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如何克服预测性	
维护的常见障碍

白皮书



 2 

预测性维护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如减少机器停机时间、消除不必要的维护，并有助于设备供应商
利用售后服务增加收入流。只要您排除工程和业务方面的拦路难题，便能切实享受到这些好处。 

我们与百余位工程师和工程经理对话，从中梳理出影响公司实现预测性维护的四种常见障碍，	
下文将逐一探讨。每项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本文将说明如何解决。

1.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创建预测性维护系统。
许多预测性维护方法依赖机器学习算法，必须要有足够的数据才能创建精确的模型。对于预测
性维护来说，此数据通常来源于机械上的传感器。如果是新传感器，或者读数的记录方式限制了
信息采集，那么您需要考虑获取足够的数据来构建模型的最佳方法。 

仔细审视数据源清单
您可能会发现，您的部门收集的数据尚不足以创建预测性维护系统。不妨考虑其他部门是否也	
收集数据。或许控制部门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但如果与服务部门的数据结合起来呢？放宽	
视野、站在整个组织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或许就能满足您的需要。 

根据您的业务规模以及您在供应链中的位置，有必要查看一下您与供应商或客户的协议。通过合
作提升设备组件的寿命和效率，可以营造双赢局面，促进业务实体之间的数据互访。这一方法未
必总是奏效，但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潜在数据源。

改变数据采集方式
一些系统在“两极分化”的模式下运行，在故障发生前很少收集数据，甚至不收集数据。另一些	
系统则只记录事件代码和时间戳：通知工程师发生了某一事件，但不记录发生故障时的传感器	
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有助于诊断，但或许不足以开发能够预测故障的模型。
您可以考虑更改数据记录选项以便记录更多数据，如果生产数据不可用，也可针对测试车队	
进行。根据现有嵌入式设备上的负载，您或许也可以重新配置设备以收集和传输传感器数据，	
初期可能有必要采用外部数据记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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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缸泵压裂车。

使用仿真工具合成数据
使用仿真工具生成测试数据，然后将该数据与现有的传感器数据结合，用以构建并验证预测性维
护算法。要实现此方法，需创建多个模型，涵盖要监控的机械、电子或其他物理系统。对输出读数
建模以合成样本数据，并用测得的数据进行验证，确保模型得到妥善标定。首先可在组件级别完
成此操作，然后在系统级别对复杂的系统进行合成。

Transocean 监测防喷器的工况和性能
	
Transocean 需要为其防喷器 (BOP) 构建工况和性能监测算法。他们使用 MATLAB® 和 Simscape™ 开发机械模
型并分析来自其海上钻井平台的数据。 

“我们对 MATLAB 的应用之一是借助它来实现代码的行业标准合规。	
既然单元测试框架在航空工业行之有效，那我们也能利用它改善我	
们的 BOP 应用。”

— John Kozicz，Transocea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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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确定用于预测性维护系统的数据时，尽早开始分析数据，以便了解哪些特征重要，哪些特征可
能多余。对于有些数据存储位置，保存过多无用数据可能花费不菲。一旦您了解哪些数据特征最
重要，便可以明智地决定哪些数据需要保留，哪些数据不需要保留。MATLAB® 这类工具的一个
好处就是它与存储系统是脱离的；如果您从本地存储转移到云存储，只需进行少量更改，就可以
继续运行您的分析算法。 

2.我们缺少必需的故障数据，无法获得准确结果。
要教会算法识别警告信号并触发及时维护，故障数据是其中的关键。如果经常进行维护，从未	
发生故障，或者系统是安全关键型系统，不允许有故障发生，则可能不存在故障数据。为避免因
该问题止步不前，您和您的团队可以仿真故障数据，基于已有的运行数据让算法学会如何识别警
告信号。

生成样本故障数据
对物理组件工作原理具有深厚系统知识的工程师能够利用合适的工具生成样本故障数据。使用 
Simulink® 仿真工具，工程师能够构建或使用机器或设备的物理模型。过去使用的故障模式效应
分析 (FMEA) 等工具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您可以由此出发，确定要仿真哪些故障。借助丰富的领
域知识，工程师能够针对各种情形将这些行为整合到模型中，通过调节温度、流速、振动或添加
突发故障来对故障进行仿真。然后可以对这些情形进行仿真，标记和存储所产生的故障数据，	
以供进一步分析。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matlab.html?s_tid=OIT_19291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html?s_tid=OIT_1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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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Maintenance Toolbox™ 等产品可以简化故障数据生成一类的任务，并提供了数据集合
来管理和组织多个数据集。

使用 Simulink 生成故障数据。

NOV 执行石油钻井的实时边缘分析
	
NOV 需要一种实用且经济高效的方法，以在边缘实时做出数据驱动型决策。他们转向边缘计算，并采用 
Simulink Real-Time™ 和 Speedgoat® 开发其工业物联网 (IIoT) 和钻井自动化边缘计算平台的原型。采用这种	
方法，他们能够快速、高效地运行钻井分析模型，以使用流数据测试其性能和稳定性。 

	» 观看视频

“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变化通常很缓慢；因此，拥有加速开发的能力会	
让你成为行业颠覆者。MathWorks 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帮助我	
们取得了现在的成就，并将继续帮助我们进行钻井分析的原型设计和
部署。” 

— Ian Soukup，National Oilwell Varco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predictive-maintenance.html?s_tid=OIT_19293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predictive-maintenance.html#data-management-labeling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real-time-edge-analytics-for-oil-well-drilling-1545304774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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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可用的数据
故障数据可能尚不存在，但运行数据可能会显示机器性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衰退的趋势。 

对于带有几十或几百个传感器的组件、系统或机器，查看其原始传感器数据可能令人望而生畏。
主成分分析 (PCA) 等统计方法可帮助降低此类数据集的维度，针对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行	
情况提供有价值的见解。PCA 是众多无监督学习方法之一。无监督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
它尝试在未标注数据中发现规律和趋势。视哪些传感器可用，对于某些类型的故障，可能需要同
时查看多个传感器才能识别不希望出现的行为。无监督学习方法将原始传感器数据转换成其低
维表示，相比高维度原始数据更加容易可视化和分析。 

使用主成分分析对设备发生故障前的变化趋势进行可视化。

注意事项
尽量将变量数目降至准确模型的最低需求。将每个被测组件巨细无遗地包含到模型中，这种做	
法固然很吸引人，但会导致生成过于复杂的黑盒模型。采用 PCA 之类定量的严格方法可以实现
简化，从而避免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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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了解故障，但无法预测故障。
了解故障原因对于您的业务十分重要，但是确定什么地方出错和知道如何预测之间有着很大	
不同。根本原因分析是领域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预测性维护算法结合使用时，可以构建有
效的预测性维护计划。如果算法这部分对您而言是一项陌生的巨大挑战，您可以采取以下步骤降
低学习难度。

定义目标
如何知道某个预测性维护算法优于以前的方法？您有必要预先定义目标，例如更早识别故障、	
加长周期，或者减少停机时间。然后，您应当考虑预测性维护算法将如何影响这些目标。构建一
个框架，用它来测试算法并评估该算法实现目标的性能，从而实现更快的设计迭代。新算法是否
优于以前的做法将不再成为争议，根据既定的目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算法是否更好。

从小处开始
如果您和您的团队已经知道故障背后的原因，那就已经具备了领域知识。选择一个您已深入了	
解其系统的项目开始实操练习。确保您了解影响系统性能的特征和因素，然后构建一个预测性维
护算法。作为最基础的起点，不妨先考虑某一特征的阈值是否是重要的维护指标（通常通过控制
图确定）。借助已有的领域知识，您的团队可以识别主成分及设定阈值，比如永远不能超过的安
全值。除此之外，您可以尝试能快速拟合且易于解释的简单模型，比如线性或逻辑回归。一旦您
和您的团队能够针对简单的问题轻松地构建算法，便可将该知识运用到更复杂的系统。

对三个类型的故障建模：缸体泄漏、入口阻塞和轴承摩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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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信心
当预测性维护算法开始显示出较为理想的结果时，使用当前和历史数据测试并验证模型，然后再
部署到生产环境。运用您团队掌握的领域知识进行模型调优，以根据结果的成本/严重性来预测
不同的结果。为进一步验证模型，可添加与已知历史工况相似的生成的故障数据并测试该系统。
此验证步骤有助于树立信心，无论是指出仿真中有哪些部分不符合实际且有待改进，还是印证了
模型的准确性，都说明这个过程是有效的。

注意事项
和尝试其他新任务一样，切勿试图一蹴而就，否则在意识到项目太复杂时只会感到气馁。定义明
确的目标，从小处着手，用数据进行验证，不断迭代，直到您对结果有信心。重复这一过程，逐步
建立起更复杂的系统。

4.我们不知道如何进行预测性维护。
每一项新技术的投资都需要证明合理性。理想情况下，实现投资价值所需的时间应尽可能短。	
如果不能确定您和您的团队能以多快的速度掌握这些新技能，就很难量化实现投资回报所需	
的时间。如果最近才引入机器学习，那么有可能把它的某一高级应用视为一种风险，这再自然不
过了。然而，您可以采取实际步骤将该风险降至最低，并将行之有效的预测性维护模型尽快投入
运行。 

使用您的工程师熟知的工具
与其尝试引入新技术和方法，不如利用已有软件中的新功能、重点发掘新用法。工程师们正在使
用的某些工具（比如 MATLAB）本身就有一定的预测性维护功能，这就支持他们继续在熟悉的环
境下工作。这些工具还提供了参考示例和算法，帮助不熟悉预测性维护的人尽快上手运行，另外
还提供技术支持、培训和咨询团队。这些额外的指导有助于打好基础，让您和您的团队有信心以
最佳方式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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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预测性维护工作流程 

预测性维护工作流程的基本要素。

若要建立一个有效模型，第一步是要了解工作流程并识别可能延缓进度的因素。构建和部署预测
性维护算法包含五个阶段：

1.访问传感器数据
数据可能从多个来源收集而来，比如数据库、电子表格或 web 存档。确保数据采用正确的格式，
包括日期和时间戳。大型数据集可能无法放入内存，需要运用超出内存处理方法或使用集群。	
痛点往往在于如何组织数据以开展分析。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您可以采用不同的参数值、系统
动态或信号故障，从机器的物理模型生成数据，作为正常使用的补充。

2.预处理数据
现实中的数据很少是完美的；需要剔除离群值和噪声，才能得到正常行为的现实情况。如果数据
来自不同的来源，还需要进行组合。如果您剔除异常值，则要考虑是否用近似值取而代之，或改
用较小的数据集。可能的痛点包括调整噪声滤波或离群值设置，或比较不同滤波方法对算法总体
性能的影响。

3.提取特征
实践中很少将传感器数据直接馈送给机器学习模型；更普遍的做法是从传感器数据中提取特征。	
这些特征会捕捉传感器数据中较高级的信息，例如移动均值或频谱。很少有工程师在统计学、	
信号处理和系统建模方面均有很强的背景，因此使用熟悉的工具进行特征提取可简化这一步骤。
在此过程中，包含特征添加、新模型训练和性能比较的迭代方法很有效，可以确定不同特征对结
果的影响程度。 

ACQUIRE DATA

Generated Data

Sensor Data

PREPROCESS DATA

DEVELOP DETECTION OR PREDICTION MODEL

Identify
Condition
Indicators

Train Model DEPLOY 
AND INTEGRATE



 1 0 

4.训练模型
在这个步骤中，将数据分类为正常/故障，设置正常/警告/故障状态的阈值，然后估计组件的剩余
使用寿命 (RUL)。您需要创建一份全面的故障情形列表，以便进行预测、选择分类方法并对模型
进行仿真。借助 App 提供的机器学习图形界面，您可以轻松入门并比较多种不同类型模型的训
练结果。

训练预测模型，以预估剩余使用寿命并提供与预测关联的置信区间。

Baker Hughes 使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开发压裂泵预测性维护软件
	
Baker Hughes 团队使用 MATLAB 分析来自油气开采设备的数据，确定数据中的哪些信号对设备磨损影响最大。
该过程包括执行傅里叶变换和频谱分析，以及滤除卡车、泵和流体的大幅移动，以更好地检测阀门和阀座的较小
振动。

	» 阅读用户案例

“借助 MATLAB，我们能够将以前不可读的数据转换为可用的格式；将多
卡车、多区域的滤波、频谱分析和变换步骤自动化；最终实时应用机器
学习方法预测执行维护的理想时间。” 

— Gulshan Singh，Baker Hughes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baker-hughes-develops-predictive-maintenance-software-for-gas-and-oil-extraction-equipment-using-data-analytics-and-machine-learning.html?s_tid=OIT_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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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署模型
生成代码并将模型部署为硬件上的应用。将模型转换为低级语言（例如 C 语言）以部署到嵌入	
式设备，也可以将模型与 IT 环境中的其他应用集成。这里的痛点通常是不熟悉代码生成和 IT  
集成。有一些工具可自动打包模型以在生产环境中运行，如 MATLAB Compiler™ 和 MATLAB 
Production Server™。尝试将这些应用集成到 IT 系统时，咨询服务可以起到很大帮助。 

注意事项
有些业务需要机器运行情况的每日报告，而有些业务要求实时处理。您要考虑您的业务需要何	
种级别的监管。您还要考虑要收集的数据类型，是信号、图像，还是文本数据？对预测故障有帮
助吗？您也需要足够的计算能力来处理大量数据。最后，您要考虑需要如何呈现结果，需要对确
定警告的方法有何种程度的了解，以及谁需要接收这些通知。

Mondi 开发预测性维护系统
	
Mondi Gronau 的塑料加工厂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在 MathWorks Consulting 的帮助下，他们创
建了运行状况监视和预测性维护应用，使工厂的工人们能够采取纠正措施，防范严重问题。他们六个月便完成了
该应用，现在每年可节省约 200,000 欧元。

	» 阅读用户案例

“MathWorks Consulting 的支持服务可以说是一流的，他们的顾问专	
业功底格外深厚，而且响应迅速。我们已经通过节约成本得到了投资	
回报，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预算和时间来完成更多机器学习项目，获得更
多这样的回报。”

— Michael Kohlert 博士，Mondi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compiler.html?s_tid=OIT_19296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matlab-production-server.html?s_tid=OIT_19297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matlab-production-server.html?s_tid=OIT_19297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mondi-implements-statistics-based-health-monitoring-and-predictive-maintenance-for-manufacturing-processes-with-machine-learning.html?s_tid=OIT_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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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只要有适当的工具、指导和推动，预测性维护便是一项可实现的目标。确定哪些特征、模型和方
法适合您的业务，进行迭代，直至得到正确的结果；别忘了，您还可以寻求帮助。

了解更多
•  《在预测性维护中使用数字孪生》(Using a Digital Twin in Predictive Maintenance) –  

 《石油技术杂志》(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 文章
•  使用 MATLAB 进行预测性维护简介 - 电子书
•  MathWorks 预测性维护咨询服务 – 服务概述

https://pubs.spe.org/en/jpt/jpt-article-detail/?art=7391
https://www.mathworks.com/campaigns/offers/introduction-to-predictive-maintenance-with-matlab.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services/consulting/proven-solutions/predictive-maintenance.html?s_tid=OIT_19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