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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应用说明介绍一款名为电机控制应用参数整定(MCAT)
的工具，该工具为飞思卡尔电机控制应用在不同电机和应
用工况下提供了参数整定的解决方案。MCAT 是面向电机
控制开发员和现代电机驱动器操作员的图形化工具。该工
具的主要功能是对选定的控制结构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和
实时整定。MCAT 工具使得连接和整定新的电力驱动装备
变得更加简单，因为它可以将控制结构拆分成几个级联的
子控制，进而可以在不同的级联层次上控制电机。

2 目的
电机驱动器由多个子系统（例如负载电机、受控电源、控
制单元和各种传感器）组成，可将电能转化成特定形式的
机械运动。根据特定的技术规范执行机械运动要求用户对
电机采取适当的控制策略。根据电机类型和应用要求，可
以使用多种专用控制方法。一般来说，控制技术非常复杂，
要求用户了解被控制系统的参数与控制结构参数。这就要
求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而有些电机控制
开发员或用户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并简
化电机控制应用的参数整定，飞思卡尔开发了相应的软件
解决方案，让用户通过主机上运行的图形化界面控制和整
定电机驱动器。
MCAT 工具基于 FreeMASTER 在线调试监控工具上运行，
用于实时整定电机控制应用。该工具将会根据所控制驱动
器的参数计算出正确的控制结构参数值，并将这些值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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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概念

更新到应用中，或者存储在应用静态配置文件中。应用中的电力子系统用物理定律的方法来建模。参数估算算法基
于极点配置方法。
所述的解决方案是一套用户友好的图形化工具，可在短时间内整定应用，大幅减少用户的工作量。

3 软件概念
MCAT 工具是飞思卡尔 FreeMASTER 的一个用户友好型图形化插件工具，专门用于调试电机控制应用。MCAT 工具
的环境基于 HTML 语言，而工具引擎基于 Jscript 语言。HTML 和 Jscript 在互联网中广泛使用，因此，用户可以借助
商用的、甚至网上免费下载的网页编辑工具来进行设计。
FreeMASTER 软件可以利用 Microsoft IE 浏览器来显示 MCAT 工具。FreeMASTER 软件实现了一个 ActiveX 对象，
通过该对象可以访问和控制目标电路板应用。
[1 ]中提供了有关 FreeMASTER 工具的更多详细信息。
图 1 中显示了 MCAT 工具在开发过程链中的集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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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CAT 工具使用的软件概念
借助硬实时应用监控工具 FreeMASTER 中的 MCAT 工具，用户可以利用运行时调试功能来整定嵌入式应用。适当整
定应用后，可以使用 MCAT 工具将所有常量存储在某个文件中，然后将其导出为静态配置，如图 1 中所示。应用静
态配置是飞思卡尔参考软件包的一部分，作为头文件添加到参考软件中。
注
MCAT 工具只能在 FreeMASTER 1.3.16 或更高版本中使用。

4 重要特性
所述的工具旨在整定电机控制应用，换言之，为嵌入式应用提供支持。该应用程序符合以下性能规范：
• 最多支持三个电机应用。对每台电机的控制参数整定是独立进行的。
• 支持符合 MCAT 工具标准的嵌入式应用
• 利用极点配置方法来估算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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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整定和更新控制参数
提供已整定参数的静态配置预览
生成包含已整定参数的静态配置头文件
不受 MCU 的限制。支持 Kinetis、MPC 和 DSC 等平台。
仅适用于飞思卡尔微控制器
FreeMASTER 的插件工具，不能作为单独的工具使用
提供 Basic 和 Expert 整定模式
模块化软件概念，易于配置

5 目标应用
近年来，有大量的伺服驱动器应用采用了不同类型的电机。立足于自身丰富的经验，飞思卡尔专注于永磁同步电机
(PMSM)和无刷直流(BLDC)电机等永磁型电机驱动器的研发。由于具有较高的性能、效率、可靠性、易控制性等特
点，这两种电机在各种电机控制应用中广泛使用。另一种类型的电机 – 异步感应电机(ACIM)，或者开关磁阻电机
(SRM) – 并未广泛用作伺服驱动器，但是，由于未使用昂贵的永磁体，因此它们应用依然十分普遍。
本应用说明以 MCAT 工具的第一个电机控制模块为例，来描述 PMSM 应用的各种参数整定。
在多种多样的 PMSM 控制技术中，MCAT 工具选择最常用的一个控制技术来进行电机驱动器的控制参数整定。对于
PMSM 电机，最常用的控制策略就是磁场定向控制(FOC)，它的特点是使电机能够在整个速度范围内平稳运转，实现
零速全转矩控制以及快速加速/减速。

5.1 PMSM 磁场定向控制
磁场定向控制[2 ]也称为矢量控制，这种控制基于具有内部电流环路和外部速度环路的级联结构，如图 2 所示。串联
的控制环路表现出层次结构，因为有反馈特性，所以又称为闭环系统。比例积分(PI)控制器是最常用的反馈控制器，
它将测得的过程变量和所需“参考”变量的差值作为“误差”输入。PI 控制器通过调整作用信号(即控制器输出信号)来
最小化控制环路误差。
可选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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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MSM 的级联结构和速度 FOC
控制算法中经常使用两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并行类型与递归类型的 PI 控制器。根据具体的形式，PI 控制器算法将
使用两个不同的常量参数：对于并行类型，使用比例分量 KP 和积分分量 KI；对于递归类型，使用对等的 CC1 和
CC2。这些常量的设置取决于所需的控制环路行为，例如环路带宽或衰减系数。
如图 2 中所示，可通过在控制环路的前馈路径中添加可选模块来扩展控制结构。这些模块称为零点消除模块，在补
偿 PI 控制器引入的闭环“零点”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斜坡模块可以修改速度阶跃变化命令，避免速度突变，在参考速
度请求中引入斜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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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 MCAT 工具可帮助用户根据整个系统的参数以及控制参数，来正确计算控制结构的常量参数。

5.2 应用案例树形图
MCAT 工具旨在整定和控制使用多达 3 个电机的应用。这种策略适用于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多个电机的各种应用。级
联控制方法可遵循 FOC 原理来控制 PMSM 电机。MCAT 工具的附加功能是对 PMSM 电机进行开环标量控制。该工
具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位置/速度反馈选项。近年来，客户对旋转变压器或编码器等各种不同的传感器的
需求量很高。最受欢迎并且广泛使用的还是 PMSM 控制的无传感器设计。图 3 汇总了 MCAT 工具的所有主要功能，
这些功能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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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应用案例树形图

6 面向三相 PMSM 的 MCAT 工具
MCAT 工具是一个图形化工具，整合了友好的环境和直观的控件。如图 4 中所示，该工具包括电机选择栏、选项卡
式菜单和工作区。所述的工具最多支持 3 台 PMSM 电机，对于每台电机，该工具提供了对应的选项卡式菜单和工作
区。
MCAT 工具体现了模块化的思路，它由多个子模块组成。每个子模块对应选项卡式菜单中的一个选项卡。用户可以
根据嵌入式应用的需要灵活排列子模块。可以根据应用类型创建不同的选项卡式菜单组合，例如，无传感器应用不
需要“POSPE Sensors”选项卡，转矩控制应用不需要“Speed Loop”选项卡，等等。
基于以上描述，飞思卡尔的电机控制参考设计方案都会提供 MCAT 工具的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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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选择栏
MCAT工具选项卡式菜单

MCAT工具工作区

图 4. MCAT 工具环境
预定义的 MCAT 工具将作为特定 MCU 的参考软件的一部分提供。由于该整定工具不可单独使用，默认情况下会将
它包含在 FreeMASTER 项目中。
MCAT 工具中每个选项卡的工作区都是独特的，下面的章节将对每个选项卡作详细描述。

6.1 “Introduction”选项卡
“Introduction”选项卡是用户自行选用的选项卡。其内容可以描述或介绍本电机控制应用，如图 4 中所示。

6.2 “Parameters”选项卡
“Parameters”选项卡专门用于输入应用参数。该选项卡是必需的，因为其它选项卡都依赖该选项卡。为确保 MCAT 工
具正常运行并计算出准确的控制参数，必须在必填的单元格中认真输入应用参数。表 1 中给出了每个必填输入项目
对参数整定的影响。需要填写的输入参数个数取决于选定的应用整定模式。可以在电机选择栏的右侧更改应用整定
模式，共有两个选项： Basic 模式和 Expert 模式。
“Parameters”选项卡可提供的应用整定模式如下：
• Basic 模式 – 对于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经验不足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此模式。可以根据表 1 减少必填的输入参
数。必填的单元格带有白色背景，而其他输入参数将由 MCAT 工具引擎自动计算。这些自动计算的参数是只读
的，带有阴影，如图 5 所示。
• Expert 模式 – 用户可以访问和自由编辑所有输入参数。但是，对这些参数进行设置需要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具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请参见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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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arameters”选项卡 – Basi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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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arameters”选项卡 – Expert 模式
表 1 显示了 MCAT 工具输入参数及其物理单位、简要说明、涉及到的算法以及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性状态的列
表。

表 1. “Parameter”选项卡的输入
参数名称

单位

说明

在哪些常量计算中使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
性

pp

[-]

电机极对数

速度和位置模块

是

Rs

[Ω]

每相绕组电阻

电流 PI 控制器

是

BEMF 观测器
Ld

[H]

直轴同步电感

Lq

[H]

交轴同步电感

电流 PI 控制器

是

BEMF 观测器
电流 PI 控制器

是

BEMF 观测器
ke

[V.sec/rad]

反电动势常量

BEMF 观测器

是

J

[Kg.m2]

驱动器转动惯量

速度 PI 控制器

是

Iph nom

[A]

额定相位电流

电流定标计算

是

Uph nom

[V]

额定相位电压

电压定标计算

是

N required max

[rpm]

应用中所需的最大速度。 速度定标计算
不是最大定标速度！

是

下一页继续介绍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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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arameter”选项卡的输入 (继续)
参数名称
Imax

单位
[A]

U DCB max

[V]

说明
硬件电流采样最大定标
值

硬件直流总线电压最大
定标值

在哪些常量计算中使用
电流 PI 控制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
性
否

BEMF 观测器速度控
制器
电流 PI 控制器

否

BEMF 观测器速度控
制器

U DCB trip

[V]

打开外部直流总线制动
电阻器的触发值

故障保护

否

U DCB under

[V]

生成直流总线欠压故障
的电压值

故障保护

否

U DCB over

[V]

生成直流总线过压故障
的电压值

故障保护

否

N max

[rpm]

速度最大定标值 – 电角
速度的最大值

速度和位置

否

U max

[V]

BEMF 观测器 跟踪观
测器

电压最大定标值 – FOC 电流 PI 控制器
的最大值

否

BEMF 观测器

E max

[V]

反电动势电压最大定标
值

BEMF 观测器

否

kt

[Nm/A]

转矩常量

速度 PI 控制器

否

Align current / voltage

[A] / [V]

用于转子对齐的电流或
电压 DC 值

转子对齐

否

Align duration

[sec]

转子对齐的持续时间

转子对齐

否

可以从电机制造商提供的电机数据手册或者从实验室测量结果中获取所控制电机的参数。

6.2.1 修改参数
本工具将使用从外部文件读取的预定义数据自动填充所有参数单元格。用户可以根据选定的整定模式任意访问要编
辑的输入参数单元格，如表 1 中所示。页面上有 4 个用户按钮，其功能如下：
• Update FRM – 使用该按钮可以更新 DC 电压或电流，以及运行对齐状态的持续时间。该按钮在 Basic 整定模式
下处于禁用状态。
• Calculate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如果将整定模式从 Expert 模式更改为 Basic 模式，同时至少更
改了一个输入应用参数，则必须重新计算一组新的应用定标值。使用“Calculate”按钮可以计算和更新应用定标
值。
• Reload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如果特定区域中的值发生更改，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
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同时会启用该按钮。按“Reload Data”按钮后，将使用文件中的原始值填充所有已修
改的单元格。成功地重新加载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为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 Store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如果特定区域中的值发生更改，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
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同时会启用该按钮。按“Store Data”按钮后，会将已修改的单元格中的所有新值保存到
文件中。成功保存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为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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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区域只接受数字字符。参数值的准确性完全由用户负责，本工具不会对这些输入项做任何额外的检查。将鼠标
指针聚焦在参数名称上时，将显示参数值的典型范围。

6.3 “Current Loop”选项卡
“Current Loop”(CL)选项卡用于整定电流控制环路。电流控制环路是矢量控制 PMSM 的级联控制结构中最里面的环
路。FOC 的功能之一是单独控制电流的磁通(d 轴)和转矩(q 轴)分量(图 2)。为此，PMSM 控制结构包括两个电流环
路，其中每个环路由一个 PI 控制器和一个可选的零点消除模块组成。
CL 选项卡已合理地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代表输入数据区域，其中包含计算 PI 控制器参数时所需的控制环
路参数。第二个部分是输出数据区域，显示计算出的 PI 控制器 d 轴和 q 轴参数。所有 PI 控制器常量都是基于电机参
数、应用最大定标值和电流环路参数计算得出的。
“Current Loop”选项卡可提供的应用整定模式：
• Basic 模式 – 对于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经验不足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此模式。在此模式下无需输入参数。
MCAT 工具引擎将会根据电机与应用参数自动估算 CL 的所有输入参数。对应这些参数的单元格带有阴影，表
示状态为只读(图 7)。
• Expert 模式 – 用户可以访问和自由编辑 CL 中的所有输入参数单元格，如图 8 中所示。但是，对这些单元格进
行设置需要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图 7. “Current Loop”选项卡 – Basi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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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Current Loop”选项卡 – Expert 模式
表 2 显示了电流环路输入参数及其物理单位、简要说明、涉及到的算法以及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性状态的列表。

表 2. “Current Loop”选项卡的输入
参数名称
Sample Time

单位
[秒]

说明
CL 采样时间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
性

在哪些常量计算中使用
电流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零点补偿器
F0

[Hz]

电流环路带宽

电流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零点补偿器
ξ

[-]

电流环路衰减系数

电流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零点补偿器
Output limit

[%]

电流 PI 控制器的限制

不可访问

6.3.1 不同的电流回路设置
使用两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和可选的零点消除模块(图 2)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电流控制回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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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T 工具适用于这两种选择方案，这意味着该工具支持两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也可使用可选的零点消除模块。此
外还提供多种受电流回路要求支持的可用模式，包括不同的数据类型表示形式，请参见表 3 。

表 3. 电流回路设置模式摘要
控制回路可用模式

可用的设置

PI 控制器

并行/递归类型

零点消除模块

允许/不允许

数据类型说明

FIX 和 FLOAT 运算

注
表 3 中所示的所有设置都将由飞思卡尔开发人员根据电机控制参考应用方案预定
义。

6.3.2 电流环路参数计算
电流环路中的 PI 控制器参数是使用极点配置(PP)方法计算的。极点配置方法运用反馈控制系统理论，将系统的闭环
传输函数极点移置到预定的位置。向闭环系统运用 PP 方法能够使系统按预期以受控方式运行。
图 9 中显示的简化电流控制闭环用于推导 PI 控制器参数计算流程。
零点消除
ireq

PI控制器
ireq_ZC

RL电路
ureq

ireal
Tel

ireal

图 9. 简化的电流控制环路
假设某个普通闭环包含一阶系统 RL 模型和 PI 控制器：

等式 1.
等式 2.
其中，L 表示定子电感，R 表示定子电阻。可以根据以下公式推导出拉普拉斯域中的闭环传递函数：

等式 3.
但是，PI 控制器在闭环传递函数中引入了零点，使-KI_I/KP_I 位置的命令发生改变。环路的这种衍生特征增大了系统
过冲，减小了潜在的闭环带宽。因此，必须补偿 PI 控制器的零点。这可以通过在前馈路径中引入一个零点消除模块
来达到此目的，该模块具有以下传递函数：

等式 4.
用于三相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电机控制应用参数整定(MCAT)工具, Rev 1, 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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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前馈路径中带零点消除模块的电流环路传递函数为：

等式 5.
消去闭环中的零点（第 12 页上等式 5）后，可以根据以下公式将闭环特征多项式与标准二阶系统的特征多项式进行
比较，来设计 PI 控制器：

等式 6.
其中，ω0 是闭环系统的自然频率(环路带宽)，ξ 是环路衰减系数。因此，可以基于（第 12 页上等式 6），按以下公
式计算 PI 控制器的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

等式 7.
等式 8.
（第 12 页上等式 7、第 12 页上等式 8）描述了连续时域中的 PI 控制器设计。对于离散域，表达式（第 12 页上等式
7、第 12 页上等式 8）将发生以下变化：

等式 9.
等式 10.
其中，TS 是电流环路的采样周期。
可让用户在互不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定义比例分量和积分分量的 PI 控制器，这种实现（第 11 页上等式 1）称为并行 PI
控制器。另一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实现形式为递归形式，可通过将（第 11 页上等式 1）变换为离散域来实现，如下所
示：

等式 11.
其中，u(k)为控制器输出，e(k)为控制器输入误差信号，CC1 和 CC2 为使用梯形法计算得出的控制器系数：

等式 12.

等式 13.
可以使用后向欧拉法将零点消除传递函数（第 11 页上等式 4）)变换为 Z 域。然后，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递归形式的
PI 控制器的离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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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面向三相 PMSM 的 MCAT 工具

等式 14.
很明显，（第 13 页上等式 14）是 IIR 实现中简化形式的一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因此，零点消除模块在实际上充
当了低通滤波器，平滑输入命令。这样可以加大环路增益，实现更高的带宽。
根据 PI 控制器实现，在采用浮点数据表示法时，应使用控制器常量（第 12 页上等式 9、第 12 页上等式 10）或（第
12 页上等式 12、第 13 页上等式 12）。定点算术平台中的离散 PI 控制器实现需要采用定标方法来使所有信号保持在
<-1, 1)的范围内。[3 ]、[4 ]中详细介绍了相应 PI 控制器的参数定标。

6.3.3 修改参数
本工具将使用从外部文件读取的预定义数据自动填充所有参数单元格。用户可以根据选定的整定模式任意访问要编
辑的参数单元格，如表 2 中所示。 页面上有 4 个用户按钮，其功能如下：
• Calculate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环路参数，就会立即启用该按钮，并且单
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Calculate”按钮会根据电流环路参数计算 小节中描述
的方法重新计算所有 PI 控制器参数。
• Update FRM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按该按钮后，将使用输出区域中显示的数据更新嵌入端的应
用 PI 控制器参数。
• Reload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环路参数，就会立即启用该按钮，并且
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Reload Data”按钮后，将使用文件中的原始值重新
写入所有已修改的单元格。成功地重新加载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回到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 Store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环路参数，就会立即启用该按钮，并且单
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Store Data”按钮后，会将已修改的单元格中的所有新
值保存到文件中。成功保存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为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编辑区域只接受数字字符。参数值的准确性完全由用户负责，本工具不会对这些输入项做任何额外的检查。将鼠标
指针聚焦在参数名称上时，将显示参数值的典型范围。

6.4 “Speed Loop”选项卡
“Speed Loop”(SL)选项卡用于速度控制环路参数整定。速度控制环路是 PMSM 矢量控制的级联控制结构中的一个外
部环路。速度环路包括一个 PI 控制器，以及零点消除模块或 ramp 函数等可选模块。
SL 选项卡自动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代表输入数据区域，其中包含计算 PI 控制器参数时所需的环路性能指标
参数。第二个部分是输出数据区域，显示计算出的速度控制器参数。PI 控制器常量基于电机参数、应用最大定标值
和速度环路参数计算得出。
“Speed Loop”选项卡中提供的参数整定模式有如下两种：
• Basic 模式 – 对于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经验不足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此模式。在此模式下无需输入参数。
MCAT 工具引擎将会根据电机与应用参数自动估算 SL 的所有输入参数。 对应这些参数的单元格带有阴影，表
示状态为只读，如图 10 中所示。
• Expert 模式 – 用户可以访问和自由编辑 SL 选项卡的所有输入参数单元格，如图 11 中所示。但是，对这些单元
格进行设置需要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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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Speed Loop”选项卡 – Basi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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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Speed Loop”选项卡 – Expert 模式
表 4 显示了速度环路输入参数及其物理单位、简要说明、涉及到的算法以及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性状态的列表。

表 4. “Speed Loop”选项卡的输入
参数名称
Sample time

单位
[sec]

说明
CL 采样时间

在哪些常量计算中使用
电流 PI 控制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
性
不可访问

零点补偿器
F0

[Hz]

电流环路带宽

电流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零点补偿器
ξ

[-]

电流环路衰减系数

电流 PI 控制器

Inc Up

[rpm/sec]

根据增量递增的速度

Ramp 函数

不可访问

Inc Down

[rpm/sec]

根据增量递减的速度

Ramp 函数

不可访问

Filter points

[points #]

滑动平均滤波器样本个
数

不可访问

Upper Limit

[A]

所需电流的上限

不可访问

Lower limit

[A]

所需电流的下限

不可访问

不可访问

零点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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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不同的速度环路设置
使用两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和可选模块(零点消除模块或 ramp 函数，参见图 2)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速度控制环路结构。
MCAT 工具包括了上述所有选项，也就是说，它支持两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并允许用户在速度前馈路径中使用不同
的方法，即可选的零点消除模块或 ramp 函数。此外，该工具还提供受速度环路选项卡支持所需的多种模式，包括不
同的数据类型表示法，请参见表 5 。

表 5. 速度环路设置模式摘要
控制环路可用模式

可用的设置

PI 控制器

并行/递归类型

零点消除模块

允许/不允许

Ramp 函数

允许/不允许

Ramp 函数

定点或浮点运算

注
表 5 中所示的所有设置都将由飞思卡尔开发人员根据电机控制参考应用方案预定
义。

6.4.2 速度环路参数计算
同样，可以使用极点配置方法来计算所有速度控制环路的参数。图 12 中显示的简化速度控制闭环用于推导速度控制
环路的所有模块的参数。
零点消除

PI控制器

ωreq

ωreq_ZC

电机
iq_real

ωreal
Tmec

ωreal

斜坡

ωreq
Dec

Inc

图 12. 简化的速度控制环路
在大多数情况下，RL 电路的电气时间常数 Tel 比电机的机械时间常数 Tmec 要小得多。较小的 Tel 要求电流控制环路
以较高的采样频率运行，因此，这种环路称为快速环路。相比之下，时间常量较大的速度环路能够在采样频率较低
的慢速控制环路中运行。这种方法为用户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控制两个速度样本之间的电流。基于这种事实，从速
度环路的角度来看，可将电流环路的作用视为转矩增益。
速度环路由 PI 控制器闭合，这可以实现零稳态误差的速度控制。假设一个通用闭环包含一阶系统和 PI 控制器：

等式 15.

等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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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T 代表转矩常数，J 代表转动惯量，B 代表阻尼系数。那么，可以根据以下公式推导出拉普拉斯域中的速度闭
环传递函数：

等式 17.
与电流环路参数计算（电流环路参数计算 ）中所述的方法一样，速度 PI 控制器将在闭环传递函数中引入一个零点。
可以在使用以下传递函数的速度前馈路径中引入一个零点消除模块来补偿零点：

等式 18.
那么，前馈路径中带零点消除模块的速度环路传递函数为：

等式 19.
然后，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推导出 PI 控制器的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以及零点消除模块的参数：

等式 20.

等式 21.
其中，TS 是速度闭环的采样周期，ω0 是闭环系统的自然频率（环路带宽），ξ 是速度环路衰减系数。第 17 页上等
式 20、第 17 页上等式 21 对应的系数表示并行类型的 PI 控制器，递归类型的 PI 控制器使用 CC1 和 CC2 常数：

等式 22.

等式 23.
可以使用后向欧拉法将零点消除传递函数（第 17 页上等式 18）变换为 Z 域。然后，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离散实施数
据：

等式 24.
速度零点消除模块的离散化采用的是一种 IIR 应用中的一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简化形式。
根据 PI 控制器实施方案，在采用浮点数据表示法时，应使用控制器常量（第 17 页上等式 20、第 17 页上等式 21、第
17 页上等式 22、第 17 页上等式 23）。定点运算平台中的离散 PI 控制器实施方案需要采用定标方法来使所有信号保
持在<-1, 1)的范围内。[3 ]、[4 ]中详细介绍了相应 PI 控制器的参数定标。

用于三相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电机控制应用参数整定(MCAT)工具, Rev 1, 01/2013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17

面向三相 PMSM 的 MCAT 工具

可以看出，要获取速度环路的常量，需要指定一个非常敏感的参数 - 转动惯量。但是，在许多电机控制应用中，此参
数要么完全未知，要么在运行过程中根据负载转矩变化而快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速度前馈路径中的 ramp
函数来取代零点消除模块。在一定程度上，所需速度的斜坡行为可以抑制转动惯量估算误差导致的 PI 控制器参数计
算不准确所带来的影响。[3 ]、[4 ]中提供了有关 ramp 函数的更多详细信息。

6.4.3 修改参数
本工具将使用从外部文件下载的预定义数据自动填充所有参数单元格。用户可以根据选定的参数整定模式任意访问
要编辑的参数单元格，如表 4 中所示。页面上有 4 个用户按钮，其功能如下：
• Calculate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环路参数，就会立即启用该按钮，并且单
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Calculate”按钮会根据速度环路参数计算 小节中描述
的方法重新计算所有 PI 控制器参数。
• Update FRM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按该按钮后，将使用输出区域中显示的数据更新嵌入端的应
用 PI 控制器。
• Reload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环路参数，就会立即启用该按钮，并且
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Reload Data”按钮后，将使用文件中的原始值重新
写入所有已修改的单元格。重新加载数据成功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回到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 Store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环路参数，就会立即启用该按钮，并且单
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Store Data”按钮后，会将已修改的单元格中的所有新
值保存到文件中。成功保存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为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编辑区域只接受数字字符。参数值的准确性完全由用户负责，本工具不会对这些输入项应用任何额外的检查。将鼠
标指针聚焦在参数名称上时，将显示参数值的典型范围。

6.5 “POSPE Sensors”选项卡
PMSM FOC 控制方案中最重要的反馈信号就是速度和位置。“POSPE Sensors”(PS)选项卡处理速度和位置信号的估算
算法。角度跟踪观测器(ATO)是用于获取旋转变压器和编码器传感器实际角度与速度值的飞思卡尔软件算法。
与前面的选项卡一样，PS 选项卡也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代表输入数据区域，其中包含所需的传感器参数，
以及计算 ATO PI 控制器参数时所需的 ATO 环路参数。第二个部分是输出数据区域，用于显示计算出的 ATO 算法控
制参数。ATO PI 控制器常量基于应用最大定标值和 ATO 环路参数计算得出。
“POSPE Sensors”选项卡中提供的应用参数整定模式如下所示：
• Basic 模式 – 对于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经验不足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此模式。在此模式下，只需输入传感器参
数。MCAT 工具引擎将会根据电机与应用参数自动估算 PS 选项卡的位置观测器输入参数。对应这些参数的单
元格带有阴影，表示状态为只读，如图 13 中所示。
• Expert 模式 – 用户可以访问和自由编辑 PS 选项卡的所有输入参数单元格，如图 14 中所示。但是，对这些单元
格进行设置需要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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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POSPE Sensors”选项卡 - Basi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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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POSPE Sensors”选项卡 - Expert 模式
表 6 显示了“POSPE Sensors”选项卡输入项及其物理单位、简要说明、涉及到的算法以及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性
状态的列表。

表 6. “POSPE Sensors”选项卡的输入
参数名称

单位

说明

在哪些常量计算中使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
性

Encoder

[pulses]

编码器的脉冲线数

ATO PI 控制器

可访问

Resolver

[-]

旋转变压器的极对数

ATO PI 控制器

可访问

Sample Time

[sec]

观测器采样时间

ATO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F0

[Hz]

观测器带宽

ATO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ξ

[-]

观测器衰减系数

ATO PI 控制器

不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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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不同的 POSPE 传感器设置
ATO 算法内的 PI 控制器可以通过并行和递归方式实现。MCAT 工具支持这两种类型的 PI 控制器，并接受不同的数
据类型表示。表 7 中显示了“POSPE Sensors”选项卡支持的可用设置模式。

表 7. POSPE 传感器设置模式摘要
位置和速度传感器模块

可用的设置

PI 控制器

并行/递归类型

数据类型表示

定点或浮点运算

注
表 7 中所示的所有设置都将由飞思卡尔开发人员根据电机控制参考应用方案预定
义。

6.5.2 POSPE 传感器参数计算
角度跟踪观测器（ATO）算法用于估算转子角度和角速度。ATO 技术能够提供平滑准确的估算值。与常见的闭环系
统中一样，该算法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减少观测器误差。这里的观测器误差是将实际转子角度 өr 减去旋转变压器
估计的转子角度 өest 后得出的，如图 15 所示。
LPF
ωest
sin(Θr )

PI控制器

积分

Θest
cos(Θr )

sin(Θest)
cos(Θest)

图 15. 角度跟踪观测器结构框图
可以使用以下传递函数来表达图 15 对应的位置跟踪结构：

等式 25.
使用两个角的求差公式计算出观测器误差：

等式 26.
将闭环特征多项式（第 21 页上等式 25）与标准二阶系统的特征多项式进行比较，便可以设计出 ATO PI 控制器。可
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角度跟踪观测器系数 KP_ATO 和 KI_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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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 27.

等式 28.
其中，ξ 是所需衰减系数，f0 是所需带宽(以 Hz 为单位)，TS 是采样时间。第 21 页上等式 27、第 22 页上等式 28 对
应的常数表示并行类型的 PI 控制器，递归类型的 PI 控制器使用 CC1 和 CC2 常数：

等式 29.

等式 30.
采用浮点数据表示法时，将使用这些 PI 控制器系数（第 21 页上等式 27、第 22 页上等式 28、第 22 页上等式 29、第
22 页上等式 30）。以定点运算平台实施的离散 PI 控制器需要采用定标方法来使所有信号保持在<-1, 1)的范围内。
[3 ]、[4 ]中详细介绍了相应 PI 控制器的参数定标。

6.5.3 修改参数
本工具将使用从外部文件读取的预定义数据自动填充所有参数单元格。用户可以根据选定的整定模式任意访问要编
辑的参数单元格，如表 6 中所示。 页面上有 4 个用户按钮，其功能如下：
• Calculate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传感器参数或观测器参数，就会立即启用
该按钮，并且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Calculate”按钮会根据 POSPE 传感器
参数计算 小节中描述的方法重新计算 PI 控制器参数和积分系数。
• Update FRM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按该按钮后，将使用输出区域中显示的数据更新嵌入端的应
用 PI 控制器。
• Reload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传感器参数或观测器参数，就会立即启
用该按钮，并且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Reload Data”按钮后，将使用文件
中的原始值重新写入所有已修改的单元格。重新加载数据成功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回到白色，同时会禁用该
按钮。
• Store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传感器参数或观测器参数，就会立即启用
该按钮，并且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Store Data”按钮后，会将已修改的单
元格中的所有新值保存到文件中。成功保存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为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编辑区域只接受数字字符。参数值的准确性完全由用户负责，本工具不会对这些输入项应用任何额外的检查。将鼠
标指针停在参数名称上时，将显示参数值的典型范围。

6.6 “Sensorless”选项卡
如前所述，PMSM FOC 控制方案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速度和位置反馈。用户可以通过速度传感器或某些高级观测器
算法获取这些信号。“Sensorless”(SLS)选项卡使用反电动势(BEMF)观测器作为无传感器算法来估算速度和位置信号。
与前面的选项卡一样，SLS 选项卡也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代表输入数据区域，其中包含所需的无传感器参
数以及与开环启动相关的参数。第二个部分是输出数据区域，用于显示针对 BEMF 观测器、跟踪观测器(TO)和开环
启动配置的参数。
“Sensorless”选项卡中提供的应用参数整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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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模式 – 对于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经验不足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此模式。在此模式下，只需输入开环启动
参数。MCAT 工具引擎将会根据电机与应用参数自动估算 BEMF 观测器和跟踪观测器的输入参数。需要这些
参数的单元格带有阴影，表示状态为只读，如图 16 中所示。
• Expert 模式 – 用户可以访问和自由编辑 SLS 选项卡的所有输入参数单元格，如图 17 中所示。但是，对这些单
元格进行设置需要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图 16. “Sensorless”选项卡 - Basi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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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Sensorless”选项卡 - Expert 模式
表 8 显示了“Sensorless”选项卡输入项及其物理单位、简要说明、涉及到的算法以及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性状态的
列表。

表 8. “Sensorless”选项卡的输入
参数名称

单位

说明

在哪些常量计算中使用

Basic 模式下的可访问
性

F0

[Hz]

BEMF 环路自然频率

BEMF 观测器

不可访问

ξ

[-]

BEMF 环路衰减系数

BEMF 观测器

不可访问

F0

[Hz]

TO 环路自然频率

跟踪观测器

不可访问

ξ

[-]

TO 环路衰减系数

跟踪观测器

不可访问

Start-up ramp

[rpm/sec]

电流上升的坡度

开环启动

可访问

Start-up current

[A]

启动过程的电流限制

开环启动

可访问

Merging speed

[rpm]

以给定的速度从开环切
换到闭环

开环启动

不可访问

Merging speed

[%]

从开环位置切换到闭环
位置的速度

开环启动

不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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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不同的无传感器设置
“Sensorless”选项卡中唯一的不同在于数据类型表示，如表 9 中所述。

表 9. 无传感器设置模式总结
位置和速度传感器模块

可用的设置
FIX32、FIX16

数据类型表示

注
表 9 中所示的所有设置都将由飞思卡尔开发人员根据电机控制参考应用方案预定
义。

6.6.2 无传感器算法参数计算
[4 ]中提供了有关反电动势观测器和跟踪观测器系数计算的详细描述。

6.6.3 修改参数
本工具将使用从外部文件下载的预定义数据自动填充所有参数单元格。用户可以根据选定的参数整定模式任意访问
要编辑的参数单元格，如表 8 中所示。页面上有 4 个用户按钮，其功能如下：
• Calculate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传感器参数或观测器参数，就会立即启用
该按钮，并且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Calculate”按钮会根据无传感器算法
参数计算 小节中描述的方法重新计算 PI 控制器参数和积分系数。
• Update FRM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按该按钮后，将使用输出区域中显示的数据更新嵌入端的应
用 PI 算法。
• Reload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 BEMF、TO 或开环启动参数，就会立
即启用该按钮， 并且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Reload Data”按钮后，将使用
文件中的原始值重新写入所有已修改的单元格。重新加载数据成功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回到白色，同时会禁
用该按钮。
• Store Data – 该按钮在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只要更改输入的某个传感器参数或观测器参数，就会立即启用
该按钮，并且单元格的背景将由白色变为粉红色，以指示发生了更改。按“Store Data”按钮后，会将已修改的单
元格中的所有新值保存到文件中。成功保存数据后，单元格的背景将变为白色，同时会禁用该按钮。
编辑区域只接受数字字符。参数值的准确性完全由用户负责，本工具不会对这些输入项应用任何额外的检查。将鼠
标指针聚焦在参数名称上时，将显示参数值的典型范围。

6.7 “Output File”选项卡
前面的选项卡主要用于整定电机控制应用参数。一旦根据要求进行参数整定后，可能需要保存对应电机驱动器的各
种系数。为此，我们在选项卡式菜单中设计了一个“Output File”选项卡。
使用“Output File”(OF)选项卡可以预览被整定电机控制应用的各种系数，如图 18 中所示。这些系数在内容上根据选
择的选项卡划分为以下组：
•
•
•
•
•

应用中各物理量最大定标值
机械对齐
电流环路参数
速度环路参数
位置和速度传感器模块参数(如果需要)
用于三相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电机控制应用参数整定(MCAT)工具, Rev 1, 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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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传感器 BEMF DQ 观测器(如果需要)
• 级联控制结构参数(如果需要)
• FreeMASTER 最大定标值变量
此选项卡无需任何整定模式，只是一个输出的头文件。

图 18. “Output File”选项卡示例
换言之，“Output File”选项卡将显示 MCAT 工具生成的文件内容。这些整定的系数代表 PMSM FOC 应用的静态配
置。如图 1 中所示，静态配置文件是软件包的一部分，并以头文件的形式与应用源代码一起编译链接。
用于三相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电机控制应用参数整定(MCAT)工具, Rev 1, 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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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生成输出文件
要生成“Output File”选项卡的内容，需要按“Generate Configuration File”按钮。此时将会生成头文件
PMSM_appconfig.h，并将其保存到默认路径。

6.8 “Cascade”选项卡
“Cascade”选项卡用于处理 PMSM 电机的控制结构。如果嵌入式应用基于级联控制结构(如图 2 中所示)，“Cascade”选
项卡可能会很有帮助。MCAT 工具使得连接和整定新的电力驱动装备变得更加简单，因为它可以将控制结构拆分成
几个级联的子控制，进而可以在不同的级联层次上控制电机。这种级联控制环路涉及到 4 种可选控制模式：
•
•
•
•

标量控制模式
电压 FOC 控制
电流 FOC 控制
速度 FOC 控制

“Cascade”选项卡包含可用于控制应用运行的“ON/OFF”开关、用于显示当前应用状态的窗口、用于更新嵌入式应用设
备参考变量的“Update FRM”按钮，另外还包含一个窗口，里面分布着针对每个级联子控制的控制按钮。下面的内容
将依次介绍每个控制模式的功能。
“Cascade”选项卡中提供的应用整定模式：
• Basic 模式 – 对于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经验不足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此模式(如图 19 中所示)。在 Basic 模式下
可完成的输入取决于选定的控制模式，相关主题中将对此进行介绍。
• Expert 模式 – 用户可以访问和自由编辑“Cascade”选项卡的所有输入参数单元格，如图 20 中所示。但是，对这
些单元格进行设置需要在电机控制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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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Cascade”选项卡 – Basi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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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Cascade”选项卡 – Expert 模式
尽管该工具可以处理常见的级联控制结构，但如果想要使用“Cascade”选项卡的所有功能，则需要在嵌入式 FOC 软件
中配置切换。用户可以基于飞思卡尔参考源代码做出这种修改，然后便可以使用切换控制模式功能。

6.8.1 标量控制
这是最简单的电机驱动控制策略。电机由一组以下表达式给出的电压供电。

等式 31

等式 32
电压与频率的大小之比（频率信息隐藏在 Nreq 中）必须保持为固定比率。因此，在 Expert 整定模式下输入所需的电
压和速率时务必注意。此比率在 Basic 整定模式下自动保持不变，用户无需担心这一点。唯一需要的输入是所需的速
率。
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控制结构中没有反馈，因此称为开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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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C
uα_req

dq

Ud_req = 0
Um = Uq_req

αβ

VSI

SVM

PMSM

uβ_req

θe
Nrequired

2π
60

ωe

传感器
积分器

图 21. 标量控制模式
实际上，对 PMSM 电机使用标量控制并不是很常见。这种控制方法仅用于初始应用。由于没有任何反馈，这是迅速
让电机在使用新逆变器时运行的最简单方法。电机开始旋转后，传感器或者观测器就可以获取有用信息了。
完成此操作后，可通过切换电压 FOC 控制方法使用转子位置信号闭合控制回路。

6.8.2 电压 FOC 控制
如果转子旋转方向符合用户需要，并且根据测得的/估算的位置也能得出正确的方向，则可以选择电压 FOC 控制。有
两个参考变量可用于电机控制，如图 22 中所示。实际上，d 轴中的所需电压 Ud_req 在 Basic 整定模式下并未启用。
电压 Uq_req 的 q 分量表示转矩分量，电机将会根据施加的此分量运行。
电机运行后，应执行几项测试，以验证工作条件是否能够允许成功地进行转矩控制，从而成功地进行速度控制。如
果向电机施加正值 Uq_req 电压，转子应该朝正方向旋转，反之亦然。因此，必须检查电流。另外，必须检查相序和
电流极性是否正确。
VDC
Ud_req
Uq_req

uα_req

dq
αβ

SVM

VSI

uβ_req

PMSM

θe

位置和速度
评估

传感器

图 22. 电压 FOC 控制模式
如果已完成这些检查，则可以通过切换电流 FOC 控制，使用电流反馈信号来闭合控制环路。

6.8.3 电流 FOC 控制
要进行电流控制（又称为转矩控制），需要提供转子位置反馈，以及将电流从静止坐标系选择变换到 d-q 坐标系上。
有两个参考变量可用于电机控制，如图 23 中所示。d 轴中的电流命令 Id_req 实际上在 Basic 整定模式下并未启用，而
是按默认保持为零。q 轴中的电流命令 Iq_req 表示转矩分量，在这个电流命令下电机将会运行起来。改变电流 Iq_req 的
极性会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如果已正确整定位置和速度估计算法，则可以使用“Current Loop”选项卡配置电流 PI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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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电流（转矩）控制模式
如果电机正常运行，并且位置/速度估计算法提供有关速度的正确信息，那么，可以通过切换速度 FOC 控制，在电流
控制环路外加入速度控制环路，形成双闭合环路控制。

6.8.4 速度 FOC 控制
速度控制环路需要有关转子实际速度的信息。可以通过传感器实际器件或无传感器算法提供这些信息。
VDC

Id_req

ud_req
PI控制器
Iq_req

ωe_req

uq_req

uα_req

dq
αβ
θe

id_real

PI控制器

PI控制器

iq_real

dq
αβ

SVM

VSI

uβ_req

iα_real
iβ_real

αβ
abc

ia_real
ib_real
ic_real

PMSM

传感器

θe

位置和速度
评估

ωe_real

图 24. 速度 FOC 控制模式
如果已正确配置电流控制器，则可以使用“Speed Loop”选项卡配置速度 PI 控制器。

6.8.5 级联控制结构控制
在选定控制方法的空白框中输入变量。由于 Basic 整定模式方面的原因而禁用单元格所以带有阴影。选定的方法是
按标题为“ENABLED”的红色按钮标识。要安全地更改控制结构，必须关闭应用。只有按下相关的红色按钮才能切换
控制策略。
每次更改参考值后，都必须使用按钮“Update FRM”确认。
如果存在多个位置/速度信息源，可以从“Sensor type”列表中选择正确的传感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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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应用控制选项卡
菜单中的最后一个选项卡为“App Control”选项卡。这是一个用户自行选用的选项卡，可用于显示可选的应用控制
HTML 页面。此选项完全受飞思卡尔开发程序的支持，并取决于应用类型以及目标 MCU。
[5 ] [6 ]中提供了基本的应用控制页面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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