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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CA-VMD in Noise Reduction of Transformer Sound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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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采集变压器运行声信号时会混入噪声的情况，
提 出 了 基 于 稀 疏 分 量 分 析 - 变 分 模 态 分 解 (sparse
component analysis-variational modal decomposition，SCAVMD)分离变压器运行声信号并降噪的方法。基于稀疏特
性的欠定盲源分离能够在观测信号数目小于未知源信号

components.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separate and de-noising the
operating sound signal of transformer.
KEY WORDS: transformer; noise reduction; variational
modal decomposition (VMD); threshold filtering

数目的 情况 下实 现源 信号 的 有效分 离， 变分 模态 分解
(VMD)能将一个多分量信号一次性分解为多个单分量信

0

引言

号。以两路观测信号作为输入，利用稀疏分量分析法(SCA)
分离得到变压器运行声信号，再利用 VMD 将分离信号分

电力变压器作为电力系统中最重要的电气设

解为 4 层本征模态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分

备之一，需要确保其处于可靠的运行状态。变压

量，通过阈值滤波的方法对高频分量和低频分量进行去

器在运行中，其铁心和绕组会产生振动，经变压

噪处理，利用新的 IMF 分量重构得到去噪信号。仿真试

器油和箱体传递后向四周辐射混叠后的振声信

验和实际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实现对变压器运行声
信号的有效分离和去噪处理。

号。此外，当变压器发生局部放电时，往往发出
声信号[1-5]。变压器的振声信号中包含了丰富的变

关键词：变压器；降噪；变分模态分解；阈值滤波

压器运行状态信息，可以作为判断其运行状态的

ABSTRACT: A method based on sparse component
analysis-variational modal decomposition (SCA-VMD) was
proposed to separate transformer operation sound signal and
reduce noise. The under-determined blind source separation
based on sparse characteristics can realize the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source signals when the number of observed
signals is less than the number of unknown source signals,
and the variational modal decomposition (VMD) can
decompose a multi-component signal into multiple
single-component signals at one time. The two-channel
observation signals were used as input, the transformer
operation acoustic signals were separated by SCA, the
separated signals were decomposed into four-layer 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 components by VMD, th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and low frequency components were
denoised by the method of threshold filtering, and the
denoising signals were reconstructed by the new IMF

依据[6-9]。
但声传感器除采集到变压器运行状态声信号
外，还存在电晕声、环境噪声等信号，使得变压
器有效的运行状态信息淹没在各种干扰当中，难
以进行后续处理。因此，如何有效提取变压器声
信号成为后续正确判断变压器故障的关键。变压
器声信号噪声可分为变压器本体噪声和盲源分离
(blind source separation，BSS)，BSS 是指在源信
号和混合通道参数未知的条件下，通过观测信号
估计原信号与混合通道参数的一种方法。目前常用
的有独立分量分析法(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稀疏分量分析法(sparse component
analysis，SCA)。
目前对变压器运行状态声信号中环境噪声的

基金项目：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520914170008)。
Project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520914170008).

提取和降噪效果并不理想。为更好地将变压器声
信号与环境噪声分离，本文基于势函数的 SCA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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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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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 2 路混合信号作为 SCA 输入，通过汉

VMD)对声传感器采集信号进行去噪处理。试验

明窗加窗分帧后进行短时傅里叶变换，使其具有

结果证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分离变电站运行声信

频域稀疏特性。

号和环境噪声，去噪效果良好。

1
1.1

2）经欠定盲源分离得到初步去噪信号 X1。
3）将 X1 利用 VMD 进行 4 层 IMF 分解。

基本原理

4）将 IMF1 高频分量和 IMF4 低频分量进行
6 层小波分解。

欠定盲源分离

5）利用 3原则对 IMF1 高频分量和 IMF4

假设有 M 个观测，实际源信号有 N 个，当
M ＜N 时，称系统满足欠定条件，称其为欠定系

低频分量进行滤波处理。
6）根据新的 IMF1 和 IMF4，以及 IMF2、IMF3

统。定义 X 为 M 维传感器观测所得信号，S 为 N

分量进行信号重构。

维未知源信号，A 为混合矩阵，三者关系为
X  AS

(1)
j

将混合矩阵 A 按列分解为基向量 a ，则观测
到的数据点可表示为 t 时刻混合矩阵基向量与 N

2.1

仿真试验
信号分离
本文仿真试验依托 Matlab2017b，仿真信号

个源信号 t 时刻幅值的和。
N

x t   a j S tj

(2)

j 1

式中 t  1,

2

,T 。

由一路变压器运行声信号和 2 路交谈语音信号组
成,均为 8 kHz、16 位 WAV 格式文件。根据变电
站声音采集的实际情况，设定混合矩阵 A 的值，

变压器运行中的声信号和交谈语音信号遵循

将仿真信号混合为 2 路观测信号作为输入。

的原则为噪声分布满足 P{|n1[i]|<31}  99.73% ，

在 SCA 算法中， 和势能函数阈值 直接影响

可以看出噪声基本分布在 [31，
31 ] 区域内，若

到分离效果的好坏，经过反复测试，选定 =5，

IMF1[i]值落在此区域外，则认为是信号信息予以
保留。
IMF1[i],
IMF1[i]  
0,

IMF1[i]  31
IMF1[i]＜31

值由势能函数曲线总结 可以得出，即=0.1
max[ ( , )] 。文献[7]提出在 VMD 方法中，惩罚

因子及分量个数 K 取值不能过大或过小，过大
(3)

会导致分解分量带宽过窄，无法包含足够的相关
信息；过小会导致分量频带太宽，引入冗余噪声

信号阈值选择贝叶斯阈值，即

且加重计算负担。K 的取值决定 IMF 分量个数，

  (12 /  x ) / log(n  1)

(4)

Median(|wk |)
 
0.674 5

(5)

理，取 K=4。因此仿真试验前令   [200,1600]，

式中：  12 为噪声方差估计值；  x 为标准差估计

步长为 100，对多组观测信号进行分解，观察分

2
1

值；n 为小波分解尺度；wk 为小波分解的高频
系数；Median 为小波分解的高频系数绝对值的中
位数。

1.2

IMF4[i]  31
IMF4[i]＜31

解情况可得=200 时分解效果较好，故在后续试
验环节中取值 200。
试验中定义 3 路源信号分别为变压器运行声
信号、2 路交谈语音信号，如图 1 所示。

IMF4 分量噪声处理如下：
IMF4[i],
IMF4[i]  
0,

考虑到后续滤波环节对高频分量和低频分量的处

(6)

0.8 0.7 0.3
当混合矩阵 A  
 时，变压器运
0.6 0.2 0.8

基于 SCA-VMD 阈值去噪

行声信号已与 2 路语音信号混合，形成 2 路混合

本文基于 SCA-VMD 阈值法去噪，具体步骤

信号。

如下。

根据势函数可以得到估计混合矩阵：

吴昊等：SCA-VMD 在变压器声信号降噪中的应用

188

 0.629 0.358 0.966 
A  

0.777 0.934 0.259

Vol.41 No.2

信号影响，与变压器运行声信号相似度较低且信
(7)

噪比小。当进行 SCA 盲源分离后，相似系数明显

由于分离过程中对势函数从大到小进行排

增大，表明分离效果显著；由于将语音信号分离，

序，由于变电站声信号呈周期性，故势函数总是

信噪比也有一定提升。当进行 VMD 阈值滤波后，

最大值，第 1 个分离信号总是变压器运行声信号，

信噪比明显增大且均方误差很小。因此本算法可

针对分离源信号 1 进行 VMD 滤波处理，如图 2

以实现混合信号的有效分离及去噪。

所示。

3

试验结果分析

源信号1

幅值

0.5

试验在某 35 kV 变电站内主变压器附近，距

0.0

变压器高压侧 1.5 m 处。试验所用语音频率范围

-0.5
源信号2

20 Hz~20 kHz，灵敏度-35 dB，动态范围>100 dB。

幅值

0.5

试验观测信号如图 3 所示。

0.0
-0.5

1.0
观测信号1

源信号3

幅值

幅值

1
0
-1
0.0

0.5

1.0

1.5

2.0

1.0
观测信号2

3 路已知源信号
幅值

Fig. 1

0.0
-0.5

2.5

时间/s

图1

0.5

Three known source signals

0.5
0.0
-0.5
0.0

0.3

0.5

1.0

1.5

2.0

2.5

幅值

时间/s

0.1

图3
Fig. 3

-0.1

试验观测信号

Test observation signal

试验中采集 2 段包含试验人员交谈语音的观
-0.3

0

0.5

1.0

1.5

2.0

2.5

试验势能函数曲线如图 5 所示，试验分离源信号

时间/s

图2
Fig. 2

测信号作为观测信号输入。试验散点如图 4 所示，
如图 6 所示。

VMD 滤波处理源信号

Source signal processing with VMD filter

势能函数曲线有 2 个峰值，较大值对应的分

滤波效果评价

离信号包含了语音信号，较小值对应变压器运行

为检验方法的可行性，用相关系数 R 评价分

状态声信号。这是由于试验结果中未能将语音信

离方法的可靠程度。信号的信噪比越大，均方误

号与变压器运行声信号完全分离，而是看作一个

2.2

差越小，则信号越接近真实信号，去噪效果越好，

90°

如表 1 所示。

1.0

120°

60°
0.8

从表 1 可以看出，混合信号由于受 2 路语音
表1

0.6
30°

150°

算法分离去噪效果评价

Tab. 1 Evaluation of algorithm separation denoising effect
评价指标

混合信号

分离信号

滤波信号

相关系数

0.572 1

0.901 7

0.959 5

信噪比

1.897 9

5.016 0

10.242 1

均方误差

0.102 2

0.085 3

0.046 8

0

180°

图4
Fig. 4

试验散点图
Test scatter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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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但根据势能函数大小排列会出现分离运行声

40

信号不在第一位的情况，后续工作将继续研究如

势能函数值

何正确判断分离信号中的变压器运行声信号。
30

4）变压器声信号分离及去噪对变压器声信号

20

特征提取及故障判断有着重要意义，故所提方法
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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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信号的成功分离，分离得到的变压器声信号排
在分离信号首位，再通过 VMD 阈值滤波实现去
噪。采用相关系数、信噪比及均方误差对仿真试
验中的分离信号和去噪信号进行评价，各参数均
有明显改善，证明算法效果较好。
3）试验结果中成功分离出变压器运行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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