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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以下简称买方）和×××公司（以下简称卖方），双方就

化工一厂 33 万吨/年乙烯装置（以下简称 E1 装置）和 27 万吨/年乙烯装置（以下简称

E2 装置）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产品制造及检验、试验、交付等方面进行充分讨论及

共同协商，并达成如下技术要求，本技术要求作为商务合同附件与之同时生效，并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1.1 本技术要求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化工一厂 E1/E2 装置智能控制系统及 6 台气相色谱分

析仪的订货。包括智能控制系统及气相色谱分析仪的设计、运输包装、安装、试验、调

试、投用和验收等方面的技术规范、要求。 

1.2 本技术要求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

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要求书和国家标准、相关国际标准要求

的全套优质产品及相应的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均要满足其要求。本技

术要求所引用的标准如与卖方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要

求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部颁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卖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买

方进行解决，以最新标准的版本为准。标准之间有矛盾时，按最严格标准执行。 

1.3 买方、卖方两方严格遵守本技术要求，如一方提出某些修改要求，需以书面提出并

征得对方同意。在签订合同之后，买方有权提出因工艺条件、现场条件或规范、标准和

规程等发生变化而产生的补充修改要求，卖方承诺予以配合，具体款项和内容由买方、

卖方双方商定。 

1.4 卖方保证所提供的智能控制技术为全新、先进、可靠、完整的，提供的系统应是标

准的成熟产品，技术先进并能满足人身安全和劳动保护要求。 

1.5 除非特别声明，所有由卖方提交买方的文件、通信和其他方式的通信都使用简体中

文。 

 

二、 工艺说明 

化工一厂 E1 装置采用美国 S&W 公司专利技术，装置主要单元有：裂解、急冷、压

缩、碱洗干燥、分离、制冷和公用工程等。主要产品为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及化学

级丙烯，主要副产品为氢气、甲烷、混合碳四、裂解汽油和裂解燃料油等。其中，裂解

部分共有 8台裂解炉，包括四台 HS-Ⅱ型裂解炉、3台 USC-16W型裂解炉和 1台 HS-I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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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炉；分离系统采用四段压缩、顺序分离工艺。 

化工一厂 E2 装置裂解炉采用美国 S&W 公司专利技术，共有 5 台裂解炉，其中 3 台

USC-80U型裂解炉，2台 SC-I型裂解炉，分离系统为布郎·路特(B＆R)公司的前乙炔加

氢、前脱丙烷专利技术，采用四段压缩、双塔前脱丙烷、前加氢的分离工艺。装置主要

单元有：裂解、急冷、压缩、碱洗干燥、分离、制冷和公用工程等。主要产品为聚合级

乙烯、聚合级丙烯，主要副产品为氢气、甲烷、混合碳四、裂解汽油和裂解燃料油等。

E1E2装置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裂解气压缩机 脱甲烷塔碱洗塔 干燥器 

裂解炉 

脱乙烷塔

乙炔反应器

乙烯塔 

碳三加氢反应器

脱丙烷塔

脱丁烷塔  

脱戊烷塔

再蒸馏塔

碳三分离

乙   烯

C2循环

丙   烯

C3循环

氢气和甲烷

C5产品

裂解汽油

液化天燃气

轻      烃

石 脑 油

循环的 C2 C3

急冷塔

石脑油

加氢尾油

急冷塔
裂解气压缩机(1~3

段) 碱洗塔

高压脱丙烷塔

裂解气压缩机4段

干燥器 

乙炔反应器

脱甲烷塔

脱乙烷塔

乙烯塔 

丙烯塔

乙烯

C2循环

丙烯

C3循环

燃料油

C4产品

M

M

裂解炉

低压脱丙烷塔

C4产品

C5产品

裂解汽油

脱丁烷塔

脱戊烷塔

氢气和甲烷

 

三、 供货范围 

3.1 卖方负责为 E1 E2 装置分别提供一套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所需的服务器、软件、

与 DCS 通讯设备及防火墙的制造、检验、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和投用，并在交货时提

供相应的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相关技术资料，技术资料的准确性由卖方负责。 

表 3-1 项目硬件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型号 

1 Robust-IC 全流程智能控

制系统服务器 
2 台 

CPU：Intel Xeon E3  3.3GHz 
CD-ROM Driver 
内存：8GB 
硬盘：2*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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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22 寸 LCD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8 

2 OPC SERVER 2 台 

CPU：Intel 双核  2.4 Ghz  
内存：≧2GB 
硬盘：≧250GB 
显示器：22 寸 LCD 
操作系统：Windows 2003 

3 硬件防火墙 2 台 Cisco ASA 5500 
说明：1．除上述硬件外，卖方提供所有在现场实施中用到的附件和材料； 

      2．由计算机中的硬件更新速度较快，实际到货的型号不低于上述配置。 

表 3-2 项目软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数据采集及存储模块 2 套 

2 数据选择及评价模块 2 套 

3 过程模型辨识模块 2 套 

4 IMC 控制器设计模块 2 套 

5 IMC-PID 控制器设计模块 2 套 

6 MOD-PID 控制器设计模块 2 套 

7 非线性区域控制模块 2 套 

8 仿真与图形显示模块 2 套 
 

3.2 卖方负责为 E1 装置提供 6 台气相色谱分析仪的设计、检验、包装运输、安装和

调试，以及配套管线等的设计和安装，并在交货时提供相应的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

相关技术资料，技术资料的准确性由卖方负责。 

表 3-3 气相色谱分析仪清单 

色谱仪

序号 流路及分析方式 单

位 数量 

1 AT1427A+AT1429 台 1 
2 AT1427B+AT1430 台 1 
3 AT1466A+AT1452A 台 1 
4 AT1466B+AT1452B 台 1 
5 AT1451A/AT1451B+AT1421 台 1 
6 AT1422+AT14032 台 1 

 

 

四、 智能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4.1 智能控制技术要求 

4.1.1智能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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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模技术无需测试信号，可在线自学习、自校正，直接辨识闭环系统中的连续

传递函数过程模型。基于小波分析技术对大数据进行预处理，从生产大数据中智能自动

捕捉有效过程数据，建立过程全部工况对象模型库。 

4.1.2  智能 PID优化控制 

自动采集工厂海量过程数据，转化为有效的数据仓库，无需外加任何测试信号，在

线自动智能建模，自动设计控制器参数，实现全装置智能 PID优化控制，达到高精度无

超调快速平稳控制，适用于多种工况长期投用。 

4.1.3  多变量智能控制 

自动采集数据，直接在线建立多变量模型，针对复杂对象的特点，设计具有多约束

和多目标调控的多变量控制器，解决生产装置中多变量、非线性、强耦合、纯滞后、间

歇式和连续式控制并存、多约束和多目标调控等技术难题，真正实现复杂生产过程长期

稳定运行。 

4.1.4  智能变参数非线性区域控制 

解决传统液位-流量串级控制流量大幅波动的控制难题，发挥液位的缓冲作用，尽

可能使流量稳定，减少对下游的影响。 

4.1.5  烽燧控制 

依据生产方案变更的负荷信息，基于全系统物料和能量的动静态平衡思想，对与生

产工艺过程相关的控制参数进行调整，减小生产方案变更带来的波动，消除相关过程间

的干扰，实现全装置全过程的平稳运行。 

4.2 智能控制实施范围要求 

4.2.1对所有控制回路实施智能控制 

E1/E2 装置所有控制回路采用智能 PID 优化控制器，达到小超调或无超调跟踪设定

值变化或克服扰动，使其快速平稳运行，增强抗干扰能力，减少系统的非正常、大范围

波动。 

4.2.2 裂解炉系统智能控制 

（1）裂解炉 COT温度控制 

COT 温度是裂解炉的重要控制变量，COT 温度直接影响到乙烯和丙烯的收率。裂解

炉 COT温度主要受进料、稀释蒸汽、炉管运行情况等影响，且有些因素是随机、不可控

的。对此设计 COT温度的多变量智能控制系统，以提高 COT温度的抗扰动能力，保证炉

管平均 COT温度的稳定，改善裂解炉运行状况，有利于提高主要产品收率、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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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多组烃进料的裂解炉，实施支路温度均衡控制 

针对多组烃进料的裂解炉，当裂解炉正常运行时，要求各组炉管温度尽量接近，以

减少炉管结焦或堵塞。建立炉管出口温度均衡智能控制系统，使在裂解生产过程正常运

行时，每组炉管的出口温度与 COT温度尽量接近，同时调整其他几组炉管的烃流量，减

少对 COT温度的影响。 

（3）裂解炉负荷控制 

裂解炉生产负荷的变化直接影响 COT温度、稀释蒸汽、支路温度等，仅通过手动操

作增减负荷，可能会对裂解炉运行产生影响，为此，设计裂解炉负荷控制系统，自动、

分段调整负荷，减少对裂解炉其他变量的影响。 

（4）炉管汽/烃比值控制 

在裂解反应中，稀释蒸汽的加入有利于降低烃分压，减少二次反应。但汽烃比增加

到一定程度，效果也逐渐降低，而使生产每吨产品的耗气量增加，成本上升，因而存在

一个最佳的汽烃比。汽/烃比比值系统根据炉管的进料流量以及给定的汽烃比，计算出

炉管的蒸汽流量控制器的设定值，通过调整蒸汽流量使汽烃比保持在期望值，以经济合

理利用稀释蒸汽，减少炉管结焦和对炉管平均 COT温度的影响。 

（5）汽包液位控制 

汽包液位是锅炉运行的重要指标，液位的过高、过低都会给锅炉及蒸汽用户的安全

操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必须对汽包液位进行严格的控制。汽包液位的控制应釆用

前馈与串级控制组成的复合智能控制系统，有效克服“虚假液位”、蒸汽负荷和锅炉给水

的扰动，提高系统运行的平稳性。 

4.2.3  脱乙烷系统控制 

在顺序分离流程中，裂解气经脱甲烷系统脱除氢气、甲烷等轻组分之后，由脱甲烷

塔塔釜所得碳二及碳二以上馏分，送入脱乙烷塔。在此，由塔顶切割出碳二馏分，以进

一步精制并分离出乙烯产品。脱乙烷塔塔釜则为碳三和碳三以上馏分，需送至脱丙烷塔

进一步加工。脱乙烷系统是对进入分离系统的裂解气实施的第一步分离工序，其分离效

果将直接影响后续分离系统的产品指标和操作参数的控制。对脱乙烷塔系统实施智能控

制，重点对脱乙烷塔塔釜液位、塔压、灵敏板温度、回流量、塔顶冷凝器液位等重点控

制回路实施智能控制，提高分离效果，减少对后续工段影响。 

4.2.4  乙烯精馏系统控制 

乙烯精馏系统是乙烯装置的成品塔之一，作用是将碳二馏分进行分离而得到高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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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乙烯产品，釜液乙烷返回裂解炉。其控制目标主要是使产品乙烯中的乙烷浓度为设定

值，即保证产品质量。在乙烯塔塔压稳定的基础上，对乙烯精馏塔塔温度、液位、塔顶

冷凝器液位、回流量等重点控制回路实施智能控制，实现乙烯精馏塔整体平稳运行，降

低装置能耗。 

4.2.5  脱丙烷系统控制 

脱丙烷塔塔顶分离出碳三，塔釜分离出碳四及以上组分。过多碳四馏分带入塔顶，

将使丙烯精馏塔塔釜温度过高，而过多碳三馏分带入塔釜，将造成脱丁烷塔塔压升高。

重点对双塔脱丙烷系统塔压、塔釜液位、灵敏板温度、回流罐液位等重点控制回路实施

多变量智能控制，实现双塔脱丙烷塔的平稳运行，减少对下游的影响。 

4.2.6  碳二加氢系统控制 

碳二加氢反应器系统包括两个等温反应器和两个绝热反应器。精制氢（95%纯度）

加至脱乙烷塔塔顶馏出物中，经预热后进入等温反应器，反应用掉大部分乙炔。等温反

应器出来的物料中加入氢气，经换热器换热后再进入绝热反应器，在两个绝热反应器之

间还需要加入氢并进行中间冷却。其控制目的在于保证乙炔全部转化，使产品合格，并

且使加氢反应生成物中的乙炔多生成乙烯，少生成乙烷。对碳二加氢反应器的入口/出

口温度、氢炔比值实施智能控制，以提高碳二加氢反应系统稳定性。 

4.2.7  复杂控制 

针对 E1E2 生产装置存在的复杂控制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分程，串级，比值等），

实施智能控制，实现复杂控制的投用。 

4.3 智能控制其他要求 

4.3.1 智能建模：要求建模过程无需外加测试信号，智能捕捉生产过程有效数据，

对全装置所有控制回路建立具有在线自学习、自校正功能的智能模型；建模过程不能影

响正常生产并可对所建立的对象模型进行评价、仿真与图形显示。 

4.3.2  智能控制器设计：要求全装置所有控制回路实现智能 PID 优化控制或 PID

参数智能设计。基于多工况模型库，自动设计智能 PID优化控制器，将全装置 PID控制

器改造为智能控制器，实现全装置智能精准控制，具有控制器性能仿真与图形显示功能。 

4.3.3  将液位-流量均匀控制或串级控制改造为智能变参数非线性区域控制，充分

发挥塔器的缓冲作用，消除内部自干扰，确保全装置稳定运行。 

4.3.4  多变量控制器设计：要求针对复杂对象，设计多约束和多目标调控的多变

量智能协调控制器，定制开发多变量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复杂单元的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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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要求项目实施后，可长期免维护稳定运行。 

4.3.6  系统供货商所提供的投标产品必须是技术成熟的。本次供货商所提供的投

标产品在中石油、中石化炼化企业应有至少 2个乙烯项目的应用业绩（业绩均应同时提

供合同复印件为准（原件备查），用户的联系人、移动电话、办公座机、公司邮箱，否

则为无效业绩）。 

4.4 硬件配置基本要求 

4.4.1智能控制服务器 

智能控制系统在 DCS系统之外设置系统服务器，智能控制系统服务器应能满足本项

目控制规模正常工作的要求，在 E1/E2装置分别配置一台服务器，服务器安装在中心控

制室内。 

4.4.2气相色谱分析仪系统 

4.2.1.1 由于 E1、E2 装置分析仪表存在部分重要参数监控无分析仪表、分析项目

不全、分析仪表指示不准、分析频次周期过长等问题，为了实时监控生产装置运行参数，

对各台裂解炉共增加 6台分析仪表，可根据原料组分的变化，及时调整 COT温度，保证

乙烯丙烯收率，并对增加部分分析仪表的分析项目、改变分析频次。增加的色谱分析仪

具体如下： 

色谱仪序号 流路及分析方式 单位 数量 

1 AT1427A+AT1429 台 1 

2 AT1427B+AT1430 台 1 

3 AT1466A+AT1452A 台 1 

4 AT1466B+AT1452B 台 1 

5 AT1451A/AT1451B+AT1421 台 1 

6 AT1422+AT14032 台 1 

 

4.4.2.2 色谱分析仪的分析参数要求见附表气相色谱分析仪指标。 

4.4.2.3 需增加的安装材料如下： 

（1）卡套球阀：6mm O.D   316SS                  共计 26个 

（2）卡套三通：6mm O.D   316SS                  共计 13个  

（3）不锈钢管：6mm O.Dφ6×1   316SS              共计 200米  

（4）伴热用无缝钢管：φ18×3   20#                共计 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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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插焊截止阀：PN6.3 DN10 /φ18   20#         共计 6个  

（6）岩棉管壳：DN40  δ=50                       共计 180米  

（7）镀锌铁皮：  δ=0.5                          共计 90 ㎡ 

4.4.2.4  色谱分析仪的最终数量和配置要求及上述所需安装材料以供货商与用户

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 

4.4.3  系统服务器与 DCS系统通讯 

智能控制系统服务器通过 OPC通讯方式与 DCS系统实现双向数据传输。与 DCS系统

通讯应设置硬件型防火墙，防火墙由智能控制系统成套提供。 

4.5 软件配置基本要求 

4.5.1 智能控制软件 

本项目 E1装置采用横河 CS3000控制系统、E2装置采用浙江中控 DCS控制系统。为

本项目提供的智能控制软件必须与本项目使用的 DCS系统兼容。智能控制软件对自身的

智能控制回路组态负责，对原有 P&ID 上控制回路的优化改变负责，实施智能控制后，

应能长期免维护稳定运行。 

4.5.2  软件的版本更新 

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质保期到期后，软件部分应能终身免费升级维护，硬件设备故

障时，系统供货商必须提供相应设备的规格型号信息，由用户自行采购，系统供货方免

费（免除服务期间所产生的任何费用）更换，更换完成后调试正常。 

 

五、 分析仪表技术要求 

5.1 关键技术参数和要求 

*1.本次招标的 6台色谱（具体见附表）： 

*2.投标人提供的色谱仪必须为生产厂家的最先进的成熟产品，色谱仪主机必须为

原装进口，产品必须是成熟的、先进的、完整的、无缺项的产品，无论何时发现缺项、

漏项，投标人都必须无偿完善，并赔偿招标方由此产生的损失。色谱仪主机必须提供原

产地商会出具的原产地证明。 

*3.投标人应对分析仪表各部分的型号、响应时间、重复性、稳定度、量程、功能

等进行详细说明。 

*4.投标人必须提供所供产品近五年在相同或类似装置上的使用业绩，至少要有 2

家以上，数量不少于 50套（限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系统内），且连续运行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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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供货合同复印件或用户证明（包括详细技术参数），且近 5年内不得有不良业绩。

业绩表应提供所供产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最终用户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5.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提供国家有关部门授权的防爆电气产品检测机构颁发的

防爆合格证，且证书在有效期内。认证机构必须为中国国家级的防爆认证机构 CQST 或

NEPSI或 FM或 PCECI或 IEC Ex或 CSA认证体系确定的认证机构。 

*6.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在中国境内有技术服务和维护机构，可长期提供备件，

有书面保证。 

*7.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机构的有关规定，并提供相应的质量

证明文件，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均由投标人负责。 

*8.色谱仪分析器FID检测器需配置进口防爆空气净化器, 并带有独立的防爆证书。 

*9.色谱仪载气控制采用 EPC电子压力控制器或精密稳压阀。 

*10.色谱仪通讯方式、防护等级、防爆等级、重复性、分析周期、量程、模拟量输

出（4-20mA，隔离）、检测器配置、工作的环境温度参数及色谱仪随机资料 m 满足现场

要求。 

*11.色谱仪采用菜单操作方式，便于用户在无需传统编程功能的情况下，轻松创建、

更改或编辑分析，显示和存储色谱图、测量结果及分析参数。 

*12.色谱仪配置带背光液晶操作面板，而且要求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分辨率不低

于 320x240点/英寸,关键参数具有快捷键，操作方便，简单，中英文。色谱操作可直接

在触屏进行。 

*13.色谱仪 FID 检测器采用热丝点火或长寿命的脉冲点火，点火时氢气/空气压力

可自动调整。 

*14.每台色谱的交货文件必须提供至少 20 周期或大于 8 小时重复性测试报告和谱

图。 

*15.预处理 

色谱仪需提供原装进口样品预处理系统。如厂家无法提供原装进口样品预处理系

统，其提供国产样品预处理系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预处理箱必须成套集成。 

*（2）气体样品采用玻璃管流量计时，压力不应超过 1MPa，液体样品采用金属管流

量计。 

*（3）重要采样点，快速回路设置低流量报警，并将报警信号传输至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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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管阀件等部件必须为 Swagelok 产品。并提供原产地证明、装箱单等文

件。 

*（5）所有管线在安装前必须按规定清洗和吹扫。 

*（6）预处理箱采用双层不锈钢结构，外壁厚度至少 1.5mm，内壁为 1mm，中间填

充保温材料，保温材料有保温隔热功能。采用>3mm 厚的 304SS不锈钢板做为背板的安装

方式，箱体大小以实际需要为准。预处理箱应有标识。 

*（7）箱体合页、锁采用不锈钢材质，密封条要耐高、低温。 

*（8）箱内采用蒸汽加热伴热方式，采用进口白钢管，管阀件采用 Swagelok 品牌

产品。箱体内部温度满足色谱仪分析要求。箱体内温度应该满足当环境温度变化 10℃时，

箱内温度变化小于 2℃，箱体带温度指示。箱体保温功能满足各台色谱仪技术参数中环

境温度要求（箱内不低于 15℃）。 

*（9）色谱仪流路切换阀应采用双通双阻结构，避免多流路样品之间交叉干扰。 

*（10）提供配套的校验钢瓶、减压阀（带压力表）及连接用软管及管件，除钢瓶

外的管阀件采用 Swagelok产品。钢瓶应提供压力容器配套文件。 

*（11）过滤器根据各台色谱仪组分条件选用合适的过滤器，滤芯更换周期大于 6

个月。厂家包括：Swagelok、BALSTON。 

*（12）流量计选用进口 BROOKS、KROHNE、ABB 的转子流量计，附相应证明文件。

不允许使用国内生产或合资的产品。 

*17.技术规格： 

 

*18.色谱仪配套工作站 1台，气相色谱分析仪的网络系统采用在控制室工作站对所

有色谱分析进行操作，工作站可实现色谱本身所有功能。工作站软件应为最新的软件版

本。色谱仪通过工作站可生成并打印分析和校验报告，包括谱图、结果、保留时间、峰

面积、流路信息等。并可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便于用户进行数据存档和作维护记录。 

*19.分析仪网络配置和功能：   

每台色谱至少提供 1个以太网输出。  

更新 1#、9#、14#分析间及控制室内的网络通讯设备。利旧分析间到控制室光纤及

分析间内通讯机柜。网络设备（包括电源）为 Hirschmann品牌。 

通过以太网将分析结果送到现场分析间通讯箱内的现有工业交换机，通过光纤上联

控制室用于连接 DCS系统及色谱工作站。卖方必须保证信号能够通讯到现有通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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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工作站具有色谱操作面板模拟；分析结果和谱图的显示和存储；报警记录和处

理；色谱工作参数的设定和修改；色谱数据的备份和恢复；包括谱图、结果、保留时间、

峰面积、流路信息等。色谱工作站可对多台色谱仪进行调试。 

*20.提供详细的分析系统采样系统图、材料表、分析柜外形尺寸图、总重量、整机

内部结构图、选型依据和试剂配方。 

*21.色谱仪严格符合现场要求及防爆要求，危险气体样品不能在现场直接排放，需

返回到工艺系统内。 

*22.投标人必须提供偏差表，招标人不接受偏差表以外的与询价文件的偏差。 

*23.所有附件和色谱仪的连接应在厂家整体组装完毕，暂时不用的电气及过程接口

应该用金属堵头密封。 

*24.微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测量使用 FID检测器时必须配置甲烷化器。 

*25.色谱仪柱箱须采用空气浴，PID温度控制，要求温度稳定性达到±0.1℃。 

*26.色谱仪载气只能选用 N2、H2、He作为载气，其他载气不被接受。 

*27.色谱柱的使用寿命大于 5年。 

*28.色谱仪中标方应到招标人现场指导色谱仪安装、调试、培训（培训内容：色谱

仪工作原理、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 

*29.投标人所提供的色谱仪及样品预处理成套系统的设计和选型要完全满足技术

规格书要求，同时要保证整套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可靠性。 

*30.投标人中标后应与用户确认详细技术方案。 

*31.随机备件：每台色谱仪提供采样阀 1个。 

*32.电源要求：投标人提供产品满足现有空开及线路要求，如不满足需提供完整解

决方案，相关材料及施工。 

5.2 一般技术参数和要求 

#1.投标人所供产品应有位号铭牌，位号按招标人提供的仪表位号编制，铭牌材质

宜采用不锈钢。位号铭牌应使用不锈钢螺栓、螺钉、铆钉等加以固定。位号铭牌标示的

信息应包括：仪表位号、系列号、规格型号、防护等级、法兰等级、制造商名称及商标、

出厂编号、出厂日期等。如果不能使用铭牌，应将位号铭牌应标识的信息压印在仪表外

壳上。 

#2.技术要求中未规定的仪表材料按照制造厂标准，必须适合招标人给出的工艺条

件，规格型号按照制造商提供的选型样本的各种代码表示其功能，仪表材质不低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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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 

#3.投标人对所提供的硬件、软件、技术服务、工程服务、技术培训、软件组态、

工厂验收(FAT)、包装运输、开箱检验、安装指导、现场测试、现场验收(SAT)，直到装

置开工中色谱运行等各个环节负有完全责任。投标人不应以招标方提供的文件数据的疏

漏作为提供缺项或者不合格产品的借口。  

#4.提供所有设备以及附件的产地（国别、公司），由招标人确认认可。 

#5.质保期间，色谱仪中标方 48小时内答复并免费到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6.设备在现场安装、接线完毕后，系统通电由投标人安排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人员

负责，通电前由投标人安排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人员负责检查系统的安装、接线、电源及

接地等情况，然后通电启动。 

#7.装置开工前，由投标人安排设备制造商的有经验的应用工程师到现场，协助用

户对系统与过程进行联调试运，使系统各部分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完整地投入运行。装

置开工期间，由投标人安排设备制造商的有经验的应用工程师到现场，保证开工期间系

统工作正常。 

#8.投标人应对系统开工后的售后技术服务、使用与维修技术咨询提供良好的保证，

投标人应保证其指定技术服务与维修的支持部门在接到用户电话（传真）后 24 小时内

对用户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电话或传真），直到解决问题。需要时应派专人到用户所

在地解决。 

说明： 

1.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关键技术参数和要求（标注“*”号）,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

和要求的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废标。 

2. 技术参数中标注“#”的为一般技术参数，对每一项一般技术参数的偏离或不满

足，则投标价格上浮 1%予以评议。 

3.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无标注号的一般技术参数和要求，对这些技术参数和要求每

一项负偏离，评标价格增加 0.5%。 

4.技术规格书中一般技术参数（包括#号和无标注符号的一般参数）偏离大于或等

于 5项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5.3 技术指标 

5.3.1大庆地区环境情况 

环境温度（极端）：  最高 40℃，最低-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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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湿度（月平均）：最高 84％，最低 44％ 

大气压力（月平均）：最高 100.92KPa，最低 98.41KPa 

环境最大噪音：     115db 

其他环境条件：     大风沙、沙爆、腐蚀、震动、高温差 

5.3.2水、电、气、汽情况 

交流电源：   100VAC±10%.50Hz；  (UPS供电) 

仪表风 气源压力：0.4MPa；温度：常温、无油无尘空气。 

载气源：氮气（工厂氮气）99.995% 

载气源：氢气（钢瓶气）99.999% 

5.3.3设备技术要求 

1.工艺要求 

取样点参见《取样位置及组成》。 

压力：常压 

温度：常温   

是否需要回流：否 

采样方式：探针（利旧） 

2.分析要求 

 功能及相关参数：色谱分析多流路，载气为氢气或氮气，测量组分见《取样位

置及组成》。 

 仪器的工作环境：操作环境温度 5℃～35℃，湿度:操作状态 10%-90%。 

 基本配置：色谱仪、预处理系统（具体配置现场确认）。 

 光纤改造 

将控制室与分析间现有的分析仪网络通讯设备进行更新。要求：保持原有通讯

功能及现有设备的通讯，并将本次项目的设备加入该网络系统。网络设备应选

择 Hirschmann或 Westermo工业级产品。 

 色谱触屏及说明书要求：全触屏操作、全中文菜单、中文数据表，每台色谱仪

必须单独带 LCD控制器，可显示实时谱图，具有在线帮助功能。 

 色谱仪要求恒温炉的电子温控精度：不低于±0.05℃，空气浴加热。 

 每流路分析周期详见《取样位置及组成》。 

 TCD检测器必须具有断载气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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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仪表需满足整体防爆认证(国家标准 ExpydⅡB+H2，或满足国际标准 Class I 

Div.1 Group C&D) 

3 分析仪网络配置和功能：   

 每台色谱提供至少 1个以太网输出。  

 通过以太网将分析结果送到现场分析间通讯箱内的现有工业交换机，通过光纤

上联控制室用于连接 DCS 系统及色谱工作站。卖方必须保证信号能够通讯到现

有通讯系统。 

 色谱工作站具有色谱操作面板模拟；分析结果和谱图的显示和存储；报警记录

和处理；色谱工作参数的设定和修改；色谱数据的备份和恢复；通过工作站可

生成并打印分析和校验报告，包括谱图、结果、保留时间、峰面积、流路信息

等。色谱工作站可对多台色谱仪进行同时调试。 

以上各项要求卖方必须响应，如有偏差，请如实列出偏差表，供买方参考。 

 

六、 性能保证 

6.1智能控制系统 

项目以装置运行时期的工艺和仪表满足设计指标为考核基础。在工艺和设备满足设

计条件下，对 E1E2装置实施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后，实现如下目标： 

1) E1E2装置 887个控制回路自控率注 1达到 98%以上； 

2) E1E2装置 887个控制回路平稳率注 2达到 98%以上； 

3) 项目实施后各控制回路波动范围在工艺卡片控制原基础范围内降低 20%。 

    注 1：自控率指在考核期内投自动回路数占总回路数的百分率。 

    注 2：运行平稳率计算方法：在性能考核期内，在性能保证值范围内的回路数

占附录中总回路数的百分率。 

4) 裂解炉 COT均方差波动范围±2.5℃。 

对于多路进料的裂解炉：各路烃进料量偏差为平均进料量的±4%；各路蒸汽进

料量偏差为平均进料量的±5%，其余流量和液位偏差为设定值的±3%。 

5) 碳二加氢反应器自动控制，稳定运行，反应器加氢合格； 

6) 分离系统具体控制要求：脱丙烷系统、脱甲烷系统、脱乙烷系统、乙烯精馏系

统各控制回路均可实现自动或串级控制，各控制回路波动范围在工艺卡片控制

原基础范围内降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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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双方职责 

买方职责 

1) 为完成研究任务，为卖方提供研究开发所必须的资料、数据和工作环境； 

2) 根据需要，对现场检测仪表进行检定、调试； 

3) 买方要抽调工艺、仪表及生产管理的有关人员组成项目小组，配合卖方开展工

作； 

4) 买方为卖方现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便利； 

5) 组织最终验收。 

卖方职责 

1) 根据买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乙烯厂生产装置的具体情况，提出先进控制系统的

设计方案； 

2) 卖方在充分对装置进行调研后，基于目前装置仪表现状，由卖方确认数据的准

确性； 

3) 在先进控制系统实施、投用运行过程中，卖方确保不会对装置生产的平稳运行

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该项目引起生产波动或事故，卖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4) 卖方负责协调项目硬件施工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如发生费用，由卖方承担，卖

方所提供的软硬件需保证系统的完整性。 

5) 按照进度要求进行乙烯裂解装置先进控制系统的开发，负责应用技术开发、软

件编制和调试； 

6) 负责现场实施，对该研究内容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正，达到本协议签定的技术

经济指标； 

7) 卖方负责气相色谱分析仪及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安装及调试； 

8) 提供买方指定的相关人员的培训； 

9) 完成技术总结，并按要求提交相关验收材料（包括技术报告、操作手册、维护

手册、结构功能组态图）。 

 

八、 技术服务 

8.1  概述 

    技术服务应包括项目服务与现场服务。项目服务有项目管理、工厂试验与出厂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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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服务、组态工作管理等。现场服务包括到货开箱检查、现场安装、联调试运和装置

投运等。 

8.2  项目管理 

8.2.1  项目经理 

整个项目执行期间应提供优良的项目管理服务。系统供货商在签订合同后应立即指

定一位固定的有经验的项目经理并通知用户，要有一个固定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项目

经理应自始至终地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及文件、信件(传真、网络信件等)资料往来，及

时联系和处理用户与厂商之间的有关事宜，如有人员更改或临时变化，应预先通知用户。 

 8.2.2  项目进度  

    系统供货商技术文件应提供参考的项目进度表，确切进度及具体日程待签订合

同前确定。系统供货商应在技术文件中提出本项目系统设计、制造、配套设备采购、调

试、测试、验收等各阶段的执行进度。 

8.3  工程条件会  

8.3.1  系统供货商应在签订合同后，根据工程设计具体情况举行工程条件会议，

对系统配置和规格进行详细确认，确定本项目的所有供货清单(包括安装材料清单)。经

确认的供货清单与服务条款即为生产定单。  

8.3.2  双方确认的文件即成为技术附件，具有合同附件的同等效力。  

8.3.3  如果有必要，工程条件会议时还可再次确认项目进度。  

8.3.4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果有必要，供、需双方还可就系统设计进行必要的

协调，组织设计联络协商处理。双方确认的文件及修改版也具有合同附件的同等效力。 

8.4  现场技术服务 

8.4.1  现场安装及建模 

主要是系统供货商将智能控制系统软件在 DCS系统上的安装、调试、建模、链接等

工作。确保平稳、无扰动投用智能控制系统。针对气象色谱分析仪系统在分析仪厂商和

用户的配合下,完成整个分析仪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工作。 

8.4.2  系统投运  

系统投运期间，系统供货商应派有经验的应用工程师到现场，保证智能控制系统投

运稳定。  

8.5  售后服务与维护 

8.5.1 卖方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质保期内提供免费的软件升级服务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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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期后按双方商定的合作方式提供服务，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一年； 

8.5.2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任何技术及质量问题，卖方保证在接到通知后 12小时内

回应，在质保期内 24小时内赶到现场，无偿妥善处理和解决现场问题； 

8.5.3卖方对项目中所有硬件提供五年免费保修服务，保修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 

8.5.4 卖方对 Robust-IC 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提供三年免费技术服务，服务期限从

验收合格之日起。 

 

九、 完成/验收测试 

在项目实施完工并平稳运行一段时间后（至少一个月），由系统供应商提出验收测

试工作要求，对于约定的控制指标逐一进行核定确认。 

在本项目完成后，由买方组织考核。考核方法：E1E2装置裂解炉区、加氢系统、分

离系统连续运行 240小时的曲线，在该时间段内达到本附件性能保证所指定的指标。双

方对考核结果进行确认，并在项目验收表上签字，则承认工作完成。卖方提供最终项目

的验收材料（包括技术报告、操作手册、调试手册及功能组态图），买方出具项目测试

验收报告。 

十、 技术培训 

    卖方负责对买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买方参加的培训人员为自控仪表人员、现场操

作人员及技术人员。其中参加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控制系统的培训人数为 12人，

培训时间为一周，培训地点为北京。参加现场操作知识的培训人数为 15~20人，培训地

点为项目实施现场。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控制系统及现场操作知识的主要培训内

容如下： 

1) 先进控制基础知识； 

2) 工业过程的系统辨识； 

3)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控制； 

4) 预测控制及模糊控制； 

5) 多变量智能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自适应控制系统； 

6) 多变量智能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自适应控制系统的操作及投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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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最终资料交付 

    卖方提交所有项目相关文档资料，最终提交资料如下： 

1. 服务器的安装软件及相关资料一套； 

2.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 CD一套； 

3.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的技术报告纸版八份 CD版两份； 

4.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的调试报告纸版八份 CD版两份； 

5.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的操作手册纸版八份 CD版两份； 

6. Robust-IC全流程智能控制的功能组态图纸版八份 CD版两份； 

7. 6台色谱分析仪随机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一份 

8. 6台色谱分析仪操作手册纸版八份 CD版两份； 

9. 6台色谱分析仪维护手册纸版八份 CD版两份； 

10. 项目竣工图纸纸版十八份。 

 

十二、 其它 

1. 本技术要求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末尽事宜，应由双方协商解决，

并出具书面变更文件。 

2. 本技术要求是商务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技术要求一式六份。 

4. 联系方式： 

       买方地址：黑龙江省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 

       买方联系人姓名：周勇 

       买方联系方式： 1393677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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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气相色谱分析仪指标 

第一台、AT-1427A/AT1429 

1）AE-1427A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结果 单位 量程 

C2 加氢等温反应器出料 

氢气 0.22 %(体积分数) 0-1% 
甲烷 0.14 %(体积分数)  
乙烷 18.77 %(体积分数) 0-30% 
乙烯 80.68 %(体积分数) 0-100% 
丙烷 <0.01 %(体积分数)  

环丙烷 <0.01 %(体积分数)  
丙烯 0.01 %(体积分数)  
乙炔 0.14 %(体积分数) 0-1% 

异丁烷 <0.01 %(体积分数)  
丙二烯 <0.01 %(体积分数)  
正丁烷 <0.01 %(体积分数)  
反丁烯 0.01 %(体积分数)  
正丁烯 0.02 %(体积分数)  
异丁烯 <0.01 %(体积分数)  
顺丁烯 0.01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 <0.01 %(体积分数)  

1,3-丁二烯 0.01 %(体积分数)  
碳四 0.04 %(体积分数)  

碳五及碳五

以上 <0.01 %(体积分数)  

总和 99.79 %(体积分数)  
二氧化碳 0.1 ppm(体积分数) 0-10ppm 

2）AE1429 

序号 组分 正常值 量程 备注 量程 

1 C2H2 0ppm 10ppm  0-10ppm 
2 H2 100ppm 300ppm  0-5000ppm 
3 C2H6 20% 50%  0-50% 
4 C2H4 75% 100%  0-100% 
5 C3H6 1%    

要求：双炉体，两流路并行分析 

 
第二台、AT1427B/AT1430 

1）AE-1427B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结果 单位 量程 

C2 加氢第一绝热反应器出

料 

氢气 0.28 %(体积分数) 0-1% 
甲烷 0.15 %(体积分数)  
乙烷 18.98 %(体积分数) 0-30% 
乙烯 80.53 %(体积分数) 0-100% 
丙烷 <0.01 %(体积分数)  
环丙烷 <0.01 %(体积分数)  
丙烯 0.01 %(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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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 <0.01 %(体积分数) 0-1% 
异丁烷 <0.01 %(体积分数)  
丙二烯 <0.01 %(体积分数)  
正丁烷 <0.01 %(体积分数)  
反丁烯 0.01 %(体积分数)  
正丁烯 0.03 %(体积分数)  
异丁烯 <0.01 %(体积分数)  
顺丁烯 0.01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 <0.01 %(体积分数)  
1,3-丁二烯 <0.01 %(体积分数)  

碳四 0.05 %(体积分数)  
碳五及碳五以

上 <0.01 %(体积分数)  

总和 99.73 %(体积分数)  

 
2）AT1430 

序号 组分 正常值 量程 备注 量程 

1 CH4 200 300PPM  0-300ppm 
2 C2H2 0PPM 10PPM  0-10ppm 
3 CO2 0PPM 5PPM  0-5ppm 
4 C2H6 200PPM 500PPM  0-500ppm 
5 C2H4 99.50%    

要求：双炉体，两流路并行分析 

 
第三台、AT1452A/AT1466A 

1）AE1452A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结果 单位 量程 

ER-476 入口 

甲烷 0.12 %(体积分数)  
乙烷 0.03 %(体积分数)  
乙烯 <0.01 %(体积分数)  
丙烷 27.05 %(体积分数) 0-50% 
环丙烷 <0.01 %(体积分数)  
丙烯 68.61 %(体积分数) 0-100% 
乙炔 <0.01 %(体积分数)  
异丁烷 0.12 %(体积分数)  
丙二烯 0.59 %(体积分数) 0-2% 
正丁烷 0.05 %(体积分数)  
反丁烯 0.19 %(体积分数)  
正丁烯 0.57 %(体积分数)  
异丁烯 0.3 %(体积分数)  
顺丁烯 0.02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 0.71 %(体积分数) 0-2% 
1,3-丁二烯 0.56 %(体积分数)  

碳四 1.81 %(体积分数)  
碳五及碳五以

上 <0.01 %(体积分数)  

总和 98.93 %(体积分数)  
氢气 1.08 %(体积分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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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E1466A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规格指标 结果 单位 量程 

聚合级丙烯产

品 

甲烷  <1 ml/m³  
乙烷  89 ml/m³ 0-200ppm 
乙烯 ≤50 <1 ml/m³  
丙烷  1779 ml/m³ 0-5000ppm 

环丙烷  <1 ml/m³  
丙烯 ≥99.4 99.81 %(体积分数)  
乙炔  <1 ml/m³  

异丁烷  <1 ml/m³  
丙二烯  <1 ml/m³ 0-10ppm 
正丁烷  1 ml/m³  
反丁烯  <1 ml/m³  
正丁烯  <1 ml/m³  
异丁烯  <1 ml/m³  
顺丁烯  <1 ml/m³  
甲基乙炔  <1 ml/m³ 0-10ppm 

1,3-丁二烯  <1 ml/m³  
烷烃 ≤0.6 0.19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和丙

二烯 ≤8 <1 ml/m³  

丁烯和丁二烯 ≤20 <1 ml/m³  
乙烷+丙烷  0.19 %(体积分数)  

要求：单炉体，两流路并行分析 

 
第四台、AT1452B/1466B 

1）AE1452B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结果 单位 量程 

ER-476 出口 

甲烷 0.19 %(体积分数)  
乙烷 0.05 %(体积分数)  
乙烯 <0.01 %(体积分数)  
丙烷 27.1 %(体积分数) 0-50% 

环丙烷 <0.01 %(体积分数)  
丙烯 71.44 %(体积分数) 0-100% 
乙炔 <0.01 %(体积分数)  

异丁烷 0.07 %(体积分数)  
丙二烯 <0.01 %(体积分数) 0-500ppm 
正丁烷 0.04 %(体积分数)  
反丁烯 0.24 %(体积分数)  
正丁烯 0.52 %(体积分数)  
异丁烯 0.18 %(体积分数)  
顺丁烯 0.03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 <0.01 %(体积分数) 0-500ppm 

1,3-丁二烯 <0.01 %(体积分数)  
碳四 1.08 %(体积分数)  

碳五及碳五以上 0.02 %(体积分数)  
总和 99.9 %(体积分数)  
氢气 0.11 %(体积分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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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E1466B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规格指标 结果 单位 量程 

化学级丙烯产

品 

甲烷  <1 ml/m³  
乙烷  2 ml/m³ 0-10ppm 
乙烯  <1 ml/m³  
丙烷  33049 ml/m³ 0-5% 
环丙烷  <1 ml/m³  
丙烯 ≥95 96.69 %(体积分数)  
乙炔  <1 ml/m³  
异丁烷  <1 ml/m³  
丙二烯  <1 ml/m³ 0-10ppm 
正丁烷  <1 ml/m³  
反丁烯  <1 ml/m³  
正丁烯  <1 ml/m³  
异丁烯  <1 ml/m³  
顺丁烯  <1 ml/m³  

甲基乙炔  1 ml/m³ 0-10ppm 
1,3-丁二烯  <1 ml/m³  

烷烃  3.31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和丙二

烯 ≤15 1 ml/m³  

丁烯和丁二烯 ≤500 <1 ml/m³  
乙烷+丙烷  3.31 %(体积分数)  

要求：双炉体，两流路并行分析 

 

第五台：AT1451A/AT1451B/AT1421 

AE1451A 

取样位置 组分名称 单位 数量 待测组分量程 

AT-1451A 

丙烯塔回流

罐的冷却器 

丙烷 mol% 18.41 0～35mol% 

乙烷 mol% <0.01  

丙烯 mol% 76.87 0-100 

异丁烷 mol% <0.01  

正丁烷 mol% 0.05  

环丙烷 mol% <0.01  

丙二烯 mol% 1.5 0～5mol% 

正丁烯 mol% 0.26  

异丁烯 mol% 0.34  

反丁烯 mol% <0.01  

异戊烷 mol% <0.01  

顺丁烯 mol% <0.01  

正戊烷 mol% <0.01  

甲基乙炔 mol% 1.87 0～5mol% 

1,3-丁二烯 mol% 0.71 0～2mol% 

1,2-丁二烯 mol% <0.01  

乙基乙炔 mol% <0.01  

乙烯基乙炔 mol% <0.01  

其他碳五 mol% <0.01  

碳三总和 mol% 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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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四总和 mol% 1.35  

碳五总和 mol% <0.01  

 

 

AE1451B 
样品名称 分析项目 结果 单位 量程 

ER-475 入口 

甲烷 0.13 %(体积分数)  
乙烷 0.05 %(体积分数)  
乙烯 <0.01 %(体积分数)  
丙烷 25.74 %(体积分数) 0-50% 
环丙烷 <0.01 %(体积分数)  
丙烯 69.94 %(体积分数) 0-100% 
乙炔 <0.01 %(体积分数)  
异丁烷 0.06 %(体积分数)  
丙二烯 0.74 %(体积分数) 0-2% 
正丁烷 0.02 %(体积分数)  
反丁烯 0.04 %(体积分数)  
正丁烯 0.21 %(体积分数)  
异丁烯 0.15 %(体积分数)  
顺丁烯 0.01 %(体积分数)  

甲基乙炔 1.07 %(体积分数) 0-3% 
1,3-丁二烯 0.37 %(体积分数) 0-1% 

碳四 0.86 %(体积分数)  
碳五及碳五以上 0.01 %(体积分数)  

总和 98.55 %(体积分数)  
氢气 1.46 %(体积分数) 0-5% 

 

AE-1421 
取样位置 组分名称 单位 数量 待测组分量程 

AT-1421 

脱乙烷塔底 

乙烯 mol% 0.02  

乙烷 ppm 3200 5000 

丙烯 mol% 63.33 100 

丙烷 mol% 12.03 100 

丙二稀/甲基乙炔 mol% 4.07  

丁二烯 mol% 6.1  

碳四总量 mol% 9  

碳五总量 mol% 3  

苯系物 mol% 1  

 

要求：单炉体，（AT-1451A&1451B切换）+AT1421 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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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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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14032 

取样位置 组分名称 单位 数量 待测组分量程 

AT14032甲烷产

品脱甲烷塔 1＃

换热 EH-403出口 

甲烷 mol% 98.67  

一氧化碳 mol% 0.38  

氢气 mol% 0.82  

乙烯 mol% 0.5 0-2% 

要求：单炉体，并行分析 
 

 

 

 

 

取样位置 组分名称 单位 数量 待测组分量程 

AT1422 

脱乙烷塔回流罐

出口 

乙烯 mol% 78.41 0-100% 

甲烷 mol% 0.11  

乙烷 mol% 18.42 0～30mol% 

乙炔 mol% 1.36 0～2mol% 

丙烷 mol% <0.01  

丙烯 mol% <0.01 0～5000ppm 

碳三 mol% <0.01  

氢气 mo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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