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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解决方案
释放您的潜能

仿真模拟

过程优化

操作员培训

电路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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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仿真模拟，测
量，控制和利润.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强项，一个好的领导

者非常清楚自己公司的强项。但是了解强

项和最大化强项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怎么

样才能知道您的仪器设备在最有效的条件

下运行？怎么样才能知道您的员工和生产

过程的效率最大化？

安德里茨自动化部门在这些地方都能帮助
您。我们的业务涵盖了四个重要的服务领
域，我们向全球的工业设施提供最大化产
出，最小化成本和优化操作的解决方案。我

们是多个工业领域的技术领导者，包括制浆
造纸，油砂，采矿，石灰，化学品和发电。

我们的解决方案会利用您公司内在的创造
性，人才和优势。不管您在项目批准过程
中的哪个阶段，我们都有知识，专利和百
经验证的工具来帮助您实现最大的净现值
（NPV）以及帮助您步入一条不断进步的
轨道。

仿真模拟

我们的动态过程模拟工具IDEAS可以让您
用最低的成本和风险快速测试和检验设计

理念。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用于实地对
接，检查和验证控制概念和逻辑的工具。
如果您想最大化地利用您现有的设备资
源，IDEAS也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基于模拟
的预测和计划的工具。

电路和控制

我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团队具有全球性的
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致力于多个工业领
域的电路，控制和仪器的解决方案。我们
致力于把我们的知识和产品的力量带到您
的公司和工厂——不管它是身在工业丛林
还是深山老林中。

挑战: 释放您的流程操作的全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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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成功案例

�� IDEAS模拟软件帮助巴西的Aracruz�Celulose牛皮纸浆厂实
现了创纪录的项目启动：超计划时间17%，增加上百万收入

�� BrainWave高级控制器使得�Lonza�Group在宾夕法尼亚的
制造厂增产40%

�� 安德里茨自动化在美国一个卵石石灰制造厂使用高级控制概
念，目的是降低50%的生产指数波动，增加5%的燃料效率和
增加15%的产量

操作员培训

我们提供已经验证的方案用于工业培训，
这里包含了基于页面的和仿真模拟的培
训。这可以使您的员工体验真实的有操作
感的模型，从而降低他们的在实践中的风
险，也能降低您的设备和环境的风险。我
们能确保您的操作员团队准备好启动和操
作整个车间并使其处于最佳状态。

优化

我们的实时数据库可以检测到流程操作上
的问题。运用高级过程控制工具，我们的
流程控制专家可以为您优化操作。

我们专利性的PID替代控制器BrainWave
可以帮助稳定操作和控制难题。

当用BrainWave稳定了操作流程后，我们
用高级控制专家(ACE)来优化您的流程，
它就像一个“专家操作员”一样保证您的
工厂在最优状态下运行。

释放您的潜能激发不断创新

安德里茨自动化相信，想要保持竞争力您
必须不断地寻找新方法来改进操作：新方
法来自动化您现有的设备，新方法来测量
运行表现，新方法来激励员工加强操作手

法和报告方式。我们会帮助您认识您的潜
能并和您一起创新来释放它。“释放您的
潜能”不仅仅是一个方向，更是一种拥抱
不断创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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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你在设计一个造价千百万的流程——你
确定它能工作吗？

解决方案：仿真模拟
安德里茨自动化的动态模拟器IDEAS是一

个全球领先的用于制浆造纸和油砂工业的

模拟软件，并且很快成为制浆造纸，采

矿，发电和制造业的首选模拟软件。

IDEAS让您可以以低成本低风险快速地检
验创新设计。它有实时的高保真图像界面
来快速并低成本地训练操作员。它能帮助
您审计您的工厂，识别并实现可以改进的
地方。它的模拟块结构意味着当你只仿真
模拟一块很小的区域时，不需要购买全部
功能的，覆盖全制造厂的软件套餐。

过程控制的解决方案

IDEAS协助您建立一个“虚拟工厂”环
境。在您投入巨大资本之前，在这个模型
中可以精确调试以及验证流程的设计，改
良和重建。

控制逻辑（DCS）验证的解决方案

IDEAS仿真模拟帮助快速准确地实地对接
和检验您的控制系统,大大缩短设备启动的
时间。事实上，研究表明使用仿真模拟器
可以协助在正式开机以前纠正高达82%的
控制逻辑问题。节省的成本是巨大的。使
用IDEAS，工厂实现了成千上万元的成本
结余。

IDEAS与所有主要的PLC通讯或DCS设备
连接。� 使用我们的OPC服务器，OPC客
户端，或者我们一个自定义的通讯驱动
器，IDEAS使控制系统的任务验证更易于
管理和具有逻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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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优点 
�� 不需要巨大的资本投资就
可以进行流程设计

�� 检查和验证控制逻辑以达
到顺利启动——在设备正
式运行前纠正高达82%的
错误

我们的客户说

“我相信IDEAS模型是我们在油砂
工业所达到的最高保真度的仿真
模拟模型。这些模型相当的复杂�.�
.�.�他们（安德里茨自动化）创造
出一个本行业最好的模拟系统，�
这点毫无疑问”
Bob�Tipman博士，过程专家
壳牌Albian�Sands油砂项目

“卓越的操作工培训和DCS逻辑错
误纠正创造了我们历史上最快最
顺利的浆线启动�.�.�.�我们在16天
内达到了全部产能（原计划90
天）并在一个月内就超计划运
行。没有IDEAS模拟软件这一切都
无法实现。”
Jeff�Stevens，经理，制浆技术
Bowater，Catawba集团

“这个模拟器不仅可以实现综合的
过程模型检验，而且可以验证过
程控制策略。这（模拟器）造就
了综合的项目执行过程和此工业
史上最快最高效的项目启动。”
André�Luis�Bogo�和�Patrícia�Nunes
Aracruz�Celulose�爱兰科斯纤维素公司

成功案例
由于使用了IDEAS模拟，Aracruz� Celu-
lose公司在巴西Fábrica� C牛皮浆厂扩建
项目上节省了巨额资金。

IDEAS被应用于Aracruz厂整个DCS（分
散控制系统)的搭建。IDEAS团队的专家们
专程到巴西浆厂实地，在项目执行阶段和
设备供应商，控制设备公司以及工厂职员
面对面沟通工作。在此过程中，超过1800
个DCS错误被纠正，帮助工厂实现了超

过预定时间17%的快速项目启动，这将帮
助工厂增加上千万元的年收入。现在整个
厂的产量为两百万吨一年。操作员还能用
IDEAS学习怎样操作新系统。

“在厂正式运作的前两个月，IDEAS的
模拟系统仿佛是真的让工厂一直在运
作，”Aracruz� Celulose的项目总监
Renato� Guéron说。“我们的新浆线的
IDEAS模型给了我们一个更早的起步。模
拟条件和真实条件十分相近，提升适应

的时间也出奇地快。由于我们的生产目
标是平均每天2000吨，这使我们的压力
非常大，而IDEAS大大地减少了这样的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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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您的设备已经安装——但您的工厂可以
启动吗？

解决方案：电路和控制系统
服务
在一个现代工业制造设施中，控制系统管

理着工厂里的每一个设备和仪器，就像你

身体中的神经系统控制你的每块肌肉和感

觉器官。在工厂的“神经系统”准备就绪

之前，任何东西都不能被传导，分类，传

输，处理，煅烧或者干燥。简而言之，您

的工厂的控制系统决定了盈利还是亏损。

这就是为什么安德里茨自动化有一个致力
于设计您的电路，控制和仪器系统的工程
团队。不管是新建还是扩建项目，电路，
控制和仪器通常只占项目预算里的很小
一部分——但是它们对工厂运作的重要性
却是巨大的。所有的机械设备必须在考虑
电路，控制和仪器系统之前就已经完全就
绪——当设备都安装好的时候，大部分的
项目预算都已经花掉了，而且许多业主都
假定工厂此时就可以启动并且无事故无耽

搁地运行。但当您在实现投资回报之前，
我们请您考虑以下几个重要的工厂控制问
题：
�§ 所有的电路安装都正确地结束了吗？
�§ 所有的发动机都进行了“冲撞测试”
了吗？

�§ 所有的输入/输出都和DCS集散控制系
统/PLC可编程控制逻辑/HMI人机界面
对照检验了吗？

�§ 你的控制网络可以运行吗？
�§ 你的控制系统设置正确吗？
�§ 你的操作工和维护人员受培训了吗？

安德里茨自动化会帮助您进行工厂的按时
运行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的业务范围涵盖
所有的电路，控制和仪器，包括：
�§ 变电站，包括和电力公司进行复杂和冗
长的谈判

�§ 电力配送，包括谐波和滤波
�§ MCC马达控制中心
�§ DCS集散控制系统
�§ PLC可编程控制逻辑/HMI人机界面
�§ 检测仪器
�§ 现场布线，包括数据网络，发电，控
制和仪器

�§ 过程数据，以可以导入您的企业资源计
划系统的格式

安德里茨自动化构架了一个满足您商业需
求的业务模式，从工程到设备提供，到设
备采购和施工。我们有人力资源，专利技
术和已经验证的工具来帮助您释放您工厂
的全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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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优点

�� 启动您的工厂——快速，
安全，可靠

�� 最大化生产效率
�� 增加产量
�� 提高产品质量
�� 更符合环保要求
�� 实现最大投资回报率

我们的客户说

“这个控制系统实现了所有预期的
效果，操作员界面非常直观，这使
得操作员培训时间大大缩短。我们
能一边运行流程，继续加矿石（入
料），一边安装入新系统，没有任
何事情被耽误。”
John�Brady，操作总监
Rio�Tinto�Alcan�

“安德里茨自动化的工程师工作在
秘鲁Arequipa的Cerro�Verde铜
浓缩DCS编程和设置项目。我很
荣幸能和安德里茨自动化的工程
师合作，因为他们非常的专业。
我会极力推荐他们去任何DCS设
置项目。”
Ron�Cook,�过程控制负责人
Freeport-McMoRan�

“据我们两个Harrington�&�Tolk煤
矿处理厂的PLC操作站的反映，
不受干扰地向我们的客户提供燃
料对我们尤为重要。由于安德里
茨自动化卓越的表现，我们的客
户服务质量从未降低过。”
Byron�P.�Lawrence,�总经理
Savage能源服务公司

成功案例
安德里茨自动化的项目团队提供了所有的
工程，采购和项目管理服务，原计划全部
实现——水化厂的产量增加了2倍，排放
量也依旧达标。为了保持项目预算，研磨
和分类系统用了翻新设备来升级。

此外，安德里茨自动化部门完全自动化了
生产流程，使得流程操作控制在200米外
的控制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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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培训您的操作员操作新流程——并且按计
划启动生产

解决方案：操作员培训
安德里茨自动化提供百经验证的解决方案

来帮助您最大化您的员工的价值和潜能。

基于页面的培训

基于页面的培训� (web-based� training� -�
WBT)为您的员工提供了最有效和量化的
培训模式。流程的信息被搜集，整理和传
递给客户，这样不管操作员是否有经验，
都可以先掌握更宽泛的流程概念和特定设
备的细节，然后带着这些知识储备进行培
训。

WBT使用照片，动画，图像，声音和文
字，带来一种参与感很强的培训模式，使
学生乐于学习。

调动感官可以加速知识的吸收，这样您
的员工可以学得更多，更快，更集中注意
力。再加上一个测试和记录员工培训成绩
的测试引擎，您拥有了一个卓越的培训系
统。

当合并这个培训系统和 ID EA S模拟器
时，WBT可以更加强化流程操作的知识，
因为操作步骤会在WBT先显示，然后在模
拟器上显示。这个系统被设计成可以进行

维护和升级，这样您的投资可以持续到未
来。

基于仿真模拟的培训

我们独特的培训软件IDEAS培训师工作原
理类似飞行模拟器。可以让学员在对自己
和厂房环境零危险的状态下获得最真实的
体验和实践经验。IDEAS培训师可以整合
几乎所有的控制系统或者独立运行来提供
工业上最真实的培训体验。

我们用数据说话。在南美的一个工厂，操
作工在启动生产几个月前用IDEAS培训师
来练习启动，关闭和紧急情况处理步骤。
这使操作员们在“真枪实弹”的情况下
有了更好的准备。我们研发了一个有着
300个随机问题的标准化测试体系用来检
验操作工的能力。这些测试问题分为三个
阶段，在任何培训前，在课堂培训后，在
IDEAS模拟器培训后。

结果表明IDEAS培训系统大大提高了操作
工的能力。

学员能力

在任何培训前����������20.3% 20.3%

在课堂培训后����������26.7% 26.7%

在IDEAS培训后���������85.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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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优点

�� 在减少工厂，人员和环境
风险的前提下培训操作员

�� 像飞行模拟器一样工作的
培训软件，帮助员工获得
宝贵的经验

我们的客户说

“IDEAS模拟软件是我们操作工培
训项目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工
具，我们的培训效率将大大降
低。”
Jeff�Lee，首席模拟培训师
CNRL

“我们用IDEAS模拟器的主要目的
是在Santa�Fe工厂启动之前就把
操作员培训好。最后结果非常
好；我甚至可以说是极好的。操
作员很好地完成了用模拟软件进
行的对流程操作的理解，他们用
这个软件练习了很多很难的操作
情节处理。”
Javier�González，项目工程师
CMPC�Celulosa

“Aracruz�Cellulose的项目总监
Renato�Guéron说。“我们的新
浆线的IDEAS模型给了我们一个
更早的起步。模拟条件和真实条
件十分相近，提升适应的时间也
出奇地快。由于我们的生产目标
是平均每天2000吨，这使我们的
压力非常大，而IDEAS大大地减
少了这样的压力。”
Renato�Guéron，项目总监
Aracruz�Celulose

成功案例
IDEAS在位于加拿大北Alberta的壳牌Al-
bian油砂工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项
目采用新科技来生产高质量的沥青。在真
正的工厂运行之前，IDEAS被用来培训操
作员——此案例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操作员的反馈非常的好，”壳牌Albian�
Sands的�Gary�Foulds说。“这下我们能
让操作员了解熟悉整个操作流程。其中包

括常见的启动和关闭以及需要避免的紧急
状况。这样他们能在工厂真正运作之前看
到各种突发状况带来的后果。”

训练模拟器不断更新，使操作员练习不同
的流程段，以强化他们在每一流程区域的
操作技能和经验。模拟系统使用和控制室
里的操作员工作站同样的流程构造和界面
布局，DSC和PLC也相同。动态模型还能
模拟壳牌油砂厂里不用的流程模块。除此

之外，模拟器还有一些类似“快照”之类
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使培训师开启一个
之前保存的有特定操作条件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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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您的工厂流程复杂——您的过程控制够
充分吗？

解决方案：优化
安德里茨自动化为工业提供全套的优化

方案，帮助全球的制造设施实现运行就

绪——更快速，更高效。

过程分析

我们的实时数据库工具可以扫描一个操作
工段的全部流程点，来判断哪些点可以用
过程控制带来最大的利益。然后这些数据
可以用于我们持续的计划和监控。它包括
了高级的分析工具来决定哪个工段最需要
改进。

过程控制

一旦问题被诊断出来。我们专利性的PID
替代控制器BrainWave就可以帮助稳定操
作控制难题，优化您的生产。

BrainWave很轻易就可以与现有的集成
控制系统相连接，并且安装时间小于两
周。另外，您自己的员工可以使用和维护
BrainWave，所以这项技术会变成您生产
中赖以依靠，不可或缺的元素。

BrainWave之所以优于传统的(PID)控制
是因为它的两个主要组件:一个自适应模型
和预测控制器。这个自适应模型在设备正

常运行的过程中建立自有的模式，这样强
大的性能，传统的模型预测控制（MPC）
系统并不能提供。

此外，BrainWave的拉盖尔专利技术可以
建立高保真的，实时的，并且不干扰生产
运行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根据您操作的
变化（天气，损耗等原因）进行变化。

BrainWave预测控制器可以精确预测过程
响应和完成多个目标。它可以在你的过程
偏离目标之前预测并采取纠正措施（相比
之下，PID必须等待错误发生后才做出反
应）。

专家级的操作

一旦BrainWave稳定了生产流程，您就可
以利用ACE（先进的控制专家）使您的业
务更上一层楼。ACE是一个自动化的“专
家操作员”，它可以跟BrainWave解决方
案以前联合工作来全面优化整个过程。

ACE可以决定最佳的设置点，这样流程可
以在最有效的状态下运行。ACE里的专家
操作员永远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不断为
您创造工厂的优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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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优点

�� 稳定和控制高难度的流程
�� 易于和现有的控制系统整
合

�� 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
和利润

我们的客户说

“过程控制一直都处在极好的状
态。在我们的DCS控制中，波动为
±0.015，而BrainWave可以保持
在±0.002。我打印出一张24小时
趋势图，上面我们先让
BrainWave控制7小时，Bailey�
DCS控制10小时，然后再回到
BrainWave控制剩下的7小时。很
明显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需要
BrainWave来控制熔炉里的玻璃
水平。”��
Ernie�Curley，质量控制经理
Cardinal玻璃公司

“BrainWave提供了此工业要求的
强大可靠的控制，而且和传统的
基于DCS的PID控制模式相比有巨
大的改进。”
Bruce�Wilson博士，高级控制应用工程师
Suncor能源

“这是可以用很小的投资，很快能
实现的事情。而且我们不需要停
运，它可以在流程运行时进行安
装。”
Andrey�Pawelczak，工程师
加拿大Syncrude

成功案例
Antofagasta�PLC’s�Minera�Los�Pelamb�
有智利最大的露天矿之一，每年生产约32
万吨浓缩铜。

BrainWave专利性的高级控制系统被成功
地安装在矿厂的铜浓缩器，用于控制半自
磨机的重量来优化研磨。与此同时，厂里
已经有一套专家系统来帮助稳定流程，提

高产量。BrainWave高级控制器通过精确
控制自磨机重量，成功地强化了整体的表
现。在没有过载风险的情况下，最佳的运
行条件被更好地保持。

全套的半自磨机解决方案在两个星期之
内安装完成，伴随之后的远程跟进。当
BrainWave就绪的时候，改进效果立竿
见影。半自磨机的重量很轻松地被稳定下

来，之前很棘手的比如回收区域很大很突
然的波动的情况被很好地解决。半自磨机
控制表现的改进直接带来了更高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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