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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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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液压系统故障的主观诊断法、数学模型诊断法和智能诊断法，以及各种具体故障诊断方法的特点及应用，指出专家系统
与神经网络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智能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专家系统；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TP 271 +.31

文献标识码：B

液压系统广泛用于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中，具有良好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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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如液压泵吸空、溢流阀开启、元件发卡等故障，都会发出

制性和工艺适应性。液压设备的结构越复杂，自动化程度越

如水的冲击声或“水锤声”等异常响声；有些部件会由于过热、

高，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越大，对生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如何

润滑不良和气蚀等原因而发出异味，通过嗅闻可以判断出故

快速准确诊断液压设备的故障，已成为制约生产的关键因素。

障点。

然而，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具有其不完全相同于机械设

1.2 对换诊断法

备的特殊性。其元件和工作液体都在封闭的油路内工作，不像

在维修现场缺乏诊断仪器或被查元件比较精密不宜拆开

其他机械设备那样直观，故障具有隐蔽性、多样性、不确定性

时，应采用此法。先将怀疑出现故障的元件拆下，换上新件或

和因果关系复杂性等特点，且故障出现后不易查找原因。液压

其他机器上工作正常、同型号的元件进行试验，看故障能否排

系统一旦发生故障，不仅导致设备受损，产品质量下降，生产

除，即可做出诊断。

线停工，而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造成环境污染，带来巨大的

1.3 系统图分析法

经济损失。因此如何保证液压系统的正常运行，怎样及时发现

系统图分析法，是从液压系统的角度出发，根据液压系统

故障，甚至提前发现故障的征兆，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液压

的故障现象，以系统原理图作为指示，通过分析故障现象，确

系统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随着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理论的

定故障所属回路，再确定发生故障的部件和元件，使故障分析

发展，也经历了从主观诊断到基于信号建模诊断，再到人工智

和检查工作范围逐步缩小，以达到快速诊断和及时排除故障

能诊断的发展历程。

的目的。
1.4 参数测量法

1

主观诊断法

参数测量法，就是借助对液压系统各部分液压油的压力、
流量和油温的测量，来判断该系统的故障点。在一般的现场检

主观诊断法是指依靠简单的诊断仪器，
凭借个人的实践经

测中，由于液压系统的故障往往表现为压力不足，容易查觉。

验，分析判断故障产生的原因和部位。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而流量的检测则比较困难, 流量的大小只可通过执行元件动

1.1 “四觉”诊断法

作的快慢，做出粗略的判断。因此，在现场检测中，更多地采用

检修人员运用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来分析判断系统故
障。对于一些较为简单的故障，可以通过眼看、手模、耳听和嗅
闻等手段，对零部件进行检查。通过视觉检查，能发现诸如破

检测系统压力的方法。
1.5 方框图分析法
方框图分析法，是根据故障现象，罗列出可能发生这种故

裂、漏油、松脱和变形等故障，从而可及时维修或更换配件；用

障的所有原因，然后根据现场实际工况，逐步找出故障原因。

手握住油管 ( 特别是胶管)，当有压力油流过时，会有振动的感

1.6 故障树分析法

觉；而无油液流过或压力过低时，则没有这种现象。另外，手摸

故障树，是表示液压系统故障及液压元件故障之间的逻

还可用于判断带有机械传动部件的液压元件润滑情况是否良

辑结构图，系统故障事件，画在故障树的顶端，为顶事件；形成

好，用手感觉一下元件壳体温度变化，若壳体过热，则说明润

系统故障的基本事件，画在故障树下，为底事件。对故障树分

滑不良；耳听可以判断机械零部件损坏造成的故障点和损坏

析时，采取以下步骤：首先给系统明确定义，分析不希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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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顶事件，对系统故障进行定义，分析其原因，做出故障树逻

线与正常曲线的比较分析，推断异常部位和异常原因。

辑图，对故障树结构定性分析，应用布尔代数，考虑各事件结

基于数学模型与信息处理的故障诊断方法，需要提取系

构重要度，对故障树进行简化，寻找最小割集，判明薄弱环节，

统特征参数或对系统建模，而液压系统由于元件工作在封闭

对故障树结构定量分析，根据各元件部件的故障率数据，对故

油路中，影响液压系统特性的因素多种多样，且相互影响，不

障作定量分析，最终确定液压系统故障。故障树分析法适合于

易得到能准确反映故障的特征参数；液压系统一般都是由机、

大型、复杂的系统故障点判定和预测。

电、液耦合而成，存在着非线性时变环节，对系统建模也显得

主观诊断法，方便快捷，但由于人的感觉不同、判断能力
和实践经验有差异，对客观情况的分析也不同，所以一般只用

相当困难。所以此故障诊断法，在液压系统故障诊断应用中，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于对故障进行简单的定性。

3
2

智能技术的诊断法

数学模型与信息处理的诊断法
液压系统的压力和流量，显然不像电气系统的电压和电
随着诊断理论、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其他领域成熟的诊断

流容易检测，而且故障多样，成因复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方法也很快在液压领域中应用开来，逐步形成了基于数学模

展，故障诊断技术与之相结合，人工智能诊断技术应运而生。

型与信息处理的诊断法。这种诊断方法是用一定的数学手段，

其本质特点是模拟人脑的机能，有效地获取、传递、处理、再生

描述系统某些可测量特征量在幅值、相位、频率及相关性上与

和利用故障信息，运用大量独特的专家经验和诊断策略，成功

故障源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测量、分析、处理这些信号，来判

地识别和预测诊断对象的状态。人工智能是智能诊断技术的

断故障源所在。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以传感器技术和动态测试

核心，为液压系统故障诊断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提供新的技术

技术为手段，以信号处理和建模处理为基础的诊断技术。常用

手段与理论方法。目前，基于智能技术的故障诊断法主要有：

的方法有以下数种：

基于神经网络的诊断法，基于专家系统的诊断法，基于模糊逻

2.1

铁谱记录诊断法
分析铁粉图谱，根据铁粉记录图片上的磨损粉末、大小和

辑的诊断法等。
3.1 神经网络的诊断法

颜色等方面信息，可以准确得到液压系统的磨损与腐蚀的程

神经网络的诊断法，是利用神经网络具有非线性和自学

度和部位。为经济起见，往往采用简便方法，监测油液中所含

习以及并行计算能力，使其在液压系统故障诊断方面，具有很

污染颗粒的数量，仅在发现有异常情况时，再对设备特定部位

大的优势。其具体应用方式有：从模式识别角度，应用神经网

取样，用铁谱记录分析技术查明异常部位和原因。

络作为分类器，进行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从故障预测角度，应

2.2 信号时—频域诊断法

用神经网络作为动态模型，进行液压系统故障预测；从检测故

采用信号时频分布分析法，从信号的时间—频率获得诊
断对象特征信息，而且基于时变信号的分析法更适合于实际
应用。目前较为流行 Wigner 分布、小波分析等方法，对非平稳
信号的特征信息抽取具有独特优点。

障的角度，应用神经网络得到残差，进行液压系统故障检测。
3.2 专家系统的诊断法
专家系统的诊断法，是利用知识的永久性、共享性和易于
编辑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之中。基于专家系

小波分析法是利用可检测信号的奇异性 (对于随机信号

统的诊断法，由于知识是显式地表达的，具有很好的解释能

则是频率结构的突变)的特点，来实现故障诊断。因为噪声的

力，虽然在知识获取上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 窄台阶”等困

小波变换的模极大值，随着尺度的增大迅速衰减，而信号的小

难，但由于神经网络所具有的容错能力、学习功能、联想记忆

波变换在突变点的模极大值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增大 (或由于

功能、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困难。可见，把

噪声的影响而缓慢衰减)，即噪声 Lipschitz 指数处处都远小于

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互相结合，是智能诊断的发展趋势之一。

零，而信号在突变点的 Lipschitz 指数大于零(或由于噪声的影

3.3 模糊逻辑的诊断法

响而等于模小于零的负数)，所以，可以用连续小波变换区分

模糊逻辑的诊断法，是借助模糊数学中的模糊隶属关系，

信号突变和噪声，剩下的就对应于系统故障。

提出的一种新的诊断方法。由于液压系统故障既有确定性的，

2.3 随机信号频率响应法

也有模糊性的，而且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故障相互交织、密切相

在液压伺服控制信号上，施加微弱的白噪声，通过测量控
制系统响应特性，并且与初始值(正常值)的传递特性比较，确

连，通过探讨液压系统故障的模糊性，寻找与之相适应的诊断
方法，有利于正确描述故障的真实状态，揭示其本质特征。

定系统状态以及发生异常的原因与部位。因为附加信号很微

智能诊断法还有许多种，但其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由

弱，所以可在生产设备运行中在线诊断，关键是附加的随机信

于液压系统故障的特征、原因普遍存在模糊性，同一故障可能

号不能影响系统控制精度，又要激励出系统特性，对机械系

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同一故障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故障特征，不

统、电气系统可以很容易地分开诊断。根据各部分实际响应曲

同的故障也可能引起相同的故障特征，多种故障并发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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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就更加复杂。因此，各种智能方法互相取长补短结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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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ubjective diagnosis method, mathematical model diagnosis method and intelligent diagnosis method of hydraulic system fault. And it also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xpert system and neural network will become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diagnosis method of hydraulic system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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