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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化月表采样器故障诊断算法的研究＋
解淇。２

奉斌‘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沈阳１１００１６．
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ｌＯ呻３９）

摘要口措建的月褒采样ｇ的采样Ｉ怍目【构主要有两个部分：仿生蚌式复台铲和转塔式钻机。奉文针对采样器钻帆的钻进
过程ｔ设计７一套基于神经网络ＢＰ算法的故障诊断方法．目咀盘睨对钻进过程中的卡钻事故进行桠线监控和谚斯。实验表
明谆算法逃到７预期的设计Ｒ的，取得Ｔ良好的艘果。
关键词：故障诊断分布式榨制系统钻进过程ＢＰ算法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ａｕｌｔ ｄｉ３９ｎ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Ｉｕｎ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ａｍｐｋｒ
¨Ｂｉ—

ｘｉｅｏｌ”

ｓⅫｔ ｘｅｙ

Ｌ。ｂ。，口ｆ娜。可Ｒ女“ｍ

ｓｂｅ＾ⅢｇｉｍｔｌⅫｅ《＾㈣ｍｊ帆ｃｈｌ—Ａｃ鲥。哗可＆…ｓｈｍ“曙¨脚｜６．ｃ自ｗ

２Ｇ，幽。“＆幻吐ｃｍ…Ａｃ础叫《ｓｃｋ—Ｂｅｕｌ峰ｔＯ∞∞ｃｈｍ∞
Ａｋ口ａｃｔ＝Ｔ｝｜ｅ
ＢＰ

ｄｅＶｅＩｏ”ｄｌｕ…ｕｄ∞ｅ ｓ珊ｐＩｅｒ ｃｏｎｎ咖ｋｓ

ｏｆ

ｂｍｌｃ

ｃｌ硼女ｏｗｌＭｄｔｕ㈣ｇｎｃｈｕｌｔｄｌｑ懈一ｄｂ耐ｂ赋ｄ

ｎ…ｌ ａＩｇ。ｎｍｍ ｄ…ｓｃｄｌｎｍ。阿ｒｆｏｒ ｄ１昭１０ｓＩｎｇｍ口“…唱ｐ…ｏｆｍｅ“ｇ
ｂ

ｃｘｐ州ｍｅ删ｄｌ‘非ｍ……ｃ¨

ｏｎ

ｓＩａＩｃ

５ｔ融ｓ Ｔｈ“ｇｏｆｉｌｌｌｍｌｓ ｖａ咖舭ｄ时ｍｌ咖ｄ
ｄＩｓⅡｉｂ眦ｄ ｃｏｎｎｏＩ ５ｙｎｃｍ ｄｎｌｌ。鸭Ｐｍｃｃｓｓ ＢＰ ｎｃｕｔ珊ａＩｇｏｎｔｈｍ

ｏｆ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Ｐ”ｄＪｃＩｉｆ［ｈｅ ｄｎＩｌ Ｐｌ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ｆ抽｜ｔ ｄＩａ印ｏｓ】ｓ

Ｔｈ…ｎ帅１９５㈣ｎ ｓ”ｐｅ…Ｉｋ

引言

２采样器主控制系统的设计

中国探月“嫦娥工程”中的第二步：进行月岩的

２１采样器基本机构

现场探测和采样分析及第三步：进行月球样品自动

取样井返回地球．都对月表采样器有明确的需求Ｉ“。
月表采样器工作在世劣帕月球环境下．因此需要具
备自治采样的能力。固外为标示星球来样钻机的自
动化水平，下表ｌ给出了五种不Ｊ刮等缝的自动化水

镕＊＃ｉ

平的定义。

夹ｇ装ｚ

采样器控制系统的智能性决定了采样器的智
能性，为使搭建的采样器控制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山

钻女

原先的Ａ２水平（其有基本速度ｆｊｊ环及位置闭环）
提高到Ａ３水平，即其备故障诊断厦恢复的能力．
本文设计了一套基于ｓ３ｃ２４４０ ｊ－控制器的神经网
络ＢＰ算法用于宴现钻进过程中的卡钻事故进行在

Ｐ子

线监控和诊断。

目１机器＾他月表采样器

‘＃±｛日ｎ目＾｛目￥ｍ＾女＊％“＊４＆ｍＲ：０８＾Ｉ ２∞１０

月表采样器且有夹持、铲、钻取等＾自由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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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１星球采样钻机自动化水平分级表

机构主要有两个部分：仿生蚌式复合铲和转塔

３故障诊断ＢＰ算法的构建

式钻机。采样器结构如躅ｌ所示。
２

２控制系统结构

亥采样器机构复杂．部件之问必须按照严格的
时序协调运作。为精确地控制各部件的运作，保证
系统可靠地运行，本文｛５｝计套基于ｓ３ｃ２４４０微处
理器豹嵌入式分布式控制系统，如图２所示。

采样器钻进作业过程中可能由于钻屑无法及
时排出，或者遇到大块坚硬岩石等情况发生乍钻事
故，为使控制系统能够识别及预测卡钻事敞．并在

卡钻事故发生后能及时处理使系统恢复运行，构建
了一套故璋诊断神经网络ＢＰ算法。

神经网络能对各种传感器的信息厦其对应的
钻进过程状态进行识别，吼传感嚣的信号作为输入

信号，输出信号为钻进运行状态，利用理论分析、
事故记录与专家经验进行学习训练。它能在数据缺
先的情况Ｆ准确给出结果”ｊ。

故障诊断算法的开发过程由神经网络的构造，
数据准备，神经网络的训练，利用神经时络进彳亍分
析以发对诊断系统的集成等阶段组成。
３

围２控制系统框国
２

３硬件设计
系统硬件组成如同３所示，嵌入式主板采用飞

凌的ＴＥ．２“０Ｉｌ开发板，其工作可靠．接口丰富。它
采用３２位的微处理器ｓ３ｃ２４４０。

慨

１选择特征信号
卡钻预测信号：即将发生卡钻时，钻杆转速减

小，钻压和扭矩增大，因此可选择转速，钻压．扭
矩作为预测卡钻的特征信号。

卡钻的识别信号：卡钻发生时，转速急降．钻
速碱小，扭矩和猛增。因此，可选转速，钻压．扭
矩作为识别卡钻的特征信号。
３

２检测特征信号

３ ２ Ｊ链压捡瓣

下圈４为锭子及螺杆驱动机构图ｔ通过传动齿
轮及丝杆螺杆把驱动螺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
直线运动。

圈３主控制器与ｎ控制器实物固

钻压为钻进时钻头Ｌ的轴向压力。本采样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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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钻压为给进力（螺杆的轴向驱动力和钻具重
量）减去孔内摩擦阻力后剩余的栈荷。

７

根据上表可得出如下罔６所水的铺压’ｖ螺秆电机
电流值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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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６钻Ⅱ与螺杆电机电流值舳关系

由上图可以看出锭子端受力Ｆ与螺杆电机电流
之间的关系是近似的线性关系。表达式为：
Ｆ＝６４２ ５，】０６ ６．

（”

聚样器钻进时，螺旋钻杆的受力情况如图７所

味
目７《于端受＾分析

忽略摩擦力不计，锭子端受力＝钻压．钻具晕量．
即钻压＝锭子端受力＋钻具重力。钻具重量为２６ＫＧ
所以钻压＝锭子端受力＋２６Ｎ
目５钻ＥⅫ量的布置目

由此上述关系得出钻压的表选式为
Ｆ＝６４２ ５，一８０．６（Ｎ）．

静止时，丝杠螺杆１ｉ能把锭子端的受力忙递给

螺杆电机。所以．实验时需要动态的标定螺杆电机

３

２

（２）

２扭矩橙掷

钻杆的回转运动由锭子端的电机驱动产生的，

电流值与锭子端的受力的关系。裹２为驱动螺杆匀

速运动时，螺杆电机电流值与锭子端悬挂砝码质量

从控制器每２００ｍｓ返回备电机的当前电流值，钻杆

的芙系。

的扭矩可用锭子端的电机的电流值表达

ｍ’ｇ…５口ｌ■２（Ⅳ，』一Ｍ，）

表２电机电流值与《目质量∞关系

（３）

式中ｉ一锭子电机传动的减速比，，＝４１５｛

玎ｌ，ｎ—分别为电机，减速器的传动效率。
３ ２

３轼速琵钻进镌检酗
从控制器每２００ｍｓ返回各屯机的当前相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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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钻杆的直线钻进速度及回转速度可分别由
锭子端电机及螺杆电机的运动控制器返回的码值

使用ＭＡＴＬ＾Ｂ的神经网络工具对样本进行训
练，

计算得出。
３

ｎｅｔ＝ｌｌｅｗ｛ｌ（ｐＬｐ

３神经孵络的构建
构建如图８所示是我三层的ＢＰ神经网络。

兰。

ｌ＂ｔａｎｓ酬ｐⅢｌｉⅣ｝，

’ｔ商ｎＩｍ’，。Ｉ锄ｇｄｍ’，’ｍ∞’）；

利用上述表２ ３中的样本，对网络进行训练，

井选取”＝０

０ｌ，口＝Ｏ

９，规定系统误差

５＝００００Ｉ。

学习样本的训练结果如图９所示。

圈９学习样本训练结果

提取Ｗ练结果的投值与阐值，在主控制系统里
实现其算法．实验证明其可以实Ｈ十实现卡钻事故的
预测及恢复。
３

４控制界面的设计
Ｐｃ机通过串口与下位机通信，发送串口指令．

现在Ｐｃ机Ｅ基于Ｉ曲ｖｉ删设计了一控制界面，通过
罔表可以宴时的反应钻进作业的钻压．转速，钻速，
学习样本集（部分ｊ如表４所示。
囊４学目样本集

扭矩信息，直观的监控采样器的作业情况，如图１０
所珂。

∥。Ｎ；

墨＿｜

ｘ礴一

圈１０控制界面

４实验
分９０在熟石灰及砂子上进行了钻进实验。图１ｌ
所示的是在熟石灰上的钻进实验。螺轩电机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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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器

仪

模式（下钻时：速度ｌｍｆＩｌ／ｓ，加速度Ｏ．２ｍｌＩｌ／ｓ起钻时：

表

学

报

９８％，未发生卡钻给出错误报警的概率为０．８％，由

速度．ｏ．５ｍ玎１，ｓ，加速度．ｏ．２ｍ耐ｓ．）锭子电机走速度模

以上数字可以得出此故障诊断算法可以准确有效

式（下钻时：速度８ｒｐｍ，加速度ｌｒｐＩ呐，起钻时：速度

的预测卡钻事故。

·３ｒｐｍ，加速度ｌｒｐｍ，ｓ），实验采集的数据如图所示：

５结论
国外将现有的星球采样机器人的自动化水平
划分成Ａ０～Ａ４等５个级别１６Ｊｏ通过采样试验表明：
该控制系统能控制采样器机构能够通过仿生蚌式

复合铲铲取表层样品实现浅层采样，通过转塔式钻
机钻取深层样品实现深层采样过程，并能进行预测
故障，自动化水平已达到Ａ２级别，为提高钻机的
自动化水平，使之自动化水平达到Ａ３标准，下一

步工作是一步改善现有的采样器部件的不足之处，
提高电机的运动控制精度，改进钻机的故障诊断算
图１１钻进实验

法，在钻具上安装温度，震动传感器等，使之能随

钻具下钻，得到更精确钻进作业状态信息，使系统

下图１２是在熟石灰上进行的卡钻实验（未加

具有更高的智能性。

入故障诊断算法时），钻杆下放置一个长书宽为
３幸８ｃｍ的塑料片，距离钻头位置３．５ｃｍ。下图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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