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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平行轨行车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常出现的偏轨现象，分析了其偏移的原因，提出了

相应的纠偏方案及一套完整的自动纠偏系统，对纠偏系统中的关键部件及结构形式进行了详
细的探讨与分析。通过现场系统的调试与纠偏效果前后比较，表明该系统实现了平行轨行车
的自动纠偏功能，提高了自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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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artial rail phenomenon of parallel rail bridge crane during produ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 of
migration，puts forward a complete set of automatic migration system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rrection program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key component and structure in the system． By comparing the debugging and rectification effect it is illustrated that the
system achieves the automatic rectification function of Parallel rail bridge crane and the autom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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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了其产生偏移的具体原因。图 1 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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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厂运行中的行车设备。

行车、吊车、天车都是人们对起重机的一个笼统的叫
法，行车和现在所称的起重机基本一样。基本有两类： 一
类为集中驱动，即用一台电动机带动长传动轴驱动两边的
主动车轮； 另一类为分别驱动、即两边的主动车轮各用一
台电动机驱动。中、小型桥式行车较多采用制动器、减速
器和电动机组合成一体的“三合一”驱动方式。行车在工
厂、车间等大型制造业应用比较广泛，行车可以通过其驱
动装置带动某些设备运动完成规定作业。
平行轨行车在工作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
比较普遍的一点就是行车在较长的轨道上往复运动时会
出现偏移现象，即行车的一侧明显慢于或者快于另一侧，
图1

或者行车运动时两端没有保持水平。这样行车在轨道上
就无法保持与其垂直运动，形成一定的角度，造成啃轨，严
重时会出现掉轨。为了避免这种事故发生，提高生产效率
及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因此必须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行
车自动纠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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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污水处理厂平行轨行车

引起平行轨行车在运动过程中产生偏差位移的主要
原因有：
1） 平行轨行车在运行过程中两端所受阻力不同，这
会导致两端的线速度不同，使两侧形成速度偏差，速度偏
差积累会产生位移上的偏差。该行车两端均带有吸泥设

偏移分析

备，用来回收沉降水池中的污泥，由于污水处理时的工艺

针对辽宁省某城市污水处理厂中的平行轨行车运行

流程，会导致池子一侧的污泥浓度明显大于另外一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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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造成行车两侧在行驶过程中所受阻力不同。
2） 行车两端的滚轮在运动过程中存在打滑现象，会
造成行车偏轨运行。由于该行车是在露天环境下工作的，

车在行驶过程中保持相对无位置偏差的状态，很好地解决
了平行轨行车行驶至端点位置后形成位置偏差的问题。
基本原理如图 3 所示。

在雨雪天气时，导轨上会有雨水或者冰，这会减小行车滚
轮与导轨之间的摩擦力导致安装在行车两侧的主动轮出
现打滑现象。
3） 平行轨行车行至端点失去动力时会形成惯性运动
的位移偏差。在平行导轨的两端分别安装有接近开关，开
关检测到位信号以后，便会使行车停车数秒后向相反方向
运动，由于行车在运动停止过程中存在惯性，并且其两端

图3

所受阻力不等，这样便会造成行车在停止反向运动过程中

平行轨行车位置纠偏原理图

存在位移偏差。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明确行车在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偏差
包括两侧的速度偏差与位移偏差。针对这两种使行车发生偏
可以设计一个自动纠正偏差的控制系统。
移现象的原因，

2

纠偏控制系统设计
纠偏控制系统主要由速度检测装置、位置检测装置、

工控机、驱动与变频装置组成。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

2． 2

平行轨行车速度偏差纠正
行车在运动过程当中也存在着速度上的偏差，这种速

度偏差如若不进行实时调整，会导致行车偏轨运行，严重
时会发生啃轨或者掉轨现象。
造成行车速度偏差的原因有很多； 行车两侧与电动机
相连的减速装置存在机械磨损、两侧的驱动轮直径存在偏
差、
外部信号扰动等因素都会使行车的两端驱动电动机在
同频率运行情况下，速度不一致。速度偏差值就是行车从
启动到停止所形成的位移偏差 ΔS 与该段运行时间 t 的比
值，如式（ 1） 所示：
Δv =

ΔS
t

（ 1）

解决速度偏差的具体方案就是把固定在从动轮上编码

图2

纠偏系统工作原理

当行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速度或者位移偏差时，偏移
量由速度与位置检测装置检测后，转化为电信号。工控机
通过 A / D 转换卡读取该信号，然后由纠偏控制系统对信
号进行运算与输出，输出值由板卡可转换为变频与驱动信
号控制电动机，使其自动进行偏移量纠正，从而形成了两

器的频率信号作为调速系统的反馈信号，并且把其中的一
端的反馈信号作为设定值 V1 sp，另外一侧的从动轮反馈信
号作为比较值 V2 ，两信号在控制器中进行比较运算，把比
较端变频器的频率调节信号作为输出，形成一个闭环控制
系统，
因为行车行走的速度缓慢，
所以要求输出部分的变化
趋势不可太快，
以平缓为好。系统采用 PID 控制调节方式，
其中比例、
积分与微分参数值的设定要使频率输出的变化
率平缓。平行轨行车的速度调偏回路如图 4 所示；

个闭环控制系统。

2． 1

平行轨行车位置偏差纠正
平行轨行车在运行过程中的位置偏差主要是指行车

在启动或者停止时，两侧的同一参考位置没在同一水平线

图4

上，形成偏差，即没有与轨道完全垂直。这样在行车两侧
同速动作时便会始终保持这种位置上的偏差。
位置纠偏的主要方法是在平行轨道上加装两组接近
开关，行车在导轨上往返运动时，运行到新加装的那组接
近开关处时进行一次位置偏差纠正，到达导轨端点接近开
关时即为到位，暂停数秒后再反方向运行，反方向运行时
另外加装的一组接近开关时再进行微小的纠偏。
具体的调偏过程如下： 当行车从某一侧的端点处开始
运行后，行车的两侧会形成位置偏差。当经过第一组开关
时，先到接近开关的一侧会停止动作，没有到位的一侧会

速度调偏控制回路

平行轨行车两侧均有一个主动轮和一个从动轮，从动
轮通过安装改造已经加装编码器，通过地下铺设的电缆将
编码器检测信号作为反馈值给控制器。

3

增量式 PID 控制算法
在速度纠偏控制器中采用增量式 PID 算法，平行轨行

车的速度偏差是由于两侧电动机在运动过程中提供的动
力不一致形成的，速度的偏移量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继续前进，当行车的另外一侧接触到接近开关后，行车两

的，这样可以把纠偏环节看作积分环节。电动机和其他传

侧均会停下，数秒然后继续前进。经过下一组接近开关的

动系统可近似看成惯性环节，这样便可以得到整个速度纠

时候也是如此动作，这样通过新加装的两组接近开关使行

偏系统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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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速度纠偏方框图

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为：
G（ s） = G1 G2 H1 =

k1 k2
T1 s（ T2 s + 1）

（ 2）

式中： k2 为传感器的放大倍数； k1 为电动机、机械装置总
的放大倍数； T1 ，T2 为时间常数。
机械误差、传动元件和控制元件惯性的影响是客观存
在的。这种影响对系统有一定延迟作用，其传递函数可表
－ t
示为 e 考虑延迟作用的传递函数为：
G（ s） =

k1 k2
e－
T1 s（ T2 s + 1）

s

（ 3）

采用增量式 PID 控制算法只需要之前的 3 个采样时刻
的偏差，
无需作累加，
计算误差对控制量影响较小，
表达式为；
TD
T
e +
（ e － 2e i － 1 +
Δu i = u i － u i － 1 = k［e i － e i － 1 +
T1 i
T i
ei － 2 ） ］

（ 4）

图7

自动调速系统流程图如图 6 所示；

平行轨行车调偏前后效果对比

明显有改进。通过平行轨行车调偏前后数据对比，基本上
证明了本专利解决平行轨行车在运动中产生偏轨、啃轨现
象的有效性。

结语

5

本文通过对平行轨行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偏移现象具
设计了一套可以自动纠偏的控制系统，该系
体原因的分析，
统能够有效地解决行车在运动过程中的所产生的偏移问
题，
降低平行轨行车的故障率，
提高了其工作中的安全性。
针对辽宁省某污水处理厂中污泥回流系统中的主要
设备即平行轨行车进行了硬件设备的改造与软件程序的
图6

自动调速系统流程图

设计，并且调试成功，达到预期调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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