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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距离k近
近邻的多模态过程故障检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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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业产品的生产经常需要在不同模态间切换, 多模态过程数据具有多中心和方差差异大等特点. 针对多模态过
程数据的特征, 通过构造标准距离, 提出了基于标准距离k近邻的故障检测策略(SD–kNN). 首先在标准距离度量下计算
样本与其前k近邻的距离; 其次将近邻距离的平方和的均值作为样本的统计量D2 ; 最后, 根据D2 的分布确定检测方法的
控制限, 当新样本的D2 大于控制限时, 判定其为故障, 否则为正常. 标准距离使不同模态中样本间的近邻距离能够在同
一尺度下度量, 使得SD–kNN的D2 能够准确反映样本间的相似程度. 进行了数值模拟过程和青霉素发酵过程故障检测
实验. SD–kNN方法检测出了数值模拟过程的全部故障和青霉素过程95%以上的故障, 相对于PCA, kPCA, FD–kNN等
方法具有更高的故障检测率. SD–kNN继承了FD–kNN对一般多模态过程的故障检测能力, 还能够对方差差异显著的多
模态过程进行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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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often switches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and the multi-mode process
dat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center and large difference of varianc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 standard
distance was constructed, and a fault detection strategy based on standard distance k nearest neighbor rule (SD–kNN)
was proposed. Firstly, calculated the k nearest neighborhood distances between samples in the standard distance metric;
secondly, the mean of square sum of the neighborhood distances was taking as the sample’s statistic D2 ; finally, according
to its distribution, the control limit of the detection method was determined. When D2 of a new sample is greater than the
control limit, it was judged as fault; otherwise it was normal. Since the standard distance enables that the neighborhood
distances of samples in different modes are measured at the same scale, the statistic D2 of SD–kNN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similarity between samples. Fault detection experiments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cess and penicillin fermentation
process were carried out. The SD–kNN detected all faults in a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cess and more than 95% faults
in penicillin fermentation process, and it had higher fault detection rate than PCA, kPCA, FD–kNN and so on. SD–kNN
inherits fault detection ability of FD–kNN in the general multimode process, and detects fault in the multimode process
with obviously different var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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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工业产品的生产通常需要经过多个生产模态,
多模态生产过程的故障检测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多模
态过程数据通常具有非线性, 多中心, 各模态的结构
不同等特征, 如注塑过程、芯片封装工艺过程[1] 、半导
体蚀刻工艺过程[2–3] 、青霉素发酵过程[4–7] 等. 青霉素
发酵过程主要分为两个模态: 菌体生长和青霉素生产.
此过程的主要特征有: 1) 过程变量具有强线性特征;
2) 各模态变量数据中心不同; 3) 各模态变量的波动幅
度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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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将SD–k NN与PCA, k PCA, FD–k NN方 法 作 了
比较分析.

2

k近
近邻方法

k 近邻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使用样本与其近邻的距
离度量样本的差异. 首先, 在训练数据集中寻找样本
x的前k 个近邻样本并计算x到前k 个近邻的距离d1 ,
d2 , · · · , dk , 其次使用式(1)计算前k 个距离的平方和作
为统计指标
k
∑
d2j ,
(1)
Di2 =
j=1

基于数据驱动的多元统计故障检测方法在工业过
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多元统计方法主要有主元分
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7–10] 、偏 最 小
二乘[11–12] 和独立元分析[13–14] . 传统的多元统计方法
要求过程数据来自单一模态的同一分布, 在多模态过
程中变量在不同模态服从不同分布.

其中dj 为样本x与其第j 近邻xj 的距离; 最后, 根据核
密度估计等方法确定D2 的分布, 进而确定检测控制
限Dα2 , 当在线新样本的D2 大于控制限Dα2 时判定其为
故障样本, 否则为正常样本.

针对单模态系统具有变量非线性特性的问题, 出
现了核主元分析 (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 PCA)[15] 、核偏最小二乘[16] 、核独立元分析[17] 等故
障检测方法. 核方法通过非线性映射将数据映射到高
维特征空间, 在特征空间进行故障检测, 实现故障的
线性分离. 针对变量的多尺度的问题, 出现了改进核
方法[18–19] . 但上述核方法对具有多中心的多模态生
产过程中故障的检测仍然存在困难.

当两个模态数据疏密显著不同时, 此方法的控制
限会错误地只由稀疏模态所决定, 造成密集模态的微
弱故障会被误报为正常, 且部分稀疏模态的正常样本
会被误报为故障.下面通过一个数值仿真实例进行说
明. 数值仿真过程包含 2 个观测变量, 数据产生如式
(2)所示:
√

2


x1 =
(t1 + t2 ) + e1 ,
√2
(2)


x2 = 2 (t1 − t2 ) + e2 ,
2
其中: e1 和e2 为零均值标准差为1的噪声, t1 和t2 为潜
隐变量, 通过改变t1 和t2 的分布来改变系统的运行模
态, 产生多模态数据. 系统先后运行在两个模态下:

t ∼ N (0, 1),
1
(3)
t2 ∼ N (0, 10),

t ∼ N (500, 100),
1
(4)
t2 ∼ N (0, 10).

针对多模态数据的多中心特征, 出现了高斯混合
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方法[20–21] , 首先
对每个工序构造检测子模型, 再使用贝叶斯推理来综
合各模型检测结果. 张等提出基于GMM的马氏距离
k NN 故障检测[22] . 但 GMM 的子模型个数事先未知,
在复杂工业过程中难于应用.
如何对多模态过程建立单一检测模型成为研究重
点. He等提出了基于k 近邻方法(fault detection using
the k nearest neighbor rule, FD–k NN)[2] . 针对FD–k NN
计算量大的缺点, 出现了将不同降维方法与k NN结合
的故障检测方法[3, 22] . k NN类方法使用累积近邻距离
作为故障检测指标, 有效降低非线性和多中心的影响,
提高非线性和多中心过程故障检测效率. 当数据还具
有各模态结构不同的特征时, k NN方法的统计量会错
误的被方差大的模态数据所决定, 出现对方差小模态
的微弱故障的漏报和对方差大模态的部分正常样本
的误报.
针对多模态过程数据特征, 本文首先构造了标准
距离, 其次计算样本的近邻距离的平方和的均值作为
检测统计量, 得到了基于标准距离的k 近邻故障检测
方法 (standard distance k nearest neighbor rule, SD–
k NN). 通过数值实例和青霉素生产过程实例进行仿真

当多模态样本数据集疏密程度近似相同时, FD–
k NN方法能够较好地完成故障检测[2] .

系统正常运行各产生500组和50组正常数据作为训练
数据和校验数据. 正常数据的变量分布见图1(a). 正常
数据在t1 方向上的方差显著不同, 在t2 方向上的方差
相同, 且模态2的离散程度明显大于模态1, 两个模态
数据的结构不同.
最后通过在潜隐变量上设置相同倍数的偏移产
生 4 个故障样本. f1: t1 = 4, t2 = 0; f2: t1 = 0, t2 =
40; f3: t1 = 900, t2 = 0 和f4: t1 = 500, t2 = 40. 故
障数据分布见图1(a), 故障f1和f2是模态1的微弱故障.
取97%的置信度, 使用PCA, k PCA和FD–k NN方法进
行故障检测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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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PCA的主元个数取为1. 从图1(b)看出
T 只检测出故障f3, 因为f3在主元轴上的投影离数据
中心较远, 而其余故障在主元轴上的投影都混入正常
样本中. SPE检出了故障f2和f4, 因f2和f4在残差元轴
上的投影距数据中心较远, 而f1和f3在残差元轴上投
影到了数据中心. 两个模态的多中心和疏密程度不同
的特性, 制约了PCA的检测性能.
2

k PCA中核主元个数为1, 采用参数为2000的高斯
径向核函数, 从图1(c)看出T 2 检出了故障f3, SPE检出
了故障f2, f3和f4. k PCA通过核映射实现了故障f2, f3
和f4与正常样本的分离, 但由于f1位于两个模态之间
且比较靠近数据中心, 未能被k PCA分离出.
FD–k NN方法中近邻个数k = 3, 从图1(d)看出检
测出了故障f2, f3和f4. 由于两个模态正常数据在t1 方
向上的方差显著不同, 因此两个模态数据的近邻距离
差异显著, 导致两个模态样本的统计值D2 分布明显不
同见图1(d), 检测控制限错误地只被稀疏模态2确定.
f1是密集模态1的微弱故障, 虽然它的D2 比密集模态
样本的D2 大, 但比稀疏模态样本的D2 小, 位于控制限
下方, 被FD–k NN误报为正常样本.

(c) kPCA

(d) FD–kNN

(a) 原始数据

(e) SD–kNN
图 1 数值实例
Fig. 1 Numerical example

3 标准距离k近
近邻方法
(b) PCA

当多模态数据集疏密程度差异较大时, FD–k NN
方法对稀疏模态的微弱故障检测失败的原因在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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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态数据的疏密程度不同, 导致两个模态样本的D
中距离处于不同尺度上. 此时FD–k NN的D2 不能正
确反映出样本的相似度, 也就无法度量故障样本和正
常样本的差异.
所有模态中样本间距离的度量应在同一尺度上,
因此距离应包含各自模态疏密程度信息. 可将样本间
的原始距离替换为原始距离与样本所在模态中样本
间距离的均值之比, 但事先未知训练样本集由几个模
态组成, 也就不知道各模态中样本间距离的均值, 所
以本文使用样本的近邻与此近邻的局部近邻样本集
中样本的距离的均值代替此近邻所在模态中样本间
距离的均值. 将原始距离与此均值之比定义为标准距
离:
dj
d¯j = √
,
(5)
K
1 ∑
xj
d
K f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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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其中df j 为样本x的第j 近邻样本xj 与xj 的第f 近邻样
(f )
本xj 的距离.

如图2(a)中正常数据集位于两个模态, 模态2的疏
密程度是模态1的两倍, 图2(b)为正常样本与其前5近
邻样本间的原始距离与标准距离, 可以看到两个模态
内样本间的原始距离明显不同, 模态2的近邻距离较
大, 即各模态内样本间距离处于不同尺度上, 而它们
的标准距离(K = 20)无差别. 所以在标准距离度量
下, 各个模态内样本间距离处于相同尺度上. 另外, 标
准距离仍然保持样本的远近关系, 即原始距离下近的
样本, 在标准距离下仍然近, 也就保持了样本的近邻
关系.

注1

式(5)中使用近邻样本xj 与其近邻样本集中样

(f )
本xj 的距离,

而不直接使用x的近邻集中样本间的距离, 原

因在于样本x的近邻集样本可能来自不同模态, 距离的度量
无法在同一尺度上; 而样本x的第j 近邻xj 的近邻样本集样本
一定来自同一模态.

(b) 原始距离与标准距离
图 2 说明实例
Fig. 2 Illustrative example

故障样本x(2, 0)与其在原始距离下的前5近邻的
距离见表1. 在原始距离下, 其第1, 2近邻样本为图2(a)
中x1 和x2 , 分别位于两个模态, x到x1 和x2 的距离分
别为d1 和d2 . 因为d1 和d2 处于不同尺度上. 按原始距
离d1 < d2 , x离模态1较近. 但因为模态1密集, 模态2
稀疏, 实际上在同一尺度上x应离模态2更近才合理,
在标准距离下d1 > d2 , 标准距离表达正确.
表 1 故障与其近邻的距离
Table 1 Distances between fault and its neighbors
近邻

x1

x2

x3

x4

x5

原始距离
标准距离

1.07
1.73

1.17
0.81

1.23
2.11

1.25
1.98

1.26
2.29

在标准距离上使用近邻距离的平方和的均值来度
量样本间的相似程度, 构成统计量:
k
1 ∑
Dx2 =
d¯2 ,
(6)
k j=1 j
其中d¯j 为样本x与其第j 近邻样本xj 间的标准距离.
将Dx2 作为统计指标来度量样本间的相似度, 得到一
种基于标准距离的k 近邻故障检测方法SD–k NN, 具
体故障检测过程如下:
1) 离线建模.
a) 选取一部分正常样本作为训练集, 对X 中每个
(i)
(i)
(i)
样 本xi 寻 找 其 前k 近 邻 样 本x1 , · · · , xj , · · · , xk ,
并计算x与其近邻的距离d1 , · · · , dj , · · · , dk .
(i)

(i)

(i)

(i)

(ij)

b) 对每个样本xj , 寻找其前K 近邻样本x1 ,

· · · , xf , · · · , xK , 并计算xj 与它们的平均距离,
(i)
按式(5)计算xi 与xj 间的标准距离d¯j .
(ij)

(a) 原始数据

(ij)

(i)

c) 按式(6)计算样本xi 的统计量Di2 .
d) 根据统计量D2 的分布确定相应于置信度α的
检测模型控制限Dα2 .
2) 在线检测.
a) 寻找在线新样本x在X 中的前k 近邻样本集
(x)
(x)
(x)
x1 , · · · , xj , · · · , xk , 并计算 x 与其近邻的 距离

d1 , · · · , dj , · · · , dk .
(i)

(i)

(i)

b) 查询每个样本xj 与其前K 近邻样本x1 , · · · ,
(j)
(j)
(x)
xf , · · · , xk 的平均距离, 按式(5)计算x与xj 间的
标准距离d¯j .
(x)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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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6)计算样本x的统计量Dx2 .
将Dx2 与控制限Dα2 比较, 若Dx2 >

Dα2 ,

则判定

样本x为故障样本, 否则为正常样本.
对于正常样本而言, 其与近邻样本的标准距离较
小, 因此Dx2 较小; 对于故障样本而言, 其与近邻样本
的标准距离较大, 因此Dx2 较大, 所以Dx2 能够反映正常
样本与故障样本的区别.

注2

SD–kNN中的参数k的选取类似与FD–kNN中

的k的选取.

使用SD–k NN方法对上节数值例子进行故障检测
实验, 置信度仍为97%, 结果见图1(e). SD–k NN方法
中两个近邻个数 k = 3, K = 10, 从图 1(e) 看出SD–
k NN检测出全部4个故障; 而且两个模态的统计值D2
近似相同, 表明标准距离在D2 的计算中发挥了作用,
D2 剔除了两个模态数据集疏密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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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酸碱溶液的流速来控制. 可以在3个变量: 通风
率, 搅拌功率, 底物流速率上引入扰动产生故障, 扰动
的类型有阶越(step)和斜坡(ramp)两种, 并可进一步设
定 两 种 扰 动 的 幅 度, 扰 动 的 引 入 时 间 和 终 止 时
间[26–27] .
本文使用Pensim对青霉素发酵过程进行仿真生产
数据, 仿真时间设定为400 h, 采样时间设定为0.5 h.
全部采用系统默认参数产生一个批次正常数据, 用于
建模. 另外, 在空气流量上分别引入微弱阶越信号
(2%)和大幅度斜坡信号, 在搅拌功率上分别引入大幅
度阶越信号(5%)和微弱斜坡信号得到4个批次故障数
据, 故障数据幅度及引入时间见图4. 从图4可看出f1
和f4是第2模态的微弱故障, f2是第2模态的大幅度故
障, f3是第1模态的大幅度故障.

4 青霉素发酵过程故障检测
青霉素发酵过程是一个补料分批发酵过程, 主要
分为两个模态: 1) 青霉菌生长繁殖模态, 伴随着葡萄
糖底料的快速消耗, 大约持续43小时; 2) 青霉菌合成
青霉素模态, 为了保持青霉素的高产率和高质量, 需
要向发酵罐中连续补充葡萄糖. 此过程是一个典型的
非线性、多模态过程. 发酵过程流程见图3.

图 4 故障变量图
Fig. 4 Fault variable diagrams

图 3 青霉素发酵过程图
Fig. 3 Flow chart of penicillin fermentation process

Pensim仿真平台可以实现青霉素发酵过程的数值
仿真. 可以模拟在不同生产条件下青霉素发酵过程中
变量的变化, 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已表明该仿真软件
具有很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已经成为国际上较有影
响力的青霉素仿真软件. 它为基于数据驱动的多元统
计方法进行过程故障诊断与监测提供了一个标准平
台[4–7, 23–25] .
Pensim中有5个输入变量可以控制发酵过程参数
的变化, 9个过程变量是菌体合成及生长中产生的,
5个质量变量影响青霉素的产量. 温度通过一个PID控
制器控制冷热水的流速来控制, PH值通过PID控制器

本文选取空气流量、搅拌功率、底物流速率、底物
流温度、底物浓度、溶解氧浓度、菌体浓度、青霉素浓
度、CO2 浓度、PH值、反应器温度、反应热等12个主
要变量作为故障检测变量.
使 用SD–k NN与PCA, k PCA, FD–k NN方 法 对 青
霉素发酵过程进行故障检测实验, 所用方法的置信
度97%. PCA和k PCA方法均按照85%的累积贡献率
取主元个数, k PCA 中的高斯径向核函数中参数取
500, SD–k NN方法的近邻个数k = 8和 K = 20, FD–
k NN的近邻个数k = 4. 表2给出了所用方法对4类故
障的检测率, 图6给出了4种方法对故障f1的检测控制
图.
从图5(a)的正常样本的变量通风率、搅拌功率图
可看出, 过程数据明显分为两个模态且模态疏密程度
不同. 菌体生长模态的样本比较稀疏, 青霉素生产模
态的样本比较密集. 数据不服从多元高斯分布. 由于
PCA和k PCA的统计量T 2 和SPE要求数据服从多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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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分布, 造成PCA和k PCA对微弱故障f1和f4的检测
效果不佳, 并且在第一模态有大量的误报出现见图
6(a)–(b).
因为模态1稀疏, 所以在原始距离度量下模态1的
近邻距离较大; 而模态2比较密集, 在原始距离度量下
模态2的近邻距离较小(见图5(b)), 这导致在使用FD–
k NN检测时, 两个模态正常样本的统计量D2 显著不
同见图6(c), 此时D2 控制限错误的只被稀疏模态数据
决定, 造成FD–k NN对密集模态的微弱故障检测率明
显下降. 从图4可看出故障f1和f4正是在模态2上引入
的微弱故障, 所以FD–k NN对故障f1和f4检测率较低
见表2. 此外, FD–k NN在稀疏模态(第1模态)有大量的
误报出现.
在标准距离度量下两个模态的近邻距离在同一尺
度上, 几乎无差别(见图5(b)), 这使得用SD–k NN检测
时两个模态正常样本的统计量D2 也处于同一尺度下
见图 6(d), 正确度量了样本间的相似程度, 所以 SD–
k NN实现了对密集模态的微弱故障的检测如故障f1
和f4. 此外SD–k NN对大尺度故障也能够检测如故
障f2和f3.
表 2 故障检测率
Table 2 Detection rate of fault sample
故障

PCA

k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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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始距离与标准距离
图 5 青霉素数据图
Fig. 5 Penicillin data diagrams

(a) PCA

FD–kNN SD–kNN

T 2 SPE T 2 SPE

D2

D2

f1 32.8 1.5 0 59.2
f2 82.4 87.4 66.1 89.0
f3 93 100 39 100
f4
0 41.9 0.7 50.8

54.2
90.3
100
39.5

100
98.7
100
95.4

(b) kPCA

(a) 阶段图

(c) FD–k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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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SE B M, GALLAGHER N B, BUTLER S W, et al. A comparis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ultiwa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rilinear decomposition and parallel factor analysis for fault
detection in a semiconductor etch process. Journal of Chemometrics,
1999, 13(3/4): 379 – 396.
[8] CHERRY G A, QIN S J. Multiblock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based on a combined index for semiconductor fault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IEEE Transaction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2006,
19(2): 159 – 172.
[9] GE Z, SONG Z.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rocess monitoring
based on adaptive substatistical PCA. IEEE Transaction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2010, 23(1): 99 – 108.

(d) SD–kNN
图 6 青霉素过程故障检测图
Fig. 6 Fault detection for penicillin simulation process
diagrams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标准距离度量下的k 近邻故障检
测方法. 通过构造标准距离使疏密程度不同的模态中
样本间的近邻距离的度量处于同一尺度下, 克服FD–
k NN无法检测密集模态的微弱故障的缺陷. 本文方法
继承了FD–k NN方法的对非线性和模态差异不明显
的多模态过程故障检测的优势; 同时具有了对模态差
异显著的多模态过程的故障检测能力, 提高了生产过
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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