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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

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在现有高炉工业生

产控制网络上，由计算子系统和生产数据通讯子

系统组成计算硬件平台，实现CPU和GPU两种高性

能计算(HPC)共用的超融合智能计算架构。计算

子系统包括管理节点、计算节点、数据存储节点

以及高速交换机组成，采用高速交换网络连接，

满足高炉生产智能系统中软件运行不同效率要

求；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由管理节点、数据库节

点、交换机组成，采用千兆网络连接，满足生产数

据实时传输要求。与高炉工业生产控制网络采用

中转机NAT通讯方式，系统之间加入防火墙和中

转服务器，隔离了生产网络和计算网络，保证通

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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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与高炉工业控制网络之间

形成双向通讯，其特征在于，包括：

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负责完成与高炉工业控制网络的双向通讯，且网络之间还设有

防火墙；

计算子系统，负责提供高炉生产数据机器学习、功能模型高效计算的GPU+CPU算力；

软件应用子系统，负责高炉机器学习模型软件的部署；

所述计算子系统包括管理节点、控制节点、数据库节点、和两个交换机，两个交换机分

别连接所述管理节点、控制节点、和数据库节点，形成两个独立内部网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两个交换机还通过防火墙连接至所述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两个交换机中的一个为千兆交换机，另一个为高速交换机。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软件应用子系统包括管理服务器、App服务器和图形服务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双向通讯采用中转机NAT方式。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管理节点支持对DB2、MongoDB、Oracle、MySQL数据库通讯。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数据库节点由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大容量存储组成。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制节点为不少于一台的1CPU芯片服务器。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计算节点为不少于一台的1CPU芯片+1GPU计算卡配置服务器。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高速交换机为Mellanox  EDR  IB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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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工业智慧制造工艺计算的基础硬件构架，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

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

背景技术

[0002] 高炉是全流程钢铁企业的关键生产工序，为钢铁产品提供高质量铁水，是目前为

止最为经济的铁水生产工艺。高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冶炼容器发明，生产具有大

时滞、非线性的特点。同时，高炉本体时行业公认的“黑匣子”，生产过程中高炉内部的物理

过程、化学反应等冶金过程没有直接的检测和观察手段，实际操作中主要依靠高炉外部的

检测信息来对高炉内部状态进行推测。为了给高炉的生产操作提供依据，国内现代化的特

大型高炉基本上配置了较为完整的热电偶测温系统、冷却水系统、压力传感器系统、化学成

分在线分析系统和炉顶料面监视系统等检测装置，提高高炉生产中的温度、速度、流量三大

类数据，数据检测点在10000点左右。目前国内外高炉生产企业全面开展了智慧制造工作，

主要采用基于成熟的冶金理论计算和基于生产数据挖掘等新技术，通过可视化模型、机器

学习模型开发，来实现对高炉状态的准确判断和生产控制，对现有高炉生产控制系统架构

提出了挑战。

[0003] 高炉控制系统基本上均采用L1(基础自动化层)+L2(过程自动化层)两层架构，如

图1所示，其中L1主要采用PLC/DCS来实现工业生产的基础自动化，L2过程自动化控制采用

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IPC工业控制计算机)即单台常规工业服务器，负

责完成数据采集和工艺模型的计算和在线运行。

[0004] 但是，随着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工业中的应用，

现有L2层过程控制计算机(过程机)在数据处理、软件计算的能力上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高炉

智慧中可视化、智能化模型所需硬件设备要求，需要一种安全性、算力和功能性融合的硬件

架构来取代现有过程机，与现有工业控制网络进行融合，在L2及以上层面提供硬件基础。针

对高炉生产数据大时滞、非线性的特定，需要采用新的硬件架构，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建模来实现高炉生产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服务智慧制造，实现高炉生产的自动控制。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

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实现对高炉生产数据实时挖掘及模型的在线运行，增强高

炉生产过程中炉况自动判断的准确性、及时性，改善高炉生产的稳定性和炉料顺行状态，降

低高炉生产燃料比和异常炉况发生率，提高高炉技术经济指标。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硬件架构，与高炉工业控制网络之

间形成双向通讯，包括：

[0008] 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负责完成与高炉工业控制网络的双向通讯，且网络之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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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防火墙；

[0009] 计算子系统，负责提供高炉生产数据机器学习、功能模型高效计算的GPU+CPU算

力；

[0010] 软件应用子系统，负责高炉机器学习模型软件的部署；

[0011] 所述计算子系统包括管理节点、控制节点、数据库节点、和两个交换机，两个交换

机分别连接所述管理节点、控制节点、和数据库节点，形成两个独立内部网络。

[0012] 所述两个交换机还通过防火墙连接至所述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

[0013] 所述两个交换机中的一个为千兆交换机，另一个为高速交换机。

[0014] 所述软件应用子系统包括管理服务器、App服务器和图形服务器。

[0015] 所述双向通讯采用中转机NAT方式。

[0016] 所述管理节点支持对DB2、MongoDB、Oracle、MySQL数据库通讯。

[0017] 所述数据库节点由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大容量存储组成。

[0018] 所述控制节点为不少于一台的1CPU芯片服务器。

[0019] 所述计算节点为不少于一台的1CPU芯片+1GPU计算卡配置服务器。

[0020] 所述高速交换机为Mellanox  EDR  IB交换机。

[0021] 在上述的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

络的硬件架构，还具有以下几点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将通过防火墙与现有过程机网络隔离，保证了工业网络安全性；

[0023] 2)本发明灵活采用GPU和CPU的多处理单元，可以极大提高工业控制系统的计算能

力，保证了多种工业软件模型过程中的响应时间，满足工业在线运行要求；

[0024] 3)超融合架构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在线运行，显著提高高炉生产

数据分析的智能化水平。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现有高炉工业控制网络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硬件架构的网络拓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8] 请结合图2所示，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高炉生产在线智能分析用计算系统网络的

硬件架构，与高炉工业控制网络之间形成双向通讯，根据工业模型特别是高炉控制模型计

算要求，确定系统计算用处理器的类型和计算单元数量，确定计算单元节点数。本发明硬件

架构包括：

[0029] 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负责完成与高炉工业控制网络的双向通讯，采用包括但不

限于中转机NAT方式进行跨网络通讯；

[0030] 计算子系统，负责提供高炉生产数据机器学习、功能模型高效计算的GPU+CPU算

力；

[0031] 软件应用子系统，负责高炉机器学习模型软件的部署。

[0032] 生产数据通讯子系统，包括交换机，及分别与其连接的管理节点、数据库节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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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为千兆交换机，与现有高炉工业控制网络连接，实现与L1控制器通讯。

[0033] 数据库节点、千兆交换机与防火墙通过超千兆网线与现有高炉工业控制网络连

接，形成1GLAN局域网，连接网线包括六类线、超六类线、七类线。现有高炉工业控制网络可

以但非必须设置数据中转服务器，与局域网数据库服务器连接，实现数据通讯。

[0034] 计算子系统，包括内部采用高速交换机网络连接的控制节点、计算节点和数据存

储节点，组成InfiniBand架构高速连接网，形成Infiniband网络。该网络用于连接计算节

点、数据存储节点，网络数据传输速度达到40～100Gb/s，实现系统高性能计算。Infiniband

网络采用Switch-IBTM交换机，型号包括但不限于Mellanox  FDR、EDR  InfiniBand  Switch。

[0035] 软件应用子系统，包括管理服务器、App服务器和图形服务器。

[0036] 双向通讯采用中转机NAT方式。

[0037] 管理节点支持对DB2、MongoDB、Oracle、MySQL数据库通讯。

[0038] 数据库节点由数据库服务器以及大容量存储组成。

[0039] 控制节点为不少于一台的1CPU芯片服务器。

[0040] 计算节点为不少于一台的1CPU芯片+1GPU计算卡配置服务器。

[0041] 本发明硬件架构至少包括三台服务器，实现计算节点、存储节点和控制节点功能，

其中系统所需的数据库服务与中转节点可以在控制节点用一台服务器实现。

[0042] 防火墙内侧保证至少两个连接端口，用于连接数据服务器和控制服务器，防火墙

外端与数据库中转服务器或L1控制器连接。

[0043] 下面结合3个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4] 3个实施例的参数设置如表1所示：

[0045] 表1实施例参数设置

[0046]

[0047]

[0048] 实施例1

[0049] 硬件架构主要采集2800m3大型高炉炉身热电偶数据，数据服务器和共享服务器容

量均采用16T容量机械硬盘；计算节点采用一台商用浪潮2U架构服务器NF5288M5，服务器配

置2CPU+1GPU计算核心，内存128G；控制节点采用浪潮2U架构服务器NF5280M5，双CPU，内存

64G；高速网络采用MSB7790-ES2F交换机，千兆网采用RJ45交换机。该系统与生产控制系统

10min通讯频率，对实时生产数据采用CNN算法进行建模，满足高炉操作炉型智能监控1min

实时性要求，10min频度数据保存整个炉役周期。

[0050] 实施例2

[0051] 硬件架构主要采集1座4966m3特大型高炉炉身热电偶数据、热负荷数据、高炉生产

状态信息，数据服务器和共享服务器容量均采用72T容量硬盘；计算节点采用3台商用浪潮

2U架构服务器NF5288M5，服务器配置2CPU+2GPU计算核心，内存128G；控制节点采用1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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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架构服务器NF5280M5，双CPU，内存96G；高速网络采用EDR  InfiniBand  Switch交换机，千

兆网采用RJ45交换机，网络线配套。该系统与生产控制系统1S通讯频率，对实时生产数据的

监控响应1S，满足高炉智能监控要求。

[0052] 实施例3

[0053] 硬件架构主要采集4座4966m3特大型高炉炉身热电偶数据、热负荷数据、高炉生产

状态的全寿命周期数据信息，数据服务器和共享服务器容量均采用72T容量硬盘；计算节点

采用6台商用浪潮2U架构服务器NF5288M5，服务器配置2CPU+2GPU计算核心，内存128G；控制

节点采用2台浪潮2U架构服务器NF5280M5，双CPU，内存96G；高速网络采用EDR  InfiniBand 

Switch交换机，千兆网采用RJ45交换机，网络线配套。该系统与生产控制系统1S通讯频率，

对实时生产数据的监控响应1S，满足高炉智能监控要求。

[0054] 本发明硬件架构的实现如下：

[0055] 第一，根据需要采集生产数据的高炉数量以及数据点，确定数据服务器节点存储

容量和共享式存储节点容量，数据服务器；

[0056] 第二，按照智能分析模型算法计算要求，确定计算节点数量和节点服务器算力配

置，主要为CPU数量和GPU数量；

[0057] 第三，统计运行软件数量，确定管理、应用服务器节点数量；

[0058] 第四，所有节点服务器按图1配置不同网卡，共享存储节点、计算节点和管理应用

节点通过IB交换机连接建立内部高速网络；

[0059] 第五，所有节点服务器通过千兆交换机连接，建立内部千兆网络；

[0060] 第六，千兆交换机、数据中转服务器与防火墙连接，建立内部千兆网络和工业控制

系统网络的通讯回路，实现生产数据电文双向通讯。

[0061] 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变

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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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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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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