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系统范围及技术要求 

1 系统功能  

1.1操作维护 

用户可在系统中进行场景漫游、查询定位、模型导入、模型导出、模型维护、测量、标

注以及划分工作空间等基本功能操作。 

1.2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包括仪表管理、静设备管理、动设备管理、安全设备管理、消防设备管理、密

封管理、备品备件管理，用户在系统中查看设备的具体位置及空间信息。通过与相关业务系

统集成后，可展示设备的基本信息、设计参数、采购信息、实时数据、运行参数。同时装置

中的设备，要求可进行以剖切的方式展示内部结构，所有设备要求可拆分设备部件，拆分后

的部件按照拆分顺序进行编号。 

1. 仪表管理 

仪表三维模型通过与业务系统集成后，可查看仪表的相关信息。 

2. 阀门管理 

用户在系统中对各装置的阀门数量按照类型进行数量统计，对阀门进行分类管理，可查

询定位阀门在装置中的具体位置，可查看阀门的相关信息。 

3. 静设备管理 

静设备模型通过与业务系统集成后，可查看设备的相关信息。 

4. 动设备管理 

与相关业务系统集成后，可查看动设备的类型、所属装置、所属单位、生产日期、制造

商、安装单位等信息。同时，可以实时显示动设备的转速、负荷、振动频率等运行参数，查

看动设备的润滑情况、润滑检测人、加润滑油的人员、上次加润滑油的时间以及计算下次加

润滑的时间。 

通过对动设备的运行参数设置预警值，如果运行参数超过预设的预警值范围，系统可以

自动报警，提示用户根据报警信息查看异常设备的位置及异常情况，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



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5. 安全设备管理 

安全设备的模型与业务系统集成后，用户点击三维模型可查看安全设备的类型、所属装

置、所属部门、生产日期、厂家等信息。 

6. 消防设备管理 

消防设备的模型与业务系统集成后，用户点击三维模型可查看消防设备的类型、所属装

置、所属部门、生产日期、厂家等信息。 

7. 密封管理 

设备的密封分为动密封和静密封。需要将密封点按属性区分开并建立相应的密封台帐。

需要按照中石油动静密封管理规定建立密封台账进行分类管理，在建立密封台账的过程中，

用户不仅可在系统中查看设备在装置中的具体位置，还可以根据系统自动统计各密封点在阀

门、管线、装置中的数量。 

通过系统，用户可以查询定位每个密封点的具体位置，查看密封点的名称、类型等相关

信息。同时，用户在系统中可对每个动静密封点进行标注，并将标注内容存入数据库，根据

权限查看标注内容。 

8. 备品备件管理 

系统内模型均采用对象化的三维模型，通过与业务系统集成，可在系统中点击任意三维

模型查看该设备的属性和库存情况，并完成相关的备品备件相关业务，实现备品备件的可视

化管理。 

1.3管道管理 

管道展示是对全厂所有管网进行建模，包括公用工程管网、地下管网等，可按照不同类

别查询定位每根管线在厂区的具体位置。  

1. 公用工程管网展示 

用户根据管道的不同类别对管网进行颜色、介质流向进行标注，单独抽取进行分类展示。

可根据管道工艺位号、名称查询定位管道在装置中的具体位置，查看空间关系。 

2. 地下管网展示 

通过系统构建全厂的地下管网三维模型，可根据管道位号查询管道在装置中的具体位置，

测量管线的长度、管线之间的间距，查看地下管网的管线走向、介质流向、历史检维修记录



以及地下管线埋深、材质、类型等信息，并分类进行单独抽取展示。 

3. 管线分析 

1) 统计分析 

管线的统计主要包括管线长度分析和区域统计分析。 

⑴ 管线长度分析 

根据用户设置的管线长度查询条件，系统自动对满足长度的管线数量做出准确的统计，

可将所统计出的结果直接生成图表或导出文件报表。 

⑵ 区域统计分析 

根据用户制定某一区域，并设置必要的查询条件，系统自动对区域内管网的所有管线数

量、管线长度、管点数量等进行详细的区域统计，并可将统计结果直接生成图表或导出文件

报表。 

2) 挖掘仿真 

根据用户自由设置的挖掘深度和边界范围，系统自动模拟地形开挖，展示三维地形自动

塌陷动画，暴露地下管网的分布情况。 

3) 横断面分析 

可查看任意道路、任意地点的地下管线横断面图，查看地下管线的连通关系和相邻关系，

体现各连续管线的横向走势。 

4) 纵断面分析 

可查看任意道路、任意地点的地下管线纵断面图，查看地下管线的连通关系和相邻关系，

体现各连续管线的纵向走势。 

1.4罐区管理 

针对全厂的全区的三维模型，可根据工艺位号、名称查询定位罐在厂区的具体位置，并

以剖切的方式展示内部结构。罐要求可拆分部件，拆分后的部件按照拆分顺序进行自动编号。

同时通过与业务系统集成后，可查看罐区相关信息。 

1.5装置管理 

系统中通过装置的部门、名称、主项号查询装置，系统定位装置在三维场景中的具体位

置，查看装置的基础信息，具体位置与现实中的装置位置对应，可以对单个装置进行分区展



示，每区中的设备、管线、阀门、地基、护栏、楼梯、钢结构等都能拆分。同时，用户还可

以查看装置中设备、阀门、管线的基础信息及业务信息，根据这些数据完成装置相关的业务

管理功能。 

1.6辅助设施管理 

辅助设置管理是针对厂区中的电力设施、电网、建筑物、道路进行展示，可查看各辅助

设施的连通关系及相邻关系。同时与各业务系统集成后，可查看各辅助设施相关业务信息。 

1. 电力设施管理 

系统中的电力设施三维模型与相关业务系统集成后，可查看相关属性信息 

2. 电网管理 

通过系统对装置中使用的电缆进行分类管理，可根据类别、电缆长度统计各装置使用的

电缆数量，查看每条电缆的相关数据。 

3. 建筑物管理 

与业务系统后，可在三维场景中对人员进行虚拟的区域位置展示，对厂区人员数量进行

统计，实现人员的区域定位。 

4. 道路管理 

与业务系统集成后，可对道路进行路径分析，统计道路长度，对路网进行网络拓扑分析

等。 

1.7生产管理 

1. 三维 P&ID图管理 

通过创建全厂装置的 P&ID 三维图，实现装置 P&ID图三维化，使装置中的每一张 P&ID

图都有对应的三维视图，并根据现场装置实际情况校正三维 P&ID 图，保证图纸准确与可信。

三维 P&ID模型与业务系统集成，可查看相关的实时数据。 

2. 三维电子巡检 

通过系统精确的三维模型及以往巡检数据，快速制定巡检计划，同时三维环境中制定出

最优巡检路线。从而大大减少人员现场巡检工作时间，也为存在安全隐患位置进行判定做出

依据。可获取相关业务数据，在三维虚拟环境中实时展示巡检情况，查看相关业务信息以及

定位巡检人员位置，跟踪巡检人员过程数据。 



3. 视频监控 

系统构建全厂摄像头三维模型，可搜索、定位全厂摄像头的具体位置，查看摄像头的基

础信息。可获取视频监控画面，实现一站式虚拟与现实相互转换。 

1.8安全管理 

1. 危险源管理 

工厂危险源有第一类危险源和第二类危险源两种。第一类危险源是根源性危险源，包括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高温高压的生产介质等；第二类的危险源是状态性危险源，包括管道

腐蚀、泄漏、破裂、老化等。 

通过系统可对危险源进行颜色标识，按照类型进行分类展示，方便工作人员直观了解危

险源的分布，极大提高安全意识。 

对于空间作业类的危险源，通过系统可以测量装置管道、设备空间的尺寸，分析危险部

位，确定操作作业的安全注意事项。同时，可对温度、压力等参数进行定义，系统自动展示

对应的危险源分布情况。 

2. 隐患管理 

通过系统标注隐患及隐患的治理状态，可分类查询隐患设备的具体位置。 

1) 隐患识别 

在系统中对隐患进行识别并进行标注，需要录入隐患相关信息。 

2) 标注隐患治理方案 

可以在系统中标注隐患治理方案，使工作人员不但可以查看隐患的位置，还对隐患的治

理方法有非常直观的了解。 

3) 标注治理前防范措施 

根据识别出的隐患，用户可在系统中标注治理前的防范措施，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4) 标注治理后的评估 

在评估期间，评估人员可以将评估意见进行标注。 

3. 规划腐蚀测厚点 

用户通过系统可以进行管配件的统计，根据统计结果计算测厚点的数量，可利用三维视

图标注测厚点的位置，使检测点的规划安全可靠。 



4. 腐蚀管理 

用户可通过系统按照腐蚀类型统计每套装置的腐蚀点数量，可点击查看每个设备上的腐

蚀点以及区域选择统计腐蚀点数量，并且导出报表供用户查阅。系统与业务系统集成后，用

户可按照腐蚀类型对腐蚀点进行分类管理，直观展示每个腐蚀点的位置信息、腐蚀程度、腐

蚀介质等属性信息。同时，可展示整个装置各测厚点的壁厚、平均腐蚀速率、瞬间腐蚀速率

以及设备的剩余寿命等信息。 

5. 应急管理 

1) 应急物质管理 

应急物资管理是对应急过程中需要的物力资源进行管理。用户可查询定位应急物资的具

体位置及分布情况，同时需要展示应急物资的相关属性信息。 

2) 事故模拟分析 

根据系统自带的爆炸数据模型、气体扩散数据模型、液体泄漏数据模型，用户可以在系

统中模拟危险源爆炸、气体扩散、液体泄露等事故，查看显示事故的影响范围。 

（1） 危险源爆炸模拟 

根据系统中爆炸数据模型及爆炸源的类型，系统计算并模拟爆炸源的影响范围。 

（2） 气体扩散模拟 

将气体按照安全等级进行分类，需要指定气体安全等级、泄露速度、风速、风向等参数，

进行动态的扩散模拟，显示气体扩散区域及扩散速度等相关数据。 

（3） 液体泄露模拟 

根据地面高程、液体种类等数据，计算液体的泄露面积、深度及泄漏速度，并泄露影响

区域进行有效分析。 

1.9检维修管理 

检维修管理是设备可靠性的重要保证，可以辅助检维修方案以及材料计划的编制，通过

模拟检维修过程，降低检维修过程的风险，提高检维修的效率。 

1. 盲板管理 

构建全厂盲板组件分布，检维修人员可在系统中对每个盲板单独抽取，并根据位号查询

定位盲板在装置中的具体位置。同时，检维修人员可对盲板抽堵方案进行分析、讨论，对施

工部分进行标注，对制作完成的盲板抽堵方案进行视图保存，实现重复利用；同时需要提供

方案打印功能。 



2. 检维修工程模拟 

利用系统的精确三维模型可以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模拟验证，实现现

场工作的规划、车辆路线设计、组织与岗位间的高效沟通、技术交底、现场调度与指挥、吊

装设计与风险识别等多项重要工作。 

3. 检维修材料计划 

利用系统的装置精确空间数据，计算管线、设备的长度和表面积等，确定检维修需要的

材料数量。同时，与业务系统集成后，可选定检维修的材料信息，生成材料报表，用户根据

材料报表及需要的材料数量制定材料计划。 

4. 检维修方案编制与优化 

利用系统的精确三维模型，模拟完成检维修方案起草、论证及优化，提高整个工程设计

过程的洞察力，关注检维修过程中的盲点和死角，使检维修过程达到“零返工、零事故”的

管理水平。 

1.10培训管理 

利用系统内精细、精确的三维虚拟环境以及集成的工厂生产、设备、安全各领域的信息，

可以为工厂工作人员提供浸入式、高效率的培训体验，建立以岗位、事件、工艺、设备、安

全为核心构建的培训体系，实现厂区全方位的培训业务。 

1. 操作规程培训 

将操作规程的培训内容通过系统形成三维动画，被培训人员在系统中进行实际操作。系

统对操作步骤进行录像保存，考核人员可以通过保存的录像评定是否培训合格。 

2. 设备拆装培训 

通过系统构建设备部件模型，学员根据三维剖面图了解设备内部结构原理，并通过设备

拆装培训，自己操作完成设备组装与拆卸培训，系统对操作步骤进行录像保存，考核人员可

以通过保存的录像评定是否培训合格。 

3. 检维修培训 

采用操作三维动画的形式进行培训，在学员操作三维动画的同时，系统将配以相应的操

作风险规范和注意要点，帮助学员正确和规范地完成检维修培训作业。 

1) 吊装作业培训 

根据吊装作业培训内容，通过系统的装置模型及吊装车辆模型，对吊装车辆的位置摆放、



进厂路线、作业范围进行模拟培训。在进行模拟培训的同时，分析作业范围的装置、设备、

地下隐蔽工程等是否给吊装作业带来影响。 

2) 搭建脚手架培训 

由作业人员自行操作系统的模型搭建脚手架进行培训。作业人员在系统中模拟搭建脚手

架完成后，系统出具相关的应力、结构等考核数据，考核人员根据系统出具的数据，评定培

训是否合格。 

4. 应急培训与演练 

1) 应急培训 

应急培训是根据应急培训课件制作不同的角色动画，通过事件触发动画，完成操作培训。

在培训的过程中，系统会提示错误步骤，学员根据提示重新完成操作，评估人员根据学员错

误的步骤来评定培训是否合格。 

2) 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是参加演练的人员在系统虚拟环境中进行演练。 

演练人员根据演练内容在系统中选择角色，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任务，多个角色在同

一场景中通过做任务完成应急演练，可实现多人在线演练。 

在演练的过程中，系统根据演练内容设置整个演练完成时间，当演练人员到达时间而为

完成任务，该演练结束。 

演练结束后，系统会自动分析失败原因，显示出错的步骤，生成失败任务报告。同时，

系统对应急演练的全过程进行录像，管理层可通过观看录像评定演练是否合格。 

2 建设范围  

2.1三维模型范围 

1. 提供全厂 72套三维模型，包含 4套总图运输、16套工艺装置、10套油品储运、

11套给水排水、12套供电与电信、5套供热与供风、10套辅助生产设施、4套厂

外工程为校验后的精细化三维模型(其中 2套为精校验模型，其余需按照厂区实际

情况对设计院提供的三维模型进行完善)。提供的三维模型如下： 

表 7.2.1-1三维模型表 

单元号 装置或单元名称 备注 

一、总图运输 

103 厂内道路 
 



单元号 装置或单元名称 备注 

104 土方工程及地基处理 
 

105 厂区绿化 
 

106 围墙及大门 
 

二、工艺装置 

201 常减压蒸馏装置 含轻烃回收 280 

202 连续重整-芳烃联合装置 
包括 260石脑油加氢、240

连续重整、200芳烃联合 

203 重油催化裂化装置 
 

204 渣油加氢脱硫装置 
 

205 蜡油加氢裂化装置 
 

206 直柴加氢精制装置 
 

207 气体分馏装置 
 

208 催化汽油加氢醚化装置 含 50轻汽油醚化 

209 硫磺回收装置 
包括硫磺回收、酸性水汽提

和溶剂再生等 3个单元 

210 制氢联合装置 

含 PSA（100000+10000） 

Nm
3
/h、制氢 120000+50000 

Nm
3
/h 

211 汽柴油加氢改质装置 
 

212 双脱联合装置 
 

213 MTBE装置 
 

214 航煤加氢装置 
 

215 异构化装置 
 

216 延迟焦化装置 
 

三、油品储运 

301 原油罐区 原油储罐及附属设施 

302 中间原料罐区 
中间原料常压储罐及附属设

施 

303 产品罐区 
产品常压储罐及附属设施，

含在线调和 

304 压力罐区 
中间原料及产品的压力储罐

及附属设施 

305 铁路装卸站 含槽车清洗 

306 汽车装卸站 
 



单元号 装置或单元名称 备注 

307 油气回收设施 
铁路及汽车装车站的油气回

收 

308 储运辅助设备 储运综合楼 

309 泡沫站 为罐区服务 

310 酸碱站 
 

四、给水排水 

401 除盐水站 含凝结水处理设施 

402 净水场 

引自王家滩水库的原水经净

水场处理后，作为除盐水站

的补充水及生活水 

403 给水及高压消防泵站 

包括清水池、生产水泵、消

防泵、保压泵及其他辅助设

施 

404 第一循环水场 

供应除空分空压和除盐水站

外的所有装置及设施的循环

冷却水 

405 第二循环水场 
供应空分空压和除盐水站的

循环冷却水 

406 雨水泵站 含雨水收集池及提升泵站 

407 污水处理场 
 

408 事故水池 
 

409 厂区地下管网 

各生产装置、储运、公用工

程及辅助设施界区外的地下

给排水管线 

410 消防站 含气防站 

411 厂区消防系统 
各生产装置及设施界区外的

消防设施 

五、供电与电信 

501 总变电站 220KV 全厂总变电站 

502 35KV 联合变电所（一） 
 

503 35KV 联合变电所（二） 
 

504 35KV 联合变电所（三） 
 

505 35KV 联合变电所（四） 
 

506 35KV 联合变电所（五） 
 

507 35KV 联合变电所（六） 
 



单元号 装置或单元名称 备注 

508 35KV 联合变电所（七） 
 

509 35KV 联合变电所（八） 
 

510 35KV 联合变电所（九） 
 

511 厂区供电及道路照明 

各生产装置及设施界区外的

供电线路及照明设施（含防

雷、防静电及接地设施） 

512 厂区电信系统 

厂区电信线路、各生产装置

及设施界区外的有线、无线

通信、广播、火灾报警及工

业电视等 

六、供热与供风 

601 余热回收设施 含制冷换热站 

602 空分装置 
 

603 空压站 
 

604 焚烧炉 
 

605 动力站 
 

七、辅助生产设施 

701 中央控制室 

各生产装置、储运、公用工

程及辅助设施的集中管控中

心 

702 综合维修 包括机、电、仪三修 

703 中心化验楼 
 

704 综合管理区 
包括办公、食堂、车库、停

车场等 

705 综合仓库区 包括备品备件及堆场 

706 化学品库区 
各种化学品、催化剂及危险

品库 

707 厂区铁路 含轨道衡 

708 火炬 包括酸性气火炬 

709 火炬气回收设施 
 

710 厂区外管 

各生产装置、储运、公用工

程及辅助设施界区外的工艺

物料及公用工程外管 

八、厂外工程 



单元号 装置或单元名称 备注 

801 厂外综合管线 
 

802 倒班公寓 
 

803 厂外铁路 
 

804 厂外道路及防护设施 
 

2. 提供三维模型元件库，三维模型库中的元件主要包括厂区不同型号的管道、设备、

电气、仪器仪表、结构物、土建及其他专业三维模型。三维模型元件库主要包括

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1) 管道专业建模内容包括：管道、阀门、垫片、法兰、管件、管嘴、吊架、管

托、固定支架、排液管、焊点、通风管等 

2) 设备专业建模内容包括：动设备、静设备、容器、安全设备、消防设备等 

3) 电气专业建模内容包括：导管、托盘、桥架、控制盘、软管、电线、接线盒、

分线盒、电灯机具、线杆、照明柜、动力柜、电机控制中心、导轨、机架、

架空电线、电线杆、开关柜、变压器、围墙、支吊架等 

4) 仪器仪表专业建模内容包括：管线安装发送器、设备安装仪表、线内仪表、

火灾报警器、可燃气体检测仪、有毒气体检测仪、洗眼器、静电消除器、摄

像机等 

5) 结构物（钢）专业建模内容包括：支架、梁、柱、斜撑、楼梯、平台、栏杆、

爬梯、加固板、角撑板等 

6) 结构物（混凝土）专业建模内容包括：设备基础、管墩、梁和柱、水池、污

水坑墙、路缘石、管沟等 

7) 土建专业建模内容包括：粗糙度、光洁度、地面、围堰和沟渠、涵洞、集水

池和人孔、排液漏斗、栅栏线和门等 

8) 其他专业建模内容包括：铁路轨道、基准点、消防栓/软管、风向袋等 

3. 提供主要人物角色的模型数据（包括消防员、医生、工程师、警察、普通员工等）、

不同的工程机械模型（包括 8T-160T的履带式起重机及全路面起重机、4T-40T的

挖掘机、3T-9T的装载机、云梯消防车、水罐消防车、泡沫消防车等），用于模拟、

培训、演练等业务集成功能。 



2.2业务数据范围 

1. 设备数据：设备的空间信息、设备主数据、设备技术参数、设备文档资料、密封

点台账、机组运行状态监测、备品备件信息、机组运行状态报警信息等数据 

2. 管道数据：阀门的档案信息、管道的空间信息、管道类别、管道材质、管道埋深、

管道壁厚等数据 

3. 罐区数据：管道的空间信息、罐的档案信息、罐容检定记录、罐尺、罐的液位、

进量、储量等数据 

4. 装置数据：装置的空间位置、装置的位号、名称、生产能力等数据 

5. 辅助设施数据：包括电力设施档案信息、建筑物档案信息、道路的路径分析、地

理位置信息等数据 

6. 生产数据：仪器仪表实时读数、仪器仪表异常信息、巡检人员坐标、巡检路线、

巡检计划、巡检点、工艺流程图、视频监控画面等数据 

7. 安全数据：腐蚀点位、腐蚀监控、隐患台账、工艺介质属性、人员定位、事故分

析模拟等数据 

8. 检维修数据：盲板的空间信息、检维修工程模拟数据、检维修材料等数据 

9. 培训数据：操作规程、培训动画、工艺流程图（PFD）、管道仪表流程图（P&ID）、

应急预案 

2.3集成范围 

1. 提供三套装置(常减压蒸馏装置（含轻烃回收）、连续重整-芳烃联合装置（含石脑

油加氢、连续重整、芳烃联合）、蜡油加氢裂化装置)的业务系统集成功能，集成

的系统包括炼油与化工生产运行系统（MES）、设备综合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

健康安全环保管理系统、应用集成平台等系统。 

2. 提供各装置的模拟、培训、演练、计算、分析、统计等功能以及业务集成数据多

种展示手段，包括报表、台账、流程图等形式。 

3 建模要求  

1. 精校验装置的三维模型需要按照现场实际情况进行1:1建模，系统中测量数据和现

实测量数据≤5毫米；精校验2套装置内所有设备三维模型（如：反应器、换热器、



压缩机、塔、罐、泵、阀门等）要求构建内部结构，并可以拆分，拆分后的设备

部件按照拆分先后顺序进行编号； 

2. 系统中每个法兰、仪表、阀门、动设备、静设备、管线、管嘴、盲板等三维模型

为一个独立对象，各设备的坐标需要和现场实际位置对应，能通过位号查询并单

独抽取出来展示。同时，要求每个设备的每个部件，按照设备部件的形态特征规

定三角面数量，如：长方体的设备部件三角面数量≥500、三角形的设备部件三角

面数量≥1000、圆锥体的设备部件三角面数量≥1500、管状体的设备部件三角面

数量≥2000、球体的设备部件三角面数量≥3000； 

3. 所有三维模型要求有基本的属性信息，属性信息包括但不局限于工艺位号、名称、

编码、类别、所属部门、所属装置、坐标点等信息，三维模型的位号与现场实际

所标注的位号一致，可对属性信息修改、增加、删除；属性信息的编码应按照总

部MDM平台的编码规则进行统一编码。同时，所有三维模型的属性类别按照中石油

炼化板块的设备22大类分类。 

4. 主要人物角色三维模型的三角面数量≤3000，包括消防员、医生、工程师、警察、

普通员工等；人物模型要求有贴图、骨骼绑定，并且能根据人物模型的骨骼绑定

制作人物的角色动画； 

4 系统技术要求  

1. 系统必须具备移动办公功能（安卓及IOS系统的APP）或者提供B/S运行模式； 

2. 系统必须实现与其他应用系统的数据集成实时显示。例如：MES、设备管理、安全

管理、腐蚀监测系统、大机组监测系统等； 

3. 系统必须提供模型导出服务（三维模型服务包含全厂所有装置、设备设施的模型），

可以通过模型格式转换的方式将系统内模型导出成为公用格式，且相关属性数据

不丢失； 

4. 支持PDS、PDMS及其他三维主流设计文件的导入； 

5. 系统界面配色及风格应与云南石化所有应用系统保持一致，各功能模块布局合理，

操作简便，完成业务操作不超过3个步骤，且系统界面必须全汉化； 

6. 系统应具有可移植性，可在多种硬件平台、网络和操作系统环境下工作； 

7. 系统支持材质灯光系统； 

8. 支持工业仿真模拟、人物角色骨骼动画、应用虚拟化； 



9. 支持三维模型的层次结构为目录树； 

10. 支持功能客户化定制能力； 

11. 支持模型、文档、属性的相互自动检索关联机制； 

12. 支持历史三维模型、数据进行备份和恢复； 

13. 系统应采用参数驱动的设计思想。在系统程序中，凡是不能确定的因素，应做到

参数化，以达到通过对参数的设置就可适应不同的情况； 

14. 系统应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如：自动任务调度、自动催办、自动督办、自动

告警等； 

15. 系统需具备完整的操作权限管理办法，例如：操作口令管理，修改或删除用户的

权限等；同时应具备完善的系统安全机制，如日志管理功能，能够对每个操作员

的每次操作有详细的记录，对每次非法操作产生告警； 

5 系统性能要求  

1. 云南石化硬件配置 

序号 硬件名称 配置参数 
数量 

（台/套） 

1 
模型数据库服

务器 

CPU: 2颗 CPU每 CPU 10核，主频 2GHZ 

内存：64G 

硬盘：1T 

1 

2 应用服务器 

CPU: 2颗 CPU 每 CPU 10核，主频 2GHZ 

内存：64G 

硬盘：500G 

1 

3 
客服端最低配

置 

CPU：2.0GHz 

内存：4G 

硬盘：500G 

显卡：独立显卡 1G 显存 

浏览器：IE8 以上 

500 

2. 云南石化网络条件 

云南石化局域网带宽 100Mbps，各部门或办公点客户端能通过公司局域网络进行各应用

系统的各项功能操作和使用，同时云南石化数据库服务器及应用服务器处于中国石油局域网

内，能够正常连接炼油与化工分公司其他业务系统数据库。 

3. 系统性能要求 

系统需要在云南石化现有的硬件配置及网络条件下正常运行，并满足系统性能以下要求： 

1) 系统支持在 IE8 以上、Firefox5.0 以上等浏览器中漫游全厂 72 套精模型，并实



现所有业务功能；在漫游时画面所见精模型由三角面组成的实体模型； 

2) 支持三维模型数据储存在统一的模型服务器内，72套精模型在浏览器中加载

速度〈30 秒、单个模型在浏览器中加载速度〈5秒、FPS（画面每帧传输速度）〉

60； 

3) 访问系统的用户允许不少于 500个用户在线访问； 

4) 系统允许 200用户对同一应用进行并发请求； 

5) 整个系统应能够连续 7×24 小时不间断工作，系统中的任一模块更新、加载

时，在不更新与上下模块的接口的前提下，不影响业务运转和服务； 

6) 小数据量查询（<20 万条）5 秒以内；中等数据量查询（20 万~100 万条）10

秒以内；大数据量查询（100万条以上）30秒以内； 

7) 系统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显示展示端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数据收集端与服

务器之间的连接均采用百兆以太网/千兆以太网自适应的方式，系统在此网络

条件下能流畅运行，并满足其他要求所描述的条件； 

6 接口要求  

6.1外部接口要求 

系统需要的集成系统数据接口由各应用系统提供，以满足系统建设需求。投标人需对各

系统提供的接口进行验证，并对数据进行接入及编码实现。云南石化各应用系统提供的接口

如下： 

6.1-1 外部接口要求表 

序号 系统名称 数据内容 接口协议 

1.  应用集成平台 
主数据、用户数据、角色数

据、组织机构 
WebServices 

2.  

工业电视监控

系统 

视频监控画面、摄像头属性

数据 
WebServices 

3.  

炼油与化工运

行系统 

仪器仪表实时数据、仪器仪

表异常信息 
WebServices 

4.  

设备综合管理

系统 
设备档案信息 WebServices 



5.  电子巡检系统 
巡检人员坐标、巡检路线、

巡检计划、巡检点 
WebServices 

6.  
炼 油 与 化 工

ERP 系统 
备品备件信息 WebServices 

7.  应急管理系统 应急预案 WebServices 

8.  档案管理系统 设计图纸数据 WebServices 

9.  腐蚀监测系统 腐蚀点位、腐蚀监控数据 WebServices 

10.  
大机组监测系

统 

机组运行状态监测数据、机

组运行状态报警信息 
WebServices 

11.  
健康安全环保

管理系统 
隐患台账 WebServices 

12.  一卡通系统 人员信息 WebServices 

13.  地理信息系统 地图服务 WebServices 

 

6.2内部接口要求 

系统提供统一的三维模型服务（三维模型服务包含全厂所有装置、设备设施模型），供

第三方系统以接口方式调用。同时，投标人需提供接口调用的地址、接口说明文档、接口调

用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