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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

过程故障诊断方法：首先采集工业过程中重要变

量的数据，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利用标准化的

数据进行变量选择的模型构建，并依据吉布斯采

样方法求解回归模型，获取变量对应的回归系

数，利用蒙特卡罗法计算出每个变量发生故障的

概率，最终通过比较，找出那些概率超过95％的

变量。该方法与传统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相

比，其明显提高了故障诊断结果的可靠性，降低

了故障误诊的机率，有利于实现复杂工业过程的

在线监控，为工业过程恢复提供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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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从工业过程中采集要关注的重要变量的数据；

步骤2：对步骤1中采集的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各变量的均值为0、方差为1；

步骤3：用步骤2标准化后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X是输入矩阵，包含所采集变量的正常值和故障值；y为输出矩阵， 0N表示N

行1列的全0向量，1M表示M行1列的全1向量，N是正常样本个数，M是故障样本个数；λ是调整

参数，取经验值；β是回归系数向量，β＝[β1  ... βJ]T，J是采集的变量的个数，||β||1表示β

的1-范数；上标T表示矩阵的转置；

步骤4：用吉布斯采样法求解式(1)，计算出回归系数β的概率密度函数p(β)；

步骤5：通过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出β的95％控制限ε；

步骤6：用蒙特卡罗法，计算δj＝P(βj>ε)，如果δj>95％，则第j个变量是故障变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β的先验分布采用拉普拉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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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过程监控与诊断技术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的

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工业过程的设备越来越先进，生产过程越来

越复杂。虽然，计算机的发展和自动化技术在现代化工业过程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

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为企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是，由于工业过程高度复杂、关联性强、易受干扰等特点，使得工业过程变得难以管理。如

果工业过程的设备发生了一些很小的故障而不能及时的排除，那么将导致系统甚至整个生

产过程都不能正常的工作，造成一定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危害。所

以，如何确保工业过程安全并且可靠的运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故障诊断技术能及时

发现过程中的一些故障，使工业过程能够安全有效地运行。该技术首先从系统中得到一些

有用的信息，然后联合一些系统的先验知识，进行故障诊断。如果没有诊断出故障，则说明

系统是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如果诊断出已经发生了故障，便确定发生的是哪种类型的故

障、发生故障的具体位置、发生故障的程度和发生故障的原因。因此，用故障诊断技术来替

代人工的主观判断，会增加设备运行的安全性，保证产品的质量并降低成本，最重要的是可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严重的过程事故。故障诊断已经成为当今科研人员一个迫切而且必要的

研究课题，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0003] 现有的故障诊断方法分成三类：基于解析模型的方法、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和基

于知识的方法。因现代流程工业广泛地采用了集散控制系统，由此而产生和存储了大量数

据。所以，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在工业过程的故障诊断中更为适用。现有基于数据驱动的故

障诊断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Van  den  Kerkhof  P,Vanlaer  J ,Gins  G ,&Van  Impe  J 

F .Analysis  of  smearing-out  in  contribution  plot  based  fault  isolation  for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2013,104:285-293.]、

基于重构的故障诊断方法[Du n i a  R ,J o e  Q i n  S .S u bs pa c e  a p p r o a c h  t o 

multidimensional  fault  ident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AIChE  Journal,1998,

44(8):1813-1831 .]以及分支定界故障诊断法[Kariwala  V,Odiowei  P  E ,Cao  Y ,&Chen 

T.A  branch  and  bound  method  for  isolation  of  faulty  variables  through  missing 

variable  analysis.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2010,20(10):1198-1206.]等。但是，

现有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存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工业过程知识，故障诊断结果的可信度不

高和容易得出错误诊断结果的缺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判别分析的工业过程故障诊

断尤其是基于贝叶斯Lasso的故障诊断研究还鲜有报道。2015年，Kuang  T  H,Yan  Z,Yao  Y.

[Kuang  T  H,Yan  Z,Yao  Y.Multivariate  fault  isolation  via  variable  selection  in 

discriminant  analysis.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2015,35:30-40.]将变量选择应

用于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提出一种基于变量选择的判别分析法，有效地解决了以往方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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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过程知识的不足。但是这种做法过于武断，容易造成信息的损失，影响诊断结果的可信

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贝

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为复杂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提供关键技术支撑，该方

法不仅可以得到准确的诊断结果，而且可以给出各变量发生故障的概率。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该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07] 步骤1：从工业过程中采集要关注的重要变量的数据；

[0008] 步骤2：对步骤1中采集的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各变量的均值为0、方差

为1；

[0009] 步骤3：用步骤2标准化后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0010]

[0011] 其中，X是输入矩阵，包含所采集变量的正常值和故障值；y为输出矩阵， 0N

表示N行1列的全0向量，1M表示M行1列的全1向量，N是正常样本个数，M是故障样本个数；λ是

调整参数，取经验值；β是回归系数向量，β＝[β1  ... βJ]T，J是采集的变量的个数，||β||1表

示β的1-范数；上标T表示矩阵的转置；

[0012] 步骤4：用吉布斯采样法求解式(1)，计算出回归系数β的概率密度函数p(β)；

[0013] 步骤5：通过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出β的95％控制限ε；

[0014] 步骤6：用蒙特卡罗法，计算δj＝P(βj>ε)，如果δj>95％，则第j个变量是故障变量。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β的先验分布采用拉普拉斯分布。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发明的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相比传统的工业过程故障

诊断方法，其明显减少了对工业过程知识的依赖，易于实现复杂工业过程的在线监控。

[0018] 2、本发明的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相比传统的变量选择诊断

方法，采用更为有效的贝叶斯理论，可以考虑不同变量对故障发生的影响，得出各变量发生

故障的概率，因此本发明方法得出诊断结果的准确度更高，能够为复杂的工业过程恢复提

供更多的有效依据。

附图说明

[0019] 通过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进行描述，可以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目

的、特征及优点，其中：

[0020] 图1为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功能模块组成示意图；

[0021] 图2为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2] 图3为实施例TE过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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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参照本发明的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详细的描述。本发明也可以以许多不同形式

实施，因此不应认为它局限于说明书所列的实施例，相反，提供这种实施例是为了说明本发

明的实施和完全，以及能向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

[0024]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主要包括以下5个功能模

块：①工业过程中温度、压力、流量等重要变量数据的采集模块；②故障诊断与变量选择转

化的故障诊断模型构建模块；③计算回归系数β概率密度函数的模型求解模块；④β的控制

限ε求解模块；⑤故障诊断结果分析与输出模块，具体请参见附图1。该方法具体流程图请参

见图2。

[0025] 本发明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26] 步骤1：从工业过程中采集要关注的重要变量的数据；

[0027] 步骤2：对步骤1中采集的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各变量的均值为0、方差

为1；

[0028] 步骤3：用步骤2标准化后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0029]

[0030] 其中，X是输入矩阵，包含所采集变量的正常值和故障值；y为输出矩阵， 0N

表示N行1列的全0向量，1M表示M行1列的全1向量，N是正常样本个数，M是故障样本个数；λ是

调整参数，取经验值；β是回归系数向量，β＝[β1  ... βJ]T，J是采集的变量的个数，||β||1表

示β的1-范数；上标T表示矩阵的转置；

[0031] 步骤4：用吉布斯采样法求解式(1)，计算出回归系数β的概率密度函数p(β)；

[0032] 其中，步骤4的中β的先验分布采用拉普拉斯分布；

[0033] 步骤5：通过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出β的95％控制限ε；

[0034] 步骤6：用蒙特卡罗法，计算δj＝P(βj>ε)，如果δj>95％，则第j个变量是故障变量。

[0035] 针对田纳西-伊斯曼化学过程(TEP)的实施例：

[0036] 田纳西-伊斯曼过程(TEP)常用来评价过程控制中的故障检测和诊断方法的有效

性，共有五个主要单元:反应器、冷凝器、压缩机、分离器和汽提塔，包括八种成分：A、B、C、D、

E、F、G和H，反应气体A、C、D和E进入反应器，经过反应生成液态产物G和H，同时生成副产物F；

TE过程总共有21个预定义故障，可以分为16个已知故障和5个未知故障及52个变量，具体如

图3所示。此次实施例利用TEP的故障4进行验证，进一步证明本发明的有效性和有益效果，

从而为其它复杂工业过程的故障诊断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037] 针对按照图1所示的流程示意图实施本发明方法，得到如下结果：故障4中的故障

变量是反应器冷却水流量x51，其发生故障的概率是100％，通过故障诊断结果分析与输出模

型模块验证分析后，发现其变化轨迹符合故障表现，因此得出结论，故障4是反应器冷却水

流量x51发生故障造成的。这与目前国内外技术资料报道的最好结果一致，并且本发明方法

相比传统故障诊断方法，其明显减少了对过程知识的依赖，设计更为简单，易于实现复杂工

业过程中的在线监控。

[0038] 如上所述，本发明也可以应用其它不同的复杂工业过程故障诊断中，而为其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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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工业过程故障诊断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因此不应认为它局限于说明书列出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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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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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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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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