＩＤ控制得好［１２］。自从李雅普诺夫泛函引入时滞系统的分
析设计以来［１３］，李雅普诺夫方法已成为处理时滞系统的有力武器。通过构造恰
当的李雅普诺夫函数求解时滞系统的无记忆反馈控制律，找到了时变及不确定
时滞系统鲁棒二次镇定的判据。文献［１４］利用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推导出单
状态之后系统的稳定性条件，但其中的推理还不够完善。文献［１５］针对线性不
确定时变时滞系统稳定问题，采用线性无记忆状态反馈控制器，结果表明，无时
滞线性不确定系统的二次稳定条件，也是这些时滞系统稳定的充分条件。因
此，允许线性不确定时滞系统稳定性的不确定条件，能够延伸至无时滞的二次
稳定性，而稳定条件是没有被现有的时变时滞而退化，这引起了控制理论界的
高度重视。

线性不确定时滞系统研究方面，文献［１６］针对Ｈ∞控制，基于李雅普诺夫
克拉索夫斯基方法，运用线性矩阵不等式（ＬＭＩ）提出了稳定性条件。时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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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滞相关稳定性分析与设计方面，文献［１７—１８］分别对基于ＬＭＩ的不确定
时滞系统的鲁棒控制、线性多时滞系统的稳定性分析、时滞ＬＰＶ系统的稳定性
等方面进行了论述。ＭＡＴＬＡＢＬＭＩ工具箱的问世，为解决矩阵变量运算提供
了便利条件，并取得了控制器的增益矩阵，鉴于ＬＭＩ的优良性质以及数学规划
及解法的突破，ＬＭＩ在不确定时滞系统的研究方面成为研究热点，稳定问题转
化为求解ＬＭＩ的问题，文献［１９］针对时滞鲁棒Ｈ∞和不确定马尔可夫跳动奇异
时滞系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献［２０］则找到了不确定时滞系统的观测控
制器的设计方法。

系统存在不确定性时，一种经常处理的经典方法是，在系统建模过程中把
一些不确定因素，如非线性、参数变化以及未知的外部激励等处理为未知输入
或干扰。这种处理方式又称为未知输入观测器设计。未知输入观测器有两种
流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未知输入解耦或干扰解耦，目的是使所设计的观测器
对任意的未知输入都能渐近估计系统的状态或状态的函数［２１］，另一种处理方法
就是设计能同时估计状态和未知输入的观测器。对于干扰解耦观测器的设计
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文献［２２］采用矩阵的广义逆导出了渐近未知输入观测器
的存在条件。文献［２３］和［２４］对具有未知输入的离散线性系统考虑状态观测
器。其中，文献［２３］中的观测器是全维的，且给出观测器存在的代数条件和构
造性的设计过程，文献［２４］则提出了能估计系统部分状态的时滞观测器的设计
方法。在该设计过程中时滞也可以作为一个设计参数，从而增大了状态估计的
可行性。在参数化研究及观测器设计方面，文献［２５］提出的广义矩阵方程的显
式参数化解，文献［２６］考虑了干扰解耦观测器的设计，同时考虑状态的标量函
数的降阶观测器设计方法，并且给出了这类观测器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文献
［２７］基于正交变换下的压缩标准型在矩阵束的框架下考虑干扰解耦观测器设
计问题。对于未知输入估计所得到的结果相对较少。文献［２８］采用广义系统
理论及简单的代数变换给出输入估计观测器的设计方法。文献［２９］采用基于
正交变换的矩阵束分解方法给出了未知输入估计的设计方案。文献［２８］和
［２９］设计的输入观测器的共同特征就是含有系统输出的导数，因而对干扰是敏
感的。

实际系统对稳定性和精确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文献［３０］研究了一类不确定
非线性时滞系统的鲁棒可靠性随机控制问题，针对影响系统不稳定性的随机指
数、状态时滞、参数不确定性和未知非线性扰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献［３１］
对不确定时变时滞系统的鲁棒Ｈ∞控制问题进行阐述，设计了鲁棒跟踪控制器，
文献［３２］实现了一类不确定大时滞系统分散鲁棒跟踪控制，可以保证时滞系统
的输出信号与参考模型输出信号的跟踪误差趋近为零。关于这方面表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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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非常多，但很少有研究者考虑降低系统的保守性与精确性的兼顾设计问题。
纵观模型不确定性系统的鲁棒观测器的设计方法，文献［３３］针对闭环系统

的抗干扰能力提出一些定量的指标，如为表征暂态性能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给出了观测器的增益矩阵２范数条件数指标，为表示对系统矩阵摄动的敏感
性，给出了观测器的矩阵特征向量矩阵２范数条件数指标等。文献［３４］考虑
系统带有随机不确定性时的鲁棒观测器设计，并建立了基于ＬＭＩ的多目标设
计方法。从文献［３３］和文献［３４］提出的指标可以看出，两篇文献提出的方法只
适合系统矩阵受到微小摄动的情形，使用范围相当有限。文献［３５］试图对具有
范数有界不确定的系统设计鲁棒观测器。其观测器形式是在名义系统的全维
状态观测器加一个修正项，而这个修正项通过输出误差和估计状态在线调节。
该文指出，只要修正项中的正定矩阵满足一个代数Ｒｉｃｃａｔｉ方程，则所设计的观
测器就能渐近地估计出系统状态。应该说该设计思路给鲁棒观测器设计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

目前，状态反馈控制和实现状态反馈控制的观测器是完全分开来设计的。
虽然这样设计出来的直接状态反馈系统能有某种最优的性能和低敏感性，但是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带有实现这一最优状态反馈控制的观测器的反馈系统却没
有同样的低敏感性。现存方法还没有将状态反馈同实现它的模型跟踪控制结
合起来设计，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物理系统可以用准确
的数学模型来表达。这样基于不精确数学模型得到的控制器会使系统行为不
符合要求，甚至与用精确数学模型设计的控制器行为完全不同。模型跟踪控制
方法对不确定时滞系统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控制策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
将鲁棒控制方法与模型跟踪反馈控制结合起来，是处理这些不确定性，从而使
系统动态性能不受影响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之一。由于对实际系统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模型跟踪控制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0123

１３１　时滞要素

控制系统中有一处或几处的信号传递有时间延迟，如蒸气和流体在管道中
的流动、电信号在长线上的传递等都有时间延迟。含有这类元件的系统都是时
滞系统，对于一个具体的控制系统，时滞可能由测量元件或测量过程造成，也可
能由控制元件和执行元件造成，或者由它们共同造成。控制系统中时滞是普遍
存在的，只有大小不同。如图１１所示的带式输送机，若输送机１端改变输入



１　绪　　论

５　　　　

流量犳（狋），在２端的输出量狔（狋）对输入量滞后一段时间犺后，狔（狋）才发生变
化。如皮带的运动速度为狏，时滞时间为犺＝犿／狏，输出量与输入量的关系为

狔（狋）＝犳（狋－犺）　　　　 （１１）
对式（１１）进行拉普拉斯变换，传递函数犠（狊）为

犠（狊）＝犢（狊）／犉（狊）＝ｅ－犺狊 （１２）

图１１　带式输送机时滞环节

ｅ－犺狊没有引入新的零点或极点，不会引起原有系统的幅频特性曲线的改变，
只会导致一个附加的位移（见图１２）。

图１２　时滞环节结构框图

１３２　时滞的近似问题

时滞环节的ｅ－犺狊近似可用帕德（Ｐａｄé）近似方法，其利用了函数ｅ－犺狊的幂级
数展开式，并指定一个给定阶次的待定有理函数来近似ｅ－犺狊，并考虑该有理函
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系数与ｅ－犺狊的幂级数展开式的系数尽可能多地匹配。

利用麦克劳林（Ｍａｃｌａｕｒｉｎ）级数犳（狋）＝犳（０）＋狋１！犳′（０）＋
狋２
２！犳″（０）＋…，于

是有

　　　　ｅ－犺狊＝１－犺狊＋（犺狊）
２

２！－
（犺狊）３
３！＋… （１３）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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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１狊＋狀０
犱１狊＋犱０＝

狀０
犱０＋

犱０狀１－狀０犱１
犱（ ）２０

狊＋犱２１狀０
犱３０－

犱１狀１
犱（ ）２０

狊２＋…
（１４）

令
狀０
犱０＝１，

狀１
犱０－

狀０犱１
犱２０＝－τ，犱

２１狀０
犱３０－

犱１狀１
犱２０＝τ

２

２，…

解得：狀０＝犱０，犱１＝犱０τ／２，狀１＝－犱０τ／２。令犱０＝１，得

ｅ－犺狊≈狀１狊＋狀０犱１狊＋犱０＝
１－犺狊／２
１＋犺狊／２ （１５）

式（１５）的级数展开式为

ｅ－犺狊≈狀１狊＋狀０犱１狊＋犱０＝
１－犺狊／２
１＋犺狊／２＝１－犺狊＋

（犺狊）２
２－（犺狊）

３

４＋… （１６）

对比式（１３）和式（１６），两个方程式的前三项是相同的，故对于较小的犺
一阶帕德（Ｐａｄé）近似是比较准确的。其他的近似方法还有拉盖尔（Ｌａｇｕｅｒｒｅ）
近似

　　　　　　　　　ｅ－犺狊≈１－犺狊／２狀
１＋犺狊／２（ ）狀狀 （１７）

以及高立希（Ｋａｕｔｚ）近似

ｅ－犺狊≈１－犺狊／２狀＋犺２狊２／８狀２
１＋犺狊／２狀＋犺２狊２／８狀（ ）２狀 （１８）

１３３　时滞系统

典型的时滞系统包括输入时滞系统、状态时滞系统、中立型时滞系统和离
散型时滞系统。

（１）输入时滞系统
输入时滞系统表述如下：

狓·（狋）＝犃狓（狋）＋犅狌（狋－犺） （１９）
狔（狋）＝犆狓（狋） （１１０）

式（１９）和式（１１０）的传递函数为：
犢（狊）／犝（狊）＝犌（狊）ｅ－犺狊 （１１１）

式中，犌（狊）＝犆狊犐－［ ］犃－１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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