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系統工程技術專輯

出現而未發生損害之前，提早發現故障原因，在保

關鍵詞

養或維修期間更換零組件，即能降低不必要的損
失，也能提高機器設備的可靠性。本文針對機械設

．預兆診斷

Prognostic

．訊號處理與特徵擷取
Signal Processing & Feature Extraction
．失效模式分析技術
Failure mode analysis technology
．設備性能預測 Performance Prediction

備零組件進行失效模式分析技術之探討，包括訊號
處理與特徵擷取、設備性能評估、設備性能預測及
設備健康診斷等失效模式分析技術，配合數據量測
及訊號分析處理，正確迅速地挑選出最適合該機械
設備之健康診斷演算法組合，以達到設備效能之狀
態預警技術。透過此預警狀態資訊，不論應用於任
何機械設備皆可提昇整體系統效能最佳化。
In

摘要

the

initial

stages,

experts

and

on-site

maintenance staff obtained the signals by using the
instrument to diagnosis the machine health and experts

早期的機器故障診斷方式是由專家或現場維修

determine whether the normal machine or not.

人員透過量測儀器，從機器設備中提取信號，結合

Different

專家判斷是否正常或故障成因，因此過於耗費人力

furthermore,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training the

與時間，且判斷結果也因專家看法不同而異，非經

diagnosis staff. In recent years, engineers develop

長期培訓，難以為繼，導致成為維修工作上最困難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的一環。近幾年運用監測與診斷技術，在故障徵兆

reasons of malfunctions, before the faults in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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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may

have

different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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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anging components during maintenance period,

取技術也逐漸受重視，使診斷過程更符合經濟效

being able to reduce the unnecessary loss and raise the

益。目前在製造企業，無論是維修還是定期維護，

reliability of machinery equi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其目的都是爲了提高生産效率，而故障診斷技術縮

on

key

短了故障停機的時間，提高了設備的使用率，因此，

components in the machinery, including signal

未來的監測維護/診斷技術將朝向即時預兆故障或達

processing

performance

到近乎零故障的發生。本文提出幾種預兆診斷技術

evaluation, performance prediction, and performance

作為設備維護之方法，以提供機械設備維護廠新的

health prognostication. Combining data measuring and

預兆診斷技術。

failure

mode
and

analysis

feature

technology

extraction,

of

signals processing, the suitable algorithm combinations
were selected correctly for mechanical equipment
health diagnosis. Based on the above technology, any

預兆診斷技術及應用

machinery facilities can enhance overall system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本文將介紹預兆式診斷技術，以提供相關機械
設備產業一種新診斷思維。預兆診斷顧名思義就是
在機械設備未達故障損壞前，透過訊號分析等技

前言

術，擷取微弱訊號特徵作為判斷之依據。大致上機
械設備失效模式分析技術，主要技術為訊號處理與

早期的故障診斷方法是藉由各領域專家透過獲

特徵擷取(Signal Processing & Feature Extraction)、設

取設備運轉之狀態資訊，憑藉自身經驗作出直接判

備性能評估(Performance Assessment)、設備性能預測

斷，這種方法非常簡易使用，在一些簡單設備診斷

(Performance Prediction)以及設備健康診斷(Health

中顯得經濟實惠，但由於每位專家所具備的知識及

Diagnosis)等四項失效模式分析技術。藉由挑選與組

判斷準則不同，故需要建立故障診斷之機制，作為

合 各 部 功 能 元 件 ， 達 到 功 能 失 效 評 估 (machine

故障辨識之基準。隨著科技發展，從感測、訊號分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assessment system)、預測性

析、人工智慧演算法及電腦發展等技術成熟下，使

維 護 與 控 制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control

故障診斷技術有了進展及突破。以知識庫及推論機

system) 、 零 件 錯 誤 診 斷 與 推 理 (component fault

制為基礎的專家系統被提出，對於較複雜性、專業

diagnostics and reasoning system)等目標。

知識需求、執行可信度及診斷效能上，足以代替診
斷專家經驗，彌補在數據處理上的低效率及困難，
此外，專家系統能夠提供智慧化的決策與輔助、解
決問題、並對求解的過程做某種程度的解釋，也就
成為現今被受矚目的人工智慧診斷技術。
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不論在機械設備或製造
產品上也越來越朝向精緻化、複雜化、多變化等程
度，因此，在機械設備未達到損壞前，預兆診斷技
術就顯得相當重要，然而對於故障信號特徵進行淬

㆒、主成分分析方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由於現代多元統計方法研究多變量問題時，變
量太多會增大計算量和增加問題的複雜性，人們自
然希望在進行定量分析的過程中涉及的變量應盡可
能的少，而信息量盡可能的多，主成分分析方法是
解決這類問題的理想工具。
主成分分析方法主要概念在於如何將原始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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