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695045.8

(22)申请日 2019.07.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5313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2.03

(73)专利权人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11106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

道19号

    专利权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网黑龙江电力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蒋超　曹宏宇　凌璐　刘春芳　

汪亮　张翔宇　叶剑斌　李捷　

徐石明　陈新贺　朱东升　张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24

代理人 董建林

(51)Int.Cl.

G01R 35/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643673 U,2016.10.12

CN 105022019 A,2015.11.04

CN 104898084 A,2015.09.09

CN 106842101 A,2017.06.13

CN 109190957 A,2019.01.11

CN 109298374 A,2019.02.01

CN 108830437 A,2018.11.16

审查员 苗文

 

(54)发明名称

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方法及其系

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

障预警方法及其系统，步骤1：将所有在运智能电

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运行批次；步骤

2：对智能电能表检定检验数据、运行数据进行处

理；步骤3：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

检验失准率，作为批次故障预警研判触发条件，

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步骤4，若没有达

到，则返回步骤2；步骤4：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

果；步骤5：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

定条件，若满足条件，则进入步骤6；若不满足，则

返回步骤2；步骤6：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

障处置方案。优点：降低了检定人员工作量；避免

资源浪费，节约投资；在确保智能电能表计量准

确可靠的前提下，保证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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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所有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运行批次；

步骤2：按照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对智能电能表检定检验数据、运行数据进行抽取、统

计，计算运行批次设备数量、地理分布、检定时间、安装时间；

步骤3：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检验失准率，作为批次故障预警研判触发

条件，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步骤4，若没有达到，则返回步骤2；

步骤4：计算该运行批次各研判项，构建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计算该运行批次的浴盆曲

线及拐点区间，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果；

所述研判项包括该运行批次下所有设备明细的首检误差正态分布曲线、故障拆回数

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场检验合格数量、现场检验不合格数量、运

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品级评价结果分布；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模型的输入特征包括电能表运行时长、型号、制造单位、芯片厂家、

卡表跳闸方式、电压、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集异常

的电能表运行天数，输出特征包括每个计算周期批次预测故障率以及对应的批次预测故障

设备明细；

步骤5：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定条件，若满足条件，则进入步骤6；若不

满足，则返回步骤2；

步骤6：根据批次故障判定结果，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运行

批次为：

一个招标批次下，相同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台区编号、费

率类型的电能表批量；

其中，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为必选规则；台区编号、费率类

型为可选规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检定

检验数据包括设备数量、到货年份、检定时间、故障数量；所述运行数据包括安装时间、现场

检验数量、检验超差数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

历史故障率=批次历史故障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  ×  100%；

现场检验失准率  =现场检验不合格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  ×  1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批

次故障判定条件包括故障隐患、判定结论、判定依据，其中故障隐患包括外观故障、计量故

障、设备故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所述智能

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包括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

划；

其中，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包括运行批次号、条形码、设备码、通讯方式、芯片

厂家、电能表规格、台区编号、台区名称、供电单位；

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包括计划年月、接线方式、计划数量、完成数量、制定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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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制定单位、设备规格。

7.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运行批次划分模块、智能电能

表数据处理模块、第一判断模块、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第二判断模块以及批次故障预警

处置模块；

所述运行批次划分模块用于将所有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运行

批次；

所述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用于按照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对智能电能表检定检验

数据、运行数据进行抽取、统计，计算运行批次设备数量、地理分布、检定时间、安装时间；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用于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检验失准率，作为批次故

障预警研判触发条件，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若没有达

到，则返回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用于计算该运行批次各研判项，构建批次故障预警模型，

计算该运行批次的浴盆曲线及拐点区间，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果；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定条件，若满足条件，则

进入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若不满足，则返回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用于根据批次故障判定结果，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

障处置方案；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中的研判项包括该运行批次下所有设备明细的首检误差

正态分布曲线、故障拆回数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场检验合格数

量、现场检验不合格数量、运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品级评价结果

分布；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入特征包括电能表运行时长、型号、制造单位、芯片厂家、卡表跳

闸方式、电压、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集异常的电能

表运行天数；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出特征包括每个计算周期批次预测故障率以及对应的批

次预测故障设备明细，其中每个计算周期默认为月；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中的批次故障判定条件，包括故障隐患、判定结论、判定依据，其中

故障隐患包括外观故障、计量故障、设备故障；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中的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包括智能电能表

故障批次设备清单、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其中，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包括运

行批次号、条形码、设备码、通讯方式、芯片厂家、电能表规格、台区编号、台区名称、供电单

位；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包括计划年月、接线方式、计划数量、完成数量、制定人、制定

日期、制定单位、设备规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行批次划

分模块划分的运行批次为一个招标批次下，相同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

理单位、台区编号、费率类型的电能表批量；

所述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处理的检定检验数据包括设备数量、到货年份、检定时

间、故障数量；运行数据包括安装时间、现场检验数量、检验超差数量；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中的历史故障率=批次历史故障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  ×  100%；

现场检验失准率  =现场检验不合格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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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方法及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方法及其系统，属于智能量测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国家电网公司于2010年开始大规模集中招标智能电能表，包括2010年前安装的电

表在内，目前已有4.57亿只电能表挂网运行。关于电能表的安装使用，国网公司采取的是相

同到货批次在到货日期后半年内安装完毕，并在首次强制检定合格后挂网运行，在电能表

使用过程的第1/3/5/7/8年进行运行抽检，8年使用期满后到期轮换。

[0003] 随着我国计量和信息化技术的进步，电能表生产工艺和智能化水平有了很大提

升。目前国家电网已实现智能电能表全覆盖和全寿命周期信息化实时管控，若仍执行固定

检定周期制度，对大量计量性能依旧良好的智能电能表，开展拆回检定，需要投入巨大的检

定和安装调试成本，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与计量技术进步、智能电能表运行特

征及新时代绿色节能的发展要求不适应。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一种在运智能电能

表批次故障预警方法及其系统。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将所有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运行批次；

[0007] 步骤2：按照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对智能电能表检定检验数据、运行数据进行抽

取、统计，计算运行批次设备数量、地理分布、检定时间、安装时间；

[0008] 步骤3：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检验失准率，作为批次故障预警研判

触发条件，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步骤4，若没有达到，则返回步骤2；

[0009] 步骤4：计算该运行批次各研判项，构建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计算该运行批次的浴

盆曲线及拐点区间，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果；

[0010] 步骤5：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定条件，若满足条件，则进入步骤6；

若不满足，则返回步骤2；

[0011] 步骤6：根据批次故障判定结果，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

[0012] 进一步的，步骤1所述运行批次为：

[0013] 一个招标批次下，相同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台区编

号、费率类型的电能表批量。

[0014] 其中，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为必选规则；台区编号、费

率类型为可选规则。

[0015] 进一步的，步骤2所述检定检验数据包括设备数量、到货年份、检定时间、故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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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述运行数据包括安装时间、现场检验数量、检验超差数量。

[0016] 进一步的，步骤3中：

[0017] 历史故障率＝批次历史故障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100％；

[0018] 现场检验失准率＝现场检验不合格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100％。

[0019] 进一步的，步骤4中：

[0020] 所述研判项包括该运行批次下所有设备明细的首检误差正态分布曲线、故障拆回

数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场检验合格数量、现场检验不合格数量、

运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品级评价结果分布；

[0021]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模型的输入特征包括电能表运行时长、型号、制造单位、芯片厂

家、卡表跳闸方式、电压、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集异

常的电能表运行天数，输出特征包括每个计算周期批次预测故障率以及对应的批量预测故

障设备明细。

[0022] 进一步的，步骤5中所述批次故障判定条件包括故障隐患、判定结论、判定依据，其

中故障隐患包括外观故障、计量故障、设备故障。

[0023] 进一步的，步骤6所述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包括智能电能表故障批

次设备清单、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

[0024] 其中，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包括运行批次号、条形码、设备码、通讯方式、

芯片厂家、电能表规格、台区编号、台区名称、供电单位；

[0025] 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包括计划年月、接线方式、计划数量、完成数量、制定人、

制定日期、制定单位、设备规格。

[0026] 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运行批次划分模块、智能电

能表数据处理模块、第一判断模块、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第二判断模块以及批次故障预

警处置模块；

[0027] 所述运行批次划分模块用于将所有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

运行批次；

[0028] 所述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用于按照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对智能电能表检定

检验数据、运行数据进行抽取、统计，计算运行批次设备数量、地理分布、检定时间、安装时

间；

[0029]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用于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检验失准率，作为批

次故障预警研判触发条件，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若没有

达到，则返回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

[0030]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用于计算该运行批次各研判项，构建批次故障预警模

型，计算该运行批次的浴盆曲线及拐点区间，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果；

[0031]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定条件，若满足条

件，则进入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若不满足，则返回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

[0032]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用于根据批次故障判定结果，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

次故障处置方案。

[0033] 进一步的，所述运行批次划分模块划分的运行批次为一个招标批次下，相同供应

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台区编号、费率类型的电能表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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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处理的检定检验数据包括设备数量、到货年份、检

定时间、故障数量；运行数据包括安装时间、现场检验数量、检验超差数量；

[0035]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中的历史故障率＝批次历史故障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

100％；现场检验失准率＝现场检验不合格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100％。

[0036] 进一步的，所述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中的研判项包括该运行批次下所有设备明

细的首检误差正态分布曲线、故障拆回数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

场检验合格数量、现场检验不合格数量、运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

品级评价结果分布；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入特征包括电能表运行时长、型号、制造单位、芯

片厂家、卡表跳闸方式、电压、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

集异常的电能表运行天数；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出特征包括每个计算周期批次预测故障率

以及对应的批量预测故障设备明细，其中每个计算周期默认为月；

[0037]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中的批次故障判定条件，包括故障隐患、判定结论、判定依据，

其中故障隐患包括外观故障、计量故障、设备故障；

[0038]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中的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包括智能电

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其中，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包

括运行批次号、条形码、设备码、通讯方式、芯片厂家、电能表规格、台区编号、台区名称、供

电单位；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包括计划年月、接线方式、计划数量、完成数量、制定人、

制定日期、制定单位、设备规格。

[0039]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0040] 1)通过在线故障预警代替传统抽样检定方式，降低了检定人员工作量；

[0041] 2)本发明通过批次故障预警系统得到批次故障预警结论，与原本的强制轮换方式

相比，避免了资源浪费，节约了投资；

[0042] 3)本发明的方法实现了智能电能表在线监测、精准研判、状态更换，在确保智能电

能表计量准确可靠的前提下，保证社会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附图说明

[0043] 图1是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流程；

[0044] 图2是批次故障预警功能物理架构示意图；

[0045] 图3是智能电能表误差正态分布曲线；

[0046] 图4是批次故障预警模型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8] 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49] 步骤1：将所有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运行批次；

[0050] 其中，运行批次是指一个招标批次下，相同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

份、管理单位、台区编号、费率类型的电能表批量，即为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

[0051] 供应商编号、规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为必选规则；台区编号、费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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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可选规则。

[0052] 步骤2：按照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对智能电能表检定检验数据、运行数据进行抽

取、统计，计算运行批次设备数量、地理分布、检定时间、安装时间等。

[0053] 其中检定检验数据包括设备数量、到货年份、检定时间、故障数量；所述运行数据

包括安装时间、现场检验数量、检验超差数量。

[0054] 步骤3：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检验失准率，作为批次故障预警研判

触发条件，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步骤4批次故障预警研判环节；若没有达到，则返

回步骤2，继续进行抽取、计算；

[0055] 其中，历史故障率＝批次历史故障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100％；历史故障率

阈值默认为8％，可修改。

[0056] 现场检验失准率＝现场检验不合格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100％；现场检验失

准率阈值默认为5％，可修改。

[0057] 步骤4：计算该运行批次各研判项，构建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计算该运行批次的浴

盆曲线及拐点区间，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果；

[0058] 其中，运行批次研判项包括该运行批次下所有设备明细的首检误差正态分布曲

线、故障拆回数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场检验合格数量、现场检验

不合格数量、运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品级评价结果分布。

[0059] 输入特征包括电能表运行时长、型号、制造单位、芯片厂家、卡表跳闸方式、电压、

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集异常的电能表运行天数。

[0060] 输出特征包括每个计算周期批次预测故障率以及对应的批量预测故障设备明细，

其中每个计算周期默认为月。

[0061] 步骤5：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定条件，若满足条件，则进入步骤6批

次故障预警处置环节；若不满足，则返回步骤2。

[0062] 其中，批次故障判定条件，包括故障隐患、判定结论、判定依据。故障隐患包括外观

故障、计量故障、设备故障。

[0063] 步骤6：根据批次故障判定结果，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

[0064] 其中，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包括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电

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

[0065] 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包括运行批次号、条形码、设备码、通讯方式、芯片

厂家、电能表规格、台区编号、台区名称、供电单位。

[0066] 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包括计划年月、接线方式、计划数量、完成数量、制定人、

制定日期、制定单位、设备规格。

[0067] 一种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预警系统，包括运行批次划分模块、智能电能表数据处

理模块、第一判断模块、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第二判断模块以及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

块；

[0068] 所述运行批次划分模块用于将所有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分成

运行批次；

[0069] 所述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用于按照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对智能电能表检定

检验数据、运行数据进行抽取、统计，计算运行批次设备数量、地理分布、检定时间、安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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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0070]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用于按照统计周期计算历史故障率、现场检验失准率，作为批

次故障预警研判触发条件，若达到或超过设定阈值，则进入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若没有

达到，则返回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

[0071]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用于计算该运行批次各研判项，构建批次故障预警模

型，计算该运行批次的浴盆曲线及拐点区间，输出批次故障判定结果；

[0072]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判断该运行批次是否满足批次故障判定条件，若满足条

件，则进入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若不满足，则返回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

[0073]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用于根据批次故障判定结果，生成智能电能表运行批

次故障处置方案。

[0074] 所述运行批次划分模块划分的运行批次为一个招标批次下，相同供应商编号、规

格、到货年份、安装年份、管理单位、台区编号、费率类型的电能表批量；

[0075] 所述智能电能表数据处理模块处理的检定检验数据包括设备数量、到货年份、检

定时间、故障数量；运行数据包括安装时间、现场检验数量、检验超差数量；

[0076]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中的历史故障率＝批次历史故障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

100％；现场检验失准率＝现场检验不合格表数量/批次设备总数量×100％。

[0077]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研判模块中的研判项包括该运行批次下所有设备明细的首检

误差正态分布曲线、故障拆回数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场检验合

格数量、现场检验不合格数量、运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品级评价

结果分布；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入特征包括电能表运行时长、型号、制造单位、芯片厂家、卡

表跳闸方式、电压、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集异常的

电能表运行天数；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出特征包括每个计算周期批次预测故障率以及对应

的批量预测故障设备明细，其中每个计算周期默认为月；

[0078]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中的批次故障判定条件，包括故障隐患、判定结论、判定依据，

其中故障隐患包括外观故障、计量故障、设备故障；

[0079] 所述批次故障预警处置模块中的智能电能表运行批次故障处置方案包括智能电

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其中，智能电能表故障批次设备清单包

括运行批次号、条形码、设备码、通讯方式、芯片厂家、电能表规格、台区编号、台区名称、供

电单位；电能表批次故障更换计划包括计划年月、接线方式、计划数量、完成数量、制定人、

制定日期、制定单位、设备规格。

[0080] 为了验证本发明方法的可用性与稳定性，以及可应用于在运智能电能表批量更换

工作之中，本实施例以下面数据为例说明。本发明所提出的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

系统部署于某省级计量中心，如图2所示。本发明选取某省份在运电能表进行分析，首先将

在运智能电能表按照批次划分规则划分为若干个批次，如表1所示：

[0081] 表1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10531303 B

8



[0082]

[0083] 然后以运行批次为维度对在运智能电能表进行计算分析，得到首检误差正态分布

曲线，如图3所示。按照批次故障预警模型输入特征值抽取电能表数据，包括电能表运行时

长、型号、制造单位、芯片厂家、卡表跳闸方式、电压、接线方式、过载倍数、计量异常事件、采

集异常事件、第一次采集异常的电能表运行天数。然后使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特征数据

进行降维处理：

[0084] 对每个特征，使用当前特征的值减去该维特征的平均值。对第i个样例的第j个特

征，计算公式为：

[0085]

[0086] 其中第i个特征的均值为：

[0087] 其中n为样本数量；

[0088] 协方差矩阵为：

[0089] 协方差矩阵大小为m*m，m为特征维度；

[0090] 其中协方差计算公式为：

[0091] cov(x1，x2)＝E[(x1‑E(x1))(x2‑E(x2))]＝E(x1x2)‑E(x1)E(x2)，用来衡量第1个样

例x1与第2个样例x2的总体误差，E表示期望值；

[0092] 计算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及对应的特征值:

[0093] ∑u＝λu，λ为特征值，u为特征向量。

[0094] 最后图4所示批次故障预警模型中训练，得到预测结果，作为批次故障研判的参

考，如表2所示。

[0095]

[0096] 本发明建立了一种在智能电能表批次故障预警流程，并设计了智能电能表从批次

故障预警方案。通过抽取智能电能表在线监测数据、拆回分拣检测数据，采用机器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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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评估在运智能电能表批次状态。实施例将模型预测结果与首检误差正态分布曲线、故

障拆回数量、分拣检测不合格数量、分拣检测合格数量、现场检验合格数量、现场检验不合

格数量、运行误差计算结果正态分布曲线、历史预警数量等历史发生数据结合做综合判断，

在模型预测准确可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批次故障预警的可靠性。

[009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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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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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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