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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变矩和神经网络的泵机组轴心轨迹自动识别
陈

抒３，陈光大４，于永海５，王建明６

坚１，叶渊杰２，陈

（１．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１二程科学阉家苇点实验室。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２．中国水电顾『ｕ】集团中南勘测ｉ殳计研究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１４；３．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１；４．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５．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６．山西省运城市大禹渡扬水Ｊ＝程管理局，山西运城０４４６００）

摘要：基于泵机组故障信号处理的需要，介绍了不变矩原理，同时对神经网络建模，包括其样
本获取进行了详细讨论；由于泵机组的多种故障与表征其运行状态的轴心轨迹形状有关，根据不
变矩的平移、伸缩和旋转不变性特征，对实时检测的轴心摆度信号进行不变矩处理，利用ＢＰ型
神经网络对其进行模式识别，进而判断出轴心轨迹的形状．为了弥补泵机组用于神经网络训练样
本的不足，采用数值模拟与现场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将获取的所有样本进行求不变矩处理，并连
同样本对应的实际形状作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网络训练完成后，将其输出结果与轴心轨迹图
形进行比较验证．以山西大禹渡泵站水泵机组故障检测及诊断为例，在样本中选取其中的１０组
数据，比较的结果表明神经网络自动识别的结果准确．该方法为泵机组轴心轨迹自动识别和实现
泵机组故障诊断智能化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轴心轨迹；自动识别；不变矩；ＢＰ神经网络；泵机组
中图分类号：￥２７７．９；ＴＶ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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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对于大型水泵机组运行的

‰＝仁仁（菇卅’（），吲钗埘）ｄｘｄｙ，

安全性具有季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对泵机组的在线

（２）

监测与故障诊断研究，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轴心轨
迹作为一种表征水泵机组工作状态的重要特征，其中
包含了大龟的故障信息．泵机组故障诊断中，转轴图
像特征是判断转子运行正常与否的关键，其中心位置
比振幅或幅频曲线更能直观反映泵机组的运转情况．
我国在泵机组故障诊断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传
统的泵机组轴心轨迹故障诊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

．—

省２

ｍ——ｏｏ’），２—ｍ—ｏｏ’

点（髫，Ｙ）上的灰度；露，夕为八工，Ｙ）的莺心．
由于所检测的泵机组摆度信号数据为离散型，
所以需要对式（１），（２）进行离散化处理一Ｊ，离散化
处理以后的结果可用公式（４），（５）表达：

ｍ州＝∑∑八茗，Ｙ）ｘＰｙｑ，

征的自动识别，一直是故障诊断领域研究的重要问

ｙ

机组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ｌ。２ Ｊ，水轮发电机组和汽轮

运行状态的方法简单、直观，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
在泵机组中的应用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加上泵机组的
轴心轨迹判断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当其中含有较多高

Ｍ

ｘ

Ｍ

Ｍ

Ｍ

ｆ元＝∑∑Ｘｉｆ（ｘ；，乃）／∑∑ｆ（ｘｉ，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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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㈠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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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夕＝∑∑Ｙｉ八扎ｒｊ）／∑∑ｆ（ｘｉ，ｒｊ）．
对ｐ卅进行正规化处理得到叩ｗ，它满足轴心轨
迹图形的平移不变性和伸缩不变性：

％＝％．

频成分时，轴心轨迹图形往往比较复杂，所以研究泵
机组轴心轨迹的自动识别，具有非常莺要的意义一Ｊ．
而神经网络训练参考样本的获取是水泵机组轴心轨

（４）

‰＝∑∑（石一面）９（），一ｙ）Ｖ（ｘ，），），（５）

题．目前轴心轨迹的自动识别已在汽轮机、水电站等

量一一１，其中根据轴心轨迹图形来判断水轮发电机组

（３）

式中Ｐ，ｑ＝０，ｌ，２，…；以．１７，Ｙ）为图形在尺２平面坐标

工对轴心轨迹进行诊断，如何实现泵机组轴心轨迹特

机故障诊断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提取故障的特征

ｍｏ！

ｍｌｏ．．

（７）

／ｚｏｏ‘。２

迹自动识别中的一个难点．为此，本研究利用数值模

由于叩阳不满足旋转不变性，ＨｕＭ ３通过研究分
析，得到了７个满足平移、伸缩和旋转不变性和完备

拟和现场测试获取样本，采用不变矩计算出轴心轨迹

的２阶和３阶不变性矩妒。～妒，，其定义分别为

特征参数，然后应用自动识别理论和神经网络实现自

妒Ｉ

动模式识别，最后通过现场测试验证了该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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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几何不变矩町以作为一个霞要的特征来表示物
体形态，可以据此特征对图像进行分类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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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ｍＭ＝ｆ ｆ，ｙ抓茗，Ｙ）ｄｘｄｙ；
Ｊ，，Ｉ

Ｐ＋ｑ阶混合中心矩定义为

万方数据

２＋（刀２Ｉ＋叩∞）２，

（１）

［３（叩∞＋７／１２）２一（叼２Ｉ＋可∞）２］．
（８）

式中＿『＝ｌ，２，…，ｎ＾；后＝ｌ，２，…，，ｖ；吮¨¨为第（ｋ一

２神经网络建模

１）层第ｉ个神经元到第ｋ层第Ｊ个神经元的连接权

值；ｐ；为该神经元的阈值以石）为神经元的作用函数
２．１样本获取

（采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ｒｔ＾为第ｋ层神经元的数目；Ⅳ

由于泵机组知识库比较缺乏，没有足够的资料用

为ＢＰ神经网络模制的总层数．

作ＢＰ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而现场模拟又受到工程

在神经网络误差反向传播的学习过程中，根据

实际的限制，那砦影响泵★ｄＬ．ｆｌｌ安伞运行的破坏性故障

误差梯度下降的原则，对各网络参数进行反复地修

很难有条件进行模拟．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数值

正，使网络误差达到要求．参数的修正式为

模拟和现场试验相结合的办法来获取ＢＰ神经网络

ｆ叭¨”堋ｈ）＋矿希，…、

训练的样本．对此，Ｈｕ在视觉模式识别的研究中，模

Ｖ”、’。，

Ｉ

１

拟了５种不同的轴心轨迹形状，共计４０组样本作为

３Ｆ

训练样本．这４０组训练样本包括数值模拟信号样本

【ｐ（，ｌ＋１）＝ｐ（凡）＋叼’石否荨孟。ｙ，

２０组，现场试验获取的样本２０组旧Ｊ．由于两者研究

式中叼为学习率，用以调节学习收敛速度．

／ｌ １、

¨叫

具有相似的性质，故借用上述原理，在Ｍａｔｌａｂ中利用

训练的ＢＰ神经网络输入层的节点数取为７，第

公式（９）模拟了泵机组发生故障时的５组、共计２０个

１个隐含层节点数为１２，第２个隐含层的节．点数为

轴心轨迹样本．其轴心轨迹变化叮描述为

１５，输出层节点数为５．神经网络取学习因子（ａ１．
ｐｈａ）为０．３，收敛因子（ｅｔａ）为１．３，容错率（Ｅｒｒｏｒ－

ｉ＇ｘ（ｔ）＝芝２ Ａｉｓｉｎ（ｔｏｔ＋ａｉ），

｛ｏｙ（ｔ）＝∑Ｂｉｓｉｎ（ｔｏｔ＋展），
至

Ｌｅｖｅｌ）为０．００１，网络的最大学习次数（ｎ１１）为
（９）

５０

０００．由于训练样本较多，这里因受篇幅限制，不

再具体给出．

式中Ａｉ，ａｉ分别为ｚ（ｔ）的ｉ倍频分量的幅值与初始
相位；Ｂ。，口。分别为Ｙ（ｔ）的ｉ倍频分量的幅值与初始

基于神经网络的轴心轨迹自动识别

２．３

目标模式集ｒ确定ｒ网络所能识别的模式类
别为５类，令

相位；‘ｃＪ为角频率．
为了得到现场试验样本，本次利用了“十一五”

ｔｉ＝［０，Ａ，ｌ，Ａ，０］‘，ｔｉ＝ｌ，ｔⅡ＝０√≠ｚ≤５，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日开发的“水泵机组检测

（１２）

与故障诊断系统”采集获得的数据，并与数值模拟

式中ｔ，Ｅ Ｔ的每一个元素ｔ。对应的一类模式类别；

信号样本进行了对照．

ｔ。＝ｌ表示属于第＿『模式；Ｉ“＝０表示不属于第ｆ模

２．２

式．设定判断阈值Ｂ＝０．７５，对于某种模式下的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建立
ＢＰ神经网络是典删的前馈型网络，由输入层、

神经网络输出Ｄ，进行下列转换：

隐含层和输ｆ“层组成，其中隐含层可以有多层，每层

ｆ若ｏｉ≥０·７５，０ｉ∈０，则ｏ‘＝ｌ，

有多个节点．该网络的学习过程由信息的正向传播

Ｌ若０‘＜０．７５，Ｏｌ∈Ｏ，则Ｏ‘＝０．

ｆ １ ３、

和误差的反向传播２个过程组成．在正向传播过程

Ｄ经过公式（１３）变换后，若能与目标模式集中

中，输入信号从输入层经隐含层逐层处理后，向输入

的ｔｉ匹配，则可以判断该模式属于ｔｉ对应的类别，否

层顺序传播，各层神经元的状态只影响到下一层神

则不属于ｔ。对应的类别．本ＢＰ神经网络中的神经网

经元．倘符网络实际输出与期掣输出Ｉ．日Ｊ误差不满足

络样本输出对应模式类别地震１．利用ＢＰ神经网络

要求，则转入反向传播过程，将两者Ｉ’Ｕｊ的误差由输出

对泵ＯＬｔｔ［轴心轨迹自动识别的步骤如下‘¨１０】：

层经隐含层后向输入层原路返Ｉ田，通过修正各层神

（１）利Ｊ｛Ｊ公式（４）一（８）计算Ｈ｛数值模拟和现

经元的权值和闽值，使得神经网络误蔗信号变

场试验获得的轴心轨迹信号的７个不变矩，然后将

小｜８ｊ．信号的正向传播和误蔗的反向传播反复交

其作为ＢＰ神经网络的输入进行训练．当输入误差

替．直到神经网络的误謦满足精度的要求，或达到顶

的窬错率（ＥｒｒｏｒＬｅｖｅ［）达到０．００１时，停止训练；

先没定的学习次数为止［７一１．第七层第－『个神经元的
输入输出关系ＩＦ向传播过程，可简单地农征为

乃ｙＹ＝∥（；∥’‘），卜引，
万方数据

（２）利ＨＪ式（４）一（８）计算出待检测的轴心轨
迹信号的７个不变矩，将其作为特征向艟输入到已

（１０）

训练好的ＢＰ神经网络进行计算．获得输｝Ｈ结果向
量Ｄ；

（３）利用式（１２）中的识别规则对由步骤（２）计
算得到的输出向量Ｏ进行判断，识别出被检测轴心

３

Ｊ应用实例

轨迹所属类别．
这里以山西大禹渡泵站水泵机组故障检测及诊

表１神经网络样本输出对应模式类别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断为例，简述轴心轨迹自动识别的过程，并对其结果
进行验证．首先，以现场检测信号及数值模拟所得的
数据作为待检测样本，其中现场检测的信号为摆度
信号．现场测试的原始摆度信号不能直接用神经网
络训练来检测，必须先利用公式（８）对所测原始数
据进行处理，形成能用于神经网络训练的待检测的
样本．对此，这里选择其中的１０组数据，待检测样本
见表２．

表２待检测样本数据
Ｔａｂ．２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注：表格中第ｌ行中的ｌ一７为试验测试的信号经过处理后求得的７个不变矩，第ｌ列中的ｌ—ｌＯ代表试验数据的组效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利用ＢＰ神经网络对待检

动识别的结果准确．

测样本进行处理，得到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利用模
式识别规则公式（１２）对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进行

４

结

论

处理，处理后的结果见表３．
表３神经网络自动识别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通过数值模拟试验和现场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解决了训练样本获取这一难题．采用求不变矩的
方法对轴心轨迹进行判断，利用水泵机组同一类
型的故障轴心轨迹的不变矩会在一定的误差范围
内的特点，实现了轴心轨迹对故障进行分类．利用
ＢＰ神经网络和模式识别技术，提出了基于不变矩
的水泵机组轴心轨迹自动识别方法，该方法对于
水泵机组故障诊断系统的开发，以及离线故障诊
断系统转变为在线智能故障诊断系统，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１¨．
但值得指出的是，泵站是一个由水工、机械、
电气、控制、油、汽、水等环节构成的复杂系统，其

注：。分离结果”一列中．Ｙ代表分离结果与实际轴心轨迹图形比较
符合，Ｎ代表分离结果与实际轴心轨迹图形比较不符合．

故障发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虽然已经在数次

检测试验是通过神经网络识别后的结果与实际

于完善的故障诊断方法来说还不够完整，还需要

测试的轴心轨迹图形相比较．比较可知，神经网络自

万方数据

现场试验中积累了一定量的数据，但这些信号对
进一步积累和完善．

ａｎｔｓ［Ｊ］．／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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