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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

故障预警方法，本发明公开了针对风电场传统故

障预警模式存在的数据存储与传输受限，计算能

力不足以及计算负荷不平衡问题，提出了一种基

于企业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该方法

包括数据分布式存储中心、故障预警中心、远程

监控中心、基于Map-Reduce的故障预警算法库以

及中央监控室。本发明可以充分挖掘风电机群的

海量、多方位监控数据，同时为多个风场提供早

期故障预警服务。本发明实现大规模数据分布式

存储和远程快速读取，利用风电机组全方位状态

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寿命预估及数据挖掘，

实现风机自动早期故障预警；能够自动识别，智

能控制，方便快捷，效率高，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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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状态监测数据存储与

利用、工况辨识及预警阈值选取、基于Map-Reduce的早期故障预警方法和BP神经网络的故

障预警以及基于工况辨识的同类风机异常监测，状态监测数据存储与利用包括电气参数、

过程参数、振动参数以及气象参数的分布式存储与分析利用，工况辨识采用FCM进行，通过

风速、转速、有功功率参数，划分并辨识出风机运行工况，预警阈值选取在工况辨识基础上，

采样多元统计法和趋势分析选择出与每种工况相适应的预警阈值，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

包括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是在对二组以上设备健康指标进行降

维处理后，进行的BP神经网络在线训练和故障预警输出；所述BP神经网络的输入层包含降

维后的健康指标以及风电机组当前的运行工况数据；隐含层由9个神经元构成；输出层为故

障预警准确度，隐含层的神经元采用Sigmoid型激励函数，输出层的神经元采用Purelin激

励函数，过程为：1)针对状态监测数据，进行有效性判断和压缩处理，实现有效数据在云平

台中安全、分布式存储；

2)辨识风机运行工况，以选择合适的预警阈值；

3)调用云平台中基于Map-Reduce的早期故障预警方法包括：1)时域指标计算方法：峭

度、散度、烈度、均值、方差；2)频域计算方法：频谱、倒谱、包络谱以及细化谱，适用于转速恒

定工况；3)时频计算方法：小波变换、短时傅里叶变换，希尔伯特黄变换以及自适应高频谐

波局部均值分解，时频计算方法适用于变速工况；4)多元统计方法：回归分析、聚类分析以

及主成分分析，使用于消除转速负荷变化影响、工况辨识以及健康状态指标筛选，计算设备

健康状态指标；

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

5)触发远程监控协助，通过专家分析对在线故障预警的故障原因做出判断，并反馈给

风场中央集控室；

6)现场运维人员综合预警结果进行风机主动维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气参数、过程参数、振动参数分别为：

1)电气参数：电网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电网频率、功率因数，电气参数不仅能够反映发

电机的异常状态还能作为传动系统和叶片的故障信号；

2)过程参数：风轮转速、发电机转速、发电机线圈温度、发电机前后轴承温度、齿轮箱油

温度、齿轮箱前后轴承温度、液压系统油温、油压、油位、电缆扭转、机舱温度，过程参数反映

机械系统故障；

3)振动数据：主轴、齿轮箱、发电机及联轴器、塔筒、机舱、支架处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数据，振动数据直接反映传动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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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电设备故障预警与维护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

障预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截至2014年9月，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9858.8万千瓦，发电量连续两年超过同

期核电。作为世界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场运营仍以故障后报警、事后维修为主，

从风场长期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来看，故障预警不应是设备的‘故障判决书’，必须对风电

机组进行全方位状态监测，以实现早期预警和故障诊断，这样才能有效减少设备损坏造成

的经济损失和停机时间。

[0003] 目前，国内外开发的风电机组在线监测系统(德国Pruftechnik、瑞典SKF、美国

SUNNYLEE以及国内几家公司)均为“服务器-客户端”模式。每个风场将所有风机的监控状态

数据传送至中央控制室内，供运行人员监测，数据存储统一由对外服务器完成，故障数据是

由对外服务器向远程服务器传送过去。传统的数据存储和故障预警模式存在如下弊端：

[0004] 1)大数据存储受限，无法实现早期故障诊断

[0005] 传统的数据存储和读取模式由单一服务器完成，不具有大数据存储能力，即使风

场安装了振动测点，也无法实现振动数据的长期存储及整个风场各机组振动数据的综合分

析与比较，更无法实现早期故障诊断，只能对已发故障做出判断。

[0006] 2)计算能力不足

[0007] 无论是机组状态趋势分析、还是故障特征提取与诊断都涉及大规模数据处理，传

统模式的单机计算无法满足实时需要，并且当多台风机同时发出故障诊断请求时，风场对

外服务器存和远程中心服务器都存在通讯和负荷过重问题。

[0008] 3)系统负荷不平衡

[0009] 故障诊断系统的计算机资源存在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服务器存储和计算负荷紧

张，而其他计算机资源相对空闲，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计算机和网络的优势。

[0010] 云计算首先由Google引入，用来解决大规模数据计算和存储，将云平台用于机械

故障诊断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但从应用方面来看，风电行业已经开始借助云平台进行生

产管理和设备维护。2013年印度Bharat电力公司与IBM合作，通过采用IBM的SoftLayer云平

台对旗下的200MW风电企业进行设备、人力管理和电力生产分析。同年，北京华电天仁与北

京天云趋势合作建设CloudStack云平台系统，旨在更好地管理和运行现有系统中的微网系

统、光伏监控系统、风电功率预测系统等。

[0011] 云平台在风场中的应用已拉开帷幕，将众多风场的运维任务，转移到专业的云平

台故障预警中，是非常具有市场和研究价值的。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以解决上述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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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3] 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包括状态监测数据存储与利用、工况

辨识及预警阈值选取、基于Map-Reduce(一种编程模型)的预警方法实现和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的在线故障预警以及基于工况辨识的同类风机异常监测，主要过程

为：

[0014] 1)针对状态监测数据，进行有效性判断和压缩处理，实现有效数据在云平台中安

全、分布式存储；

[0015] 2)辨识风机运行工况，以选择合适的预警阈值；

[0016] 3)调用云平台中基于Map-Reduce的早期故障预警方法，计算设备健康状态指标；

[0017] 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

[0018] 5)触发远程监控协助，通过专家分析对在线故障预警的故障原因做出判断，并反

馈给风场中央集控室；

[0019] 6)现场运维人员综合预警结果进行风机主动维护。

[002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状态监测数据存储与利用包括电气参数、过程参

数、振动参数以及气象参数的分布式存储与分析利用。

[002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电气参数、过程参数、振动参数分别为：

[0022] 1)电气参数：电网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电网频率、功率因数，电气参数不仅能够反

映发电机的异常状态还能作为传动系统和叶片的故障信号；

[0023] 2)过程参数：风轮转速、发电机转速、发电机线圈温度、发电机前后轴承温度、齿轮

箱油温度、齿轮箱前后轴承温度、液压系统油温、油压、油位、电缆扭转、机舱温度，过程参数

反映机械系统故障；

[0024] 3)振动数据：风机传动系统(主轴、齿轮箱、发电机及联轴器)、塔筒、机舱、支架处

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数据，振动数据直接反映传动系统故障。

[0025]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工况辨识采用FCM(一种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

进行，通过风速、转速、有功功率参数，划分并辨识出风机运行工况。

[0026]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预警阈值选取在工况辨识基础上，采样多元统

计法和趋势分析选择出与每种工况相适应的预警阈值。

[002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基于Map-Reduce的故障预警方法包括：

[0028] 1)时域指标计算方法：峭度、散度、烈度、均值、方差；

[0029] 2)频域计算方法：频谱、倒谱、包络谱以及细化谱，适用于转速恒定工况；

[0030] 3)时频计算方法：小波(包)变换、短时傅里叶变换，希尔伯特黄变换以及本发明提

出的自适应高频谐波局部均值分解，时频计算方法适用于变速工况；

[0031] 4)多元统计方法：回归分析、聚类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等，使用于消除转速负荷变

化影响、工况辨识以及健康状态指标筛选等。

[003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包括输入层、隐含层、输

出层。

[003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是在对二组以上设备健

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后，进行的BP神经网络在线训练和故障预警输出；所述BP神经网络的

输入层包含降维后的健康指标以及风电机组当前的运行工况数据；隐含层由9个神经元构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5787584 B

4



成；输出层为故障预警准确度，隐含层的神经元采用Sigmoid型激励函数，输出层的神经元

采用Purelin激励函数。

[003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相同类型集群间的异常风机监测：平均风速、风机转

速、发电机功率相近的同类型机组划分为同类风机群；通过该群体电气、振动以及温度等过

程参数多元统计分析，能够及时发现运行异常机组。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6] 1)数据存储由“测点-服务器”模式变为“测点-云平台”模式，以实现大规模数据分

布式存储和远程快速读取；

[0037] 2)单机计算模式变为云平台并行计算，利用风电机组全方位状态监测数据可进行

趋势分析、寿命预估及数据挖掘，实现风机自动早期故障预警；

[0038] 3)远程监控中心不必再接收大量监测数据，而是通过向云平台提交监控方案，实

现风电机群的早期故障预警。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的示意图。

[0040] 图2为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的硬件结构示意图。

[0041] 图3为自适应高频谐波LMD原理示意图。

[0042] 图4为基于Map-Reduce的算法设计和数据处理原理示意图。

[0043] 图5为基于BP神经网络的故障预警。

[0044] 图6为振动测点布置略示意图。

[0045] 图中：1-发电机、2-齿轮箱、3-主轴承；A-轴向布置测点、H-水平方向布置测点、R-

轴向布置测点、V-垂直方向布置测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47] 请参阅图1-6，一种基于云平台的风电机群故障预警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48] 步骤1：在风电机组传动系统中安装振动测点，通过数据采集装置保证与SCADA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数据同一时间

坐标下采集，由于SCADA数据采样频率很低，可将1秒钟振动数据和SCADA数据绑定，再存入

分布式数据中心，保证某段时间振动数据有相应的风机转速和功率，风机振动测点布置图

见附图6，其中：

[0049] 1)测点位置一般位于主轴轴承、齿轮箱各级齿轮和发电机两侧，根据需要，还可以

采集塔筒和机舱的振动信号；

[0050] 2)振动数据采集为同步采集，一般采用加速度传感器，其采样频率由采样点处的

分析频率确定；

[0051] 步骤2：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根据不同的测点进行高低限预处理，如果测

点采集的参数超过或者低于设定值，则认为该组数据无效，对有效数据段进行压缩处理再

存入分布式数据中心；

[0052] 步骤3：根据风机运行特性，首先确定机组运行工况数量，根据FCM算法计算出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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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类中心，当采集到一组当前工况数据段时，根据运行数据辨识出风电机组所处工况，以

自动选取合适的状态指标预警阈值；

[0053] 步骤4：调用云平台中基于Map-Reduce的早期故障预警方法，计算设备健康状态指

标，其中，时域指标计算方法包括：峭度、散度、烈度、均值、方差等；

[0054] 频域计算方法包括：频谱、倒谱、包络谱以及细化谱等；时频计算方法包括：小波

(包)变换、短时傅里叶变换，希尔伯特黄变换、局部均值分解等；多元统计方法包括：回归分

析、聚类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等。这些方法可根据机组不同运行状态进行选取，其中频域指

标可用于转速恒定工况，时频指标可用于变转速工况，时间域指标配合其他指标一起使用；

多元统计法可用于工况辨识、变工况下机组健康指标的回归分析以及健康指标降维处理。

[0055] 步骤5：预警中心将预警健康指标与预警阈值进行比较，同时利用预警中心的在线

训练神经网络，输出当前工况下的故障预警可信度，并将以上的预警阈值比较结果和故障

可信度传送至中央监控室和远程监控中心，实现故障自动预警；

[0056] 步骤6：故障预警会触发远程监控协助，远程分析专家对自动故障预警的可信度及

故障原因做出判断，并反馈给风场中央集控室，必要时可修改风机故障预警方案，包括预警

指标及计算方法、预警阈值限制等；

[0057] 步骤7：现场运维人员综合预警建议进行风机主动维护，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故障

预警中心和远程监控中心。

[0058] 步骤8：预警故障中心根据现场人员对故障预警的确认修正各健康指标预警阈值，

并将每次选用预警指标、机组工况和预警的准确度进行在线神经网络训练，训练的神经网

络供步骤5使用。

[0059]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006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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