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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网络教育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育资源传播、组织教学的一种崭新形式，它突破了

传统教育传递媒介上的局限性，实现了时空有限分离条件下的教与学，拓展了教育活动发生

的时空范围。从１９９８年９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清华大学等４所高校为国家现代远程教育第

一批试点学校以来，我国网络教育历经了若干年发展期，目前全国已有６８所普通高等学校

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

化进程，使之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也必将对我国终身教

育体系的形成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院校之一。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凭借其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良好的师资条件和

社会声望，自创建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网络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教

育组织形式，如何有效地实现教育资源的传递，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认真探索其内在

的规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合作，组织了一批多年来从事网络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师，结合网络教育学习方式，陆续编撰

出版一批包括图书、课程光盘等在内的远程教育系列教材，以期逐步建立以学科为先导的、

适合网络教育学生使用的教材结构体系。

掌握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把握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独立地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们组织教材编写的一个主要目的。系列教材包括了计算机

应用基础、大学英语等全国统考科目，也涉及了管理、法学、国际贸易、机械、化工等多学科

领域。

根据网络教育学习方式的特点编写教材，既是网络教育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

一次全新的尝试。本套教材的编写凝聚了华东理工大学众多在学科研究和网络教育领域中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教学策划人员的心血，希望它的出版能对广大网络教育学习者进一

步提高学习效率予以帮助和启迪。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前　　言

本书是为远程教育控制专业的学生编写的专业基础课教材。编写本书的目的是给在远

程学习环境如网络学院学习的学生提供一本合适的教材。

目前国内很多自动控制原理的教材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编写的，大都针对高等院校

的控制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学时数大都在６４～８０的范围，其对基础知识的要求比较高，学习

的内容也相对深入。而对于网络学院等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而言，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

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更需要细致地了解基础知识。因此，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

既要对某些知识点的来龙去脉了解透彻，又要特别强调重要知识点。鉴于此，本书中既有基

础知识的介绍，更有重点知识的详细讲解。本书可供４８学时左右的教学需要，部分内容和

例题也按照从基础到深入的原则，帮助学生学习，并方便学生自学。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多本国内出版的《自动控制原理》书籍，选材上既有国内高校的

教材，也有常见的习题集，主要介绍经典控制理论，重点介绍以传递函数为分析工具的根轨

迹法和频域法。考虑到所面向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内容按课时分节，每一小节针对一个课时

的学习内容，方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一小节的学习。

编者认为，理工学科的课堂教学应主要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教授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在

编写此书时也尽量将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讲解透彻，以方便学生灵活掌握。

本书全书由张晴编写，吴胜昔参与了本书的教学课件和在线实验环节的设计，曹萃文、

侍洪波参与了本书的教学视频录制。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于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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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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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工厂中大型、复杂的设备或生产线，各个部件、各个环节都在扮演什么角色？它们

有没有相类似的功能？它们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在这一单元，我们将从系统的角度给大家

介绍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和术语、系统的分类，并介绍控制系统最基本的三个性能要求和设

计步骤。

１１　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

所谓自动控制，是指在没有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外加的设备或控制装置使整个生

产过程或工作机械自动地按预定的规律运行，或使它的某些物理量按预定的要求发生变化。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众多领域中，自动控制技术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工业方

面，各种机器设备的速度控制、化学反应炉的温度或压力控制等；在军事方面，雷达和计算机

组成导弹发射和制导系统、无人机按照预定轨道自动升降和飞行等；在日常生活方面，电冰

箱和洗衣机的运行等都运用了自动控制技术。可见，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保证

了生产安全，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且在人类利用自然、探索新能源、发展空间

技术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１１１　控制系统发展的三个理论阶段

（１）经典控制理论阶段

最早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的反馈控制器是瓦特在１７９６年发明的用于控制蒸汽机转速

的飞球调节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在飞机驾驶系统、火炮定位系统、雷

达天线控制系统等军事武器装备中大量使用了反馈控制系统，这使得自动控制技术得到进

一步发展，并由此而形成了以频域方法为基础的“经典控制理论”。

经典控制理论是建立在Ｓ平面上的控制理论，通过拉普拉斯变换得到传递函数，并在此

基础上，在频域内对单输入、单输出的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而无须直接求解微分

方程。其优点是物理概念清楚，通过绘图方式进行分析和设计的方法形象直观。因此，经典

控制理论一直深受广大过程控制技术人员的喜爱。

经典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时域分析法、根轨迹法、频率特性法、相平面法、描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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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等。在本书中，将一一向大家介绍这些知识。

（２）现代控制理论阶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人造卫星和空间时代的到来，控制理论发展又有了新的推动

力。由于导弹、航空、航天等制导方面对高精度多变量控制系统的需求，以及计算机技术的

进步，建立在时域分析法上的“现代控制理论”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在工业领域也得到很多

应用。

现代控制理论是建立在状态空间上的控制理论，以状态方程为基础，对多输入、多输出、

时变、非线性等控制系统进行建模和分析并加以设计。

现代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系统基本理论、最优控制、系统辨识、自适应控制、

最佳滤波、鲁棒控制理论等，这些都是建立在时域的状态空间模型上。

（３）智能控制理论阶段

对于某些复杂的、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偶然性的自动控制系统而言，要建

立有效的数学模型十分困难，此外也难以采用常规的经典控制理论或现代控制理论进行定

量计算和分析、设计。因此，人们考虑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控制。智能控制

则是由人工智能、控制论和运筹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的一门控制理论，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按照这一思路已经研究出一些智能控制的理论和技术，主

要包括专家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神经网络和学习控制系统。

１１２　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

（１）开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是最简单的一种控制系统，其基本结构如图１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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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　开环控制系统的组成

控制器和被控对象之间只有正向控制作用的系统称为开环控制系统。它主要包括两个

模块和三个信号量。两个模块分别是被控对象和控制器。被控对象也称为过程，是自动控

制系统根据需要进行控制的机器、设备或生产过程。例如工业生产设备中的电动机、发动

机、加热装置等。控制器是将输入信号按一定控制规律转换成控制信号的装置。三个信号

量则分别为输入信号、控制量和被控量。输入信号也称为参考信号，是使被控量按要求变化

的指令信号。被控量则是整个系统最终要控制其变化规律的信号，是被控对象内要求实现

自动控制的物理量，如温度、速度、位移、压力等。该信号应与输入信号保持一定的函数

关系。

开环控制系统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整个控制系统的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没有反馈回路，

输出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没有影响。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干扰作用使被控量偏离了原始状

态，产生偏差，则没有自动纠正偏差的能力。如果要进行补偿，则必须再借助人工改变输入

量，调整控制器中的控制规律。因此，开环控制系统的缺点是控制精度较低。在系统元件特

性和参数值比较稳定而且外界干扰比较小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一定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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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闭环控制系统

若控制系统的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有反馈回路，即被控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有直接影

响，则该系统称为闭环控制系统。其基本结构如图１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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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

和开环控制系统相比，闭环控制系统多了一个测量元件模块和一个信号比较模块。测

量元件的作用是感受或测量被控制量的实际值，并把它转换为可以进行比较的信号。测量

元件的输出信号称为主反馈信号。比较环节则是将输入信号与主反馈信号进行比较，其输

出为偏差信号，即系统输出量的实际值与参考输入值之差。

从信号传递的过程来看，以偏差信号作为控制器的输入，以此为依据产生校正系统偏差

的控制作用。因为控制的目的是逐渐减小实际值与参考值之间的偏差，加上比较环节中用

输入信号减去主反馈信号，因此闭环控制系统又称为负反馈控制。虽然只增加了一个负反

馈通道，但从控制思想上看，负反馈控制系统与开环控制系统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个偏差信

号中包含了输入信号对被控量的控制作用，也包含了被控量对输入信号的制约作用。这样，

在一个闭环负反馈控制系统中包括输入量和输出量两者之间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对

立统一关系。由于有了这种关系，使控制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活力，不但可以克服开环系统

对扰动没有抑制的缺点，而且系统的参数经合理配置后，其性能可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具

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快的速度。

闭环控制系统的特点为：①由负反馈构成闭环，利用偏差信号进行控制；②对于外界扰

动和系统内参数的变化等引起的偏差能够自动纠正；③系统元件参数配合不当，容易产生振

荡，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因而存在稳定性问题。尽管③是闭环控制系统的缺点，但闭环控

制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并被广泛应用的控制方式。自动控制理论主要研究这种控制系统。

１１３　控制系统的分类

自动控制系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

上系统还可能是几种方式的组合。

（１）按信号传递路径，可以分成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两大类。

（２）按输入信号的特征，可以分成恒值控制系统、随动控制系统、程序控制系统三大类。

其中恒值控制系统的特点是保持被控量恒定不变，即要求被控量在控制过程进入稳态时等

于输入量，也要求输入量是恒定不变的；随动控制系统的特点是输入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事

先不能确定，控制的任务就是在各种情况下快速、准确地使被控量跟踪输入量的变化；程序

控制系统的特点是输入量按事先预定的规律变化，是一个已知的时间函数。控制的任务是

要求被控量按确定的输入量的时间函数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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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控制器的形式，可以分成连续模拟式控制和离散数字式控制两大类。其中连续

模拟式控制系统中各部分的信号均为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离散数字式控制系统中的信号

成分一般比较复杂，包含各种信号形式：连续模拟信号、离散信号、数字信号等，并进行信号

间的转换，但起直接控制作用的一定是数字信号。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还有很多种分类方法，例如按系统是否满足叠加定理可分为线性系

统与非线性系统；按系统参数是否随时间而变可分为定常系统与时变系统；按参考信号和被

控量的数量可分为单输入单输出系统与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等等。实际上，各种类型并不是

独立的，而是相互综合的。比如我们在经典控制理论中，主要研究的是单输入、单输出、线

性、定常系统。

１２　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步骤

１２１　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不同的控制系统，由于其工作场合及目标任务等方面的差异，其性能指标也各不相同。

但对所有的控制系统来说，要达到的控制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求系统的被控量能迅速、准

确地跟踪参考量的变化，两者保持一定的函数关系，并尽可能使这种关系不受任何干扰的影

响。简而言之，对系统的性能要求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述：

（１）动态过程要平稳，即稳定性

一个控制系统要能正常工作，稳定性是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一般情况下，系统的被控

量在外作用（输入量或干扰）没有变化时处在某一稳定平稳的状态，当系统的外作用发生变

化时，其被控量会偏离原来的稳定状态。若系统被控量在偏离稳定状态后，能在一定时间内

重新回到平稳状态，那么系统是稳定的。反之，若系统不能重新回到平稳状态，而是呈持续

振荡或分散状态，则控制系统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系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甚至会毁坏设

备、造成事故。

（２）响应动作要快速，即快速性

快速性是指在控制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当系统的被控量与输入量之间发生较大偏差时，

消除这种偏差的快慢程度。当输入量发生变化时，系统从一个平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平衡

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称为过渡过程。因此，快速性主要是指过渡过程的快速性，它表现为

输入量改变后，输出量随之变化的快慢程度。

（３）最终跟踪要准确，即准确性

准确性是指系统响应的过渡过程（也称为动态过程、瞬态过程）结束后，被控量与输入量

之间的差值，我们用稳态误差来表示。稳态误差反映了系统稳态精度的高低，其大小也是衡

量系统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稳态精度越高，稳态误差就越小，系统的稳态输出就越接近输

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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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步骤

一个完整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过程大体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设计目标。这一步主要是设定系统的被控量和性能指标。控制系统的性

能指标包括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这和系统的基本要求是相结合的。动态性能是对控制系

统输出响应的快速性和稳定性的描述。稳态性能是指控制系统输出响应的稳态误差的指

标，反映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除此之外，还有抗干扰能力、鲁棒性等指标。性能指标是根

据用户和现场实际的需求提出来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实现条件和成本等因素。

第二步：确定控制系统的结构，如图１ ３所示。这一步需要选择驱动装置和配置适当

的测量元件，即传感器。其中驱动装置是根据控制器产生的控制量直接对被控对象进行操

作的装置或设备。大多数情况下被控对象都是大功率级的，或者被控对象的输入信号是其

他形式的非电物理量，控制信号不能直接驱动被控对象，此时就需要用到驱动装置。除此之

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设计者不能改变被控对象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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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３　闭环控制系统的结构设计

第三步：理论建模与设计。建立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并以此为工具，分析和设计系统

的性能。然后设计控制装置，设计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这是改善控制系统性能的主要手

段。需要反复调整控制装置的结构和参数，以获得期望的性能指标。最后，对所设计的控制

系统进行计算机仿真，校核系统的输出响应。

第四步：实验室或现场调试。前面的分析和设计过程都是理论上的，并经过了一系列的

简化处理，忽略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个工程设计方案必须要经过实验工作，再进行

必要的调整，才能应用于工程实际。本书在实验方面不作展开。

本单元的基本要求及考核重点：

理解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理解开环控制、闭环控制两种控制方式；

掌握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

了解自动控制系统的三个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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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１
１．判断题

（１）开环控制系统的控制器与被控对象之间既有顺向作用又有反向联系。（　　）

（２）反馈控制系统中，若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相减后的偏差信号越来越大，称为负反馈

控制。（　　）

（３）控制系统完成理论分析和设计后，可直接在工程中使用。（　　）

（４）恒值控制系统是线性时不变系统，是一种理想化的系统。（　　）

２．单选题

（１）将控制信号施加给被控对象的环节是（　　）

Ａ．比较元件 Ｂ．执行机构 Ｃ．测量元件 Ｄ．放大元件

（２）对被控制的物理量进行检测的环节是（　　）

Ａ．比较元件 Ｂ．执行机构 Ｃ．测量元件 Ｄ．放大元件

３．多选题

（１）控制系统的理论阶段包括（　　）

Ａ．专家控制理论 Ｂ．经典控制理论 Ｃ．恒值控制理论 Ｄ．现代控制理论

Ｅ．智能控制理论

（２）闭环控制的主要优点是（　　）

Ａ．抗干扰能力强 Ｂ．控制精度高

Ｃ．系统参数设定简单 Ｄ．使用元件多，线路复杂

（３）典型自动控制系统中有哪些基本环节（　　）

Ａ．控制器 Ｂ．被控对象 Ｃ．测量元件 Ｄ．比较元件

Ｅ．执行机构

（４）控制系统设计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　　）

Ａ．动态性能 Ｂ．抗干扰性能 Ｃ．实时性能 Ｄ．静态性能

Ｅ．鲁棒性能

（５）控制系统按控制器的实现可分为（　　）

Ａ．连续模拟式控制 　　　Ｂ．连续线性控制　　　　Ｃ．离散非线性控制

Ｄ．离散数字式控制 　　　Ｅ．连续非线性控制

４．自动控制系统的三个历史阶段是什么？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什么？

５．什么是开环控制系统？什么是闭环控制系统？画出它们的结构图，它们各有什么优

缺点？

６．负反馈控制的含义是什么？

７．掌握下列几个名词术语：自动控制、被控对象、控制器、执行装置、测量元件、被控量、稳态

误差。

８．了解控制系统的分类方式及相关类别。

９．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性能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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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何知识都要有基础，控制系统也不例外。那么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高等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中的微分方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微分方程的

求解还真有点难度。幸亏有拉普拉斯变换，它是我们求解微分方程的重要工具。

这一单元，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拉普拉斯变换的知识。这个变换是哪两个对象之间的变

换？如何变换？如何简单地实现变换？变换之后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还需要变回去吗？这

些问题都将在本单元中给出答案。

２１　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概念

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要建立该系统的数学模型，也就是用数学表

达式来描述该系统内部物理量（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静态条件下，各变量没有变化，

反映在数学表达式中，即变量的各阶导数为零，这时建立的是系统的代数方程，称为静态数

学模型。而在动态条件下，各变量的值不断变换，也就说变量的值在一个很小的时间段Δ狋

内是有变化的，如变量犳（狋）≠犳（狋＋Δ狋），那么我们称变量值的变化犳′（狋）＝

犳（狋＋Δ狋）－犳（狋［ ］）／Δ狋为犳（狋）的导数，以此建立的描述变量各阶导数相互关系的微分方程

称为系统的动态数学模型。如果已知输入量及变量的初始条件，对微分方程求解，就可以得

到系统输出量的表达式，并由此可以对系统进行性能分析。

���/ ���/+?

A��+
���/ A��

,�!?���/

	�!	�

?���/

!�!�	�

图２ １　拉氏变换求解微分方程的示意图

实际上，微分方程的求解是一

个比较麻烦的过程，因此引入拉普

拉斯变换（以下简称拉氏变换）的方

法：先取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将微

分方程转化为象函数的代数方程；

根据代数方程的相关特性，求出象

函数；再通过拉氏反变换求出原微

分方程的变量的解。这种解法如图

２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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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拉氏变换的定义

当狋≥０时，犳（狋）有定义，且积分

犉（狊）＝∫
∞

０
犳（狋）ｅ－狊狋ｄ狋 （２ １）

存在，则称犉（狊）为犳（狋）的拉氏变换，也称为象函数。犳（狋）为犉（狊）的拉氏反变换，也称为原函

数。用犔［·］表示，犉（狊）＝犔［犳（狋）］

２１２　基本环节的拉氏变换

在本书中并不强调原函数犳（狋）拉氏变换的计算过程，但要掌握某些基本环节的象

函数。

（１）单位阶跃函数犳（狋）＝１（狋）的象函数

单位阶跃函数如图２ ２所示：

原函数： １（狋）＝
０ 狋＜０

１ 狋≥
｛ ０

（２ ２）

象函数： 犔１（狋［ ］）＝
１
狊

（２ ３）

（２）单位斜坡函数犳（狋）＝狋的象函数

单位斜坡函数如图２ ３所示：

原函数： 犳（狋）＝
０ 狋＜０

狋 狋≥
｛ ０

（２ ４）

象函数： 犔犳（狋［ ］）＝
１
狊２

（２ ５）

1

0

f(t)

t

图２ ２　单位阶跃函数

f(t)

1

0
t

1

图２ ３　单位斜坡函数

f(t)

1

0 t

图２ ４　指数函数

（３）指数函数犳（狋）＝ｅ－犪狋的象函数

指数函数如图２ ４所示：

原函数： 犳（狋）＝ｅ－犪狋 （２ ６）

象函数： 犔ｅ－［ ］犪狋 ＝
１
狊＋犪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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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正弦函数犳（狋）＝ｓｉｎω狋的象函数

原函数： 犳（狋）＝ｓｉｎω狋 （２ ８）

象函数： 犔ｓｉｎω［ ］狋 ＝
ω

狊２＋ω
２

（２ ９）

（５）余弦函数犳（狋）＝ｃｏｓω狋的象函数

原函数： 犳（狋）＝ｃｏｓω狋 （２ １０）

象函数： 犔ｃｏｓω［ ］狋 ＝
狊

狊２＋ω
２

（２ １１）

２２　拉普拉斯变换的常用性质和定理

２２１　线性性质

　　大多数物理系统都可以近似处理为线性特性，本书中控制系统的物理模型也都将按线

性动态系统对待，因此了解线性系统的特点是首要的。系统有两个基本特征，这是分析线性

系统的基本根据。

首先，线性系统满足叠加原理。即线性系统各个输入所产生的输出响应相互不影响，系

统总的输出由各个输入产生的输出叠加在一起构成。如果线性系统在输入狌１（狋）的作用下，

产生输出响应狔１（狋）＝犳狌１（狋［ ］），如图２ ５（ａ）所示；在输入狌２（狋）的作用下，产生输出响应

狔２（狋）＝犳狌２（狋［ ］），如图２ ５（ｂ）所示。那么当两个输入信号同时作用时，总的输出响应将满

足狔１（狋）＋狔２（狋）＝犳狌１（狋）＋狌２（狋［ ］）。如图２ ５（ｃ）所示。

其次，线性系统满足均匀性原理。即线性系统在输入和输出域内保持比例因子不变。

如果输入函数狌（狋）产生输出响应函数狔（狋），对于任意实数犮，线性系统满足犮狔（狋）

＝犳［犮狌（狋）］。

3�24
u1(t) u1(t)=0

u2(t)=0 u2(t)
y1(t) 3�24 y2(t)

3�24

(a)

(c)

(b)

u1(t) y1(t)+y2(t)�f [u1(t)�u2(t)]u2(t)

图２ ５　线性系统的叠加原理

线性系统的这两个特征也同样延续到拉氏变换后的代数方程。

假设有两个函数犳１（狋）和犳２（狋），它们的象函数分别为犉１（狊）和犉２（狊）。如果有第三个函

数犳３（狋）＝犪犳１（狋）±犫犳２（狋），其中犪和犫是常数，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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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犳３（狋［ ］）＝犔犪犳１（狋）±犫犳２（狋［ ］）＝犪犉１（狊）±犫犉２（狊） （２ １２）

【例２ １】　试求函数犳（狋）＝２狋－３ｅ－４狋的拉氏变换

解：犔２狋－３ｅ－４［ ］狋 ＝２ ［］犔狋 －３犔ｅ－４［ ］狋 ＝２·
１
狊２
－３·

１
狊＋４

２２２　微分性质

设有函数的拉氏变换犔犳（狋［ ］）＝犉（狊），且原函数犳（狋）存在高阶微分ｄ狀犳（狋）／ｄ狋狀，那么

犳（狋）各阶微分的象函数为：

犔
ｄ
ｄ狋
犳（狋［ ］）＝狊犉（狊）－犳（０） （２ １３）

犔
ｄ２

ｄ狋２
犳（狋［ ］）＝狊２犉（狊）－狊犳（０）－犳′（０） （２ １４）

其中，犳（０）和犳′（０）是函数犳（狋）的初值。在经典控制理论中，研究拉氏变换后的系统数

学模型时，一般取初值为０，这是由于经典控制理论研究的是系统本身的特性，与系统的初

始状态及初始状态的变化无关。因此，函数取微分后经拉氏变换可以得到以下形式：

犔
ｄ
ｄ狋
犳（狋［ ］）

犳（０）＝０
＝狊犉（狊），犔

ｄ２

ｄ狋２
犳（狋［ ］）

犳（０）＝犳（１）＝０
＝狊

２犉（狊） （２ １５）

更高阶微分项的拉氏变换可以类推。

【例２ ２】　已知系统由输入函数狌（狋）和输出函数狔（狋）的微分方程表达为：

狔
　…
（狋）＋犪２̈狔（狋）＋犪１狔（狋）＋犪０狔（狋）＝狌（狋）＋犫０狌（狋）

且已知狌（狋）和狔（狋）的象函数分别为犝（狊）和犢（狊），请写出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表达式。

注：狔
　…
（狋），̈狔（狋）和狔（狋）分别表示函数狔（狋）的三阶微分、二阶微分和一阶微分，狌（狋）则表

示狌（狋）的一阶微分。

解：根据微分性质，上述微分方程中各微分项经拉氏变换后得到：

狔
　…
（狋）→狊

３犢（狊），̈狔（狋）→狊
２犢（狊），狔（狋）→狊犢（狊），狔（狋）→犢（狊）

狌（狋）→狊犝（狊），狌（狋）→犝（狊
｛ ）

（２ １６）

结合线性性质，微分方程经拉氏变换后得到一个代数方程：

狊３犢（狊）＋犪２狊２犢（狊）＋犪１狊犢（狊）＋犪０犢（狊）＝狊犝（狊）＋犫０犝（狊） （２ １７）

２２３　积分性质

设有函数的拉氏变换犔犳（狋［ ］）＝犉（狊），且犳（狋）＝０，那么：

犔∫
狋

０
犳（τ）ｄ［ ］τ ＝１狊犉（狊） （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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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 ３】　求犳（狋）＝狋的象函数。

解：因为狋可以由单位阶跃函数通过积分获得，即：

∫
狋

０
１（τ）ｄτ＝∫

狋

０
１ｄτ＝τ

狋

０
＝狋－０＝狋

根据积分性质，狋的象函数可以由∫狋０１（τ）ｄτ的象函数推导：

［］犔狋 ＝犔∫
狋

０
１（τ）ｄ［ ］τ ＝１狊·犔［１（狋）］＝

１
狊
·１
狊
＝
１
狊２

（２ １９）

实际上，犳（狋）＝狋是一个单位斜坡函数，它的象函数应该作为常识牢记下来，而不用临

时推导。

２２４　延迟性质

设有函数的拉氏变换犔犳（狋［ ］）＝犉（狊），且狋＜０时，犳（狋）＝０

那么： 犔犳（狋－τ［ ］）＝ｅ－狊τ犉（狊） （２ ２０）

犳（狋）与犳（狋－τ）相比，函数的结构是相同的，仅仅是在时间上，犳（狋－τ）比犳（狋）延迟了τ。

它们的象函数则表现为相差了ｅ－狊τ。因此，我们也把ｅ－狊τ称为延迟环节的象函数。

【例２ ４】　求犳（狋）＝狋－３的象函数。

解：与式（２ ２０）相比较，τ＝３

因此，犔［狋－３］＝ｅ－３狊犔［狋］＝
ｅ－３狊

狊２

２２５　复位移性质

设有函数的拉氏变换犔犳（狋［ ］）＝犉（狊），

那么：犔ｅ－犪狋犳（狋［ ］）＝犉（狊＋犪） （２ ２１）

这里，我们有必要与延迟性质作一个比较。延迟性质是在时域下，犳（狋）函数滞后了一段

时间τ；而复位移则是在犛域下（换句话说是在拉氏变换后），象函数表现为算子狊滞后了，但

这种滞后并不是时间滞后。而对于原函数而言，ｅ－犪狋犳（狋）表示沿ｅ－犪狋对犳（狋）做了衰减，如图

２ ６所示。因此，复位移性质也称为衰减性质。

1

0 t
1

0 t
1

0 t

f1(t)=e�t f2(t)=t/3

(a) =��� (b) ��f2(t) (c) =�	+��

f(t)=f1(t)ef2(t)
=te�t/3

图２ ６　函数衰减示意图

另外，我们可以对式（２ ２１）稍作调整，得到另一个表达式：

犔ｅ犪狋犳（狋［ ］）＝犉（狊－犪） （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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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 ５】　已知犔ｓｉｎω［ ］狋 ＝ ω
狊２＋ω

２
，求犔ｅ－犪狋ｓｉｎω［ ］狋

解：犔ｅ－犪狋ｓｉｎω［ ］狋 ＝
ω

狊２＋ω［ ］２
狊＝狊＋犪

＝
ω

狊＋（ ）犪 ２＋ω
２

２２６　初值定理

设有函数的拉氏变换犔犳（狋［ ］）＝犉（狊），

则： ｌｉｍ
狋→０
犳（狋）＝ｌｉｍ

狊→∞
狊犉（狊） （２ ２３）

线性系统通常定义狋＝０作为函数变化的起点，称为初始时刻。在该时刻，系统中的某

些信号可能存在非０值。例如，复位移性质中的衰减函数，犳１（狋）＝ｅ－犪狋，在狋＝０时，

犳１（狋）
狋→０
＝１。但不是所有函数都能这么简单地获得初始值。因此，利用拉氏变换，先获得

函数的象函数，再利用初值定理计算初始值，则简单多了。

【例２ ６】　已知犳（狋）＝５ｅ－狋－２ｅ－２狋，求犳（狋）的初值。

解：（１）利用拉氏变换的线性性质和复位移性质，可获得犳（狋）的拉氏变换：

犉（狊）＝犔犳（狋［ ］）＝５犔ｅ－［ ］狋 －２犔ｅ－２［ ］狋 ＝
５
狊＋１

－
２
狊＋２

（２）利用初值定理计算：

ｌｉｍ
狋→０
犳（狋）＝ｌｉｍ狊

狊→∞
犉（狊）＝ｌｉｍ狊

狊→∞

５
狊＋１

－
２
狊［ ］＋２

＝ｌｉｍ
狊→∞

５狊
狊＋１

－
２狊
狊［ ］＋２

＝
５∞
∞＋１

－
２∞
∞＋２

＝５－２＝３

注：对 ∞
∞＋犪

而言，常数犪的大小并不能影响分母中的∞，这个分式仍然相当于
∞
∞
，比值

为： ∞
∞＋犪

＝
∞
∞
＝１。

２２７　终值定理

和初值定理相似，了解函数在时间趋于无穷大（狋→∞）时的取值也很重要。在经典控制

理论中，它代表了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之后，进入稳定的状态。我们可以利用拉氏变换，

先获得函数的象函数，再利用终值定理计算函数的稳态值。

设有函数的拉氏变换：犔［犳（狋）］＝犉（狊）

则： ｌｉｍ
狋→∞
犳（狋）＝ｌｉｍ

狊→０
狊犉（狊） （２ ２４）

【例２ ７】　接续【例２ ６】，求犳（狋）的稳态值。

解：（１）利用拉氏变换的线性性质和复位移性质，可获得犳（狋）的拉氏变换：

犔犳（狋［ ］）＝
５
狊＋１

－
２
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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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用终值定理计算：

ｌｉｍ
狋→∞
犳（狋）＝ｌｉｍ

狊→０

５狊
狊＋１

－
２狊
狊［ ］＋２

＝
５×０
０＋１

－
２×０
０＋２

＝０

２３　拉普拉斯反变换

在２．１节中我们引入拉氏变换，它可以将微分方程的求解化为代数方程的求解，但最终

还需再通过拉氏反变换获得微分方程的解。拉氏反变换就是由象函数犉（狊）求原函数犳（狋）。

设象函数的一般表达式为：

犉（狊）＝
犫犿狊

犿
＋犫犿－１狊

犿－１＋犫犿－２狊
犿－２＋…＋犫１狊＋犫０

犪狀狊
狀
＋犪狀－１狊

狀－１＋犪狀－２狊
狀－２＋…＋犪１狊＋犪０

＝
犅（狊）

犃（狊）
（２ ２５）

式中犅（狊）、犃（狊）都是狊的多项式，犅（狊）称为分子多项式，犃（狊）称为分母多项式，它们的最高

阶次分别为犿和狀，且满足犿≤狀。

例如：犉（狊）＝
狊＋５

狊２＋３狊＋２
。其中，犃（狊）＝狊２＋３狊＋２是分母多项式，其最高阶次狀＝２；

犅（狊）＝狊＋５是分子多项式，其最高阶次犿＝１。

求解拉氏反变换时，一般先采用部分分式分解法将象函数的有理分式分解为简单分式

之和，然后再通过查找拉氏变换表获得各简单分式的原函数。在此，我们以实例讲解如何求

解拉氏反变换。

２３１　象函数的根互不相同

令象函数的分母多项式等于０，则构成关于算子狊的一元狀次方程犃（狊）＝０，狀为分母

多项式的最高阶次。如果该方程有狀个不同的根，也就是说象函数的根互不相同，分母多项

式可以分解成狀个不同的因式。

【例２ ８】　求如下有理象函数的拉氏反变换：

犉（狊）＝
狊＋５

狊２＋３狊＋２
（２ ２６）

解：

（１）对分母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

狊２＋３狊＋２＝（狊＋１）（狊＋２）

因而可将犉（狊）分解成两个有理分式之和，每个分式由分母多项式分解后的因式部分

构成：

犉（狊）＝
犃１
狊＋１

＋
犃２
狊＋２

（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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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犃１和犃２是待定系数。

（２）确定待定系数

将式（２ ２７）重新组合成一个有理多项式：

犉（狊）＝
犃１
狊＋１

＋
犃２
狊＋２

＝
犃１（狊＋２）＋犃２（狊＋１）
（狊＋１）（狊＋２）

＝
（犃１＋犃２）狊＋２犃１＋犃２

狊２＋３狊＋２

该式应与式（２ ２６）一致，两式的各项系数逐一相等：

犃１＋犃２＝１

２犃１＋犃２
｛ ＝５

　　　　
犃１＝４

犃２
｛ ＝－３

式（２ ２６）的部分分式结构为：

犉（狊）＝
４
狊＋１

－
３
狊＋２

（２ ２８）

（３）拉氏反变换

根据拉氏变换表可以查得：

犳（狋）＝犔－１
４
狊＋１

－
３
狊＋｛ ｝２ ＝４ｅ－狋－３ｅ－２狋

得到象函数对应的原函数。

２３２　象函数有重根

如果分母多项式构成的一元狀次方程有部分根是重根，则按下例方法进行部分分式分

解并求拉氏反变换。

【例２ ９】　求如下有理函数的拉氏反变换：

犉（狊）＝
２（狊＋３）

（狊＋２）２（狊＋１）
（２ ２９）

解：

（１）可以看出，分母多项式的根有３个，分别是－２，－２，－１。其中－２是重根。因此，

我们将式（２ ２９）分解为三个部分：

犉（狊）＝
犃１

（狊＋２）２
＋

犃２
（狊＋２）

＋
犃３
（狊＋１）

（２ ３０）

其中，犃１，犃２和犃３分别是待定系数。值得注意的是，２个重根需要构成２个有理分式，一个

分式是
犃１
（狊＋２）２

，它的分母最高阶次是２；另一个分式是
犃２
（狊＋２）

，它的分母最高阶次是１。

（２）确定待定系数

将式（２ ３０）通分后重新组合成一个有理多项式：

犉（狊）＝
犃１
（狊＋２）２

＋
犃２
狊＋２

＋
犃３
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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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１（狊＋１）＋犃２（狊＋２）（狊＋１）＋犃３（狊＋２）２

（狊＋２）２（狊＋１）

将分子部分展开为多项式形式：

＋

　犃１狊 ＋ 犃１

犃２狊
２ ＋３犃２狊 ＋２犃２

犃３狊
２ ＋４犃３狊 ＋４犃３

（犃２＋犃３）狊２＋（犃１＋３犃２＋４犃３）狊＋（犃１＋２犃２＋４犃３）

此时，各项系数应与式（２ ２９）分子多项式的各项系数相同，进而计算出各待定系数

的值：

犃２＋犃３＝０

犃１＋３犃２＋４犃３＝２

犃１＋２犃２＋４犃３

烅

烄

烆 ＝６

　　　　

犃１＝－２

犃２＝－４

犃３

烅

烄

烆 ＝４

则式（２ ２９）的部分分式结构为：

犉（狊）＝
－２
（狊＋２）２

－
４
狊＋２

＋
４
狊＋１

（２ ３１）

（３）拉氏反变换

根据拉氏变换表，并利用拉氏变换的各项性质，可得：

犳（狋）＝犔－１
－２
（狊＋２）２

－
４
狊＋２

＋
４
狊｛ ｝＋１

＝－２狋ｅ－２狋－４ｅ－２狋＋４ｅ－狋

本单元的基本要求及考核重点：

拉氏变换在工程中的意义，理解图２ １的含义；

掌握基本环节的拉氏变换；

拉氏变换的基本性质和定理，尤其是微分性质、初值定理、终值定理；

掌握拉氏反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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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拉氏变换是求解微分方程的重要工具，那么它又是怎样应用在控制系统中的呢？

这一单元，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如何运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控制系统中的微分方程。将用到

上一单元所掌握的基础知识。

２４　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

对微分方程作拉氏变换，可以得到原函数的代数方程，求解代数方程后，再经过拉氏反

变换，就可以得到微分方程的解。

R L

C
uR uL

�

+

�

�+ + �+
ui(t) uo(t)

i(t)

图２ ７　犚犔犆串联电路图　

【例２ １０】　如图２ ７所示电路，是由电阻、电感、电容

串联构成，其中犚＝２Ω，犔＝１Ｈ，犆＝０．２Ｆ，它们的初始状态

皆为０，即电容两端的初始电压狌狅（０）＝０Ｖ，流过电感的初始

电流犻（０）＝０Ａ。当电压源狌犻（狋）上产生单位阶跃函数的电

压后，电路的输出狌狅（狋）会产生怎样的响应函数。

解：（１）由电路图列写微分方程：

电路图中，输入信号是狌犻（狋），是单位阶跃函数，输出信号是狌狅（狋），是待求函数。列写由

狌犻（狋）和狌狅（狋）构成的微分方程。

根据串联电路的特点：狌犚（狋）＋狌犔（狋）＋狌狅（狋）＝狌犻（狋）

调整变量：犚犻（狋）＋犔
ｄ犻（狋）

ｄ狋
＋狌狅（狋）＝狌犻（狋）

中间变量：犻（狋）＝犆
ｄ狌狅（狋）

ｄ狋

犚犆
ｄ狌狅（狋）

ｄ狋
＋犔犆

ｄ
ｄ狋
ｄ狌狅（狋）

ｄ狋
＋狌狅（狋）＝狌犻（狋）

得到输入与输出函数间的微分方程：

犔犆
ｄ２狌狅（狋）

ｄ狋２
＋犚犆

ｄ狌狅（狋）

ｄ狋
＋狌狅（狋）＝狌犻（狋） （２ ３２）

（２）对微分方程进行拉氏变换，得到输入输出象函数间的代数方程，并求解输出象

函数：

式（２ ３２）经过拉氏变换后得到代数方程：

犔犆狊２犝狅（狊）＋犚犆狊犝狅（狊）＋犝狅（狊）＝犝犻（狊） （２ ３３）

输入函数的拉氏变换为：犝犻（狊）＝
１
狊
，连同犚，犔，犆的值（即电路的各项参数值）一起代入

式（２ ３３），调整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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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狊２犝狅（狊）＋０．４狊犝狅（狊）＋犝狅（狊）＝
１
狊

狊２犝狅（狊）＋２狊犝狅（狊）＋５犝狅（狊）＝
５
狊

犝狅（狊）＝
５

狊（狊２＋２狊＋５）
（２ ３４）

（３）通过拉氏反变换求解输出函数的原函数：

对式（２ ３４）作部分分式分解：

犝狅（狊）＝
５

狊（狊２＋２狊＋５）
＝
犃１
狊
＋
犃２狊＋犃３
（狊＋１）２＋２２

（２ ３５）

请注意第二个有理分式，由于其分母多项式的结构与正弦函数的象函数一致，因此保留

二次项的形式，即狀＝２，以便于按正弦函数做拉氏反变换。为此，其分子多项式的最高阶次

取为犿＝１，满足犿＜狀，待定系数分别设为犃１、犃２和犃３

将式（２ ３５）重新组合成一个有理多项式：

犉（狊）＝
犃１
狊
＋
犃２狊＋犃３
（狊＋１）２＋２２

＝
犃１［（狊＋１）２＋２２］＋狊（犃２狊＋犃３）

狊［（狊＋１）２＋２２］

分子部分展开为多项式形式：

＋

犃１狊
２ ＋２犃１狊 ＋５犃１

犃２狊
２ ＋ 犃３狊

　（犃１＋犃２）狊２＋（２犃１＋犃３）狊＋５犃１

该式的各项系数应与式（２ ３４）的分子系数一致，可计算出各待定系数的值：

犃１＋犃２＝０

２犃１＋犃３＝０

５犃１

烅

烄

烆 ＝５

　　　　

犃１＝１

犃２＝－１

犃３

烅

烄

烆 ＝－２

式（２ ３５）的部分分式结构为：

犝狅（狊）＝
１
狊
＋

－狊－２
（狊＋１）２＋２２

（２ ３６）

（４）拉氏反变换

拉氏变换表中可以查得公式犔－１
狊＋犪

（狊＋犪）２＋ω｛ ｝２ ＝ｅ－犪狋ｃｏｓω狋，犔－１ ω
（狊＋犪）２＋ω｛ ｝２ ＝ｅ－犪狋ｓｉｎω狋，

其中的（狊＋犪）项满足拉氏变换的复位移性质〔见式（２ ２１）〕。因此，式（２ ３６）中第二个有

理分式的分子部分需稍作调整，以满足拉氏反变换的公式：

犝狅（狊）＝
１
狊
＋
－（狊＋１）－１
（狊＋１）２＋２２

＝
１
狊
－

（狊＋１）
（狊＋１）２＋２２

－
１
２
×

２
（狊＋１）２＋２２

狌狅（狋）＝犔－１ 犝狅（狊｛ ｝）＝１（狋）－ｅ－狋ｃｏｓ２狋－
１
２
ｅ－狋ｓｉｎ２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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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得到象函数对应的原函数。

本单元的基本要求及考核重点：

掌握微分方程经拉氏变换转换为代数方程；

根据图２ １的含义，分步求解ＲＬＣ电路的微分方程。

习题２
１．判断题。

（１）采用拉普拉斯变换，可求解线性微分方程。（　　）

（２）单位阶跃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是１／狊２。（　　）

（３）有函数犳（狋）的拉氏变换为犉（狊），且原函数存在高阶微分，那么犳（狋）的二阶微分象函

数为：狊２犉（狊）。（　　）

２．利用拉氏变换的常用性质求下列函数的拉氏变换。

（１）犳（狋）＝２狋＋１ 　　　（利用基本环节的拉氏变换及线性性质）

（２）犳（狋）＝ｓｉｎ（狋－３） 　　　（利用延迟性质）

（３）犳（狋）＝ｅ－狋ｓｉｎ２狋＋ｃｏｓ２（ ）狋　　　（利用复位移性质）

３．求下列象函数的原函数。

（１）犉（狊）＝
１

（狊＋１）（狊＋２）
　　　（参考例２ ８）

（２）犉（狊）＝
１

（狊＋１）２（狊＋２）
　　　（参考例２ ９）

（３）犉（狊）＝
狊＋１

（狊＋１）２＋２２
　　　（参考例２ １０的第三、四部分）

４．利用微分性质完成下列微分方程与代数方程之间的转换。

（１）̈狔（狋）＋４狔（狋）＋３狔（狋）＝狌（狋）＋狌（狋）

（２）狔
（３）（狋）＋２̈狔（狋）＋５狔（狋）＋狔（狋）＝狌（狋）＋３狌（狋）

（３）
犢（狊）

犝（狊）
＝
狊＋１

狊２＋２狊＋３

（４）
犢（狊）

犝（狊）
＝

狊２＋狊＋１
狊３＋５狊２＋４狊＋１

５．已知二阶系统的微分方程为狔̈（狋）＋５狔（狋）＋６狔（狋）＝狌（狋），当输入信号狌（狋）＝３×１（狋）时，

求系统的输出响应狔（狋）。（参考例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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