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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已经广泛应用了智能控制技术,其不仅对人们生活环境具有改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并且只有更好地应用智能控制技术,并让其应用更加广泛,才能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功能。基于此,本文概
述了机电一体化技术,阐述了智能控制技术的主要特征,对智能控制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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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技术是一种机械自动控制方式, 能够让机械

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来完成。它的应用对象一般

设备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自动运行。智能控制主要由三个

是机电一体化系统和机电一体化产品, 产品主要由五部分

部分组成,分别是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以及运筹学。其中人

组成,分别是：动力部分、执行、信息处理和控制、信息处理

工智能就是一个知识处理系统,具备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对

和控制装置、机械结构

知识进行学习和记忆等功能。而自动控制则是一种具有动

2 智能控制技术的主要特征分析

力学特性的动态反馈系统；运筹学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优化

智能控制技术融合了不同学科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

的方法,主要由线形规划设计、网络规划管理以及科学调度

机械技术、信息技术等,是在多门学科的交叉下产生的一门

等组成,其能够对机械进行定量处理。这三个部分是智能控

技术,其特征主要表现为：(1)智能控制是在传统控制的基础

制技术应用的基础,能够有效的解决系统中时间、线性等问

上发展而来的,属于高级控制。具有处理信息的综合能力较

题。

强,实现全局优化系统的特点。此外,智能控制在结构上引入
1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概述

了分布式、分级式和开放式等多种结构。(2)智能控制的对象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指将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机械

宽泛,且任务复杂,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传统控制对象和任

技术及传感器等多种技术相结合, 并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

务都比较单一。在系统设计方面,传统控制的重点在于运用

中应用的综合性技术。从硬件方面来说,机电一体化是由计

动力学方程、传递函数、运动学方程来描述系统,而智能控

算机、电子装置和机械装置等组成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及设

制系统更加侧重于数学模型、设计推理、识别环境和符号以

表5

益门镇水文站最小月平均流量频率计算成果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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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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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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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2 种方法,考虑城市生态环境要求,最终确定生态
流量为 0.45m /s
3

4.3 旱警流量确定

表6

益门镇水文站 1971～2012 年小于或接近旱警流量

月份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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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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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0

1

1

(3) 根据建国后陕西省旱灾统计,1993～2001 为连续干

依据需水量分析,现状年,益门镇水文站下游河道年生
态环境流量为 0.45m3/s；在远期,上游生活用水量增加 72 万

旱年其中 1997 年为全省特大干旱年。因此,该站小于或接
近旱警流量出现的年份与历史干旱年份对照是一致的。
6 结语

m ,折合流量为 0.03m /s。
3

64%、18%。统计结果见表 6。

3

益门镇水文站旱警流量确定为 0.5m /s。
3

通过对益门镇水文站历年径流分析计算、综合生态环

5 合理性分析

境流量、依据现状年需水量分析及及合理性分析检查,确定

(1)小于旱警流量年次统计

益门镇水文站旱警流量确定为 0.5m3/s,是合理的。

根据益门镇水文站 1972～2012 年最小月平均流量统
计资料,该站 42 年间最小月平均流量低于或接近旱警流量
0.50m3/s 的年次为 11,出现频率为 26.2%,相当于 3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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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2) 根据益门镇水文站 1971～2012 年各年最小月平均
流量统计资料, 最小月平均流量低于或接近旱警流量的月
份主要集中在冬、春季,出现在 1 月、2 月,所占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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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知识库。(3)在学习功能、适应功能以及组织功能等功能方
面,智能控制系统要更胜一筹,即使是在较为复杂的工作条

制机器人的传感器信息融合以及视觉处理等。
3.4 智能控制技术在交流伺服系统的应用

件下,或者被控制对象较为复杂的情况下,都有极强的克服

对于机电一体化系统而言, 交流伺服系统在其中发挥

能力。此外,智能控制系统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拟人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交流伺服系统就是一种转化电

和仿人智能的功能。同时智能控制系统的混合控制过程可

信号来对机械进行控制的转换装置系统。而在交流伺服系

以用数学实现, 一些非数学的广义模型也可以描述出来,使

统中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

用的是多模态控制方式,这种方式是定性决策、定量控制和

率,同时也能大大降低生产的成本。在交流伺服系统运行过

开闭环控制相互结合的体现。

程中,由于其运行情况较为复杂,因此容易出现负载扰动、运

3 智能控制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行参数变化或者强耦合等问题,不利于该系统的运行。一般

3.1 智能控制技术在数控一体化中的应用分析

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来建立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机电一体化系

相关的数学模型, 然而数学模型的精确度是无法保证的,然

统的进步。而数控技术作为机电一体化系统发展中十分重

而这时无法满足工业生产下交流伺服系统运行的高要求

要的部分, 其不仅能够帮助机电一体化系统完成各项智能

的。而智能控制技术的应用有效的解决了该问题,一方面提

功能,同时其在扩展、延伸以及模拟等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

高了数学模型的精确度, 同时还对各种运行的指标进行了

要的作用。因此使用数控技术能够让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实

合理的调整, 大大满足了工业生产对于交流伺服系统运行

际操作中完成智能监控、智能编程以及监理智能数据库等

的要求。

工作,同时还能有助于机电一体化系统完成一些日常目标。

3.5 智能控制技术在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应用分析

举例来说：数控技术能够针对一些算法不明确或者是不具

机械制造作为机电一体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关键部

备明确结果的问题利用推理规则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

分,对于机械制造技术而言,计算机辅助技术和智能控制相

3.2 智能控制技术在建筑机电工程中的应用

结合的机械技术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 其能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有着质的飞

够实现机械制造的智能化。机械制造技术的智能化主要是

跃,因此人们开始对生活方式和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

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人体大脑运行的情况, 以此来

建筑机电工程中应用智能控制技术来提高建筑的智能化,

完成机械制造中部分的脑力劳动, 进而完成机械制造的过

并为人们提供更为便捷的生活。因此智能建筑成为了我国

程。在此过程中,首先是使用智能控制技术来使用神经网络

建筑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智能控制在建筑机电工程中的

模拟机械制造的实时情况, 并将采集来的信息使用传感器

应用主要表现在照明通信系统以及空调系统两个方面。首

的融合技术来进行相关的处理, 并修改控制模式中的一些

先是照明通信系统。所谓的通信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互联网

参数与数据。目前在我国机械制造领域中,智能控制技术的

通信, 而智能通信系统能够利用控制器来实时监控小区用

应用范围十分的广泛,其主要应用于智能学习、智能传感器

户的通讯线路,可以在发生故障时,第一时间对故障线路进

以及智能诊断机械故障等方面, 大大推动了我国机械制造

行检修和维护,从而为小区用户的稳定通讯提供保障。而照

领域的发展。

明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对建筑中的照明 進 行有效的控制,照

4 结束语

明系统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照明时间、照明逻辑以及照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得机电一体化系统

明系统节能灯等方面；最后就是空调系统的控制。智能空调

中的智能控制技术应用日益广泛, 其不仅有效解决了机电

系统能够模拟四级的温度变化, 并利用风阀对空调进行调

一体化系统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难题外, 同时还能帮助

节,有利于净化室内的控制,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工作人员减少工作量,促进了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

3.3 智能控制技术在机器人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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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规划机器人的行走轨迹以及行走路径等；四是智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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