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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intelligent detecting system and detecting method for detecting a fault o f a device. The intelligent detecting sys -
tern includes a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board (2), a data acquisition board (3), a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board (4) for synchron
izing the dat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board (2) and the data acquisition board (3), and a plurality o f con
nectors (1). Th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board (2), the data acquisition board (3) and the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board (4) are
connected by the plurality o f the connectors (1) for data communication. The intelligent detecting system i s connected with a plural -
ity o f sensors. The plurality o f the sensors are used for sampling the data reflecting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device to be detected.
The intelligent detecting system and the detecting method can achieve the accurate dete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mechanical
failure of the device in real time by detecting the temperature, the vibration, the noise, etc. o f the device, whereby the efficienc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fault detection for the device a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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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ffl 设备故障检测的智能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该智能检测系统包括中央处理板 （2 ) ，数据采集板 （3 ) ,

市 丁使中央处¾ 板 （2 ) 和数据采集板 （3 ) 之 间的数据皿信保持 步的 歩通信板 （4 ) 以及多个连接插件 （1) 。

屮央处理板 （2 ) 、数* 采集板 （3) 以及 | j步通信板 （4 ) 通过多个连接插件 （1) 连接以实现数据传输。该R 能检

测系统连接多个传感器。该多个传感器 ffl 丁采集反映待检测设 运行状态的数据 。该 能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通过

对设各的温度、振动 以及噪音等进行检测 ，实现对设各的机械故障实时、精确地检测和判断，从而提高 设各故障

检测的效率和精度 。



用于设备故障检测的智能检测 系统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检测设备运行故障的智能检测系统，结合采用 了

智能传感技术和基于嵌入式的计算机科学技术 。具体的，涉及一种用于设

备故障检测的智能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 。

背景技术

各种大型设备，如数控机床、专用设备等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随时

检测设备的运行状况 ，以便及时进行维护 ，保障设备的安全运行 。在 目前

的设备运行状况监测 中，对于设备 的电子部分故障和运行状态的监测技术

已经 比较完善 ，并且能够使用 电子设备本身 自检 的方式排除一些软件和硬

件故障。但是，设备机械部分的运行情况和参数 的监测一直是故障检测和

诊断领域的难题 。例如对数控机床主轴、驱动 电机 、床身 以及刀具库 的运

行情况检测 ，是早期发现故障隐患，保证机床安全运行的必要手段 ，也是

机床维修、维护的基本依据 。通常 ，旋转部件的温度、紧 固部件的振动和

加工过程 中的声学信号变化能够准确 的反映机械设备的运行情况 。

但是，现有技术中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 以实时、准确 的对这些状态参

数进行监测 ，多数情况下是依赖维修人员的眼睛和耳朵分辨设备运行 中的

声音和振动 ，是否能够准确有效地判断故障点全凭检修人员的经验 。因此 ，

缺乏有效的设备和检测方法 以保证设备故障检测 的效率和精度 。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现有设备机械部分运行情况和参数 的检测 问题 ，本发明的 目

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设备故障检测的智能检测 系统及检测方法 ，其基于嵌入

式技术实现对大型设备的机械故障进行实时、智能的检测和诊断。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用于设备故障检测的智能检测 系

统，所述智能检测系统外接有用于采集反映待检测设备运行状态的数据的



多个传感器，该智能检测系统包括：中央处理板 2，其具有中央处理单元

以及与该中央处理单元连接的多个数据接 口；数据采集板 3，其连接到所

述多个传感器的一个或多个，用于对所述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同

步通信板 4，用于使所述中央处理板 2 与所述数据采集板 3 之间的通信保

持同步；多个连接插件 1，通过所述多个连接插件 1连接所述中央处理板

2、数据采集板 3 和同步通信板 4 以实现数据传输；其中，所述中央处理

单元用于对所述多个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当采集的数据超过设定

限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异常，发出报警信息；当采集的数据未超过

设定限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正常。

优选的，所述多个传感器包括振动传感器、声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可选的，所述中央处理单元对所述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数据进行分

析，当该温度数据超过预设的上下限时，发出报警信息。

可选的，所述中央处理单元对所述振动传感器采集的振动信号进行分

析以获取振动幅度和振动频率特性；并且预先设定振动幅度的上下限，当

采集得到的振动幅度超过所设定的上下限时进行报警；预先设定振动信号

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将采集得到的振动频率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行

比较，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可选的，所述中央处理单元对所述声学传感器采集的声学信号进行分

析以获取声压级数值和声音频率特性；并且预先设定最大声压级数值，当

采集得到的声压级数值超过该最大声压级数值时发出报警信息；预先设定
声学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将采集得到的声学频率特性与该频率

特性进行比较，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可选的，所述多个连接插件 1采用 PC104 总线结构。

可选的，所述多个数据接 口包括串口、485 总线接 口、CAN 总线接 口、

网络接 口和光电转换接 口。

优选的，所述温度传感器连接到所述 485 总线接 口上，所述振动传感

器和声学传感器连接到所述数据采集板 3 上。

优选的，所述数据采集板 3 是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板。

可选的，所述智能检测系统还包括 自身工作状态监测模块，用于监测

该智能检测系统是否存在故障，当出现故障时出报警信息。



优选 的，所述被监测的智能检测系统 自身的工作状态包括 ：所述多个

传感器没有釆集到数据 ，所述数据采集板 3 工作异常，所述多个数据接 口

连接 中断。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 ，提供 了一种用于智能检测系统的智能检测

方法 ，所述智能检测 系统连接有用于采集待检测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 的多

个传感器，该智能检测系统包括 中央处理板 2、数据采集板 3、同步通信

板 4 和多个连接插件 1，通过所述多个连接插件 1 连接所述 中央处理板 2、

数据采集板 3 和 同步通信板 4 以实现数据传输 ，所述智能检测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系统初始化步骤 ，初始化所述智能检测系统的各个设备和接 口，

使其进入就绪状态；工作方式设定步骤 ，将所述智能检测系统的工作方式

设定为主控制器或从控制器 ；工作时序设定步骤 ，设定所述智能检测系统

的各个设备和接 口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级 ；数据采集步骤 ，所述智能检

测系统按照设定好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级开始执行数据采集任务 ；数据

分析步骤 ，所述智能检测系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数据分析

结果判断所述待检测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

其 中，所述工作时序设定步骤包括设定所述多个传感器 的数据采集 、

数据处理 以及数据传输 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级 。

优选 的，网络接 口的数据传输任务优先级最高，温度传感器 的数据采

集任务优先级次高 ，振动传感器和声学传感器 的数据采集任务优先级最

其 中，所述数据分析步骤还包括如下步骤 ：当采集 的数据超过设定限

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异常，发出报警信息；当采集 的数据未超过设

定限度 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正常，返 回到前述 的工作方式设定步骤 ，

继续进行下一轮的检测 。

其 中，预先设定温度上下限，当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数据超过设定

的上下限时，发出报警信息。

其 中，所述数据分析步骤对振动传感器釆集得到的振动信号进行分析

以获取振动幅度和振动频率特性 ；并且预先设定振动幅度 的上下限，当采

集得到的振动幅度超过所设定的上下限时进行报警 ；预先设定振动信号在

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 ，将采集得到的振动频率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行 比



较 ，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其 中，所述数据分析步骤对声学传感器采集得到的声学信号进行分析

以获取声压级数值和声音频率特性 ；并且预先设定最大声压级数值 ，当采

集得到的声压级数值超过该最大声压级数值 时进行报警；预先设定声学信

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 ，将采集得到的声学频率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

行 比较 ，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可选的，所述智能检测系统还包括 自身工作状态监测步骤 ，用于监测

该智能检测系统 自身是否存在故障，当出现故障时出报警信息。并且，所

述被监测的智能检测系统 自身的工作状态包括 ：所述多个传感器没有采集

到数据 ，所述数据采集板 3 工作异常，与所述 中央处理板 2 连接 的多个数

据接 口连接 中断。

如上所述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 ，将温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
和声学传感器安装在设备的检测部位 ，在设备运行中实时检测旋转部件的

温度 、紧固部件 的振动和加工过程 中的声学信号变化 ，从而能够及时发现

故障隐患或故障点，及时报警维修 ，避免 了设备损坏 。因此 ，大大提高 了

设备故障检测 的效率和精度 ，为设备安全运行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

附图说明

图 1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智能检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图 1 中所示中央处理板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显示 了本发 明的智能检测系统的外壳 ；

图 4 显示 了根据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的智能检测方法的流程 图；

图 5 显示 了本发明实施例的 B P 神经 网络 的拓扑结构 图；

图 6 显示 了待检测设备在正常状态下的振动频率特性 ；

图 7 显示 了待检测设备在故障状态下的振动频率特性 。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具体实

施方式并参照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 明。应指出的是，所描述 的实

施例 旨在便于对本发明的理解 ，而对其不起任何限定作用 。



图 1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智能检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根据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包括中央处理板 2，数据采

集板 3 和同步通信板 4。

中央处理板 2 的数据总线采用了兼容 PC104 总线的结构，该数据总线

通常采用排状的接插件实现，接插件的一端是插孔，另一端是带插针的连

接插件 1。本发明的中央处理板 2，数据采集板 3 和同步通信板 4 均带有

这样的连接插件 1，从而使得各电路板能够连接在一起以便于传输数据。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中央处理板 2 优选的采用嵌入式中央处理板，其上

搭载有中央处理单元，用于对整个智能检测系统的运行进行控制。

同步通信板 4 连接在中央处理板 2 与数据采集板 3 之间，其上设置有

时序调整电路，该同步通信板 4 通过对所述中央处理板 2 与所述数据采集

板 3 之间的通信进行时序调整，使得二者之间的通信保持同步。同步通信

板 4 上设置有连接插件 1，并通过连接插件 1 与中央处理板 2 和数据采集

板 3 实现电气连接。

数据采集板 3 包括多个数据采集通道和寄存器，寄存器用于存储当前

时刻采集通道的数据，中央处理单元通过 PC104 总线读取寄存器中的数

据。本发明中的数据采集板 3 优选的采用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板，例如是

DM6430HR - o

图 2 是图 1 中所示中央处理板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中央处理板主要包括中央处理单元，

该中央处理单元优选的采用 ARM9 型号的微处理器芯片。本发明的中央处

理单元可以扩展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文件和临时数据。本发明中，

存储器优选的为 FLASH 存储器 （即闪存），以保证较高的数据读取速率，

可选的，该存储器为 32M 容量。

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采用 PC104 总线结构，中央处理单元能够通过

PC104 总线与数据采集板 3、同步通信板 4 等外部设备连接，并控制这些

外部设备工作。

如图 2 所示，中央处理板上还集成有多个数据接 口，这些数据接口连

接在外部设备和中央处理单元之间，用作数据传输和指令的通讯接 口。这

些数据接口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数据接 口标准，例如串口、485 总线接口、



CA 总线接 口（CAN 总线是一种总线标准 ）、网络接 口、光电转换接 口等。

这里，所述串口优选的是标准的 232 串口。

本发明中通过多个传感器来采集反映待检测设备实时运行状态的状

态数据，例如振动传感器、声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加速

度传感器等。不同的传感器输出数据类型不同，因而需要用不同的数据传

输接 口把这些数据分别传输到中央处理板 2 上的中央处理单元。在本发明

中，根据传感器输出数据的不同类型，不同的传感器连接到不同标准的接

口， 卩232 接 口、485 接 口、CAN 接 口，网络接 口和光电转换接 口等。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温度传感器连接到 485 接 口上，而振动传感器和声

学传感器直接连接到数据采集板 3 上，用于采集反映待检测设备实时运行

状态的状态参数，如振动、噪音等。例如，作为优选实施方式之一，使用

485 接 口连接了 16 个温度传感器，而使用高速数据采集板 HR6430-1 连接

了 Ί 个振动传感器和 4 个声学传感器。

另外，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配备有电源 以及对应的供电电路，用于

为中央处理单元、数据采集板和外部连接的传感器提供恒定电压，例如 3V ，

5V, 12V 的恒定电压。

图 3 显示了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的外壳。

如图 3 所示，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封装在外壳 3-1 中，该外壳 3-1

用于容纳并保护设置在其内部的智能检测系统的组成部件。

如图 3 所示，外壳 3-1 的两个侧面分别设置有开口，并安装有插座，

供电源、传感器引线和外部通讯接 口使用。

外壳 3-1 的正面设置有 2 个开口，分别安装有 2 个 D 型插座 （一种通

用插座，外形如英文字母 D ) ，一个是电源插座 3-2, 可以连接 220v 电源，

另一个是传感器引线插头 3-3 。

外壳 3-1 的一个侧面设置有 4 个开口，分别连接 RS232 接 口 3-4 、485

接 口 3-5 、CAN 总线接 口 3-6 和网络接 口 3-7 ，这些接 口用于连接外部线

路，实现数据信息的传输。

图 4 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的智能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如图 4 所示，本发明的智能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系统初始化步骤。即初始化智能检测系统的各个设备和接 口，使系统



进入就绪状态 。具体来说 ，对中央处理板 2、数据采集板 3、同步通信板 4

进行检测 ，并确定通过外部接 口连接 的设备和设备状况是否正常。

工作方式设定步骤 。根据待检测设备的设定，将智能检测系统的工作

方式设定为主控制器或者从控制器 。例如 ，如果待检测设备设定为希望本

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独立工作 ，则将该智能检测系统的工作方式设定为主

控制器 。此时，由智能检测系统产生各种控制命令 ，指挥其他外部设备工

作。另一方面 ，如果待检测设备设定为希望控制本发明的智能检测 系统 ，

则将该智能检测系统 的工作方式设定为从控制器 。此时，智能检测系统作

为外部主控制器 的外接设备 ，响应外部主控制器发送的各种控制命令。在

本实例 中，以设定智能检测系统作为主控制器为例给 出工作流程 。此外 ，

工作方式的设定可 以按照预先设定 自动进行，也可 以在智能检测系统的运

行过程 中，通过操作员人工设定。

工作时序设定步骤 。根据待检测设备 的类型，设定智能检测 系统的各

个设备和接 口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级 ，使其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 。例如 ，

如果待检测设备对温度参数敏感 ，则设定温度传感器 的数据采集优先级

高；如果对振动或噪声敏感 ，则设定振动传感器或声学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优先级高 。所述工作时序设定步骤例如包括设定所述多个传感器的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 以及数据传输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级等 。

作为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 ，例如可 以设定如下：网络接 口的

数据传输任务优先级最高，通过 485 总线连接 的温度传感器采样任务优先

级次高 ，通过数据采集板连接的振动传感器和声学传感器 的数据采集任务

优先级最低 。

数据采集步骤 。智能检测系统按照设定好 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级 ，

开始执行数据采集任务。即通过设置在待检测设备的各个检测位置上的传

感器采集反映待检测设备运行状态的数据 。

数据分析步骤 。智能检测系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数据

分析结果判断待检测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具体来说，当采集 的数据超

过设定限度时，表述待检测设备状态异常，发出报警信息 ；当采集 的数据

未超过设定限度时，表述待检测设备状态正常 ，返 回到前面的工作方式设

定步骤 ，继续进行下一轮的检测 。



本发明中，具体的是温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和声学传感器，针对各

传感器采集数据的分析方法如下。

温度数据：设定温度上下限，当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数值超过设定

的上下限时，发出报警信息。

振动数据：振动传感器采集对象设备的振动信号，当该振动信号异常

时，发出报警信息。对振动信号的分析包括振动幅度和/或振动频率。

对于振动幅度，可以预先设定振动幅度的上下限。分析时，通过对振

动信号进行时域处理以获得振幅，当振幅超过所设定的振幅上下限时进行

报警。

对于振动频率，可以预先设定振动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分

析时，采用傅里叶变换算法或小波分析算法，将振动信号转换为周期性的

频域值，与事先设定好的正常状况下振动信号的频率特性进行比较，当出

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声学数据：声学信号的处理与振动信号类似，设定最大声压级数值和

正常状况下声学信号的频率特性，通过对声学信号进行时域处理获得声压

级数值，当声压级数值超过设定的最大声压级数值时进行报警。另外，通

过傅里叶变换算法或小波分析算法得到声学信号的频率特性，与预先设定

好的正常状况下声学信号的频率特性进行比较，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

息。

下面，将 以数控机床主轴的机械故障为例，介绍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

统的一个具体实施例。

为检测数控机床主轴的故障情况，可以按如下方式设置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2 个温度传感器安装在主轴的轴套上，温度传感器的上

限设定为 80 摄氏度，下限设定为 10 摄氏度。

检测时，如果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值在 10-80 摄氏度之间，则表示

设备状态正常；否则，如果超出该数值范围的上下限，则发出报警信息。

振动传感器：2 个振动传感器分别安装在主轴的轴向和径向上，用来

检测主轴在轴 向和径向的振动，主轴径向和轴向的振动振幅的上下限分别

设定为 ±0.5mm 。

检测时，如果振动传感器采集的振动振幅数值在 ± 0.5mm 之间，则表



示设备状态正常 ；否则 ，如果超 出该数值范 围的上下 限，则发出报警信息。

声学传感器 ：4 个声学传感器分别安装在主轴 的周围，探头对着主轴

方 向，用来收集主轴发 出的声音 ，主轴 的声压级上 限设定为 94DB ，下限

设定为 50DB 。

检测 时，如果声学传感器采集 的声压级数值在 50DB 至 94DB 之 间，

则表示设备状态正常 ；否则，如果超 出该数值范 围的上下 限，则发 出报警

信息。

下面 以振动信号为例 ，详细 介绍振动信号的频率特性 的采集和处理过

程 。

首先介绍振动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 的获取 。

首先 ，振动传感器采集主轴正常运行时的振动信号 （表现为振动波形

的形式 ），采样频率为 10kHz ，采样输 出为 ± 5v 。其次 ，对每一次采样获

得的振动波形 ，利用 Daubenchies 小波 系列的 4 阶小波进行 3 层 小波包分

解 ，得到 8 个分量 的频带 。再次 ，对该 8 个频带的信号分别求取总能量 ，

以能量为元素构造特征 向量 ，特征 向量经过 归一化处理 ，得到归一化后 的

特征 向量 。单次采样所获得的振动信号的归一化特征 向量如下面 的表 1所

示：

1



按照同样的采样和处理方式，对上述过程重复 14 次，得到 14 组主轴

正常运行时的振动信号，经上述处理后进而得到 14 组归一化特征向量，

如上面的表 2 所示。

随后，以前述步骤得到的 14 组特征向量作为输入，0 为输出，对系统

预先设置的一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图 5 显示了本发明实施例的 BP 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图。

如 图 5 所示 ，本发 明的智能检测 系统 中预先建立一个 BP ( back

propagation) 神经网络 （误差反向传递神经网络），该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

中间层和输出层。其中，输入层用于输入实时采集信号经过小波变化得到

的归一化后特征向量，包括 8 个神经元节点，每个神经元节点对应输入每

组特征向量的 8 个分量中的一个；中间层包括 4 个神经元节点，用于对于

输入层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提高神经网络的计算精度；输出层包括 2

个神经元节点，输出层的输出值为 0 或 1, 分别表示状态正常或状态异常

( 即存在故障）。

本实施例中，中间层、输出层的节点数量与输入层的节点数量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节点数量。另外，中间层神经元选择

tansig ( S 型正切函数)为激活函数，输出层神经元选择 logsig (S 型对数函

数）为激活函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道，神经网络的结构、神

经元的数量、神经元的激活函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改变。

本发明的神经网络的设计要求是：神经网络训练最多迭代 20000 次，

输出误差小于 0.002 。

对该神经网络训练好之后，即可得到机床主轴在正常状态下的振动频

率特性，如图 6 所示。

图 6 显示了待检测设备在正常状态下的振动频率特性。

如图 6 所示，显示了正常状态下每组振动信号的 8 个分量的波形，在

通过图 6 右边所示的神经网络训练之后，输出故障分类的分类号为 0，即

表示状态正常。

在实时的故障检测过程中，振动传感器实时采集机床主轴的振动信

号，并按照上述步骤对该信号进行处理。当不正常的振动信号经过小波变



换得到的归一化特征向量输入上述神经网络后，神经网络的输出为 1，即

表示存在故障，系统发出报警信息。

图 7 显示了待检测设备在故障状态下的振动频率特性。

如图 7 所示，显示了故障状态下每组振动信号的 8 个分量的波形。通

过与图 6 的对比发现 ，故障状态下每组振动信号的 8 个分量的波形与正常

状态下对应分量的波形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在通过图右边的神经网络

运算后，输出故障分类的分类号为 1，即表示存在故障，系统会发出报警

信息。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道，本实施例中的重复次数 14 不是固定的，

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可多可少。本实例中，重复 14 次即可达到设计要求：

神经网络训练最多迭代 20000 次，输出误差小于 0.002 。

声学信号的处理过程与上述对振动信号的处理过程相同。声学信号同

样经过小波变换，得到归一化特征向量，使用正常状态下的特征向量训练

神经网络， 得到声学信号在正常状态下的频率特性。当异常的声音信号

输入网络时，网络输 出为 1，即表示发现故障，系统发出报警信息。

另外，在智能检测系统设置为从控制器的情况下，工作流程与上述主

控制器的设定步骤类似，区别仅在于工作时序设定由外部主控制器执行。

可选的，除了上述流程 以外，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还设置有 自身工

作状态监测模块 （未显示），用于监测智能检测系统 自身的工作状态是否

正常。并且，该 自身工作状态监测模块的工作流程与上述检测待检测设备

工作状态的流程相互独立的运行。本发明的智能检测系统的故障状态或非

正常状态例如包括如下情况：通过各数据接 口 （如 RS232 接 口、485 总线

接 口）接入智能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没有数据，通过 PC104 总线连接到中央

处理单元的数据采集板工作异常，网络通讯连接中断等。当出现上述故障

状态时，智能检测系统及时发出报警信息。这样，可 以保证智能检测系统

可靠的运行和及时的维护。

本发明的上述智能检测系统的检测方法例如 由固化在智能检测系统

的中央处理单元或存储器中的软件模块实现，可选的，也可以实现为实体

的硬件芯片，固化在中央处理单元中的主程序控制着智能检测系统的工作

方式、工作时序 ，以及外接的硬件芯片的运行，并监测智能检测系统 自身



的工作状态。此外，各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存储在中央处理板的存储器中，

并且能够通过 RS232 串口，485 总线接 口、网络接 口、CAN 总线接 口、光

电转换接 口将信息传输到其他设备中。

本发明旨在保护一种嵌入式智能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该智能检测系

统采用嵌入式系统结构和软件编程方法，实现 了温度、振动以及声学传感

器的在线数据采集。本发明能够有效替代现有的人工检测手段，在设备运

行中实现在线监测和报警，提高了设备运行的安全性。

如上所述，现有技术的加工设备 （如数控机床等）的机械部分的故障

检测基本上处在人工检测阶段，并集中在远程故障诊断上。而本发明通过

将智能处理算法和诊断方法移植到嵌入式系统中，实现了设备机械故障的

智能检测。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

释本发明的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 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

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等同形式 内的全部变化和修改例。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用于设备故障检测的智能检测 系统 ，所述智能检测系统外接

有用于采集反映待检测设备运行状态的数据的多个传感器 ，该智能检测系

统包括：

中央处理板 （2 ) ，其具有 中央处理单元 以及与该中央处理单元连接的

多个数据接 口；

数据采集板 （3 ) ，其连接到所述多个传感器 的一个或多个，用于对所

述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 ；

同步通信板 （4)，用于使所述中央处理板 （2) 与所述数据采集板 （3 )

之间的通信保持 同步 ；

多个连接插件 （1 ) ，通过所述多个连接插件 （1 ) 连接所述 中央处理

板 （2)、数据釆集板 （3 ) 和 同步通信板 （4) 以实现数据传输 ；

其特征在于 -

所述 中央处理单元用于对所述多个传感器采集 的数据进行分析，当采

集的数据超过设定限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异常，发 出报警信息；

当采集 的数据未超过设定限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正常。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智能检测系统 ，其中，所述多个传感器包

括振动传感器、声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智能检测系统 ，其 中，所述 中央处理单元

对所述温度传感器采集 的温度数据进行分析 ，当该温度数据超过预设的上

下限时，发出报警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智能检测系统 ，其中，所述 中央处理单元

对所述振动传感器采集 的振动信号进行 分析 以获取振动幅度和振动频率

特性 ；并且

预先设定振动幅度 的上下限，当采集得到的振动幅度超过所设定的上

下限时进行报警 ；

预先设定振动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 ，将采集得到的振动频率

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行 比较 ，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

5、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智能检测系统 ，其 中，所述 中央处理单元



对所述声学传感器釆集 的声学信号进行分析 以获取声压级数值和声音频

率特性；并且

预先设定最大声压级数值 ，当采集得到的声压级数值超过该最大声压

级数值时发出报警信息；

预先设定声学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将采集得到的声学频率

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行 比较 ，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连接插件

( 1 ) 采用 PC104 总线结构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中央处理板 （2)

还包括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文件和临时数据 ；并且

所述中央处理单元是基于嵌入式的微处理芯片；

多个数据接 口用于与外部设备连接 以传输数据和指令 。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多个数据接 口

包括 串口、485 总线接 口、CAN 总线接 口、网络接 口和/或光 电转换接 口。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每个所述多个传感

器根据其输 出数据的不同类型分别连接到相应接 口标准的数据接 口。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温度传感器连

接到所述 485 总线接 口上，所述振动传感器和声学传感器连接到所述数据

采集板 （3 ) 上。

11、根据权利要求 1-10 中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数

据采集板 （3 ) 是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板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0 中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智

能检测系统还包括 电源 以及对应的供 电电路，用于为所述中央处理板 （2 )、

数据采集板 （3 ) 和外接的所述多个传感器提供恒定电压 。

13、根据权利要求 1-10 中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智

能检测系统还具有一外壳 （3-1 ) ，其用于容纳并保护所述智能检测系统的

组成部件。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其 中，所述外壳 （3-1 )

的两个侧面分别设置有开 口，用于安装供 电源、传感器引线和外部通讯接

口使用的插座 。



15、根据权利要求 1-10 中任一项所述的智能检测系统 ，其 中，所述智

能检测系统还包括 自身工作状态监测模块 ，用于监测该智能检测系统是否

存在故障，当出现故障时出报警信息。

16、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 的智能检测系统，其中，所述被监测的智

能检测系统 自身的工作状态包括 ：所述多个传感器没有采集到数据 ，所述

数据采集板 （3 ) 工作异常，所述多个数据接 口连接 中断。

17、一种用于智能检测系统的智能检测方法 ，所述智能检测系统连接

有用于采集待检测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的多个传感器 ，该智能检测系统包

括 中央处理板 （2 ) 、数据采集板 （3 ) 、同步通信板 （4 ) 和多个连接插件

( 1 ) ，通过所述多个连接插件 （1 ) 连接所述 中央处理板 （2 ) 、数据采集

板 （3 ) 和 同步通信板 （4) 以实现数据传输 ，所述智能检测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

系统初始化步骤 ，初始化所述智能检测系统的各个设备和接 口，使其

进入就绪状态 ；

工作方式设定步骤 ，将所述智能检测系统的工作方式设定 为主控制器

或从控制器；

工作时序设定步骤 ，设定所述智能检测系统的各个设备和接 口的工作
时序和任务优先级；

数据采集步骤 ，所述智能检测系统按照设定好的工作时序和任务优先

级开始执行数据采集任务；

数据分析步骤 ，所述智能检测系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根据

数据分析结果判断所述待检测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系统初始化步骤包括

对所述 中央处理板 （2 ) 、数据采集板 （3 ) 、同步通信板 （4) 进行检测 ，

并确定通过外部接 口连接 的设备和设备状况是否正常 。

19、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工作方式设定步骤还

包括如下步骤 ：

当所述智能检测系统设定为主控制器时，由该智能检测系统产生各种

控制命令以指挥其他外部设备工作；

当所述智能检测系统设定为从控制器时，由该智能检测系统作为外部



主控制器的外接设备，响应外部主控制器发送的各种控制命令 。

20、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工作时序设定步骤包

括设定所述多个传感器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以及数据传输的工作时序和

任务优先级。

2 1、根据权利要求 17-20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数据分析

步骤还包括如下步骤 ：

当采集 的数据超过设定限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异常，发出报警

信息；

当采集 的数据未超过设定限度时，表示待检测设备状态正常，返回到

前述的工作方式设定步骤，继续进行下一轮的检测 。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方法，其中，预先设定温度上下限，当

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数据超过设定的上下限时，发出报警信息。

23、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数据分析步骤对振动

传感器采集 的振动信号进行分析 以获取振动幅度和振动频率特性；并且

预先设定振动幅度的上下限，当采集得到的振动幅度超过所设定的上

下限时进行报警；

预先设定振动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将采集得到的振动频率

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行比较 ，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24、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方法 ，其 中，所述数据分析步骤对声学

传感器采集 的声学信号进行分析 以获取声压级数值和声音频率特性 ；并且

预先设定最大声压级数值，当采集得到的声压级数值超过该最大声压

级数值时发出报警信息；

预先设定声学信号在正常状况下的频率特性，将采集得到的声学频率

特性与该频率特性进行比较，当出现异常时发出报警信息 。

25、根据权利要求 17-20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中，所述智能检测

系统还包括 自身工作状态监测步骤 ，用于监测该智能检测系统 自身是否存

在故障，当出现故障时出报警信息。

26、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被监测的智能检测系

统 自身的工作状态包括：所述多个传感器没有采集到数据 ，所述数据釆集

板 （3 ) 工作异常，与所述中央处理板 （2) 连接的多个数据接 口连接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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