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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精度金属材料磨削加工中，刀具即砂轮的状态对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钝化程度

较高的砂轮不适于加工精密工件，需提前预警并修整更换砂轮。该文提出一种通过磨削声发射信号来检测砂
轮钝化状态的方法。首先，对于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小波软阈值降噪。然后，将其分割成多个有重叠的帧，并提
取每帧信号的 8 个特征组成声发射数据集。最后，通过分层 Dirichlet 过程 -隐半马尔可夫模型来建立声发射数
据集和不同的砂轮钝化状态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旨在识别砂轮钝化状态。结果表明，上述检测方法能有效识别
砂轮的不同钝化状态并能对整个加工过程中的砂轮钝化程度进行自动划分，其在测试数据集上的准确率达到
93.7%，可以为实际工业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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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rinding process, the diﬀerent blunt states of the grinding wheel signiﬁcantly aﬀect the

processing eﬃciency and quality. A seriously blunted grinding wheel would even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waste products. Therefore, attention has been aroused on how to monitor the blunt state of the grinding
wheel in the grinding process. In this paper, an online monitoring method based on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signal collected by the acoustic emission sensor is de-noised by the wavelet soft threshold
denoising method, following by the segmented analysis for dividing the denoised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
into multiple overlapping segments. In the second step, by setting a threshold voltage, the acoustic emission
hits are intercepted for each frame of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 and 8 statistical features of each acoustic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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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 are extracted. The average value of 8 dimensional features of the acoustic emission hits in the frame is
calculated to form the acoustic emission vector instead of the frame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 In this way, the
acoustic emission vectors of all frame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s are acquired to constitute the acoustic emission
data set. Finally, the hierarchical Dirichlet processs-implicit semi Markov model (HDP-HSMM) is employed
to build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oustic emission data set and diﬀerent grinding wheel blunt
level. Good agreement is observed between the HDP-HSMM trained by the acoustic emission data set and our
expectations, evidenced by the 93.7% accuracy of the trained model on the test data set. The results strongly
demonstrate that the method can eﬀectively identify the diﬀerent blunt state of grinding wheel accurately,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Key words The blunt state of grinding wheel, Hierarchical Dirichlet processes-hidden semi Markov models,
Grinding acoustic emission, Wavelet soft threshold denoising

近年来，在利用磨削声来检测刀具状态方面已做出

0 引言

了很多工作。Kurada 等 [1] 通过对原始 AE 信号进

磨削加工是一种精密的切削加工技术，与其他

行傅里叶分析，由频谱图来判断刀具状态；Mokbel

切削加工相比较，具有加工速度快、加工精度高等

等 [2] 证实刀具的磨损随着 AE 信号幅值的增大而越

特点。在磨削加工过程中，刀具即磨削砂轮磨粒必

来越严重；Lezanski 等 [4] 通过提取 AE 信号特征并

然会发生磨损现象，使得切削力增大，切削温度增

输入神经网络来监控工件的状况；Hosokawa 等 [5]

高，切削震颤现象产生。这不仅会影响加工效率，还

和 Kwak 等 [6] 利用小波变换得到 AE 信号在时频域

会使得加工精度变差，工件表面粗糙度上升。通常

的变化来判断刀具和工件状态；文献 [7-10] 通过提

情况下，砂轮的钝化由经验丰富的工人凭经验判断，

取 AE 信号特征并使用模式识别技术来监测刀具钝

不仅浪费人力而且效率低下。为了实现生产的自动

化状态。以上方法虽然能够检测加工过程中砂轮的

化，工程师们提出了各种智能化的砂轮钝化状态检

状态，但并没有对砂轮钝化程度进行细分。不同钝

测方法。一般可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大类

[1]

。直

化程度的砂轮具有不同的加工精度。在工件的加工

接法利用光学传感器直接观察砂轮的状态

，但这

精度和质量要求比较高时，轻微钝化的砂轮可能就

[1]

种方法仍需先停止加工过程，不能提高生产效率。
间接法利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压力、热量、振动、温
度、声发射 (Acoustic emission, AE) 信号等物理参
数的变化间接判断砂轮的状态。这将方便快捷地对
加工工件的状态实现监控且并不需要停止加工过
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AE 是指材料在外压或载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
形，从而产生辐射弹性波的现象，即材料结构变化
引起的能量释放过程，因此，AE 现象也叫应力波发
射。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实践中自动

会导致工件不合格。因此，在高精度加工时，需要对
砂轮的钝化程度进行量化分级，以便及时更换符合
要求的砂轮。
本 文 提 出 了 一 种 基 于 分 层 Dirichlet 过 程 -隐
半马尔科夫模型 (Hierarchical Dirichlet processeshidden semi Markov models, HDP-HSMM) 的砂轮
钝化状态磨削声检测方法。该方法不需要先验的
砂轮钝化状态知识，而是通过对采集到的 AE 信号
自动聚类实现对砂轮钝化程度的有效划分，进而

化水平的提高，通过材料内部结构变化或材料表面

得到整个加工过程中砂轮所处的状态。首先，将

裂纹扩展所引起的应力波来判断材料损伤以及机

经过小波阈值去噪后的 AE 信号分割成多个有重

械故障的无损检测方法得到了大力发展 [2−3] 。相较

叠的帧。然后，提取每一帧中的 8 维 AE 信号特征，

于其他无损检测方法，AE 检测方法由于具有不受

组成 AE 数据集。最后，使用这些 AE 数据集训练

被检构件几何结构限制且对检测环境要求低等优

HDP-HSMM，
得到砂轮状态序列。并用测试数据集

点，更加适用于生产环境恶劣、结构复杂的大型机

对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测试。其结果表明，上述方法

械的整体检测，在航天航空、船舶工业、桥梁土建等

能够准确识别砂轮的不同钝化状态，有极重要的工

大型工程项目的结构检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2−3] 。

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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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帧信号与所对应的砂轮钝化状态之间的关系。需
要注意的是，
为了增加样本的数目，
帧与帧之间允许

在高精度磨削加工时，砂轮的不同钝化状态具

有重叠。对已经划分好的每帧信号，
要提取其 AE 信

有不同的加工精度。磨削过程中发出的 AE 信号可

号特征，以表征该帧信号。本文中，提取振幅、持续

作为对砂轮不同钝化状态判断的依据。磨削加工过

时间、上升时间等典型的 8 个 AE 特征组成 8 维样本

程中的 AE 信号主要由被加工工件的塑性形变、碎

向量。这些 8 维样本向量将组成 AE 数据集作为对

屑脱落、砂轮磨粒脱落以及碎屑和砂轮的摩擦等因

原始 AE 信号的替代。另外，
砂轮状态的变化是一个

素所引起 [11] 。此外，材料内部缺陷在局部应力作

时间序列问题，隐半马尔可夫模型 (HSMM) 适用于

用下出现滑移、位错、开裂并发出弹性波的现象也

这类问题 [14] 。HSMM 是隐马尔可夫模型 (Hidden

是磨削 AE 的来源之一 [11−12] 。工件的塑性变形是

Markov models, HMM) 的一个改进，避免了 HMM

AE 信号的主要来源，其发出的弹性波频带分布在

状态驻留时间呈指数衰减的缺点，广泛应用于机械

100 kHz∼300 kHz 之间，切削液和砂轮堵塞引起的

故障诊断、材料缺损等状态识别问题 [15] 。另外，磨

噪声主要分布在 100 kHz 以下，电噪声频率一般大

削加工过程中的砂轮状态是持续变化的，如何将不

于 1000 kHz，这为磨削过程中噪声信号的分析提供

间断变化的砂轮状态量化为几个确定的状态是磨

了依据

。因此，首先对采集到的 AE 信号进行

削加工领域的一个难题。分层 Dirichlet 过程 (HDP)

消噪处理。小波阈值降噪对非平稳信号的消噪有着

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方法不需要给出砂

无可比拟的优势

。本文即利用小波软阈值降噪

轮状态的数目，而是通过 AE 数据集自适应聚类获

对采集到的 AE 信号进行预处理。此外，
磨削过程中

得状态划分，以得到整个磨削过程砂轮钝化程度

的 AE 信号是复杂多变的，即使砂轮状态不变，瞬时

的量化分级结果。以上所述磨削砂轮钝化状态检

弹性波也有很大的差别。分析特定时间点的 AE 信

测方法如图 1 所示。小波阈值降噪、AE 信号特征以

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本文通过分帧处理将经过

及 HDP-HSMM 的具体描述分别见第 1.1 节、1.2 节、

去噪的 AE 信号划分为多个帧，以帧为单位去分析

1.3 节。

[11−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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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磨削砂轮钝化状态检测方法流程图

Fig. 1 The ﬂow diagram of monitoring method of the grinding wheel blunt state

1.1 小波阈值降噪
小波阈值降噪的具体方法如图 2 所示。首先，
通
过小波变换对含噪信号进行多尺度分解；
然后，
使用

ե٪ηՂ

ܳࡇए
࠵ฉѬᝍ

图2

࠵ฉጇ
ϙܫေ

࠵ฉᤤԫ૱
᧘ηՂ

ԝ٪ηՂ

小波阈值降噪原理图

阈值函数对分解得到的多尺度小波系数进行阈值

Fig. 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wavelet thresh-

量化处理，
即保留有用频带的小波分解系数，
去除无

old de-noising

用频带的噪声信号小波分解系数；
最后，
使用处理后
的小波分解系数通过小波逆变换重构信号即得到
了去噪之后的信号。
通过小波阈值去噪的方法对信号进行降噪的
关键是阈值函数的选择和阈值门限的设置。常见的

阈值函数有硬阈值、软阈值和半软阈值 [16] 。本文采
用软阈值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0,
θ̄j,i =
sgn(θj,i ) · (|θj,i | > λ),

|θj,i | 6 λ,
|θj,i | > 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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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j,i 为含噪信号的小波分解系数，λ 为给定

度 (Skewness, SK) 共 8 个特征。幅度即 AE hit 信号

阈值。采用 db5 小波软阈值降噪后的 AE 信号对比

波形的最大振幅值，通常要对其取对数，单位是 dB。

如图 3 所示。可看出，去除其他噪声的 AE 信号更

记作

清楚地显示了材料塑性变形所产生的声发射现象，
图 3(b) 中的每个声脉冲均代表一次声发射过程，称
作 AE hit。

( V
)
AE
.
(2)
1 mV
持续时间即 AE hit 持续的时间间隔。上升时间就是
dBAE = 20 lg

一个 AE hit 从发生到达到最高信号电平所持续的

ࣨϙ/V

3

时间。能量计数即整个 AE hit 波形包络的面积。振

2

铃计数即 AE hit 越过门限信号的振荡次数。有效值

1

电压就是 AE hit 信号电平的均方根值，
表示为
√
∫ t2
1
2
RMS =
u (t) dt,
(3)
t2 − t1 t1

0
-1
-2
-3

其中，
u(t) 就是 AE hit 的信号电平。峰峰值即是 AE
0

20

40
60
ᫎ/ms

80

100

hit 最高信号电平与最低信号电平差值的一半：
P2P = [max (u (t)) − min (u (t))]/2.

ࣨϙ/V

(a) db5࠵ฉᣄϙᬌ٪Ғ

(4)

1.5

偏度表示 AE hit 信号偏离中心的程度。当 SK < 0

1.0

时，该 AE hit 的波形左偏，反之右偏，SK = 0 是波

0.5

形对称分布。其计算公式是用其三阶中心距除以标
准差的三次方：

0

1 ∑
(u(t) − ū)3
N i=1
SK = v
3 .
u
N
u ∑
t 1
(u(t) − ū)2 
N i=1
N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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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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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ʽӤᫎ

db5 小波软阈值降噪前后的 AE 信号

Fig. 3 Contrast diagram of AE signal before and

ᨣᝠ
ᑟ᧚ᝠ

ࣨए

after db5 wavelet soft threshold de-noising

ϙ

ႃԍ

1.2 AE 信号特征

(5)

对经过分帧得到的每帧 AE 信号需要提取其

ᫎ

AE 信 号 特 征。 对 每 帧 AE 信 号， 通 过 一 个 门 限
电压 (Threshold) 截取到多个 AE hit。图 4 即是由
Threshold 截取的一个 AE hit。对每一个 AE hit 都
ે፞ᫎ

提取 8 个特征，并求得该帧信号中所有 AE hit 8 个
特征的平均值作为对该帧 AE 信号的替代。在 AE
检测技术中常用的 AE 特征包括：撞击计数、振铃

图4

AE hit 和典型的 AE 特征

Fig. 4 AE hit and the typical AE features

计数 (Counts)、能量计数、幅度 (Amplitude)、持续
时间 (Duration)、上升时间 (Rise time, RT)、有效值

1.3 HDP-HSMM

(Root mean square, RMS) 电压等。在本文中，
使用

HMM 是一种描述隐含未知参数马尔科夫过程

幅度、持续时间、上升时间、能量计数、振铃计数、有

的统计模型，
可以有效地解决时间序列问题，
但同时

效值电压、峰峰值 (Peak-to-peak value, P2P) 和偏

它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 [17] ：(1) 状态驻留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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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适用于真实数据的几何分布；(2) 必须指定一

θj |H, λ ∼ H (λ) , j = 1, 2, · · · ,

(8)

定数量的隐藏状态。

ωj |Ω ∼ Ω, j = 1, 2, · · · ,

(9)

作为对 HMM 的改进，HSMM 解决了真实数据
不服从马尔科夫性的问题。图 5 即 HSMM 的有向

τ := 0, s := 1, while τ < T do:
∞

图 [18] 。zt 之间的箭头表示隐藏状态转移，zt 和 yt

zs | {πj }j=1 , zs−1 ∼ π̃zs−1 ,

(10)

之间的箭头代表观测和隐藏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

Ds |ω ∼ D (ωzs ) ,

(11)

HSMM 由参数 λ = (π, A, D, B) 描述，其中 π 代表

ys = yτ +1 : τ + Ds +1| {θj }j=1 , zs , Ds ∼ f (θzs ) ,

初始状态概率，A 代表隐状态转移概率矩阵，D 代
表状态驻留时间概率矩阵，B 代表观测概率矩阵。
对于 D，需要指定一个非几何分布并通过训练数据
集来学习分布参数 [18] 。
z

z

D

D
⊲⊲⊲

y

yD

yD⇁

图5

τ := τ + Ds ,

(13)

s := s + 1.

(14)

态驻留时间分布，H(λ) 表示特定状态观测分布的
参数，{j} 来自于参数为 λ 的先验分布 H。HDP 可

⊲⊲⊲

视作一个无穷状态转移空间，每一个 {j} 都是一个

yT

yD⇁ D

Dirichlet 过程并且被解释为状态 j 的转移概率，即

隐半马尔科夫模型

转移矩阵的第 j 行。状态 j 与一组参数为相同离散

Fig. 5 The HSMM

一个非参数贝叶斯模型 HDP，解决了隐状态需
要指定的问题。该模型使用 HDP 作为在无限状态
空间的先验，从而确保了复杂多变的隐状态推断和
在多种不同模型下的贝叶斯混合 [19] 。结合 HSMM
能对实际数据进行时间序列标记和 HDP 根据数据
本身自适应聚类的特性，HDP-HSMM 被提出。其
有向图模型如图 6 所示 [17] 。
γ

(12)

状态序列；yt 是服从分布 f 的观测序列；D 表示状

DS
⊲⊲⊲

iid

其中，GEM 指的是 Stick-breaking 过程 [19] ；zt 是隐

zS

⊲⊲⊲

∞

测度的 Dirichlet 过程联系起来 [17] 。转移概率主要
分布在几个典型的状态。
此外，条件随机场算法 (Conditional random
ﬁeld algorithm, CRF) 采样方法 [17] 提供了完整的
无穷维 HDP 的有效近似推断。但这种采样方法存
在下列缺点 [17,20] ：(1) 每个状态的转移必须独自重
采样；(2) 状态序列的强相关性显著降低了混合速
度。因此，提出了一种可以避免混合速率降低的
有限近似采样技术。本文采用的弱极限近似采样

β

器 [21] 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推断方法，它通过忽略无
α

限转移概率矩阵的 “小尾巴” 来提高采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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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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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 yt'

yts ⊲⊲⊲ yts'

2 磨削砂轮钝化状态识别结果分析

DS

本文搭建了 AE 信号磨削砂轮钝化状态检测实

θi

验系统，
如图 7 所示。响应范围为 0 MHz∼3 MHz 的
t/
tϕ /D

图6

t/D+1
tϕ /D⇁D

全接触式 AE 传感器由耦合剂固定在磨床机壳上。

ts/T֓Ds+1
tsϕ /T

采用普通刚玉树脂砂轮的高精度轧辊磨床磨削加
工高镍铸铁工件，
所产生的 AE 信号被 AE 传感器接
收并由安捷伦 u2331 数据采集装置所采集，以二进

分层 Dirichlet 过程 -隐半马尔科夫模型

制文件的形式存储在 PC 机中。示波器实时显示采

Fig. 6 The HDP-HSMM

集的 AE 信号。离线分析系统将对采集到的 AE 信

图 6 中的 HDP-HSMM 可记为 [17]

号进行处理，并由 HDP-HSMM 学习整个加工过程

β|γ ∼ GEM (γ) ,

(6)

的砂轮钝化状态序列，实现对整个磨削加工过程砂

πj |β, α ∼ DP (α, β) , j = 1, 2, · · · ,

(7)

轮钝化状态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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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E 信号特征提取

ᇨฉ٨

ᆋᣃ

采集到的 AE 信号首先被 db5 软阈值小波降噪，

ࢺ͈

其通带频率为 100 kHz∼300 kHz。然后进行分帧处
理，
帧长设置为 2 s，
帧移设为 1 s，
故 794 s 的原始 AE

᧔ᬷܬ

信号被划分为 794 帧。设置 Threshold 为 50 mV，提

AE͜ਖ٨

取每一帧中所有 AE hit 的 8 个特征并求其平均值，

ࠄ҄ጇፒ

图7

得到 794 个 8 维 AE 数据集。这些 AE 数据集将作为

磨削砂轮钝化状态检测装置

训练数据集去学习 HDP-HSMM。图 8 即是 8 维 AE

blunt state

特征数据集，隐含着砂轮钝化状态变化的信息。
ᑟ᧚ᝠ/T106

Fig. 7 The monitoring device of grinding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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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 AE 特征数据集

Fig. 8 The 8 time-domain AE features data set

2.2 HDP-HSMM 训练和砂轮钝化状态识别

矩阵、观测概率分布的均值和协方差、状态驻留概

使 用 2.1 节 得 到 的 AE 数 据 集， 通 过 HDP-

率分布的参数以及隐状态序列。对数似然随着采样

HSMM 弱极限近似采样器去训练 HDP-HSMM。同

循环的增加而增加，当采样循环达到 70 次时趋于收

时设置如下的超参数：最大类别数目为 10；观测概

敛，如图 9 所示。这表明，HDP-HSMM 具有快速学

率分布函数为 10 组分高斯混合分布，即每一个隐状

习的能力，可用于实时在线数据处理。

态的观测分布都是一个十组分混合高斯分布，其参

进行 200 次采样循环后得到的隐状态序列如

数采样于一个 Dirichlet 先验；状态驻留概率分布为

图 10 所示。图中横轴帧数代表磨削加工进行的时

泊松分布。基于以上设置，运行采样循环。对于每

间，图 10(a) 中的不同颜色的竖条以及图 10(b) 中不

次循环，HDP-HSMM 所有的潜在变量将通过吉布

同的数字表示砂轮的不同钝化状态，颜色越深，数

斯采样算法

字越大，砂轮钝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图 10 中有 4 种

[17]

采样。这些变量包括状态转移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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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颜色和 4 个不同的数字，这说明在整个加工过

砂轮钝化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实现了对砂轮钝

程中砂轮逐渐被磨钝，且划分 4 个不同的钝化程度。

化程度的量化分级。
ࠫͫཀྵϙ/T104

尽管这些序列中有一些异常的状态变动，但整体上
看状态划分依然很明确。另外，状态 3 由于持续时
间短，且状态变化较剧烈，可看作是状态 2 和状态 4
的过渡期，不能视为一个砂轮钝化等级。故可认为
在该磨削加工过程中，砂轮状态实际上只有 3 个钝

-3.28
-3.30
-3.32
-3.34
-3.36
-3.38




化等级，对应图 10 中的状态 1、状态 2 和状态 4，可
分别称作 1 级、2 级和 3 级钝化。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图9

HDP-HSMM 通过训练 AE 数据集较好地识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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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HSMM 训练曲线

Fig. 9 The training curve of the HDP-H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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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砂轮钝化状态识别结果

Fig. 10 The identiﬁcation result of the blunt state of the grinding wheel

2.3 模型验证
使用 Viterbi 算法 [17] 测试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以验证 HDP-HSMM 对训练数据集之外的数据的
拟合效果，便于判断其在实际情况下的应用价值。
Viterbi 算法是动态规划算法，基本原理是由当前

的 HDP-HSMM 具有良好的泛化性能，其测试准确
率达到 93.7%。
表1

已训练模型在测试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Table 1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trained

model

时刻的最优状态序列推断下一时刻的状态，依次得
到整个测试数据集的最优状态序列。取图 10 中状

砂轮钝化等级

1级

2级

3级

All

态 1、状态 2 和状态 4 即 1 级、2 级和 3 级钝化等级所

测试帧数

100

50

150

300

对应的 AE 信号段作为测试数据集去测试已训练好

误分类帧数

5

4

10

19

准确率

95%

92%

93.3%

93.7%

的 HDP-HSMM。测试数据集的取法同训练数据集
的取法稍有不同。对于同一段 AE 信号，设置相同
的帧移和帧长，由于分帧时起始点不同而得到不同
的分帧结果，被认为是独立同分布的。因此，取同

3 结论和展望

训练数据集不同的划分所得到的 300 个样本作为测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HDP-HSMM 的磨削 AE

试数据集，并将其钝化等级分别标记为 1 级、2 级和

信号砂轮钝化状态检测方法。首先，通过设计的磨

3 级，去测试已训练好的 HDP-HSMM。测试结果如

削砂轮钝化状态检测实验采集到 AE 信号。由磨削

表 1 所示，该测试结果显示由 AE 数据集训练得到

声发射机理，磨削 AE 信号主要来源于材料塑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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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产生的弹性波，其频带为 100 kHz∼300 kHz。因

[8] Li X. A brief review: acoustic emission method for tool

此，接下来对采集到的 AE 信号进行 db5 小波软阈

wear monitoring during tur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值降噪。对于经过降噪的 AE 信号进行分帧处理并

of Machine Tools & Manufacture, 2002, 42(2): 157–165.
[9] Yao Y, Li X, Yuan Z. Tool wear detection with fuzzy clas-

提取每帧信号的 8 个特征，组成 8 维 AE 数据集。最

siﬁcation and wavelet fuzzy neural network[J]. Interna-

后使用 AE 数据集作为训练数据集，并通过弱极限

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Tools & Manufacture, 1999,

近似采样算法学习 HDP-HSMM。其学习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有效识别砂轮在加工过程中的状态变
化并能对砂轮的钝化程度进行分级。其在测试数据
集上具有 93.7% 的精度，具有很高的工业应用价值。
HDP-HSMM 结合了显式时间分布的半马尔可

39(10): 1525–1538.
[10] Li X, Dong S, Yuan Z.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for tool
breakage monitor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Tools & Manufacture, 1999, 39(12): 1935–1944.
[11] Williams R V. Acoustic emission[J]. 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 1982: 25–27.
[12] 唐英, 顾崇衔, 孙荣平, 等. 金属切削过程声发射机理 [J]. 北

夫模型和贝叶斯非参数技术，不仅可以对有监督和

京科技大学学报, 1995, 17(5): 439–443.

无监督的非马尔可夫时序数据学习，也可以对更大

Tang Ying, Gu Chongxian, Sun Rongping, et al. Acous-

层次的模型进行推理。通过弱极限近似采样算法可
以快速准确地对该模型进行训练。本文已经证明了
该方法在磨削砂轮不同钝化状态识别中的有效性，
这些方法也将可以为更多连续时间序列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

tic emission mechanism in cutting proces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995, 17(5):
439–443.
[13] 刘希强, 杨京, 程建春, 等. 磨削加工过程的声发射机理研
究 [C]. 中国声学学会青年学术会议会议, 2015.
[14] 张 淑 清, 上 官 寒 露, 袁 计 委, 等. 基 于 内 禀 模 态 能 量 比 呼
吸信号特征参数提取方法 [J]. 仪器仪表学报, 2010, 31(8):
1706–1711.
Zhang Shuqing, Shangguan Hanlu, Yuan Jiwe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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