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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系统的内模控制方法，由于具有结构简单、跟踪调节性能和鲁棒性能好、能消除不可测干扰
等优点，始终为控制界和工程界所重视。内模控制方法也推广到非线性系统[1,2]，但始终面临非线性系
统建模的困难。Hunt等[3]提出了基于高斯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的非线性内模控制方法，但是该方法要
求模型的逆，而以网络拓扑结构表示的普通神经网络模型的可逆性缺乏严密的理论保证，使得这类方
法难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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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考虑 m 维输入 m 维输出的仿射非线性系统
 x  f  x   g  x u

 y  h x   Cx

（1）

其中系统状态 x  R n ，输入 u  R m ，输出 y  R m ， f , g 为系统状态的未知光滑函数， C  R mn 。
假设 1 系统（1）对于所有 x 具有相对阶 r1 , r2 , , rm 
假设 2 系统（1）是输入状态有界（BIBS）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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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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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4]提出的一类并联动态神经网络能够有效地对状态可测的非线性系统进行建模，Kim[5]对SISO仿
射非线性系统设计了基于动态神经网络的观测器，本文提出一类动态神经网络模型用于以方程（1）表
示的多变量非线性系统的辨识。动态神经网络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仿射形式：
 xˆ  fˆ xˆ   gˆ xˆ u  Axˆ  BWS 1 xˆ   VS 2 xˆ u 
（2）

 yˆ  hxˆ   Cx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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