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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流程模拟与仿真培训项目流程模拟子系统可研批复建设范围包括大庆石化、

独山子石化、兰州石化、广西石化、大连石化。2015 年底炼油与化工分公司的信息化项目

推进会，确定四川石化作为信息化项目示范企业，全面开展流程模拟系统建设。2016 年 3

月，在信息化项目四川石化现场推进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四川石化实施流程模拟的装置范围

包括乙烯装置、乙二醇装置、常减压、催化裂化、加氢裂化、重整联合装置（含 PX、芳烃

抽提、重整）。根据四川石化建模装置范围，需要对乙烯装置采购裂解炉模拟软件。 

本项目业主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资金来源为集团公司批

复信息化项目。 

可研批复文号为石油计[2013]152 号。各项招标条件已基本落实。 

二、主要技术要求或技术方案 

2.1、总体要求 

1) 投标产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且具有提供原厂授权与售后服务承

诺。 

2) 投标产品必须是市场主流产品，必须是有稳定的生命周期和发展策略。所有投标产品

必须满足指标要求和扩展能力要求。 

3) 投标人负责提交软件及技术服务的验收测试方案供招标人确认，并配合招标人完成工

程验收。 

4) 投标人应根据本次招标内容，提出完整的模型开发与校核、模型应用与培训、项目管

理、项目验收、技术支持方案以及投标人人力资源供给方案。 

5) 项目工作语言为中文，如果投标人需要翻译，人员及费用由投标人负责，且翻译必须

是专业翻译。 

6）项目工期: 合同签订后 3 个月内完成软件的初步验收。 

2.2、软件产品技术要求 

2.2.1软件产品总体要求 

1)  投标软件产品须为最新正式发布版本，并提供有关软件版本的证明文件。 

2) 投标人需提供软件产品的详细配置清单。 

3) 软件产品的许可不与具体的服务器或 CPU 地址绑定，只于许可数量有关；用户保留

在今后（包括服务期内和服务期外）更换该软件所安装的服务器的权利，如果因此造成需要更

换许可，所需工作及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4) 投标人需提供投标产品各个模块的详细说明。如果是封装性产品，请注明封装的内容。 

5） 软件支持云架构的共享模式。 



              

6） 软件使用许可年限至少为 5年，自软件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若因乙方原因导致软

件使用中断，软件使用许可年限相应顺延。 

7） 软件使用界面友好，有中文界面更佳。 

8） 软件需针对四川石化乙烯裂解炉各类炉型定制开发。 

9)  提交电子介质的安装程序； 

10) 提交电子文档包括:乙烯裂解炉模拟软件安装说明手册、软件使用说明书、乙烯裂解

炉模拟软件培训手册、四川乙烯裂解炉模拟开发技术说明书。 

2.2.2软件产品功能要求 

1）能够模拟包括轻烃、石脑油、柴油、加氢尾油等在内的原料，产品表征与实际吻合。 

2）能严格模拟辐射段炉管管内的裂解反应，可根据不同原料和不同操作条件模拟计算沿

炉管长度的产品分布、管壁温度以及炉管结焦情况； 

3）能严格模拟辐射段炉膛燃烧过程，能够模拟不同火嘴分布、不同燃料量和空气量炉膛

燃烧情况； 

4）能严格模拟对流段的换热：烟气与锅炉给水、原料、过热蒸汽以及原料+稀释蒸汽换热

过程； 

5）能严格模拟急冷换热器的换热和管壁结焦情况； 

6）能够预测整个操作周期内炉管焦层增长状况，和不同类型的结焦增长状况，能够预测

整个结焦周期； 

7）能够准确的模拟炉管尺寸、炉膛结构、转油线等设备尺寸对裂解反应的影响； 

8）能够严格模拟裂解气出辐射段后的裂解情况； 

9）能够准确模拟裂解部分包括炉管、TLE等的压力分布，和压力对裂解反应的影响； 

10）能够实现对不同裂解原料共裂解的模拟； 

11）乙烯裂解炉模拟软件的输出结果可以输入到 Aspen Plus、VMGsim等通用流程模拟软

件当中，实现对后分离系统的准确模拟。 

2.2.3 软件产品性能比较 

软件性能是裂解炉模拟软件招标考核的重点，为确保所采购的模拟软件有效指导四川石化

乙烯生产操作优化，招标人提供裂解炉的结构数据和操作数据，裂解炉炉的尺寸数据包括辐射

室的尺寸、辐射盘管的尺寸和排列、文丘里尺寸、横跨段、转油线和 TLE 的尺寸数据请见表

1。 

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提供表 3 和表 5 中的结果输出，并提供相应项的

软件计算结果截屏，计算结果做到投标文件中。企业实际数据在评标时由招标人提供，密封完

好，现场由评委拆封，作为软件性能的评分依据。 

 

 

 



              

 

表 1 裂解炉尺寸数据 

辐射室数据 单位 数值 

每台炉辐射室数量 # 2 

每个辐射室盘管组数 # 88 

工艺横跨段数量 # 4 

每个辐射室对应的废锅数量 # 44 

辐射室尺寸 

辐射室净长 m 24.89 

辐射室净宽 m 3.66 

辐射室净高 m 11.603 

烧嘴 

烧嘴说明   底部烧嘴，且为两排 

每排底部烧嘴数量 # 16 

盘管尺寸和排列 

说明   盘管为 U型管 

以下将 U型管分为两程说明 Unit 1程 2程 

按顺序排列的管程数 # 1 1 

一程中平行炉管的数量 # 1 1 

有效管长 m 12.59405 12.5236 

管内径 m 0.045 0.051 

炉管壁厚 m 0.005 0.007 

炉管排列方式   顺排 顺排 

管列间距 m 0.11 0.117 

文丘里尺寸 

喉径 ( a ) m 0.017 

文丘里入口内径( b ) m 0.045 

喉部下游锥角 ( c ) degrees 11.4 

横跨段说明 

单个管程的平均横跨段体积 L 2353.44 

平行横跨段体积管程数 # 4 

每个横跨段体积的辐射盘管数 # 0.0404 

转油线说明 

单个管程的急冷管体积 L 8.7051 

平行急冷管体积的管程数 # 88 

热偶套管的下游位置(占急冷管总体积的分数值） - 0.7796 

TLE尺寸 

废热锅炉类型   线性 TLE 

每炉平行 TLE的数量 # 88 

单个 TLE内炉管数量 # 1 

TLE炉管长度 m 19.708 

TLE炉管外径 m 0.152 

TLE炉管壁厚 m 0.0125 

 



              

软件性能应用场景 1： 

           已知裂解炉原料及操作条件见表 2，将计算结果列于表 3。 

表 2 裂解炉原料及操作条件 

输入 

项目 单位 数值 

进料类型 尾油   

进料流量 t/h 51.4 

稀释蒸汽比 wt%/wt% 0.799 

横跨温度（管入口） ℃ 570 

COT温度 ℃ 830 

入口压力（文丘里后） Mpa.G 0.231 

炉出口压力 Mpa.G 0.082 

密度 kg/m
3
 0.821（d4

20） 

馏程     

0% - 78.8 

10% - 221.6 

30% - 285.6 

50% - 326.8 

70% - 367.8 

90% - 431.8 

100% - 517.8 

 

表 3 软件结果输出 

结果输出 

项目 单位 数值 

炉出口 PE比 -  

炉出口 MP比 -  

辐射段管壁最高温度 ℃  

一个周期（55day）盘管焦层厚度 mm  

炉出口乙烯含量（关键项 1） wt%  

炉出口丙烯含量（关键项 2） wt%  

炉出口甲烷含量 wt%  

炉出口丁二烯含量 wt%  

 

 

 



              

 

软件性能应用场景 2，已知裂解炉原料及操作条件见表 4，将计算结果列于表 5。 

表 4 裂解炉原料及操作条件 

输入 

项目 单位 数值 

进料类型 石脑油   

进料流量 t/h 54 

稀释蒸汽比 wt%/wt% 0.504 

横跨温度（管入口） ℃ 585 

PE 比  0.5950 

入口压力（文丘里后） MPa.G 0.167 

炉出口压力 MPa.G 0.081 

密度 kg/m
3
 678.9（d4

20）
 

馏程     

0% - 27 

10% - 40 

30% - 55.9 

50% - 75.8 

70% - 120.8 

90% - 192.2 

100% - 203.2 

 

表 5 软件结果输出 

结果输出 

项目 单位 数值 

COT ℃  

炉出口 MP比 -  

辐射段管壁最高温度 ℃  

一个周期（55day）盘管焦层厚度 mm  

炉出口乙烯含量  （关键项 1） wt%  

炉出口丙烯含量  （关键项 2） wt%  

炉出口甲烷含量 wt%  

炉出口丁二烯含量 wt%  

 

 

 



              

2.2.4 软件产品采购清单 

本项目软件产品采购清单请见表 6。 

表 6  软件产品采购清单 

序号 类别 版本 数量及许可要求 

1 裂解炉模拟软件和四川石化模型 最新正式发布版本 1 套，许可年限至少 5 年 

 

2.3、技术服务要求 

2.3.1、供货要求 

要求合同签订 90 天内将已配置了四川石化乙烯裂解炉炉型的软件产品及四川石化乙烯裂

解炉模拟文件交付甲方指定地点，提供 2 份安装介质，并提前将到货时间通知甲方。软件供应

商负责合同中所有软件产品的运输、交验、保险等一切费用。 

在签订合同前，招标人有权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对中标人的软件进行验证和测试，如软件产

品的多数指标与投标文件的承诺不相符，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资格，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

标候选人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2.3.2. 安装配置服务  

中标人应提交按照四川石化 USC-176U 型超选择性液体裂解炉和 USC-12M 型气体裂解

炉实际几何尺寸配置的模拟模型，所提交的模型需经过四川石化乙烯装置实际运行数据校

正。中标人应在软件许可有效期限内根据四川石化乙烯裂解炉技改情况对炉型和模型进行

相应的更新。中标人应在提交软件产品及模拟文件的 3 个日历日内，按照招标人的要求，在

招标人要求的地点（中国石油北京）完成软件的安装和配置等工作。中标人应配备专门的技术

人员协助招标人及时解决安装配置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2.3.3培训服务 

中标人应提供具体的培训计划，对招标人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包括软件安装前后相关

技术的培训和裂解炉模拟相关技术的培训，使其能掌握软件的使用、维护和管理，达到能独立

进行配置、使用及管理等工作的目的，以保障中标人所提供的软件产品能够正常、安全地运行。 

培训方式:课堂讲解并软件应用上机操作,提供详细培训教程或课件。 

培训地点：在用户指定的培训地点或供应商指定的培训地点 

培训人数和时间: 培训人数不限,时间至少 5个工作日。 

为进行有效的技术交流，所有培训顾问必须具备熟练的中文会话和书写能力，或者配备中

文翻译。 

2.4. 售后服务 

2.4.1售后服务整体要求 



              

中标人向中国石油提供 7×24小时级别服务，售后服务形式包括远程支持和现场支持两

种。远程支持服务主要适用于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指导和操作的方式能解决的问题。现场支持

服务主要适用于重大事故和远程支持服务无法解决的问题。质保期内服务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

由中标人承担。 

在工作时间内，接到用户提出的模拟技术问题后应在 24小时内做出应答，48小时内解决

问题。 

中标人必须承诺提供技术支持，并提供详细的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计划。 

中标人向最终用户提供网站与论坛在线支持服务。 

所有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进行转让、转移或分包给第三方。 

2.4.2软件售后服务 

本次所采购的软件产品的售后支持服务期至少为 5 年，自产品到货由招标人开具《产品到

货验收合格单》起开始计算。 

软件售后服务内容主要包括软件产品升级（包括 Bug 修复、现有版本升级、新版本升级

等）、故障排除等；并帮助招标人解决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 

2.5 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投标人应对四川石化乙烯裂解炉软件配置与模型应用、技术转移培训，提供一套完整的工

作方案。项目实施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对本项目的理解 

2） 乙烯裂解炉模拟软件功能及性能产品说明 

（1） 软件的详细配置清单； 

（2） 软件基本功能说明； 

（3）软件性能说明：软件运行稳定性说明、运算速度说明、性能考核场景一模拟计算结

果说明；性能考核场景二模拟计算结果说明等； 

（4）软件运行环境需求：软件对操作系统的要求，对硬件配置的需求等； 

（5）软件许可管理机制、并发使用用户数量及使用年限说明。 

3） 四川石化 80 万吨/年乙烯装置裂解炉炉型配置及裂解炉调试实施方案 

包括最终用户需要提供的资料、乙烯裂解专用模型开发的方法、调试步骤、典型应用研究

等等 

4）计划进度 

合同签订 3 个月内完成软件的初步验收，根据此计划制定乙烯裂解炉模拟模型配置、调试、

测试、交付，并确保完成的工作计划和工期。 

5）人力资源配置 



              

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十年以上石油化工流程模拟工作经验，高级职称。 

6）项目成果交付物 

包含软件平台、模型程序、技术说明书、使用手册、优化应用报告、培训资料文档等等。 

7）项目培训计划 

 包含培训内容、地点、培训时间、培训方式和培训教师资历经验等，列出详细具体培训

计划。 

8）项目验收测试方案 

验收测试方案，应该结合四川石化现场标定数据，进行实际测试，并给出测试结论。 

9）三年内同类项目实施案例或业绩说明。 

 

 

四川石化分公司（盖章） 

2017年 5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