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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的滚动轴承故障诊断
门 超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 滚动轴承在恶劣工况下容易发生损伤，进而影响整个设备安全，基于块坐标松弛算法的形态成分分析方法虽

然能够实现信号中各成分的分离，但其计算复杂度较高，不利于滚动轴承的故障特征提取。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的形态成分分析方法用于诊断轴承故障，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该方法首先针对信号

中的不同成分构造相应的字典，然后在字典上利用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替代形态成分分析方法中的块坐标松弛算

法对各成分进行重构，实现噪声和干扰的分离，最终通过包络分析实现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仿真和实验证明了算

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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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for Rolling Bearings Based on Compressive Sampling
Matching Pursuit
MEN Chao
Chengde Petroleum College, Chengde 067000, China
Abstract: Rolling bearing is prone to fault because of the severe working conditions. the whole equipment safety is affected.
The morphologic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block coordinate relaxation algorithm has high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ault feature extraction of rolling bearings.Therefore, a morphologic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compressive sampling matching pursuit is proposed to diagnose bearing fault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Firstly, the dictionaries for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the signal are constructed. And then the
compressive sample matching pursuit algorithm instead of the block coordinate relax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components on the dictionary to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noise and interference. Finally, envelope analysis is used to realize
the fault diagnosis of rolling bea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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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轴承是采矿作业所需设备中最关键的部件之一，但是由于重载、高速等恶劣工况，导致滚

动轴承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故障。因此，为了保证高度的可用性、可靠性、和操作安全性，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基于高效而可靠的故障检测技术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1,2]。

然而，测量的振动信号本质上是复杂非平稳的，滚动轴承的故障特征通常淹没在随机噪声中。

因此，从噪声和干扰中提取出滚动轴承的故障特征对故障诊断至关重要。形态成分分析方法由 Stack
于 2005年提出[3]，该方法最初用于信号中不同成分的分离，其核心算法为块坐标松弛算法，然而该

算法计算复杂度高且受噪声影响较大，影响了其在强噪声背景下滚动轴承故障信号中不同形态成分

分量的分离[4]。因此，本文将压缩采样匹配追踪替代块坐标松弛算法，提出一种基于压缩采样匹配

追踪的形态成分分析方法用于实现滚动轴承的故障特征提取。

1 压缩采样匹配追踪

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由 Needell D提出，是稀疏表示中一种常用的系数求解算法。稀疏表示的

基本思想是利用合适的基函数构造一个冗余的基函数库，并借助系数求解算法选择其中的某些基函

数近似的表达信号。

具体模型为：y=Dα+r (1)
式中，y˗˗˗˗待测信号；D˗˗˗字典；α˗˗˗˗系数；r˗˗˗˗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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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可知，只需求出系数 便可实现信号中特定成分的稀疏表示。目前系数求解算法主要有

贪婪算法，凸优化算法等。由于贪婪算法思想简单，因此被广泛应用。而在贪婪算法中，正交匹配

追踪最为常用，但是该算法每次只选择一个原子，并且选择过的原子会一直保留，缺乏回溯机制，

导致最终稀疏表示结果不准确。而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本身具有回溯机制，并且每次迭代选择稀

疏度的 2倍个原子，算法速率较快，算法描述如图 1所示。

图 1 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

Fig.1 Algorithm of compressive sampling matching pursuit

2 形态成分分析原理

2005年，Stack 等人在研究分离图像中不同成分时提出了形态成分分析方法。该方法本质上是

基于不同字典的信号稀疏分解方法，核心思想是针对信号中的每一种成分构造其对应的字典，并利

用块坐标松弛算法将整个信号在不同字典上分别稀疏分解。由于一个字典仅能实现一种成分的稀疏

表示，而对其他成分无法有效的重构，因此在不同字典上稀疏分解后得到的信号即为信号中的不同

成分。具体描述如下：

假设信号 y由 m种成分构成，可被表示为
1

m

i
i

y y


 。对每一个 yi，都有一个字典 Di与之对应，

可以实现 yi在 Di上的稀疏分解。而对于 yk，ki，在系数求解得到的则是一个很不稀疏的解，无法实

现其字典 Di上的重构。

3 基于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的冲击特征提取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通常由表现为周期冲击的故障成分、表现为谐波的干扰成分和随机噪声组成
[5]，因此可以利用形态成分分析方法将其分离，提取故障特征。然而，块坐标松弛算法计算复杂度

高且受噪声影响较大，影响了形态成分分析在强噪声背景下滚动轴承故障信号中不同形态成分分量

的分离。因此，本文将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替代块坐标松弛算法，提出了基于压缩采样匹配追踪

的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方法。具体描述如下：

① 构造离散余弦字典，利用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在该字典上对信号进行稀疏分解，得到信号

中的谐波干扰成分；

② 将谐波干扰从原信号中剔除，构造小波字典对剩余信号利用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进行稀疏

分解，将周期冲击成分与噪声分离；

③ 对得到的周期冲击成分进行包络谱分析，识别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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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现构造仿真信号 y(t)=x(t)+m(t)+n(t)进行分析，其中 x(t)为冲击成分，

m(t)为干扰成分，n(t)为随机噪声，具体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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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650，冲击频率 f0=15 Hz，固有频率 fz= 3000 Hz，轴的转频为 fr=20 Hz，采频 fs= 12 kHz，
采样点数为 5000，噪声的标准差为 0.13。

x(t)的时域图如图 2所示，y(t)的时域图如图 3所示。信号受噪声和谐波污染严重，用肉眼无法

辨别与故障有关的信息。

图 2 x(t)的时域波形 图 3 y(t)的时域波形

Fig.2 The time domain waveform of x(t) Fig.3 The time domain waveform of y(t)
首先构造离散余弦字典，并利用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算法对信号进行稀疏分解，稀疏度设为 6，

得到重构信号如图 4 所示，频率与 m(t)相符，原信号中的谐波干扰被提取出来，剔除谐波后的信号

时域波形如图 5所示。

图 4 谐波干扰 图 5 残余信号

Fig.4 The harmonic interference Fig.5 The residual signal
为进一步提取故障特征，构造小波字典，由于原始信号中含有 7个冲击特征，为减少噪声对特

征提取的影响，现将稀疏度设为 8，对图 5 所示信号利用压缩采样匹配追踪进行稀疏分解，得到信

号如图 6所示。图 6中冲击特征周期性明显，可以直接观测到，相邻两个冲击的时间间隔约为 0.067
秒，因此，本文所提方法可以有效实现信号中周期冲击的特征提取。

图 6 本文方法处理结果

Fig.6 The processing result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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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现采用一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西储大学滚动

轴承故障实验。实验中电机的转速为 1800 rmp，采频为 fs=12 kHz，采样点数为 4800个点，采集得

到的振动信号如图 7所示。

图 7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

Fig.7 Rolling bearing vibration signal
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处理实验信号，两次稀疏分解的稀疏度分别为 6和 30。得到形态成分分离后

的冲击特征如图 8所示，做出图 8 所示信号的包络谱，如图 9所示，从包络谱中可以识别故障频率

及其倍频，这说明本文所提方法可以有效实现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

图 8 冲击特征的时域波形 图 9 冲击特征的包络谱

Fig.8 The time domain waveform of impulse features Fig.9 The envelope spectrum of impulse features

5 讨 论

本文压缩采样匹配追踪替代块坐标松弛算法用于滚动轴承振动信号中的成分分离，有效改善了

块坐标松弛算法计算复杂度高对结果的影响。

6 结 论

提出了基于压缩采样匹配追踪的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方法，仿真与实验分析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

效性，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实现滚动轴承故障冲击成分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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