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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Murphy，应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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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合适的
预测性维护传感器

技术文章

简介
基于状态的监控(CbM)涉及使用传感器来测量当前的健康状态，

以监测机器或资产。预测性维护(PdM)涉及使用CbM、机器学习

和分析等的技术组合来预测即将发生的机器或资产故障。在监

测机器的健康状况时，需选择最合适的传感器，以确保能够检

测、诊断甚至预测故障，这点至关重要。目前有许多传感器被

用于检测旋转机器及其负载中的故障，从而避免意外停机。由

于许多旋转机器（电机、齿轮、泵和涡轮机）以及非旋转机器

（阀门、断路器和电缆）监控都用到了PdM技术，所以很难对每

个传感器进行排序。

许多工业电机被设计为可以在连续生产应用中运行20年，例如

化学/食品加工厂和发电设施，但有些电机无法达到预期的使用

寿命。1 这可能是由于电机运行量不足、维护程序的数量不足、

缺乏对PdM系统的投资，或者根本没有PdM系统。PdM使维护团队

能够安排维修时间，避免造成意外停机。通过PdM提早预测机器

故障也可以帮助维护工程师确认和修复运行效率低下的电机，

从而提高性能、生产力、资产可用性和使用寿命。

最佳的PdM策略是：有效利用尽可能多的技术和传感器来提早检

测故障，且检测结果高度可信，如此则无需使用一刀切式的传

感器解决方案。本文尝试阐明为什么预测性维护传感器对于提

早检测PdM应用中的故障至关重要，以及它们有哪些优缺点。

系统故障时间线
图1显示了从安装新电机到电机发生故障期间发生的事件的时间

表，以及推荐使用的预测性维护传感器类型。安装新电机时，

电机提供保修。几年后，保修期将满，此时会更加频繁地执行

手动检查。

 

 

 

 

 

 

 

 

 

 

 

 

图1. 机器健康状况与时间。

如果故障发生在两次定期维护检查之间，则很可能导致意外停

机。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使用合适的预测性维护传感

器来尽可能提早检测潜在故障，所以，本文将着重介绍振动和

声学传感器。振动分析通常被认为是使用PdM的最佳起点。2

预测性维护传感器
有些传感器能够比其他传感器更早地检测某些故障，例如轴承

损坏，如图1所示。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常用于尽可能提早

检测故障的传感器，一般是加速度计和麦克风。表1显示传感器

规格列表，以及它们可以检测到的一些故障。大多数PdM系统只

使用其中一些传感器，因此必须确保除了使用合适的传感器来

检测这些潜在的关键故障之外，还要深入了解这些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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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用于实施CbM的传感器

测量 传感器 重要信息 目标故障

振动 压电式加速度计
低噪声、频率高达30 kHz、 
在CbM应用中广泛使用

轴承状态、齿轮啮合、泵气蚀、 
未对准、不平衡、负载条件

振动 MEMS 加速度计 低成本/功率/尺寸、频率高达20 kHz+ 轴承状态、齿轮啮合、泵气蚀、 
未对准、不平衡、负载条件

声压 麦克风 低成本/功率/尺寸、频率高达20 kHz 轴承状态、齿轮啮合、泵气蚀、 
未对准、不平衡、负载条件

声压 超声麦克风 低成本/功率/尺寸、频率高达100 kHz 压力泄漏、轴承状态、齿轮啮合、 
泵气蚀、未对准、不平衡

电机电流 分流、电流变压器
低成本、非侵入性、通常在电机供电时

测量
偏心转子、绕组问题、转子条问题、 

供电不平衡、轴承问题

磁场
霍尔、磁力计、 

搜索线圈
低成本/尺寸、频率高达250 Hz、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

转子条、端环问题

温度 红外热成像
一次性配备成本高昂、 
精准的多项资产/热源

由于摩擦、负载变化、过度启停、 
供电不足等造成的热源位置变化

温度
RTD、 

热电偶、数字
低成本、小尺寸、准确

由于摩擦、负载变化、过度启停、 
供电不足等造成的温度变化

油品质量 颗粒监测器 粘度、颗粒和污染 检测磨损碎片

传感器和系统故障注意事项
工业和商业应用中超过90%的旋转机器都使用滚动轴承。3 电机

的故障部件分布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在选择PdM传
感器时，需要特别关注轴承监测。为了检测、诊断和预测潜在

故障，振动传感器必须具有低噪声和宽带宽。

% Occurrences of Motor Faults

41%

12%

27%

10%

10%

Rotor Related Fault

Other Faults

Stator Insulation Faults

Bearing Fault

Other Stator Faults

 
图2. 电机部件出现故障的百分率。4

表2显示与旋转机器相关的部分常见故障，以及一些用于PdM应
用的相应振动传感器要求。为了尽早发现故障，PdM系统通常需

要使用高性能传感器。资产中使用的预测性维护传感器的性能

水平与在整个流程中持续可靠运行的资产的重要性相关，而不

是与资产本身的成本相关。

表2. 机器故障和振动传感器注意事项概述

传感器要求 常见的机器故障

不平衡 不对中 轴承缺陷
齿轮缺
陷

低至中等噪声 >100 
µg/√Hz  

低噪声 <100 µg/√Hz  

带宽：5× 至 10× 基频  

带宽：>5 kHz  

多轴检测  

对转动缓慢的机器的 
低频响应 

较高的g范围 

根据电机振动或移动（峰值、峰峰值和rms）期间的能量，我

们可以确定机器是否不平衡或未对准等。有些故障（例如轴承

或齿轮缺陷）不是很明显，特别是在早期，不能单单通过增加

振动频率来识别或预测。解决这些故障通常需要将具备低噪声

(<100 µg/√Hz)和宽带宽(>5 kHz)的高性能预测性维护振动传感器与高

性能信号链、处理、收发器和后处理器配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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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PdM的振动、声波和超声波传感器
微机电系统(MEMS)麦克风的PCB上包含一个MEMS元件，通常采用

金属外壳，顶部或底部端口中可以包含声压波。MEMS麦克风提

供低成本、小尺寸且有效的方法来检测机器故障，例如轴承状

况、齿轮啮合、泵气蚀、未对准和不平衡。这使得MEMS麦克风

成为电池供电应用的理想选择。它们可以放置在距离噪声源较

远的位置，且不会侵入。当多个资产同时运行时，麦克风的性

能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机器的噪声或环境因素（例如灰尘或湿

度进入麦克风的端口孔）的影响。大多数MEMS麦克风数据手册

仍然列出相对良性的应用，例如移动终端、笔记本电脑、游戏

设备和相机等。有些MEMS麦克风数据手册将振动检测或PdM列
为潜在应用，但它们也提到，易受机器冲击和搬运不当影响的

传感器可能对产品造成永久损坏。其他MEMS麦克风数据手册表

明，机械冲击耐受力高达10,000 g。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传感器是

否适合在可能存在冲击的严苛操作环境中运行。

MEMS超声波麦克风分析让我们能够在噪声增大的情况下监测复

杂资产中的电机的健康状况，这是因为它能听到非音频频谱

（20 kHz至100 kHz）内的声音，在这个频谱下，噪声要少得多。

低频声音信号的波长一般约在1.7厘米到17米之间。高频信号的波

长约在0.3厘米到1.6厘米之间。当波长的频率增加时，能量相应

增加，使得超声波更具方向性。在试图找出轴承或外壳中的故

障时，这非常有用。

加速度计是最常用的振动传感器，振动分析是最常用的PdM技
术，主要用于涡轮机、泵、电机和齿轮箱等大型旋转设备中。

表3和表4显示在选择高性能MEMS振动和声学传感器，以及典型

压电振动传感器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规格。每一列中的数据

代表该类别的最小/最大差异值，与相邻列无关。

CbM行业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显著增长，其中很大部分增长是

受无线安装推动。6 由于尺寸、缺乏集成功能和功耗等原因，压

电式加速度计不太适合无线CbM系统，但是存在典型功耗在0.2 mA
至0.5 mA的解决方案。MEMS加速度计和麦克风非常适合电池供电

的PdM系统，因为它们体积小、功耗低、性能高。

所有传感器都具有合适的带宽和低噪声，但MEMS加速度计是唯

一能够提供直流响应的传感器，可以在非常低的转速下检测不

平衡和倾斜。MEMS加速度计还具备自测功能，可以验证传感器

100%可用。这在安全关键型安装中可能会很有用，因为在这些

安装中，可以通过验证传感器是否仍在工作来更简单地达到系

统标准。

可以完全密封采用陶瓷封装的MEMS加速度计和采用机械封装的

压电式加速度计，以在严苛、脏污的环境中使用。表4主要列出

传感器的物理、机械和环境性能。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传感器之

间的关键差异，例如集成、恶劣环境耐受能力、机械性能，以

及连接到旋转机器或装置的能力。

表3. 预测性维护传感器的性能规格

传感器 成本 
（千片订量报价） 3 dB带宽 直流响应 噪声/SNR 无线CbM的潜在电池寿命 自测

压电式 
加速度计

$25 - $500+ 2.5 kHz - 30 kHz+ 否 <1 µg/√Hz - 50 µg/√Hz 短到中等 否

MEMS 
加速度计

$10 - $30* 3 kHz - 20 kHz+ 是 <25 µg/√Hz - 100 µg/√Hz 中等到长 是

MEMS麦克风 <$1 - $2 20 kHz 否 57 dB - 74 dB 长 否

MEMS超声波 <$1 - $2 100 kHz 否 65 dB 长 否

*MEMS加速度计模块的价格可能超过30美元，但它们是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而提到的所有其他器件都只是传感器。

**重点：最差、中等、最好

表4. 预测性维护传感器的机械规格

传感器 尺寸 轴数 振动机械封装 行业标准接口 集成功能 机械连接 环境耐受度

压电式加速度计 中等 1 - 3 是 是 否 是 极佳

MEMS加速度计 小/中等* 1 - 3 是 是 是 是 极佳

MEMS麦克风 小 1 否 否 否 非接触式 良好

MEMS超声波 小 1 否 否 否 非接触式 良好

*MEMS模块通常包含ADC、处理器和根据传感器调谐的滤波，以优化性能，并节省信号链对空间的需求

**重点：最差、中等、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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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轴上检测振动数据可以提供更多诊断见解，实现更精准

的故障检测。虽然并非所有PdM安装都需要如此，但这是压电和

MEMS加速度计在数据质量、布线和空间节省方面的明显优势。

当长时间暴露在湿度增加的环境下时，MEMS麦克风显示出高达- 
8dB的失真。7 虽然这不是一个明显缺点，但如果您是在高湿度

严苛环境下使用PdM应用，则值得考虑。在这种情况下，驻极体

电容麦克风(ECM)比MEMS麦克风更具优势。其他影响麦克风性能

的环境因素还有：风、气压、电磁场和机械震动。8

在良好的环境中，MEMS麦克风在PdM应用中提供出色性能。目

前，还缺乏将MEMS麦克风安装到存在高振动、脏污或高湿度的

严苛操作环境中的相关信息。振动会影响MEMS麦克风的性能，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它们的振动灵敏度低于ECM。9 
如果无线PdM解决方案将使用MEMS麦克风，安装盒上需要有一个

孔或端口，以便声音信号到达传感器，这进一步增加了设计的

复杂性，且让其他电子元件更易脏污或受潮。

电容式MEMS加速度计技术的最新进展使得小型、低成本、低功

耗无线CbM解决方案可以用在不太重要的资产中，因此能够实现

更深入地诊断洞察，以便实施管理和保持关键系统正常运行。

这些进展也使得MEMS加速度计在用于更加传统的有线CbM系统

中时，性能更接近压电式加速度计。压电式加速度计具有如此

低的噪声和宽带宽，加上与工业标准连接（ICP和IEPE）耦合，

几十年来一直是实施振动测量的典型传感器。MEMS加速度计已

经调整为可以和IEPE标准模块连接，如图3所示。该转换电路以

Circuits from the Lab®参考设计为基础。该电路是基于一种特殊的

PCB进行设计，这种PCB可以在宽频带上工作，以在后期设计成

一个机械模块。

 
图3. MEMS加速度计、IEPE参考、PCB设计允许在IEPE机械模块中改进ADXL100x
系列CbM加速度计。注：ADI公司不生产IEPE机械模块。

图4所示的设备包含三个单轴MEMS加速度计、三个ADC、一个处

理器、内存和算法，这些都集成在一个机械模块中，共振超过

50 kHz。这突出显示了MEMS加速度计在传感器节点上集成智能的

能力，确保传感器与相应的信号链和处理功能配对，以实现出

色性能。此模块可以执行FFT，触发各种时域或频域报警，并生

成域静力，这对算法或机器学习工具能否预测故障至关重要。

 
图4. 三轴MEMS CbM模块，集成了ADC、处理器、FFT、统计数据，以及机械

封装，谐振频率超过50 kHz。

在为PdM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振动传感器时，真正的挑战在于配

对传感器，以匹配资产最可能出现的故障模式。目前还未能证

实MEMS麦克风足够坚固，能够在恶劣环境中可靠地检测所有基

于振动的故障模式，而振动检测和加速计的行业标准已经成功

实施并可靠地执行了几十年。已经证明MEMS超声波麦克风能够

比加速度计更早地检测轴承故障，这种潜在的共生关系可以为

您提供理想的PdM解决方案，以满足您未来对资产实施振动分析

的需求。

虽然难以推荐在PdM系统中使用哪种振动传感器比较好，但是可

以使用已经成功应用并不断改进的加速度计。ADI公司提供一系

列MEMS加速度计，从通用、低功耗、低噪声、高稳定性和高g，
一直到智能终端节点模块，如图4所示。ADcmXL3021是一个专用

PdM模块解决方案示例。ADI公司率先推出了支持PdM的MEMS加速

度计系列（20 kHz+带宽、25 μg/√Hz噪声密度），且仍是少数能够

提供如此高性能的MEMS加速度计的提供商之一。ADI公司继续在

传感器、信号链解决方案、机械模块、平台、机器学习算法、

人工智能软件平台和整体系统解决方案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支持在挑战性环境中对工业旋转机器实施预测性维护。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analog.com/CbM或联系CIC.EMEA@analog.com 。

https://www.analog.com/cn/applications/markets/industrial-automation-technology-pavilion-home/condition-based-monitor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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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状态监测应用的
三轴振动传感器

优化封装可在高于10 kHz的振动
频率下使用。

本地手动/自动FFT可实现振动特
征跟踪。

超低噪声密度和220 kSPS数字输
出，支持出色的分辨率。

ADcmXL3021

了解有关ADcmXL3021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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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性能如何支持状态监控解决方案

技术聚焦

为什么MEMS加速度计成为CbM应用设计师的
最佳选择

本文比较了MEMS加速度计与压电式加速度计，以强调MEMS
传感器在其短暂生命周期内的发展情况。通过比较5款不同的

MEMS传感器，本文还探讨了CbM应用的关键设计考虑因素。

不平衡、未对准、滚动元件轴承缺陷和齿轮齿节故障只是高

性能振动传感器可以检测和诊断的许多故障类型中的几种。

更高传感器性能与适当的系统级考量相结合，有助于实现新

一代状态监控解决方案，让人们更深入了解各种工业设备和

应用的机械运作。

软件可配置硬件如何帮助实现工业I/O模块的
灵活性

通过这篇技术文章，了解如何借助软件可配置输入/输出(SWIO) 
IC设计一款具有出色灵活性的系统，以应对设计人员在过程控

制和工业自动化中面临的挑战。

请访问：analogdialogue.com/cb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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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电源
RS-485收发器
缩短设计时间
ADM2867E
低辐射发射符合EMC标准要求。

ADM2867E RS-485收发器

简化的PCB设计与小型SOIC封装尺寸。

具备减少终端系统安装和调试时间的智能功能。

更多信息请访问：analog.com/ADM2867E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m2867e.html


对于使用电机、发电机和齿轮等的机械设备和技术系统，状态

监控是当前的核心挑战之一。在最大限度降低生产停机风险这

一方面，计划性维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仅是在工业领域，

在任何使用机械系统的地方均是如此。除此以外，还分析了机

器的振动模式。齿轮箱导致的振动在频域体现为轴速的倍数。

不同频率点的磨损、不平衡或松脱的部件等异常。我们通常使

用基于MEMS（微机电系统）的加速度计来测量频率。与压电式

传感器相比，它们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出色的漂移特性和灵敏

度，以及更高的信噪比(SNR)，此外，还能检测几乎接近直流范

围的极低频率振动。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ADXL1002 MEMS加速度计的高线性、低噪声、宽

带振动测量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可用于实施轴承分析或发

动机监测，且适用于所有需要动态范围高达±50 g、频率响应范

围为从直流至11 kHz的应用。

图1显示的是一个示例电路。来自ADXL1002的模拟输出信号通过2
极RC滤波器馈送至逐次逼近寄存器(SAR)模数转换器(ADC) AD4000，
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值，以进一步处理信号。

VOUT

VDD

VDD

VSS

0.1 µF

R1
16 kΩ

R2
32 kΩ

C1
300 pF

C2
300 pF

10 µF

REF

GND

IN+

IN–

SDI
SCK
SDO
CNV

AD4000

ADXL1002

 
图1. ADXL1002的示例电路。

ADXL1002是一个高频率的单轴MEMS加速度计，提供远超过传感器

谐振频率范围的输出信号通频带。采用此器件之后，也可以监

测3 dB带宽以外的频率。为了实施这种监测，ADXL1002的输出放

大器需要支持70 kHz小信号带宽。使用ADXL1002的输出放大器也

可以直接驱动实现高达100 pF的容性负载。要实现高于100 pF的负

载，需要使用不低于8 kΩ的串联电阻。

ADXL1002的输出端需要配备外部滤波器，以消除ADXL1002的输出

放大器和其他内部噪声组件产生的混叠噪声，例如，耦合内部 
200 kHz时钟信号产生的噪声。因此，需要相应采用滤波器带

宽。采用图1所示的尺寸（R1 = 16 kΩ，C1 = 300 pF，R2 = 32 kΩ，C2 = 
300 pF）时，在200 kHz时会实现约84 dB衰减。此外，选择的ADC采
样速率应该高于放大器的带宽（例如，32 kHz）。

对于ADC，应为此基准电压源选择ADXL1002的电源电压，这是因

为输出放大器与电源电压成比率关系。在本例中，电源电压的

容差和电压温度系数（一般连接至外部稳压器）介于加速度计

和ADC之间，所以可以抵消与电源和基准电压相关的隐含误差。

频率响应
加速度计的频率响应是该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具体如图2所示。

在频率高出约2 kHz至3 kHz时，增益增加。对于谐振频率(11 kHz)，
在输出电压下产生约12 dB（因子为4）的最大增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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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章

Thomas Brand，现场应用工程师

Condition monitoring is one of today’s core challenges in the use of mechanical facili-
ties and technical systems in which, for example, motors, generators, and gears are 
used. Planned maintena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minimizing risk 
of production downtime not only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but wherever machines are 
use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vibration patterns of the machines are analyzed for this. 
The vibrations caused by the gearbox are usually perceived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as 
a multiple of the shaft speed. Irregularities in the different frequencies point to wear, 
imbalance, or loose parts. 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based accelerom-
eters are often used for measuring frequency. Compared with piezoelectric sensors, 
they feature a higher resolution, excellent drift and sensitiv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 
better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They also enable detection of low frequency vibra-
tions close to the dc range.

In this article, a highly linear, low noise, wideband vibration measurement solution 
based on the ADXL1002 MEMS accelerometer is shown. This solution can be used for 
bearing analysis or engine monitoring and for all applications in which a large dynamic 
range of up to ±50 g and a frequency response from dc to 11 kHz are required. 

Figure 1 shows an example circuit. The analog output signal from the ADXL1002 is fed 
(SA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AD4000, which converts the analog signal to a digital value for further 
signal processing.

VOUT

VDD

VDD

VSS

0.1 µF

R1 R2

C1
300 pF

C2
300 pF

10 µF

REF

GND

IN+

IN–

SDI
SCK
SDO
CNV

AD4000

ADXL1002

Figure 1. Example circuit for the ADXL1002.

The ADXL1002 is a high frequency, single-axis MEMS accelerometer that provides an 
output signal pass band extending beyond the resonant frequency range of the sensor. 
This is desired so that frequencies outside the 3 dB bandwidth can also be observed. 

bandwidth of 70 kHz. Capacitive loads of up to 100 pF can also be directly driven with 

arise, for example, through coupling of the internal 200 kHz clock signal. Therefore, 

in Figure 1 ( ), attenuation of about 
ADC sampling rate should be higher 

(for example, 32 kHz).

For the ADC, the ADXL1002 supply voltage should be selected for its reference 

voltage. In this case, the voltage supply tolerance and the voltage temperature 
(which are usually connected to external regulators) run between the 

accelerometer and the ADC so that the implicit error associated with the supply and 
reference voltages is canceled out. 

Frequency Response
The frequency response of the acceleromet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system and is shown in Figure 2. The gain increases at frequencies above about 
2 kHz to 3 kHz. For the resonant frequency (11 kHz), a peak value for the gain of about 
12 dB (factor of 4) in the output voltage is yielded.

如何建立
基于MEMS的解决方案，
以在状态监控期间
实施振动检测

请访问：analogdialogue.com/cb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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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监控开发平台利用
先进振动传感技术
延长设备寿命

机械简易安装，同时保持传感器信号
的完整性（高达20 kHz）。

数据采集系统为数据分析工具或应用
程序提供实时数据。

了解CN0549平台

CN0549

高带宽MEMS加速度计传感器数据以
IEPE格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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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DXL1002的频率响应。

为了显示量程过冲（超量程），ADXL1002配备了一个对应的输出

（OR引脚）。发生明显的超量程事件时，集成式监测器会发出

警报。

机械安装注意事项
应特别注意将加速度计放置在正确的位置。加速度计应安装在

靠近板的刚性安置点的位置，避免电路板本身产生任何振动，

以及因为电路板振动未受抑制而导致的测量误差。这种放置可

以确保加速度计每次受到的电路板振动的频率都高于机械传感

器的谐振频率，因此实际上对加速度计是不可见的。多个安装

点时，接近传感器和较厚的板也有助于降低系统谐振对传感器

性能的影响。

结论
采用图1所示的电路时，可以相对容易地构建基于MEMS的解决方

案，该方案可以检测直流范围到11 kHz的振动（旋转机器的状态

监控通常要求采用这一范围）。

参考资料：
电路笔记CN-0303：带频率响应补偿的MEMS振动分析仪。ADI公司，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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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MEMS IMU，
小型可靠封装用于
工业应用

ADIS1650x

ADIS16500 MEMS IMU

陀螺仪具有抗冲击和抗振动能力

出色的交叉轴灵敏度

SPI接口简化处理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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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章

Maurice O’Brien，战略营销经理

新型单对以太网
状态监控应用中通过双线传输高质量的
资产运行状况信息和功率

状态监控在智能工业中的重要性
制造商和工厂运营商希望在提高吞吐量的同时减少维护成本和

资产停机时间，因此，实时连续的状态监控和预测性维护解决

方案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状态监控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提升制造质量和制造工厂的安全性。

鉴于计划外停机的成本可能占总制造成本的近四分之一，所以

采用预测性维护有望大幅节省成本并提高生产力。1

关注状态监控和预测性维护的行业市场报告预测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为25%至40%，这主要受两大增长领域推动。第一是监测资

产运行状况的智能传感器的部署增加；第二是人工智能和高级分

析的使用增加，资产运行状况数据被转化为可操作的信息以执行

预测性维护，并创造以服务为基础的新型预测性维护业务模式机

遇。新型状态监控部署的增长将涵盖多个行业，包括：

� 废物和废水处理

� 纸和纸浆

� 制药

� 能源

� 制造

� 食品饮料

� 金属和采矿

� 石油和天然气设施

在这些行业中，状态监控应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旋转设备应用

（泵、压缩机和风机），而是扩展到适合CNC机床、机床、编码

器、传送带、机器人和仪器仪表等新应用（参见图1）。

现有通信挑战
从智能传感器到更高级别管理系统的连接一直是状态监控应用的

主要挑战之一。截至目前，状态监控应用一直使用有线或无线连

接解决方案，具体由终端应用要求决定。无线连接解决方案在部

署方面存在优势，但带宽和/或电池寿命通常受到限制。有线连

接解决方案有时受到数据带宽限制，而且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下并

非总能支持长距离传输，常常需要采用单独的电源线。

 
图1. 状态监控应用

基于100BASE-TX/10BASE-T的现有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通过带PoE的
Cat-5或Cat-6e电缆提供高达100 Mb的高数据带宽和功率，但覆盖

距离限于100 m，且不支持危险区域使用场景，因为这些是高功

率解决方案。状态监控应用需要支持可能在远程的传感器，这

些传感器需要稳健的远程通信；由于要部署在恶劣的工业环境

中，传感器节点须位于一个空间和功率受限的IP66/IP67外壳中。

这些受限的传感器节点应用需要采用一种低功耗、高数据带宽

的通信解决方案，通过一根低成本、易于安装的电缆（具有小

型电缆接头）将电能和数据传输到传感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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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融合IT/OT网络上的资产运行状况信息

采用单对以太网的新型连接解决方案
由 IEEE制定的新型单对以太网 (SPE)物理层标准为传输资产运

行状况信息，实施状态监控应用提供了新的连接解决方案。

10BASE-T1L是在2019年11月7日由IEEE批准的新以太网物理层标准(IEEE 
802.3cg-2019)。这将通过与现场级器件的无缝以太网连接显著提

高工厂运营效率，变革自动化行业。10BASE-T1L解决了至今为止

一直限制现场使用以太网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功率、带宽、

布线、距离、数据岛以及本质安全0区（危险区域）应用。通过

为后装市场升级以及前装市场安装解决这些挑战，10BASE-T1L将
有助于获得以前无法获取的新资产运行状况信息，并将它们无

缝传送给控制层、云/私人服务器。这些新的见解将通过从现场

资产到云或私人服务器的融合以太网网络（请参见图2），让数

据分析、运营见解和生产力提高成为可能。

10BASE-T1L以太网连接的优势
10BASE-T1L无需采用传统通信用于连接至控制和管理网络的耗电

复杂网关，可跨信息技术(IT)和操作技术(OT)网络实现融合以太

网网络。通过此融合网络，可简化安装和器件更换，加快网络

调试和配置。最终将加快软件更新，简化根本原因分析和现场

级资产维护。10BASE-T1L物理层与消息传输协议(MQTT)融合，为现

场资产提供消息传输协议，较低功耗的智能传感器仅占用少量

内存空间。MQTT将资产运行状况信息直接与云或私人服务器连

接，以实施高级数据分析，进而采用预测性维护技术。

要与支持10BASE-T1L的现场资产通信，需要具有集成介质访问控

制(MAC)的主机处理器、无源介质转换器或具有10BASE-T1L端口的

交换机。不需要其他软件、特殊驱动或定制TCP/IP堆栈（参见图

3）。这就使10BASE-T1L器件具有明显优势：

� 10BASE-T1L是一种功耗极低的物理层技术，可以采用高数据带

宽连接解决方案实现极低功耗的智能传感器部署。

� 通过10BASE-T1L连接的智能传感器可通过网络访问，并可随时随

地远程更新。随着传感器越来越复杂，软件更新的可能性更

大。现在，通过快速以太网连接，更新可在合理时段内完成。

� 访问高级以太网网络诊断工具简化根本原因分析。

� 通过单条长达或超过1千米的双绞线（在单条双绞线上同时传

输功率和数据），提高智能传感器安装的灵活性。

� 现在，通过现场资产上运行的网络服务器，我们可以远程获

取资产运行状况信息，维护人员无需四处走动来监控资产运

行状况，有助于大幅节省成本。

MEMS Vibration
Sensor

Low Noise
High Bandwidth

Low Power
Processor

Low Power
PHY

10BASE-T1L PHY

Single Twisted Pair Cable

Power and Data Up to 1 km

Field Asset 10BASE-T1L Connectivity

Processor

MAC

 
图3. 采用10BASE-T1L PHY的现场资产、智能传感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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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DI公司的状态监控功能

10BASE-T1L：两条线上传输功率和数据
ADIN1100（ADI公司的10BASET1L PHY）可以在超过1000米长的单条双

绞线上实现更低功耗的以太网连接，其功耗仅为39 mW。单对以

太网供电(SPoE)或工程电源解决方案与10BASE-T1L PHY相结合，支

持通过单条双绞线电缆提供电源和数据。10 Mb数据带宽通信链

路可在同一条电缆上传输大量功率，为现场资产提供电源、功

率和连接带宽，以支持新型状态监控应用。采用10BASE-T1L连接

之后，获取资产运行状况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因为这些信息可

通过融合IT/OT以太网网络获取。10BASE-T1L可在危险区域内使用

（本质安全区域0），用于实施过程自动化部署，有时候被称

为以太网APL。10BASE-T1L/Ethernet-APL支持新的更低功耗解决方案

将资产运行状况监控智能传感器连接到更高级别的数据管理系

统。这样，AI和高级分析系统将能够把资产运行状况数据转换

为可操作的信息，并部署新的预测性维护服务。

系统级解决方案和AI平台加速状态监控部署
完整的系统级状态监控应用解决方案将是实现更高质量的数

据和洞察，从而显著改善制造流程的关键。10BASE-T1L/Ethernet-
APL的先进技术与AI驱动的实时检测技术（如ADI OtoSense™）相结

合，可以在客户系统的各个级别实现AI集成。ADI OtoSense平台能

够检测和解译声音、振动、压力、电流、温度等，从而提供连

续状态监控和按需诊断。它可以实时在边缘现场资产上在线或

离线运行。ADI OtoSense系统可以检测异常，通过与状态监控领

域专家交互而不断学习，同时创建数字指纹以帮助识别机器故

障，从而提早预测事故，避免发生代价高昂的停机、损坏或重

大故障。

检测、信号处理、连接、机械封装技术和边缘人工智能方面的

进步，正在推动新型状态监控解决方案和预测性维护服务的实

现，有望节省大量资金并提高生产率。

新的系统级状态监控应用解决方案将包括用于振动和冲击检测

的MEMS传感器，用于数据采集的精密转换器技术，以及用于创

建高质量资产运行状况数据的边缘处理。低功耗、稳健的有线

和无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从资产访问资产运行状况数据。无线

通信解决方案包括SmartMesh®或无线HART®。有线通信解决方案包

括RS-485或10BASE-T1L单对以太网，后者可在两条线上提供电源和

数据。这些技术连同高性能电源管理，均结合在资产监控解决

方案（例如OtoSense技术）中，构成可以安装在设备上进行预测

性维护的完整硬件和AI监控解决方案（参见图4）。

更高质量的资产运行状况信息和更快的连接将能延长设备使用

寿命，降低维护成本，消除计划外的停机时间，同时保持智能

工厂的最高制造质量和安全水平。

如需了解适用于状态监控应用的完整系统级解决方案和人工智

能产品的更多信息，以及ADI公司如何帮助客户和合作伙伴快速

开发和部署端到端监控和基于预防性维护服务的解决方案，请

访问analog.com/cbm。

参考资料
1  “制造业中采用先进维护的成本和优势”。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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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振动传感器

产品速递

ADI公司致力于提供各种创新产品，这些产品通过传感、测

量、连接、解译、电源和安全性帮助您解决最棘手的设计问

题，创建“超越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以下列出了全球顶

尖设计人员设计的最新的状态监控(CbM)产品和解决方案。

ADcmXL3021是一个完整的振动检测系统，将高性能振动检测（使用微型

机电系统(MEMS)加速度计）和各种信号处理功能相结合，可简化状态监控

系统中的智能传感器节点开发。

高频率、±50 g MEMS加速度计
ADXL1001/ADXL1002在具有两个满量程范围选项的扩展频率范围内提供

超低的噪声密度，并且提供优化的工业状态监测能力。ADXL1001 (±100 g)
和ADXL1002 (±50 g)分别具有30 μg/√Hz和25 μg/√Hz的典型噪声密度。两

款加速度计器件均具有稳定、可重复的灵敏度，并且可以承受高达10,000 g
的外部冲击。

具有功率调节功能的动态信号分析、精准型
24位ADC
AD7768-1是一款低功率、高性能Σ-Δ模数转换器(ADC)，其具有一个Σ-Δ调
制器和数字滤波器，可实现AC和DC信号的精确转换。AD7768-1是AD7768
的单通道版本，后者是一款8通道同步采样Σ-ΔADC。

访问产品页面

下载数据手册

观看视频

访问产品页面

下载数据手册

访问产品页面

下载数据手册

样片申请及购买

加入EngineerZone®
上的讨论

购买EVAL-ADXL100x评估套件

样片申请及购买

购买EVAL-AD7768-1评估套件

样片申请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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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监控开发平台

无线振动监测平台

具有能量收集电池寿命延长器的毫微功率降压-
升压型DC/DC转换器
LTC3330集成了一个高电压能量收集电源和一个由主电池供电的DC/DC转换器，

可创建一款面向可替代能源应用的单输出电源。由一个集成型全波桥式整流器和

一个高电压降压型转换器组成的能量收集电源负责从压电源、太阳能或磁源收集

能量。

产品速递

集成电子压电(IEPE)标准是当今工业中普遍使用的高端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和
压电传感器的流行信号接口标准。CN0549系统模块包括：

无线振动监测平台是一个针对基于MEMS加速度计的振动监测的无线信号链的系

统评估解决方案。该系统解决方案整合了机械附件、硬件、固件和PC软件，可以

快速部署和评估三轴振动监测解决方案。该模块可以通过¼-28螺柱直接连接到

电机或固定装置。作为状态监控系统的一部分，它也可以与同一无线Mesh网络

上的其他模块组合使用，提供具有多个传感器节点的范围更广的图像。

CN0532：适用于宽带MEMS
加速度计传感器的IEPE兼容
接口

CN0540：适用于IEPE传感器
的24位数据采集系统

XLMount1：经过机械优化、适用
于MEMS加速度计板的安装块

访问产品页面

下载电路笔记

访问产品页面

下载用户指南

访问产品页面

下载数据手册

观看视频

样片申请及购买

购买产品

购买DC2048A评估套件

样片申请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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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维护一般是预防性或纠正性维护，通常会占用很大一部分

生产成本。现在，使用IIoT（工业物联网）监测机器的健康状态

有助于实现预测性维护，让行业人员能够预测故障，从而大幅

节省运营成本。

由于工业设备普遍实现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工业4.0得以实现，

且正在助力生产工具变革。它就像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让

生产链变得更加灵活，支持制造定制化产品，同时保持盈利。

此外，数字化和工业物联网连接对维护也大有裨益。使用传感

器，尤其是加速度计之后，可以分析机器的运行状态，而不是

每隔一段时间更换磨损的部件。在预测性维护框架内，只有在

出现某些早期预警症状时，操作者才需要进行干预。这种针对

机器健康状况的分析被称为基于状态的监控(CbM)，与基于通常

非常保守的固定时间表的系统型维护系统相比，能够控制维护

成本。除了维护操作计划更为灵活之外，还能在早期阶段检测

出问题，让操作人员能够据此安排机器的停机时间，比起生产

线以外停机，这显然要好得多。

振动分析：传感器的重要性
制造商使用多种参数来确定启动维护操作的时间，这些参数包

括振动、噪声、温度测量等。在可测量的物理量中，振动频谱

测量能够针对旋转机器（发动机、发生器等）中的问题的根源

提供最多信息。异常振动可能是滚珠轴承故障、轴偏差、不平

衡、过度松散等问题。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特有的症状，例如旋

转机器的振动源。

采用加速度计测量振动
振动测量可以使用放置在被监测元件附近的加速度计进行。这

种传感器可以是压电式，也可以是MEMS类型，后者更具优势，

不仅可以在低频率下提供更好的响应，而且体积小巧。

滚珠轴承发生故障时，每次滚珠碰触到开裂处，或者触碰到内

环或外环的缺陷位置，就会发生撞击，引起振动，甚至导致旋

转轴轻微移位。撞击发生的频率由转动速度，以及滚珠的数量

和直径决定。

但这不是全部！一旦故障出现，前面提到的撞击有时候会产生

可以听见的声音，即冲击波，表现为低能量谱分量和相对较高

的频率，通常大于5 kHz，而且总是远远超过基本的旋转频率。

只有低噪声、高带宽加速度计（例如ADI公司的ADXL100x）才能测

量与首个故障信号相对应的频谱线。对于频率响应较低或噪声

较高的产品无法感测到的问题，这些加速度计可以提供一些宝

贵信息。随着问题恶化，低能量谱分量不断增加。到了后期，

入门级加速度计就可以检测出振动，但到了此时，解决故障会

变得迫在眉睫，维护团队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为了避

免猝不及防，使用低噪声、高带宽加速度计在最初出现异常的

时候就进行检测可谓至关重要。

除了ADXL100x系列加速度计(ADXL1001/ADXL1002/ADXL1003/ADXL1004/
ADXL1005)之外，ADI公司还提供许多其他加速度计，对于分析机

器状态非常有用。在更严格的带宽范围内观察发现，ADXL35x系
列产品(ADXL354/ADXL355/ADXL356/ADXL357)具备低噪声等级特性（噪

声低至20 μg/√Hz，带宽为1500 Hz）。与提供模拟输出的ADXL100x系
列产品不同，ADXL35x系列产品可以提供数字输出，用于简化与

微控制器的接口。

Bertrand Campagnie，ADI公司

技术文章

选择正确的加速度计，
以进行预测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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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问题类型的频谱特征。滚珠轴承故障的首个迹象发生在高频

频谱。

供消费电子使用的入门级产品，例如ADXL34x(ADXL343/ADXL344/
ADXL345/ADXL346)或超低功耗ADXL36x(ADXL362/ADXL363)加速度计并不

具备足以满足高品质预测性维护要求的带宽或噪声性能。这些

入门级产品不仅限制了现有设备的诊断能力，而且还极大地限

制了用于开发未来诊断解决方案的数据的可用性。

但是，它们却是测量机器活动的极佳选择，例如，用于计算操

作小时数，并在必要时启动维护——不是预测性维护，而是预

防性维护。这些加速度计的功耗极低，因此可以通过能量采集

器或通过电池供电。

如果只是需要监测和测量机器突然发生的撞击，ADXL37x系列产

品(ADXL372/ADXL375/ADXL377)就是较理想的选择。由于撞击可能只

会改变机器的精度或运行状态，所以它可能会启动（例如）纠

正性维护，以纠正可能出现的问题。

从组件到完整模块
如前所述，ADXL100x系列具有宽带宽和低噪声特点。但是，它们

采用单轴，需要配备相关的处理电子设备。为了简化设计，ADI
公司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采用ADcmXL3021型号实施三轴

测量。这款3.3 V电源电压产品包括三个基于ADXL1002的测量链、

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处理器和一个FIFO。整个装置封装在一

个铝壳(23.7 mm×26.7 mm×12mm)内，可以即时安装在旋转机器上。

该产品的全测量范围为±50 g，具有仅25 μg/√Hz的低噪声水平和10 
kHz带宽，这些特点使其能够在大量应用中捕捉振动特征。

信号处理模块不仅包括一个具有32个系数的可配置FIR滤波器，

还包括一个每轴2048个节点的FFT函数，用于对振动进行频谱分

析。再将用这种方法计算得出的频谱的每个频率级别与可配置

的报警阈值（每轴6个）进行对比。如果频谱组件过于密集，就

会生成警报。本产品可以通过SPI端口与主机处理器进行交互，

提供访问内部寄存器以及一组用户可配置的函数的权限，包括

先进的数学函数，例如计算平均值、标准偏差、最大值、波峰

因素和峰度（四阶动力矩，支持测量振动的锐度）。

VDDGND

3-Axis
Accelerometer

ADC

ADC

ADC

ADC

CPU

Serial
I/OFIFOTemp

Sensor

Power
ManagementAlarms

TRIGGER

DIN
DOUT

SCLK

ADcmXL3021

BUSY

RST

CS

Digital
Filter

Analog
Filter

X

Y

Z

 
图2. ADcmXL3021模块，非常适合用于实施预测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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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Mesh：适用于IIoT的网络，非常适合用于
实施预测性维护
无线网络特别适合用于从振动传感器收集维护数据。它的速度

不需要多快，但必须足够健壮，能够在通常非常嘈杂、且采用

金属结构、传导性很差的工业环境中运行。它还必须能够从

大量传感器收集数据，而这些传感器不一定非常靠近数据记

录器。为了满足这一需求，ADI公司推出SmartMesh® IP工业Mesh网
络，该网络功耗低，且具有相当高的抗扰性。最后一个标准对

于维护模块非常重要，为其供电的能量采集器或锂电池必须运

行5到10年，中间不能进行更换。SmartMesh IP网络基于6LoWPAN标
准(IEEE 802.15.4e)，非常适合IIoT，且基于围绕2.4 GHz传输的专有

协议构建。该解决方案包含LTC5800收发器或预认证的LTP590x模
块，非常易于实施。

使用各种技术来保证传输可靠性大于99.999%，包括同步、通道

跳变和时间戳，以及针对Mesh网络的动态重新配置，在信号最

强劲的地方仅使用RF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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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SmartMesh IP网络非常适合用于实施IIoT和预测性维护操作。

表1. ADcmXL3021和ADXL100x系列非常适合CbM应用。

系列 主要特性 应用/维护类型 轴数 输出类型

ADXL1001/ADXL1002/
ADXL1003/ADXL1004/
ADXL1005

高带宽、低噪声、100 g至500 g、带宽高达
24 kHz 
（具体取决于产品）

非常适合用于在旋转机器上实施预测性
维护；可以检测出早期故障症状

单轴 模拟

ADXL354/ADXL355/ 
ADXL356/ADXL357

低噪声、低失真、低功耗； 
最高±40 g；1500 Hz带宽

诊断系统故障，例如低速旋转设备的不
平衡、失调、松动和中后期轴承故障

三轴 模拟或数字（具
体取决于产品）

ADXL335/ADXL337 低功耗、小尺寸、模拟接口、3 g 面向需要模拟接口的低成本应用 三轴 模拟

ADXL343/ADXL344/ 
ADXL345/ADXL346 入门级、低成本、±2 g、±4 g、±8 g、±16 g 面向需要数字接口的低成本应用 三轴 数字

ADXL362/ADXL363 超低功耗、低带宽
测量设备活动，以进行预防性维护； 
由电池或者通过能量收集供电

三轴 数字

ADXL372/ADXL375/
ADXL377 高度全面缩放/冲击检测 适合冲击检测，以进行纠正性维护 三轴 模拟或数字

ADcmXL3021 高性能、宽带宽(10 kHz)、低噪声、集成式
FFT、多轴

综合CbM模块，包括三个加速度计和相
关的信号处理；非常适合预测性维护

三轴 数字

ADIS16228 ±20 g、集成式FFT、带宽高达5 kHz 综合CbM模块，用于进行预测性维护 三轴 数字

表2. 纠正性、预防性和预测性维护的成本对比

启动/安装成本 操作成本 与计划外停机相关的成本

纠正性维护
$$$$$$$$$$

计划外生产停机

预防性维护

$$

根据计划进行现场干预/ 
系统性地更换易损件

$$$$

未能进行实时机器监控 
导致出现预期外的生产停机

预测性维护
$$

特定设备的安装（振动传感器等）

$

机器状态信息，通过特定软件 
或通过AI进行监控

$

机器状态信息，通过特定软件 
或通过AI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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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求助于人工智能呢？
目前存在多种振动分析技术。除了数字滤波被用于克服流程本

身或者由机器的其他组件导致的寄生振动之外，还可以使用数

学工具进行辅助，例如ADcmXL3021中包含的工具（计算平均值、

标准偏差、波峰因素、峰度等）。分析可以在时域中进行，但

频率分析才是提供最多关于异常及异常原因的信息的分析。频

率分析甚至可用于计算被同化为信号频谱中频谱的倒谱（反向

傅里叶变换被用于计算信号傅里叶变换的对数）。但是，无论

使用哪种分析方法，困难之处在于确定最佳警报阈值，以使维

护操作既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

可以采用一种方法替代传统的警报阈值配置，即在故障识别流程

中引入人工智能。在机器学习阶段，云资源被用于基于来自振动

传感器的数据创建代表性的机器模型。模型创建完成之后，可以

下载至本地处理器。使用嵌入式软件不仅可以实时识别正在发生

的事件，还可以识别瞬态事件，从而能够检测异常。

旋转机器中的振动源
旋转机器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滚珠轴承出现故障。对从放置

在轴承附近的加速度计获取的数据进行频谱分析，可以得出许多

特征线、振幅和频率，它们都由旋转的速度和问题原因决定。

所述系统的特征频率包括：

� 轴承套的旋转频率： 

fcage =
1

2
1
d
D
cos( ) faxle

� 与外环（固定）上的缺陷有关的频率： 
fext = N fcage

� 与内环（轴）上的缺陷有关的频率： 

fint = N faxle fcage( )

� 除了这些频率特征外，滚珠越过缺陷位置（开裂、剥落等）

所产生的冲击波还会引起高频振动(>5 kHz)，有时甚至可以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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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ring

d: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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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Angle
Cage

Crack or Defect on the Outer Ring

Crack or Defect on the Inner Ring

Axle

 
图4. 滚珠轴承。

� N：滚珠数量

� Φ：接触角度

� faxle：轴的旋转频率

� d：滚珠直径

� D：滚珠的平均直径

关于新服务
除了为预测性维护构建模型之外，人工智能和云访问还开启了

通向诸多可能性的大门。将振动测量数据与来自其他传感器的

数据（压力、温度、旋转、功率等）相关联，可以推断出关于

系统状态的许多信息，远多于维护所需的数据量。将基础数据

合并可以进一步优化设备模型，不仅可用于检测机械故障，还

能够处理问题（例如，空输送带、内部没有流液的泵、不含膏

体的混合器等）。因此，我们可以考虑设备制造商通过将设备

供应、维护，以及对生产线的性能和问题实施的统计分析结合

起来，为他们的最终客户提供的多种服务。配备了传感器模块

之后，基本的电机会成为大数据概念的主要参与者。

作者简介
Bertrand Campagnie在ADI公司工作已超过22年。他之前负责管

理应用团队，现在负责工业、医疗和消费电子领域的战略

性客户。Bertrand拥有斯特拉斯堡国立高等物理学校工程学

位和微电子深入研究文凭。联系方式：bertrand.campagnie@
analo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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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N1100现可提供样片。

行内超低功耗、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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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在线研讨会：从振动感知到算法开发

此在线研讨会介绍了全新ADI状态监测平台，旨在加
速状态监测的硬件、软件和算法的开发。CN0549平
台是一个完整的开发平台，针对机械安全的高带宽

传感器数据进行可靠的高保真数据采集。

CN0549视频：状态监控开发平台

要实现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高质量的传感数据必不

可少。ADI的CN0549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开发平台，旨
在加速状态监测的硬件、软件和算法的开发。

视频：状态监控解决方案，从检测到支持
人工智能的可行见解

了解ADI技术，包括MEMS振动和冲击、数据采集、
有线和无线通信以及终端人工智能。

视频：加快状态监控算法开发

CN0549—CbM开发平台。加速状态监控硬件、软件
和算法的开发。CN0549支持实时振动数据处理，可
加快用于预测性维护服务的算法的开发。

观看本在线研讨会

立即观看

立即观看

电路笔记CN0549：符合IEPE标准的CbM
机器学习赋能平台

本电路笔记介绍：由于有传感器，振动检测传统上

已在大多数CbM应用中占主导地位，分析背后的科

学原理得到了更好的理解。

产品特色：使用Voyager 3加快状态监控
速度

Voyager 3是一款针对基于无线MEMS加速度计的振

动监测系统评估解决方案。该系统解决方案整合了

机械连接功能、硬件、固件和PC软件，可以快速部
署和评估三轴振动监测解决方案。

了解详情

了解详情

立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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