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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逻辑诊断方法在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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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模糊数学的基本理论出发，
论述了铣刨机液压系统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的原则和方法，为计

摘

算机辅助故障诊断，
缩短诊断时间，提高准确性，
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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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先进的机械设备不再是
一个简单的机械物理运动的载体，而是一个集机械、
电
子、计算机、
液压等为一体的大型复杂设备。液压系统
以其结构轻巧、传动比大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

一种故障往往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症状又常常是几
种故障共同作用的结果，严格说来检测量与故障特征
之间，
故障特征与故障源之间都是一种非线性映射。此
外，在状态监测中设备状态从正常到异常一般都有一
个渐变过程，这时由于征兆的非典型表现也会出现判

中。对工程机械的液压系统进行状态监测，可以了解
和掌握工程机械运行过程中的状态，以便早期发现故
障，查明原因，提高工程机械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断的多义性。因此，
过去处理这类问题主要是依靠经验
方法而无法纳入严格的数学分析范畴进行量化处理，
因而很多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随着模糊数学的产生

改善工程机械运行状况，最大限度地提高工程机械的
使用效率。

及在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长期以来人们的故障
诊断经验得以数学化地表达，并能够在计算机中进行
处理，从而使计算机也能像人脑那样接受和处理模糊

０

１

引言

液压系统故障的模糊性

信息，
对模糊事物进行推理、
判断并做出决策［１－ ３］。

机器在运行过程中的动态信号（振动、噪声、压力、
温度、
流量等） 携带了有关机器状态的丰富信息。经典
的诊断方法是通过信息处理，从时域和频域上得到反

液压设备故障的模糊现象到处可见，如系统油温
过高、容积效率太低、液压泵温升过高、液压马达转速

映不同物理意义的特征参量，如均值、方差、自相关函
数、幅度、相位等。然而，用这些参数来识别和评价机
器所处的状态或故障存在着不确定现象，这种不确定

太慢等的故障症状都是模糊的。
从故障原因的角度看，
液压元件质量差、油液不干净、维护保养不良、元件使
用时间过长等也是模糊的，液压元件损坏的程度和产

现象主要表现在随机性和模糊性２个方面。由于偶然
因素干扰造成的不确定性称为随机性；另一种不确定
性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涵的多义性引起的，称为模糊
性。由于工程机械的运行工况复杂，影响因素众多，
同

生故障所涉及的范围也是模糊的。

２

模糊诊断基本方法

２．１

隶属函数

传统的故障诊断技术中，
都是以布尔逻辑为基础，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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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存在２种可能性，当事件发生时用“１”
表示，
当事件

并选定合适的逻辑算子“
之后，
即可通过求解模糊关
"”
系方程得到原因向量Ｙ。

未发生时用“
０”表示。这种描述方法盲目地将具有模
糊性质的事件划分成绝对的“是”与“非”
，抛弃了事物

２．３

模糊诊断原则

（１） 最大隶属原则
设给定论域Ｕ上ｎ个模糊子集 （模糊模式）Ａ１ ，
Ａ２ ，

中介过渡的信息，造成了信息的损失。模糊数学将０、
１
二值逻辑推广到可取［
０，
１］闭区间中任意值的连续逻
辑，此时的特 征函数称 为隶属函数 ｕ （ｘ），它 满 足 ０ ≤

…，
Ａｎ。其隶属函数分别是ｕＡ１（ｕ），
ｕＡ２（ｕ） ，…，
ｕＡｎ（ｕ） ，对

模糊集合是用隶属函数描述的。隶属函
ｕ（ｘ）≤１。可见，
数确立的合理性，
直接影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４］。

于Ｕ上的任一元素ｕ ０ （ｕ ０ 为一具体识别对象），若有ｉ＝１，

２．２

…，ｎ，
使ＵＡｉ（ｕ０）＝ｍａｘ［
…，
。则认
２，
ｕＡ１（ｕ０），
ｕＡ２（ｕ０），
ｕＡｎ（ｕ０）］

模糊关系矩阵

为元素ｕ０相对隶属于Ａｉ，判决ｕ０归属于Ａｉ所代表的那个

模糊诊断的方法是通过某些征兆的隶属度来求出
各种故障原因的隶属度。设用一个集合来定义一个系

模式，
称此原则为最大隶属原则。
最大隶属原则是一种直接的状态识别方法。其优

统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原因，这个集合用欧氏

点是简单易行，
在计算机上实时性好；
缺点是概括的信

向量Ｙ来表示

息量太少，完全不考虑其余一切隶属度较小的因素对
诊断判决应起的作用，而且当最大隶属度值与其他隶
属度值之间的差距不是较大时，难以做出可靠的诊断

Ｙ＝（ｙ１，
ｙ２，…，ｙｎ）或Ｙ＝（ｙｊ，
ｊ＝１，
２，…，ｎ）
其中ｎ表示故障种类的总数。
同样，由于这些故障原因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也被
定义为一个集合，并用一个欧氏向量Ｘ来表示
Ｘ＝（ｘ１，
ｘ２，…，
ｘｎ）或Ｘ＝（ｘｉ，ｉ＝１，２，…，ｍ）

结论［５］。

其中ｍ表示各种症状的总数。
根据模糊数学原理可以得到，故障原因的模糊子
集合与它们的各种症状的模糊子集合之间有下列的逻

置信水平或称阈值。一般根据数理统计或经验，
设定一
个置信水平（或阈值向量），
，
记ａ＝ｍａｘ［
λ∈［
０，
１］
ｕＡ１（ｕ０），

（２） 阈值原则
为了描述模糊集和普通集的相互转换，引入一个

，若ａ＜λ，则作“拒识”的判决，说明提
ｕＡ２（ｕ０），…，ｕＡｎ（ｕ０）］

辑关系

供的故障信息（症状群）不足，在诊断人员补足信息后
再重新诊断；
若ａ≥λ，
则认为诊断可行。
这种方法可以弥补最大隶属原则的不足，能够较

Ｙ＝Ｘ"Ｒ
其中“"”
是模糊算子，在不同条件下可表示不同的逻辑
运算，常用有４种模型：Ｍ （∧，∨），
Ｍ（·，∨），
Ｍ（∧，&）和
Ｍ（·，∨） 。在实际应用时，一般可先用Ｍ（∧，∨）和
Ｍ（·，∨）。若所得数值偏小，则改用Ｍ（∧，&），否则用
Ｍ（·，∨）。

早地发现输入信息不足，而且可能会表现为不只一个
原因。在应用中常常将最大隶属原则与阈值原则结合
使用。例如当ａ＜λ时拒判，而当ａ≥λ时，按最大隶属原
则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一种评判现象，在同样的
Ｘ、
Ｒ下，按各种模型计算的结果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应
用中，综合评判的最后结果Ｙ 的绝对大小没有多大意

３

铣刨机液压系统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对液压系统本身工作参数的监测主要包括压力、
流量、
温度、
泄漏量、
污染度。而对于铣刨机液压系统工

义，有意义的是不同对象间的比较，
即相对大小。

作参数的监测，一般应包括执行元件的运行速度、位

Ｒ是体现诊断专家经验知识的模糊诊断矩阵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
’
+
(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
(
Ｒ＝
(
… …
…+
+
(
ｒｍ１ ｒｍ２ … ｒｍｎ ,
)

置、
输出力（力矩 ） 、
振动、
噪声等。
３．１

故障征兆严重度的定量化

故障征兆严重程度是人们对故障现象的模糊化认
识。对其模糊语言的描述可采用模糊分段评分的方法
作定量处理，
见表１。

它表示故障原因和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有０≤ｒｉｊ

３．２

…，
≤１（ｉ＝１，２，
ｍ；ｊ＝１，２，…，ｎ）。矩阵元素ｒｉｊ表示第ｉ种症

铣刨机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程序框图

铣刨机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程序框图见图１。

状ｘｉ对第ｊ种原因ｙｊ的隶属度。

３．３

诊断实例

下面以铣刨机行驶液压系统的温度监测参数为

可见有了诊断矩阵Ｒ，则依据观察到的征兆向量Ｘ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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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症状描述 正常
量化

一个较低值（如０．１０，
０．０５），然后按列把有关元素值连

故障征兆严重程度定量处理

轻微

比较严重

严重

很严重 非常严重

０．００ ０．０５～０．２５ ０．２０～０．５５ ０．６０～０．７５ ０．８０～０．９５

乘，
再看各原因列所得乘积值的相对大小，
最后其中最

１．００

大者可看作诊断结论。进一步计算可得
ｕ′
ｕ２１×ｕ３１×ｕ４１＝０．０４８
ｙ１＝ｕ１１×
ｕ′
ｕ２２×ｕ３２×ｕ４２＝０．０２９
ｙ２＝ｕ１２×
ｕ′
ｕ２３×ｕ３３×ｕ４３＝０．００７
ｙ３＝ｕ１３×
求ｕ′
， ｙ２，
的相对大小得
ｕ′
ｙ１ ｕ′
ｙ３
ｕ″
ｙ１＝

ｕ′
ｙ１

＝０．５７０，
ｕ″
ｕ″
ｙ２＝０．３２，
ｙ３＝０．０９０

５

∑ｕ′
ｉ＝１

图１

所以，
最可能发生的故障为散热器散热不良，
其次

铣刨机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程序框图

可能发生的故障为泵磨损，不太可能发生的故障为液
压油油箱油面低。从上面介绍的最大从属原则法可以
看出，
只要建立诊断矩阵，
就可以利用这种方法非常容

例，说明铣刨机液压系统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的实现
过程。铣刨机液压油的温度在工作过程中，会发生升
高的现象。液压油温度升高后，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易地模仿人的思维方式对故障进行识别，识别的精度
受以下方面的制约：
（１） 正确的隶属度。隶属度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
了识别矩阵中故障模式的正确性，
因此，
选择合适的隶

如：行走系统驱动力不足、
系统工作能力下降等。
所以，
检测铣刨机的液压油温度是必要的。
如果液压油温较高，可能的几种故障为：
散热器散
热不良、油泵磨损和油箱的油面太低。铣刨机检测到
的状态参数为：油泵的压力低，油泵的温度较高、油箱
油量和马达转速略低。则征兆与故障的关系矩阵Ｒ见
表２所示。
表２

状态量

ｙ１

属函数以求出正确的隶属度是进行正确的关键。
（２） 正确的识别方法。对于不同的故障模式，采用
不同的识别方法，
其识别结果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因此
在具体的识别过程中，
应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正确的识
别方法，
最好建成一个识别方法库，
以便在不同的场合
可以灵活地对识别方法进行选择。

征兆与故障的关系矩阵

故障原因
散热器散热不良

油泵磨损

油箱的油面太低

泵压力低

０．５

０．９

０．２

泵温度高

０．４

０．８

０．２

油箱油量低

０．６

０．０

０．９

马达转速低

０．４

０．４

０．２

４

结语

本文利用模糊数学理论确定状态参数与故障原因
的模糊关系矩阵，运用模糊推理理论对铣刨机液压系
统故障进行预测和诊断。在这种方法中，状态参数与

根据铣刨机监测到的状态参数确定症状向量为

故障原因之间的模糊关系矩阵Ｒ是由许多专家意见的
综合，
并且在今后的实践中，
它还能够不断地修正和完
善，
这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因此，
这种方法对于

Ｘ＝（０．６，０．５，０．２，０．２）
０．５ ０．９ ０．２ %
"
#
０．４ ０．８ ０．２ &
&
Ｙ＝Ｙ!Ｒ＝（０．６，
０．５，０．２，
０．２）! #
＝
０．６ ０．０ ０．９ &
#
&
#
０．４ ０．４ ０．２ ’
$
（０．５，０．６，
０．２）
即故障原因向量中元素的隶属度为ｕｙ１＝０．５００，
ｕｙ２＝

铣刨机的智能化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１］ Ｄ Ｌ，Ｈａｌｌ Ｊ．Ｌｌｉｎａ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 ｄａｔａ Ｆｕｓｉｏｎ ［
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１９９７，８５（１）：６－ ２３．
［２］ 李士勇．工程模糊数学及应用［Ｍ］．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０．６００，
ｕｙ３＝０．２００。
由于故障原因向量中元素的隶属度ｕｙ１，ｕｙ２之间的

［３］ 吴今培．模糊诊断理论及其应用［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 屈梁生，何正嘉．机械故障诊断学［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５］ 钟秉林，黄 仁．机械故障诊断学［Ｍ］．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差距不大，难以做出可靠的诊断结论，为了克服缺点，
可以采用连乘法。首先把诊断矩阵中的零元素都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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