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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成分相关分析的自适应故障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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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业过程数据具有动态、非高斯等特性. 独立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既可以分析数据
的非高斯形式, 又可以极大地去除多变量间的耦合且满足独立性要求. 本文引入粒子群算法优化ICA模型参数, 自适应
地确定独立成分个数. 同时, 提出一种基于隐马尔科夫链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的自适应检测限设计方法,
将时间相关数据块的特征信息变化作为过程故障的检测依据. 首先利用由时间窗方法确定的独立成分组成监测矩阵来
训练HMM模型, 旨在提高独立成分间相关性水平的表示能力; 然后将得到的HMM模型对监测矩阵进行相关性评估, 并
在一定容许裕度的基础上设计评估值的自适应因子及检测限, 并据此监测特征信息变化, 动态地进行在线故障检测. 最
后, Tennessee Eastman (TE)仿真平台的实验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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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process data has dynamic, non-Gauss characteristics. The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not only can analysis the non-gauss data, but also be able to remove the coupling among the multi-variables and meet the
independent requirement.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algorithm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o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of ICA model, and the independent components are adaptively determined by negative entropy maximization.
Meanwhile, a new adaptive detecting limit based on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is put forward to monitor the industrial
process,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of feature information in correlated data blocks. In this proposed method, the
independent components in a time window are seemed as the basic unit to train the HMM model, which is contributes to
describe correlation evaluation information. With the evaluation value, an adaptive factor and detecting limitation which
are based on the acceptable margin are designed to track the change of feature information and monitor the process online
dynamically.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Tennessee Eastman (TE) simulation platform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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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工业过程监控是从历史数据出发建立相应的故障
检测模型. 主成分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和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是常用
的过程监控领域特征提取方法, 但此类方法只能描述
变量的二阶统计特性, 且具有较强的先验要求. 工业

过程数据普遍具有动态、非高斯等特性, 独立成分分
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既可以分析
信号的非高斯形式, 又可以极大地去除多变量间的耦
合且满足独立性要求, 使得ICA在数据驱动模型中
的使用愈加广泛. 文献[1]提出了基于信息极大化的
InfoMax算法进行非高斯独立成分提取. 文献[2]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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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负熵最大化的FastICA算法, 但此算法在提取非高
斯主元时, 易受初始值影响, 而较难收敛到全局的最
优解. Lee 等[3–4] 以 PCA 选取的主成分方向确定了
FastICA的初始迭代方向, 但没有确保所提取的成分
全局最优性.
隐马尔科夫链模型[5–9] (hidden Markov model,
HMM)能有效地将数据的分布特征转换为状态转移
图, 增强了对数据的解释性. 工业过程中数据之间存
在相关的特征信息, 指示了过程进行的所处状态的转
移关系. 苗强等[10] 建立了小波变换和HMM模型的故
障检测系统, 通过计算HMM多状态中最大的后验概
率来判断设备的运行状态. Soualhi等[11] 通过对发动
机电流信号的特征信息进行分析, 选择了多个特征空
间来表示对应的发动机状态, 并在各空间建立了
HMM监测模型进行故障检测, 证实了HMM在故障检
测和识别中的强大能力.
ICA能有效地提取过程数据的非高斯和非线性独
立成分, 降低了检测模型的复杂度. 但是应用ICA方法
进行过程监测时, 缺少对故障早期预报的能力, 无法
有效利用前后时刻的独立成分信息进行监测推断, 降
低了它在实时检测过程中的准确性和灵敏度. 综上,
结合ICA的特征提取能力和HMM数据间相关信息的
建模能力, 本文将数据块的相关特征信息变化作为
过程故障的检测依据, 提出一种基于独立成分分析
隐马尔科夫链模型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hidden markov model, ICA HMM)模型的自适应过程
监测方法, 旨在增强过程检测的灵敏度, 缩短检测时
延. 该方法首先通过引入粒子群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12–14] 优化ICA模型参数, 根据分离
向量的正交特性[15–16] 极大化负熵值自适应地确定独
立成分个数, 克服FastICA等算法对初始值敏感和易
陷入局部最优解等缺点. 其次, 利用由时间窗确定的
独立成分组成监测矩阵来训练HMM模型, 并对监测
矩阵进行相关性评估. 同时, 针对过程数据波动的特
点, 在一定容许裕度的基础上设计评估值自适应因子
和检测限, 并根据此自适应检测限监测特征信息变化,
动态地进行在线过程故障检测. 最后, 将该方法应用
于TE过程, 实验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2 粒 子 群 优 化 独 立 成 分 提 取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optimized by PSO)
独立成分分析[1] (ICA)实质是在统计独立的假设
下, 从混合信号中分离独立成分的方法. ICA模型旨在
利用观测数据x信息估计混合的独立成分的分离矩阵
W . 观测数据x的形式如下:
d
∑
x=
αi si = As,
(1)
i=1

式中: A是混合矩阵, s为独立成分, i = 1, 2, · · · , d, d
为独立成分个数. ICA分离后的模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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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W x,

(2)

其中s̃为分离出的独立成分.
负熵可以度量数据间的高斯性和独立性, 文献[2]
提出的负熵最大化的FastICA算法较难收敛到全局的
最优解. 而采用粒子群优化的负熵最大化方法估计
ICA模型的独立成分s和分离矩阵W , 对源信号分布
没有依懒性, 能有效地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而过早收敛,
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 分离效果好. 利用粒子群方法
优化ICA模型参数, 将负熵值J(w)作为目标函数, 通
过搜索式(3)解空间, 串行估计分离矩阵.

max J(w) = [E{G(wx)} − E{G(v)}]2 ,
s.t. E{(wx)2 } = 1,

(3)

其中: x是观测数据, w是W 中分离向量, v 是标准正态
分布形式的高斯变量, G表示非二次函数. 常见的非
二次型函数如下:
u2
(4)
G(u) = − exp(− ).
2
随着提取的独立成分个数的增加, 负熵值和数据
非高斯性逐渐减小, 而独立成分的个数可通过设定负
熵阈值自适应地提取. 由大量高斯性分布检验实验[16]
可知, 当负熵值小于σmin = 0.03时, 所有非高斯成分
可视为已全部提取出.
为了保证分离矩阵W 解空间的完备性, 优化算法
迭代消除最优分离向量对数据的非高斯性影响. 数据
非高斯性影响消除方法如式(5)所示:

z r+1 = (ID,D − wi wiT )z r ,

(5)

其中: z 为经白化处理的数据矩阵, ID,D 为单位阵, r为
迭代次数.

3

自 适 应 检 测 限 设 定 (Adaptive detection
boundary designation)

当故障发生时, 数据之间相关性结构的变化有助
于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对异常的解释性. 因此, 在ICA
特征提取的基础上, 利用HMM模型强大数据间相关
信息表示能力可以有效保证过程的可监测性. 同时,
正常工业过程数据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采用统一固
定的检测限进行在线监测会影响实时检测结果, 容易
产生误报, 因而动态的自适应检测限设计方法更适合
在线过程监控.

3.1

隐马尔科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隐马尔科夫模型(HMM)[8] 是关于时序的概率模
型, 它描述了一个隐藏的马尔科夫链模型生成一个观
测数据的过程. HMM模型可以用三元符号表示, 即
λ = (A, B, π). 文献[17–19]示出了HMM模型的参数
训练方法. 状态转移概率矩阵A为离散分布, 输出观
测矩阵B 为连续分布, 由各状态的混合高斯模型生成,
π 是初始状态概率向量. 文献[10]利用贝式信息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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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HMM状态数. 本文根据该判断准则确定状态数
为5, 每个状态混合高斯模型的高斯成分数为5.

3.2 基 于 HMM 模 型 的 数 据 相 关 性 评 估 (Data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HMM model)
时间窗 方法动态地更新窗内数据能有效分析
数据间的潜在特征. 历史数据经过ICA提取独立成分
后, 时间窗确定的独立成分将组成监测矩阵 xt =
[st−p st−p+1 · · · st ] 用于训练 HMM 模型, 如图1所
示. 其中: st 为对应第t时刻的独立成分, t = 1, 2, · · · ,
n; p为时间窗长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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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训练数据关于连续采样时间窗评估值的结果
为Peval (t), 计算Peval (t)的一阶差分E1 (t)、二阶差分
E2 (t)如下:

E1 (t) = Peval (t) − Peval (t − 1),
E2 (t) = E1 (t) − E1 (t − 1).

(7)

定义自适应因子Qadapte 如下:

Qadapte (t) = aE1 (t) + bE2 (t) + cPeval (t)E1 (t),
(8)
其中a, b, c为相应的权重系数, 可通过梯度下降法进
行最优参数求解. 优化的目标如下:
n 1
∑
min
[Peval (t) − Qadapte (t)]2 ,
t=1 2
(9)

∥a∥ , ∥b∥ , ∥c∥ 6 1.

图 1 HMM模型训练及相关性评估
Fig. 1 The process of HMM training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HMM模型对第i时刻时间窗内数据的相关性评估
值Peval (t)[8] 为

Peval (t) = Peval (st−p , st−p+1 , · · · , st |t = i) =
log(

M
∏

bj (k)),

(6)

j=1

其 中: bj (k) = Peval (ot = vk |St = qj ), k = 1, 2, · · · ,
N , j = 1, 2, · · · , M . N 是HMM输出观测数, M 是内
部状态数.

Peval (st−p , st−p+1 , · · · , st )由HMM内部的马尔科
夫链产生, 它描述了内部状态转移产生观测数据的过
程. bj (k)即为HMM内部状态处于qj 时输出观测数据
ot 为独立成分st−p+k 的概率. 当时间窗内数据的分布
相近时, 由同一状态生成的概率大, 则相关性评估值
数值较大, 反之, 则小.

自适应因子 Qadapte 的前两项与相关性评估值
Peval (t)的变化趋势有关, 变化趋势的大小反映了过程
中状态的迁移程度. Qadapte 后一项是与Peval (t)的数
值大小及变化趋势有关, 用于在跟随Peval (t)的数值和
变化趋势时做出均衡, 由此得到较合适的自适应因子
数值. 定义自适应的检测限如下:

Control(t) = Peval (t) − Qadapte (t) × 3δ,
其中δ 为Peval (t)方差.

详细的监测检测限设定过程如图2所示. 首先, 将
收集的过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次, 利用PSO方
法优化ICA模型进行独立成分提取, 同时, 根据独立成
分间的相关关系和裕度信息建立检测模型. 其中, 在
线监测时, 某一时刻的相关性评估值在一定的数值范
围波动, Control(t)确定了该时刻评估值容许的数值
下限.

3.3 自 适 应 因 子 及 其 检 测 限 设 定 方 法 (Adaptive
factor and detection boundary designation)
基于时间窗的相关性评估值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分
布, 该数值分布隐式地包含了正常过程运行所处状态
及其状态迁移程度, 而不同的运行状态表现出不同的
过程特性, 故其局部的数值分布特点可以作为设定过
程自适应检测限的依据. 相关性评估值分布中包含了
数值的变化趋势, 有些数值区域变化快速, 反之, 有些
则较为平缓. 同时, 相关性评估值的大小反应了该时
刻时间窗内数据的特征相关程度. 因此, 自适应检测
限设计应考虑以上两部分信息. 自适应的检测限设定
方法如下:

(10)

图 2 检测限设定过程
Fig. 2 The program of detect boundary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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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检测时, 第t采样时刻时间窗的监测矩阵的相
关性评估值为Ponline (t), 故障或异常检测量定义如下:
ICHMM = Control(t) − Ponline (t).

(11)

若ICHMM 大于0, 则表明数据出现异常, 可能有故障发
生.

4 基于ICA HMM的
的故障自适应监测(Adaptive fault detection with ICA HMM model)
离线建模 (Off-line modeling)
1) 将正常过程数据x(m × n)标准化为均值为0、
方差为1的数据, 其中: m为正常工况数据维数, n为正
常工况样本数.
2) 采用粒子群算法提取分离矩阵W (m × j)和独
立成分s(j × n), 其中j 是根据非高斯阈值σmin 提取出
的独立成分数.
3) 独立成分s(j × n)由时间窗划分成监测矩阵
xt (j × p) = [st−p st−p+1 · · · st ], 其中: t为对应数
据的采样时刻, p为时间窗大小, 窗大小根据先验最小
持续时间设定, 本文设定为p = 40.
4) 根据第 3 节确定的 HMM 模型λ = (A, B, π),
利用n − p个监测矩阵xt (j × p)训练HMM模型, 计算
用于监测的检测限Control(t), 并由式(11)监控在线
过程.

s̃(j × 1). 若在线监测时间t小于p, 在线监测矩阵可利
用正常训练数据的s̃的前p个独立成分进行填充处理.
因此, 在线监测矩阵x̃i (j × p)可由式(12)得到, 并将
其作为 HMM 模型的输入进行相关性评估, 其中: i为
当前采样时刻,

i > p[s̃ , s̃
i−p
i−p+1 , · · · , s̃new ],
i
x̃ (j × p) =
i < p[x̃i (j × i), s̃i+1 , · · · , s̃p ].

4.1

4.2

在线监测 (On-line detection)
ICA HMM在线监测过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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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根据式(6)对监测矩阵x̃i (j × p)进行相关性评
估, 计算得到 Ponline (t), 然后采用式(11)进行监测, 若
第i时刻的ICHMM 大于0, 则可能发生故障.

5
5.1

实 验 结 果 分 析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analysis)
数值仿真(Numerical simulation)

为了验证PSO优化ICA特征提取能力. 本文选用
多个函数混合进行仿真实验.
x1
f1 (x1 ) = sin ,
2π
4x2
f2 (x2 ) = sin
,
2π
5x3
f3 (x3 ) = sin
,
(13)
2π
其中x1 , x2 , x3 ∈ [0, 500]. 混合的信号如下:




0.1
0.3
0.4






0.2 0.2 0.5












A = 0.3 0.5 0.1

,






0.5 0.4 0.3









0.7
0.6
0.2




B = [f (x ) f (x ) f (x )],
1
1
2
2
3
3
(14)
Fmix = [fm1 fm2 fm3 fm4 fm5 ]T ,








3
×
rand
(·)










0








T




Fmix = AB +  rand(·)  ,









0






0
其中: fm1 和fm3 混有均值为0, 方差为1的随机噪声.

图 3 在线监测过程
Fig. 3 The program of on-line detection

1) 对新采集数据x̃(m × 1)按第4.1节进行标准化,
根 据 得 到 的 分 离 矩 阵 W (m × j) 计 算 独 立 成 分

PSO 算法参数设置如下: 设粒子群体个体数目为
200, 最大迭代次数R = 200, 设最小训练停止误差δ =
10−6 , 非高斯性负熵阈值σmin 为0.03, 学习因子c1 , c2
均设为1.49. 表1示出了串行迭代提取的独立成分负
熵值. 由表1可知, 依据负熵的递减提取出的混合信号
的独立成分个数为3, 符合实际的混合情况.
图4示出了PSO优化ICA提取的独立成分信号,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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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提取出的3个独立信号较好地重建了混合之前的原
始函数形式, 具有较好的优化性能.
表 1 串行迭代提取的独立成分负熵值
Table 1 Negative entropy value of independent
component extracted by serial iteration
独立元数

1

2

3

4

负熵值

0.9847

0.9970

0.8165

0.0283

图 4 PSO优化提取的独立成分
Fig. 4 The optimized extraction of independent component
with PSO algorithm

TE过
过程仿真实验(TE process simulation)

5.2

Tennessee Eastman(TE)过程是一个开放式过程控
制仿真平台. TE过程共有41个测量变量和12个操控
变量, 具有6个操作模式(工况), 可设定21种故障工况.
本文以该过程为对象进行研究验证, 样本的采样时间
间隔为3 min, 整个采集过程系统运行48 h, 共产生过
程平稳运行的960个样本作为训练样本. 仿真时, 过程
开始运行在无故障状态, 故障在第160个时刻被引入.
图5示出了TE过程的工艺流程图.

图 5 TE过程的工艺流程
Fig. 5 TE process

首先, 应用粒子群算法提取训练数据的独立成分,
其负熵变化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随着串行提取独
立成分个数增加, 非高斯性等指示性指标负熵值也随
着依次减少, 各变量数据间残留的非高斯性、非线性

等特性减少, 表明提取成分方法的有效性. 尤其当提
取出的独立主元数为9时, 非高斯性负熵值σmin 小于
0.03, 因此, 提取出的独立成分个数可确定为8.
21种故障工况中的故障15是冷凝器冷却水阀门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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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引起的故障, 图6示出了HMM对正常训练数据和故
障15数据基于时间窗的相关评估值结果. 由图6可知,
正常数据的HMM评估结果呈现一定的变化, 当持续
时间小于第180采样时刻时相关性评估值分布在16到
18之间, 并在180采样时刻左右开始发生数值跃迁, 在
第200采样时刻左右相关性评估值保持在19到20之
间, 并持续到过程结束. 随着时间的延续, 当冷凝器冷
却水阀门粘滞故障发生时, 窗内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发生变化. 在采样时间区间[160, 200], HMM模型的
时刻点的相关性评估值发生变化, 其值偏离正常情况
下的数值范围. 因此, 监测过程数据间相关性是否偏
离了正常允许区间, 可以作为判断是否发生故障的依
据.
表 2 迭代提取的独立元负熵值
Table 2 Negative entropy value of independent
component extracted by serial iteration
独立元数

负熵值

独立元数

负熵值

1
2
3
4
5

0.996
0.992
0.904
0.765
0.650

6
7
8
9

0.393
0.220
0.279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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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限也随着产生较大变化. 此外, 在第340时刻左
右, 训练数据的相关性Peval (t)出现很小的变化趋势,
但是该时刻Peval (t)的数值较大, 检测限Control(t)同
样有较大偏移.

图 7 正常训练数据和故障15数据基于时间窗的相关评估值
概率密度分布
Fig. 7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correlation evaluation value
of normal training data and fault 15 data based on the
time window

图 8 训练数据基于时间窗的相关性评估Peval (t)及自适应
检测限Control(t)
Fig. 8 The correlation evaluation value Peval (t) and adaptive
detect boundary Control(t) of training data based on
the time window

图 6 正常训练数据和故障15数据基于时间窗的
HMM相关评估值
Fig. 6 The HMM correlation evaluation value of normal
training data and fault 15 data based on the
time window

图7示出了HMM对正常过程及故障15时间窗相关
性评估值的概率密度分布. 由正常数据评估值的分布
可知, 有效的评估值在很小的数值区间分布. 而故障
发生后, HMM模型对故障数据评估的分布发生了较
大偏移, 主要表现在均值的减小和数值区间的扩大.
本文通过对数据间相关性评估值分布进行分析, 通过
设置检测限监测故障是否发生.
根据第3节设定的自适应检测限, 图8示出了训练
数据基于时间窗的相关性评估值Peval (t)以及自适应
检测限Control(t). 由图8可知, 训练数据的相关性
Peval (t)在时间区间[140, 180]中存在较大的数值变化,
该变化表明可能发生过程状态迁移, 因此, 该时间段

根据上述分析进行过程故障监测, 分别建立传统
ICA的I 2 , SPE统计量和ICHMM 检测量, 设定连续6个
时刻以上超出检测量的行为, 作为检测到故障的依据.
图9示出了ICA方法置信度为95%的I 2 、SPE统计量和
ICHMM 检测量对故障15的检测结果. 检测量用细实线
表示, 检测限用粗实线表示.

(a) I 2

(b)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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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早于传统的I 和 SPE 统计量, 如对故障 8, 13, 18,
20, 21等有较短的检测时延. ICHMM 检测量和前两者
对故障8, 19, 20具有相近的检测率, 而对其他故障的
检测率则高于I 2 和SPE统计量. 同样, 从表3漏报率数
据可知, ICHMM 检测量也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这正是
ICA HMM方法在提取测量数据集非高斯信息的同
时, 考虑了历史时刻的独立成分信息, 借助于HMM模
型描述局部结构的能力, 监控模型比较准确地描述了
过程状态, 从而及时发现故障, 在缩短检测的延时时
间和提高故障检测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c) ICHMM
图 9 I 2 , SPE, ICHMM 统计量对故障15的检测结果
Fig. 9 Detecting results for fault 15 with the statistic I 2 ,
SPE, ICHMM

由图9(a)–(b)可见, 传统的I 2 , SPE统计量没有检
测出故障15, 但是图9(c)的ICHMM 检测量虽然在第
160个时刻之前有少量错报, 还是较准确地检测出了
故障发生时间, 且监测检测量超出控制限后, 能持续
将故障一直指示到过程结束. 这是因为HMM模型可
以对当前时刻和历史时刻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
评估, 当测试数据表现出偏离正常范围时, HMM加剧
异常数据的离群性, 直至其超过正常控制限, 提高了
故障检测的灵敏性和精度.

(a) I 2

图10分别示出了ICA在95%置信度下的I 2 , SPE
统计量和ICHMM 检测量对故障19的检测结果. 检测量
用细实线表示, 检测限用粗实线表示.

(b) SPE

由图10(a)–(b)可见, I 2 , SPE统计量都能检测出故
障19的故障, 但是SPE统计量在检测出故障之后误检
率过高(37.5%), 其对实际的生产过程指导性较差, 容
易造成错误操作. 图10(c)的ICHMM 检测量检测出故障
19, 检测时间在第178个采样时刻左右, 检测出故障后,
误检率较SPE有很大改善(8.37%).

(c) ICHMM

表3列出了ICA、核主成分分析(kernel ICA, KICA)
和ICA HMM方法的监控统计量在TE过程的一些代
表性扰动情况下的故障检测时延, 检测率和漏报率情
况. 由表3检测时延可知, ICA HMM的检测时刻大都

图 10 I 2 , SPE, ICHMM 统计量对故障19的检测结果
Fig. 10 Detecting results for fault 19 with the statistic I 2 ,
SPE, ICHMM

表 3 ICA, KICA和ICA HMM方法对TE过程故障的检测时延、检测率和漏报率
Table 3 Detection delay, fault detection rate and fault missing rate of ICA, KICA and ICA HMM
methods for TE process
检测时延/min
故障

ICA
I

8
10
13
18
19
20
21

2

57
78
132
252
237
252
542

SPE I

KICA
2

SPE

63 57 57
27 66 63
135 54 54
261 249 252
—
3
63
252 198 228
545 347 173

检测率/%

ICA HMM

ICA
2

ICHMM

I

18
27
12
57
27
87
87

98.23
87.29
95.94
91.77
89.38
91.56
57.81

KICA
2

SPE

I

88.33
76.46
91.98
91.04
68.75
77.29
48.44

97.81
56.88
95.00
32.71
34.90
49.27
50.10

漏报率/%
ICA HMM

ICA
2

SPE

ICHMM

I

63.85
31.98
90.21
31.25
21.98
33.65
40.21

96.04
89.79
96.88
95.31
89.79
85.21
91.56

2.13
15.25
4.88
9.88
12.75
10.13
50.50

KICA
2

SPE

I

13.75
28.25
9.63
10.63
37.50
27.25
61.88

2.63
50.88
6.00
80.75
77.75
60.75
59.25

ICA HMM

SPE

ICHMM

43.25
81.38
11.63
82.38
93.63
79.63
71.50

0.25
11.00
2.38
4.37
8.37
16.75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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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Conclusions)
传统的I 2 和SPE统计揭示了数据内部和外部信息,
但没有从全局上考虑过程之间的时间相互联系, 造成
了相互关系丢失, 缺少对故障产生的警觉性, 导致检
测效果延时较大或误判. 为了解决此问题, 本文首先
通过粒子群算法优化ICA模型参数, 提取过程数据的
独立成分, 消除过程数据的非高斯和非线性影响. 随
后引入隐马尔科夫模型对时间窗内的独立成分数据
进行状态转移建模,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数据变化的机
理. 最后通过设计的自适应因子和检测限进行在线过
程监测.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所提方法在故障检测及
其灵敏度上表现出较高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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