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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
控制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实时检测缆绳张力并
进行滤波得到实际值；
将实际值与设定值比较得
到缆绳张力误差和张力误差变化率；
设计混合模
糊P+ID控制器，
对输入信号缆绳张力误差和张力
误差变化率进行调整，
输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
方向阀增量控制信号，
实现调整拖曳缆绳张力恒
定。
本发明方法可以直接移植到现有被动式恒张
力绞车控制系统上，
只需安装一个轴销式张力传
感器，
改造成本低，
扩展性强。
本发明方法用混合
模糊P+ID的控制器代替了传统PID的比例项，
改
善了控制精度，
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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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实时检测缆绳张力测量值Fc (k) ，
并采用数字滤波器进行处理，
得到缆绳张力实
际值Fr (k)；
步骤2：
缆绳张力实际值Fr (k)与缆绳张力设定值FS进行差值运算，
得出k时刻缆绳张力
误差e(k)及张力误差变化率Δe(k)：
e(k)＝Fs-Fr (k)；
Δe(k)＝e(k)-e(k-1)；
步骤3：
设计混合模糊P+ID控制器，
并将缆绳张力误差e(k)及张力误差变化率Δe(k)作
为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方向阀控制信号u(k)；
所述混合模糊P+ID控制器为：

u(k)＝u(k-1)+Δu(k) ,
其中，
Δu(k)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方向阀控制信号u(k)的增量，
T为采样周期，
KI是积
分控制项系数，
K D是微分控制项系数，
KFP是比例控制项系数；
f(k)是模糊P+ID控制器的输
出，
e(K)为k时刻缆绳张力误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
骤1具体为：
采用的数字滤波器为：
Fr (k)＝H(k)Fc (k)，
传递函数为：
得到缆绳张力实际值：
F r (k)＝0 .999556F c (k)-1 .999112F c (k-1)+0 .999556F c (k-2)+1 .999111F r (k-1)0 .999112Fr (k-2)。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f
(k)的计算具体包括：
S1：
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Neg ,Zero ,Pos) ，
将混合模糊P+ID控制器的两个输入缆绳张
力误差e(k)和张力误差变化率Δe(k)，
及输出信号f(k)同时映射到区间[-m，
m]，
得到：
e(k)
的隶属度μ(ei (k))、
△e(k)的隶属度μ(Δei (k))；
S2：
根据模糊规则库中的规则得到输出变量fi (k)；
采用MAX-MIN推理方法μi (fi (k))＝min(μ(ei (k)) ,μ(Δei (k)))计算输出信号f(k)的隶
属度μi (fi (k))：
S3：
采用“center of mass”方法

计算f(k)；

其中，
m为预设正整数；
Neg代表负值，
Zero代表零，
Pos代表正值；
模糊规则库中有N条规
则，
i为N的索引。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e
(k)的隶属度μ(ei (k))分别为：
(1)e(k)属于Pos取值的隶属度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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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k)属于Zero取值的隶属度为

(3)e(k)属于Neg取值的隶属度为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e(k)的隶属度μ(Δei (k))分别为：
(1)△e(k)属于Pos取值的隶属度为

(2)△e(k)属于Zero取值的隶属度为

(3)△e(k)属于Neg取值的隶属度为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模
糊规则库中有9条规则，
分别为：
i＝1时：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Neg；
i＝2时：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Neg；
i＝3时：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Zero；
i＝4时：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Neg；
i＝5时：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Zero；
i＝6时：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Pos；
i＝7时：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Zero；
i＝8时：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Po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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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Δ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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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洋平台用拖曳绞车的主动式恒张力控制系统，
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
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洋平台用拖曳绞车恒张力控制系统是海洋工程技术的重点研究对象，
因为水下
拖曳系统作为人类探索海洋的一种重要工具，
在海洋学研究、
海底资源开发、
海洋打捞救助
以及水下目标探测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其应用领域包括拖动拖曳式探测声纳以及拖曳
式CTD剖面仪等民 用及军事用途的海洋探测传感器设备。在这些应用过程中都需要对拖缆
的张力进行控制，
以免由于张力过大造成拖缆或者海洋仪器损坏，
或者张力过小造成拖曳
缆绳与海洋仪器的通讯电缆发生缠绕。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实
现稳定、
准确、
可靠地将海洋平台用拖曳绞车缆绳上的张力维持在恒定值的控制方法。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用于拖曳缆绳张力恒定的控制
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1：
实时检测缆绳张力测量值Fc (k) ，
并采用数字滤波器进行处理，
得到缆绳张
力实际值Fr (k)；
[0006] 步骤2：
缆绳张力实际值Fr (k)与缆绳张力设定值FS进行差值运算，
得出k时刻缆绳
张力误差e(k)及张力误差变化率△e(k)：
[0007] e(k)＝Fs-Fr (k)；
[0008] △e(k)＝e(k)-e(k-1)；
[0009] 步骤3：
设计混合模糊P+ID控制器，
并将缆绳张力误差e(k)及张力误差变化率△e
(k)作为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方向阀控制信号u(k)。
[0010] 所述步骤1具体为：
[0011] 采用的数字滤波器为：
Fr (k)＝H(k)Fc (k)，
[0012]

传递函数为：

[0013]

得到缆绳张力实际值：
[0014] Fr (k)＝0 .999556Fc (k)-1 .999112Fc (k-1)+0 .999556Fc (k-2)+1 .999111Fr (k-1)0 .999112Fr (k-2)。
[0015] 所述混合模糊P+ID控制器为：
[0016]
[0017]

u(k)＝u(k-1)+△u(k)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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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其中，
△u(k)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方向阀控制信号u(k)的增量，
T为采样周期，
KI是积分控制项系数，
KD是微分控制项系数，
KFP是比例控制项系数；
f(k)是模糊P+ID控制器
的输出，
e(K)为k时刻缆绳张力误差。
[0019] 所述f(k)的计算具体包括：
[0020] S1：
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Neg ,Zero ,Pos) ，
将混合模糊P+ID控制器的两个输入缆
绳张力误差e(k)和张力误差变化率△e(k)，
及输出信号f(k)同时映射到区间[-m，
m]，
得到：
e(k)的隶属度μ(ei (k))、
△e(k)的隶属度μ(△ei (k))；
[0021] S2：
根据模糊规则库中的规则得到输出变量fi (k)；
[0022] 采用MAX-MIN推理方法μi (fi (k))＝min(μ(ei (k)) ,μ(△ei (k)))计算输出信号f(k)
的隶属度μi (fi (k))：
[0023]

S3：
采用“center of mass”方法

计算f(k)；

[0024]

其中，
m为预设整数；
Neg代表负值，
Zero代表零，
Pos代表正值；
模糊规则库中有N条
规则，
i为N的索引。
[0025] 所述e(k)的隶属度μ(ei (k))分别为：
[0026]
(1)e(k)属于Pos取值的隶属度为

[0027]

[0028]

(2)e(k)属于Zero取值的隶属度为

[0029]

[0030]

(3)e(k)属于Neg取值的隶属度为

[0031]

[0032]
[0033]

所述△e(k)的隶属度μ(△ei (k))分别为：
(1)△e(k)属于Pos取值的隶属度为

[0034]

[0035]

(2)△e(k)属于Zero取值的隶属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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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3)△e(k)属于Neg取值的隶属度为

[0038]

[0039]

所述模糊规则库中有9条规则，
分别为：
[0040] i＝1时：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Neg；
[0041] i＝2时：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Neg；
[0042] i＝3时：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Zero；
[0043] i＝4时：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Neg；
[0044] i＝5时：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Zero；
[0045] i＝6时：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Pos；
[0046] i＝7时：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Zero；
[0047] i＝8时：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Pos；
[0048] i＝9时：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Pos。
[0049]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50] 1 .本发明的控制系统是一种主动式恒张力控制系统，
与传统的被动式恒张力控制
系统相比，
具有控制精度高，
系统发热量小的优点。
[0051] 2 .本发明的控制系统可以直接移植到现有被动式恒张力绞车控制系统上，
只需安
装一个轴销式张力传感器，
改造成本低，
扩展性强。
[0052] 3 .本发明的混合模糊P+ID的控制器的恒张力控制系统，
用模糊控制器代替了传统
PID的比例项，
改善了传统PID在用于液压绞车这类的非线性系统时，
控制精度低，
鲁棒性差
的不足之处，
同时保留了传统PID控制器的积分项和微分项，
起到了消除稳态误差和改善动
态特性的作用。而相比其它模糊PID控制器，
本方法只有一个模糊输出变量，
简化了模糊规
则库及模糊隶属度函数的建立过程。
[0053] 4 .本发明的混合模糊P+ID控制器的恒张力控制系统，
由于只用模糊控制器代替了
传统PID的比例项，
因此不会改变控制系统的线性关系。
附图说明
[0054] 图1为本发明方法方框图；
[0055] 图2为本发明方法中混合模糊P+ID的控制器传递函数框图；
[0056] 图3为本发明方法中模糊隶属度函数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8] 如图1所示，
本发明将缆绳张力实际值作为反馈变量与缆绳张力设定值一同给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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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输入端，
由控制器输出控制信号给到液压阀控马达系统的双向电控比例阀，
该控制
信号将驱动液压马达，
并经过减速机降低转动速度后，
驱动拖曳缆绳进行收放运动。
[0059] 步骤一，
对缆绳张力进行实时检测，
得出缆绳张力测量值F c (k) ，
采用数字滤波器
对其进行处理，
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

通过设计

的滤波器进行处理后，
得到k时刻的缆绳张力实际值F r (k)。滤波器的输出数列为F r (k)＝H
(k)Fc (k)，
其中
[0060] Fr (k)＝0 .999556Fc (k)-1 .999112Fc (k-1)+0 .999556Fc (k-2)+1 .999111Fr (k-1)0 .999112Fr (k-2)
[0061] 其中Fc (k)为测量的数据，
Fr (k)为滤波后得到的数据。
[0062] 步骤二，
所述的缆绳张力实际值Fr (k)与缆绳张力设定值Fs进行差值运算，
得出两
者的差值e(k)及差值变化率△e(k)。
计算方法如下：
[0063] e(k)＝Fs-Fr (k)
[0064] △e(k)＝e(k)-e(k-1)
[0065] 步骤三，
所述基于混合模糊P+ID的恒张力控制方法如下：
[0066] 图2所示为混合模糊P+ID的控制器的控制方框图 ，
该模糊控制器有两个输入信号
缆绳张力误差e(k)和缆绳张力误差的变化率△e(k) ，
输出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方向阀控
制信号u(k)，
控制方程如下：
[0067]
[0068]

u(k)＝u(k-1)+△u(k) ,
[0069] 其中，
△u(k)为拖曳绞车的电控比例方向阀控制信号u(k)的增量，
T为采样周期，
KI是积分控制项系数，
KD是微分控制项系数，
KFP是比例控制项系数；
f(k)是模糊P+ID控制器
的输出，
e(K)为k时刻缆绳张力误差。
[0070] 为了方便计算，
本方法将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同时映射到区间[-1，
1]，
然后采用
模糊隶属度函数(Neg ,Zero ,Pos)将模糊P+ID控制器的两个输入张力误差e(k)和张力误差
的变化率△e(k) ，
及输出信号f(k)进行模糊处理，
得到：
e(k)的隶属度μ(ei (k))、△e(k)的
隶属度μ(△ei (k))。
图3所示为输入变量及输出变量的模糊隶属度函数，
Neg代表负值，
Zero
代表零，
Pos代表正值。
[0071] 所述e(k)的隶属度μ(ei (k))分别为：
[0072]
(1)e(k)属于Pos取值的隶属度为

[0073]

[0074]

(2)e(k)属于Zero取值的隶属度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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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3)e(k)属于Neg取值的隶属度为

[0077]

[0078]
[0079]

所述△e(k)的隶属度μ(△ei (k))分别为：
(1)△e(k)属于Pos取值的隶属度为

[0080]

[0081]

(2)△e(k)属于Zero取值的隶属度为

[0082]

[0083]

(3)△e(k)属于Neg取值的隶属度为

[0084]

[0085]

则第i个规则时，
模糊规则库由输入变量ei (k)、△ei (k)及输出变量f i (k)组成，
可
表示为：
If ei (k)is Ai and △ei (k)is Bi then fi (k)is Ci ,
[0086] 其中Ai、
Bi分别为在规则i时的输入变量ei (k)、
△ei (k)的模糊子集，
Ci为在规则i时
的输出变量fi (k)的模糊子集；
通过大量仿真和试验的研究，
本文设计的恒张力绞车控制系
统包含9个规则，
i的取值范围i＝1，
2，
3，
…，
9的整数；
具体规则库见表一所示。根据模糊规
则库中的规则得到输出变量fi (k)；
[0087] 9个规则如下所示：
[0088] 规则1：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Neg；
[0089] 规则2：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Neg；
[0090] 规则3：
If e(k)属于Neg并且变化率△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Zero；
[0091] 规则4：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Neg；
[0092] 规则5：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Zero；
[0093] 规则6：
If e(k)属于Zero并且变化率△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Pos；
[0094] 规则7：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e(k)属于Neg，
则fi (k)取值为Zero；
[0095] 规则8：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e(k)属于Zero，
则fi (k)取值为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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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9：
If e(k)属于Pos并且变化率△e(k)属于Pos，
则fi (k)取值为Pos。
表一

[0098]

[0099]

采用MAX-MIN推理方法得出：
[0100] μi (fi (k))＝min(μ(ei (k)) ,μ(△ei (k)))
[0101] 其中，
μi (fi (k))是输出变量fi (k)的隶属度，
μ(ei (k))、
μ(△ei (k))分别是输入变量
ei (k)、
△ei (k)的隶属度值。
[0102] 解模糊化采用
“center of mass”方法。如下所示：
[0103]
[0104]

其中，
μi (f i (k))是输出变量f i (k)的隶属度，
f i (k)是相应的控制器输出变量，
N是
规则数量，
i为N的索引。通过解模糊化运算可以得到控制变量的精确值，
得出f(k)后将其带
入模糊P+ID控制器后即可求解出输出到电控液压比例阀的控制变量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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