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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判断电磁继电器接触失效的方法是仅监测接触压降是否超限，因未合理利用运

行过程中特性参数的变化信息，不足以判别接触失效机理。本文通过监测继电器多个特性参数
多方面获取接触失效信息，考虑到参数变化的随机性和冗余性，提出基于主元分析（PCA）和
距离判别分析的电磁继电器接触失效机理判别方法。该方法首先对试验样品进行可靠性寿命试
验并在线记录整个过程多个特性参数的变化规律。采用主元法对多特性参数构成的高维空间进
行降维处理，从中提取主要特征，并按实际失效机理不同进行分类。最后，以已有样品的试验
数据为训练样本，采用距离判别分析方法对新样品失效机理进行判别。该方法既避免了单参数
判别信息不足，又减小了多参数之间的相互干扰对判别过程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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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Method of Contact Failure Mechanisms for
Electromagnetic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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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voltage drop is measured only to identify if the contacts are failure or not in

traditional method for electromagnetic relays. However, many variations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are neglected and the existent information is not enough to discriminate the failure mechanisms.
Considering the randomness and redundancy caused by multi-parameter, a discrimination method of
contact failure mechanisms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distance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life tests for relays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corresponding variations of parameters are recorded. Then PCA is adopte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ality and the main features are extracted. Finally, taking the data of test samples as the
training specimen, the distance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i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class of failure
mechanisms for a new sample. Not only the insufficient discriminant information caused by single
parameter is avoided but also unfavourable effects to the discriminant process due to interference
among multi-parameter are weakened.
Keywords：Electromagnetic relay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distance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contact failur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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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天等领域，很难于被其他电子开关器件取代。
电磁继电器的触点是最易侵蚀破坏的部位，其故障

1

引言
电磁继电器具有转换深度高、输入输出控制比

大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工业、国防、武器装备、航

率占总故障率的 80%以上。因此，研究电磁继电器
接触失效机理的判别方法，对于了解产品退化过程，
改进产品设计、制造工艺，继而提高产品可靠性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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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分断和闭合过程产生的电弧对触点的侵蚀

体以及机械特性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材料转移

是造成其接触失效的主要原因 [1-2]。以往接触失效机

对触点表面破坏形式多样，会引起多种不同类型的

理分析，一般是在失效后直接用肉眼或借助光学显微

接触失效。图 1 为正常状态和几种不同失效机理下

镜、电子扫描显微镜（ SEM）等仪器设备对触点表

继电器触点表面形态示意图，每个分图左边为动触

面进行观测研究 [3-4]。该方法能获得内在失效原因，

点，右边则为静触点，图中假设静触点损耗材料，

但忽略了运行过程中的接触特性退化信息，没有定量

动触点接收材料。在正常状态下，触点对表面都相

评价退化过程，有时也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操作。虽

对比较平滑，触点间隙和超程在正常范围内，如图

然基于动态接触电阻测量的触点失效方法实现了触点

1a 所示。当损耗材料大部分向周围环境转移或者分

失效的在线监测和预测 [5]，但仅分析单个参数在研究

布在对方接触斑点周围比较宽的范围内时，触点间

具体失效机理和通用性方面存在不足。从理论上对电

隙增大，超程减小，极限情况是超程变为零，闭合

器电极侵蚀量进行建模也是进行接触失效分析的一种

时触点对无法接触，出现 “磨损”失效，如图

手段[6]。由于结构参数、触点材料以及环境条件等众

1b 所示。和磨损失效相反，当损耗材料集中堆积于

多因素的影响，加上电弧侵蚀机理本身的复杂性，建

对方触点表面某区域形成一个稳定鼓包时，触点间

立统一的精确数学模型还存在较大的难度。近年来，

隙减小。当整个间隙被填充时，断开时触点对仍有

模糊理论、专家系统逐渐应用于断路器的故障诊断及

接触，出现 “桥接”失效，如图 1c 所示。另外，

寿命评价 [7-9]，这些方法通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已经

有时接收材料和损耗材料总量、方向大致相同，触

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仍处于初步研究阶段，其

点间隙及超程和正常状态相比变化不大。但此时触

有效性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10]。

点烧蚀严重，表面粗糙且沉积了各种污染物，导致

事实上，电弧引起的材料转移会导致继电器触
点之间有效间隙发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引起不同类

接触压降增大，最终引起 “污染”失效，如图
1d 所示。

型接触失效。研究表明，正确记录继电器吸合时间、
释放时间、触点压力等特性参数的变化可有效地判
定接触失效机理 [11]。利用这一特性，本文首先对多
只密封电磁继电器试验样品进行了可靠性寿命试验，
记录了整个试验过程各试验样品接触电阻、吸合时
间、超程时间、弹跳时间等特性参数的变化趋势。
根据不同失效机理下特性参数的变化特征不同（分
散性大、随机性强、相关性强），本文提出采用主
元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方
法对多维特性参数数据进行降维预处理，消除彼此

（a）正常状态

（b）磨损失效

的冗余信息及干扰信息。从降维后的数据中提取相
应数学特征并按失效机理不同进行分类，构成原始
的类型判别训练样本。在每种类型的样本符合一定
的概率分布情况下，采用距离判别方法计算新试验
样本与各类训练样本的马氏距离，通过比较马氏距
离大小确定该样本的失效类型。上述方法为电磁继
电器接触失效机理判别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

2

电磁继电器接触失效机理分析

（c）桥接失效

图1

如前所述，材料转移（从一个触点向对方或周
围环境中转移）是导致触点间隙和超额行程（简称
“超程”）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材料转移方向、
形状及质量受继电器触点材料、负载条件、环境气

（d）污染失效

正常状态和不同失效类型下 触点表面示意图

Fig.1

Diagrammatic sketch of contact surface
under normal and each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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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矢量为  =(  1,

2, …, l)T，协方差矩阵 ∑=
cov(G)=E[(G  )(G  )T ]。则样本 z=(z 1 ,
z2,
…,

主元分析和距离判别分析原理

3.1

z l ) T 与总体 G 的马氏距离定义为

主元分析

d ( z , G )  ( z   )T  1 ( z   )

主元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特征提取方法，已广泛
应用于传感器、凝汽器故障诊断中。其基本思想是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变换后的数据即主
元具有较低的维数但能最多地反映原始数据信息。
对于数据矩阵 X n×m ，每一列 x i 对应一个特征
矢量，每一行为观测样本，可表示为
X  TP T  t1 p1T  t 2 p2T  L  t m pmT
t i ——得分矢量；

式中

设有 k 个 l 维总体： G 1 , G 2 , …, G k ，均值矢量
分别为  1,  2, …,  k ，协方差矩阵分别为 ∑ 1, ∑ 2 , …,

∑k，考察样本 z 和各总体的距离 d(z, Gj)，若满足
d ( z , G j 0 )  min d ( z , G j )
则判定 z∈G j0。
在实际问题中，各总体的均值矢量  1 ,

p i ——负荷矢量。
得分矢量和负荷矢量都是两两正交的。每个得
分矢量实际是 X 在与此得分矢量相应的负荷矢量方
向上的投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元，可表示为
ti  Xpi

（2）

对矩阵进行主元分析实质上就是对 X 的协方差
矩阵进行特征矢量分析。实际分析中，当 X 的特
征矢量量纲不同或数量级差别较大时，一般需采用
式（3）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即使 X 的特征矢量

 x  E ( x1 ) x2  E ( x2 )
x  E ( xm ) 
Y  1
,
,L , m

s1
s2
sm



利用总体的训练样本做估计。估计方法可参考文献
[12]。
距离判别准则提出后，需要考察它的优良性。
本文采用回代估计法计算误判率。以两总体 G 1 和
G 2 为例，设两个总体的容量分别为 n 1 和 n 2，以全
体训练样本为 n 1+n2 个新样本，逐个代入已建立的
的判别准则中判别其归属，这个过程称为回判。回
判结果见表 1。
表1
Tab.1

（3）

回判结果

n

（4）

i 1

1≥2≥…≥m≥0，与这些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征矢
量 pi 就是矩阵的负荷矢量，从而由式（ 2）可求得

实际应用中采 用主元贡献率描述各主元综合原始特
征矢量
m

 k ，前 j 个
k 1

m

 k  k 。贡献率越大，
k 1

k 1

说明主元综合原始特征矢量的能力越强。
3.2

G1

n 11

n 12

G2

n 21

n 22

数； n11 和 n22 表示回判正确的个数。误判率 的回
代估计为



的相关性时， X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前几个主元上。

主元的累计贡献率为

G2

数； n 21 表示将属于 G 2 的样本误判为总体 G 1 的个

矩阵 X 的主元。当 X 的特征矢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j

G1

n 12 表示将属于 G 1 的样本误判为总体 G 2 的个

对 C 做特征矢量分析，得到特征值

的能 力。第 i 主元贡献率定义为 i

回判结果

Recognition results

实际归类

标准化后得到矩阵 Y，其协方差矩阵可表示为

 yi yiT

2,

…,  k 和协方差矩阵 ∑ 1, ∑ 2, …, ∑k 都是未知的，可

均值为 0，方差为 1。

1
C
n

（6）

1≤≤
j k

（1）

（5）

距离判别分析
设总体 G 为 l 维总体，其数量指标为 Z=(Z 1 ,

Z 2 , …, Z l ) T 。令  i =E(Z i ), i=1, 2, …, l，总体 G 的均

3.3

n12  n21
n1  n2

（7）

电磁继电器失效机理判别过程
在不同失效机理下，由于触点间隙变化不同，

势必导致特性参数在各失效机理下变化趋势不同，
通过研究参数的变化规律可有效判别接触失效机理。
本文运用主元分析方法和距离判别分析对电磁电器
接触失效机理进行判别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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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挑选了变化趋势比较明显且相关性较强的各特性参
数变化规律作为典型变化规律，如 图 3～图 5 所示。

图2

基于主元分析和距离判别分析的
失效机理判别过程

Fig.2

Process for discriminating contact failure based on
PCA and distance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4

试验结果分析

4.1

试验条件
本文按表 2 试验条件对 15 只密封继电器进行

了可靠性寿命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利用笔者设计
研制的寿命试验系统可实时采集继电器每次动作过
程的线圈电流、触点电压、触点压降及触点电流波
形。根据波形数据，计算了接触电阻、吸合时间、

Fig.3

图 3 磨损失效下特性参数的典型变化规律
Typical variations of parameters in abrasion failure

释放时间、超程时间、燃弧时间（分断电弧）、弹
跳时间等特性参数 [13]。每次计算得到的特性参数都
会按动作次序保存管理，以便描述寿命试验过程中
特性参数的变化规律。
表2
Tab.2
参

数

试验条件
Test conditions
数

值

触点材料

AgMgNi

线圈电压 / V

27(DC)

负载类型

阻性

负载电压 / V

28(DC)

负载电流 / A

5

样品数量

15

动作频率 / Hz

1

环境温度

室温

4.2

试验数据获取
试验结束后对所有样品进行了开腔观测，通过观

察触点表面的烧蚀情况和测量绝缘电阻和接触电阻
（桥接失效下绝缘电阻为零），并综合分析所测的特
性参数变化趋势，发现失效样品出现了图 1 所描述
的磨损失效、桥接失效和污染失效。从各种失效机理

图 4 桥接失效下特性参数的典型变化规律
Fig.4 Typical variations of parameters in bridging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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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6

2010 年 8 月

所有试验样品第一主元和第二主元贡献率
The contribution ratio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s for all samples

分别对图 3～图 5 所示的特性参数典型变化进
行标准化处理及主元分析，得到不同机理下特性参
数的第一主元和第二主元如图 7～图 9 所示。
图5
Fig.5

污染失效下特性参数的典型变化规律

Typical variations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contamination failure

4.3

接触失效机理分类
多个特性参数的选取，有利于准确、全面地掌

握触点的接触特性变化， 但试验结果也表明，同种

图7

磨损失效下第一、第二主元典型变化规律

失效机理下不同失效样品的特性参数变化规律并不

Fig.7

Typical variation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完全和图 3～图 5 显示的典型变化规律吻合，有些

principal components in abrasion failure

参数因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变化规律较复杂。此
时，综合分析所有参数的变化趋势对其进行归类可
操作性不强。 考虑到各特性参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采用主元法对多维的特性参数进行降维处理，
从中提取所有特性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较强的特征进
行分析。 本文则以接触电阻、吸合时间、释放时间、
超程时间、燃弧时间、弹跳时间等六个特性参数构

图8

桥接失效下第一、第二主元典型变化规律

成数据矩阵 X n×6，其中 n 为动作次数。对 X 进行

Fig.8

Typical variation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s in bridging failure

主元分析，得到各主元 t i (i=1, 2, …, 6)。当各特性
参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时， X 的变化主要体现
在前几个主元上。 图 6 为计算得到的所有失效样品
第一主元、第二主元贡献率。由图可见，多数样品
二者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 75%。对于变化随机性较
大的特性参数而言，第一主元和第二主元已能较强
地综合原始多维特性参数的变化信息。

图9

污染失效下第一、第二主元典型变化规律

Fig.9

Typical variation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s in contamination failure

由图可知，原始多维特性参数经主元分析之后，
更加清晰地反映不同失效机理下接触特性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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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主元的贡献率最大，保持了特性参数之
间的绝大部分相关性。 由于各个特性参数的变化和
触点间隙的变化密切相关，而磨损失效、桥接失效
和污染失效的主要区别是触点间隙的变化趋势不同。
因此，各特性参数都存在和触点间隙变化相关的信
息，从而导致主要提取变量间相关信息的第一主元
主要反映触点间隙的变化。在忽略其他贡献率较小
主元的情况下，第二主元是原始信息和第一主元之
间误差信息的一种综合体现，反映了参数变化中不
确定性和干扰因素。第二主元越大，说明变量变化

图 10

的随机性较强，受影响因素多。从图 7～图 9 可看
出，第一主元变化趋势说明磨损失效下触点间隙呈
增大趋势；桥接失效下触点间隙呈减小趋势；污染
失效下失效前后触点间隙变化不大。 相对污染失效，
磨损失效和桥接失效的第二主元幅值较小，说明在
这两种失效下特性参数变化受触点间隙变化影响明
显，相关性较强，干扰因素少。
为定量描述第一主元和第二主元的特性，定义
平均梯度 h 如式（ 8）所示，其物理意义为寿命试
验过程后半阶段主元的平均值与前半段平均值的矢
量差。 h 符号代表变化趋势， h 大小代表变化幅度。

h

式中

1
n/2

n



tj 

j  n / 2 1

2

1
n/2

平均梯度值分布
Fig.10

The average gradient value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s under different mechanisms

4.4

接触失效机理判别
由于试验样品的失效存在一定的统计特性，且

失效机理之间并没有明显分界，采用统计分类中的
距离判别分析方法对接触失效机理进行判别。 对于
距离判别方法而言，关键在于确定原始的训练样本。
本文以图 10 显示的 15 只试验样品特征值作为各失
效总体原始训练样本。 显然，本文研究的电磁继电
器失效机理判别属于三总体距离判别。设磨损失效、
桥接失效、污染失效三种失效机理分别对应总体

n/2

t j
j 1

不同机理下样品第一、第二主元的

G 1 , G 2, G 3，确定第一、第二主元的平均梯度 Z=[h 1,
（8）

t——相应主元数据；
n——动作次数。

从所有失效样品的试验数据中提取第一主元和
第二主元平均梯度值按实际失效机理不同进行分类
如图 10 所示。显而易见，不同机理的数据各有自己
的聚类中心。在磨损失效和桥接失效下，第一主元
平均梯度绝对值较大，但方向相反；第二主元的平
均梯度绝对值较小。而在污染失效下，第二主元平
均梯度值较大，各失效样品相对分散地分布于磨损

h 2 ]为总体的数量指标。计算各总体的均值矢量

i 和协方差矩阵 ∑i 如式（ 9）所示。当需要判别新
样本所属类型时，按照式（ 6）的判别准则选择最
小马氏距离的总体作为最终判别类型。

1.4337 
,
 0.0886 

1  

 1.7142 

2  
,
 0.0998 

 0.0296 

3  

 0.1415 

 0.0053 0.0263 
 0.0742  0.0152 
, 2  

0.0263
0.1694


 0.0152 0.0131 
 0.9009  0.1354 
3  

 0.1354 0.4019 

1  

（9）

失效和污染失效之间。

各训练样本与各总体的距离及回判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见，所有训练样本的回判结果和实际归
类一致，说明该判别准则是有效的。
表3
Tab.3

各训练样本回判结果

Recognition results of each sample

样品

d1*

d 2*

d3*

回判结果

实际归类

1

1.15

14.92

1.68

G1

G1

2

1.15

11.69

1.54

G1

G1

3

1.15

15.83

1.75

G1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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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5.3

1.15

2.25

G2

G2

析[J]. 厦门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 1998, 37(3):

5

88.40

1.15

1.81

G2

G2

368-373.

6

93.81

1.15

1.80

G2

G2

Chen Zhurong, Lin Xiuhua. Physical and chemical

7

23.71

8.95

1.69

G3

G3

analysis of contact points wear of electromagnetic

8

61.51

14.19

1.45

G3

G3

9

38.56

10.82

0.52

G3

G3

10

61.92

12.13

1.12

G3

G3

11

9.87

11.76

1.18

G3

G3

12

20.13

9.06

1.03

G3

G3

特性及裂纹形成机理分析 [J].

13

17.39

13.77

1.20

G3

G3

2004, 24(9): 209-217.

14

84.45

2.36

1.84

G3

G3

Guo Fengyi, Wang Guoqiang, Dong Na,et al. The arc

89.33

4.62

1.48

G3

G3

erosion

15

注： d j =d(z, G j )
*

relay[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1998, 37(3): 368-373.
[4]

郭凤仪 , 王国强 , 董讷, 等. 银基触头材料电弧侵蚀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j=1, 2, 3

analysis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and
of

crack

formation

silver-based

contact

materials[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4, 24(9):

5

209-217.

结论
[5]

陈鹏, 陆俭国 , 姚芳 , 等. 动态接触电阻测量及触点
失效预测研究 [J].

（1）试验结果表明电磁继电器主要存在磨损

电工电能新技术 , 2005, 24(3):

失效、桥接失效和污染失效三种接触失效机理。每

27-30.

种失效机理下接触电阻、吸合时间、超程时间、弹

Chen Peng, Lu Jianguo, Yao Fang, et al. Research on

跳时间等多个特性参数的变化特征各不相同，可作

dynamic contact resistance measurement and failure

为判别失效机理的依据。

prediction

relay

contacts[J].

Advanced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2）采用主元分析提取的第一、第二主元综合

2005, 24(3): 27-30.

了各特性参数的相关变化规律，分析结果表明，第
一主元主要反映了继电器触点间隙的变化趋势，而

of

[6]

吴细秀 , 李震彪 . 电器电极材料喷溅侵蚀的理论计

第二主元则主要体现参数变化受干扰因素影响强弱。

算[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2003, 23(6): 96-101.

主元的变化趋势能更直观地表明触点接触特性的退

Wu Xixiu, Li Zhenbiao. Theoretic analysis on

化过程。

sputtering erosion of electrode[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03, 23(6): 96-101.

（3）距离判别 方法具有自学习功能，新样品数
据可方便地加入原有训练样本中，随着训练样本数

[7]

林辛, 张冠生 , 洪翠 . 基于模糊理论的真空断路器开

的增多，判别精度会逐渐提高。该方法可推广应用

断电寿命综合评判的研究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于其他开关电器的失效机理判别中，需要根据具体

2000, 20(2): 15-18.

情况确定与结果失效机理相关的特性参数。

Lin Xin, Zhang Guansheng, Hong Cui. A study of
fuzzy theory based comprehensive judgemen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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