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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

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从同一机型风机历史

数据中获取健康时段数据，统计生成不同时空维

度的指标参数的健康值范围，并给定各参数与健

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建立健康模

型；将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同一参数的变化

情况视为一个空间域，提取带有风机故障的时空

中指标参数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建立故障模型；

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分别与健康模型和故障

模型比对，评估与预测当前的风机状态，适时输

出告警。本发明能够准确、可靠、有效地对风机健

康状态实时监测和评估，并对风机故障进行预

测，使得风场工作人员能够提前做出维护工作计

划，减小由于风机故障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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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从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获取健康时段数据，统计生成不同时空维度的指标参数的

健康值范围，并给定各参数与健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建立健康模型；

将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同一参数的变化情况视为一个空间域，提取带有风机故障

的时空中指标参数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建立故障模型；

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与所述健康模型比对，若当前参数超出其健康值范围，根据偏

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计算并输出风机当前的健康状态值；

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从当前时刻向前回溯不同时段内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

比对，获得各时段参数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的重合度，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

时输出告警，所述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还根据该重合度匹配的故障模型预测可

能发生的后续事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同一机型风

机历史数据先经过清洗、去脏、修复的预处理过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各参数的健

康值范围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所述数据挖掘技术为分类算法、回归算法、神经网络、聚

类或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算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各参数与健

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通过结合规则库与业务知识给定初始值，并通过自学习

和/或人工修改方式提高准确度。

5.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健康模型建立模块，用于从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获取健康时段数据，统计生成不

同时空维度的各参数的健康值范围，并给定各参数与健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

值，建立健康模型；

故障模型建立模块，用于将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同一参数的变化情况视为一个空

间域，提取带有风机故障的时空中各参数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建立故障模型；

健康模型比对模块，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与所述健康模型比对，当所述参数超出其

健康值范围时，根据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计算并输出风机当前的健康状态值；

故障模型比对模块，用于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从当前时刻向前回溯不同时段内的变

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比对，获得各时段参数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的重合度，当最

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输出告警；

还包括预测模块，用于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根据该重合度匹配的故障模型

预测可能发生的后续事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数据预处

理模块，用于对所述风机历史数据进行清洗、去脏、修复的预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各参数的健

康值范围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所述数据挖掘技术为分类算法、回归算法、神经网络、聚

类或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算法。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各参数与健

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通过结合规则库与业务知识给定初始值，并通过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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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人工修改方式提高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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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电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每年风机故障损失的发电量和故障导致的维护费用都给风电场带来巨大的经济

损失。从减少故障维护时间和维护成本上讲，风机健康情况的评估和故障预测机制是非常

必要的。因此，一个能够对风机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并且能够对风机故障进行预测的方法

及系统是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准确、可靠、有效的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能够对风

机健康状态实时监测和评估，并对风机故障进行预测，从而使得风场工作人员能够提前做

出维护工作计划，减小风场由于风机故障导致停机带来的经济损失。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包括：从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获取健康时段

数据，统计生成不同时空维度的指标参数的健康值范围，并给定各参数与健康值范围的偏

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建立健康模型；将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同一参数的变化情况视

为一个空间域，提取带有风机故障的时空中指标参数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建立故障模型；将

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与所述健康模型比对，若当前参数超出其健康值范围，根据偏离程度

所对应的权值计算并输出风机当前的健康状态值；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从当前时刻向前

回溯不同时段内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比对，获得各时段参数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

模型的重合度，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输出告警。

[0006] 作为进一步地改进，所述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还根据该重合度匹配的

故障模型预测可能发生的后续事件。

[0007] 所述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先经过清洗、去脏、修复的预处理过程。

[0008] 所述各参数的健康值范围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所述数据挖掘技术为分类算

法、回归算法、神经网络、聚类或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算法。

[0009] 所述各参数与健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通过结合规则库与业务知识

给定初始值，并通过自学习和/或人工修改方式提高准确度。

[0010] 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系统，包括：健康模型建立模块，用于从同一机型风机历

史数据中获取健康时段数据，统计生成不同时空维度的各参数的健康值范围，并给定各参

数与健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建立健康模型；故障模型建立模块，用于将同一

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同一参数的变化情况视为一个空间域，提取带有风机故障的时空中各

参数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建立故障模型；健康模型比对模块，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与所述

健康模型比对，当所述参数超出其健康值范围时，根据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计算并输出

风机当前的健康状态值；故障模型比对模块，用于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从当前时刻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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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不同时段内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比对，获得各时段参数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

模型的重合度，当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输出告警。

[0011] 作为进一步地改进，还包括预测模块，用于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根据该

重合度匹配的故障模型预测可能发生的后续事件。

[0012] 还包括数据预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风机历史数据进行清洗、去脏、修复的预处

理。

[0013] 所述各参数的健康值范围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所述数据挖掘技术为分类算

法、回归算法、神经网络、聚类或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算法。

[0014] 所述各参数与健康值范围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通过结合规则库与业务知识

给定初始值，并通过自学习和/或人工修改方式提高准确度。

[0015]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及系统，分别从风机健康状态实时检

测、故障预测两个方面对风机运行状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准确、可靠、有效，利于风场工作

人员提前做出维护工作计划，从而减少了由于风机发生故障后停机导致的人力费用、风机

维修费用、风机故障损失电量等经济损失。

附图说明

[0017] 上述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以下

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8] 图1是健康指标参数的修改配置界面。

[0019] 图2是三维健康指标参数图。

[0020] 图3是某指标参数偏离健康值的示例。

[0021] 图4是三维实时检测模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及系统，通过以平行空间理论作为理

论支撑点，并从健康和故障两个方面来进行建模，以大数据技术作为建模的技术手段，来创

建基于平行空间的风机健康模型和故障模型，通过实时监测数据与健康模型和故障模型的

比对，对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以此来提高风机运行效率，减少风机维护带来的损失。

[0023] 本发明的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包括：从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获取健康

时段数据，统计生成不同时空维度的指标参数的健康值范围，并给定各参数与健康值范围

的偏离程度所对应的权值，建立健康模型；将同一机型风机历史数据中同一参数的变化情

况视为一个空间域，提取带有风机故障的时空中指标参数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建立故障模

型；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与所述健康模型比对，若当前参数超出其健康值范围，根据偏离

程度所对应的权值计算并输出风机当前的健康状态值；将实时监测的风机参数从当前时刻

向前回溯不同时段内的变化情况与所述故障模型比对，获得各时段参数的变化情况与所述

故障模型的重合度，当最大重合度超过预设阀值时输出告警。进一步地，当最大重合度超过

预设阀值时，还根据该重合度匹配的故障模型预测可能发生的后续事件。

[0024] 其中，所述健康模型和故障模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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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健康模型：数据平台采集风机参数的历史数据，通过对相同型号风机历史数据的

清洗、去脏、修复等工作，同时去除风机故障征兆期、停机、报警等时间段的数据，留下健康

时间段的数据。以平行空间理论作为出发点，将健康模型的各个参数条件作为影响时空走

向的各个因素，可以是各个风机参数(如风速、环境温度、空气密度、液压压力、发电时间等)

的值，或者某几个参数经过某些运算得出的新的值，也可以是参数在某个时间段内的频率

或是值的变化次数，例如将风向、偏航角度、风速这三个参数经过主成份分析方法得出一个

新的参数，该参数就是这三个参数经过逻辑运算得出的新值。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规则库

等知识相结合，例如分类算法、回归算法、神经网络、聚类、基于时间序列的一些预测算法

等，采用R语言和mat  l  ab进行建模，计算出各个时空中各参数(如图2所示的三维健康指标

参数)的健康值范围，并结合规则库以及业务知识给出具体空间内各个指标初始不同幅度

的越限权值，根据不同的权值来决定每个指标具体值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指标初始权值大

小是业务人员根据业务知识和规则库设定的。模型实时运行时会根据风机各个维度的健康

值的范围以及权值计算出可风机实时状态的健康状态值。其中，健康值范围以及权值可以

进行自学习以及用户手动修改等方式进行准确度的提高，如图1所示的健康值配置窗口可

以通过用户手动编辑修改。

[0026] 故障模型：数据平台采集风机参数的历史数据，通过对相同型号风机历史数据的

清洗、去脏、修复等工作，将同一机型相同参数的值变化情况视为一个空间域，并提取带有

故障的一个时空多个相关参数变化趋势、范围作为故障模型。通过实时检测风机各参数的

当前时刻向前不同时段(假设当前时刻为T时刻，向前依次有t1、t2、t3、t4时刻，则此处所述

的不同时段为T-t1、T-t2、T-t3、T-t4时段)的变化情况与故障预警模型的重合度判断风机

是否处于某故障的时空，并给出与各个故障模型(多个故障模型位于不同的故障时空中)重

合度的值，根据风机所处时空分段后续事件对风机的运行状态及故障进行预测。

[0027] 上述过程中，对健康时段和非健康时段、风机影响时空维度的指标参数的选择，生

成各维度指标参数的范围和模型比对等是本发明的重要步骤，而数据筛选、参数范围的自

学习、报警方式等为可选部分。

[0028] 作为具体的实施例，本发明的风机状态评估与预测方法可概括为下述过程：

[0029] 健康模型：自定义风机健康状态(例如，用户可自己定义哪些为非健康时间段是需

要去除的)→选择风机影响时空维度的指标参数→生成所选择的风机各个维度指标的健康

值范围→实时监控风机健康状态，查看风机当前时空维度内各指标是否处于健康值范围

(如图4是实时监测风机三维数据，图3是某指标参数偏离健康值的示例)→不满足健康指标

进行提示并存库。

[0030] 故障模型：选择风机故障时空→生成风机故障模型→进行故障模型匹配→对匹配

度达到设定值的风机进行预警。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创造性的结合平行空间理论，风机故障的趋势性、相关性、重复

性思想，对风机进行健康情况的评估和故障的预测。通过采用分别从风机健康状态实时检

测、故障预测两个方面对风机运行状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准确，可靠，从而减少了由于风

机发生故障后停机导致的人力费用、风机维修费用、风机故障损失电量等经济损失。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本

领域技术人员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简单修改、等同变化或修饰，均落在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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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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