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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机调速系统的伪微分反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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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同步电机是一个多变量、非线性、强耦合的复杂系统，对外界扰动及内部参数

变化敏感，为改善系统动静态性能，提高系统鲁棒性，本文引入了一种新的速度调节方法—
伪微分反馈（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PDF）控制策略。文章首先介绍了基于 PDF 调节器
的矩阵变换器  永磁同步电机调速系统，推导出了系统的传递函数和微分方程，根据推导结果绘
制了系统的博德图，并对系统的动静态性能和抗干扰能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在同等条件下对两种
调节器（PDF 与 PI）下的调速系统分别进行了仿真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PDF 调节器时，
系统的输出响应速度更快、无超调和振荡，有效地提高了系统的动静态性能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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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 Control for PMSM Dr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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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PMSM) is a multivariable nonlinear system

with strong coupling. It is sensitive to the load and parameter disturban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obustness of this system, the pseudo-derivative feedback (PDF) control strategy is applied to the
PMSM drive system.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PMSM speed drive system based on the PDF controller,
deduces the transfer functions and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analyses the static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of PDF regulator. On the same condition, the two regulators are compared through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put response of PDF regulator is faster
without overshoot and oscillations. Thesystem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motor’s load and
parameter.
Keywords：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 control, speed control, PI control, robustness,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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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精确数学模型。而 PMSM 是一个多变量、强耦
合、非线性、变参数的复杂对象，在实际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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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界干扰及内部摄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传
统 PI 调节器难以满足高性能控制的要求。

1

引言

针对 PI 调节器 存在的问题， 相关文献 提出了
一些解决方法，如滑模变结构 PI 控制法、模糊自

永磁同步电机（ PMSM）具有结构简单、功率

整定 PI 控制法、参数自寻优控制法等

[1-3] ，但这些

密度高、效率高等优点，在高精度数控机床、机器

控制理论 相对比较复杂。 本文介绍了伪微分反馈

人、特种加工等场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传统

（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PDF）控制法。该

PMSM 控制器大多采用 PI 调节器， PI 控制算法简

方法首先由美国的 R.M.Phelan 教授于 1971 年提出，

第 25 卷第 8 期

李光泉等

19

永磁同步电机调速系统的伪微分反馈控制

故又称其为费伦控制器，是一种简单的实用性很强
的控制理论。 目前 PDF 控制已在温度控制、工业
机器人和电液伺服等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4-6] 。

在前向回路中每增加一种对速度误差 e 的运算 ,
实际上同时增加了对速度给定 n * 和电机转速 n 的运
算。对 n*的每一种运算都会在系统的微分方程中表

与传统的 PI 调节器相比， PDF 调节器在数学表达

现出来 ，如式（ 2）等号右边。 因此，前向回路每

式和控制功能上实现了对电机转速的微分，而在系

增加一种运算就相当于在系统微分方程右边增加一

统的具体实现上不需要对转速进行微分。经过上述

项运算。基于 PI 调节器的 PMSM 调速系统微分方

处理后，系统的输出响应速度快、无超调、无振荡；

程右边有两项运算，分别为 K S K MA K P dn *(t)/dt 和

同时，系统稳态精度高，对 电机负载和参数的变化

K S K MA K i n*(t)，使永磁同步电机的转速不但要跟随给

不敏感，鲁棒性好。

定值 n* ，还要跟随 dn* (t)/dt [8-13] 。

本文 首先 介绍了伪微分反馈控制理论， 然后

因此可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控制系统的前向回

将其应用到了 矩阵变换器  永磁同步电机（ MC-

路中只能有一种运算 ，即对误差 e 只能采用积分运

PMSM）矢量控制调速系统， 并与传统 PI 调节器

算。这样既能保证电机转速的静态误差为零，又能

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了比较研究。仿真和实验结果均

减少系统微分方程的运算项。前向回路中只采用

表明 ，采用 PDF 调节器 时， 系统 的输出不存在 超

I 控制器有利于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但在克服误差

调和振荡 现象 ，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和快速性，有

的过程中系统可能出现振荡甚至发散等问题，不利

效地改善了电机的动静态特性。

于系统的稳定性。为确保系统的稳定性，本文在反
馈回路中对电机转速 n 进行微分运算，微分运算 能

2

PDF 控制的 MC-PMSM 调速系统

预测电机转速的 变化趋势 ，增加系统的阻尼程度，
减小系统的超调和振荡

表达式（ 1）给出了 永磁同步电机与矩阵变换

反馈回路中，电机转速 n 经过微分后再积分仍
是 n，故对 系统结构图 进行等效变换得到图 2。根

器的传递函数
K MA

WMA  T s  1

m

K
S
W 
 C TS s  1

式中

[14] 。

据图 2 所示的 PMSM 调速系统结构图推导出如式
（1）

（3）所示的系统微分方程
TSTm

d 3 n(t )
dt

K MA ，K S ——电机和变换器的传递系数；

3

 (TS  Tm )

d 2 n(t )
dt

2

 ( KS K MA K d  1)

KS K MA K i n(t )  KS K MA K i n* (t )

T m ——电机的时间常数；

dn(t )

dt

（3）

T S ——矩阵变换器的滞后时间常数 [7]。
由此得出，基于 PI 调节器的永磁同步电机 调
速系统 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图2
Fig.2
图1

PI 速度反馈永磁同步电机 调速系统结构图

Fig.1

Block diagram of PMSM speed control

根据图 1 所示的 PMSM 调速系统结构图推导出
如式（ 2）所示的系统微分方程

d 3 n(t )
dt 3

 (TS  Tm )

d 2 n(t )
dt 2

KS K MA K i n(t )  KS K MA K P

 ( KS K MA K P  1)

Block diagram of PMSM speed control system
(PDF speed feedback)

虽然图 2 所示闭环系统没有对电机转速直接进
行微分运算 ，但从功能上实现了对电机转速的微分 ，

system (PI speed feedback)

TSTm

伪微分 速度反馈永磁同步电机 调速系统结构图

dn(t )

dt

dn* (t )
 KS K MA K i n* (t )
dt
（2）

故称作伪微分反馈。采用 PDF 调节器后，系统的
微分方程等号右边只剩下一项运算 K S K MA K i n * (t)，
传递函数少了一个零点。下面，对 PDF 控制的
PMSM 调速系统性能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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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控制的 MC-PMSM 调速系统性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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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稳态精度
当电机转速给定 n *为阶跃信号时，可以得出

PDF 速度反馈调速 系统输出对参考输入的误差传递

系统频域特性
通过频域特性曲线可以得到系统的相角裕度、

幅值裕度和闭环带宽等信息，它们决定系统的稳定
性和响应速度 [14]。
基于两种不同调节器 （PI、PDF 调节器） 的

函数为
1

*
 E (s)  1  G (s) n (s)


K i K MA KS
G ( s ) 
3

TSTm s  (Tm  TS ) s 2  ( K d K MA KS  1) s
（4）

MC-PMSM 调速系统开环、闭环频域特性曲线如图

ess  lim sE ( s )  0

3 所示，由图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两种调节器（ PI、PDF 调节器）构成的
PMSM 调速系统的相角裕度和幅值裕度都满足奈氏
判据，系统闭环稳定。
（2）基于 PDF 调节器的调速系统相角裕度

 ≈45°（PI 调节器的相角裕度  ≈75°），既能满


系统的稳态误差为零。由此可知， PDF 调节
器对于阶跃输入信号是无静态误差的，控制精度高。
3.3



足系统稳定的需求，又不会使得系统动态过程缓慢。
（3）相对 PI 速度反馈，采用 PDF 速度反馈时，
系统的带宽频率  b 更大，跟踪给定信号 n * 的能力

（5）

s 0

抗干扰能力
系统的鲁棒性主要反映系统对外界干扰、被控

对象参数变化的抗干扰能力。根据系统结构图
2，可以得到系统输出对外界扰动

T L 的传递函数

为

n( s )

TL ( s )

更强；对高于带宽频率的输入信号，系统输出衰减
速度更快。

s (TS s  1) K MA
3

TSTm s  (Tm  TS ) s 2  ( K d K MA KS  1) s  K i K MA KS
（6）
当干扰为单位阶跃信号，即 T L (s)=1/s 时，系
统输出的稳态误差为
eTL  lim s
s 0

n( s ) 1
0
TL ( s ) s

（7）

系统对阶跃干扰信号的稳态误差为零，与电机
参数无关，可见，电机参数变化对系统的抗干扰能
（a）系统开环幅频、相频特性

力无影响， PDF 控制策略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4
4.1

仿真和实验分析
仿真结果
为了对本文介绍的控制策略进行性能分析，用

Matlab 对基于 PDF 调节器的 MC-PMSM 调速系统
进行了仿真，电机仿真参数如下 ：极对数 p n =2，
额定功率 420W，额定电压 105V，定子电阻
R s =6.18，定子电感 L d=L q =9.7mH，转子磁链
（b）系统闭环幅频、相频特性

图3
Fig.3

系统幅频、相频特性曲线

Bode diagram of PMSM speed control system

r=0.235Wb。PI 调节器的参数 Kp=2，Ki=2.3
PDF 调节器的参数 K d =0.168，K i =100 [1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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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信号，系统采用 PDF 调节器构成闭环时，电机转
速出现短暂的波动（持续时间约为 5ms）后恢复到
给定值。
同样负载条件下，系统采用 PI 调节器构成闭
环时，电机转速振荡，且稳定后 有一定的转速误差，
恢复不到原先值。 可见， PDF 调节器对负载突变的
适应能力优于 PI 调节器， 使系统 具有较好的负载
性能和抗外界干扰能力 。
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中，随着电机温度的变化，
图4

转速响应波形（ n * =1000r·min 1 ）

Fig.4

Speed response of step input

电机的 参数 也是变化 的，比如定子电阻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增大 。为了验证 PDF 调节器的鲁棒性，

由图 4 可以看出：

仿真时改变电机的定子电阻值 ，使定子电阻分别

（1）两种调节器（ PI、PDF 调节器）构成的

为原值的 1.1 倍或 1.3 倍 [16] ，而 PDF、PI 调节器

PMSM 调速系统都能快速、稳定地跟随给定的阶跃

的参数保持不变 ，进而 观察阶跃输入时系统的输

输入信号。

出响应。

（2）PDF 调节器与 PI 调节器的稳态精度都较
高，都能实现阶跃响应无静差。
（3）PDF 调节器构成的闭环控制系统动态 过
程无超调 、无振荡，能有效地避免电机起、制动时
的电流冲击 。

（a）PDF 调节器

（a）PDF 突加载转速波形

（b）PI 调节器

图6

定子电阻不同时电机转速响应曲线

Fig.6

Speed response curves under
different stator resistance

（b）PI 突加载转速波形

图5

电机突加载转速波形 （n*=1000r·min 1 ）

Fig.5

Speed response when torque varying

由图 5 可以看出： PMSM 的转速给定值不变的
情况下（ n*=1000r·min 1 ），电机的负载转矩为阶

由图 6 可以看出 ：基于 PDF 调节器的 MCPMSM 矢量控制系统来说 ，当电机定子电阻增大时 ，
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过程， 输出响应基本看不出差
别，响应曲线几乎重合在一起 ，故 PDF 调节器对
电机参数的变化不敏感，具有优良的鲁棒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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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正确性，对矩

阵变换器供电的永磁同步电机进行 了矢量控制实
验研究，所用的电机参数与仿真参数一致。实验系
统由 PMSM、主功率电路（矩阵变换器）、 核心
控制器（ TMS320LF2407、ispMACH4A5）及其
他外围电路（保护，信号采样，调理等）组成

。

控制算法均由 DSP 实现，驱动信号的译码均由
CPLD 实现。
图 7 为 1000r/min 的转速突变波形，可见
PDF 调节器 控制下的电机转速能快速无超调地达到

（a）PDF 调节器突加负载扰动时转速

稳定状态，动态响应时间约为 150ms。相比之下，
PI 调节器 控制下转速有振荡超调，动态响应时间约
为 250ms。

（b）PI 调节器突加负载扰动时转速

图8
Fig.8

突加负载扰动时转速波形

Speed response when torque varying

（a）PDF 调节器转速突变波形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伪微分反馈控制方法，将其应用到

MC-PMSM 矢量控制调速系统中， 研究结果表明：
伪微分反馈控制法是一种简单有效、可靠的控制器
设计理论， PDF 调节器能很好地提高 MCPMSM 调速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改善 PI 调节器
存在的超调和振荡问题，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参考文献
[1]

（b）PI 调节器转速突变波形

图7
Fig.7

电机转速突变波形

方斯琛 , 周波, 黄佳佳 . 滑模控制永磁同步电动机
调速系统 [J]. 电工技术学报 , 2008, 23(8): 29-35.

Step response under different speeds

Fang Sichen, Zhou Bo, Huang Jiajia. Sliding mode

图 8 为 1000r/min 稳定运行时，突加负载扰动，

control for PMSM drive system[J]. Transactions of

电机转速波形。可见， PDF 调节器 控制下的电机
转速跌落后，经过 1s 恢复到给定值；而 PI 调节
器控制下的电机转速振荡，恢复时间约为

1.5s。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08, 23(8):29-35.
[2]

吴忠强 , 王子洋 , 邬伟扬 . 基于模糊自整定 PI 和重
复控制的单相 SPWM 逆变电源研究 [J].

电气传动 ,

证明 PDF 调节器使得系统抗干扰能力更强， 鲁棒

2005, 35(7): 39-42.

性更好。

Wu Zhongqiang, Wang Ziyang, Wu Weiyang. Study

第 25 卷第 8 期

李光泉等

on single-phase SPWM inverter with adaptive fuzzy-

[3]

丁鸣艳 , 李文, 初宪武 . 参数自寻优模糊控制器在
大连铁道学院学报 ,

and

high

speed

[10] 魏鹏 . 悬浮控制器的伪微分反馈控制研究 [D]. 成
都: 西南交通大学 , 2007.
[11] 安维胜 , 田怀文 . PDF 和 PDFSV 在直流电动机速度

Ding Mingyan, Li Wen, Chu Xianwu. A fuzzy

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J]. 制造业自动化 , 2008, 30(7):

controller with self-optimizing parameters and its

24-29.

application in process control system[J]. Journal of

An Weisheng, Tian Huaiwen. Research of PDF and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006, 27(1):51-54.

PDFSV

曾文火 ,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2008, 30(7): 24-29.

邵福 .

电液速度伺服伪微分反馈控制系

in

speed

control

of

DC

motors[J].

[12] Meng Tang, Liu Chen. The system bandwidth

Zeng Wenhuo, Shao Fu. An electrohydraulic velocity

analysis in electro hydraulic servo system with PDF

servo

control[C]. Asian Control Conference, 2004: 1737-

system

using

pseudo-derivative

feedback

2003(12):1-5.

1745.
[13] Jun K Kang, Jae T Lee, Young L M Kim. Speed

姚晔, 萧子渊 , 郦科 . PDF 速度控制的液压电梯轿厢

controller design for induction motor drives using

[J]. 液压气动与密封 , 2000(6): 4-6.

PDF control and load disturbance observer[C].

Yao Ye, Xiao Ziyuan, Li Ke. PDF control of

IECON'91, 1991: 799-803.

hydraulic elevator speed[J]. Hydraulics Pneumatics &
Seals, 2000(6): 4-6.
曾文火 , 胡俊. 直流电机伪微分反馈位置控制参数

[14] 胡寿松 .

自动控制原理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2001.
[15] 董恒, 王辉, 黄科元 . 永磁同步电动机驱动系统数字

优化方法 [J]. 电机与控制学报 , 2006, 10(6): 562-

PI 调节器参数设计 [J]. 电气传动 , 2009, 39(1): 7-10.

566.

Dong Heng, Wang Hui, Huang Keyuan. Design of

Zeng Wenhuo, Hu Jun. The parameters optimum

PMSM drive system digital PI adjuster parameters[J].

method of 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 algorithm for

Electric Drive, 2009, 39(1): 7-10.

DC motor position control[J]. Electric Machines and

[8]

transit

transport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

control algorithm[J]. Hydraulics Pneumatics & Seals,

[7]

rapid

1994, 30(6): 4734-4736.

统[J]. 液压与气动 , 2003(12): 1-5.

[6]

for

PI and repetitive control[J]. Electric- Transmission,

过程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J].

[5]

system

2005, 35(7):39-42.

2006, 27(1): 51-54.

[4]

23

永磁同步电机调速系统的伪微分反馈控制

[16] 齐放, 邓智泉 , 仇志坚 , 等. 一种永磁同步电机无速

Contrl, 2006, 10(6): 562-566.

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J].

陈伯时 .

22(10): 30-35.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运动控制系

电工技术学报 ,

2007,

统[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03.

Qi Fang, Deng Zhiquan, Qiu Zhijian, et al. A method

曾文火 , 朱鹏程 . 电枢控制式直流电机伪微分反馈

of

sensorless

vector

control

for

PMSM[J].

速度调节系统设计 [J]. 电机与控制学报 , 2005, 9(2):

Transactions of 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07,

171-174.

22(10): 30-35.

Zeng Wenhuo, Zhu Pengcheng. The design of speed

[9]

adjustment of armature control DC motor using

作者简介 :李光泉

pseudo derivative feedback algorithm[J]. Electric

电子与电力传动。 葛红娟

Machines and Control, 2005, 9(2): 171-174.

向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机与电器。

Tsih C Wang. A new electromagnetie levitation

男， 1983 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力
女， 1966 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