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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将焦化厂不同设备的相关数据集成至一

个系统。它可以对包括物料运输、备件、操作日志及其他更多

功能在内的操作流程数据进行连续归档。Cokemaster®在线过程

控制系统是一个集成化系统。操作员可以利用 Autotherm™、

Manutherm™ 、 RamForce™ 、 BatControl™ 、 PushSched™ 和

GasControl™控制工厂设备，管理人员可利用它们做进一步的分

析调研。设备故障报表和备件采购订单可为维修工作提供支持，

而煤炭调配和配煤床计划程序则可为煤炭调度员所用，同时，

焦化厂管理人员也可以从中获取其所需的重要信息。 

简介 

PSI 的焦化厂执行系统与 Uhde 在线过程控制

系统一起使用，可以实现焦化厂的高度自动

化。本文将从软件组件概述阐述高度自动化的

集成，并对焦化厂运营管理的特点进行探讨，

最后还将展示 Uhde 在线过程控制系统的运行

效果。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位于德国杜伊斯堡市，由 2

个炼焦炉组组成，每个炼焦炉组包括 70 个焦

炉。焦炉高 8.32 米、 宽 0.59 米、长 20.8 米。

焦炭的设计产量为 264 万吨/年，占蒂森克虏伯

钢铁公司杜伊斯堡厂焦炭需求的 70%左右。由

于焦化厂地处莱茵河岸，所以其所需煤炭一般

均通过船舶从荷兰鹿特丹港口运送。额外的煤

炭则通过铁路运输。 

 

图 1：施韦尔格恩焦化厂， 德国/杜伊斯堡 

 

要求 

焦炭生产的特性： 

● 焦炭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焦化时间长

达 25 小时或更久——在这个长长的生产

周期内，焦炉组运行必须稳定； 

● 必须提前计划煤炭调配，以保证焦炭生产

的连续性；而配煤是为了提高煤的质量，

同时降低煤的成本；  

● 必须进行定期维护保养，以避免因设备故

障导致生产运营延迟； 

● 要有统一的文件要求，以确保合规性。 

这些因素对制造执行系统提出了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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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透明化的焦炭生产流程 

● 通过高度自动化和标准化，改善加工流程， 

● 根据工艺成本、生产量及质量的整体工艺性能，进行评

估， 

● 要实现焦炭生产质量的稳定， 

● 为维护和维修工作提供支持， 

● 符合法规要求。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的解决方案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是 PSImetals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其

核心功能是将不同焦化厂设备中的所有数据统一采集到一

个公共系统，这个公共系统会自动接收来自各种过程自动化

系统及 Uhde 在线过程控制系统的数据。环境数据是过程自

动化层级提供的数据的一部分。反映生产合规性的环境数据

文件会自动上传。PSImetals 中还包括相关标准化和自动化程

序，支持合规性报表以及维护保养活动的文件记录。 

数据采集 

在焦炭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下级系统发送的工艺数据被接收

后将归档存入关系型数据库。典型的测量数据包括： 

● 温度 

● 压力 

● 流量 

● 开关位置 

● 阀门位置 

存档时间间隔可设置为 1 分钟、5 分钟、1 小时、8 小时、1

天和 1 个月。系统会存储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总和、标准方差和有效值的数量。如果在下级系统中工艺流

程值属性（低限值和高限值、工程单元、说明）发生更改，

则它们将被发送至 PSImetals。一旦有任何更改，相应的工艺

流程值都会更新版本。在 PSImetals 内，可以在线或离线切

换工艺流程数值，从而启用或禁止将各个工艺流程值的数据

传输至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由过程自动化层级（煤处

理、焦炉组、焦炭淬火、焦炭处理、煤气精炼厂、辅助工厂）

生成的数值约为 7500 个， Uhde 在线过程控制系统（称为

CokeMaster®）生成的数值约为 300 个。CokeMaster®系统是

独立的过程应用程序套件。它们嵌入至整个过程自动化系

统，为焦化厂提供高水平的自动化。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使用了以下软件组件： 

● Schwelgern™ -在推焦时自动测量炭化室墙温

度 

● Manutherm™ -使用手持红外高温计手动测量

烟道温度 

● BatControl™ -加热自动控制 

● PushSched™ -推焦进度计算 

● GasControl™ -燃气处理设备应用模型 

无需 SCADA 或 PIMS 系统，即无额外的软件和维

护成本。 

除了连续获取过程数据外，PSImetals 还接收生产活

动方面的数据。当完成物料输送后，过程自动化级

系统将相应的物料输送数据，包括煤、焦炭和副产

物的运输数据，传输到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

焦化厂在运行过程中，利用高温计手动测量烟道温

度，完成测量后，操作员将高温计与计算机连接，

将烟道温度传输到 Manutherm™评估系统，进而传

输到 PSImetals。在推焦过程中，Autotherm™系统

会自动测量炭化室墙温度，一个称之为 RamForce™

的系统则会测量推力。当推焦操作完成后， 

Autotherm™和 Ramforce™测量的数据会传输至

Uhde 过程控制系统和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推

焦、平焦和装料排程等活动数据则传输至

PSImetals。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采用自动推焦和装料排程程序

控制。这个程序由 Uhde 过程控制模型 PushSched™

生成，并归档于 PSImetals。焦化厂操作员使用

PushSched™提供的 HMI（人机界面），而管理人员

和其他人员则可以通过 PSImetals 获得推焦和装料

排程信息。“装料排程”、“推焦”、“平焦”等生产活

动相关数据也会在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中归

档。 

物料守衡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煤炭投入以及焦炭产出的计划

和执行均由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实现。通常物

料跟踪从船舶交付煤炭开始。运煤船卸载煤炭后，

过程自动化层级系统内会生成相应的消息并发送

给 PSImetals。系统会自动生成每次煤炭运输的报

表，包括煤炭类型、数量和生产周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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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因素外，施韦尔格恩的焦化厂还掌握下列物料的

流动情况： 

● 船舶运送至配煤床的煤， 

● 铁路运送至配煤床的煤， 

● 从配煤床到煤塔， 

● 从煤塔到装料车，再到装入焦炉， 

● 焦炭产量、铁路装载和运输 

● 卡车装运的副产品产量(粗焦油、粗苯、液体硫)。 

物料跟踪是通过过程自动化系统完成的，上述物流信会

发送到 PSImetals 系统上。 

煤炭调配计划 

煤炭的投入由配煤物料需求计划员计划安排。他们会计

划好下周船运和铁路运输的煤炭类型和数量，这些计划

及物料投入均由计划员手工完成。自动化程序会自动登

记每一次煤炭输送，并传输至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

同时该系统也将显示运输物料的后续状态信息： 

● 已计划 

● 上游（水路运输） 

● 抛锚停泊/抵达 

● 已卸载 

因此，发运调度员会了解哪些煤炭已发运以及/或者已卸

载，哪些计划发运 。 

 

图 2：煤炭调配计划 

配煤计划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运营两个配煤床，一个处于在建状

态（随着每批新煤炭的运输而扩建），另一个处于拆卸

状态 （除煤）。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计算配煤床上

各种煤炭的数量。PSImetals 用户可以检查当前和以往

配煤床上各种煤炭的组成成分。从自动化系统接收到

煤炭交付（等级和数量）信息后，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

系统将创建配煤的物流图像。一个配煤床上的存煤量

随着每一次煤炭运送而增加，与此同时，另一个配煤

床或配煤箱中煤炭会不断被回收并运送至与焦炉组连

接的煤仓。因此，一个配床总是处于加载状态，而另

一个则处于卸载状态。当一个配煤床被完全卸载后，

两个配煤床的状态会互换。 

 

图 3：配煤床计划 

配煤床计划表显示了各配煤床不同等级的煤炭的具体 

堆存信息通过图形显示系统，可以查询历史储存煤炭

的信息记录，从而能够分析在某一段期间内交付的煤

炭等级组成。 

 

图 4：配煤床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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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守衡 

焦炭的生产量按等级汇总，并最终传递到相邻钢厂的控

制系统。碳化处理区域的数据也集成至 PSI 焦化厂运营

管理系统。此外，该系统还会保存物料运送及碳化装置

的物料进出信息。焦化厂消耗焦炉煤气、天然气、水等

的总量，与其生产的焦炉煤气总量，构成焦化厂的总生

产守衡。 

 

在线评估 

通过PSI/Uhde系统可以了解施韦尔格恩焦化厂现在和过

去的各项指标和运行状态的总体情况，以及各项设备的

评估数据。附加的工艺流程值由计算引擎计算，而

PSImetals 系统操作员则定义该值及其计算公式。计算值

与实测值一样将被存档，可用于报表和图形评估。此功

能还可用于计算其他关键性能指标。 

“技术数据库”可实现： 

● 流程数据可视化 

● 根据需要定制和预配置趋势图， 

● 绘制特有的 Manutherm, Autotherm, Ramforce 图 

● 设备故障报表和报警信息 

PSImetals 的用户预先配置了包含过程数据的显示界面。

除了当前的数据外，还可以查看在感兴趣的特定时间点

发生的历史数据。 

趋势曲线图按照时间轴，可以显示当前和历史过程值。

预配置和自定义由 PSImetals 的用户完成。所有者(评估

的创建者) PSImetals 系统操作员维护这些评估组件的访

问和可见权限。这意味着例如，负责煤炭装卸作业的操

作员只能获得煤炭装卸评估信息。 

Manutherm™、Autotherm™和 Ramforce™图形以在线过

程控制收集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图形布局是固定的，具

体内容请参见在线过程控制章节（见下文）。焦化厂的所

有人员都能通过 PSImetals 系统获取 Manutherm™、

Autotherm™和 Ramforce™的测量数据。尤其工厂经理，

他们对过程监控、优化和历史数据调查的长期存档特别

重视。如果出现超限值的情况，相关报表将以短信或电

子邮件方式发送给焦化厂的运营部门。 

设备故障报表对设备维护非常重要。机电维护小组每天至

少收到一份相应的故障报表，这些报表是他们维修工作的

输入信息。如果维修需要配件，维修人员可以查到在现场

这些备件是否有库存，还是必须向外订购相应备件。 

 

备件 

功能性备件库包含典型备件的描述及各个备件的实际库

存水平等信息。各个配件每次被取出使用后，相应的控制

系统会对该配件的剩余库存水平进行更新。如果库存水平

低于重新订购线，系统会发出相应配件的重新订购单。 

 

图 5：备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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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采购订单 

通过实际库存水平和库存变化（由于建立和删除备

件）信息，操作员可以完全了解库存变动情况。 

操作日志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运行日志自动生成需焦化

厂运行完成的管理报表。当前情况的文档描述说明

及历史操作数据的归档和检索都已完成。 

在报表配置过程中，根据管理部门的相关说明确定

报表的名称、描述、时间段、技术运营实体等信息。

预设计的模板可以与报表配置一起存储。PSI 焦化

厂运营管理系统会定期检查这些配置，以发现未解

决的问题。一旦发现有问题未解决，焦化厂操作员

将收到短信或电子邮件通知。检查和通知会提前几

天执行，以便操作员在提交管理报表前有时间完成

必要的工作。当操作员完成了所需的检验后，他将

这份文件作为附件保存在PSI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

中。这些附件后续会被导出，提交监管部门。 

PSI 焦化厂运行管理系统运行日志不仅可生成管理

报表，也可生成施韦尔格恩焦化厂的设备维护报

表。定期维护保养任务作为预防性维护的一部分，

也是根据日志安排的。 

此类任务会输入到焦化厂维修人员的日常工作计划中。 

 

图 7：运行日志当前数据及附件 

 

报表 

PSImetals 可自动生成（可配置的）系统报表，也可根据操作员

的要求生成报表。报表可在界面上显示，也可作为列表打印

（PDF 格式），或者以 PDF 格式作为电子邮件添加到邮件中。

所有报表都是高度可配置的。可以插入新报表或者通过修改和

扩展现有报表创建新报表。还可以根据新的运营情况调整报表。

修改报表参数或者公式后，报表会自动更新。 

煤炭接收报表 

这些报表涉及煤炭要求和配煤床计划的特殊功能，例如： 

● 船舶运送煤炭的等级。 

● 铁路运送煤炭的等级， 

● 每日煤炭供应报表， 

● 配煤床的煤炭等级组合。 

 

图 8：生产报表- 配煤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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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报表、日报表和月报表 

PSImetals 维护以下班次报表、日报表和月度报表： 

● 焦化厂每日报表 

● 物料运输每日报表 

● 副产品厂的月度供应报表 

● 副产品厂的月度产出报表 

● 焦化厂月度报表 

● 能源平衡报表 

● 能源评估报表 

 

图 9：碳化厂月度供应报表 

 

图 10：碳化厂的月度产出报表 

 

厂内服务工单 

厂内服务工单报表用于以下工厂单位： 

● 现场单位 

● 装配车间 

● 电子车间 

推焦与装料排程报表 

CokeMaster®的人机界面可以显示最新的推焦和装料排程，

以便操作员安排生产计划和监视机器运行, 同时 PSI 焦化

厂运营管理系统也可将信息提供给工厂管理人员，实现过

程监控、优化和历史调查等数据的长期归档。在两个系统

里都可以获取以下推焦与装料报表： 

● 实际情况 

● 目标计划 

● 早班计划（6:00） 

● 中班计划（14:00） 

● 晚班计划（22:00） 

PSImetals 系统长期归档班次计划，并将其发送至焦化

厂运营部门。 

 

图 11：推焦及装料排程表 

 

在线过程控制 

在线过程控制由 Uhde 的 Coke- Master®组件完成，其

特点为： 

ManuTherm™ - 手动加热 

烟道温度测量系统光学高温计 ManuTherm™是一种新

设计的仪器，用于手动测量焦炉组温度。它将红外高温

计与数据存储器融合为一个高质量的重型仪器。 

开发 ManuTherm™是为了加快并简化测量加热烟道的

温度、在焦炉顶部临时存储数据以及在加热控制室评估

数据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提高工作效率。高温计是专为

方便操作设计而成，可实现在同一个测量序列中读取多

个横向和纵向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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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ManuTherm™测量系统配置 

使用 ManuTherm™高温计的检测孔测量加热烟道温度，测量

结果存储于集成数据库。在加热控制室，这些数据通过红外

接口传输到评估电脑，以避免高温计主体出现插口和开口。

除了采集数据外，ManuTherm™评估软件还可以评估和归档

纵向、串行和横向的测量数据。每一项测量数据均可指定工

厂特定的数据，如加热类型、炉组数量和型号、炭化室墙和

加热烟道以及相关的测量路线。 

CokeMaster®人机界面可显示最新的 Manutherm™图形，供

操作员控制过程，同时作为其排除故障的一种工具。此外，

工厂管理人员也可通过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调取该图，

并对过程监控、优化和历史调查等数据进行长期归档。系统

可显示横向或者纵向加热烟道的温度。横向测量值包含 40

个测量值，每个测量值对应一个焦炉的加热烟道。纵向测量

值包含 71 个测量值，覆盖焦炉组的所有炭化室墙。 

下图为 ManuTherm™对两个横向测量读数（不同日期测量同

一焦炉组的炭化室墙）的评估示例： 

 

图 13：ManuThermTM 评估 

通过对比参考数据，检验传送到电脑的测量数据的合

理性，检测推焦过程中可能导致焦炭质量不良和污染

的加热调节问题。此外，还可以进行几种有价值的评

估。可以相互比较多次测量的平均曲线，一旦发现加

热烟道温度“超出范围”或者超出限值，再或者超出参

考曲线，系统将分析温度“斜率”，如果从推焦机侧到

焦炭侧出现温度升高异常等情况，则系统将报警。 

AutoTherm™- 焦炭温度自动测量系统（位于

炭化室墙上） 

为了评估焦炉组温度和每个焦炉的单独温度，Uhde

开发了多种自动测温系统。施韦尔格恩焦化厂决定使

用 AutoTherm™系统，因为它提供了最可靠和准确的

读数。该系统以最小的投入和成本，可巧妙地安装于

新的推焦机上。 

AutoTherm™系统是炭化室墙温度测量系统，通过使

用风冷光纤电缆安装在推焦车“冷”叶推焦杆上的高温

计测量温度。当推焦杆通过焦炉时，炭化室墙的温度

被测量出来。这些测量数据会被转换和评估，以监测

温度及热量在焦炉组的纵向、横向（炭化室墙横向）

和垂直方向上的分布。根据多次测量结果可以建立多

条平均值曲线，并进行相互对比。如发现加热烟道温

度“超出范围”或者超出限值，再或者超过参考曲线，

系统将分析温度“斜率”，如果分析显示从推焦机侧到

焦化侧出现温度升高异常等情况，则系统会发出报

警。 

 

图 14：AutoTherm™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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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系统要定期检查焦炉组内的温度分布，以发现

在推焦过程中由于焦炭特定区域内煤结焦不足，可能导

致焦炭质量差，产生污染的欠燃系统失调问题。在高炉

炭化室中除了要注意炭化室横向温度分布问题外，也要

重视垂直温度分布。温度分布源自整个烟道里的长焰，

而长焰又受加热烟道内燃气和空气量的影响，所以必须

适当调整烟道里燃气和空气的分布量。但是如果没有适

当的应对措施，贸然改变气流分布 （即烟囱拔风的变化）

可能会对长焰的长度产生干扰影响（=垂直热量分布），

最终可能导致结焦不均匀、炉顶碳化，在最糟糕的情况

下最终会导致“粘炉”。Autotherm™在每次推焦时会对焦

炉炭化室的三个不同高度进行温度测量，因而能够快速

检测垂直加热问题。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有助于改善加热

系统，从而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焦炭质量和生产效率（=

节省燃气/能源），减少对砌砖的压力（=延长焦炉组使用

寿命）。 

下面的例子通过整体的垂直截面展示了焦炉组的温度分

布。呈马赛克形状的彩色部分表示加热烟道。颜色本身

是温度的度量，每种颜色代表一个特定的温度范围。温

度范围从深棕色（<900℃）到白色（>1250℃）。在下面

的例子中，在所有墙区温度分布都非常好、非常均匀，

只需要详细监测很少的区域。 

 

图 15：评估软件 - AutoTherm™同一平面焦炉组温度 

CokeMaster®人机界面可显示最新的 Autotherm ™图形，

供操人员控制过程，同时作为其排除故障的一种工具。此

外，工厂管理人员也可通过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获取

此图，并对过程监控、优化和历史调查等数据进行长期归

档。图形可显示横向炭化室墙的温度，每个图像包含 40

个测量值，每个测量值对应一个焦炉的加热烟道。与

Manutherm 测量值不同，Autotherm 测量的是左、右炭化

室墙在低、中、高三个层面的温度，因此有六条曲线。温

度范围也不同。炭化室墙温度比加热烟道温度低约 150 ~ 

200℃，它代表的是工艺介质表面温度，即焦炭的温度。 

 

图 16：AutoTherm™曲线 

当推焦杆将焦炭推出焦炉时，炭化室墙温度（Auto- 

therm™）得以测量，同时在推焦杆驱动电机上可测出推

焦所需的扭矩大小。该扭矩由控制电机转速和扭矩的变频

器装置提供，并在 CokeMaster®系统中转换为推力。该系

统被称之为 Ramforce™，可提供关于推焦杆驱动系统的机

械维护情况及焦饼结焦情况等重要信息。如果推焦杆压力

在一段时间内增加，则可以假设存在机械或者加热问题，

需要加以注意并进一步评估，以排除故障。CokeMaster®

的人机界面可显示最新的 Ramforce™图形，供操作员控制

过程并作为其排除故障的工具。此外，工厂管理人员也可

通过 PSI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调取该图，并对过程监控、

优化和历史调查等数据进行长期归档。这些数值是在推焦

杆将焦炭推出焦炉时测量的。参考曲线将被归档，并作为

每个新推力测量值的上限值。如发生超限情况，PSI 焦化

厂运营管理系统将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向焦化厂的运营

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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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RamForce™曲线 

BatControl™ - 加热自动控制 

焦炉组热量控制（BatControl™）系统设计见下图。 

 

图 18：BatControl™ 功能概览 

理论热计算模型确定了所需的欠燃热量（Qcalc）。该热量由实

际生产性能（校正延迟、“加速”、生产损失等）和实际加热性

能（校正超出目标范围的加热烟道（HF）、焦炭或炭化室墙温

度）决定。通过生产和加热性能（Qcorr）动态校正的计算热量

（Qcalc）将确定所需欠燃热量(Qset)的设定值。改变加热气体

的流量、热值（通过混合）或者加热时间（在转向过程中暂停）

可能影响实际欠燃热量（Qact）。上图展示了计算模型的概念。 

通常，采用暂停时间和流量（压力）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控制实

际欠燃热量，而通过增加或减少“加气时间”（加热暂停时间）

控制基本热量。实际输入热量的波动（由燃气质量波动引起）

由欠燃气体流量（ 压力）调节器不断进行补偿，从而在一个逆

循环（ 由模型计算）中精确地达到所需热量。 

 

图 19：BatControl™运行结果 

上图是加热控制结果的趋势图。当焦化时间（CT）、

加热气体的质量、煤的质量和数量或者焦炉组温度

（通过Manutherm或Autotherm测量）发生变化时，

热量控制启动反应，通过改变暂停时间创建新的欠

燃热量设定值（Qset）。在给出的示例中，热量模

型据此将暂停时间从 120 秒增加到大约 165 秒，以

匹配由于煤的水分总体从 12%下降到了 7%而导致

的热需求下降（Qset）。煤的水分由安装在进入煤

仓的供应带上方的自动水分分析仪在线测量。保持

欠燃热量在控制范围内，可减少热消耗，对运行故

障做出快速、自动的响应，同时使焦炉组温度保持

平衡，减少加热问题，避免推焦热排放。 

 

PushSched™ - 推焦和装料排程 

为了监控和管理焦炉的运行，我们开发了一套先进

的推焦和装料排程系统（PushSched™）。每次推焦

后，根据实际炉况，并综合考虑目标运行参数（焦

化时间）和特殊炉况（空转、停运、投入运行、延

迟运行等），制定新的排程。后面一个图显示了 5/2

计划操作界面，其中包括所有必要的推焦和装料操

作，即最后推料时间、下一次推料时间、最后结焦

时间、下一次结焦时间、周期时间、装料重量、维

修等特别的焦炉操作、机器联锁及操作方式等。焦

化过程以条形图和各种报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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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PushSched™操作 

在这幅图中，深绿色表示“准备推焦”，黄色表示焦炉刚装

好料。操作正在第 38 号炉进行，该炉已推焦正等待装料。

红色条柱表示闷炉，紫色条柱表示第 16 号焦炉计划在下一

个周期中停止运行。推焦与装料排程与相关设备相互连接，

每台设备按计划启动工作。每台设备的活动都会自动触发

重新计算一个完整的日计划，计划会根据计算结果进行更

新并激活下一个运行周期。除了在线控制上述设备外，还

有一种仿真模式可以在不影响实际运行的前提下，提前 5

天做操作计划。 

CokeMaster®模型计算机的推焦和装料排程系统不断计算

“下一个推焦炉”和“下一个装料炉”，并将这些数据发送到

PROven®系统（PROven®=压力调节炉），以断开焦炉与收

集主管（ 以便推焦）的连接，或者重新将焦炉与主管连接

（以便装料）。推焦和装料排程与 PROven®®系统密切关

联，使得焦炉可以自动运行，可以优化控制焦炉压力设定

值。系统可以使操作员从复杂耗时的计划工作中解放出来，

生产计划和工厂运行也更加安全、平稳、接近目标。它还

为焦炉组加热控制系统（BatControl™）提供了重要的输入

参数。 

下图展示了所有系统的布局和联锁情况。 

 

图 21：BatCon- trol/PushSched 和 PROven 的数据通信 

 

GasControl™ - 燃气处理设备的工艺模型 

在气体净化设备里，闭环控制功能主要由分布式控制系

统（DCS）实现。DCS 通常会显示工艺流程值，并通

过 PID 控制器实现闭环控制。操作员根据自己的操作经

验手动调整本地控制器至新的运行状况，但效果并非总

是那么理想。于是，Uhde 开发了一个可以自动计算控

制器设定值的过程模型系统。要优化气体净化设备只要

在本地控制器上放置更高级别的控制计划即可。之后，

这个更高级别的控制器将重新调整现有本地单回路控

制器的标称值。 

利用本地控制器，使其适应气体净化设备的环境，特别

是适应 H2S/NH3 洗涤器、脱酸器、氨蒸馏器、H2S04-

装置、饱和器、终冷器和脱萘装置的环境，均通过动态

柱仿真模型实现。“动态柱仿真”（又称 GasControl™）

将 DCS 的在线工艺值作为输入值，在线计算上述气体

净化装置的当前运行状态。这些输入值可用于计算每个

塔的塔盘之间的质量平衡、能量和化学平衡和相平衡。 

 

  



焦化厂运营、设备和自动化 第 25 期 11 

 

 2011 年 6 月 27 日-7 月 1 日，杜塞尔多夫  
 

 

有了这些功能，GasControl™可以（基于实际工艺值）预

先计算给定时段内的清洁效率、能源消耗、环境平衡等。

此外，GasControl™还可以根据系统用户定义的目标，计

算出给定流程控制器的设定值。GasControl™可利用每个

控制器设定值变化带来的过程反应，自动计算一些特殊

的值。例如，它可以计算出每个单回路控制器（蒸汽流

量、水冷凝器等）的最佳设定值，使其实现以最少的投

入或者在最严苛的约束条件下（如能量、资源、污染等

等）达到最佳运行效果（例如 NH3 残留物、产生最低蒸

汽流量等等）。利用此方法，可以优化和控制所有受停滞

时间影响不具有非线性反应特性的设备。 

由于只需将塔顶温度、蒸汽体积、冷却水流量、原油气

量等标准工艺流程值作为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值，因此，

GasControl™无需特殊的昂贵在线分析仪。如此一来，精

密分析仪器的资本投入可相应地减少。 

GasControl™也可作为仿真工具。使用具有单独用户界面

的在线模型的精确副本，同时将实际流程和操作状态的

“快照”复制到此“离线”模型中。这样，用户就拥有了虚拟

工厂。用户可以手动设置相关数值或者使用预配置的仿

真策略进行实验，作为批处理作业运行，观察虚拟工厂

的运行。将未净化的气流设置为循环模式可作为模拟策

略的例子。用户可以根据测试和培训需要修改仿真策略。

下图展示了包括模拟器（称为 SimuGas™）在内的

GasControl™系统的配置。 

 

图 22：GasControl 系统概览 

 

图 23: GasControl 运行结果 

GasControl 气体控制系统根据明确的要求（例如 BTX 洗

涤装置中可能的最高苯洗涤量），在不考虑任何经济因素

的情况下，优化单个控制回路或者设备单元。焦化厂操

作员也可自行决定，对 GasControl 气体控制系统里的每

个控制回路单独手动设置不同的要求，以实现整体经济

效益（在前面的示例中，操作员需要自己计算，在考虑

当前易耗品价格的情况下，从最高粗苯洗涤量中获得的

收益是否经济合算）。因为就技术方面而言，优化单个设

备对单个设备肯定是有利的，但就整个工厂的经济效益

而言，可能就不太理想。 

因此，我们在原有流程模型基础上扩展了一个附加特殊

功能，称为 EuroOpt™。利用该功能，将在系统进化过

程中逐步确定经济最优。为了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确定精

确的最优方案，基于生产成本、产品利润和生产过程的

密切控制，需要进行大量的数学计算。 

 

图 24：GasControl 优化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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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metals 焦化厂运营管理系统结合了 Uhde 在线过程控制系

统，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从焦化厂的操作层面

到焦化厂管理层面均使用 PSImetals。今后还将继续扩展升级

PSImetals 应用程序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缩写词 
缩写 解释 

Autotherm™ 在推焦时，自动测量炭化室墙温度系统 

BatControl™ 焦炉组加热自动控制系统 

CokeMaster® 在线过程控制系统 

DCS 分布式控制系统 

EuroOptTM 经济优化模型 

GasControl™ 燃气处理设备模型 

HF 加热烟道 

HMI 人机界面 

KBS 施韦尔格恩焦化厂运营公司 

Manutherm™ 使用手持红外高温计手动测量加热管温度 

PC 个人电脑 

PDF 便携式文件格式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ID 比例积分导数控制器 

PIMS 工厂信息管理系统 

PROven® 压力调节炉 

PushSched™ 推焦排程计算 

Qact 实际热量 

Qcalc 计算热量 

Qcorr 动态校正热量 

Qset 热量设定值 

RamForce™ 推焦阻力测量 

SCADA 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SimuGas 燃气处理设备模拟系统 

SMS 短消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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