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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

处理系统，涉及信号处理技术领域，包括由FPGA、

DSP和ARM组成的异构多核嵌入式信号采集与处

理平台，且通过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拓展嵌入

式系统的计算与存储能力；基于嵌入式系统实现

设备运行基础状态、设备关键部件健康状态的在

线检测，基于私有云计算的远程服务器实现对分

布式嵌入式测试节点故障数据的统一管理和信

号协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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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依次电连接的声发

射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器、FPGA芯片、双核心处理器和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

所述声发射传感器安装在被测设备上，用于采集被测设备产生的声发射信号，并将声发射

信号发送给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对接收的声发射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处

理后发送给所述模数转换器，所述模数转换器将接收的调理后的声发射信号转换为数字信

号，并发送给所述FPGA芯片；

所述FPGA芯片读取到所述模数转换器发送的数字信号后一方面通过AD接口写入异步

FIFO，并结合后端逻辑完成数据采集功能，另一方面作为RMS计算模块的输入，实时完成RMS

值的计算；

所述双核心处理器包括型号为ARM处理器以及DSP处理器，所述FPGA芯片与DSP处理器

之间采用EMIF接口作为数据总线，数据传输之前采用握手协议完成握手过程，所述DSP处理

器使用L2RAM的一部分作为共享内存区以与所述ARM处理器进行数据传输使用，所述DSP处

理器和ARM处理器使用Notify组件实现核间同步，所述DSP处理器配置EDMA控制，由EDMA控

制器驱动EMIF接口从所述FPGA芯片中读取数据，所述ARM处理器采用SysLink读取所述DSP

处理器的共享内存区中的数据，然后所述ARM处理器将读取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所述私

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

所述双核心处理器中移植有移动Agent，在所述ARM处理器将采集的数据传输至私有云

计算远程服务器后，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批量处理和存储，然后

所述移动Agent携带并行单通道实时盲分离学习阶段算法移动到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

器，进行大数据的分布式并行批处理。

2.如权利要求1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数转换器为

AD7622模数转换芯片，所述双核心处理器型号为OMAPL138，所述ARM处理器的型号为926EJ_

S，所述DSP处理器的型号为C674X。

3.如权利要求1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发射传感

器、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器、FPGA芯片和双核心处理器称为检测节点，每个被测设备上

均安装一个检测节点，在以太网网络异常时，所述ARM处理器将获取的数据存储在检测节点

的SD卡中，所述ARM处理器控制数据的启动接收，在完成预设次数的数据接收后，将存储的

数据通过TCP/IP协议传输至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

4.如权利要求1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DSP处理器和

ARM处理器之间采用双核流水并行方案进行数据传输，所述双核流水并行方案为所述DSP处

理器完成适定信号重构任务，所述ARM处理器完成SOBI以及功率谱估计任务。

5.如权利要求1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私有云计算远

程服务器接收数据后存储，并将数据与特定设备的状态信息关联，建立故障数据库。

6.如权利要求1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对于每个请求，所

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通过pthread线程库开发的多线程的接收程序将产生数据接收线

程去接收检测节点传输的数据，而主线程继续执行ACCEPT系统调用等待新连接到来，数据

接收线程按照检测节点IP+建立连接时间对数据进行命名，保存在服务器硬盘，完成接收任

务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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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信号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机械工业技术的进步，机械设备在智能化程度、自动化程度等方面取得了长

足发展。现代机械设备的发展，一方面利于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设备的规

模庞大，分布地域广，组成结构复杂，各部分联系紧密，一旦发生故障造成的损失也在大幅

增加。在石油，冶金，电力，化工等领域中，一些机械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将严重危害公众的

人身与财产安全。传统的机械设备检测方法是定期离线检测设备的健康状态，但对一些边

缘地区和无人值守的设备由于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在检测周期内出现故障进而导致安全事

故。

[0003] 传统的机械设备状态检测系统一般基于振动信号的采集与分析实现设备状态检

测，声发射检测技术作为一种无损检测新技术相对于振动检测有如下优势：特征频率明显，

声发射信号相比于振动信号频谱较宽，基于声发射的高频特性可以抑制干扰；预报故障时

间早，例如在轴承与齿轮检测中，在故障初期振动传感器不易检测到，而声发射信号可以检

测出明显变化；因此声发射技术更易检测到早期故障；声发射检测技术尤其适用于现场测

试，检测装置简单，可靠性高，抗干扰性好。

[0004] 目前的AE检测系统主要基于NI、PAC等公司的数据采集卡完成数据采集，基于上位

机完成数据分析处理，例如完成声发射源定位等各种实时分析与事后分析功能。这种检测

系统一方面价格昂贵，另一方面不适用于远程无人值守的应用场景、不能实现在线测试。一

般远程无人值守测试都由嵌入式测试仪器系统来实现信号实时采集与在线处理。然而，在

AE检测系统中，金属结构产生的AE信号一般在50KHz-950KHz之间，依据采样定理，系统信号

采样率为2MS/s。如要实现在线检测机械设备，嵌入式系统就需要处理2MS/s实时数据流，这

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高速采集处理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存在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了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依次电连接的声

发射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器、FPGA芯片、双核心处理器和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

器，所述声发射传感器安装在被测设备上，用于采集被测设备产生的声发射信号，并将声发

射信号发送给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对接收的声发射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

处理后发送给所述模数转换器，所述模数转换器将接收的调理后的声发射信号转换为数字

信号，并发送给所述FPGA芯片；

[0007] 所述FPGA芯片读取到所述模数转换器发送的数字信号后一方面通过AD接口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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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FIFO，并结合后端逻辑完成数据采集功能，另一方面作为RMS计算模块的输入，实时完

成RMS值的计算；

[0008] 所述双核心处理器包括型号为ARM处理器以及DSP处理器，所述FPGA芯片与DSP处

理器之间采用EMIF接口作为数据总线，数据传输之前采用握手协议完成握手过程，所述DSP

处理器使用L2RAM的一部分作为共享内存区以与所述ARM处理器进行数据传输使用，所述

DSP处理器和ARM处理器使用Notify组件实现核间同步，所述DSP处理器配置EDMA控制，由

EDMA控制器驱动EMIF接口从所述FPGA芯片中读取数据，所述ARM处理器采用SysLink读取所

述DSP处理器的共享内存区中的数据，然后所述ARM处理器将读取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所

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

[0009] 所述双核心处理器中移植有移动Agent，在所述ARM处理器将采集的数据传输至私

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后，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批量处理和存储，

然后所述移动Agent携带并行单通道实时盲分离学习阶段算法移动到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

服务器，进行大数据的分布式并行批处理。

[0010]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包括由FPGA、DSP和ARM

组成的异构多核嵌入式信号采集与处理平台，且通过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拓展嵌入式系

统的计算与存储能力；基于嵌入式系统实现设备运行基础状态、设备关键部件健康状态的

在线检测，基于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实现对分布式嵌入式测试节点故障数据的统一管

理。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4] 参照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声发射信号的在线高速采集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

依次电连接的声发射(AE)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器、FPGA芯片、双核心处理器和

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所述声发射传感器安装在被测设备上，用于采集被测设备产生的

声发射信号，并将声发射信号发送给所述信号调理电路，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对接收的声发

射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处理后发送给所述模数转换器。所述模数转换器将接收的调理后的

声发射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发送给所述FPGA芯片。本实施例中所述模数转换器为

AD7622模数转换芯片。

[0015] 所述FPGA芯片读取到所述模数转换器发送的数字信号后一方面通过AD接口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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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FIFO(即DCFIFO)，并结合后端逻辑完成数据采集功能，另一方面作为RMS计算模块的输

入，实时完成RMS值的计算。

[0016] 所述双核心处理器型号为OMAPL138，该处理器包括型号为926EJ_S的ARM处理器以

及型号为C674X的DSP处理器。所述FPGA芯片与DSP处理器之间采用EMIF接口作为数据总线，

数据传输之前采用握手协议完成握手过程。所述DSP处理器使用L2RAM的一部分作为共享内

存区以与所述ARM处理器进行数据传输使用，DSP处理器和ARM处理器使用Notify组件实现

核间同步。所述DSP处理器配置EDMA控制，由EDMA控制器驱动EMIF接口从所述FPGA芯片中读

取数据，所述ARM处理器采用SysLink直接读取所述DSP处理器的共享内存区中的数据，然后

所述ARM处理器将读取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至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

[0017] 上述系统中的声发射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模数转换器、FPGA芯片和双核心处理

器称为检测节点，每个被测设备上均安装一个检测节点。多个检测节点中ARM处理器获取的

数据发送至一个区域内设置的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中。以太网在网络异常时，所述

ARM处理器无法正常发送数据，此时可以将获取的数据存储在检测节点的SD卡中。所述ARM

处理器还控制数据的启动接收，在完成预设次数的数据接收后，将存储的数据通过TCP/IP

协议传输至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

[0018] 数据采样率由所述FPGA芯片的分频模块控制，可以支持2MS/s的采样率，采集数据

的量由预设的接收次数决定，从而适应不同时长采集的需求。

[0019] 所述DSP处理器和ARM处理器之间采用双核流水并行方案进行数据传输，具体来

说，所述DSP处理器用于完成耗时较长的适定信号重构任务，所述ARM处理器用于完成SOBI

以及功率谱估计任务。由于所述DSP处理器耗时比所述ARM处理器长，因此无需对双核之间

的共享内存区进行互斥访问设置，即所述DSP处理器完成一帧数据的适定信号重构后无需

等待所述ARM处理器完成而直接开始下一帧数据的处理。因此，虽然每帧数据的处理耗时未

减少，但是基于双核流水并行方案的优化设计提高了系统的吞吐率(单位时间内处理的数

据帧数增加)。

[0020] 在上述双核流水并行方案中，一个完整的处理流程按照数据流向被分为无前向依

赖的3个子任务，分别记作Task0、Task1和Task2，这3个子任务被分别划分到所述FPGA芯片、

DSP处理器和ARM处理器这3个处理器的核心中。第0个处理器核完成Task0的计算后，将结果

输出至第1个处理器核，并继续完成新任务的Task1部分，第1个处理器核完成计算后将结果

输出至第2个处理器核完成Task2，以此类推，这种并行方式虽然未能提供整个任务的执行

效率，但是提高了系统的数据吞吐率。

[0021] 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进而访问每个所述检测节

点的检测结果，多个所述检测节点采用分布式布置。即本法发明中的高速采集处理系统可

以分为用户层和数据采集与处理层，数据采集与处理层中的检测节点完成数据采集和处理

任务，并通过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向用户层提供服务。

[0022] 每个所述检测节点从功能模块上划分包括：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块、设备关键部

位健康状态识别模块、设备运行状态检测FIR-RMS模块、远程测试模块。

[0023] (1)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块为基于OMAPL138与FPGA实现的采样率为2MS/s的数据

采集模块，具有配置方便，采样率高，支持多种数据存储方式的特点。按照数据流向，所述模

数转换器在完成模数转换后，所述DSP处理器配置EDMA控制器，由EDMA控制器驱动EMIF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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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述FPGA芯片读取数据，所述ARM处理器通过SysLink组件与所述DSP处理器进行通信，直

接读取所述DSP处理器的L2RAM，将数据读取至所述ARM处理器的内存，所述ARM处理器将数

据通过网络传输至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在网络异常情况下，也可以配置为将数据

存储在SD卡中。

[0024] (2)设备关键部位健康状态识别模块的工作状态分为学习阶段与工作阶段。在学

习阶段，需要完成信号源个数估计与各路分离信号的AR谱定阶与AR谱估计。在工作阶段，直

接按照学习阶段得到的信源个数重构适定信号，且AR谱估计时使用学习阶段得到的阶数，

完成谱估计后，通过功率谱对比判定运行状态。若异常则启动所述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块

进入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式，采集一周期数据传输至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建立‘故

障字典’。在工作阶段，模块处理的信号为实时采集的一帧数据，本发明中一帧数据为1024

点。

[0025] (3)设备运行状态检测FIR-RMS模块通过实时计算的RMS作为特征值，在学习阶段

找出RMS变化最显著的频段并生成阈值，在工作阶段以此频段的RMS值作为依据判断状态。

相比在所述DSP处理器或者ARM处理器实现，在所述FPGA芯片完成具有检测及时、延迟低的

优势。

[0026] (4)为了提高效率，便于工作人员更加便捷的对被测设备状态进行检测，在所述

ARM处理器上移植嵌入式WEB服务器BOA，并开发网页程序显示设备状态以及运行数据，称为

所述远程测试模块。

[0027] 每个所述检测节点从工作模式上划分包括：实时检测模式与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

式。所述检测节点上电后，所述ARM处理器启动并执行自启动脚本，进入实时检测模式，在实

时检测模式下，完成学习阶段后，进入工作阶段。当工作阶段检测到状态异常，或者执行次

数达到设定的上限值后，则进入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式。

[0028] 工作模式的切换通过所述ARM处理器与DSP处理器调用对应工作模式下的程序实

现，即周期数据采集传输模块、设备关键部位健康状态识别模块在OMAPL138上实现部分的

程序切换(设备运行状态检测算法FIR-RMS在FPGA芯片实现)。本发明中，设定OMAPL138的

ARM处理器为主控核心，通过SLAVELOADER启动所述DSP处理器执行特定程序，并可停止所述

DSP处理器的运行。所述检测节点的程序入口为ARM处理器的SHELL脚本。

[0029] 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接收数据后存储，并将数据与特定设备的状态信息关

联，建立故障数据库。

[0030] 所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通过pthread(POSIX  thread)线程库开发多线程的接

收程序。对于每个请求，将产生数据接收线程去接收检测节点传输的数据，而主线程继续执

行ACCEPT系统调用等待新连接到来。数据接收线程按照检测节点IP+建立连接时间对数据

进行命名，保存在服务器硬盘，完成接收任务后退出。

[0031] 本发明中所述检测节点间时钟方案，硬件上基于OMAPL138与DP83640实现高精度

的PTP普通时钟节点；软件上在所述ARM处理器移植Linux内核，IEEE1588协议栈使用的是开

源的LinuxPTP软件。

[0032] 本发明中，使用移动Agent来进行远程协同处理。具体地，所述移动Agent植入在

OMAPL138中，在ARM处理器将采集的数据传输至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后，私有云计算远程

服务器对这些数据进行批量处理、数据存储和单通道混合信号数据流实时处理，批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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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单通道盲分离和状态空间建模处理。移动Agent按照设定，携带并行单通道实时盲分离

学习阶段算法由OMAPL138自主移动到私有云计算远程服务器，进行大数据的分布式并行批

处理，通过学习阶段计算得到状态空间模型。然后接收来自ARM处理器发送的数据流，利用

状态空间模型对数据流进行实时分离，进而检测得到被测设备的实时状态。

[0033]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

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

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34]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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