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S
工业仿真解决方案

www.andritz.com

We accept the challenge!

挑战: 降低对您的员工，设备以及投资的风险

解决方案：测量，仿真模拟
和效益
在每一个行业，

计的动态仿真器，帮助客户节省时间，金

经验。不管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将 IDEAS

钱和资源。

带到你身边。我们在全球丰富的工业经验
使我们能理解您的需求并且有效地为您提

每一单生意，都存在风

险--包括您的人员，您的设备和您的投

IDEAS不仅仅是一个前沿的模拟工具，它

资。 IDEAS的存在就是帮助您远离这些风

还是一个由开发工程师和工业流程专家组

险。 IDEAS是一个领先的为工业操作而设

成的团队，他们有着多年全球范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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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解决方案。

产量

利益和优点

外

额

益

利

用模拟器实现项目启动的曲线



测试和验证设计理念，快
速，低成本，低风险



实地搭建， 测试，和验证
控制逻辑来实现更快的项
目启动和增加投资回报率



在没有人员和设备风险的
情况下培训操作员

传统的项目启动曲线

时间

IDEAS 在项目开发中为三个主要领域提供

我们致力于与您密切合作，帮助实现您

解决方案:

的愿景。我们的技术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
能。

IDEAS允许您通过测试和验证设计理念，

IDEAS是如何协助您的项目实现您的想法:

快速，低成本，低风险。

§§ 我们基于工程图构建过程模拟的设施，
泵的曲线和其他过程的关键要素

IDEAS 是一个在定位，测试和验证控制逻
辑非常具有优势的工具——确定和纠正错
误来帮助你实现更快更顺畅的项目启动。

过程控制.............................................. 04
控制逻辑验证....................................... 06

过程设计

控制逻辑（DCS）验证

了解更多:

操作员培训.......................................... 08
最大化净利润....................................... 10

§§ 我们在一个真实控制逻辑的离线状态下
连接所有的模块
§§ 我们在这个“虚拟工厂”上模拟启动,
运行验证和纠正控制逻辑， 这些都在
真正设备启动前的几个月就可以实现

操作培训

§§ 模拟器用于操作员的培训

IDEAS 就像飞机模拟器一样的工作原理，
提供给您的操作员更真实的实践性训练模
型-进——步地 降低您的员工和设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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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在您投入巨大资本前设计一个保证成功
运行的工业流程
解决方案：
IDEAS 稳态模拟器
在项目的过程设计阶段，IDEAS将会是一
个很快捷和强大的工具，它使用户能够动
态模拟一个完整的工业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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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IDEAS仿真器去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
例如：
§§ 量化或者验证新工艺设备
§§ 预测控制和过程反应

IDEAS作为一个先进的模拟工具可以用于

§§ 预测设备间的相互影响

执行生产上的假设分析和优化。 稳态模型

§§ 设计过程逻辑

可以连接操作成本， 复杂生产逻辑， 离散

§§ 提高产量

模拟不连续事件和电子表格进行动态的数
据交换。

IDEAS不仅仅是一个“现成”软件包。它
的模拟块结构意味着您在只需要模拟一小

此外，当项目复杂化时，IDEAS建立的稳

块区域的情况下无需购买涵盖所有功能的

态模型可以转化成包含流程动态细节和控

全部的模块。 IDEAS可以由客户订制，我

制逻辑的动态模型。

们的流程专家会根据您的行业，过程和现
场环境来确定选择模块。
IDEAS有能力执行稳态和能量平衡，追踪
成分，化合物和元素流。浓度 ，颗粒尺寸
分布，计算比重以及过剩焓。 IDEAS也具
有灵活性去定义化学反应。可以根据用户
需求，过程反应可以由用户来定义（对于
大多数的过程分析）或者单独执行第一原
则模型（例如奥利水引擎或吉布斯自由能
最小化）
。

利益和优点


创建实时的工作流程



快速决定流程和温度



协助验证过程设备的选择



做出最经济的设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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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Enbridge Pipelines
过程模拟目标：
§§ 模拟管道控制和工程
Enbridge Pipelines, 北美一个管道先驱
的公司，已经逐步依赖IDEAS技术来帮助
选择和工程设计他们的整个控制阀系统 。
在北美，压力控制阀组成了90%的安装在
Enbridge一万五千公里液体石油管道网络
里的控制元件。
Enbridge与R.W.Shirt咨询公司一起在开
发一个独特的技术去评估控制阀在管道系
统中的性能。“IDEAS 灵活的界面和嵌入
式ISA控制阀标准为我们提供理想的工程工
具。”Roger Shirt博士说。“IDEAS帮助
Enbridge大大地节约了设备成本，增加管
道稳定性以及降低管道运输能源的费用。
最近的一个挑战涉及到需要更换一个已经
使用了25年的控制阀，在Enbridge的操作
员发现其表现非常迟钝。用IDEAS制作的

管道模型显示在当前的工作条件下，现有

“这个方案使我们每年能在管道运输能源

已安装的控制阀尺寸过大。 通过报价评估

的成本上节约两万美金”Shirt说。

和投标相应的代替品， 最终在几个竞争的
候选供应商中选出合格者来替换控制阀。
这个过程实现了选择最有效的解决方
案——压力控制环路表现极佳并且在安装
过程中产生最小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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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验证您的复杂控制体系将确保您的工厂
正确运行
解决方案：IDEAS动态模拟器
IDEAS是一个有效的核查控制逻辑的工
具， 协助更快更准地实地检验和测试控制
系统，大大缩短设备启动的时间。
控制逻辑的实现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因为
工厂的性能不仅取决于电气和机械部件，
还关系到控制逻辑和使用设计理念来控制
这些组件。
这时就可以让IDEAS大显身手了。 如果控
制逻辑不能启动模拟，它将无法启动真
正的设备。通过利用IDEAS来验证控制逻
辑，您将避免设计错误和延迟启动造成的
巨大损失。
研究表明使用仿真模拟器可以协助在正式
设备启动以前纠正高达82% 的 控制逻辑问
题。节省的成本是巨大的。控制逻辑验证
立竿见影地为顺利启动节约成本，可以轻
松获得200%甚至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IDEAS可以与所有主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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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验证控制逻辑的过程更加轻
松和一致。此外，新的控制逻辑可以在
IDEAS模拟器进行测试和验证实际的工厂
继续运行，没有中断。
使用IDEAS在您的控制逻辑验证中最大好
处是我们的团队会与你度过项目中漫漫长
路。我们的专家团队直接驻扎在您的工厂
现场或者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直接与您的
设备供应商， 控制 公司和厂区的工作人员
一起完成所有安装调试。

利益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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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实施前检测并纠正
82%的控制逻辑错误
实现更快的顺利启动，可
以得到200%的投资回报率

DCS回送

IDEAS模拟器

I/O 和回路测试

P

P

进程逻辑测试

O

P

在启动生产前调整各个恒量

O

P

现实的过程模型

O

PP

移除控制逻辑错误

O

PP

移除过程目标错误

O

PP

确定先进控制逻辑

O

P

成功案例
客户：Aracruz Celulose
过程模拟目标：
§§ 模型过程设计
§§ 核实控制逻辑
§§ 培训工厂操作工
由于使用了IDEAS模拟器，Aracruz
Celulose公司在巴西Fábrica C牛皮浆厂
扩建项目上节省了巨额资金。此项目的目
的是利用IDEAS模拟以及核查生产过程。
工厂高层André

Luis

Bogo和Patrícia

Nunes说：“IDEAS模拟器不但实现了全
面的过程模型验证，而且为拟定过程控制
策略提供检验手段。这取决于它完善的项
目执行过程和此行业中前所未有的高效的
项目启动。”
IDEAS还应用于此扩建项目中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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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操作员也能通过IDEAS学习操作厂里

拟条件和真实条件十分相近，提升适应

新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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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厂正式运作的前两个月，IDEAS的

非常大，而IDEAS大大地减少了这样的压

模拟系统仿佛是真的让工厂一直在运

力。”

作，”Aracuz
Renato

Cellulose的项目总监

Guéron说。“我们的新浆线的

IDEAS模型给了我们一个更早的起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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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培训操作工适应操作过程
—实现启动时间表
解决方案：
IDEAS培训系统

流程操作工
§§ 启动和关闭
§§ 对紧急状况的应对
§§ 对流程的理解
§§ 对过程控制的理解

模拟器控制室

IDEAS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工培训工具；
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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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控制器

得最真实的体验和实践经验。
IDEAS的培训模块可以在工厂真正启动运

工业流程模型

培训系统
§§ 启动不同的操作情况
§§ 记录操作工的应对能力
§§ 操作工认证

转的好几个月前完成操作员培训。这有助
于培养出训练有素的操作员。这些操作员
能够快速启动新的流程，恰当应对紧急状

IDEAS培训站

况，他们的工作效率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
IDEAS培训系统包含了内置的各种操作
情节，用来训练和测试操作员对流程的

IDEAS培训系统可以量身定做成操作员培训系统

紧急应对能力。其中两个最紧急和复杂
的情节是启动和关闭。我们都可以想象

操作员界面

培训系统界面

这样的场景：一个上岗不久的操作员遇

IDEAS模拟器可以将工厂的实际构造输入

IDEAS培训软件可以让您通过登录和管理

到了尾矿坝沙沉积的状况。在一般情况
下，这样的状况会造成巨大的安全和环
境隐患以及生产损失。但如果这个操作
员已经在IDEAS模拟器上练习过启动和关
闭操作了，那他将会迅速作出正确的决
定，避免生产事故的发生。

培训系统，这样操作员们可以用和真正的
操作系统相同的操作界面进行训练（相同
的控制逻辑，键盘和界面图像）。 我们的
模拟器通过频繁地和操作员互动和及时地

假设操作情节来追踪记录每个操作员的表
现。追踪记录是通过记录流程中的一些变
量，比如温度，压力，流量等等来完成
的。

提供反馈来增强他们的培训深度，同时又
不危及真正的生产。
模拟器的界面和工厂真正的操作界面一致

利益和优点


安全可靠地培训工厂操作
员



实现密集复杂流程的训练



监控学员的训练进程，评
估表现



标准化，统一化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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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培训系统截图—界面简单易操作

成功案例
客户： Shell (壳牌) Albian Sands
过程模拟目标：
§§ 核实工业流程
§§ 核实控制逻辑
§§ 培训工厂操作工
IDEAS在位于加拿大北Alberta的壳牌
Alb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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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核查
生产流程。
IDEAS还被用来核查DCS（分散控制系统)
中的输入和输出，控制逻辑以及复杂的控
制回路。这在工厂启动过程中既节省了金
钱，又节省了时间。比方说，IDEAS可以
检测到粘度控制回路中方程式的错误，而
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错误只有在工厂启动

括常见的启动和关闭以及需要避免的紧急

当壳牌的 Albian Sands 项目被提出的时

状况。这样他们能在工厂真正运作之前看

候，油砂工业正处在十字路口。这个项目

到各种突发状况 所 带来的后果。”

因此被视为此行业扩张的重点“测试案
例”。因为这个项目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成
功，此后兴起了许多项目。

时才能被发现。

训练模拟器不断更新，使操作员练习不同

另一个使用IDEAS的关键目的是在工厂启

操作技能和经验。模拟系统使用和控制室

IDEAS模型在减少新流程控制带来的风险

里的操作员工作站同样的流程构造和界面

上非常有成效。这样大型的项目一点失误

成了这项任务。

布局，DCS和PLC也相同。动态模型还能

便损失惨重。相比于生产流程的风险和巨

模拟壳牌油砂厂里不同的流程模块。除此

大的资本投入，IDEAS有着低廉的价格。

“操作员的反馈非常的好，”壳牌Albian

之外，模拟器还有一些类似“快照”之类

动之前培训操作员。IDEAS非常成功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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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程段，以强化他们在每一流程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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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资本项目的最大净增值
解决方案：
IDEAS模拟系统

启动
吨/每月

增加收入

月

IDEAS是牛皮纸浆工业的首选模拟系统。
它被用于几乎每一个近年来上线生产的大
型浆线。

60,000 x 400 USD x 5 x 17% = 20,400,000

IDEAS一直被用于快速，顺利和安全地启

增产收益
$/吨

动世界上最大的浆厂生产线。更重要的
是，使用IDEAS，每个厂节约了千万元的
预算。

增产值（%）

增加您的收益: 案例—计算用模拟系统来启动项目增加的收益

模拟专家

零风险培训

我们能够模拟任何供应商提供的设备，也

IDEAS培训系统实现了不管是对您的设备

能链接任何DCS供应商的系统。这样您的

还是员工都是绝对安全，零风险的项目筹

操作员可以在和工厂真正的操作系统相同

备和操作员培训。

的画面布局和控制逻辑下接受训练。
我们用数据说话。在南美一个浆厂，操
逼真的过程模型

作员在真正的工程启动好几个月之前用

IDEAS利用化学和物理原理制作逼真的模

IDEAS模拟器来练习启动，关闭和紧急状

型用来展示真正的工业流程。根据您的需

况应对。这使操作员们在“真枪实弹”的

要，IDEAS可以在微观和宏观的精准度上

情况下有了更好的准备。

模拟您的工厂。
我们研发了一个有着300个随机问题的标
顺利启动

准化测试体系用来检验操作工的能力。

IDEAS能在工厂启动前捕捉成百上千的控

这些测试问题分为三个阶段，在任何培训

制逻辑错误。这将意味着您的工厂可以按

前，在课堂培训后，在IDEAS模拟器培训

时甚至提前步入正轨。

后。结果表明IDEAS培训系统大大提高了
操作工的能力。

实地安装启动

学员能力

我们的团队中有了解纸浆造纸行业的项目
经理。在项目执行期间，我们会去您的工
厂实地与设备和控制系统的供应商直接交
流工作。

在任何培训前

20.3%

在课堂培训后

26.7%

在IDEAS培训后

85.0%

持续的收益
由于IDEAS模拟器在设计上的板块化和规

IDEAS帮助以下工厂实现了各
自史上最快的项目启动：

模化，许多工厂在启动之后仍然使用它。
应用范围包括了生产流程改进设计和新操
作员的培训。



Aracruz Fábrica “C”



Veracel

投资收益



CMPC Santa Fe II



Botnia

行。它可以帮助诊断出工厂需要改进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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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模拟系统像一个虚拟的工厂在运
方，缩短项目启动时间。在许多案例中，
使用IDEAS可以使投资收益超过200%。

成功案例
客户：必和必拓 （BHP Billiton）
过程模拟目标：
§§ 生产流程模拟
必和必拓 （BHP Billiton）是世界上最大的
综合资源公司。全公司拥有十二万八千八
百名正式员工和合同工，在26个国家拥有
141个分公司。正因为这样的规模，当必
和必拓在选择模拟器标准的时候，他们希
望得到的是市面上最好的方案。这就是为
什么他们最终选择了IDEAS作为他们不锈
钢材料产业的过程模拟的标准。
这一决定是基于为期九个月的一系列严
格，竞争激烈的筛选过程。最后必和必拓
决定IDEAS最能带来长期的利益。
IDEAS模拟系统与一些竞争者的产品相比
拥有许多创新的优势。我们还拥有极佳的
客户服务和产品研发团队。

工业流程模拟是工艺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ANDRITZ AUTOMATION) 拥有最好的资

个环节。它帮助必和必拓进行流程技术研

源来应对当今和未来对工业模拟的需求。

发，操作改进和世界一流项目的发展。
必和必拓不仅认为IDEAS是完成他们目标
的正确工具，他们还知道安德里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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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解决方案
释放你的潜能

ANDRITZ Inc.
Atlanta, GA, USA
Phone: +1 (404) 370 1350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 广东，佛山
电话: +86 (150) 0757 5370
+86 (186) 8003 6833

Australia: Melbourne | Austria: Vienna | Brazil: Belo Horizonte, Curitiba | Canada: Nanaimo, Prince George, Richmond,
Terrace | Chile: Santiago | Finland: Kotka, Tampere, Varkaus | India: Bangalore | USA: Bellingham, Montoursville

www.andritz.com
automation-sales@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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