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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凹印机多色印刷套准系统工作机理，本文推导建立了无轴传动模式下双色套准误差数

学模型，进一步扩展至四色套准数学模型，并针对四色模型设计构建了自抗扰式凹印机套准控制系

统及自抗扰控制器，搭建了自抗扰凹印机套准控制仿真系统和实验平台。仿真及实验结果均表明，

所构建模型及设计的套准系统很好地抑制了张力和速度干扰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套准误差控制精

度，能够很好地适应凹印机套准系统强耦合、多干扰的恶劣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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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版印刷因其印刷速度快、印刷幅面宽、墨层厚

实、网点再现性好、层次丰富、颜色鲜艳、印版辊耐印

率高、印品质量稳定和有一定防伪性等一系列优势，

在图文出版领域，尤其在软包装印刷领域占据了绝

对主导地位［１］，已成为仅次于平版印刷的第二大印

刷方式。近年来，随着“低碳经济”和“环保安全”意

识的增强，绿色节能、高效环保已成为印刷设备的重

要考虑因素，研发高速度、高精度、高成品率凹印设

备已成为印刷装备制造业新的发展目标。自动控制

方面，随着伺服系统与现场总线技术的快速发展，无

轴传动技术在为凹印机机械结构带来巨大简化的同

时，也对套准系统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建

立无轴传动模式下多色套准系统的准确模型，设计

研究高性能套准控制系统已成为提高凹印机性能的

关键问题［２］。

凹印机套准误差包括横向误差和纵向误差，其

中，横向误差主要受辊间平行度影响，可通过调整各

辊间平行度消除，对套印误差影响不大；纵向套准误

差则主要取决于各版辊的速度、色组间的料带张力、

料带特性等因素，同时还受制造和安装误差的影响，

是套准系统控制的难点所在［２，３］。Ｙｏｓｈｉｄａ等［４］对

机械长轴传动和无轴传动下的纵向套准系统分别进

行了建模，并设计了简单的增益前馈控制器，但模型

建立过程中忽略的影响因素较多，导致模型不完善。

Ｋａｎｇ等［５］建立了套准系统的数学模型，设计了前馈

ＰＩＤ控制器以抑制版辊速度波动产生的套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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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忽略了牵引段张力波动对套准误差的影响。Ｌｅｅ

等［６］以引起套准误差的主要因素为核心设计了ＰＩＤ

控制策略。李健等［７］对纵向套准模型做了推导，在

所建立数学模型基础上设计了基于ＰＩＤ的前馈套

准误差控制策略，仿真显示与传统ＰＩＤ控制相比能

显著提高套准精度，但是缺乏实验验证。陈义君

等［８］利用扩张状态观测器与前馈控制相结合，提出

了一种多色套准系统解耦控制策略。刘善慧等［９］对

凹版印刷套准系统用小偏差法线性化处理了其非线

性耦合数学模型，并将前馈控制和自抗扰控制结合

设计了多层套准系统的解耦控制器，但验证方面仅

限于仿真，缺乏实验验证支持。

自抗扰控制（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ＡＤＲＣ）技术是一种结合经典调节理论和现代

控制理论的非线性鲁棒控制技术，其精髓是系统内

外干扰可通过扩张状态观测器主动估计，并在控制

算法中实时进行补偿［１０］，这种特性非常适合干扰不

确定的纵向套准。因此，本文以四色机组式无轴传

动凹印机纵向套准系统为研究对象，推导建立了双

色印刷套准模型，将双色模型扩展建立四色印刷套

准模型，并针对模型设计了前馈 ＡＤＲＣ套准控制

器，仿真及实验结果均表明，该控制系统具有良好的

抗干扰能力，实现了对凹印套准的高精度控制。

１　四色套准模型建立

１１　双色套准模型建立

对凹版印刷相邻两机组印刷滚筒结构进行抽象简

化，沿料带运动方向建立犡轴坐标，将色组１所在位置

作为坐标零点。图１为双色印刷色组模型示意图。

图１　双色印刷色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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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珚犔１２为两色机组间原始料带长度，犔１２（狋１）、

犔１２（狋２）分别为狋１、狋２ 时刻两色机组间即时料带长度；

犞１（狋）、犞２（狋）分别表示两色滚筒即时印刷速度，随时

间取不同变量值；犲１２（狋）表示两色套准误差；犚１、犚２

表示两色滚筒半径；α１、α２ 表示套印色标与两色滚筒

轴铅直方向的夹角，随时间取不同变量值；狋表示

时间。

为了更好地建立模型，假定料带与滚筒间无滑

动，且印刷过程中料带本身应变很小。假设在狋＜０

时印刷机处于无扰动稳定状态，在狋≥０后有扰动出

现，色组１在狋＝狋１ 时刻将色标１印至料带上，色组

２在狋＝狋２ 时刻将色标２印至料带，无干扰时色标１、

２重合，有干扰时色标１、２不能重合，形成色组套准

误差，则狋２ 时刻套印误差犲１２（狋２）为：

犲１２（狋２）＝犡２（狋２）－犡１（狋２） （１）

式中，犡１（狋２）、犡２（狋２）为有干扰时狋２ 时刻色标１、色

标２的坐标值。

令ε０１（狋）为牵引段料带应变，ε１２（狋）为两色机组

间料带应变，由质量守恒定律可得：

ｄ

ｄ狋

犔１２（狋）

１＋ε１２（狋［ ］）＝
犞１（狋）

１＋ε０１（狋）
－
犞２（狋）

１＋ε１２（狋）
（２）

　　由于两色机组间料带应变ε１２（狋）变化很小，可

近似认为ｄε１２（狋）／ｄ狋＝０，带入式（２）可得：

ｄ犔１２（狋）

ｄ狋
＝
１＋ε１２（狋）

１＋ε０１（狋）
犞１（狋）－犞２（狋） （３）

　　对两色机组间料带长度有：

犔１２（狋）＝珚犔１２［１＋ε１２（狋）］ （４）

　　将式（４）带入式（３）可得：

珚犔１２
ｄ［ε１２（狋）］

ｄ狋
＋珚犔１２·ε０１（狋）·

ｄ［ε１２（狋）］

ｄ狋
＝

犞１（狋）－犞２（狋）＋ε１２（狋）·犞１（狋）－ε０１（狋）·犞２（狋）

（５）

　　式（５）中，考虑到ε０１（狋）为牵引段料带应变，量

级很小，再乘以两色机组间的应变变化率则更小，故

可略去不计，式（５）变为：

珚犔１２
ｄ［ε１２（狋）］

ｄ狋
＝犞１（狋）－犞２（狋）＋

ε１２（狋）·犞１（狋）－ε０１（狋）·犞２（狋） （６）

　　印刷中，干扰会引起两色滚筒间料带长度的变

化，反映到系统坐标系上可等效为两色滚筒间的虚

拟平移速差，令犞（ｔｍ）
１２ （狋）表示虚拟平移速差，则有：

ｄ犔１２（狋）

ｄ狋
＝犞

（ｔｍ）
１２ （狋） （７）

　　将式（７）带入式（３），可得：

犞
（ｔｍ）
１２ （狋）＝

１＋ε１２（狋）

１＋ε０１（狋）
犞１（狋）－犞２（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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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标点２在狋２ 时刻坐标位置应为两色机组间

原始料带长度珚犔１２与二色滚筒在时间狋２ 内平移距离

之和，故可表示为：

犡２（狋２）＝珚犔１２＋∫
狋
２

０
犞
（ｔｍ）
１２ （狋）ｄ狋 （９）

　　设在印刷过程中料带任意位置受张力作用产生

的应变为ε（狓，狋），则料带横截面积犃（狓，狋）与应变的

关系式为：

犃（狓，狋）＝ ［１＋ε（狓，狋）］犃０１ （１０）

式中，犃０１表示料带在牵引段未受到张力控制产生应

变前的横截面积。

在时间狋１ 到狋２ 内，进入色组１滚筒的料带质量

可表示为：

　
ｄ

ｄ狋∫
犡
１
（狋
２
）

０
ρ（狋）犃１２（狋）ｄ［ ］狓 ＝ρ（狋）犃０１（狋）犞１（狋）（１１）

式中，ρ（狋）为承印材料的料带密度；犃１２（狋）为一、二

色机组间料带横截面面积；狓为料带运动方向变量；

犃０１（狋）为牵引段料带横截面积。

将式（１０）带入式（１１），两端积分并进一步简化

可得狋２ 时刻点色标点１坐标值为：

犡１（狋２）＝ ［１＋ε１２（狋）］∫
狋
２

狋
１

１

１＋ε０１（狋）
犞１（狋）ｄ狋 （１２）

将式（１２）和式（９）带入式（１），化简可得两色印

刷单元在狋２ 时刻套准误差为：

　犲１２（狋２）＝

　∫
狋
２－犜１２

０

１＋ε１２（狋）

１＋ε０１（狋）
犞１（狋）ｄ狋＋珚犔１２－∫

狋
２

０
犞２（狋）ｄ狋（１３）

式中，犜１２表示狋１ 时刻和狋２ 时刻的时间差。考虑到料

带未被拉伸时，即料带应变为０时，其套准误差应为：

犈０１２（狋）＝
１

１＋ε１２（狋）
犲１２（狋） （１４）

式中，犈０１２（狋）为料带未拉伸时的套准误差。将式

（１３）带入式（１４），并考虑到狋２ 本是时间变量，为更

具一般性，可以变量狋替代，化简整理得：

犈０１２（狋）＝∫
狋－犜１２

０

犞１（狋）

１＋ε０１（狋）
ｄ狋＋

珚犔１２
１＋ε１２（狋）

－

１

１＋ε１２（狋）∫
狋

０
犞２（狋）ｄ狋 （１５）

　　对式（１５）两端求导并略去小量可得：

ｄ犈０１２（狋）

ｄ狋
＝

犞１（狋－犜１２）

１＋ε０１（狋－犜１２）
－
犞２（狋）

１＋ε１２（狋）
（１６）

　　一二色机组间实际套准误差犈１２（狋）由安装在二

色和三色滚筒之间的传感器测量，那么理论上应考

虑二、三色之间的料带应变ε２３（狋），因此有：

犈１２（狋）＝ ［１＋ε２３（狋）］犈
０
１２（狋） （１７）

　　联立式（６）、式（１６）、式（１７）可得双色套准模型：

珚犔１２
ｄε１２（狋）

ｄ狋
＝犞１（狋）－犞２（狋）＋ε１２（狋）·犞１（狋）－

　　ε０１（狋）·犞２（狋）

犈１２（狋）＝ ［１＋ε２３（狋）］犈
０
１２（狋）

ｄ犈０１２（狋）

ｄ狋
＝

犞１（狋－犜１２）

１＋ε０１（狋－犜１２）
－
犞２（狋）

１＋ε１２（狋

烅

烄

烆 ）

（１８）

１２　四色套准模型建立

将双色套准误差模型扩展到四色印刷，四色印

刷模型及套准误差检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四色印刷套准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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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ε０１（狋）、ε１２（狋）、ε２３（狋）、ε３４（狋）、ε４５（狋）分别为

料带在牵引段、一二机组间、二三机组间、三四机组

间及收卷段应变；犲１２（狋）、犲２３（狋）、犲３４（狋）为相邻两色机

组于狋时刻的套印误差；犞１（狋）～犞４（狋）分别为一至

四色滚筒线速度；珚犔１２、珚犔２３、珚犔３４分别为初始状态下一

二色机组、二三色机组、三四色机组间的料带长度；

犈１２（狋）、犈２３（狋）、犈３４（狋）为料带实际应变情况下一二

色、二三色及三四色机组之间的套准误差。

四色印刷套准模型可看作相邻两色套准系统串

联，对双色模型进行扩展可得四色套准模型：

珚犔１２
ｄε１２（狋）

ｄ狋
＝犞１（狋）－犞２（狋）＋ε１２（狋）·犞１（狋）－

　　　　　　ε０１（狋）·犞２（狋）

犈１２（狋）＝ ［１＋ε２３（狋）］犈
０
１２（狋）

ｄ犈０１２（狋）

ｄ狋
＝

犞１（狋－犜１２）

１＋ε０１（狋－犜１２）
－
犞２（狋）

１＋ε１２（狋）

珚犔２３
ｄε２３（狋）

ｄ狋
＝犞２（狋）－犞３（狋）＋ε２３（狋）·犞２（狋）－

　　　　　　ε１２（狋）·犞３（狋）

犈２３（狋）＝ ［１＋ε３４（狋）］犈
０
２３（狋）

ｄ犈０２３（狋）

ｄ狋
＝

犞２（狋－犜２３）

１＋ε１２（狋－犜２３）
－
犞３（狋）

１＋ε２３（狋）

珚犔３４
ｄε３４（狋）

ｄ狋
＝犞３（狋）－犞４（狋）＋ε３４（狋）·犞３（狋）－

　　　　　　ε２３（狋）·犞４（狋）

犈３４（狋）＝ ［１＋ε４５（狋）］犈
０
３４（狋）

ｄ犈０３４（狋）

ｄ狋
＝

犞３（狋－犜３４）

１＋ε２３（狋－犜３４）
－
犞４（狋）

１＋ε３４（狋

烅

烄

烆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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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犈０２３（狋）、犈０３４（狋）分别是料带无应变时二三色及

三四色机组之间的套准误差；犜２３为时刻狋２ 与狋３ 的

时差，犜３４为时刻狋３ 与狋４ 的时差。

２　自抗扰四色套准控制系统设计

２１　自抗扰控制器设计

自抗扰控制器由跟踪微分器（ＴＤ）、扩张状态观

测器（ＥＳＯ）、非线性误差反馈（ＮＬＳＥＦ）三部分组合

而成，是一种高品质的新型控制器。将微分跟踪器

（ＴＤ）封装成一个子系统，封装好的微分跟踪器子系

统包括一个输入狏和一个输出狏１；同样，扩张状态

观测器（ＥＳＯ）也封装成一个子系统，封装好的扩张

状态观测器子系统包括两个输入狔和狌，两个输出

狕１ 和狕２；非线性状态误差反馈（ＮＬＳＥＦ）系统由一个

函数组成，包括一个输入犲和一个输出狌０。

在Ｓｉｍｕｌｉｎｋ模块上，基于自抗扰控制算法，建

立微分跟踪器、扩张状态观测器和非线性状态误差

反馈控制，将三者结合起来组成自抗扰控制器，如图

３所示。

图３　自抗扰控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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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控制系统结构中，微分跟踪器（ＴＤ）的输出

狏１ 与扩张状态观测器（ＥＳＯ）的输出狕１ 做差后，作为

非线性状态误差反馈控制（ＮＬＳＥＦ）与输入犲连接；

扩张状态观测器（ＥＳＯ）的输出狕２ 先与补偿系数

１／犫０做积，再和非线性状态误差反馈控制（ＮＬＳＥＦ）

的输出狌０ 做差，所得信号狑 为ＡＤＲＣ控制系统的

输出信号；同时，输出信号狑 分别与１／狕（狕为延时

常数）、犫０ 相 乘 后，作 为 反 馈 与 扩 张 状 态 观 测 器

（ＥＳＯ）的输入信号狌相连；扩张状态观测器（ＥＳＯ）

的输入信号狔为被控对象的实际输出反馈信号。

２２　四色套准自抗扰控制系统设计

根据式（１９）四色套准误差数学模型，将图３的

控制系统封装成子系统，与自抗扰控制器组合形成

自抗扰四色套准控制系统，如图４所示。

每个控制系统包括两个输入狏和狔，一个输出

狑，狏为微分跟踪器的输入，狔为扩张状态观测器的

输入，狑为扩张状态观测器的输出。三个控制系统

与数学模型结合成自抗扰控制器，三个控制系统的

输出 作 为 数 学 模 型 的 输 入，分 别 与 数 学 模 型 的

犞２（狋）、犞３（狋）、犞４（狋）连接；数学模型的套准误差

犈１２（狋）、犈２３（狋）、犈３４（狋）分别作为三个控制系统的反

馈信号，分别与每个控制系统的输入狔相连；每个

控制系统的另一个输入狏是允许误差参考值输入，

理论上讲没有误差时应为零值，故狏２、狏３ 和狏４ 应为

零值。

图４　自抗扰四色套准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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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套准误差模型有五个输入，分别为机组一

至四的输入速度犞１（狋）～犞４（狋），以及牵引段的张力

输入 犜０；七 个 输 出 分 别 是 一 二 色 的 套 准 偏 差

犈１２（狋）、二三色的套准偏差犈２３（狋）、三四色的套准偏

差犈３４（狋）和牵引段料带张力输出犗狌狋＿犜０、一二色机

组间料带张力输出犗狌狋＿犜１、二三色机组间料带张力输

出犗狌狋＿犜２ 以及收卷部分料带的张力输出犗狌狋＿犜３。

对四色套准误差模型机组二、机组三和机组四分别

加上自抗扰控制器以控制犞２（狋）、犞３（狋）和犞４（狋），机

组一做为参考输入无需控制器，速度波动干扰可从

犞１（狋）输入，张力波动干扰从犜０ 输入；输出套准误

差分别反馈至对应自抗扰控制器构成闭环系统，控

制器通过计算反馈套准误差值大小来实现对机组速

度犞２（狋）、犞３（狋）、犞４（狋）的微调，直到套准误差检测器

检测到的套准误差数值小于０．１ｍｍ为止，这样反

复调整直到套准误差的输出值满足要求。

３　仿真与实验验证

３１　张力干扰仿真

理论上，印刷过程中料带张力应保持不变，可实

际印刷中由于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存在，料带张力

会发生波动，张力控制系统调节波动的张力，使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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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以实现正常印刷。因

此，在正常的印刷过程中，料带张力保持一种平衡状

态，干扰随机发生且持续时间较短，用脉冲信号作为

干扰输入更具有代表性。

仿真模型中犈为料带弹性模量，犃表示料带横

截面积，犚为滚筒半径，犔为相邻两色机组中心距，

参数取值如表１所示。印刷速度取３００ｍ／ｍｉｎ，预

设张力值１００Ｎ，在５ｓ时刻加载脉冲干扰１５Ｎ，持

续时间３ｓ，套准仿真曲线如图５所示。

表１　仿真模型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犈／（ＧＰａ） 犃／ｍ２ 犚／ｍ 犔／ｍ

０．１６７ ５×１０－６ ０．０３ ０．３１７

图５　自抗扰控制张力干扰各色套准误差仿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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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５各色仿真曲线可以看出，在自抗扰控制

器的作用下，没有张力干扰时各色的套准误差为零，

当有张力干扰输入时，瞬时最大套印误差约为０．０８

ｍｍ左右，随后迅速调整至套印误差为零，满足印刷

套准误差不大于０．１ｍｍ的精度要求。

３２　速度干扰仿真

印刷滚筒加工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径跳

及质心偏差，在高速印刷时，会导致印版滚筒的线速

度不一致，从而导致套印不准问题，故仿真验证速度

波动下的套准情况十分必要。

模型参数仍取表１所列参数，仿真设置机组在

３００ｍ／ｍｉｎ印刷条件下，输入一个狓＝０．０５ｓｉｎ５狋的

正弦速度干扰函数，仿真套准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速度干扰套准误差仿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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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速度仿真曲线可看出，自抗扰控制后各

色的套准误差最大值约为０．００６ｍｍ左右，远小于

印刷套准误差０．１ｍｍ的精度要求。

３３　实验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控制效果，本文设计并购建了凹

印机多色套印系统实验平台，主要由机械部分和电

气控制两部分构成。机械部分由课题组设计并委托

加工组装构成，电气部分采用计算机加运动控制器

加私服系统组成，实验系统平台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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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实验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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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平台选用控制器为 ＡＳＣ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公司的Ｐｉｉ＋ＮＴＭ１６０００００４ＮＮＮＳ运动控制器，基

于ＥｔｈｅｒＣＡＴ多轴直线运动控制，可同时控制６４轴

同步运动。

伺服驱动器为 ＵＤＭｂａ２Ｂ０４ＮＯＮ１Ｎ，伺服电机

为意大利ＰＨＡＳＥ公司的 Ｕ３０４．５０．２，减速机与光

电编码器均为意大利ＰＨＡＳＥ公司提供，与伺服电

机配套使用。机械部分由纠偏装置、放卷装置、印刷

装置和收卷装置组成，其中印刷装置四个机组，加上

收放卷装置共六个机组配备伺服控制系统。

由于实验平台采用的 ＵＤＭｂａ２Ｂ０４ＮＯＮ１Ｎ型

号伺服驱动器每台驱动器最多可独立控制３台电

机，实验设计选取两台伺服器，每台伺服驱动器独立

控制３台电机，实验效果以伺服驱动器１所控制的

３台伺服电机数据进行验证，伺服驱动器２及其３

台伺服电机实验效果不再赘述。

本套准实验通过对不同印刷滚筒表面同一位置

的位置差，即同步精度的控制，来模拟验证实际印刷

中的套准误差控制。实验平台印刷滚筒直径为

６０ｍｍ，根据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信息，每３００００

个脉冲滚筒转动一周，则每个脉冲滚筒表面移动

０．００６ｍｍ，要使滚筒表面位置精度在０．１ｍｍ，须伺

服电机位置同步精度控制在１７个脉冲内。印刷中，

将光电眼反馈套准误差值输入控制器里进行比较，

若反馈套准误差值大于０．１ｍｍ，控制器需向伺服

电机发送指令以控制其速度，反之，则伺服电机无需

调整。

实验程序流程如图８所示。图８中，犉犘犗犛１、

犉犘犗犛２ 和犉犘犗犛３ 分别是电机１、电机２、电机３的

反馈位置。系统运行平稳后采集记录实验数据，随

机记录任意三个时刻点伺服电机位置信息，每个时

刻采集单个电机２００个位置信息，３台电机总共采

集１８００个数据。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三滚筒位

置信息如表２所示。

图８　实验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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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滚筒位置信息表

Ｔａｂ．２　Ｔｈｒｅ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时刻／ｓ 滚筒１脉冲值 滚筒２脉冲值 滚筒３脉冲值

狋１ ８２５４６２ ８２５４６２ ８２５４６０

狋２ １８９６４７２ １８９６４８０ １８９６４７９

狋３ ２４９９９７６８ ２４９９９７６３ ２４９９９７６４

从表２可以看出，狋１ 时刻三滚筒位置最大相差

２个脉冲，狋２ 时刻三滚筒位置最大相差８个脉冲，狋３

时刻三滚筒位置最大相差５个脉冲，取最大８个脉

冲计算可得三滚筒最大套印误差为０．０４８ｍｍ，远

小于套印误差不大于０．１ｍｍ的要求。

４　结　论

１）以无轴传动凹印机的套准控制系统为研究对

象，以承印物料带质量守恒为基础，推导建立了双色

套准误差数学模型，并将模型推广扩展至四色套准数

学模型。该双色模型也可扩展至多色套准数学模型。

２）针对多色套准系统多干扰、强耦合的特点，

采用自抗扰控制技术对套准系统进行了控制设计，

并设计构建了 ＡＤＲＣ控制器。仿真和实验结果表

明，所设计ＡＤＲＣ控制器很好地抑制了张力和速度

干扰的影响，提高了套准误差的控制精度，能够很好

地适应凹印机工作的恶劣环境。

３）本文实验仅用滚筒同步精度控制来验证实

际印刷中的套准误差控制，还未能达到实际印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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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控制，后期可进一步提高印刷速度，研究更高速度

情况下的套准情况，也可以增加更多干扰因素，研究

多因素强干扰下的套准情况，并将研究结果进行实

际印刷套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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