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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

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涉及测量电变量

领域，包括以下步骤：对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局

放信号进行采集，建立PRPD图谱数据库；灰度图

构造模块用PRPD获得局部放电灰度图；用具备残

差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建立的特征提取模块提

取灰度图的辨识特征；将辨识特征送入分类器进

行识别训练；将灰度图构造模块、特征提取模块

和分类器作为检测仪器的诊断模块。本发明将局

部放电的PRPD数据转变为灰度图，用具备残差结

构的卷积神经网络强大的特征自适应提取能力，

提取灰度图的辨识特征，并将特征应用于经典分

类器，将深度学习方法和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有效

融合，提取的特征辨识度高，可提升故障诊断的

准确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6页

CN 109116203 A

2019.01.01

CN
 1
09
11
62
03
 A



1.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通过高速采集装置，基于局部放电信号的特征触发捕捉技术对各种典型故障缺陷

模型产生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进行触发采集并存储，建立PRPD图谱数据库；

（2）、通过灰度图构造模块,利用PRPD图谱数据构造出典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灰度

图；

（3）、通过特征提取模块,利用具备残差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局部放电灰度图的辨

识特征；

（4）、将辨识特征送入分类器进行识别训练,提高分类器识别故障的准确性；

（5）、将局部放电灰度图构造模块，训练好的特征提取模块和分类器作为检测仪器的诊

断模块，对现场局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故障诊断分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的具体内容是：高速采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局部放电传感器，信号调

理模块、高速采集器和计算机；将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置入局部放电模拟装置的指定位置，将

局部放电传感器放置在局部放电模拟装置中检测位置，并保证局部放电模拟装置及各检测

设备的壳体可靠接地；使用校准方波对局部放电模拟装置进行校准；通过计算机的控制软

件设定高速采集器的采样参数，通道参数和信号调理参数；调节信号调理模块增益至指定

档位，将局部放电模拟装置升压至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起始放电电压，高速采集装置开始

信号采集和保存。其中，高速采集器即为高速采集示波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的具体内容是：

使用PRRD图谱数据，以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幅度q为纵轴，划分为M个区间，工频相位φ为

横轴，划分为N个区间，将ｑ-φ平面划分为M×Ｎ个区间；

统计每个区间的局部放电脉冲次数 ，构造ｑ-φ-n图谱；

对局部放电脉冲次数 进行归一化即： ；其中， 为归一化后的脉

冲次数， 为实际脉冲次数， 为该ｑ-φ-n图谱的最大脉冲次数；

设定各点像素的灰度值： ，使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依次对

应灰度图像的最小灰度级和最大灰度级，从而构造出局部放电类型的可视化灰度图。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特征提取模块，其输入数据为尺寸M×Ｎ的局部放电灰度图；特征提

取模块在经典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引入残差结构，可得到H(X)=F(X)+X，其中H(X)表示网

络的映射输出，F(X)表示残差部分，X表示恒等映射；特征提取模块在网络输出的最后一层

使用全局平均池化层，将所有输出特征图映射的特征点组成特征向量作为分类器的输入特

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步骤（6）：通过实验室继续累积各种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PRPD图谱数据，同时

不断收集现场检测故障设备时采集到的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把这些数据不断累积进

PDPR图谱数据库并对诊断模块进行训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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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中,高速采集装置采集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设置高速采集装置的采样率和局部放电传感器类型匹配，并调整高速采集装置

为低触发阈值，连续采样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同时保证采样时长能覆

盖多个工频周波的放电脉冲信号；

（S2）、将采集到的局部放电脉冲波形展开，细致分析不同类型故障缺陷局部放电的单

个脉冲的时域特征，以及时间序列上多个脉冲的时间分布特征，并且量化这两类特征参量；

（S3）、根据步骤（S2）中得到的脉冲时域特征和脉冲时间分布特征，设计高速采集装置

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

（S4）、根据步骤（S3）中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配置高速采集装置的触发

采集参数，对局部放电脉冲信息实施采集

（S5）、根据步骤（S4）中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采集，存储采集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1）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1.1）、设置采集装置的采样率和局部放电传感器类型匹配，调整高速采集装置为低

阀值触发条件；

（S1.2）、利用高速采集装置连续采样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同时保

证采样时长能覆盖多个工频周波的放电脉冲信号，若采集失败则返回步骤（S1.1），若采集

成功则执行步骤（S2）。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3）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3.1）、分析步骤（S2）所采集的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单脉冲波形

特征和多脉冲时间分布特征，并量化特征参数值；

（S3.2）、根据步骤（S3.1）所得特征参数值设计高速采集装置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

发采集参数。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S4）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4.1）、根据步骤（S3.2）设计的高速采集装置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配

置高速采集装置的触发采集参数；

（S4.2）、利用高速采集装置，采集局部放电脉冲信号，若采集失败则返回步骤（S4.1），

若捕捉成功则执行步骤（S5）。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S6）、开发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实现对高速采集装置的控制和数据流交互；

（S7）、由上位机软件对局部放电脉冲序列进行展现及重构，进一步分析数据的潜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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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共享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指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

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设备在设计、制造、运输、安装、长期运行和维护过程中，设备内部有可能出现

各种引起严重危害的潜伏性绝缘缺陷，产生不同类型的局部放电（Partial  Discharge，

PD）。不同局部放电类型反映的绝缘劣化机理不同，对设备绝缘能力损害程度也不同，所以

开展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特性及其诊断方法的研究对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现场故障

处理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0003] 针对电力设备局部放电信号的识别主要有基于时间的TRPD模式（Time  Resolved 

Partial  Discharge，TRPD）和基于相位的PRPD模式（Phase  Resolvd  Partial  Discharge，

PRPD）两种。相比于TRPD模式，PRPD模式技术具有成熟，稳定性好，数据量小的优点。因此

PRPD模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目前基于PRPD数据的特征提取方法主要有统计特征法、

脉冲特征法、矩特征法、分形特征法、小波分析法等。上述方法主要提取PRPD数据的浅层特

征表达，具有一定主观性，且信息丢失严重，导致识别率降低。局部放电灰度图是基于PRPD

模式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它利用灰度图像素点信息将PRPD数据综合联系起来，相比于原

始PRPD数据，局部放电灰度图具有信息集中，特征更为直观的优点，目前针对局部放电灰度

图的特征提取方法主要是利用图像分析预处理方法提取图像的纹理特征，如基于灰度共生

矩阵（Gra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GLCM）和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LBP）的图像特征提取方法。但该方法同样具有依赖专家经验、主观性强、识别率低

等缺点。近些年来，深度学习方法兴起，其自适应提取数据特征的能力在学界业界都得到了

极大程度地认可。因此，急需将深度学习领域的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应用于GIS局部放电特征提取领域，运用深度学习方法自动挖掘局部放电灰

度图中蕴含的分类特征，为局部放电PRPD数据的特征提取提供新方法。

[0004] 此外，现有局部放电信号的捕捉技术是：将完整信号采集并存储，然后再通过软件

处理从完整信号中识别并提取出其中的局部放电脉冲，再通过分析局部放电脉冲判断故障

类型。这种技术存在以下缺点：（1）数据量大，导致设备需要存储和传递大量的数据，影响设

备的工作效率；（2）无法采集局部放电中的频率在GHz的脉冲。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局部放电

信号的特征触发捕捉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其目的

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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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高速采集装置，基于局部放电信号的特征触发捕捉技术对实验室各种典型故

障缺陷模型产生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进行触发采集并存储，建立PRPD图谱数据库；

（2）、通过灰度图构造模块,利用PRPD图谱数据构造出局部放电类型的灰度图；

（3）、通过特征提取模块,利用具备残差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提取灰度图的辨识特征；

（4）、将辨识特征送入分类器进行识别训练,提高分类器识别故障的准确性；

（5）、将灰度图构造模块，训练好的特征提取模块和分类器作为检测仪器的诊断模块，

对现场局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故障诊断分析。

[0007] 进一步，所述步骤（1）的具体内容是：高速采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局部放电传感

器，信号调理模块、高速采集器和计算机；将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置入局部放电模拟装置的指

定位置，将局部放电传感器放置在局部放电模拟装置中检测位置，并保证局部放电模拟装

置及各检测设备的壳体可靠接地；使用校准方波对局部放电模拟装置进行校准；通过计算

机的控制软件设定高速采集器的采样参数，通道参数和信号调理参数；调节信号调理模块

增益至指定档位，将局部放电模拟装置升压至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起始放电电压，高速采

集装置开始信号采集和保存。

[0008] 进一步，所述步骤（2）的具体内容是：

使用PRRD图谱数据，以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幅度q为纵轴，划分为M个区间，工频相位φ为

横轴，划分为N个区间，将ｑ-φ平面划分为M×Ｎ个区间；

统计每个区间的局部放电脉冲次数 ，构造ｑ-φ-n图谱；

对局部放电脉冲次数 进行归一化即： ；其中， 为归一化后的

脉冲次数， 为实际脉冲次数， 为该ｑ-φ-n图谱的最大脉冲次数；

设定各点像素的灰度值： ，使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依次对

应灰度图像的最小灰度级和最大灰度级，从而构造出局部放电类型的可视化灰度图。

[0009]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特征提取模块，其输入数据为尺寸M×Ｎ的局部放电灰度

图；特征提取模块在经典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引入残差结构，可得到H(X)=F(X)+X，其中H

(X)表示网络的映射输出，F(X)表示残差部分，X表示恒等映射；特征提取模块在网络输出的

最后一层使用全局平均池化层，将所有输出特征图映射的特征点组成特征向量作为分类器

的输入特征。

[0010] 进一步，还包括步骤（6）：通过实验室继续累积各种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PRPD图谱

数据，同时不断收集现场检测故障设备时采集到的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把这些数据不

断累积进PDPR图谱数据库并对诊断模块进行训练、优化。

[0011] 高速采集装置采集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设置高速采集装置的采样率和局部放电传感器类型匹配，并调整高速采集装置

为低触发阈值，连续采样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同时保证采样时长能覆

盖多个工频周波的放电脉冲信号；

（S2）、将采集到的局部放电脉冲波形展开，细致分析不同类型故障缺陷局部放电的单

个脉冲的时域特征，以及时间序列上多个脉冲的时间分布特征，并且量化这两类特征参量；

（S3）、根据步骤（S2）中得到的脉冲时域特征和脉冲时间分布特征，设计高速采集装置

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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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根据步骤（S3）中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配置高速采集装置的触发

采集参数，对局部放电脉冲信息实施采集

（S5）、根据步骤（S4）中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采集，存储采集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

[0012] 进一步,所述步骤（S1）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1.1）、设置采集装置的采样率和局部放电传感器类型匹配，调整高速采集装置为低

阀值触发条件；

（S1.2）、利用高速采集装置连续采样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同时保

证采样时长能覆盖多个工频周波的放电脉冲信号，若采集失败则返回步骤（S1.1），若采集

成功则执行步骤（S2）；

进一步,所述步骤（S3）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3.1）、分析步骤（S2）所采集的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单脉冲波形

特征和多脉冲时间分布特征，并量化特征参数值；

（S3.2）、根据步骤（S3.1）所得特征参数值设计高速采集装置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

发采集参数；

进一步,所述步骤（S4）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4.1）、根据步骤（S3.2）设计的高速采集装置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配

置高速采集装置的触发采集参数；

（S4.2）、利用高速采集装置，采集局部放电脉冲信号，若采集失败则返回步骤（S4.1），

若捕捉成功则执行步骤（S5）。

[0013] 进一步，还包括以下步骤：

（S6）、开发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实现对高速采集装置的控制和数据流交互；

（S7）、由上位机软件对局部放电脉冲序列进行展现及重构，进一步分析数据的潜在价

值。

[0014] 由上述对本发明的描述可知，和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将局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转变为灰度图，设计具备残差结构的卷积神经网

络，利用其强大的特征自适应提取能力，提取灰度图的辨识特征，并将特征应用于经典分类

器如SVM、随机森林，BP神经网络等，实现深度学习方法和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有效融合。实

验表明，该方法提取的特征具有更高的辨识度，可以有效提升局部放电模式识别的准确率。

[0015] 此外，本发明在采集脉冲信号时，首先分析不同典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

号，分析脉冲的各项特征参数值；再利用这些特征参数值设计高速采集装置捕捉信号的触

发参数，从而只捕捉有用（即满足联合触发策略）的局部放电脉冲，以减少设备的数据处理

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由各项特征参数值组合而建立的触发参数可以保证高速采集装置

捕捉到频率在GHz的脉冲，避免检测遗漏或者信号失真，提高对故障类型判断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基于PRPD图谱的特征提取方法示意图。

[0017] 图2为U四种典型故障缺陷PRPD图谱生成的局部放电灰度图。

[0018] 图3为特征提取模块的具备残差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残差网络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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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5为网络性能对比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提取的特征可视化图。其中1、2、3、4分别对应表示尖端放电、颗粒放

电、气隙放电、悬浮放电。

[0022] 图7为局部放电灰度图纹理特征可视化图。其中1、2、3、4分别对应表示尖端放电、

颗粒放电、气隙放电、悬浮放电。

[0023] 图8为人工PRPD统计特征可视化图。其中1、2、3、4分别对应表示尖端放电、颗粒放

电、气隙放电、悬浮放电。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为了全面理解本发明，下面描述到许

多细节，但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无需这些细节也可实现本发明。

[0025] 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故障诊断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通过高速采集装置，对实验室各种典型故障缺陷模型产生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进

行采集并存储，建立PRPD图谱数据库。

[0026] 具体地，高速采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局部放电传感器，信号调理模块、高速采集

器和计算机。将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置入局部放电模拟装置的指定位置，将局部放电传感器

放置在局部放电模拟装置中检测位置，并保证局部放电模拟装置及各检测设备的壳体可靠

接地；使用校准方波对局部放电模拟装置进行校准；通过计算机的控制软件设定高速采集

器的采样参数，通道参数和信号调理参数；调节信号调理模块增益至指定档位，将局部放电

模拟装置升压至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起始放电电压，高速采集装置开始信号采集和保存。

[0027] （2）、通过灰度图构造模块,利用PRPD图谱数据构造出局部放电类型的灰度图。

[0028] 具体地，灰度图的具体构造过程是：

（2.1）使用PRRD图谱数据，以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幅度q为纵轴，划分为M个区间，工频相

位φ为横轴，划分为N个区间，将ｑ-φ平面划分为M×Ｎ个区间；

（2.2）统计每个区间的局部放电脉冲次数 ，构造ｑ-φ-n图谱；

（2.3）对局部放电脉冲次数 进行归一化即： ；其中， 为归一化

后的脉冲次数， 为实际脉冲次数， 为该ｑ-φ-n图谱的最大脉冲次数；

（2.4）设定各点像素的灰度值： ，使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依次对应灰度图像的最小灰度级和最大灰度级，从而构造出局部放电类型的可视化灰度

图。

[0029] 如图1和图2、依据以上步骤构造出四种局部放电类型（尖端放电、颗粒放电、气隙

放电、悬浮放电）的可视化灰度图，图2展示了四种典型故障缺陷PRPD图谱数据生成的局部

放电灰度图。

[0030] （3）、通过特征提取模块,利用具备残差结构的卷积神经网络提取灰度图的辨识特

征。

[0031] 参照图3和图4，上述特征提取模块选用深度学习领域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卷积神经

网络来实现，其包括4个残差结构，和2个卷积层、2个最大值池化层和1个全局平均池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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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上述特征提取模块的各个部分具体结构进行介绍。

[0032] a、输入数据:输入数据为尺寸M×Ｎ局部放电灰度图。

[0033] b、残差结构:  上述特征提取模块在经典卷积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引入残差结构，可

得到H(X)=F(X)+X，其中H(X)表示网络的映射输出，F(X)表示残差部分，X表示恒等映射，通

过引入恒等映射X在没有增加网络的复杂度的条件下保证了梯度通过恒等映射回传到低层

网络，减缓了网络层数过多带来的梯度消失问题，促进网络各层级间的信息流动。

[0034] c、全局平均池化层：为了进一步压缩网络输出的特征维度，上述特征提取模块在

网络输出的最后一层使用了全局平均池化层，不仅将网络输出的特征图映射为一个特征

点，而且减小了卷积层参数误差造成估计均值的偏移，最后将所有输出特征图映射的特征

点组成特征向量（64维）作为分类器的输入特征。

[0035] （4）、将辨识特征送入分类器进行识别训练,提高分类器识别故障的准确性。

[0036] 在特征提取模块后接分类器，训练该特征提取模块参数以及分类器参数，使得分

类器获得较高的识别准确率，保存特征提取模块中各参数的权重，然后移除分类器。此时特

征提取模块的全局平均池化层的输出为其提取的特征量。

[0037] （5）、将灰度图构造模块，训练好的特征提取模块和分类器作为检测仪器的诊断模

块，对现场局部放电的PRPD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故障诊断分析。

[0038] （6）、通过实验室继续累积各种典型故障缺陷模型的PRPD图谱数据，同时不断收集

现场检测故障设备时采集到的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把这些数据不断累积进PDPR图谱数

据库并对诊断模块进行训练、优化。

[0039] 步骤（1）中，高速采集装置采集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方法，即基于局部放电信号的

特征触发捕捉技术，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设置高速采集装置的采样率和局部放电传感器类型匹配，并调整高速采集装置

为低触发阈值，连续采样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同时保证采样时长能覆

盖多个工频周波的放电脉冲信号；

（S2）、将采集到的局部放电脉冲波形展开，细致分析不同类型故障缺陷局部放电的单

个脉冲的时域特征，以及时间序列上多个脉冲的时间分布特征，并且量化这两类特征参量；

（S3）、根据步骤（S2）中得到的脉冲时域特征和脉冲时间分布特征，设计高速采集装置

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

（S4）、根据步骤（S3）中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配置高速采集装置的触发

采集参数，对局部放电脉冲信息实施采集

（S5）、根据步骤（S4）中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采集，存储采集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

[0040] （S6）、开发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实现对高速采集装置的控制和数据流交互；

（S7）、由上位机软件对局部放电脉冲序列进行展现及重构，进一步分析数据的潜在价

值。

[0041] 具体地,上述步骤（S1）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1.1）、设置采集装置的采样率和局部放电传感器类型匹配，调整高速采集装置为低

阀值触发条件；

（S1.2）、利用高速采集装置连续采样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同时保

证采样时长能覆盖多个工频周波的放电脉冲信号，若采集失败则返回步骤（S1.1），若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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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则执行步骤（S2）；

具体地,上述步骤（S3）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3.1）、分析步骤（S2）所采集的不同类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单脉冲波形

特征和多脉冲时间分布特征，并量化特征参数值；

（S3.2）、根据步骤（S3.1）所得特征参数值设计高速采集装置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

发采集参数；

具体地,上述步骤（S4）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4.1）、根据步骤（S3.2）设计的高速采集装置对局部放电脉冲信号的触发采集参数配

置高速采集装置的触发采集参数；

（S4.2）、利用高速采集装置，采集局部放电脉冲信号，若采集失败则返回步骤（S4.1），

若捕捉成功则执行步骤（S5）。

[0042] 实验测试和结构分析

一、实验数据处理

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采集平台，通过局部放电模拟装置采集四类局部放电类型（尖端

放电、颗粒放电、气隙放电、悬浮放电）的局部放电数据。对采集的数据样本引入多种类型和

相位的噪声干扰进行数据增扩，有效地提高了样本数据的多样性，将最终获得的四类局部

放电类型的UHF数据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

  尖端放电 颗粒放电 气隙放电 悬浮放电

训练集 570 570 570 570

测试集 500 500 500 500

表1  局部放电UHF数据划分表

二、实验结果与分析

2.1实际应用中，不同电力设备采集的信号开窗数会不同，为了探究相位开窗数的变化

对诊断效果的影响，本文通过改变相位开窗的数量对比测试局部放电类型识别准确率。

[0043] 批标准化（Batch  Normalization，BN）是一种有效的正则化方法，BN用于神经网络

时，会对每一个批次数据内部进行标准化处理，使输出规范化到N(0,1)的正态分布，减少了

内部神经元分布的改变，具有加快训练速度，降低权重初始化的影响，同时提高网络泛化能

力的优点。

[0044] 探究相位开窗数和数据批标准化操作对于网络性能的影响。选择SVM作为分类器，

设置相位开窗数为100、250、500和1000，同时进行有无数据批标准化的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5所示。

[0045] 如图5所示，当设置不同相位开窗数时，特征提取模块提取的特征在分类器上有不

同的表现。随着开窗数的增加，分类器的识别准确率逐渐提高。在同样开窗数时，经过数据

批标准化的分类器具有更高的识别准确率。

[0046] 2.2本发明提取特征与PRPD数据统计特征和局部放电灰度图纹理特征的对比

为了验证本发明提取的特征的有效性，将本发明提取特征、PRPD数据的统计特征和局

部放电灰度图纹理特征分别在SVM、随机森林、BP神经网络上进行测试，对其局部放电类型

的识别结果进行对比，各类特征在各分类器上的识别率如表2

  尖端放电 颗粒放电 气隙放电 悬浮放电 平均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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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M(PRPD统计特征) 86.21% 42.74% 43.68% 46.23% 54.72%

SVM(局部放电灰度图纹理特征) 69.36% 46.42% 77.62% 66.26% 64.91%

SVM(本发明提取特征+BN+1000窗) 100% 93.63% 94.15% 99.59% 96.84%

随机森林(PRPD统计特征) 98.38% 56.81% 66.59% 39.38% 65.29%

随机森林(局部放电灰度图纹理特征) 67.75% 40.68% 89.70% 80.52% 69.66%

随机森林(本发明提取特征+BN+1000窗) 79.74% 90.49% 78.79% 88.12% 84.29%

BP神经网络(PRPD统计特征) 91.80% 48.08% 67.25% 66.55% 68.42%

BP神经网络(局部放电灰度图纹理特征) 66.94% 35.32% 69.93% 58.25% 57.61%

BP神经网络(本发明提取特征+BN+1000窗) 100% 92.90% 91.95% 98.96% 96%

表2  局部放电类型识别准确率对比

由表1可得，用本发明提取的特征相比于其他两类特征在SVM，随机森林，BP神经网络上

均获得了较高的平均准确率。而平均准确率的高低可以较好的评价一个分类器的性能好

坏，该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本发明提取的特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为了更直观的比较不同特

征之间的差异，将三种特征进行t-SNE降维可视化处理，t-SNE是一种数据非线性降维方式，

通过t-SNE处理，将原始高维特征数据降至两维并对数据进行聚类可视化。

[0047] 如图6、图7和图8所示，经t-SNE处理之后，本发明提取的特征有着更好的聚类效

果，这再一次证明了本文方法提取的特征相比于人工特征具有更高的区分度。

[0048] 综上，本发明将局部放电的PRPD图谱数据转变为灰度图，设计具备残差结构的卷

积神经网络，利用其强大的特征自适应提取能力，提取灰度图的辨识特征，并将特征应用于

经典分类器如SVM、随机森林，BP神经网络等，实现深度学习方法和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有

效融合。实验表明，该方法提取的特征具有更高的辨识度，可以有效提升局部放电模式识别

的准确率。

[0049] 此外，本发明在采集脉冲信号时，首先分析不同典型故障缺陷的局部放电脉冲信

号，分析脉冲的各项特征参数值；再利用这些特征参数值设计高速采集装置捕捉信号的触

发参数，从而只捕捉有用（即满足联合触发策略）的局部放电脉冲，以减少设备的数据处理

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由各项特征参数值组合而建立的触发参数可以保证高速采集装置

捕捉到频率在GHz的脉冲，避免检测遗漏或者信号失真，提高对故障类型判断的准确性。

[0050]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用此

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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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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