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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

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定综

合焦比作为衡量烧结过程碳效的指标；通过烧结

过程的机理分析，确定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

数，采用主成分析法对烧结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及

重新组合处理，得到主成分变量，基于主成分变

量，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分析待烧结矿的烧

结参数，将烧结参数转化为主成分变量，将待烧

结矿的主成分变量输入综合焦比预测模型，输出

变量即为综合焦比。本发明能解决烧结参数之间

存在的耦合问题，为烧结过程碳效优化奠定基

础，并且能够实现烧结过程综合焦比的精确预

测，满足实际烧结过程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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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定综合焦比作为衡量烧结过程碳效的指标，并计算综合焦比；

(2)确定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数，对烧结参数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时序配准和平均

值滤波处理，得到样本数据库；

(3)针对对步骤(2)得到的样本数据库，首先，对样本数据库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针

对每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确定主成分变量的个数，实现烧结参数的数据降维，并重新组合，

得到主成分变量；

(4)以步骤(3)得的主成分变量作为输入变量，以步骤(1)得的综合焦比作为输出变量

进行重复计算和验证，使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

(5)分析待烧结矿的烧结参数，对待烧结矿的烧结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并重新组合，得

到待烧结矿的主成分变量；

(6)将步骤(5)得到的待烧结矿的主成分变量输入步骤(4)建立的综合焦比预测模型，

综合焦比预测模型的输出变量即为待烧结矿烧结过程的综合焦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综合焦比是生产每吨铁水消耗的燃料所折合成的焦炭数量，综合焦比的计

算式如下：

式中：η表示综合焦比(Kg/t)，wc表示焦粉配比(％)，p表示成品率(％)，q表示烧损率

(％)，QD表示烧结的大成矿产量(Kg/h)，QX表示烧结的小成矿产量(Kg/h)，QF表示烧结的返

矿量(Kg/h)，QP表示烧结的铺底料量(Kg/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烧结参数通过分析烧结过程机理得到，烧结参数包括垂直燃烧速度、上升点、上升点温

度、烧结终点、烧结终点温度、返矿、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车速度和焦粉配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烧结过程存在时滞，为了确保烧结参数在时序上一致，对烧结参数的生产

历史数据进行时序配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采用烧结过程中大成矿的波动周期作为采样周期对烧结参数的生产历史

数据进行平均值滤波处理，得到样本数据库。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烧结过程中大成矿的波动周期为45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降维包括以下步骤：

(3.1)对样本数据库进行标准化处理；

设样本数据库有n组样本数据，每组数据中有u个判别指标，样本数据库用矩阵X＝

(xij)n×u表示，xij为第j个判别指标的第i组样本数据，标准化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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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scalar是样本数据标准化后得到的数据，Xmin是样本数据中的最小值，Xmax是样本

数据中的最大值，Xactual是样本数据中的实际值；

(3.2)计算样本数据的相关系数rij和相关系数矩阵C；

计算式如下：

C＝(rij)u×u

(i＝1,2,L,u；j＝1,2,L,u)

式中：xai为第i个判别指标第a组样本数据； 为第i个判别指标所有样本数据的平均

值；xaj为第j个判别指标第a组样本数据； 为第j个判别指标所有样本数据的平均值；

(3.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C的u个特征值，记为λ1≥λ2≥L≥λu≥0；

(3.4)计算每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确定主成分变量的个数；

设第d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为 以 作为前m个烧结参数的累

积贡献率，以累积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时，烧结参数的个数确定为主成分变量的个数；

(3.5)设m个烧结参数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则主成分变量个数为m个，可得到

主成分变量为：

式中：yd表示第d个主成分变量，ld表示m个特征值所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d＝1,2,…,

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包括以下步骤：

(4.1)设主成分变量和综合焦比组成的样本数据集为 yk∈Rm为m维输入变量，

Yk∈R为对应的目标输出，即综合焦比；

(4.2)采用非线性映射将输入变量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得到：

式中：ω是权函数， 表示将输入变量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空间，b是偏置量；

(4.3)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针对输入变量yk映射到高维空间后得到的结果，将其

进一步转化为约束优化问题：

式中：γ是惩罚因子，其是衡量参数风险和拟合误差相对重要程度的参数，ek是拟合误

差；

(4.4)对(4.3)中的约束优化问题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正定矩阵和卡罗需-库恩-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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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求解，得到综合焦比预测模型Y为：

式中：αk是拉格朗日乘子，K(y,yk)＝exp(-||y-yk||2/2σ2)为高斯径向基核函数，σ是核

函数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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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铁烧结过程生产节能降耗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

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钢铁工业的发展也将决定我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随着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其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问题也日益突显。烧结过程又

是炼铁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过程生产的烧结矿是高炉炼铁的主要原料，并且烧结过程

也是钢铁生产过程除高炉炼铁过程外最大的耗能工序，其能耗约占钢铁冶金总能耗的10％

～15％，在能源消耗中，主要有焦粉燃烧、燃气点火和电能消耗，其中焦粉燃料消耗约为

80％，燃气消耗约为6％，电能消耗约为13.5％，其他约为0.5％。随着近几年来全球生态环

境的持续恶化，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绿色制造”和“低碳经济”

等经济发展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融入到各国的经济发展之中。由此可见，通过提

高烧结过程碳能源利用率(即提高碳效)，将是实现我国钢铁行业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的重要

途径之一。

[0003] 目前，国际上著名钢铁企业所采用的钢铁生产方式是带式抽风烧结方式，其生产

过程主要是先把原料充分混合得到混合料，然后将混合料平铺在台车上，混合料在点火炉

处点燃料层表面，料层随台车移动而移动，此时台车下方的风箱开始进行负压抽风，料层将

自上而下地进行燃烧，直到在烧结终点处烧穿料层，最终完成烧结造块过程。烧结过程的工

艺流程见附图1。但带式抽风烧结方式在烧结生产中，充分混合的混合料在料层中燃烧会产

生1300℃左右的高温，使得烧结混合料会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物理变

化，这样会使混合料层出现分层现象，其中料层自上而下可分为烧结矿层、燃烧层、预热干

燥层、过湿层和生料层等，其中烧结料层的分层现象见附图2。另外，烧结生产过程中，焦粉

作为烧结过程主要的能量来源，无法在保证烧结矿质量和产量的前提下提高焦粉利用率，

而且，烧结过程涉及到配料、制粒、布料、烧结点火和烧结终点等等工序，并且该过程具有非

线性、强耦合、机理复杂和工艺流程长等特征。因此，为了保证烧结矿的质量和产量，需要对

烧结过程碳效指标进行准确有效预测。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能对烧结过程碳效指标进行准确预测的建

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和预测综合焦比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6] (1)选定综合焦比作为衡量烧结过程碳效的指标，并计算综合焦比；

[0007] (2)确定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数，对烧结参数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时序配准和

平均值滤波处理，得到样本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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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3)对步骤(2)得到的样本数据库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烧结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并

重新组合，得到主成分变量；

[0009] (4)以步骤(3)得的主成分变量作为输入变量，以步骤(1)得的综合焦比作为输出

变量进行重复计算和验证，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

[0010] (5)分析待烧结矿的烧结参数，对待烧结矿的烧结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并重新组

合，得到待烧结矿的主成分变量；

[0011] (6)将步骤(5)得到的待烧结矿的主成分变量输入步骤(4)建立的综合焦比预测模

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的输出变量即为待烧结矿烧结过程的综合焦比。

[0012] 进一步，所述步骤(1)中，综合焦比是生产每吨铁水消耗的燃料所折合成的焦炭数

量，综合焦比的的计算式如下：

[0013]

[0014]

[0015] 式中：η表示综合焦比(Kg/t)，wc表示焦粉配比(％)，p表示成品率(％)，q表示烧损

率(％)，QD表示烧结的大成矿产量(Kg/h)，QX表示烧结的小成矿产量(Kg/h)，QF表示烧结的

返矿量(Kg/h)，QP表示烧结的铺底料量(Kg/h)。

[0016]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烧结参数通过分析烧结过程机理得到，烧结参数包括垂

直燃烧速度、上升点、上升点温度、烧结终点、烧结终点温度、返矿、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

车速度和焦粉配比。

[0017]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烧结过程存在时滞，为了确保烧结参数在时序上一致，对

烧结参数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时序配准。

[0018]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采用烧结过程中大成矿的波动周期作为采样周期对烧结

参数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平均值滤波处理，得到样本数据库。

[0019] 进一步，所述烧结过程中大成矿的波动周期为45min。

[0020]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数据降维包括以下步骤：

[0021] (3.1)对样本数据库进行标准化处理；

[0022] 设样本数据库有n组样本数据，每组数据中有u个判别指标，样本数据库用矩阵X＝

(xij)n×u表示，xij为第j个判别指标的第i组样本数据，标准化公式如下：

[0023]

[0024] 式中：Xscalar是样本数据标准化后得到的数据，Xmin是样本数据中的最小值，Xmax是

样本数据中的最大值，Xactual是样本数据中的实际值；

[0025] (3.2)计算样本数据的相关系数rij和相关系数矩阵C；

[0026] 计算式如下：

[0027]

[0028] C＝(rij)u×u

[0029] (i＝1,2,…,u；j＝1,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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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式中：xai为第i个判别指标第a组样本数据； 为第i个判别指标所有样本数据的平

均值；xaj为第j个判别指标第a组样本数据； 为第j个判别指标所有样本数据的平均值；

[0031] (3.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C的u个特征值，记为λ1≥λ2≥…≥λu≥0；

[0032] (3.4)计算每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确定主成分变量的个数；

[0033] 设第d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为 以 作为前m个烧结参数

的累积贡献率，以累积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时，烧结参数的个数确定为主成分变量的个

数；

[0034] (3.5)设m个烧结参数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则主成分变量个数为m个，可

得到主成分变量为：

[0035]

[0036] 式中：yd表示第d个主成分变量，ld表示m个特征值所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d＝1,

2,…,m)。

[0037]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根据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

[0038] 进一步，所述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包括以下步骤：

[0039] (4.1)设主成分变量和综合焦比组成的样本数据集为 yk∈Rm为m维输入

变量，Yk∈R为对应的目标输出，即综合焦比；

[0040] (4.2)采用非线性映射将输入变量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得到：

[0041]

[0042] 式中：ω是权函数， 表示将输入变量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空间，b是偏置量；

[0043] (4.3)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将上述回归问题转化为约束优化问题：

[0044]

[0045] 式中：γ是惩罚因子，其是衡量参数风险和拟合误差相对重要程度的参数，ek是拟

合误差；

[0046] (4.4)对(4.3)中的约束优化问题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正定矩阵和卡罗需-库恩-

塔克条件进行求解，得到综合焦比预测模型为：

[0047]

[0048] 式中：αk是拉格朗日乘子，K(y,yk)＝exp(-||y-yk||2/2σ2)为高斯径向基核函数，σ

是核函数宽度。

[004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0] (1)本发明确定综合焦比作为衡量烧结过程碳效的指标，并给出其相关计算，为实

现烧结过程节能降耗奠定基础；

[0051] (2)本发明通过烧结过程机理分析，确定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数，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这些烧结参数进行降维重组获得主成分变量，可有效克服烧结参数之间的耦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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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0052] (3)本发明基于主成分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

型，能够反映烧结过程的非线性特性，有效保证预测模型的精确和合理；

[0053] (4)本发明基于烧结过程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模型的仿真实验，能够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广泛应用。

附图说明

[0054] 图1是带式抽风烧结方式的烧结工艺流程图。

[0055] 图2是带式抽风烧结方式的烧结料层分层现象的示意图。

[0056] 图3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5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综合焦比预测结果与实际值的对比图。

[0058]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综合焦比预测相对误差的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60] 实施例

[0061] 请参照附图3，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62] (1)综合焦比是生产每吨铁水消耗的燃料所折合成的焦炭数量，提高焦炭利用率

是保证烧结矿产量和质量的前提，因此，选定综合焦比作为衡量烧结过程碳效的指标，并计

算综合焦比，综合焦比的的计算式如下：

[0063]

[0064]

[0065] 式中：η表示综合焦比(Kg/t)，wc表示焦粉配比(％)，p表示成品率(％)，q表示烧损

率(％)，QD表示烧结的大成矿产量(Kg/h)，QX表示烧结的小成矿产量(Kg/h)，QF表示烧结的

返矿量(Kg/h)，QP表示烧结的铺底料量(Kg/h)。

[0066] (2)通过分析烧结过程机理得到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数，烧结参数包括垂直燃

烧速度、上升点(BRP)、BRP温度、烧结终点(BTP)、BTP温度、返矿、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车

速度和焦粉配比，垂直燃烧速度、BRP、BRP温度、BTP、BTP温度、返矿、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

车速度和焦粉配比的生产历史数据以日报表的形式保存在操作室工控机的本地数据库中，

根据日报表的数据，收集影响综合焦比的垂直燃烧速度、BRP、BRP温度、BTP、BTP温度、返矿、

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车速度和焦粉配比一个月的生产历史数据，组成原始样本数据；

[0067] 烧结过程中的各个工序之间相互影响，从配料生产到烧结矿的破碎完成大约需要

2个小时，对烧结矿化验需要2个小时，从此可见烧结生产过程存在时滞现象，为了确保烧结

生产过程烧结参数在时序上保持一致，需对烧结参数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时序配准处理；

根据烧结工艺规定，大成矿每隔一段时间会分流到铺底料仓，大成矿呈现周期性变化，周期

大约为45min，由于大成矿的周期性波动会造成综合焦比的波动，故采用大成矿的波动周期

作为采样周期，选定采样周期为45min对烧结参数的生产历史数据进行平均值滤波处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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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烧结参数垂直燃烧速度、BRP、BRP温度、BTP、BTP温度、返矿、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车速

度和焦粉配比的生产历史数据共900组，以此，建立样本数据库；

[0068] (3)对步骤(2)得到的样本数据库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烧结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并

重新组合，得到主成分变量；

[0069] 数据降维包括以下步骤：

[0070] (3.1)对样本数据库进行标准化处理；

[0071] 设样本数据库有n组样本数据，每组数据中有u个判别指标，样本数据库用矩阵X＝

(xij)n×u表示，xij为第j个判别指标的第i组样本数据，标准化公式如下：

[0072]

[0073] 式中：Xscalar是样本数据标准化后得到的数据，Xmin是样本数据中的最小值，Xmax是

样本数据中的最大值，Xactual是样本数据中的实际值；

[0074] (3.2)计算样本数据的相关系数rij和相关系数矩阵C；

[0075] 计算式如下：

[0076]

[0077] C＝(rij)u×u

[0078] (i＝1,2,…,u；j＝1,2,…,u)

[0079] 式中：xai为第i个判别指标第a组样本数据； 为第i个判别指标所有样本数据的平

均值；xaj为第j个判别指标第a组样本数据； 为第j个判别指标所有样本数据的平均值；

[0080] (3.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C的u个特征值，记为λ1≥λ2≥…≥λu≥0；

[0081] (3.4)计算每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确定主成分变量的个数；

[0082] 设第d个烧结参数的贡献率为 以 作为前m个烧结参数

的累积贡献率，以累积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时，烧结参数的个数确定为主成分变量的个

数；

[0083] (3.5)设m个烧结参数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则主成分变量个数为m个，可

得到主成分变量为：

[0084]

[0085] 式中：yd表示第d个主成分变量，ld表示m个特征值所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d＝1,

2,…,m)。

[0086] 据此，从数据样本库的900组数据中随机选取800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烧结

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并重新组合，得到数个互不相关的主成分变量，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0087] 表1样本数据库烧结参数的主成分变量分析结果

[0088]

成分 λ(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垂直燃烧速度 3.5264 34.48 34.48

BRP 1.8440 18.03 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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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P温度 1.2263 11.99 64.5

BTP 1.0932 10.69 75.19

BTP温度 0.8964 8.77 83.96

返矿 0.7547 7.38 91.34

风箱负压 0.4380 4.28 95.62

料层厚度 0.3670 3.59 99.21

台车速度 0.0725 0.71 99.92

焦粉配比 0.0076 0.08 100

[0089] 由表1可以得出，样本数据库的前6个烧结参数累积贡献概率已达到91.34％，则可

用前6个烧结参数作为主成分变量来表示原样本数据信息，并且这些主成分变量能够解决

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数之间的耦合问题，再求得烧结参数所对应的6个主成分变量所对

应的特征向量为：

[0090] l1＝[0.70  -0.39  -0.26  -0.02  -0.18  0.37  0.26  0.15  -0.08  -0.12]

[0091] l2＝[0.38  0.02  0.04  0.10  0.21  -0.20  -0.18  -0.12  -0.34  0.77]

[0092] l3＝[0.30  0.09  0.42  0.49  0.34  -0.04  -0.30  0.19  -0.16  -0.46]

[0093] l4＝[0.03  -0.30  -0.25  -0.20  -0.34  -0.24  -0.77  -0.03  -0.13  -0.18]

[0094] l5＝[-0.02  0.37  -0.36  -0.29  0.42  0.45  -0.31  0.41  0.01  0.06]

[0095] l6＝[-0.37  -0.36  0.24  0.34  -0.26  0.38  -0.13  0.47  -0.03  0.33]

[0096] 则可计算影响综合焦比的烧结参数的主成分变量为：

[0097]

[0098] 其中，tc(c＝1,2,…,10)表示样本数据库中垂直燃烧速度、BRP、BRP温度、BTP、BTP

温度、返矿、风箱负压、料层厚度、台车速度和焦粉配比的数据；

[0099] (4)以步骤(3)得的6个主成分变量作为输入变量，以步骤(1)得的综合焦比作为输

出变量进行重复计算，根据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建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并用样本数据

库中剩余的100组数据进行综合焦比预测模型验证；

[0100]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法是一种统计学的建模方法，其原理是通过将低维空间中线

性不可分问题，采用核函数映射到高维空间，从而使其线性可分，采用最小二乘对高维空间

的最优分类面进行求解，把不等式约束变为等式约束，这样就可以使用该方法进行综合焦

比预测；

[0101] 包括以下步骤：

[0102] (4.1)设主成分变量和综合焦比组成的样本数据集为 yk∈Rm为m维输入

变量，Yk∈R为对应的目标输出，即综合焦比；

说　明　书 6/7 页

10

CN 106777684 B

10



[0103] (4.2)采用非线性映射将输入变量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得到：

[0104]

[0105] 式中：ω是权函数， 表示将输入变量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空间，b是偏置量；

[0106] (4.3)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将上述回归问题转化为约束优化问题：

[0107]

[0108] 式中：γ是惩罚因子，其是衡量参数风险和拟合误差相对重要程度的参数，ek是拟

合误差；

[0109] (4.4)对(4.3)中的约束优化问题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正定矩阵和卡罗需-库恩-

塔克条件进行求解，得到综合焦比预测模型为：

[0110]

[0111] 式中：αk是拉格朗日乘子，K(y,yk)＝exp(-||y-yk||2/2σ2)为高斯径向基核函数，σ

是核函数宽度。

[0112] 将预测结果和实际结果进行对比，对比图见附图4，预测的相对误差见附图5，由图

可知，综合焦比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在[-3％,2％]之内，因此，建立的综合焦比预测模型具

有可行性；

[0113] (5)分析待烧结矿的烧结参数，对待烧结矿的烧结参数进行数据降维，并重新组

合，得到待烧结矿的主成分变量；

[0114] (6)将步骤(5)得到的待烧结矿的主成分变量输入步骤(4)建立的综合焦比预测模

型，综合焦比预测模型的输出变量即为待烧结矿烧结过程的综合焦比。

[0115] 本方法预测精度高，能够满足实际烧结过程生产要求，可为烧结过程的碳效优化

奠定基础。

[0116]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文中上述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11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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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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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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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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