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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迭代求解的容差模拟电路多参数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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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该文研究容差条件下的非线性模拟电路多参数故障诊断问题袁提出一种三阶段的故障诊断算法袁实现故障

元件的定位和参数估计遥 首先袁假设非故障元件参数取标称值袁通过矩阵方程迭代求解得到故障元件的参数近似值曰
然后袁将故障隔离转化为容差约束下的线性规划问题求解袁舍弃虚假解袁得到真实故障集曰最后袁考虑非故障元件参

数在容差范围内波动袁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对故障参数的近似值进行修正袁 得到容差条件下的故障元件参数取值范

围遥 仿真实验验证算法的有效性袁该算法适用于交/直流和非线性电路故障诊断袁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度和参数辨识

准确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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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iterativ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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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ultiple parameter fault diagnosis of nonlinear analog circuits
with tolerances and puts forward a three-stage algorithm for fault diagnosis to realize the locating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faulty circuit components. At first袁 assuming the parameter of the non-
faulty component is the nominal value袁 and the approximate parameter of the faulty component is
obtained through iterated matrix equation. Then袁 fault isolation is transformed to a linear -
programming concept under tolerance constraints and virtual sets are removed to get real sets. At
last袁 considering that the parameters of non -faulty components fluctuate within the range of
tolerances袁 a linear programming method is adopted to correct the approximate values of fault
parameters and the range of the faulty component parameters under the tolerances is go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i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test. With high diagnosis accura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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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模拟电路的测试和故障诊断能力对于提高产

品可靠性和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遥 由于元件

参数存在容差尧离散与非线性等特性袁模拟电路故

障诊断方法和技术发展非常缓慢袁至今也没有成熟

的行业标准袁距实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遥 模拟电路

的故障检测和准确定位一直都是故障诊断研究中

的热点和难点遥 模拟电路故障诊断是电路设计和分

析的重要问题 [1-2]袁主要包括故障状态检测尧故障元

件隔离和故障参数辨识遥 通常根据仿真进行的时

间袁将模拟电路故障诊断方法划分为测前仿真算法

和测后仿真算法[3-4]遥 针对不同类型电路袁国内外学

者开展了大量相关故障诊断方法研究[5-14]遥 例如袁神
经网络 [5]尧线性规划 [6]尧模糊方法 [7]尧小波变换 [8]尧频率

响应函数[9]尧支持向量机[10]尧因子变换[11]尧进化算法[12]尧
Volterra 级数[13]尧块松弛方法[14]等遥 现有文献主要考

虑模拟电路的单故障诊断袁很少有文献对多故障进

行讨论[6-7袁15-16]遥 容差条件下的非线性电路参数故障

诊断仍然是模拟电路故障诊断的难点[17-19]遥
参数故障诊断通常采用测后仿真算法遥 通过给

电路施加激励信号袁在测点处测量输出电压袁得到

电路的参数方程遥 对于复杂线性电路或非线性电

路袁电路代数方程很难求取或不存在[15]遥 此外袁由于

元件容差影响袁存在故障掩盖现象遥 本文针对容差

条件下的模拟电路多软故障诊断问题开展研究遥
1 算法描述
1.1 算法原理

对于拓扑结构已知的电路袁施加激励信号 V i袁
测量得到电路输出 V o遥 输出电压 V o 完全由电路元

件参数决定袁用如下函数关系描述院
f渊x冤=u 渊1冤

其中袁x=[x1袁噎袁xn]T 表示电路中可能发生故障的元

件参数曰u=[u1袁噎袁um]T 表示在 m 个激励信号作用下

的电路输出曰f渊x冤=[f1渊x冤袁噎袁fm渊x冤]T 描述电路输出

u与元件参数 x的函数关系袁 由于电路拓扑结构的复

杂性袁函数 f渊x冤往往无法得到数值表达式遥
将函数 f渊x冤在标称参数 x渊0冤处进行泰勒展开袁

忽略高次项袁得到院

f渊x冤= f渊x 渊 0 冤冤+[ dfdx 渊x 渊 0 冤冤 ]渊x-x 渊 0 冤冤 渊2冤
其中 f渊x 渊0冤冤和 dfdx 渊x 渊0冤冤分别表示标称参数电路

在m 个激励信号作用下的电路输出和输出电压灵

敏度遥
将式渊2冤带入式渊1冤袁得到院

[ dfdx 渊x 渊 0 冤冤 ] 渊x-x 渊 0 冤冤=u- f渊x 渊 0 冤冤 渊3冤
通过求解方程渊3冤袁即可得到电路实际参数 x袁与

标称参数 x渊0冤比对袁即可定位故障遥 但 dfdx 渊x渊0冤冤往往

是秩亏袁方程渊3冤无法得到唯一解袁同时求得的方程

解也只是方程渊1冤的近似遥 因此袁本文提出采用基于

奇异值分解渊SVD冤的迭代方法求解方程渊3冤遥
1.2 求解过程

方程渊3冤简化为

Ay=b 渊4冤
其中袁A= dfdx 渊x渊0冤冤是 m伊n 矩阵袁表示电压灵敏度曰y=
x-x渊0冤是 n 维列向量袁表示元件参数增量曰b=u-f渊x渊0冤冤
是 m 维列向量袁表示输出电压增量遥

为求解方程渊4冤袁首先需要确定矩阵 A 的秩遥 采

用奇异值分解方法对 A 进行分解袁得到院
A=U VT 渊5冤

其中袁U 是 m伊m 的正交矩阵袁V 是 n伊n 的正交矩阵袁
是 m伊n的矩阵袁形如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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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滓r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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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6冤

其中 滓1逸滓2逸噎逸滓r跃0 表示 A 的特征值袁r 表示 A
的秩渊r臆n冤遥由于 m跃n逸r袁 VT 是 m伊n 的矩阵袁因此

其 r+1袁r+2袁噎袁m 行元素由 0 元素组成袁即院

VT=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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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7冤

其中 L 为 r伊n 的子矩阵遥
考虑式渊5冤和式渊7冤袁得到 A=KL袁其中 K 是由 U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precision袁 the algorithm is applicable to fault diagnosis of AC/DC linear
and nonlinear circuits.
Keywords: analog circuit曰 multiple faults曰 iteration solution曰 nonlinear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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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r 列元素构成 m伊r 的矩阵遥
选择整数 p臆r渊单故障诊断时 p 取 2袁双故障诊

断时 p 取 3袁依次类推冤袁采用奇异特征值分解方法

从 r伊n 的矩阵 L 中选择秩为 p 的子矩阵 Li袁i=1袁2袁
噎袁N遥 得到矩阵 A 中 m伊p 的子矩阵 Ai=KLi袁容易证

明 rank渊Ai冤=p遥 因此得到方程院
Ai y 渊 i 冤=b 渊8冤

其中袁y渊i冤由 y 中 p 个元素组成袁与 Ai 中列元素在 A
中位置一致袁表示对应列的元件可能发生故障袁其他

元件无故障袁取标称参数值遥
采用如下标准形式方程解方程渊8冤院

Ai
TAi y 渊 i 冤=Ai

Tb 渊9冤
用 y渊i冤1 表示方程渊9冤的解袁将 y渊i冤1 增加到 x渊0冤中相

应元素上袁得到包含 p 个新元素的向量 x渊i冤1 遥 对于所

有 N 个矩阵 Li袁重复上述过程袁得到两个向量集{y渊i冤1 }
和{x渊i冤1 }袁i=1袁2袁噎袁N遥 考虑到式渊3冤是式渊1冤的近似袁
计算得到的结果需改善遥 因此袁提出如下类似于牛

顿-拉夫逊方法的迭代过程遥
更新元件标称参数 x渊i冤1 袁通过仿真得到电路输出

f渊x渊i冤1 冤和电压灵敏度 dfdx 渊x渊i冤1 冤袁得到新的 m伊p 的矩

阵 A渊i冤1 和向量 b渊i冤1 遥 如果 rank渊A渊i冤1 冤=p袁将 A渊i冤1 和 b渊i冤1
带入式渊8冤袁采用式渊9冤求解袁得到两个向量集{y渊i冤2 }
和x渊i冤2 袁i=1袁2袁噎袁N遥 重复上述过程袁得到序列 y渊i冤1 袁y渊i冤2 袁
噎遥假定序列中第 Mi 个元素满足收敛条件袁得到y軇渊i冤=
Mi

j=1
移y渊i冤

j 遥 因此得到集合{y軇渊i冤}袁i=1袁2袁噎袁N遥
由于部分子矩阵 A渊k冤

i 秩亏袁或者某些序列在设

定最大迭代次数下不收敛袁实际得到集合{y軇渊i冤}中元

素数量N赞臆N遥
1.3 故障组隔离

考虑电路中所有元件参数在容差范围内扰动袁
由式渊2冤得到院

yi=
n

j = 1
移aijxj 袁 i=1袁2袁噎袁m 渊10冤

式中院yi要要要第 i 个激励信号下测量值与标称参数下

测量值的偏差曰
xj要要要第 j 个元件的参数偏差曰
aij要要要第 i 个激励信号下电压 e i 对第 j 个元件

参数的电压灵敏度曰
m要要要激励信号数量遥

容差模拟电路正常状态下的元件参数偏差满

足-着-
j 臆xj臆着+

j 渊j=1袁...袁n冤袁其中 着+
j 和-着-

j 分别表示参

数容差的上下限值遥判断式渊10冤解中所有参数偏差是

否在容差范围内即可定位到故障元件遥考虑将电路状

态故障检测转化为容差约束下的线性规划问题求解遥
引入变量x軇j=xj+着-

j 袁带入式渊10冤袁得到院
n

j = 1
移aij x軇j= yi+

n

j = 1
移aij着 -

j

0臆 x軇j臆着 +
j +着 -

j

渊 i=1袁噎袁m冤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渊11冤

为判断式渊11冤解的存在性袁采用单纯形法的第

一阶段方法进行求解遥 引入人工变量 z i袁得到辅助线

性规划方程院
min Z=

m

i = 1
移 zi

s.t.
n

j = 1
移aij x軇j+ z i=yi+

n

j = 1
移aij着 -

j

0臆 x軇j臆着 +
j +着 -

j

x軇j逸0袁 zi逸0
渊 i=1袁噎袁m曰 j =1袁噎袁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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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渊12冤

当式渊12冤存在最小目标值 Z抑0袁表示电路未发

生故障曰当式渊12冤无解或最小目标值 Z>0袁表示电路

元件发生了故障袁 对疑似故障元件 k 和 l 的参数偏

差限值渊-着-
k 袁着+

k 冤和渊-着-
l袁着+

l冤进行修正袁得到修正后的

偏差限值为渊-酌-
k袁酌+

k 冤和渊-酌-
l袁酌+

l冤袁带入式渊12冤得到院
minZ=

m

i = 1
移 z i

s.t.
n

j = 1
移aij x軇j+ x軇k+ x軇l+z i= yi+

n

j = 1
移aij着 -

j +酌-
k

0臆 x軇j臆着 +
j +着 -

j

0臆 x軇k臆酌+
k +酌-

k

0臆 x軇l臆酌+
l+酌-

l

x軇j逸0袁 x軇k逸0袁 x軇l逸0袁 z i逸0
渊 i=1袁噎袁m曰 j =1袁噎袁n袁 j屹k 袁 l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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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3冤

若修正后的式渊13冤存在最小目标值 Z抑0袁则表

示元件 k 和 l 确实发生故障遥 电路中存在更多故障

的诊断过程与此类似遥
1.4 算法步骤

1冤设置 x=x渊0冤袁采用 PSPICE 仿真得到输出电压

f渊x渊0冤冤和电压灵敏度 A= dfdx 渊x渊0冤冤袁结合实际输出袁得

董海迪等院基于迭代求解的容差模拟电路多参数故障诊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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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b=u-f渊x渊0冤冤遥对 A进行 SVD 分解袁得到 rank渊A冤=r袁
选择子矩阵 A渊i冤渊rank渊A渊i冤冤=p袁i=1袁噎袁N冤袁解方程 A渊i冤y渊i冤=
b得到解 y渊i冤1 和集合 x渊i冤1 遥

2冤设置 k=1遥
3冤对于 x渊i冤

k 采用 PSPICE 仿真得到 f渊x渊i冤
k 冤和 A渊i冤

k =
dfdx 渊x渊i冤

k 冤袁b渊i冤
k =u-f渊x渊i冤

k 冤遥 如果 rank渊A渊i冤
k 冤=p袁解方程

A渊i冤
k y渊i冤

k+1=b渊i冤
k 袁得到解 y渊i冤

k+1和集合 x渊i冤
k+1曰否则袁舍弃 x渊i冤

k 遥
4冤如果椰y渊i冤

k+1椰臆着袁计算y軇渊i冤=
Mi

j=1
移y渊i冤j A渊k冤

i 曰否则袁设
置 k=k+1遥 如果 k约Lmax袁继续进行 3冤曰否则袁舍弃 x渊i冤

k 遥
5冤计算得到集合{y軇渊i冤}袁采用上述故障隔离方法对

集合中元素进行故障元件隔离定位遥
2 容差处理

上述方法是在非故障元件参数取参数值的假设

下实现了故障元件的定位和参数辨识遥实际上袁非故

障元件参数值在容差范围内任意取值袁因此袁应当对

求解结果进行修正遥
考虑向量 x* 由故障元件的计算参数和其他非

故障元件的标称参数组成遥不失一般性袁假设向量 x*

中前 p-1 个元素对应电路中诊断为故障的元件遥 因

此袁x* 能够分解为两个子向量院r*=[r鄢1 袁噎袁r鄢
p-1 ]T袁对应

故障元件袁z*=[z鄢p 袁噎袁z鄢n ]T 对应非故障元件遥
x*= r*

z*蓘 蓡 渊14冤
假设非故障元件在标称参数容差范围内取任意

值袁用 z j 表示院
z j= z 鄢

j +驻zj 袁 j = p 袁噎袁n 渊15冤
其中-着j臆驻zj臆着j遥

导致故障元件参数变化袁用 rj 表示院
rj= r鄢

j +驻rj 袁 j =1袁噎袁p -1 渊16冤
其中 驻r-j 臆驻rj臆驻r+j 袁驻r-j 和 驻r+j 表示 驻rj 的下边界和上

边界遥
考虑采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 驻r-j和 驻r+j 遥假设 驻rj

满足如下关系院
- 啄j臆驻rj臆啄j袁 j =1袁噎袁 p -1 渊17冤

引入新变量 驻r軇j 和 驻z軇j院
驻 r軇j=驻rj+ 啄j
驻 z軇j=驻z j+着j
嗓 渊18冤

带入式渊17冤袁得到院
0臆驻 r軇j臆2啄j袁 j =1袁噎袁p -1
0臆驻 z軇j臆2着j袁 j =p 袁噎袁n嗓 渊19冤

由式渊2冤袁得到院
f赞 渊x*冤+ 鄣 f赞鄣 r 渊x*冤渊 r- r*冤+ 鄣 f赞鄣 z 渊x*冤渊 z-z*冤=u赞

渊20冤
其中 x*=[渊r*冤T 渊z*冤T]T曰 f赞和u赞为从 f 和 u 中选择的n赞向
量袁n赞约n遥

1冤n赞取值院
n赞=n-1袁if rank渊 鄣f赞鄣r 渊x*冤冤=n

n赞=n軈袁if rank渊 鄣f赞鄣r 渊x*冤冤=n-1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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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冤从 n 个方程中选择n赞个袁满足如下条件院rank
渊 鄣f赞鄣r 渊x*冤冤=n赞且椰u赞-f赞渊x*冤椰最小遥

式渊20冤化简袁得到如下形式院
p - 1

j = 1
移 sij驻rj+

n

j = p
移 s ij驻z j=di袁 i=1袁噎袁n赞 渊21冤

其中 di=u赞 i- f赞 i渊x*冤袁sij=
鄣 f赞 i鄣rj 渊x*冤袁 j=1袁噎袁p-1
鄣 f赞 i鄣zj 渊x*冤袁 j=p袁噎袁n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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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将 驻rj=驻r軇j-啄j 和 驻zj=驻z軇j-着j 带入袁得到院
p - 1

j = 1
移 sij驻 r軇j+

n

j = p
移 s ij驻 z軇j=d軌i袁 i=1袁噎袁n赞 渊22冤

其中d軌i=di+
p-1

j=1
移s ij啄j+

n

j=p
移s ij着j遥

将d軌i约0 的等式两端同时乘-1袁得到方程院
p - 1

j = 1
移 s赞 ij驻 r軇j+

n

j = p
移 s赞 ij驻 z軇j=d軌i袁 i=1袁噎袁n赞 渊23冤

其中d軌i逸0遥
引入松弛变量w軒j逸0渊j=1袁噎袁n冤袁满足院

驻 r軇j+w軒j=2啄j 袁 j =1袁噎袁p -1
驻 z軇j+w軒j=2着j 袁 j =p 袁噎袁n嗓 渊24冤

对于所有的 j沂渊1袁噎袁p-1冤袁得到线性规划方程院
max 驻 r軇j

s.t.
p - 1

j = 1
移 s赞 ij驻 r軇j+

n

j = p
移 s赞 ij驻 z軇j=d軌i袁 i=1袁噎袁n赞

驻 r軇j+w軒j=2啄j袁 j =1袁噎袁p-1
驻 z軇j+w軒j=2着j袁 j =p 袁噎袁n
驻 r軇j逸0袁 驻 z軇j逸0袁 w軒j逸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渊2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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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交流电路

采用单纯形法求解袁得到渊驻r軇1冤max袁噎袁渊驻 r軇p-1冤max袁
取目标为 min驻 r軇j袁得到渊驻 r軇1冤min袁噎袁渊驻 r軇p-1冤min遥 由

式渊18冤袁得到院
驻r +j =渊驻rj 冤max=渊驻 r軇j 冤max-啄j
驻r -j =渊驻rj 冤min=渊驻 r軇j冤 min-啄j嗓 j =1袁噎袁 p -1

渊26冤
因此袁计算得到容差条件下的电路故障元件的参

数范围为渊r*+驻r-袁r*+驻r+冤袁其中袁驻r-=[驻r-1袁噎袁驻r-p-1 ]T袁
驻r+=[驻r+1袁噎袁驻r+p-1 ]T遥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一

考虑如图 1 所示电路[15]袁元件标称值如图所示袁
容差为 5%遥 假设电路中所有电阻尧电容都可能发生

故障袁给电路施加幅值为 1V袁频率为 40袁60袁80袁100袁
120袁140袁160袁180袁200袁220 Hz 的正弦信号袁测量电

路输出遥 PSPICE 仿真得到 20伊10 的灵敏度矩阵 A袁
采用 SVD 方法计算 r=rank渊A冤=7遥 设置 p=4袁本文

提出方法能够对电路中发生的单故障尧双故障和三

故障进行诊断遥 假设测量精度为 0.1 mV遥 设置 着j=
0.05z鄢j 袁啄j=0.20r鄢j 遥

1冤故障元件 R1=12.501 k赘袁R4=6.670 k赘渊-35%袁
-35%冤袁其他元件在容差范围内院R2=20.104 k赘袁R3=
16.838 k赘袁R5=21.173 k赘袁R6=16.925 k赘袁C1=33.5 nF袁
C2=339nF袁C3=2.3 nF袁C4=1.05滋F遥采用第一阶段方法

得到故障集为{R1袁R4}袁通过校正得到故障元件参数

R1 的范围为 12.487耀12.532 k赘袁R4 的范围为 6.606耀
6.715 k赘遥

2冤故障元件 R6=10.102 k赘袁C3=2.86 nF渊-40%袁
30%冤袁其他元件在容差范围内院R1=20.017 k赘袁R2=
20.104k赘袁R3=16.838k赘袁R4=10.731k赘袁R5=21.173k赘袁
C1=33.5 nF袁C2=339 nF袁C4=1.05滋F遥 采用第一阶段方

法得到故障集为{R4袁C3}尧{R6袁C3}和{R6袁C4}袁采用故障

验证方法舍弃解{R4袁C3}和{R6袁C4}袁最后通过校正得

到故障元件参数 R6 的范围为 9.853耀10.496 k赘袁C3
的范围为 2.643耀3.107 nF遥

3冤故障元件 R1=12.501k赘袁C2=511.5nF袁C4=1.35滋F
渊-35%袁55%袁35%冤袁 其他元件在容差范围内院R2=
20.104k赘袁R3=16.838k赘袁R4=10.731k赘袁R5=21.173k赘袁
R6=16.925 k赘袁C1=33.5 nF袁C3=2.3 nF遥 采用第一阶段

方法得到故障集为{R1袁C2袁C4}袁通过校正得到故障元

件参数 R1 的范围为 12.309耀12.714 k赘袁C2 的范围为

503.127耀518.781 nF袁C4 的范围为 1.246耀1.498 滋F遥
统计实验院在电路中设置 240 个故障集合渊20%

~60%冤袁考虑 40 个单故障尧80 个双故障和 120 个三

故障遥采用本文所提方法进行故障诊断袁发现所有单

故障都被准确检测到袁只有 1%双故障和 12%的三故

障袁算法没有找到可行解遥
3.2 案例二

考虑如图 2 所示电路 [14]袁元件标称值如图中所

示袁容差为 5%袁电路中所有电阻都可能发生故障遥假
定节点 A尧B尧C 为可用测点遥 该晶体管采用 Ebers-
Moll 模型袁 参数设置如下院BF=400袁NF=0.9975袁NR=
0.8袁ISE=10.22 fA袁ISC=12.75 fA袁VJE=25.86mV袁VJC=
25.86mV袁VJS=25.86mV遥 电压激励为 Vin渊1冤=12V袁
Vin渊2冤=5 V袁测量准确度为 0.01 mV遥 假定电路中有

双故障和三故障发生袁设置 着j=0.05z鄢j 袁啄j=0.20r鄢j 遥
1冤故障元件 R1=4.94 k赘袁R4=0.2535 k赘渊-35%袁

-35%冤袁 其他元件在容差范围内院R2=4.87 k赘袁R3=
0.385 k赘袁R5=9.89 k赘袁R6=102 k赘遥 采用第一阶段方

法得到故障集为{R1袁R4}和{R2袁R3}袁采用故障验证方

法舍弃解{R2袁R3}袁最后通过校正得到故障元件参数

R1 的范围为 4.940耀4.941 k赘袁R4 的范围为 0.253 5耀
0.2536 k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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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冤故障元件 R2=3.5 k赘袁R5=14 k赘渊-30%袁40%冤袁
其他元件在容差范围内院R1=7.7 k赘袁R3=0.385 k赘袁
R4=0.40 k赘袁R6=102 k赘遥采用第一阶段方法得到故障

集为{R2袁R4}尧{R2袁R5}和{R3袁R5}袁采用故障验证方法舍

弃解{R2袁R4}和{R3袁R5}袁最后通过校正得到故障元件参

数 R2 的范围为 3.243耀3.609k赘袁R5 的范围为 12.650耀
16.438k赘遥

3冤故障元件 R1=4.56k赘袁R3=0.702k赘袁R6=140k赘
渊-40%袁80%袁40%冤袁 其他元件在容差范围内院R2=
4.87k赘袁R4=0.40 k赘袁R5=9.89 k赘遥采用第一阶段方法

得到故障集为{R1袁R3袁R6}袁通过校正得到故障元件参

数 R1 的范围为 4.498耀4.571 k赘袁R3 的范围为 0.698耀
0.705 k赘袁R6 的范围为 120.32耀153.91 k赘遥

统计实验院在电路中设置 80 个故障集合渊20%~
60%冤袁其中包括 50 个双故障袁30 个三故障遥 实验结

果表明只有 2%双故障和 13.3%的三故障袁算法没有

找到可行解遥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三阶段的故障诊断算法袁实现了

容差条件下的非线性模拟电路多软故障故障元件定

位和参数估计遥假设非故障元件参数取标称值袁采用

SVD 方法求解秩亏的矩阵方程袁采用类似牛顿迭代

法对方程解进行修正袁得到故障元件参数的近似值遥
将容差电路的故障状态检测转化为线性规划方程最

优解的存在性判断袁通过修正规划方程中疑似故障

参数的偏差限袁实现故障集隔离定位遥最后对故障参

数的近似值进行修正袁得到容差条件下的故障元件参

数取值范围遥 通过交流电路和非线性电路仿真实验

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遥 该算法适用于测点有限条件

下的交/直流和非线性电路的故障诊断袁具有较高的

诊断准确度和参数辨识准确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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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净化气体的动态促进尧产生动态膜袁并与被净化气

体有效结合遥
3冤合理控制实验变量袁最大程度使动态膜对烟

尘颗粒及有毒气体达到最大的净化效果遥
参考文献

[1] SAARONI H袁 CHUDNOVSKY A袁 BEN-DOR E. Refle-
ctance spectroscopy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monitoring
soot pollution in an urban suburb[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袁2009袁408渊5冤院1102-1110.

[2] CIAMBELLI P袁 MATARAZZO G袁 PALMA V袁 et al.
Reduction of soot pollution from automotive diesel en鄄
gine by ceramic foam catalytic filter[J]. Topics in Catal鄄
ysis袁2007袁42渊1冤院287-291.

[3] 游燕袁白志鹏.大气颗粒物暴露于健康效应研究进展[J].生
态毒理学报袁2012袁7渊2冤院123-132.

[4] 常旭红袁张钰袁吴建茹. 大气颗粒物暴露于人体心血管疾

病急性效应关系研究的系统评价[J]. 东南大学学报渊医学

版冤袁2012袁31渊1冤院1-8.
[5] 俸志洪. 袋式除尘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分析[J]. 工程技

术袁2016渊1冤院157.

[6] 俞群. 电除尘器技术发展现状及新技术简介[J]. 硫磷设计

与粉体工程袁2006渊5冤院10-26.
[7] 李艳波袁曹凯超袁白翔宇袁等. 颗粒物对惯性除尘器过滤效

率影响的研究[J]. 过滤与分离袁2016渊2冤院22-25.
[8] 黑全德. 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离心式除尘器[J]. 中国棉花

加工袁2002渊3冤院21-26.
[9] 林漫亚. 水膜除尘器排水的循环利用[J]. 城乡建设袁2016

渊4冤院83-84.
[10] NGUYEN X T. On the efficiency of a centrifugal fan

wet scrubber[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Chemical En鄄
gineering袁1979袁57渊3冤院263-267.

[11] 王助良袁刘晓航袁杜滨. 颗粒层除尘器过滤和清灰方式的

优化[J]. 热能动力工程袁2007袁22渊3冤院270-273.
[12] SMID J袁 HSIAUS S袁 PENG C Y袁 et al. Granularmoving

bed filters and adsorbers -patent review [J]. Advanced
Power Technology袁2005袁16渊4冤院304-345.

[13] 盛刚浩袁张海滨袁赵中闯袁等. 横向气流中环状流射流液膜

的破碎与雾化 [J].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袁2017 渊2冤院160-
165.

渊编辑院莫婕冤

张春雷等院动态膜烟尘净化实验研究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