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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炼焦设备的控制领域，具体为一

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一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其特征是：

包括监控传感装置(1)、信息汇集器(2)、无线发

射器(31)、无线接收器(32)、采集服务器(41)、集

中监控终端(51)、无线信号塔(6)，监控传感装置

(1)都通过信号线连接信息汇集器(2)，信息汇集

器(2)通过信号线连接无线发射器(31)，无线接

收器(32)通过信号线连接采集服务器(41)，采集

服务器(41 )、数据服务器(42)、集中监控终端

(51)和无线信号塔(6)都通过信号线连接通信网

(71)。本发明反应迅速，控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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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其特征是：包括监控传感装置(1)、信息汇集器

(2)、无线发射器(31)、无线接收器(32)、采集服务器(41)、集中监控终端(51)、无线信号塔

(6)，

监控传感装置(1)包括温/湿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弧传感器、超声波

传感器和行程开关，焦炉生产区域的推焦车、导焦车、装煤车和电车这四者上各设一个监控

传感装置(1)，监控传感装置(1)都通过信号线连接信息汇集器(2)的信号输入端，信息汇集

器(2)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无线发射器(31)的信号输入端，无线接收器(32)的信

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连接采集服务器(41)，采集服务器(41)、数据服务器(42)、集中监控终

端(51)和无线信号塔(6)都通过信号线连接通信网(7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远程监控终端

(52)，远程监控终端(52)通过互联网(72)连接通信网(71)。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

下步骤依次实施：

监控传感装置(1)将温/湿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弧传感器、超声波传

感器和行程开关所采集到的焦炉生产区域的推焦车、导焦车、装煤车和电车这四者的温/湿

度信息、电压信息、电流信息、电弧信息、间距信息、位置信息都传输至信息汇集器(2)，信息

汇集器(2)将接收到的信息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入无线发射器(31)，无线发射器(31)将接

收到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无线信号后通过发射天线对外发射，无线接收器(32)将接收到无线

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入采集服务器(41)，数据服务器(41)通过通信网(71)获得数字信

号；

数据服务器(41)内置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设备状态监测系统、设备运行状态与故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基于本体的故障诊断

网络、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

应用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智能故障诊断模型以诊断维护车辆本体

为基础，结合不确定性知识管理和传感器网络技术，实现四车故障诊断维护知识的集成与

推理，形成以诊断维护过程为中心的智能维护模式；

采用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原型，设计基于超低功耗微控制单元的

智能传感器网络节点；

设备运行状态与故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根据征兆空间到故障案例空间的映射

关系进行实例匹配，完成静态维护知识与动态诊断过程的统一；

针对纳入监测诊断的故障点信息与相关设备建立故障数据库；

建立故障智能诊断模型，利用模型将监控传感装置(1)采集的故障信号与故障数据库

对比分析，计算、分析、排查出具体哪个设备故障导致出现故障信号，即通过故障反馈智能

排查出故障设备信息，以指引设备维修人员找到引起设备故障的根本原因。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构建基于

本体的故障诊断网络，给出基于最大可能解释的故障概率推理算法，根据运行工况、故障征

兆和证据信息推理获得故障诊断解释；

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在多源异构的制造过程知识集成与建模基础上，进行诊断推

理与故障成因分析，结合诊断专家的经验知识给出优化的维护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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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炼焦设备的控制领域，具体为一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及其

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焦炉四大车系统作为焦炉生产的关键性系统，其故障智能化诊断方法的相关技术

研究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得到重视，国内外也没有相关详细的报道，随着焦炉四大车无人化

运行模式的推进，其安全运行的保障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

[0003] 故障诊断技术的研究大部分仍然停留在具有应用背景、计算机仿真或实验阶段，

对于复杂工业过程与生俱来的非线性、动态、多模态、多时段、高维度、间歇等特性，使得传

统的基于过程机理模型的过程监控方法很难适应实际工业过程的复杂程度。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控制及时准确、安全可靠的炼焦控制设备，本

发明公开了一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0005]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发明目的：

一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其特征是：包括监控传感装置、信息汇集器、无线

发射器、无线接收器、采集服务器、集中监控终端、无线信号塔，

监控传感装置包括温/湿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弧传感器、超声波传感

器和行程开关，焦炉生产区域的推焦车、导焦车、装煤车和电车这四者上各设一个监控传感

装置，监控传感装置都通过信号线连接信息汇集器的信号输入端，信息汇集器的信号输出

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无线发射器的信号输入端，无线接收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连接采

集服务器，采集服务器、数据服务器、集中监控终端和无线信号塔都通过信号线连接通信

网。

[0006] 所述的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远程监控终端，远程监控

终端通过互联网连接通信网。

[0007] 所述的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

施：

监控传感装置将温/湿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弧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和行程开关所采集到的焦炉生产区域的推焦车、导焦车、装煤车和电车这四者的温/湿度信

息、电压信息、电流信息、电弧信息、间距信息、位置信息都传输至信息汇集器，信息汇集器

将接收到的信息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入无线发射器，无线发射器将接收到的数字信号转换

成无线信号后通过发射天线对外发射，无线接收器将接收到无线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

入采集服务器，数据服务器通过通信网获得数字信号；

数据服务器内置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备

状态监测系统、设备运行状态与故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基于本体的故障诊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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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

应用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即Intelligent  Fault  Diagnosis  Model，简

称IFDM）模型，IFDM模型以诊断维护车辆本体为基础，结合不确定性知识管理和传感器网络

技术，实现四车故障诊断维护知识的集成与推理，形成以诊断维护过程为中心的智能维护

模式；

采用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原型，设计基于超低功耗微控制单元的

智能传感器网络节点；

设备运行状态与故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根据征兆空间到故障案例空间的映射

关系进行实例匹配，完成静态维护知识与动态诊断过程的统一；

针对纳入监测诊断的故障点信息与相关设备建立故障数据库；

建立故障智能诊断模型，利用模型将监控传感装置采集的故障信号与故障数据库对比

分析，计算、分析、排查出具体哪个设备故障导致出现故障信号，即通过故障反馈智能排查

出故障设备信息，以指引设备维修人员找到引起设备故障的根本原因。

[0008] 所述的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是：构建基于本体的故

障诊断网络，给出基于最大可能解释（即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简称MPE）的故障概

率推理算法，根据运行工况、故障征兆和证据信息推理获得故障诊断解释；

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在多源异构的制造过程知识集成与建模基础上，进行诊断推

理与故障成因分析，结合诊断专家的经验知识给出优化的维护决策方案。

[0009] 本发明主要通过具有安全保障功能的车载单元装置实现的，相关的安全装置具有

自主感知和仿人智能功能，能够协助无人驾驶的设备采取合理的故障自诊断处理与驾驶操

作措施，以避免车辆发生行车危险与故障停车。

[0010] 本发明建立涵盖知识表示、故障评估、诊断推理及维护决策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

采用智能故障严重度与故障概率评估方法，建立基于不确定性知识与贝叶斯网络的智能诊

断推理体系，给出优化的智能诊断维护群组决策方案，结合焦炉四大车的设备维护与故障

诊断需求，设计出的面向知识模型的智能故障诊断与控制系统，具体如下所述：

1. 结合诊断维护知识资源管理的需求，提出了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即

Intelligent  Fault  Diagnosis  Model，简称IFDM）模型。IFDM模型以诊断维护车辆本体为

基础，结合不确定性知识管理和传感器网络技术，实现四车故障诊断维护知识的集成与推

理，形成以诊断维护过程为中心的智能维护模式。对模型进行形式化定义，辨识模型的组成

要素；探讨模型的内涵、特征和应用；从工程实践的角度设计模型的体系结构和支撑系统。

[0011] 2.  针对现有的四大车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应用中存在的集成度不高、适应性差和

状态数据利用率低等问题，研究并建立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原型，核

心是设计基于超低功耗微控制单元的智能传感器网络节点；利用嵌入式处理器的信号分析

能力进行状态数据的本地化处理和数据融合，实现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相结合的分布式状

态监测，形成具有自我分析诊断能力的状态维护传感器网络。

[0012] 3.  引入了诊断维护知识的本体语义表示方法。通过对设备结构信息、维护经验知

识以及诊断行为过程建模，建立了本体驱动的故障诊断推理模型。提出设备运行状态与故

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并根据征兆空间到故障案例空间的映射关系进行实例匹配，

完成静态维护知识与动态诊断过程的统一，从而为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故障诊断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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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奠定基础。

[0013] 4.  提出一种本体语义表示故障概率推理框架，构建基于本体的故障诊断网络，给

出基于最大可能解释（即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简称MPE）的故障概率推理算法，从

而根据运行工况、故障征兆和证据信息推理获得故障诊断解释。

[0014] 5.  由于故障诊断与维护决策过程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些不确定性提

出一种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在多源异构的制造过程知识集成与建模基础上，进行诊断

推理与故障成因分析，结合诊断专家的经验知识给出优化的维护决策方案。

[0015] 6.  为使IFDM模型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结合四大车的设备维护与故障诊断需求，设

计开发基于IFDM模型的原型系统，并进行验证；结合背景企业的智能故障诊断应用，探讨

IFDM模型的实施方法。希望在实际系统中得到应用，证明IFDM模型在四大车运行中的有效

性与可行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面向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框架图，

图3是本发明的面向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功能层次图，

图4是本发明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的体系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18] 实施例1

一种焦炉车辆故障智能化诊断装置，括监控传感装置1、信息汇集器2、无线发射器31、

无线接收器32、采集服务器41、集中监控终端51、无线信号塔6，如图1所示，具体结构是：

监控传感装置1包括温/湿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弧传感器、超声波传

感器和行程开关，焦炉生产区域的推焦车、导焦车、装煤车和电车这四者上各设一个监控传

感装置1，监控传感装置1都通过信号线连接信息汇集器2的信号输入端，信息汇集器2的信

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连接无线发射器31的信号输入端，无线接收器32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

号线连接采集服务器41，采集服务器41、数据服务器42、集中监控终端51和无线信号塔6都

通过信号线连接通信网71。

[0019] 本实施例还包括远程监控终端52，远程监控终端52通过互联网72连接通信网71。

[0020] 本实施例使用时，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监控传感装置1将温/湿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弧传感器、超声波传感

器和行程开关所采集到的焦炉生产区域的推焦车、导焦车、装煤车和电车这四者的温/湿度

信息、电压信息、电流信息、电弧信息、间距信息、位置信息都传输至信息汇集器2，信息汇集

器2将接收到的信息转换成数字信号后输入无线发射器31，无线发射器31将接收到的数字

信号转换成无线信号后通过发射天线对外发射，无线接收器32将接收到无线信号转换成数

字信号后输入采集服务器41，数据服务器41通过通信网71获得数字信号；

数据服务器41内置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

备状态监测系统、设备运行状态与故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基于本体的故障诊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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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

面向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框架图如图2所示，面向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模型功能

层次图如图3所示，智能故障诊断模型的体系结构图如图4所示。

[0021] 应用基于四车运行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即Intelligent  Fault  Diagnosis 

Model，简称IFDM）模型，IFDM模型以诊断维护车辆本体为基础，结合不确定性知识管理和传

感器网络技术，实现四车故障诊断维护知识的集成与推理，形成以诊断维护过程为中心的

智能维护模式；

采用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原型，设计基于超低功耗微控制单元的

智能传感器网络节点；

设备运行状态与故障征兆之间的本体映射算法根据征兆空间到故障案例空间的映射

关系进行实例匹配，完成静态维护知识与动态诊断过程的统一；

针对纳入监测诊断的故障点信息与相关设备建立故障数据库；

建立故障智能诊断模型，利用模型将监控传感装置1采集的故障信号与故障数据库对

比分析，计算、分析、排查出具体哪个设备故障导致出现故障信号，即通过故障反馈智能排

查出故障设备信息，以指引设备维修人员找到引起设备故障的根本原因。

[0022] 本实施例使用时，给出基于最大可能解释（即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简称

MPE）的故障概率推理算法，根据运行工况、故障征兆和证据信息推理获得故障诊断解释；

设备维护群组决策方法，在多源异构的制造过程知识集成与建模基础上，进行诊断推

理与故障成因分析，结合诊断专家的经验知识给出优化的维护决策方案。

[0023] 具体来说：

1. 现场故障数据采集、测定、建模、诊断、决策与控制及维护指导：

焦炉故障信息的统计对焦炉周边环境故障数据、装煤车运行故障数据、推焦车运行故

障数据、导焦车运行故障数据、电车运行故障数据的采集、焦炉地下室（煤气供给管道层）故

障数据的采集信息共计约260个信息点，1500多种故障信息，信息类型主要为开关量、模拟

量、数字量、图像、激光和超短波等。

[0024] 对采集的260个信息点的实时数据进行特征提取，获得诊断推理过程所需的重要

特征信息。特征信息以特征量或条件指标的形式从数据集合中抽取出来，并作为诊断推理

算法的输入，其目的是对设备失效或异常状态做出初步判断。

[0025] 构建维护诊断维护核心本体，将设备结构信息、状态监测数据以及诊断维护经验

转换为诊断语义知识。建立四大车IFDM智能故障诊断模型，构建IFDM模型使用本体编辑工

具Protégé和OWL本体语言图形化构建诊断维护本体。

[0026] 依据IFDM建立四大车故障诊断推理模块组件，该组件将数据采集与维护决策支持

组件连接起来，通过四大车故障的定位与识别为维护方案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0027] 通过建立的IFDM，确立四大车的诊断推理模块，实现对四大车诊断知识资源的概

率推理。根据诊断本体库中的知识语义描述与概率信息，结合诊断贝叶斯网络实现焦炉不

确定性诊断知识的精确推理，最后形成初步的诊断结论或估计。

[0028] 依据获得的故障初步的诊断结论或估计，建立决策支持模块，以系统服务的形式

提供监测设备异常状况下的故障诊断和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趋势预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

设备管理人员提供科学准确的维护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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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结合焦炉四大车的监控与信息系统，应用支持模块提供与知识应用相关活动的创

建、配置等服务，为诊断维护过程的知识供应提供支持，在软件平台Microsoft.Net下进行

构建，完成组态设置、数据存储、数据交换和业务集成等，使运行和维护人员能够很方便地

获得四大车设备运行状态与相关信息，同时提供针对焦炉特定设备的故障诊断预警提示，

进行连续实时的事件监测和信号分析，实现IFDC。

[0030] 2. 面向知识的智能故障诊断与控制技术方案：

硬件结构见图1。

[0031] 3. 现场试验与测试：

具备的基本条件：焦炉现场设施、试验设施、试验环境、实验人员及安保设施等。

[0032] 1) 现场检控试验与故障测试：

煤车、推焦车、电车、导焦车故障试验与测试；

通过诊断知识资源的概率推理和维护决策支持系统推算出影响设备运行的故障度参

数γ，γ∈(0,1)，γ≥0.5为重大故障，γ∈(0.2,0.5)范围内为重要故障，γ≤0.2为轻型

故障等，共计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对应等级。

[0033] (1)  煤车试验测试项目：

[0034] (2)  推焦车试验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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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 电车试验测试项目：

[0036] (4) 导焦车试验测试项目：

[0037] 2) 故障模型试验与测试：

(1)  激光定位模型试验与测试：

激光定位主要是测试推焦机器人等需要精准定位的焦炉设备故障，故障测试实验主要

包括炉门镜面、内壁、底端和淌焦板。

[0038] (2) 运行故障处理模型与算法试验结果：

以煤车传动运行系统为例，其传动基频幅值变化与先验概率见下表。

[0039]                                           。

[0040] 还可以看出，当新监测到的证据  E  (振动幅值为8.9μm)时，根据故障征兆特征判

决函数E应视为基频幅值增速异常征兆。

[0041] 诊断对象的异常征兆判定之后，正常工况状态和故障征兆以先验概率值的形式与

设备故障联系起来，结合诊断对象常见故障的先验概率就可以进行故障概率推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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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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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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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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