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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Ｄ－Ｓ证据理论信息融合算法的基础上，针对带式输送机系统的复杂性和
单一传感器很难判断出故障所在。将信息融合技术应用于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中，通过对带

式输送机故障信息的获取，结合模糊集理论中的隶属度函数代替 Ｄ－Ｓ证据理论中的相关系
数，得出Ｄ－Ｓ证据理论中传感器对几种典型故障的信度函数分配，再利用 Ｄ－Ｓ组合规则最
终确定故障类型。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准确诊断出系统的故障，有效克服单个信息源的主

观性，充分利用多个传感器资源，使故障检测误报率低且检测系统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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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带式输送机广泛用于矿山、码头、冶

金、建材、机械及仓储业的物料输送，已成为公认

的对于散状物料输送效率最高、应用范围最广泛的

一种连续动作的运输设备［１］。但由于带式输送机线

路长、使用环境恶劣（矿山或井下），不便于人工

监测和检修，时常会有安全事故发生；带式输送机

需要检测的点多，工作量大，要求检测准确性高；

对于有些带式输送机在生产时不允许停机和解体等

特点［２３］。

因此，如何保证输送机的安全运行，预防和减

少恶性事故的发生，消除故障隐患，保证人身和设

备安全，是现阶段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技术研究的

重要课题。

目前，带式输送机的故障诊断方法主要是靠人

工的定期检查和基于领域专家和工人的经验知识判

断故障原因和部位。但这样会加重工人的不必要工

作量，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企业成本，并且故障诊

断途径只有通过专家或工人的以往工作经验，没有

学习能力，从而也制约了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的进

一步发展。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为解决复杂系统故障诊

断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这是由信息

融合独特的多维信息处理方式决定的［４］。它充分利

用多个传感器资源，通过对多元信息的支配和利

用，充分利用各种传感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互补和

冗余性为故障的检测和分离提供诊断依据［５］。特别

适用于解决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中由于系统的复杂

性和设备之间相互影响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本

文将信息融合技术应用到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中，

实现将来自多个传感器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克服

由于单个传感器获得信息的局限性和孤立性而造成

的不确定性，降低事故监测的误报和漏报的可能

性，使故障诊断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２　Ｄ－Ｓ证据理论的信息融合方法

证据理论就事件发生后的结果（证据），探求出

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假设）。首先，分别通过各个

结果（证据）对所有的主要原因（假设）进行独立的

判断，这样，每个结果（证据）下都存在各假设发生

的概率分布；然后，将其假设在各证据下的判断进

行信息融合，这样形成 “综合”证据下该假设发

生的概率，依次可以分别求出各假设在 “综合”

证据下发生的概率，而发生概率最大的假设被认为

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６］。

２１　Ｄ－Ｓ证据理论的概念
Ｄ－Ｓ证据理论［７９］建立了命题和集合之间的一

一对应，把命题的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集合的不确

定性问题。

２１１　识别框架和基本可信数
设某条件 Ｅ（或证据）下所有假设的有限集合

Θ＝｛Ａ１，Ａ２，…，Ａｎ｝为识别框，Θ的所有子集所构成
的集合就是幂集，记为２Θ。

设Θ为识别框，Φ为空集，如果集函数 ｍ：２Θ→
［０，１］（２Θ为Θ的幂集）满足：

ｍ（Φ）＝０；

∑
ＡΘ
ｍ（Ａ）＝{ １

（１）

则称ｍ为框架 Θ上的基本可信度分配；ＡΘ，
ｍ（Ａ）称为Ａ的基本可信数。
２１２　信度函数和似然函数

设Θ为识别框架，ｍ：２Θ→［０，１］为框架Θ上的
基本可信度分配，则称由

Ｂｅｌ（Ａ）＝∑
ΒΑ
ｍ（Ｂ）　（ＡΘ） （２）

所定义的函数Ｂｅｌ：２Θ→［０，１］为 Θ上的信度函
数。

关于一个命题Ａ的信任单用信度函数来描述还
不够，因为 Ｂｅｌ（Ａ）不能反映出怀疑 Ａ的信任，还必
须引入若干表示怀疑Ａ的程度的量。

设Θ为识别框架，称１－Ｂｅｌ（珔Ａ）为 Ａ的似然函
数，记为ｐｌ（Ａ）。即

ｐｌ（Ａ）＝１－Ｂｅｌ（珔Ａ） （３）
２２　Ｄ－Ｓ证据理论的组合规则

设识别框Θ下的２个证据 Ｅ１和 Ｅ２，对应的基
本概率分配函数分别是ｍ１和 ｍ２，焦元分别是 Ａｉ和
Ｂｊ，则由下式定义的函数 ｍ：２Θ→［０，１］是融合后的
信度函数分配：

ｍ（Ａ）＝
　　　　　　０　 　　　　，Ａ＝Φ
１
１－Ｋ∑Ａｉ∩Ｂｊ＝Ａ

ｍ１（Ａｉ）·ｍ２（Ｂｊ），Ａ≠{ Φ
（４）

其中：Φ为空集；Ｋ＝ ∑
Ａｉ∩Ｂｊ＝Φ

ｍ１（Ａｉ）·ｍ２（Ｂｊ）＜１，Ｋ

为不确定因子，反映了证据的冲突程度；ｍｉ（·）表
示第ｉ个证据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２３　故障判定原则

故障决策一般要遵守以下４条原则：
１）判定的故障类型具有最大的信度函数值，

并大于某一门限。

２）判定的故障类型和其他类型的信度函数值
之差要大于某一门限。

３）不确定故障函数值必须要求小于某一门限。
４）判定故障类型的信度函数值应大于不确定

信度函数值。

３　基于证据理论在带式输送机上的故障
诊断方法

　　在故障诊断问题中，会有若干可能会发生的故
障产生症状，每个症状下各故障都可能有一定的发

生概率，融合各个症状信息求得各故障发生的概

率，而发生概率最大的就是所求的目标故障。

图１是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架构框图，诊断对
象为带式输送机。本文将基于 Ｄ－Ｓ证据理论和模
糊集合论的数据融合算法应用于带式输送机故障诊

断中，解决了Ｄ－Ｓ证据理论构造基本概率函数困
难的问题。首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测

得实际数值计算得到所测故障属于各类故障的隶属

度作为Ｄ－Ｓ证据理论中各个传感器的测度函数分
配的相关系数，并利用式（６）至（１０）计算出信度函
数。再用Ｄ－Ｓ证据理论的融合规则融合每个传感
器的信度函数分配，得出融合后的信度函数分配。

最后，根据融合规则对融合结果进行判定和决策。

图１　基于证据理论的信息融合故障诊断框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ｄｉａｇｒａｍ

基于Ｄ－Ｓ证据理论的故障诊断技术主要有以
下５个步骤。

Ｓｔｅｐ１　建立识别框架：收集所有可能发生的
故障的症状，建立症状的识别框架 Θ，且相互独
立。

Ｓｔｅｐ２　选择证据体：分析识别框架Θ中典型
故障的发生机理和故障征兆，选择对故障具有识别

能力的特征参数作为该识别框架 Θ的证据 Ｅｉ，ｉ为
证据体的个数。

Ｓｔｅｐ３　计算各证据体的基本可信度分配：
Ｄ－Ｓ证据理论并没有给出基本可信度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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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求法。信度函数分配是表示人对故障模式假设

的可信程度的一种人为的判断，这种判断会受各种

因素的影响，不同思路会获取不同的信度函数分配

公式。

１）相关系数 Ｃｊ（Ａｉ）　本文结合模糊集理论，
用隶属度函数μｊｉ代替Ｄ－Ｓ证据理论中的相关系数
Ｃｊ（Ａｉ），因为这２个量在物理意义上都表示根据某
一传感器测量值，来评估被测目标模式与某一目标

类型的相关性。隶属度函数主要与传感器本身的工

作特性及被测参数的特性有关。对于带式输送机打

滑和火灾等故障，当带式输送机正常运行时，其传

动滚筒与输送带之间的速度差与温度都应是稳定

的；当发生故障时，通常其传动滚筒与输送带之间

的速度差与温度值会偏离正常范围，偏差越大相对

来说带式输送机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会变大，可以定

义隶属度函数μｊｉ（ｘ）的分布如图２所示。

图２　隶属度函数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其表达式如下：

μｊｉ＝

０，　　　　 ｘ≤ａ；
α（ｘ－ａ）
ｂ－ａ ，　ａ＜ｘ≤ｂ；

１，　　　　 ｘ＞
{

ｂ

（５）

其中：α为修正系数；ａ为将要发生故障的极限值；
ｂ为一定发生故障的初始值；μｊｉ为传感器 ｊ测定发
生故障类型ｉ属于发生故障的隶属度；ｘ为传感器ｊ
测定的实际数值。

２）计算信度函数
αｊ＝ｍａｘ｛Ｃｊ（Ａｉ）｝，ｉ＝１，２，…，Ｎｃ， （６）

βｊ＝（
ＮｃＷｊ

∑
Ｎｃ

ｉ＝１
Ｃｊ（Ａｉ）

－１）／（Ｎｃ－１），Ｎｃ≥２，（７）

Ｒｊ＝
Ｗｊαｊβｊ

∑
Ｎ

ｊ＝１
Ｗｊαｊβｊ

，ｊ＝１，２，…，Ｎ （８）

其中：Ｃｊ（Ａｉ）是传感器ｊ对目标模式 Ａｉ的相关系数；
Ｎｃ是目标模式数目；Ｎ是传感器总数；Ｗｊ是传感
器ｊ的环境加权系数，其值域为［０，１］；αｊ是传感
器ｊ最大相关系数；βｊ是传感器 ｊ的相关分配值；
Ｒｊ是传感器ｊ的可靠性系数。

那么，传感器 ｊ对目标模式 Ａｉ的信度函数
ｍｊ（Ａｉ）是：

ｍｊ（Ａｉ）＝Ｃｊ（Ａｉ）／｛∑
Ｎｃ

ｉ＝１
Ｃｊ（Ａｉ）＋

Ｎ·Ｋ（１－Ｒｊ）（１－Ｗｊαｊβｊ）｝ （９）
传感器ｊ的不确定性θ的信度函数是：

ｍｊ（θ）＝１－∑
Ｎｃ

ｉ＝１
Ｃｊ（Ａｉ） （１０）

从式 （１０）可以看出，Ｗｊ和修正系数 Ｋ由传
感器特性和现场经验决定，有一定主观性。Ｎ和
Ｎｃ为定值，而关键是传感器 ｊ对目标模式 Ａｉ的相
关系数Ｃｊ（Ａｉ）该如何确定，解决的方法是用模糊集
理论中的隶属度函数 μｊｉ代替 Ｃｊ（Ａｉ）。原因是这两
个量在物理意义上都表示由某一传感器测量值来估

计被测对象隶属于某一目标类型的程度［１０１１］。

Ｓｔｅｐ４　证据合成：利用 Ｄ－Ｓ合成法则和公
式（４），计算证据联合作用下的信度函数。

Ｓｔｅｐ５　诊断决策：
得到证据对识别框架 Θ中所有命题的信度函

数值ｍ（Ａｊ）和证据的不确定性ｍ（θ）后，由以下规则
确定出诊断结论Ａｃ：

规则１　ｍ（Ａｃ）＝ｍａｘｊ ｛ｍ（Ａｊ）｝

规则２　ｍ（Ａｃ）－ｍ（Ａｊ）＞ε１，ｍ（Ａｃ）－ｍ（θ）
＞ε２

规则３　ｍ（θ）＜γ
规则１表示诊断结果是最大可信度的命题；规

则２表示诊断结果的可信度必须比其他所有命题的
可信度和证据不确定性大，如规定这里ε１取００５，
ε２取０１５；规则３表示证据的不确定性必须小于
γ，如规定这里γ取０１５。若以上３个规则不能同
时满足，则诊断结论无法确定。

４　实例诊断分析

本文利用宝通输送带智能监控系统获取速度传

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数据，如图３为温度监控画面，
图４为输送带速度监控画面，来检测带式输送机可
能发生的三种故障是打滑、火灾和托辊卡死，那么

可识别框架Θ＝｛Ａ１，Ａ２，Ａ３｝。其中：Ａ１为打滑；Ａ２
为火灾；Ａ３为托辊卡死。本例中，传感器数目Ｎ＝
２，诊断目标故障类型 Ｎｃ＝３，取温度传感器 Ｗ１＝
０５，速度传感器 Ｗ２＝０５，修正系数根据情况可
以取Ｋ＝０３，由式（６）至式（１０）分别计算在 Ａ１，
Ａ２，Ａ３分别发生故障情况下，各故障的信度函数。最
后，由式（４）分别计算３种故障的融合信度函数值
ｍ（Ａｉ）和不确定度ｍ（θ），实验诊断结果见表１。

表１中第一、二项分别列出了速度传感器和温
度传感器所测得各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的信度函数值

和不确定信度函数值，第三项则是融合后各种可能

发生故障的结果信度函数值和不确定信度函数值，

且实验结果符合证据理论判定原则。从表中可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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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温度监控画面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ｂｅｌ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ｃｒｅｅｎ

图４　速度监控画面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ｂｅｌｔｓｐｅｅ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ｃｒｅｅｎ

显看出，只利用单一的传感器来诊断识别，信度函

数值较低，有时无法准确辨识出故障类型；而利用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后可以有效提高诊断结果信度函

数值，同时也大大减小了不确定信度函数值。例如

托辊卡死故障，速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都不能确

定故障类型，但经过融合后，却能准确识别出故障

类型是托辊卡死。这也充分说明 Ｄ－Ｓ证据理论在
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中确实能有效提高故障识别能

力，即使在其中某一个或２个传感器无法识别的情
况下，也能够准确做出判断，识别出故障类型。

表１　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可能发生的

典型故障
传感器

　　　　ｍ（Ａｉ）　　　　　 ｍ（θ）

打滑 火灾 托辊卡死 不确定
结果

打滑

速度ｍ１ ０．４７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２９０．２１５３ 打滑

温度ｍ２ ０．１９４７０．２５７６０．２２０００．３２７７ 不确定

融合ｍ ０．４５５５０．０８７６０．３４５４０．１１１４ 打滑

火灾

速度ｍ１ ０．２６０９０．２１０８０．２１３２０．３１５１ 火灾

温度ｍ２ ０．２３５１０．４２３００．３１３６０．０２８３ 不确定

融合ｍ ０．２５８８０．４１３９０．３１１１０．０１６２ 火灾

托辊卡死

速度ｍ１ ０．１９４１０．１８４２０．３２９５０．２９２２ 不确定

温度ｍ２ ０．１７３９０．２７０９０．２９８９０．２５６３ 不确定

融合ｍ ０．２０４８０．２６８８０．４１２２０．１１４２托辊卡死

５　结　论

本文将基于Ｄ－Ｓ证据理论和模糊集合论的数
据融合算法应用于带式输送机故障诊断中，利用隶

属度函数计算基本可信度分配函数，求取证据体对

带式输送机故障所赋予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值；再

利用Ｄ－Ｓ证据融合规则进行融合，实现了对带式
输送机故障的准确识别。

实验结果证实该方法可实现带式输送机故障的

可靠诊断，为基于多传感器信息技术在带式输送机

上的应用研究提供了近一步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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