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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孪生进行预测性维护

第 1 章

什么是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是运行中的实际物理资产的最贴近表示。数字孪生是运行中的实际物理资产的最贴近表示。

作为运行资产的一种表示，数字孪生反映当前资产状况，并包括与资产相关的历

史数据。

数字孪生可用于评估资产的当前状况，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预测未来行为、精细

化控制或优化运行。

数字孪生可构建以下模型：

• 组件

• 多个组件构成的系统

• 多个系统构成的系统

例如，泵、发动机、发电厂、生产线和车队。

三缸泵

车队

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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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为什么使用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异常检测、资产管理和车队管理。

这些常见应用场景驱动了数字孪生的预期用途。在一个典型的智能连接系统拓扑结构（如下所示）中，

可以根据应用需要的响应时间，在智能资产、在边缘或在 IT/OT 层执行数字孪生。

例如，预测性维护通常需要做出实时或紧急决策。当针对不同应用实现多个数字孪生时，可以采用不

同方式将各个数字孪生部署至系统拓扑结构。

了解应用数字孪生策略带来的更多优势

数字孪生应用

运行优化运行优化

使用天气、车队规模、能源成本或性能因素等变量，触发成百

上千个假设分析仿真，评估是否就绪或是否有必要调整当前系

统设置点。通过这种方法，您可以优化系统运行，从而缓解风

险、降低成本或提高系统效率。

示例：若要优化维护计划，请使用剩余使用寿命预

测 (RUL)。
示例：若要优化当前运行，可通过仿真创建未来“假

设分析”场景。

使用蒙特卡罗仿真评估潜在资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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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检测

数字孪生模型与真实资产并行运行，并会立即标记偏离预期 

（仿真）行为的运行行为。

例如，石油公司可以流式传输持续运转的海上石油钻塔的传感

器数据。数字孪生模型会寻找运行行为中的异常现象，以帮助

避免灾难性损坏。

预测性维护

在工业自动化和机械应用中，您可以使用数字孪生来确定剩余

使用寿命及最合适的设备检修或更换时间。

使用数字孪生带来的优势

资产历史记录资产历史记录

数字孪生的一项重要特征是能够采集真实资产的历史记录。之前提

到，数字孪生模型会定期更新，以反映真实资产的当前状态。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些过往状态就成为资产的历史记录。

此类历史记录中包含的信息类型可能因数字孪生的使用方式及当前

状态下采集的信息而有所不同。

例如，如果使用数字孪生进行故障分类，则每个数字孪生采集的历史

记录可以是对应泵的运行数据及其正常状态和故障状态。

今后，您可以将某一台泵的运行数据与其他泵的数字孪生历史记录进行比较，了解泵在类似故障下的

行为及其对车队效率造成的影响。

石油钻塔工业物联网部署的原型设计。

图像由 National Oilwell Varco 提供。

Baker Hughes 预测性维护警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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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策略维护策略

使用数字孪生监控整个车队还可以在规划运行事

件及改进维护策略方面为您带来额外优势。

设想一个情景：某台泵预计很快会发生故障。您

可以使用数字孪生评估这对车队效率的影响以及

由此产生的成本。

根据这项分析，您可以：

• 场景 A：订购替换零件，在次优状态下运行

泵，直至收到新零件

• 场景 B：支付更高的运费，迅速收到零件，尽

快安排维护。

仿真未来场景 

数字孪生不仅有助于了解资产历史记录，还能帮助您制定未来规

划。您可以使用数字孪生仿真数百种未来场景，了解天气、车队规

模或不同工况等因素带来的性能影响。

这种方法会提前通知维护人员预计将会发生的故障，便于他们制定

未来维修和更换计划，从而帮助您管理资产及优化运行。

第 3 章

工作原理：预测性维护示例

假设您的公司在不同地点设有多个井场，井场中运行多个泵，从地下开采油气。以下示例重点介绍如

何对数字孪生资产应用预测性维护。

场景 B：支付更高的运费，加快运输速度， 

快速收到零件，缩短次优状态运行时间。

场景 A：订购零件并在次优状态下运行泵， 

直至新零件运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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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资产：泵

前文有述，数字孪生是运行中的真实资产运行中的真实资产的最贴近表示。

资产可以是：

在以下示例中，资产是指泵。三个井场地点各异，每个井场运行

多台泵。

数字孪生模型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您可以通过构建模型创建泵的最贴近表示，使用来自泵的数据 来自泵的数据 

（例如，通过传感器传输的数据及当前工况）更新模型。

随后，数字孪生模型将显示泵的当前状态。泵的当前状态。

此图显示传感器测量值和工况如何从泵发送到模型。模型读取

相关读数并输出泵的当前状态。

正排量泵。

系统组件，系统组件，例如泵阀门

系统，系统，泵本身

多个系统构成的系统，多个系统构成的系统，例如

装有多个泵的井场

https://www.math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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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创建数字孪生：建模方法

现在，您已经了解什么是数字孪生，以及为什么使用数字孪生，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需要创建何种模

型。对什么建模、如何建模，取决于您对系统的了解以及应用需要。

本节重点介绍：

• 建模方法

• 所需模型数量

为泵创建数字孪生模型可带来诸多优势

设备停机时间缩短

每台泵均配有一些昂贵零件，例如阀门、密封件和

柱塞。您可以预测故障加以预防，继而帮助减少停减少停

机时间。机时间。

库存管理

您可能需要识别潜在故障，进一步了解哪些零件

可能需要维修或更换。这也有助于更有效地管理管理

零件库存零件库存。

车队管理、假设分析仿真和运行规划

三处井场的每个泵可能功能相似，甚至可能由同

一家制造商生产。但是，不同的工况（例如，环境

温度）会对这些泵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您希望能够监控整个车队、仿真未来场景并进行

比较，以期提高车队的整体效率。这将有助于您

进行运行规划。运行规划。

每个井场的平均温度工况各不相同。

https://www.math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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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方法：数据驱动

假设您希望通过预测剩余使用寿命 (RUL) 来优化维护

计划。

您采用了数据驱动模型数据驱动模型。具体使用哪一种模型则取决

于您对相应类型的泵数据的掌握情况。

如果您有类似机器的完整历史记录，则可以使用相似相似

性模型性模型。如果只有故障时刻的数据，则可以使用生存模生存模

型型。如果没有故障数据，但是知道安全阈值，则可以使

用退化模型退化模型预测 RUL。 

数据驱动建模 基于物理的建模

例子包括各种机器学习方法，比如有监督学习、无

监督学习、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例子包括以更高级的语言进行建模，捕获机械、

电气等多个域。

https://www.mathworks.com/


mathworks.com

RUL RUL 估算器模型估算器模型

假设使用退化模型创建数字孪生，用来预测泵的剩余使用

寿命。

使用不同传感器（例如压力、流量和振动）测得的泵数据持

续更新该退化模型。

三种常用的 RUL 预估方法（文章）

建模方法：基于物理的建模

现在，假设您希望仿真未来场景并监控车队在这些场景下

的行为。那么，您可以使用基于物理的建模。基于物理的建模。

一种典型的物理模型如下所述，该模型通过连接机械组件

和液压组件创建。泵向此模型馈送数据，此输入数据将用于

预估并调整模型参数，使模型保持最贴近状态。

您可以使用此模型注入不同类型的故障，仿真泵在不同故

障条件下的行为。

Simulink 助力数字孪生（文章）

建模方法：组合使用数据驱动建模和基于物理的建模 - 卡尔曼滤波器

类似地，卡尔曼滤波器也可以用作数字孪生，将泵的

退化作为一种状态进行建模，定期更新此状态以表

示泵的当前状况。

了解卡尔曼滤波器（系列视频）

https://www.mathworks.com/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three-ways-to-estimate-remaining-useful-life-for-predictive-maintenance.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predictive-maintenance-using-a-digital-twin.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series/understanding-kalman-filters.html


mathworks.com

建模方法回顾

以下是可以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产品创建的几种数字孪生模型示例。根据预期用途，数字孪

生也可以是这些模型的组合。

需要创建多少个数字孪生模型？

现在，您已经了解如何创建数字孪生，您可能想知道需要为您的车队创建多少个数字孪生。

您需要分别针对每个资产创建唯一数字孪生唯一数字孪生。这意味着您需要为不同井场的每台泵分别创建唯一数

字孪生，并使用对应泵的参数进行初始化。

所需的唯一数字孪生的总数取决于应用场景。如果对由多个系统构成的系统进行建模，可能需要针对

其中每个由多个组件构成的系统构建数字孪生，但也可能不需要，具体取决于精度要求。

一台泵可能具有多个数字孪生，具体视预期用途而定。

例如，如果希望进行故障预测和故障分类，则需要针对各个目的创建不同模型。

数据驱动建模 组合使用数据驱动建模和基于

物理的建模 

基于物理的建模

退化模型 卡尔曼滤波器 物理模型

Predictive Maintenance Toolbox System Identification Toolbox Simulink 和 Sim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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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创建数字孪生

MATLAB® 和 Simulink® 提供 Predictive Maintenance Toolbox™、System Identification Toolbox™ 和 

Simscape™ 等工具箱，帮助您为应用创建数字孪生。

通过 MATLAB，您可以使用所连接资产的数据定义模型。您还可以使用 Simulink 中的多域建模工具

创建基于物理的模型。

了解更多

什么是数字孪生？（概述）

与企业和 IT 系统集成（概述）

根据数据和科学原理构建模型（概述）

免费试用：使用 MATLAB 进行预测性维护（下载）

数据驱动模型 基于物理的模型

MATLAB 中可用的数据驱动方法数据驱动方法包括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神经网络和系统识别。

借助各种 MATLAB App，您可以探索这些建模方

法，找到对您的应用表达最为准确的方法。

Simulink 中基于物理的建模基于物理的建模涉及根据基本原理设

计系统。您可以加入机械、液压和电气组件。 

此外，模型也可能来自使用 Simulink 进行基于模型

设计的上游设计工作。

使用 Classification Learner进行故障诊断。该 App 
支持您以交互方式训练、验证和调整分类模型。

在浏览器中体验

了解更多：

Simulink 中的多域建模（概述）

直流电动机的参数估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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