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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A-LSTM的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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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盾构是开展隧道施工的大型关键设备，在我国各类地下工程项目中的使用日益增多。为了保证盾构施工安全，

预防施工故障发生，本文针对盾构施工中出现的多故障问题，采用深度学习方法中的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设

计了可处理时序数据的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根据某城市地铁项目中的实际数据，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
对盾构施工参数进行特征提取，然后利用 LSTM模型从集成了外部环境数据的盾构施工时序数据中，挖掘盾构机故

障的发生规律，并通过适应多标签学习的交叉熵损失函数进行模型参数的优化，最后用基于多标签的评估指标对模

型结果进行评估。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盾构单故障和多故障的预测中都有较好表现，能够为盾实际构施工中的故

障预防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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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Multi-label PredictionModel for Shield Fault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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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eld machine is a kind of large-scale key equipment for tunnel construction, which is increasingly used in
various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hin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hield construction 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nstruction faults, a multi-label prediction model for shield system faults is designed to solve the multi-fault
problem in shield construction. This model is based on long-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LSTM) and can deal with time
series data.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ata in a city subway project, this paper firstly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extract features of the shield construction parameters, and then the LSTM model is adopted to mine the rules of shield
machine faults from the shield construction time series data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 data. The
cross-entropy loss function which is adaptive to multi-label learning is introduced to optimize the model parameters. Finally,
th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multi-label i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model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single system fault and multi-system fault prediction, and can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practical shield construction fault prevention.
Keywords: Shield tunneling machine; fault prediction

盾构是在可移动钢结构护盾掩护下完成开挖、排碴、衬砌等掘进作业的机、电、液、传感、信

息一体化大型复杂装备[1]。因其相对安全、快速、经济、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不受天气影

响等特点，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隧道和地下工程建设中。根据盾构机各组成部分的功能特征，可将

其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如刀盘系统、驱动系统、排土系统、管片安装系统等等。由于盾构系统构成

十分复杂且工作环境恶劣，盾构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故障。这些故障不但会影响项目进度、

造成经济损失，严重时还会危及到工作人员及工地周边的安全。因此，如何对盾构故障进行有效预

测是目前盾构研究与应用中较为关注的问题。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一些企业通过盾构大数据云平台采集了盾构施工运行的全过程数据，

包括盾构机本身的运行参数、故障报警、工程进度、地质水文等数据，积累了海量的盾构施工过程

数据。目前有关盾构故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盾构施工故障的成因分析，一类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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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故障的诊断或预测。前者关注的是盾构机本身的运行机理，根据故障形成的原因，讨论可行的

改进方法[2,3]。后者从早期的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等模型的应用逐步过渡到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对盾构故障进行建模分析的阶段[4-10]，建立了一些基于故障知识的专家系统和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的预测模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深度学习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因

其在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方面的独特优势，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备故障诊断领域[11]。综合国内外

的相关研究发现，虽然盾构施工受到地层类型、机器参数、工人技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盾

构故障的发生依然是有迹可循的，盾构施工参数和盾构故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在现有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只研究了盾构单一子系统的故障，如液压系统故障、刀盘故障

等等[9,10,12,13]。而在实际盾构施工中，往往是多个子系统同时存在故障。即某一个时刻的盾构施工数

据可能对应着多个不同类型的故障，这就属于多标签数据类型[14]，传统的针对单一类型的故障预测

方法难以对实时施工决策提供有效的帮助。另外，盾构施工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这些施工时

序数据反映了盾构各系统的运行状态，包含了故障发生前后的全部信息。而目前很少有学者对施工

序列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因此，本文研究了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的问题，根据某大型城市地铁 A期工程 B标段土压平衡

盾构机的实际施工数据和故障报警数据，针对经常发生故障的刀盘系统、排土系统和注浆系统，利

用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善于处理时序数据的优点，对盾构施工序列

数据和这三类故障之间的关系进行监督学习，探索利用盾构施工序列数据对将要出现单类或多类故

障进行预测的方法。

1 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

基于 PCA-LSTM 的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的整体框架见图 1。

图 1 基 PCA-LSTM的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整体框架图

Fig.1 The framework of multi-label prediction model for shield faults based on PCA-LSTM
首先获取盾构机施工数据，进行 PCA 特征提取。然后将经过 PCA处理得到的盾构施工参数的

主成分与地质、风险源数据进行集成，利用故障数据对集成后的施工数据进行标注，生成序列数据，

并进行故障标签位移，得到 LSTM模型的输入数据，并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然后进行 LSTM盾构

故障多标签预测，包括模型的网络结构及超参数设置、模型的训练和测试。最后用基于多标签的模

型评估指标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估。

1.1 PCA特征提取

虽然深度学习在理论上能够从原始数据中自动提取有用的特征，但是有着良好特征的输入数据

往往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减少深度学习模型在训练时对其他资源的依赖[15]。主成分析法通过原有变

量之间的线性组合代替原有变量，确保新组成变量间彼此互不相关，从而将高维数据进行压缩，极

少地损失原有信息。

首先对盾构机全部子系统采集的施工参数进行筛选，去掉记录设备状态以及有关各种耗材的累

积量的相关参数，最后保留了 166个盾构机施工参数。这些参数虽然从不同方面反应了盾构的施工

状态，但是参数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信息冗余和噪声，因此需要对施工参数进行主成分分析。根

据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对主成分进行选择，将原来的 166个施工参数压缩成 20个主元成分，保留了

原始数据约 89%的信息，得到部分主成分见表 1。



第 6期 徐 进等:基于 PCA-LSTM的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研究 ·1007·

表 1 PCA特征提取部分结果

Table 1 Partial results from PCA feature extraction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累计贡献率

Ac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主成分（示例）

Principal component (Example)
37.0806 0.26677 0.26677 -0.16dp_8-0.16dpgl-0.159dpnj-0.159...
16.19104 0.11648 0.38325 -0.238gp_2-0.238gp_1-0.238dp_13...
15.92301 0.11455 0.4978 -0.193dp_12+0.185jj_7+0.185jj_10...
10.62795 0.07646 0.57426 -0.211tj_10-0.211vd-0.198tj_9-0.198vc...

1.2 数据集成和标注

地质类型指的是盾构掘进过程中所处的地质环境。盾构施工风险源主要是指盾构施工中通过重

要建（构）筑物的情况。在现实环境中，地质和风险源都会影响盾构机施工参数的设置。首先将经

过 PCA特征提取得到的盾构施工参数的主成分和地质数据、风险源数据进行集成，然后利用故障数

据对集成的施工数据进行标注。其中，地质和风险源数据利用数据采集环号与盾构施工数据进行集

成；故障数据则根据故障的起始和结束时间对盾构施工数据进行故障类型的多标签标注，每类故障

标签的取值均为“0”和“1”，分别表示无该类故障和有该类故障。然后生成序列数据，进行故障标签

位移，得到 LSTM模型的输入数据。

1.3 LSTM多标签预测模型

LSTM 是 Hochreiter 和 Schmidhuber提出的一种循环神经网络（RNN）的扩展模型[16]。它在原

始的 RNN 中引入了记忆块的概念，在记忆块中包括 CEC（Constant Error Carrousel）单元、输入门

（Input gate）、输出门（Output gate），通过自循环形成了可以使梯度长期流动的路径，解决了 RNN
梯度消失的问题。后来 Gers等人扩展了记忆块的思想，在记忆块中加入了能够控制 CEC 的状态的

遗忘门（Forget gate），这让网络能够丢弃不需要的信息，远离饱和状态[17]。因此，LSTM模型克服

了 RNN的缺点，解决了 RNN梯度消失和长期依赖的问题，能够对时序数据进行有效学习。

基于 LSTM的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网络结构如图 2所示，整体可分为盾构施工序列数据的

输入层、包含 LSTM和多个全连接的隐藏层以及最后预测值输出的输出层。

图 2 LSTM盾构故障多标签预测模型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LSTM shield fault multi-label prediction model
在该模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LSTM层，通过 LSTM层对盾构施工序列数据和盾构系统故障

之间的关系进行学习，将学习到的信息传递给后面的全连接层进行处理。全连接层的每个神经元都

与上一层的全部节点相连接，因此它能够将前面 LSTM层学习到的所有特征综合起来，逐层传递给

输出层。编译模型时选择 Adam 优化算法。为了适应对多故障标签的学习，本文通过基于 Sigmoid
交叉熵的多标签损失函数进行盾构故障多标签损失的计算，用损失函数最小作为目标函数进行网络

权值的优化，其计算公式见式（1）[18]。其中，yi,l为模型输出的第 i个样本第 l个标签的概率估计，

Jml综合考虑了全部标签的损失，使模型在训练阶段能够学习到故障标签之间的关系，提高故障多标

签预测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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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于多标签的模型评估指标

关于多标签分类学习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基于标签的评估方法和基于样本的评估方法。基于标签

的评估方法首先对每个标签的预测结果进行评估，然后对整体结果进行评估[14]。其中，对单个标签

评价的常用的指标有查全率、查准率、F1分数等等。对整体标签的评价则是在单个标签评价的基础

上进行的，评价指标有宏观平均和微观平均[14]。

基于样本的评估方法将测试集中所有预测结果和实际值的差距取平均，差距越小说明模型预测

结果越好。常用的指标是分类准确率（Accuracy），其计算公式见式（2）[19]。其中，Ypredi是第 i
个样本的标签的预测结果，Ytruei是第 i个样本的标签的实际值，只有当 Ypredi和 Ytruei完全相等时，

才有=0，否则=1。即对于多标签数据样本，只有当预测的多标签集合和该样本的真实标签集合完

全一致时，才算预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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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结果分析

2.1 实验数据来源

本文实验数据来源于某大型城市地铁施工项目，施工数据的采集频率为 3次/min。本文针对经

常出现故障的刀盘系统、排土系统和注浆系统（标签依次为 A、B、C）进行故障预测，图 3展示了

数据预处理后的盾构施工集成数据的分布情况，表 2统计了测试集上的样本数量，其中 Z 表示没有

故障发生。从图 3 可以看出，如果把每个标签集合都看作单标签来进行预测，不同标签样本差异量

较大，部分多标签数据量非常少，难以学到有效信息。

图 3 数据集故障标签统计

Fig.3 Data set fault label statistics

表 2 测试集故障标签统计

Table 2 Test set fault label statistics
样本标签

Sample label
样本数量

Sample size
A|B 6992
B|C 19891
A|B|C 1
A 17560
C 6715
Z 1441

2.2 模型预测结果评估

分别用基于标签的方法和基于样本的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估。基于标签的评估方法结果见表

3。表 3分别统计了测试集上刀盘、排土系统、注浆系统以及这三类标签整体的故障预测的查准率、

查全率和 F1 分数，即各标签值为“1”时对应的评价指标情况。其中，这三类标签整体的故障预测查

准率、查全率、F1 分数的宏观平均指标分别为 0.8727、0.9345、0.8988，说明该模型对故障样本的

整体预测效果较好。

对多标签样本的预测结果进行统计(表 4)。测试集上的多故障样本完全预测正确的比例约为

0.8135，并且大多数的多故障样本都能至少预测到一类故障。用基于样本的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评

估，对于测试集上的全部样本来讲，包括单故障样本和多故障样本，模型的整体准确率约为 0.7495。
说明该方法能够建立起从盾构施工序列数据到盾构机故障的映射关系，提高盾构故障处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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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标签的整体评估结果
Table 3 Assessment results based on label

故障类型
Fault type

查准率
Precision ratio

查全率
Recall ratio

F1分数
F1 fraction

A 0.9865 0.8883 0.9348
B 0.7553 0.9153 0.8276
C 0.8763 1.0000 0.9341

微观平均 0.8586 0.9357 0.8955
宏观平均 0.8727 0.9345 0.8988

表 4 多标签样本的预测结果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f multi-label samples

样本实际值
Actual value

样本数量
Samples

预测结果 Prediction results
至少包含一个标签
One label at least

完全正确
Exact

完全正确的比例
Exact proportion

A|B 6992 4260 1979 0.2830
B|C 19891 19890 19890 0.9999
A|B|C 1 1 0 0
总计 26884 24151 21869 0.8135

3 结 语

本文从实际的盾构施工实践出发，发现盾构在施工中经常出现多类故障同时存在的情况，只针

对单一类型的故障诊断方法无法解决多类故障同时存在的问题，同时发现现有研究缺乏对盾构施工

时序数据的挖掘分析。因此，本文针对盾构施工中的多故障问题，设计了基于 PCA-LSTM 的盾构故

障多标签预测模型，利用某大型城市地铁施工项目收集的施工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在单

故障和多故障的预测中都有较好表现，可以帮助施工人员及时进行故障预警，合理进行盾构施工操

作。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对盾构机故障进行详细分析，建立盾构故障知识库，辅助盾构故障

预测，从而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和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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