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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

控制系统，具有这样的特征，包括：自动化基础控

制单元，完成常规参数的采集和基本操作的控

制；以及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实现球磨机效率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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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完成常规供给参数的采集和基本操作的控制；以及

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实现球磨机效率的提升；

其中，所述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包含有：

球磨机效率MACKORN控制计算方法，具有球磨机效率参数，其公式为：

Be＝Bei*Bs*fd，

所述Be为所述球磨机效率参数，

所述Bei为球磨机效率修正系数，单台所述球磨机在现场实际运行中，根据计算结果和

实际检测值的偏差，进行比例修正，

所述Bs为球磨机饱和度，

所述fd为矿物硬度系数，

球磨机饱和度，其公式为

Bs＝Bsi*Bwi*Sa，

所述Bs为所述球磨机饱和度，

所述Bsi为球磨机饱和度修正系数，

所述Bwi为球磨机冲击能量系数，

所述Sa为矿浆粘合系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监控所述球磨机的所述常规供给参数，再结合检测的

常规出料参数，控制人员综合分析后，调整常规供给参数，再次分析所述常规出料参数，修

正之前的所述常规供给参数，往复循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常规供给参数为给矿量、给水量、电流、功率、装球量、球矿比例、磨球级配

比、泵池液位、旋流器压力、旋流器底流浓度、旋流器溢流浓度、分级机功率、分级机转速、分

级机主轴提升高度、分级机溢流堰高低、高频筛功率、高频筛筛分粒级、渣浆泵频率、渣浆泵

功率、返砂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常规出料参数为出矿品位、矿浆浓度、磨矿细度。

5.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现场数据采集后，常规数据通过现场服务器处理；

步骤二，非常规数据传送至远程云端数据处理中心；以及

步骤三，调用数据模型库数据，经过分析运算，发送数据组及调整指令给现场服务器，

智能控制监护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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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经过调研分析，全国金属矿山球磨自动化，比较活跃的企业有：丹东东方测控、长

沙矿业院自动化、北京矿冶总院自动化，及其他矿冶院所自动化公司和企业自动化控制公

司。

[0003] 实地考察95％以上的矿山企业，虽然已经增设了自动化系统，实际上还是人工

“盯”过程数据，再个人判断进行阶段性调整。经验比较好的操作人员，会把矿物分成2-3个

类别，根据来料做相应的判断处理。90％以上的操作人员会抱怨，不是他们个人能力问题，

是传感器不好用，有些数据采集不正确，现有的情况实现不了全自动控制，只能根据他们的

个人经验操作。

[0004] 球磨机自动化控制，经过1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目前已经在运行的自动化控制系

统，基本都是人工集中操作控制，处于自动化基础控制阶段。

[0005] 现有的球磨机自动化主要存在的以下问题：

[0006] 1.数据采集的不准确性

[0007] 一些关键数据传感器选型不正确或质量不稳定，不能提供有效、稳定、准确的数

据。

[0008] 2.人工控制的不确定性

[0009] 不同操作人员责任心、工作经验、工作技能、工作方式和方法。

[0010] 3.只能实现数显，不能实现数控

[0011] 现有大额投资建立的集中操控系统，只显示了传感器采集的设备运行参数，没有

实质性的运算和控制。只解决了数显，提供参数；不能帮助操作人员实现数控，进行智能控

制。

[0012] 基于同等品位的矿石，同等的原矿粒级具体表现在，关闭现有控制系统运行，和人

工运行相比，凭靠现场操作人员的操作经验，可以达到同等的生产结果。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准确性高的，确定性高

的，可数控的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具有这样的特征，包括：自动

化基础控制单元，完成常规参数的采集和基本操作的控制；以及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实现

球磨机效率的提升。

[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自

动化基础控制单元，监控球磨机的常规供给参数，再结合检测的常规出料参数，控制人员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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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析后，调整供给参数，再次分析常规出料参数，修正之前的常规供给参数，往复循环。

[001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自

动化优化控制单元，包含有：球磨机效率MACKORN控制计算方法，具有球磨机效率参数，其公

式为：

[0017] Be＝Bei*Bs*fd，

[0018] Be为球磨机效率参数，

[0019] Bei为球磨机效率修正系数，单台球磨机在现场实际运行中，根据计算结果和实际

检测值的偏差，进行比例修正，

[0020] Bs为球磨机饱和度，

[0021] fd为矿物硬度系数，

[0022] 球磨机饱和度，其公式为

[0023] Bs＝Bsi*Bwi*Sa，

[0024] Bs为球磨机饱和度，

[0025] Bsi为磨机饱和度修正系数，

[0026] Bwi为球磨机冲击能量系数，

[0027] Sa为矿浆粘合系数。

[002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常

规参数为给矿量、给水量、电流、功率、装球量、球矿比例、磨球级配比、泵池液位、旋流器压

力、旋流器底流浓度、旋流器溢流浓度、分级机功率、分级机转速、分级机主轴提升高度、分

级机溢流堰高低、高频筛功率、高频筛筛分粒级、渣浆泵频率、渣浆泵功率、返砂比。

[002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常

规出料参数为出矿品位、矿浆浓度、磨矿细度。

[0030] 本发明还提供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方法，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包括

以下步骤：

[0031] 步骤一，现场数据采集后，常规数据通过现场服务器处理；

[0032] 步骤二，非常规数据传送至远程云端数据处理中心；以及

[0033] 步骤三，调用数据模型库数据，经过分析运算，发送数据组及调整指令给现场服务

器，智能控制监护的设备。

[0034] 发明作用和效果

[0035] 根据本发明所涉及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通过自主研

发和定制的传感器，解决一些市场通用的传感器，出现的数据不准确或不稳定问题；使用专

家系统云控制，替代人工阶段性操作；以实时连续调整控制，替代阶段性调整控制。以数据

库运行的稳定性，替代人工的不确定性；一般操作工人工对矿物特性识为2-3种，较好的操

作人员可区分对待3-5种矿物特性；专家系统对矿物特性识别，可以细化出，出几十种至几

百、几千种常用组态；并在实时监控中，专家系统云针对不同矿物特性，实时区分和控制；专

家系统的控制精细程度，是人工无法做到的；专家系统充分发挥了所监控设备的效率，是用

人工盯数据操作难以做到的。基于同等品位的矿石，同等的原矿粒级；具体表现在，专家系

统运行，和关闭专家系统人工运行相比，可以提高8-10％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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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的系统框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的系统框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的系统框图；以及

[0039] 图4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的流

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参照附图实及施例对本发明所涉及的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

制方法作详细的描述。

[0041] 实施例

[0042] 图1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的系统框图。

[0043] 如图1所示，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具有：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1和

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2。

[0044] 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1完成常规参数的采集和基本操作的控制。

[0045] 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2实现球磨机效率的提升。

[0046] 图2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的系统框图。

[0047] 如图2所示，自动化基础控制单元1监控球磨机的常规供给参数，比如：给矿量、给

水量(泵的频率)、电流、功率、装球量、球矿比例、磨球级配比、泵池液位、旋流器压力、旋流

器底流浓度、旋流器溢流浓度、分级机功率、分级机转速、分级机主轴提升高度、分级机溢流

堰高低、高频筛功率、高频筛筛分粒级、渣浆泵频率、渣浆泵功率、返砂比等；再结合检测的

常规出料参数，比如：出矿品位、矿浆浓度、磨矿细度等；控制人员综合分析后，调整供给参

数，再次分析常规出料参数，修正之前的常规供给参数，往复循环；随着矿物的性质变化：比

如：品位变化、硬度变化、可磨性变化等，操作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产量、回收率(回收

率＝精矿品位×产率÷原矿品)，再综合公司管理的要求，实现自动化的基础控制。

[0048] 基础自动化仅仅完成了集中控制，不能解决球磨机的效率问题。球磨机专家智能

组态云控制系统增加了球磨机效率参数。

[0049] 图3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的系统框图。

[0050] 如图3所示，自动化优化控制单元2包含有：

[0051] 球磨机效率MACKORN控制计算方法，具有球磨机效率参数，其公式为：

[0052] Be＝Bei*Bs*fd，

[0053] Be为球磨机效率参数，

[0054] Bei为球磨机效率修正系数，单台球磨机在现场实际运行中，根据计算结果和实际

检测值的偏差，进行比例修正，

[0055] Bs为球磨机饱和度，

[0056] fd为矿物硬度系数，

[0057] 球磨机饱和度，其公式为

[0058] Bs＝Bsi*Bwi*Sa，

[0059] Bs为球磨机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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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Bsi为磨机饱和度修正系数，

[0061] Bwi为球磨机冲击能量系数，

[0062] Sa为矿浆粘合系数。

[0063] 通过冲击波检测仪检测，磨球冲击球磨机筒体的强弱，经过长期实际生产，球磨机

饱和度修正系数Bsi，单台球磨机在现场实际运行中，根据计算结果和实际检测值的偏差，

进行比例修正。

[0064] 球磨机专家智能控制系统，在准确、及时有效数据采集的基础上，通过高速云计算

机处理中心运算，加上远程专家云协同，调用庞大的组态数据库，调整相应参数的修正系

数，进行数据和图形处理，生成正确的判断和运行指令。即通过实时监控、实时分析、事实判

断、实时处理，实现球磨机高效运行。

[0065] 图4是本发明在实施例中的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的流

程图。

[0066] 如图4所示，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67] 步骤一，现场数据采集后，常规数据通过现场服务器处理，进入步骤二。

[0068] 步骤二，非常规数据传送至远程云端数据处理中心，进入步骤三。

[0069] 步骤三，调用数据模型库数据，经过分析运算，发送数据组及调整指令给现场服务

器，智能控制监护的设备。

[0070] 实施例的作用与效果

[0071] 根据本实施例所涉及一种球磨机专家智能组态云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通过自主

研发和定制的传感器，解决一些市场通用的传感器，出现的数据不准确或不稳定问题；使用

专家系统云控制，替代人工阶段性操作；以实时连续调整控制，替代阶段性调整控制。以数

据库运行的稳定性，替代人工的不确定性；一般操作工人工对矿物特性识为2-3种，较好的

操作人员可区分对待3-5种矿物特性；专家系统对矿物特性识别，可以细化出，出几十种至

几百、几千种常用组态；并在实时监控中，专家系统云针对不同矿物特性，实时区分和控制；

专家系统的控制精细程度，是人工无法做到的；专家系统充分发挥了所监控设备的效率，是

用人工盯数据操作难以做到的。基于同等品位的矿石，同等的原矿粒级；具体表现在，专家

系统运行，和关闭专家系统人工运行相比，可以提高8-10％的效率。

[0072] 上述实施方式为本发明的优选案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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