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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片机的模糊ＰＩ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朱本坤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实训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３）

摘要：鉴于传统泵站供水系统存在耗能大、水压波动大等问题，在对某泵站供水系统作系统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供水管网的水压、水位、流量等参数为控制对象，采用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策
略，通过调整供水水泵的投入台数及转速，来实现恒压供水的快速性和可靠性的解决方案．对自适
应模糊ＰＩＤ算法进行了研究和计算机仿真，给出了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系统仿真结果，并对该自适应
模糊ＰＩＤ控制结果与传统的ＰＩＤ控制仿真结果进行了比较．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自适应模糊
ＰＩＤ变频恒压闭环供水，供水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在设定水压值为０．９ ＭＰａ时，
系统的上升时间为２．７６ ｍｉｎ，超调量为０．４７％，调节时间为２．８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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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建筑、生活小区，集中供热、中央空调，以

与工频相结合，利用自适应Ｆｕｚｚｙ ＰＩＤ控制技术来监

及园林喷泉等处，还有不少场合采用直接水泵加压

控电机运行状态，以实现小区恒压供水．系统中，上

方式供水，水泵扬程高，电机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状

位机使用ＰＣ机，下位机使用单片机ＡＴ８９Ｃ５１．因此

态，造成巨大的电能消耗，而且管网的水压波动较

使系统界面编程能力、数据处理、图表显示、打印和

大，影响管路的使用寿命．优化供水控制系统，在节

过程控制手段等变得更加人性化、形象化．此外，还

能降耗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使用了ＶＢ ６．０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嵋ｐ Ｊ，实现了单

针对小区供水系统的现状，采用多台水泵变频

片机与ＰＣ之间的数据通信、数据处理、图表显示和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ＩＩ一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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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本坤（１９６２一），男，江苏沛县人，副教授（ｚｂｋ＠ｚｊｃ．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计算机控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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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不给微处理器的控制电路带来干扰，可用继
电器来隔离强电和弱电部分．这样既能保护系统免

１

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受高电压的损害，又能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供水系统组成如图１所示．电机控制部分主要

２

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器设计

对系统的３台１５０ ｋＷ和１台９０ ｋＷ的水泵进行控
制，而每个水泵状态与可变供电网络有关．可变供电

２．１控制器结构

网络由工频电网和变频器提供的变频电网组成，通

常规数字增量式ＰＩＤ控制器见下式：

过控制器将各水泵按一定规律投人工频电网或变频
电网，以达到最佳配置状态．每个水泵都有两种工作
状态，即变频和工频．

Ｈ（ｋ）＝ｕ（ｋ一１）＋Ｋｐ［ｅ（Ｉ｜｝）一ｅ（ｋ一１）］＋
Ｋｉｅ（ｋ）＋％［ｅ（ｋ）一２ｅ（ｋ一１）＋ｅ（ｋ一２）］
针对不同对象，参数配，Ｋｉ，Ｋ需要及时调整．
本控制系统中，参数的调整由模糊推理器来自动完

狱

辫藏 嗣

罂岖卤吲

成．为了满足ＰＩＤ控制器中Ｋ。，Ｋ，＆参数能随对象
自动调整，使控制达到满意的效果，设计了一个模糊
推理器，根据偏差ｅ和偏差变化率ｅ。实时调整这３个
参数．
将ＰＩＤ控制与Ｆｕｚｚｙ控制相结合，并加入自适

图１供水系统组成框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应的思想来构成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器Ｈ Ｊ．自适应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模糊ＰＩＤ，就是运用自适应的基本思想、模糊控制的
系统工作时，首先启动１号泵，使其工作于工频

方法，对控制器的参数即ＰＩＤ的参数进行实时调整．

状态，然后根据用户的实际用水量投入适当的水泵

将这种控制器用在供水系统中，构成自适应模糊

台数，自动调节水泵转速以保证供水管网压力维持

ＰＩＤ控制恒压供水系统，其控制原理框图见２．

恒定．在正常运行时，总有ｌ台泵工作且只有１台泵
工作于变频状态，其余泵或者停机，或者工作于工频
状态．若用水量大，使管网压力达不到设定值，则经
延时后，使２号泵投入变频工作状态，进行软启动，
其速度从零逐渐增加，水压随之逐渐增大．当２号泵
工作于额定转速，且压力仍达不到设定值时，使其投

图２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器框图

入工频电网，并停止变频器工作，又经延时后，将３

Ｆｉｇ．２

号泵投入变频电网并进行软启动．
若此时用水量减少，则水压升高．当水压高于设

２．２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ＰＩ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ＰⅢ参数模糊调整规则表的建立

定值时，控制器发出信号，将ｌ号泵从工频电网切

一般说来，ＰＩＤ控制器结构和算法已经确定，控

除，只有２号泵调速运行，然后一直保持该状态，使

制品质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控制参数选择得是否合

水压缓慢增加，最终保持水压恒定，直到供水结束，

理．通常，不同的偏差ｅ和偏差变化率ｅ。对ＰＩＤ控制

余者类推．这样在变频方式与市电方式间切换，循环

器参数Ｋ，Ｋ，配的整定要求不同，一般整定原则

调频，能够合理利用资源．３台泵全速工作时达到的

是Ｅ５，６］：

水压值可满足用户的需要．
此外，本系统还具备报警和自起动功能．当微处
理器执行程序时检查到有水泵损坏，水流太小或水

１）当Ｉ ｅｌ较大时，取较大的Ｋ与较小的畅，使
系统具有较好的跟踪性能．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较大
的超调，应对积分作用加以限制，通常取ｇ；＝０．

压为０时，就会启动报警程序，打开警示灯，以便工

２）当ｌ ｅｌ处于中等大小时，为了使系统响应超

作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这些故障．由于微处理器部

调较小，Ｋ应取小些．该情况下，懿的取值对系统响
应影响较大，Ｋ的取值要适当．

分工作在弱电状态下，而水泵工作时需要较大的电
流或电压，所以为了保证微处理器控制电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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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Ｋ均应取大些．同时，为了避免系统在设定
值附近出现振荡，则Ｉ ｅ。Ｉ较小时，蜀取中等大小；
ｌ

３系统仿真

ｅ。Ｉ较大时，蚝取小值．
根据上述的ＰＩＤ整定原则、操作人员和工程专

家的经验知识，建立合适的模糊控制规则表‘７川，

墨，Ｋ，蚝的控制规则表见表１一表３．
表１
Ｔａｂ．１

Ｋｐ的模糊规则表

Ｆｕｚｚ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Ｋｐ

４５

调整传统ＰＩＤ控制器的３个参数，可以得到比
较理想的控制结果．控制结果的优良与这３个参数
的调节有很大关系，但调整这３个参数比较繁琐．而
采用模糊ＰＩＤ控制后，通过模糊ＰＩＤ控制器对这３
个参数进行非线性整定，可使系统在快速性和稳定
性方面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传统ＰＩＤ和模糊ＰＩＤ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所得的曲线
分别见图３和图４【ｓ’９Ｊ．改用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器
后，在设定值为０．９ ＭＰａ时，系统的上升时间为
ｍｉｎ，超调量为０．４７％，调节时间２．８ ｍｉｎ．可以

２．７６

看出，采用模糊控制策略整定ＰＩＤ参数，相对于普
通ＰＩＤ控制策略，其系统的稳态性得到了较大的改
善，响应时间大大减少，超调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改善．
２·

２．

毒Ｌ
—１．
ｏ．

图３传统ＰＩＤ控制的阶跃响应
Ｆｉｇ．３

Ｓｔｅ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
１．
１．

毒ｏ·
一０．
ｏ．
ｏ．

图４自适应模糊ＰＩＤ控制的阶跃响应
Ｆｉｇ．４

Ｓｔｅ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ＰＩ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在线运行过程中，计算机根据采样得到的实际
压力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得到当前压力偏差值

４

结论

ｅ；由当前偏差值与前一时刻的偏差值计算得到压力
偏差变化率ｅ。．得到ｅ与ｅ。的值后，根据隶属度函数

实验结果表明，模糊自适应ＰＩＤ控制能够实时

得到对应的隶属度，然后根据预先存储在计算机里

调整墨，Ｋ，蜀这３个参数，因此系统超调量小，调

的控制规则表１一表３，由计算机查表得到△Ｋ，

节时间短，使系统调节更精确．与传统ＰＩＤ控制相

△Ｋ，△托．通过计算可得到ＰＩＤ的３个控制参数Ｋ，

比，模糊自适应ＰＩＤ控制器的各项性能指标明显优

Ｋ，蜀，完成对ＰＩＤ参数的在线自调整．

于传统ＰＩＤ控制器．此外，笔者研究的模糊ＰＩ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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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靳兆荣，徐敏杰，魏学良，等．基于模糊决策的自动喷

系统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灌控制器的设计［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４，２２（５）：２６—

１）算法简单实用，本质上不依赖于系统的数学

２８．４８．

模型；

ＪＩＮ Ｚｈａｏ－ｒｏｎｇ，ＸＵ Ｍｉｎ－ｊｉｅ，ＷＥＩ 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２）可充分利用单片机的软件资源，可靠性高，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开发速度快；

ｂａｓｅｄ

３）克服了传统ＰＩＤ控制器参数调节的困难，提
高了系统的智能化程度；

ｏｎ

ｏｆ

ｆｕｚｚｙ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４，２２（５）：２６—２８，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李琪飞，李仁年，敏政，等．水轮机ＰＩＤ调速器最佳

４）模糊ＰＩＤ控制器鲁棒性好，具有专家控制器

参数整定及寻优计算方法［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６，２４

的特点，并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工作领域；

（４）：３３—３６．

５）采用模糊ＰＩＤ变频恒压闭环供水，可在不同

Ｕ Ｑｉ—ｆｅｉ，ＬＩ Ｒｅｎ－ｎｉａｎ，ＭＩＮ 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１．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ＰＩＤ

季节全面调控水量，消除管路压力的波动，保证了供

ａｎｄ

水质量，起到了节能降耗的作用；

ｇｎｖｅｍｏｒ［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２４（４）：３３—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上位机采用Ｐｃ机，且用ＶＢ ６．０编程，使得
［７］

控制界面美观大方，简化了编程．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庄利锋，杨慧中．模糊控制器在高阶水位控制中的设
计及应用［Ｊ］．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４
（Ｓ１）：１６５—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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