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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

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包括三大部

分：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的建立，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损伤检测，航空发动机主轴

承的损伤定量诊断；由于在飞行过程中，飞机的

飞行姿态，速度和高度均会不断发生变化，且会

受到气流影响，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运行工况也

会随之发生改变，本发明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航

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领域，使航

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结果的实时性

与准确性得到提高；不但能够为航空发动机主轴

承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方法研究提供新思路，而

且能为数字孪生技术的实际应用探索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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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S100，采用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状态下主轴承的振动响应信号进

行仿真计算，利用仿真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构建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

据库和航空发动机损伤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

S200，利用S100所得的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的每个特征向量作为

单个神经元，建立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针对不同神经元所代表的不同特征向量，利用3σ原

则设置报警阈值区间，最后利用从经降噪处理的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

量与相同工况下的特征向量进行对比，若超出报警阈值区间，则主轴承产生损伤；

S300，利用S100所得的航空发动机损伤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特征向量的差异性，

建立稀疏表示的针对主轴承不同损伤状态的联合字典；通过联合字典建立损伤状态和稀疏

编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利用残差最小原则，匹配出与从经降噪处理的主轴承实测振动信

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残差最小的稀疏编码；最后通过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

射关系，实现主轴承损伤的定位及尺寸估计；建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

S1011，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几何结构参数进行测量，对材料特性参数进行查询，对

初始工况/环境参数进行感知；

S1012，依据S1011中测量、查询和感知到的参数以及物理作用关系，建立航空发动机主

轴承的数字孪生子模型；

S1013，对不同子模型之间的协调关系和接口配合进行考虑，利用软件建立含有多个子

模型的多物理场集成仿真平台，将子模型融合为统一物理模型；

S1014，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时振动信号和工况/环境参数进行

监测；

S1015，将工况/环境参数实时输入到统一物理模型中；

S1016，利用S1013所得统一物理模型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实时振动信号进行仿真计

算；

S1017，对S1014所得实测的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

S1018，将S1016中统一物理模型的仿真计算结果与S1017中经过降噪处理的实测结果

进行对比，计算二者的偏差；

S1019，根据S1018中计算出的偏差值，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统一物理模型的内

部参数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获得能够实时同步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1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建立包括以下步骤：

S101，建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

S102，利用S101所得航空发动机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状态下的主轴承振动响应信号进

行预测，从所述预测结果中提取所述主轴承振动响应信号的特征向量；

S103，利用S102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建立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和

航空发动机损伤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为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提供数据支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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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S1011中，所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几何结构参数从该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图纸

文件中获取；所述材料特性至少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所用材料的牌号及其力学性能；所

述工况/环境参数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作转速、温度及载荷。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1012中，所述物理作用关系至少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滚动体/保持架/滚道间

的接触力和力矩、热与力的耦合作用关系以及作用力和应变之间的关系；所述数字孪生子

模型至少包括结构动力学模型、热力耦合模型、应力分析模型以及损伤演化模型。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1013中，建立统一物理模型采用如下方法：利用Isight软件调用Ansys或Abaqus

建立主轴承的热力耦合模型和应力分析模型，计算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应力场分布，将计

算出的应力场分布结果带入镶嵌有损伤演化模型的结构动力学模型中并进行求解，最终仿

真计算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振动信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2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包括以下步骤：

S201，以S103所得正常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为基础建立自组织映射神经

网络，所述正常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的每个特征向量作为自组织映射神经

网络中的单个独立神经元，所述自组织神经网络将作为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的基

础；

S202，针对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不同神经元代表的不同特征向量，利用3σ原则设置

特征向量的报警阈值区间；

S20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实测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向量，将所述特征向

量与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相同工况下的特征向量进行对比，若超出S202所述特征向量的

报警阈值区间，则判定为主轴承出现损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3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定量诊断包括以下步骤：

S301，利用S103所得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通过稀疏编码方法，分析

不同损伤状态下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在特征向量上的差异性；

S302，利用S301所得差异性，构造通过稀疏表示的针对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不同损

伤状态的联合字典，建立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

S30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向量，利用残差最

小原则以及S302建立的联合字典，匹配出与从经降噪处理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

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残差最小的稀疏编码；

S304，采用S303所得稀疏编码，根据S302所得的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射关

系，即可实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的定位及尺寸估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102中所述不同状态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正常状态、不同损伤状态和不同工

况状态；正常状态即为未损伤状态；不同损伤状态以损伤模式、损伤数量、损伤尺寸以及损

伤位置的不同进行区分；损伤模式包括疲劳、磨损、腐蚀、点蚀、塑性变形、断裂和开裂；损伤

数量包括单点损伤和多点损伤；损伤位置包括内圈、外圈、滚动体和保持架；所述工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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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作转速、温度以及载荷描述。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其

特征在于，S303中所述的残差最小原则计算公式为：

式中，t为实测信号特征向量；D为联合字典；yi为第i种损伤状态的稀疏编码；i＝1，

2，…，k，k为损伤状态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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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故障诊断领域，涉及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

与诊断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轴承广泛用于航空发动机、高速主轴、燃气轮机等旋转机械设备，对保障设备运行

的安全性、稳定性起着巨大作用。在航空发动机中，主轴承在高温，高速，润滑条件差的工况

下长期运行，不可避免会发生损伤，一旦损伤超出合理区间，会对飞机的飞行安全造成巨大

影响。为了确保航空发动机的安全运行，有必要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

方法进行研究。

[0003] 航空发动机体积较大，结构复杂，通过拆装的方式进行轴承损伤检测具有周期长，

费用高，效率低，不能实时检测的缺点。基于此，近些年来，学者们对轴承的在线损伤检测及

定量诊断技术开展了广泛研究(田晶，李有儒，艾延廷.一种基于Deep-GBM的航空发动机中

介轴承故障诊断方法[J].航空动力学报.2019，34(4):764-771.)。数字孪生是一种集成多

物理、多尺度、多学科属性，具有实时同步、忠实映射、高保真度特性，能够实现物理世界与

信息世界交互与融合的技术手段(陶飞，刘蔚然，刘检华等.数字孪生及其应用探索[J].计

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8，24(1):1-18.)。数字孪生的主要思想为：建立物理实体的初始高

保真度虚拟模型；将虚拟模型计算结果与物理实体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实时交互反馈，融

合分析；利用反馈分析结果对虚拟模型进行迭代更新，使虚拟模型能够具有更精确的判断

预测能力。

[0004] 文献调研中能够发现，现有的针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损伤检测及定量诊断方法

主要基于以下五种：拟静力学模型，拟动力学模型，动力学模型，新型信号处理方法或人工

智能算法。现有方法存在的统一问题为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况变化考虑不足，造成检

测与诊断结果失准。由于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不断改变姿态，速度，高度，且会受到气流影

响，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作转速，温度和载荷也会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利用单一恒定的损

伤检测和定量诊断原则很难对主轴承的损伤进行准确实时的诊断与检测。

[0005] 本发明所述方法能够实时同步、忠实映射且高保真地反映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

情况，当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运行工况发生变化时，能通过虚拟模型与物理实体之间的交

互反馈，对虚拟模型进行实时更新，并通过实时更新的模型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运行状

态进行判断和分析，从而提供准确的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结果。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

解决现有方法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况变化考虑不足，造成检测与诊断结果失准的问

题。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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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00，通过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状态下主轴承的振动响应信

号进行仿真计算，利用仿真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构建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

生数据库和航空发动机损伤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

[0009] S200，利用S100所得的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的每个特征向量

作为单个神经元，建立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针对不同神经元所代表的不同特征向量，利用

3σ原则设置报警阈值区间，最后利用从经降噪处理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中提

取出来的特征向量与相同工况下的特征向量进行对比，若超出报警阈值区间，则说明航空

发动机主轴承产生损伤；

[0010] S300，利用S100所得的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特征向量的差异

性，建立稀疏表示的针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不同损伤状态的联合字典；通过联合字典建立

损伤状态和稀疏编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利用残差最小原则，匹配出与从经降噪处理的航

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残差最小的稀疏编码；最后通过稀疏

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即可实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的定位及尺寸估计。

[0011] S1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建立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101，建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

[0013] S102，利用S101所得航空发动机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状态下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

振动响应信号进行预测，从所述预测结果中提取所述主轴承振动响应信号的特征向量；

[0014] S103，利用S102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建立正常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

库和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为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提供数据支持。

[0015] S101建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6] S1011，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几何结构参数进行测量，对材料特性参数进行查

询，对初始工况/环境参数进行感知；

[0017] S1012，依据S1011中测量、查询和感知到的参数以及物理作用关系，建立航空发动

机主轴承的数字孪生子模型；

[0018] S1013，对不同子模型之间的协调关系和接口配合进行考虑，利用软件建立含有多

个子模型的多物理场集成仿真平台，将子模型融合为统一物理模型；

[0019] S1014，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时振动信号和工况/环境参数

进行监测；

[0020] S1015，将工况/环境参数实时输入到统一物理模型中；

[0021] S1016，利用S1013所得统一物理模型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实时振动信号进行仿

真计算；

[0022] S1017，对实测的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

[0023] S1018，将S1016的统一物理模型的仿真计算结果与S1017的经过降噪处理的实测

结果进行对比，计算二者的偏差；

[0024] S1019，根据S1018中计算出的偏差值，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统一物理模型

的内部参数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获得能够实时同步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

[0025] S1011中，所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几何结构参数可以从该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

图纸文件中获取；所述材料特性至少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所用材料的牌号及其力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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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述工况/环境参数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作转速、温度及载荷。

[0026] S1012中，所述物理作用关系至少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滚动体/保持架/滚道间

的接触力和力矩、热与力的耦合作用关系以及作用力和应变之间的关系；所述数字孪生子

模型至少包括结构动力学模型、热力耦合模型、应力分析模型以及损伤演化模型。

[0027] S1013中，建立统一物理模型可以采用但不限于如下方法：利用Isight软件调用

Ansys或Abaqus建立主轴承的热力耦合模型和应力分析模型，计算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应

力场分布，将计算出的应力场分布结果带入镶嵌有损伤演化模型的结构动力学模型中并进

行求解，最终仿真计算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振动信号。

[0028] S2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包括以下步骤：

[0029] S201，以S103所得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为基础建立自组织映射

神经网络，所述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的每个特征向量作为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

的单个独立神经元，所述自组织神经网络将作为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的基础；

[0030] S202，针对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不同神经元代表的不同特征向量，利用3σ原则

设置特征向量的报警阈值区间；

[0031] S20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实测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向量，将所述特

征向量与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相同工况下的特征向量进行对比，若超出S202所述特征向

量的报警阈值区间，则判定为主轴承出现损伤。

[0032] S3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定量诊断包括以下步骤：

[0033] S301，利用S103所得航空发动机损伤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通过稀疏编码方法，

分析不同损伤状态下的主轴承在特征向量上的差异性；

[0034] S302，利用S301所得差异性，构造通过稀疏表示的针对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不

同损伤状态的联合字典，建立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

[0035] S30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向量，利用残

差最小原则以及S302建立的联合字典，匹配出与从经降噪处理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

动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残差最小的稀疏编码；

[0036] S304，采用S303所得稀疏编码，根据S302所得的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

射关系，即可实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的定位及尺寸估计；

[0037] S102中所述不同状态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正常状态、不同损伤状态和不同工况

状态；正常状态即为未损伤状态；不同损伤状态以损伤模式、损伤数量、损伤尺寸以及损伤

位置的不同进行区分；损伤模式包括疲劳、磨损、腐蚀、点蚀、塑性变形、断裂和开裂；损伤数

量包括单点损伤和多点损伤；损伤位置包括内圈、外圈、滚动体和保持架；所述工况状态采

用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工作转速、温度以及载荷描述。

[0038] S303中所述的残差最小原则计算公式为：

[0039]

[0040] 式中，t为实测信号特征向量；D为联合字典；yi为第i种损伤状态的稀疏编码；i＝

1，2，…，k，k为损伤状态的个数。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2] 本发明利用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数字孪生模型进行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解决了

现有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故障诊断方法中存在的模型过于单一、工况变化考虑不足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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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包括考虑不同物理效应的多个子模型，通过数字孪生模型

的计算结果与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之间的实时对比，对数字孪生子模型内部参

数进行不断调整和修正，从而能够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工况变化进行实时追踪；

[0043] 本发明在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进行损伤检测和定量诊断时首先建立了正常航空

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和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通过数据库与智

能算法的结合完成主轴承的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工作，使得主轴承损伤检测和定量诊断的

实时性得到了保障，通过及时发现损伤，避免重大飞行事故的产生；

[0044]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制造工艺精湛，我国所用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大量进口而

来，价格高昂。目前航空发动机的维护过程中，发现主轴承出现细微故障则进行淘汰更换处

理，但实际上细微的故障形式并不会对主轴承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这样就会造成巨大的

经济浪费，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方法，通过设置报警

阈值区间来对主轴承是否能够进行正常工作进行判断，对航空发动机维护中主轴承的更换

时机选择具有指导性作用；

[0045] 本发明通过将数字孪生引入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故障诊断领域，不但能够为航空

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方法研究提供新思路，而且能为数字孪生技术的实际应

用探索一条道路。

附图说明

[0046] 图1是本发明所述方法流程图。

[0047] 图2为本发明总体技术路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49] 参考图1和图2，基于数字孪生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与诊断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50] S100，通过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状态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

振动响应信号进行仿真计算，利用仿真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构建正常航空发动机主

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和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

[0051] S200，利用S100所得的正常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的每个特征向量

作为单个神经元，建立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针对不同神经元所代表的不同特征向量，利用

3σ原则设置报警阈值区间，最后利用从经降噪处理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中提

取出来的特征向量与相同工况下的特征向量进行对比，若超出报警阈值区间，则说明航空

发动机主轴承产生损伤；

[0052] S300，利用S100所得的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特征向量的差异

性，建立稀疏表示的针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不同损伤状态的联合字典；通过联合字典建立

损伤状态和稀疏编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利用残差最小原则，匹配出与从经降噪处理的航

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残差最小的稀疏编码；最后通过稀疏

编码与损伤状态的一对一映射关系即可实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的定位及尺寸估计。

[0053] S1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建立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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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S101，建立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

[0055] S1011，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几何结构参数进行测量，对材料特性参数进行查

询，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初始工况/环境参数进行感知，所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几何结

构参数还能从该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图纸文件中获取；所述材料特性至少包括航空发动机

主轴承所用材料的牌号、力学性能；所述工况/环境参数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工作转速、

温度及载荷；

[0056] S1012，依据S1011中测量、查询和感知到的参数以及物理作用关系，建立航空发动

机主轴承的数字孪生子模型；所述物理作用关系至少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滚动体/保持

架/滚道间的接触力和力矩、热与力的耦合作用关系以及作用力和应变之间的关系；所述数

字孪生子模型至少包括结构动力学模型、热力耦合模型、应力分析模型以及损伤演化模型；

[0057] S1013，对不同子模型之间的协调关系和接口配合进行考虑，利用软件建立含有多

个子模型的多物理场集成仿真平台，将子模型融合为统一物理模型；所述协调关系和接口

配合指的是，建立不同数字孪生子模型时会用到不同的软件和不同的语言，从而产生不同

的数据类型，在进行子模型的融合时，应使不同的数据类型之间达到协调，能够互相转换；

将子模型融合为统一物理模型的过程可以采用但不限于采用如下方法：利用Isight软件，

调用Ansys或Abaqus建立主轴承的热力耦合模型和应力分析模型，计算航空发动机主轴承

的应力场分布，将计算出的应力场分布结果带入镶嵌有损伤演化模型的结构动力学模型中

并进行求解，最终仿真计算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振动信号；

[0058] S1014，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时振动信号和工况/环境参数

进行监测；

[0059] S1015，将工况/环境参数实时输入到统一物理模型中；

[0060] S1016，利用统一物理模型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实时振动信号进行仿真计算；

[0061] S1017，对S1014所得的实测的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

[0062] S1018，将S1016中的统一物理模型的仿真计算结果与S1017中经过降噪处理的实

测结果进行对比，计算二者的偏差；

[0063] S1019，根据S1018中计算出的偏差值，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统一物理模型

的内部参数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获得能够实时同步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模型；

[0064] S102，利用S101所得航空发动机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状态下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

振动响应信号进行仿真，之后提取所述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振动响应仿真信号的特征向量；

[0065] S103，利用S102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建立航空发动机正常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

库和航空发动机损伤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为损伤检测与定量诊断提供数据支持。

[0066] S2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包括以下步骤：

[0067] S201，以S103所得正常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为基础建立自组织映射

神经网络，所述正常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中的每个特征向量作为自组织映射

神经网络中的单个独立神经元，所述自组织神经网络将作为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检测的

基础；

[0068] S202，针对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不同神经元代表的不同特征向量，利用3σ原则

设置特征向量的报警阈值区间；

[0069] S20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的实测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向量，将所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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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向量与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中相同工况下的特征向量进行对比，若超出S202所述特征向

量的报警阈值区间，则判定为主轴承出现损伤；

[0070] S300，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损伤定量诊断包括以下步骤：

[0071] S301，利用S103所得损伤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数字孪生数据库，通过稀疏编码方法，

分析不同损伤状态下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在特征向量上的差异性；

[0072] S302，构造通过稀疏表示的不同损伤状态的联合字典，建立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

的一对一映射关系；

[0073] S303，对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向量，利用残

差最小原则以及S302中得到的联合字典，匹配出与从经降噪处理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实测

振动信号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向量残差最小的稀疏编码；

[0074] S304，采用S303所得稀疏编码，根据S302建立的稀疏编码与损伤状态一对一映射

关系，即可实现主轴承的损伤定位与尺寸估计；

[0075] S102中所述不同状态包括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正常状态、不同损伤状态和不同工况

状态；正常状态即为未损伤状态；不同损伤状态以损伤模式、损伤数量、损伤尺寸以及损伤

位置的不同进行区分；损伤模式包括疲劳、磨损、腐蚀、点蚀、塑性变形、断裂和开裂；损伤数

量包括单点损伤和多点损伤；损伤位置包括内圈、外圈、滚动体和保持架；不同工况状态包

括工作转速、温度以及载荷的不同；

[0076] S303中所述的残差最小原则计算公式为：

[0077]

[0078] 式中，t为实测信号特征向量；D为联合字典；yi为第i种损伤状态的稀疏系数；i＝

1,2,3,…，k，k为损伤状态的个数，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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