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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推理增强学习的磨矿过程设定值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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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磨矿粒度和循环负荷是磨矿过程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的关键运行指标, 相对于底层控制偏差, 回路设定值
对其影响要严重的多. 然而, 磨矿过程受矿石成分与性质、设备状态等变化因素影响, 运行工况动态时变, 难以建立
模型, 因此难以通过传统的模型方法优化回路设定值. 本文将增强学习与案例推理相结合, 提出一种数据驱动的磨
矿过程设定值优化方法. 首先根据当前运行工况, 采用基于 Prey-Predator 优化的案例推理方法, 决策出可行的基于
Elman神经网络的Q函数网络模型; 然后利用实际运行数据, 在增强学习的框架下, 根据Q函数网络模型优化回路设
定值. 在基于METSIM的磨矿流程模拟系统上进行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根据工况变化在线优化回路设定
值, 实现磨矿运行指标的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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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rinding processes, particle size and circulating load are two key operation indexes for product quality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basic loop controller performance is most probably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right selection of the loop set-points. The industrial grinding processes, however, are affected by
the factors such as composition and properties of ore, the equipment status and so on. When the large fluctuation of the
factors occurs, the operation will be time-varying, thereby making the process modeling very difficult. Therefor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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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first employs a Prey-Predator optimization-based CBR method to determine a feasible Elman neural networkbased Q function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current operation condition. Then, under the RL framework, the Q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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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实现全工况运行优化控制.

磨矿过程是使矿物颗粒减小的过程, 是任何一种
金属选别的先决工序. 磨矿粒度与循环负荷是磨矿产
品质量与生产效率的关键运行指标, 不仅决定磨矿的
能耗水平, 而且还影响着选矿精矿品位和金属回收率
等重要生产指标[1–2] . 由于磨矿粒度与循环负荷受磨
矿生产过程中给矿和给水等回路影响, 因此, 回路设
定值在线优化问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实现磨矿过程控制系统在运
行工况频繁大范围变化下的快速自学习, 本文将案例
推理和增强学习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磨
矿过程设定值优化方法, 在由冶金流程模拟软件
METSIM所建立的磨矿模拟系统上进行了实验研究,
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现有磨矿过程控制可分为基于模型和基于人工智
能的两类方法. 国外选矿厂处理的矿石具有品位高,
嵌布粒度均匀, 成份与性质稳定并采用配矿方式将待
磨矿石均匀化, 因此磨矿过程运行相对稳定, 能够建
立模型, 从而可以采用实时优化(real time optimization, RTO)[3] , 模型预测控制(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4–6] 和多变量解耦[7–8] 等基于模型的优化与控制
方法给出回路设定值, 实现对磨矿粒度和循环负荷的
控制. 然而我国选矿厂主要以赤铁矿为原材料, 其矿
石品位低, 嵌布粒度细且不均匀, 成分性质不稳定[9] ,
磨矿过程动态时变, 难以建立数学模型, 使得已有的
基于模型的方法无法在我国磨矿系统中应用.
针对难以建模的磨矿过程, 一些学者开展了以人
工智能为核心的磨矿回路设定值优化方法研究. 文
献[10]采用多变量模糊监督控制方法调节磨矿回路设
定值, 实现对循环负荷的控制. 文献[11]提出一种专家
系统与模糊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法, 工业实验表明其
能够提高磨机的生产效率, 降低选矿厂的能耗. 文
献[12]提出由知识库、数据库、模糊逻辑推理引擎等
组成的专家系统, 用于给出回路设定值, 达到了稳定
磨矿粒度的目标. 文献[13]和文献[14]分别针对一段
磨矿和二段磨矿, 将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
CBR)、模糊控制、神经网络等多种智能方法相融合,
提出带有预报、前馈、反馈等模块的智能磨矿回路设
定值优化方法. 然而, 上述智能控制器设计主要是依
靠模拟领域专家的经验与知识, 与环境交互能力差,
当新工况出现时, 常常依然需要领域专家对控制器进
行调整, 而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导致系统难以优化运
行.
近 年 来, 增 强 学 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15–17] 技术由于其具有自适应、自学习能力, 被广
泛用于解决模型未知的非线性过程的控制问题, 文
献[18]和文献[19]采用RL技术解决了磨矿过程基础
回路控制问题. 文献[20]采用Actor-Critical结构的串
联神经网络RL方法优化磨矿回路设定值, 但实际磨矿
生产过程中矿石性质频繁大范围变化时, 运行工况变
化剧烈, 采用传统的RL方法存在学习速度较慢, 难以
及时通过环境的自学习而自适应调整的问题, 因此难

2
2.1

磨矿过程问题描述与特性分析
磨矿过程问题描述

典型一段磨矿过程如图1所示, 主要由电振给矿
机、球磨机、螺旋分级机以及若干仪表和电动执行机
构组成. 原矿石首先由矿仓在电振给矿机的作用下,
经皮带输送至球磨机进行研磨, 同时在球磨机入口加
入与给矿量成比例的水, 以稳定球磨机内部矿浆浓度,
保证球磨机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研磨后的矿浆经球磨
机出口处排出送入螺旋分级机, 在叶片搅拌作用下进
行粗细分离, 粗粒级返回至球磨机形成循环负荷, 细
粒级由螺旋分级机下端溢流口流出, 形成粒度合格的
矿浆, 以供后续的选别作业.

图 1 磨矿过程工艺流程
Fig. 1 Flow diagram of grinding process

磨矿粒度r1 (t)和循环负荷r2 (t)不仅反映了磨矿
能耗水平, 还影响选厂的精矿品位和金属回收率等重
要生产指标(如图2和图3所示), 因此被看做是磨矿生
产的两个关键运行指标. 从图中可以看出, 运行指标
过大或过小均将导致磨矿过程非最优运行. 因此, 若
要实现磨矿过程的提质增效, 其必然要求是在工况环
境变化时, 能够将运行指标磨矿粒度r1 (t)和循环负
荷r2 (t)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并尽可能的接近其期
望值, 即实现如下性能指标的极小:

min J(t) =
∞
1∑
γ i−t (r(i) − r ∗ (i))T R(r(i) − r ∗ (i)) =
2 i=t
∞
1∑
γ i−t U (i),
(1)
2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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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t) = [r1 (t) r2 (t)] , R为正定矩阵, γ 为加权
因子, 0 < γ < 1, 上标*表示期望值.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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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B1 、破裂速率s与破裂分布b. 而破裂速率s和破裂
分布b是与原矿硬度B2 、磨矿浓度dm 即磨机给矿量
y1 (t)与分级机给水量y2 (t)配比相关的非线性函数,
因此可得

rm (t) = fm (y1 (t), y2 (t), B1 , B2 ),

(3)

其中fm 为非线性函数.

图 2 磨矿粒度与生产指标(精矿品位和金属回收率)的关系
Fig. 2 Relation between grinding particle size and production
indices (concentrate grade and metal recovery rate)

图 4 溢流浓度与磨矿粒度间的非线性特性
Fig. 4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overflow
concentration and grinding particle size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一段闭路磨矿过程中, 磨机排
矿粒度rm (t)不仅与给矿量y1 (t)与分级机给水量y2 (t)
相关, 还取决于返砂浓度vd (t)、流量vq (t), 同时也受
入料粒度(即原矿粒度B1 )与分级机返砂粒度vr (t)以
及原矿硬度B2 的影响. 因此磨矿过程的排矿粒度为

图 3 循环负荷与总能量利用率的关系
Fig. 3 Relation between cyclic load and total energy
utilization

由于磨矿粒度r1 (t)和循环负荷r2 (t)与磨机给矿
量y1 (t)和分级机入口补加水量y2 (t)密切相关, 因此,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需要优化回路设定值y1∗ (t)和
y2∗ (t), 并通过底层回路调节给矿机电振频率u1 (t)和
分级机入口补加水流量阀门开度u2 (t)跟踪设定值.

2.2 磨矿过程动态特性分析
在磨矿过程中, 含有大量粗矿粒的矿浆首先经磨
机的研磨作用后, 以一定的排矿粒度rm (t)进入分级
机, 继而由分级机选出合格磨矿粒度r1 (t)的矿浆.
通过实验表明对于恒定排矿粒度rm (t)的矿浆, 随
分级机入口加水量的增加, 溢流浓度逐渐降低, 磨矿
粒度r1 (t)先增加至最大值(临界点)而后减小, 如图4
所示. 对于恒定的溢流浓度, 排矿粒度不同, 返砂量不
同, 磨矿粒度r1 (t)和循环负荷r2 (t)也不同, 因此运行
指标可表示为

r(t + 1) = F (r(t), y(t), rm (t)),

(2)

其中: F 为非线性函数, y(t) = [y1 (t) y2 (t)]T . 在开
路磨矿过程中, 磨机的排矿粒度rm (t)取决于原矿粒

rm (t) = fm (y1 (t), y2 (t), vr (t), vd (t), vq (t), B1 , B2 ).
(4)
由于分级机返砂、原矿粒度以及原矿硬度频繁变
化, 难以用数学模型描述, 导致非线性函数fm 难以用
数学模型描述.
由式(2)和式(4)可知, 磨矿运行指标可表示为
r(t + 1) = F (r(t), y(t), v(t), B),

(5)

其中: F 是未知非线性函数; y(t) = [y1 (t) y2 (t)]T ;
B = [B1 (t) B2 (t)]T ; v(t) = [vd (t) vq (t) vr (t)]T .
综上所述, 磨矿运行指标具有强非线性、且难以用
数学模型描述的复杂综合特性.

3 基于案例推理增强学习的设定值优化方
法
3.1

磨矿设定值优化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磨矿设定值优化问题即是以
式(1)为目标函数、以式(5)为约束的设定值y ∗ (t)动态
优化问题. 然而, 由于F 是未知非线性函数, 因此难以
采用已有基于模型的方法设计设定值优化模型.
为解决上述难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案例推理增
强学习的磨矿过程设定值优化方法, 包括基于增强学
习的设定值计算和基于案例推理的Q函数网络模型选
择, 如图5所示. 所提方法的整体策略是: 针对不同工
况建立相应的Q函数网络模型, 系统运行时由案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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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算法根据当前的过程数据, 决策出适宜的Q函数网
络模型, 然后在增强学习框架下给出最优回路设定值,
实现对磨矿过程的运行优化.
1) 基于增强学习的设定值计算: 根据磨矿粒度和
循环负荷的期望值与实际值, 利用所建立的Q函数网
络模型优化回路设定值, 并采用实时运行数据更新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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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网络模型, 实现算法的自学习.
2) 基于案例推理的Q函数网络模型选择: 根据当
前磨矿粒度和循环负荷的期望值以及矿石性质等工
况条件, 检索案例库, 为基于增强学习的设定值计算
选择出适合当前工况的Q函数网络模型, 提高算法在
工况变换下的自学习速度.

图 5 基于案例推理增强学习的磨矿设定值优化方法结构图
Fig. 5 Structure diagram of set-point optimization method with CBR and RL for grinding process

磨矿设定值优化算法

3.2
3.2.1

基于增强学习的设定值计算

磨矿设定值优化的目标是寻找模型未知的非线性
系统(5)的最优回路设定值y ∗ (t), 使得运行指标跟踪
其期望值, 即使性能指标函数(1)最小. 显然, y ∗ (t)难
以通过求解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获得, 为此
本文采用无模型强化学习在线求解.


3


Q(t) = g(w xh (t)),
xh (t) = f (w1 x(t − 1) + w2 xc (t)),



xc (t) = xh (t − 1).

(7)

强化学习框架下, 性能指标J (t)采用Q函数, 以逐
次逼近方式进行估计, 即通过式

Q(t) ← U (t) + γQ(t + 1)

(6)

随时间更新Q函数后, 可保证对性能指标的准确估计.
从而使设定值优化策略在策略评价即Q(t) ← U (t)
+ γQ(t + 1)与策略改进即y ∗ (t) ← argmin Q(t)之
间, 利用数据反复在线迭代获得.
1) 基于Elman神经网络的Q函数网络模型.
为了更好地提高策略评价品质, 本文采用Elman
递归神经网络来实现Q函数, 如图6所示.
网络输入设为x(t) = [x1 (t) x2 (t) x3 (t) x4 (t)]T
= [e1 (t) e2 (t) y1∗ (t) y2∗ (t)]T , 其中: e1 (t) = r1∗ (t) −
r1 (t), e2 (t) = r2∗ (t) − r2 (t); xc (t) 和 xh (t) 分别表示
中间层和隐含层的输出, Q(t)表示输出层的输出,
w1 (t)为输入层与隐含层的连接权, w2 (t)为中间层与
隐含层的连接权, w3 (t)为隐含层与输出层的连接权,
wc (t)为隐含层输出与中间层的连接权, 其值为1. 网
络的数学模型为

图 6 基于Elman神经网络的Q函数网络模型
Fig. 6 Q function network model based on Elman NN

Q 函数网络模型隐含层的激活函数取 f (x) =
2/(1 + e−2x ) − 1, 输出激活函数取g(x) = x. 代入式
(7), 由此可得Q函数网络模型输出表示为
m
∑
Q(t) =
wj3 xhj (t) = w3 xh (t) =
j=1
m
∑

j=1
m
∑
l=1

wj3 f (

n
∑

i=1

1
wji
xi (t − 1) +

2
wjl
xhl (t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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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ji
,

2
wjl
分别表示输入层第i个神经元与隐含层

第j 个神经元的连接权值, 隐含层第j 个神经元与中间
层第l个神经元的连接权值, 类似于文献[21]中的处理
方式, 这两个权矩阵随机生成并在学习过程中保持不
变, wj3 为隐含层第j 个神经元与输出层之间的连接权
值, xhl (t − 1)为隐含层第l个神经元t − 1时刻的输出,
隐含层节点数为m个.

Q函数网络模型的学习过程是逐渐减少对相邻时
刻的Q值估计之间的误差, 在这个意义上, 学习是更
广泛的时间差分算法的特例, 定义时间差分(temporal
difference, TD)误差如下:
δTD (t) = U (t) + γQ(t + 1) − Q(t).

(9)

由此, 定义学习误差

1
E(t) = δTD (t)2 .
(10)
2
本文采用Levenberg Marquardt (LM)算法, 通过使
式(10)极小以校正w3 权值, 来实现对Q函数网络模型
的在线学习. 权值更新的具体过程为
∆w3 = −α(JaT (t)Ja (t) + µI)−1 JaT (t)δTD (t),
(11)
其中: α为学习率, Ja (t)为δTD (t)对w3 的雅可比矩阵:

∂δTD (t)
∂Q(t)
=
= xT
h (t).
3
∂w
∂w3
将式(12)代入式(11)可得
Ja (t) =

(12)

(13)
因此, 隐含层和输出层的权值更新表达式为
(14)

下面对Q函数网络模型的收敛性进行分析, 由于
Elman网络学习过程的收敛性与相应的学习率α密切
相关, 因此, 本文对能够保证Q函数网络模型收敛的
学习率α的取值范围进行研究.

定理 1

若网络学习率α满足
2
,
α< T
T
xh (t)(xh (t)xh (t) + µI)−1 xh (t)

(15)

(16)

则

1
∆L(t) = ∆δTD (t)(δTD (t) + ∆δTD (t)),
2
其中
∆δTD (t) = δTD (t + 1) − δTD (t).

∆δTD (t) =

∂δTD (t)
∆w3 .
∂w3

(18)

由式(12)可得

∂δTD (t)
= xT
h (t).
∂w3
将式(13)和式(19)代入式(18)得

(19)

T
−1
∆δTD (t) = −αxT
×
h (t)(xh (t)xh (t) + µI)

xh (t)δTD (t).

(20)

将式(20)代入式(17)得
2
T
∆L(t) = −αδTD
(t)xT
h (t)(xh (t)xh (t) +
1
(t)(xh (t) ×
µI −1 )xh (t)(1 − αxT
2 h
−1
xT
)xh (t)).
(21)
h (t) + µI
−1
因为(xh (t)xT
是正定的, 所以只要
h (t) + µI)
1
−1
(t)(xh (t)xT
xh (t) > 0,
1 − αxT
h (t) + µI)
2 h
(22)

则 L(t) < 0, 并 且 仅 当 δTD (t)=0 时, ∆L(t) = 0. 解
不等式(22)即可得到式(15). 当式(15)成立时, L(t)>0
且∆L(t) < 0, 根据离散系统的Lyapunov定理可得神
经网络学习收敛.
证毕.
在增强学习过程中, 如何利用Q函数网络模型设
计设定值y ∗ (t)的最优控制率在优化磨矿运行过程中
非常关键. 由于最优设定值可定义为y ∗ (t) ← argmin
Q(t), 因此, 本文设定值调整模块是在所建立的Q函
数网络模型基础上, 参考基于Boltzman-Gibbs分布的
softmax算法, 依据式(23)所计算出的概率来选择最优
的设定值. 算法将较高Q值所对应的非最优设定值被
选择的概率设置较低, 而最优设定值被选择的概率设
置较高, 因此可在一定的探索下, 以较高的概率决策
出最优的设定值.
exp(Q(y ∗ (k))/Tt )
,
(23)
P (y ∗ (k)) = 1 − ∑
exp(Q(ȳ ∗ )/Tt )
ȳ ∗

∗

则网络的学习过程是收敛的.
证 定义离散的Lyapunov函数为
1 2
L(t) = δTD
(t),
2

根据全微分定理有

2) 设定值调整模型.

−1
∆w3 = −α(xh (t)xT
xh (t)δTD (t).
h (t) + µI)

w3 ← w3 + ∆w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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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中: ȳ 为备选的设定值; Tt 为温度参数, 采用模拟退
火算法在线调节探索水平, 在算法开始时所有设定值
被选择的概率接近, 以探索最优设定值, 而随着学习
时间的增加, 减少探索以保证算法的稳定性.

T = T ,
0
max
(24)
Tt+1 = Tmin + ψ(Tt − Tmin ),
其中: Tmax 和Tmin 分别为温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ψ
为退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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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于案例推理的Q函
函数网络模型选择

当矿石性质稳定, 工况变化小, 通过上述基于增强
学习设定值计算, 可使设定值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
变化. 然而, 我国大多选矿厂磨矿工序处理的矿石未
经过配矿处理, 矿石性质频繁波动, 工况动态时变, 只
依靠增强学习很难实现设定值的快速调整. 因此, 本
文针对不同工况建立多个基于Elman网络的Q函数网
络模型, 在线运行时, 利用案例推理算法选择当前最
适宜的Q函数网络模型, 从而结合强化学习算法调整
设定值. 案例表示如下:

Ck = {(Hk , Fk ) → Wk } ,

(25)

其中: k = 1, 2, 3, · · · , n表示案例的个数; Ck 表示案
例, Hk 表示案例建立的时间; Fk =(f1k , f2k , f3k , f4k )
表示案例特征, 是对当时工况的描述, f1k 为磨机循环
负荷的期望值, f2k 为磨矿粒度的期望值, f3k 为原矿粒
度, f4k 为原矿硬度; Wk = (w1k , w2k , w3k )为案例解,
表示Q函数网络模型的Elman网络权值.
假设当前运行工况M 对应的案例特征为F w =
(f1w , f2w , f3w , f4w ), 其与案例库中Ck 案例描述的特征
相似度函数定义为

sim(fiw , fi,k ) = 1 −

|fiw − fi,k |
.
max(fiw , fi,k )

(26)

显然相似度sim(fiw , fi,k )定义在实数区间[0, 1]
内. 当前的工况M 和案例库Ck 中的案例相似度函数
定义为
4
∑
SIM(M, Ck ) =
υi sim(fiw , fi,k ),
(27)
i=1

式中υi 为案例属性对应的特征权值.
案例重用阶段, 设置相似度阈值, 将具有最大相似
度且大于阈值的案例解作为Q函数网络模型参数. 若
计算相似度低于阈值, 表明可能新工况产生, 则利用
相似度相对较高的案例通过加权取平均初始化新的
Q函数网络模型, 进而采用增强学习方法进行在线学
习, 直到达到控制目标.
注意到, 在由式(27)计算的相似度中, 权值υi 的不
同分配会导致不同的计算结果, 从而影响案例重用.
如何对结果影响较大的重要特征和较小影响的次要
特征分配合理的权值, 将客观地反映源案例与目标案
例之间的相似性, 从而提高案例重用的准确性. 传统
基于专家咨询、领域知识和调查统计的特征权值确定
方法过分依赖主观判断和经验, 难以保证相似度计算
的准确性. 为此, 本文首先将特征权值分配转化为优
化问题, 进而提出一种基于Prey-Predator[22–23] 的案例
特征权值优化方法, 以提高案例重用准确性.
案例特征权值优化问题可描述为




Max V = f (υ1 , υ2 , υ3 , υ4 ),


4
∑
s.t. g(υ) = 1 −
υj = 0,

j=1




0 6 υj 6 1, j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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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中: V 表示问题解决的质量指标, f (·)是关于案例特
征权值υi (i = 1, 2, 3, 4)的函数. 获得最优特征权值的
问题是在等式和边界约束条件下, 求解质量指标V 最
大值的特征权值.
对于目标案例集, 其最大相似度SIMmax 在特征属
性权值最优时最大. 根据这一特性, 建立如下的质量
指标F 方程:
q
∑
V =
SIMmax,i /q,
(29)
i=1

其中: q 是测试案例的个数, SIMmax,i 是第i个测试案
例和目标案例的最大相似度.
根据Prey-Predator优化算法, 首先在模型参数的
取值范围内初始化 m 个可行解 {ϑ1 , ϑ2 , · · · , ϑm },
ϑi = (υ1,i , υ2,i , υ3,i , υ4,i ), i = 1, 2 · · · m. V (ϑi )即为
每个可行解ϑi 的生存值, 把具有最小V (ϑi )的可行解
看做一个Predator, 其余的可行解ϑi 均看做是Prey, 并
设置具有最大V (ϑi )的可行解ϑi 为Best Prey. 算法采
用移动方向和移动步长来描述Predator和Prey运动行
为.
a) Best Prey的行为.
Best Prey是认为具有最大生存值V (ϑi )的Prey, 其
移动主要用于寻找更好的隐匿处, 实现局部探索, 因
此随机给一个移动方向, 如果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值,
Best Prey将按这个方向移动, 即
d1
).
(30)
ϑi ← ϑi + λmin ξ1 (
∥d1 ∥
如果不能, 则将停留在原地.
式(30)中, d1 即表示可移动的方向, ∥ ∥表示Euclidean距离, λmin 为最小的移动步长, ξ1 为0到1之间一
个服从均匀概率分布的随机数.
b) 其他Prey的行为.
每一次迭代优化过程中, Prey采用如下方程更新
其位置:

ϑi ←

di
dr


ϑi + λξ2 ( ∥d ∥ ) + ξ3 ( ∥d ∥ ), Pf > 0.5,
i
r
d

r

ϑi + ξ3 (
),
其他,
∥dr ∥

(31)

其中: ξ2 和ξ3 均为0到1之间服从均匀概率分布的随机
数; Pf 为该Prey跟随其他Prey的概率, 如果Pf > 0.5,
则该Prey除了在局部位置进行随机方向dr 的探索外,
还将沿着Prey群体的方向di 移动, 因为Prey群体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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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佳的隐匿处, 因此di 由其他Prey与该Prey间的距
离产生, 即
m−2
∑ η V (ϑj ) (ϑj − ϑi )
di =
,
(32)
∥ϑj − ϑi ∥
j=1
其中η > 1, 表示Prey的生存值对距离的影响程度. 为
了防止分母除零运算, 通常采用如下方程计算di :
m−2
∑ (V (ϑi ))µ −∥ϑj −ϑi ∥
di =
e
(ϑj − ϑi ).
(33)

况的程度, 在磨矿运行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 因此, 仿真中所
使用的案例特征权值是一次离线优化的结果.

3.2.3

dl1 = ∥ϑPredator − (ϑi + dr )∥,

(34)

dl2 = ∥ϑPredator − (ϑi − dr )∥.

(35)

如果, dl1 <dl2 , 则−dr 将作为随机方向, 否则选择
dr 为随机移动方向.
式(31)中, λ为移动步长, 考虑到每个Prey与Predator距离的不同应选择不同移动步长, 采用下式计算λ:
λmax
λ=
,
(36)
τ |V (ϑi ) − V (ϑPredator )|σ
其中: λmax 为最大移动步长; τ 和σ 为两个调整参数,
决定了生存值对移动步长的影响程度. 为了防止分母
除零运算, 通常采用下式替代式(36):
λmax
λ = τ |V (ϑi )−V (ϑPredator )|σ .
(37)
e
c) Predator的行为.
为了捕获Prey, Predator采用如下方程更新其位置:
dr
)+
ϑPredator ← ϑPredator + λmax ξ4 (
∥dr ∥
ϑ′ − ϑPredator
λmin ξ5 ( i′
),
(38)
∥ϑi − ϑPredator ∥
其中: dr 为随机移动方向, ϑ′i 表示具有最小生存值的
Prey; ξ4 和ξ5 均为0到1之间服从均匀概率分布的随机
数.
在每一次算法迭代过程中, Prey与Predator采用上
述方程进行更新, 具体的算法步骤如下:

步骤 1 设置算法参数, 在模型参数的取值范围
内初始化m个可行解;
步 骤 2 计算每一个可行解的生存值, 并区分
出Prey, Predator和Best Prey;
步骤 3
dator;

根据式(30)–(38)更新所有的Prey和Pre-

步骤 4
步骤2中.

检查是否满足终止条件, 不满足返回至

注1

案例特征属性权值表征了案例特征反映运行工

算法步骤

本文所提出的磨矿过程设定值优化方法具体步骤
如下:

步骤 1

初始化案例库、学习速率α, 加权因子γ

步骤 2

案例化前磨矿运行工况M , 得到F w =

等;

j=1

对于每一个Prey, 其在局部随机方向dr 上的探索
必须要尽可能的远离Predator, 因此, 当随机产生一个
dr 后, 首先需要按照下式确定该Prey分别沿着dr 和
−dr 方向移动后, 哪个离的Predator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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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w , f2w , f3w , f4w );
步骤 3 进行案例检索与匹配, 通过案例匹配序
号判断是否为新工况, 若不是, 跳至步骤4, 否则, 案例
重用求出符合当前新运行工况M 的Q函数网络模型
的权值w1 , w2 , w3 ;
步骤 4 将采集的e1 (t − 1)和e2 (t − 1)以及y1∗ (t
− 1)和y2∗ (t − 1)根据式(8)计算Q(t);
步骤 5 采用设定值调整模型, 给出回路设定值
y1∗ (t + 1)和y2∗ (t + 1) , 并作用于磨矿系统;
步 骤 6 采集e1 (t)和采集e2 (t), 计算U (t), 并根
据式(8)计算Q(t + 1);
步骤 7
模型;

采用LM法, 根据式(14)更新Q函数网络

步骤 8 判断运行指标是否达到期望值, 若达到,
继续, 否则, 跳至步骤2;
步骤 9
注2

案例更新与存储, 跳至步骤2.
为了避免无限学习, 本文设置算法停止条件U

< ε(ε > 0), ε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设置.

4 实验研究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基于案例推理增强学习的磨矿
过程设定值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采用冶金流程模
拟软件METSIM搭建了磨矿流程模拟系统, 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仿真实验研究.

4.1

基于METSIM的
的磨矿流程模拟系统

METSIM是由澳大利亚开发的一套用于冶金过程
的流程模拟软件, 本文利用其丰富的磨矿模型库搭建
了以磨机给矿量和分级机入口给水量为输入, 以磨矿
粒度和循环负荷为输出的磨矿流程模型, 并以某选矿
厂实际磨矿生产数据配置了工艺设备参数与矿石组
分等参数, 达到模拟实际磨矿流程的目的, 如图7所示.
由于本文所提出的控制方法采用MATLAB软件
实现, 为满足实验需求, 开发了DDE通讯接口, 实现了
MATLAB控制软件与METSIM模拟软件的数据交互,
以形成整个磨矿运行系统的闭环控制. 此外, 通过此
数据接口, 实现了矿石硬度、粒度分布等边界条件的
在线调整, 以及球磨机、分级机等工艺设备参数的修
改, 便于模拟磨矿运行过程的各种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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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ETSIM磨矿流程模拟系统
Fig. 7 METSIM-based grinding simulation system

4.2

算法实验

本文首先通过改变磨矿边界条件模拟9种不同
的磨矿运行工况, 采用所提出的方法训练得到针对
每种磨矿运行工况的Q函数网络模型, 并将其案例
化存储. 然后, 采用Prey-Predator优化算法对案例特
征权值进行优选, 在每种工况下选取20组样本数据
进行案例特征权值训练. 继而开展在多运行工况下
的实验研究.
1) 特定运行工况下的实验研究.
针对特定磨矿运行工况, 在加权因子γ为0.8,
Q函数网络模型的网络隐含层和中间层节点为17,
学习率α为0.05, 以及网络权值w1 , w2 , w3 随机初

始化的设置下, 以磨矿粒度r1∗ = 56%和循环负荷r2∗
= 220%为控制目标进行学习, 将70个采样周期定
义为一个学习过程. 图8 给出了第1次、第5次, 第10
次和第15次的学习过程.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第1次
学习过程中, 磨矿粒度r1 与循环负荷r2 并未能控制
到其期望值, 从而所提方法在本次计算结果的基础
上进行学习; 在第5次学习过程中, 通过对回路设定
值的优化可将磨矿粒度r1 与循环负荷r2 控制在其期
望值附近, 但调节时间较长, 在70个采样周期仍存
在波动; 随着学习过程次数的增加, 磨矿粒度r1 与循
环负荷r2 的调节时间逐渐缩短, 在第15次学习过程
中, 可保证在15个采样周期内即可实现运行控制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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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习过程中的磨矿粒度与循环负荷的控制效果
Fig. 8 Control effect of grinding particle size and circulating load in learning processes

所提方法中的加权因子γ, Q函数网络模型的网
络隐含层和中间层节点, 以及学习率α均影响算法
的学习速度. 目前为止, 这些参数的设置尚缺乏理
论依据, 因此通常采用实验的方式来确定. 从实验
研究与定理1发现, 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网络结构和
学习率即可保证Q函数网络模型的学习效果, 而不
同的加权因子γ则对整个学习过程的速度影响较大,
图9给出了加权因子γ从0.1∼1之间变化时的运行指
标的均方根控制误差, 即

RMSE =

v
u∑
u n
u
∥r(t) − r ∗ (t)∥2
t t=1
n

,

(39)

其中n = 70为采样次数.
从图9可以看出加权因子γ为0.7时, 经过4次学
习即可实现算法收敛, 并且获得的均方根误差最小,
说明此时算法具有最快的学习速度、以及最短的调
节时间, 使设定值最优. 因此, 本文在不同运行工况
下均将加权因子γ设置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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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加权因子下的学习速度
Fig. 9 Learning speed with different weighting factors

图10(a)–(b)出了加权因子γ 为0.7时, 进行15次学
习后的运行指标控制曲线, 相应的设定值调整曲线如
图10(c)–(d)所示. 出图中可以看出, 当磨矿粒度r1 在
第5个 采 样 周 期 时, 由55%变 到56%, 循 环 负 荷r2 由
210%提高到215%, 此时原有磨机给矿和分级机入口
补加水量无法再满足控制要求. 此时, 所提方法通过

Q函数网络模型的实时计算输出, 在线不断优化磨机
给矿y1 和分级机入口补加水量y2 的设定值, 经过10个
采样周 期的调 整最终 将运行 指标控 制在期 望值.
图10(e)–(f)分别给出了控制过程中Q函数网络模型的
输出与TD误差, 反映出所提方法根据运行反馈信息
不断在线学习的过程.

图 10 特定工况下的控制效果
Fig. 10 Control effect in specific operation condition

2) 运行工况变化下的实验研究.
在不同磨矿运行工况下利用所提方法可建立Q函
数网络模型的案例库, 在此基础上, 采用Prey-Predator
优化算法对案例特征权值进行优选, 得到υ1 = 0.37,
υ2 = 0.28, υ3 = 0.17, υ4 = 0.18, 从而可实现当运行
工况不断变化时, 快速匹配出适合当前运行工况的Q
函数网络模型, 进而优化回路设定值.

图11给出了本文所提方法在磨矿运行工况连续变
化下的控制效果. 其中, 矿石的性质与成分在第5, 50
和110个采样周期时发生突变, 同时磨矿粒度与循环
负荷期望值由相应的运行指标优化决策算法进行调
整. 从图11(c)可以看出, 在第50个采样周期处, 由于
运行工况的变化导致循环负荷期望值发生改变, 此时
所提方法匹配案例由1切换至3, 数值表示案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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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Q函数网络模型的切换, 然后根据切换后的Q函
数网络模型, 采用基于增强学习的设定值计算方法对
设定值进行连续调整, 并利用采集的运行数据强化更
新Q函数网络模型, 从而经过4个采样周期即将循环
负荷重新控制在调整后的期望值. 同样, 在第5和第
110个采样周期时运行工况突变, 磨矿粒度与循环负
荷期望值同时调整时, 所提方法同样可获得满意的控
制效果, 但调节时间要比单个运行指标期望值变化长,
这是因为此时的运行工况变化较大, 且磨矿粒度与循
环负荷两个运行指标相互耦合、相互影响, 控制难度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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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推理的Q函数网络模型选择模块组成. 其首
先通过Q函数网络模型选择模块, 根据当前运行工况,
给出适合当前工况的Q函数网络模型; 然后基于此Q
函数网络模型, 采用增强学习算法调整回路设定值,
并且通过LM算法更新Q函数网络模型的Elman网络
权值, 实现在线学习. 利用METSIM模拟磨矿动态过
程, 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运行工况和运行工况突变下
的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本文所提方法能够在线优化设
定值, 实现磨矿粒度和循环负荷的优化控制, 达到磨
矿过程提质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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