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29831.9

(22)申请日 2016.09.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4639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73)专利权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13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专利权人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荣冈　姚舰航　郭延海　魏振生　

陈守文　车桂璠　冯毅萍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天勤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24

代理人 胡红娟

(51)Int.Cl.

G06F 17/50(2006.01)

G06Q 10/06(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105096008 A,2015.11.25,

CN 103591978 A,2014.02.19,

CN 1900857 A,2007.01.24,

US 2013124161 A1,2013.05.16,

EP 1969303 B1,2012.02.22,

KR 20150012065 A,2015.02.03,

CN 104008431 A,2014.08.27,

Cyril Joseph.《Hybrid Modeling and 

Discrete Controller Design of Three-Tank 

Benchmark System》.《IEEE》.2011,第170-174

页.

张华莎.《石油化工罐区自动控制系统和生

产管理系统》.《石油化工自动化》.2016,第52卷

(第1期),第7-14页.

张轲.《基于PLC和组态软件的宝鸡中立油库

罐区监控系统设计》.《工业技术》.2014,(第20

期),第57-62页.

审查员 王艳丽

 

(54)发明名称

一种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

真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基于有限状态机技术，提出了一种面

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将罐

区设备映射成有限状态，并模拟各种罐区操作来

分析系统本身的动态行为，评估各种操作的影响

来保证各种生产操作的合理性，也为规范实际操

作人员的操作行为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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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实际流程工业罐区结构及生产特点，将罐区对象描述为以下集合：罐区设备模

型集合、设备工艺操作集合、设备逻辑约束集合和设备输入输出集合；

(2)利用设备输入映射模块定义不同罐区设备的输入数据和输入事件；

(3)利用设备结构映射模块将罐区设备物理结构映射成信息结构模型；

(4)利用设备行为映射模块定义不同罐区设备的动态仿真行为，包括连续动态行为和

离散逻辑行为；

(5)利用设备约束映射模块将约束转换成设备状态变迁条件约束，具体将操作互斥性

映射为状态转换逻辑约束，将工艺限制条件映射为状态阈值约束；

(6)利用设备操作映射模块将不同设备操作映射为不同的设备状态，并定义不同状态

之间转移的逻辑；

(7)利用设备输出映射模块定义不同罐区设备的输出数据和输出事件，并将核心生产

指标输出量传输到人机交互界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所述罐区设备模型集合将罐区模块化和对象化，以罐区设备模型为建模对象，罐

区设备包括油罐、泵、阀门、管道、加热器以及冷凝器；所述设备工艺操作集合定义设备不同

操作事件和操作状态，并定义不同操作事件下，状态之间的转移逻辑和变量的计算逻辑；所

述设备逻辑约束集合定义不同设备操作的逻辑互斥性及不同设备工艺能力阈值约束；所述

设备输入输出集合定义对应设备具有的输入数据端口、输入事件端口、输出数据端口和输

出事件端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输入数据定义为描述该设备基本物理意义的信息或者罐区生产的初始工艺参数，所述输

入事件定义为触发设备状态改变的动作变量或者操作变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设备结构映射模块通过节点、端口以及连接三个元素将设备结构以及设备间连接逻辑完

整描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将

设备模型定义为节点结构体，包括设备ID、设备名称、设备基本属性参数；设备输入输出定

义为端口结构体，包括端口ID、端口名称、端口所依附的节点ID；设备节点间不同端口的连

接定义为连接结构体，包括连接ID、连接名称、连接源端口ID以及连接目的端口ID；利用将

罐区DCS拓扑结构转换成罐区信息结构图。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4)中，所述连续动态行为的状态转移函数具体定义形式如下：

S(t+Δt)＝f(I(t) ,S(t))，其中I(t)∈I,S(t+Δt)∈Sc,S(t)∈Sc

式中，I为输入事件集合，Sc为连续状态变化区间，f为变量转移函数关系；

所述离散逻辑行为的状态转移函数具体定义形式如下：

S(t+1)＝F(I(t) ,S(t))，其中I(t)∈I,S(t+1)∈Sd,S(t)∈Sd

式中，I为输入事件集合，Sd为离散状态集合，F为状态转移条件函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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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5)中，所述状态转换逻辑约束的具体描述形式如下：

IF  Si＝ON  THEN  Sj＝OFF

式中，Si,Sj为不同的操作状态；

所述状态阈值约束的具体定义形式如下：

0≤V≤Ci,Ci∈C

式中，V为某一状态变量，Ci为某一状态下阈值，C为该变量不同状态下阈值集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6)中，所述设备状态描述为：油罐状态集合为St:{St1,St2,St3,St4,St5}，离心泵状态集合

为Sb:{Sb1,Sb2}，加热器状态集合为Sh:{Sh1,Sh2}，冷凝器状态集合为Sc:{Sc1,Sc2}，其中St1为

油罐静止状态，St2为油罐收油状态，St3为油罐付油状态，St4为油罐返罐状态，St5为油罐切换

状态，Sb1为离心泵关闭状态，Sb2为离心泵开启状态，Sh1为加热器关闭状态，Sh2为加热器关闭

状态，Sc1为冷凝器关闭状态，Sc2为冷凝器开启状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7)中，所述输出数据定义为表征整个仿真系统的核心指标变量的信息，所述输出事件定

义为设备状态改变后产生的输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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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石油化工行业罐区工艺分析与仿真建模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面向流程

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流程工业仿真多集中在针对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准备模拟上，通常会以代

数方程或者微分方程来描述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传递、能量传递、动量传递、反应动

力学以及物理化学性质。从而来定量揭示系统稳态或动态变化。比如目前比较成熟的动态

仿真商业软件HYSYS。而不同于其他流程工业仿真，石油罐区仿真不仅包含各种动态连续生

产行为，同时包含各种离散工艺操作。如此罐区对象通常被看成一个混杂的仿真系统，如何

进行统一建模仿真成为罐区建模仿真关键。

[0003] 有限状态机，简称状态机，是表示有限个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的转移和动作

等行为的数学模型。状态反映从系统开始到现在时刻的输入变化。转移指示状态变更，并且

用必须满足来确使转移发生的条件来描述它。动作是在给定时刻要进行活动的描述。该技

术能够简单形象地描述一个系统从初始状态到最终状态的时序变迁，因此目前多用于数字

控制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离散控制系统的建模中，而很少被应用到流程工业仿真。

[0004] 公开号为CN  103049838A的中国发明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包裹

运输状态监控方法，用于物流运输系统中包裹运输状态的监控。该方法针对包裹在整个运

输过程中的运输状态建模，通过包裹内安置的无线传感器节点监测包裹内发生的各种事

件，再根据有限状态机跳转到不同的运输状态，对于每个状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从而达

到实时监控包裹运输过程的目的。

[0005] 在流程工业罐区仿真领域，有些研究基于三维呈现或者虚拟现实技术来更形象模

拟罐区工业生产过程。有些研究则通过机理建模来模拟罐区设备物流生产、组分质量以及

能耗等工艺过程。这些多集中在场景模拟，并未涉及罐区操作的动态分析和研究。因此，有

些研究者通过仿真手段来优化罐区操作调度策略来优化操作。另外更多研究集中通过事件

模拟、应急预案演练来进行罐区安全仿真分析。

[0006] 周泽伟(基于虚拟现实的流程工业过程模拟仿真系统，《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1,47(10):204-208.)公开了一种基于虚拟现实的炼油企业过程模拟仿真算法，详细说

明了该算法在虚拟现实仿真平台上的应用过程，包括重点装置动态模拟、罐区油品调合仿

真、进出厂模拟等。虚拟现实仿真平台通过生产过程与数据的可视化呈现与人机交互以及

现场应用，可以为炼油企业流程模拟仿真培训与生产过程三维可视化监控提供有效的支

持。

[0007] 这些研究虽涉及罐区操作，但侧重点均在于事故模拟和安全分析，并未涉及罐区

操作的动态分析和研究。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06446392 B

4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目的是针对石化领域罐区连续生产和离散工艺操作的混杂系统进行建模

仿真，提供了一种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为理解罐区动态机理和规

范罐区操作提供参考依据。

[0009] 一种面向流程工业罐区的混杂系统建模仿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根据实际流程工业罐区结构及生产特点，将罐区对象描述为以下集合：罐区设

备模型集合、设备工艺操作集合、设备逻辑约束集合和设备输入输出集合；

[0011] 所述罐区设备模型集合将罐区模块化和对象化，以罐区设备模型为建模对象，罐

区设备主要包括油罐、泵、阀门、管道、加热器以及冷凝器。

[0012] 所述设备工艺操作集合定义设备不同操作事件和操作状态，并定义不同操作事件

下，状态之间的转移逻辑和变量的计算逻辑。罐区工艺操作集合主要涉及罐区常见操作，主

要包括收油操作、付油操作、返罐操作以及切罐操作。同时包含其他设备的启停开关操作。

[0013] 所述设备逻辑约束集合定义不同设备操作的逻辑互斥性及不同设备工艺能力阈

值约束，主要包括阈值约束和操作逻辑约束。

[0014] 所述设备输入输出集合定义对应设备具有的输入数据端口、输入事件端口、输出

数据端口和输出事件端口。

[0015] (2)利用设备输入映射模块定义不同罐区设备的输入数据和输入事件；

[0016] 所述输入数据定义为描述该设备基本物理意义的信息或者罐区生产，主要包括设

备相关工艺参数等静态数据以及体现设备动态特性的动态数据。

[0017] 所述输入事件定义为触发设备状态改变的动作变量或者操作变量，具体定义为布

尔形式的信号，其具体映射如下：

[0018] f:阀门开启事件→信号1

[0019] f:阀门关闭事件→信号0

[0020] f:离心泵开启事件→信号1

[0021] f:离心泵关闭事件→信号0

[0022] f:加热器开启事件→信号1

[0023] f:加热器关闭事件→信号0

[0024] f:冷凝器开启事件→信号1

[0025] f:冷凝器关闭事件→信号0

[0026] (3)利用设备结构映射模块将罐区设备物理结构映射成信息结构模型；

[0027] 所述设备结构映射模块通过节点、端口以及连接三个元素将设备结构以及设备间

连接逻辑完整描述。

[0028] 将设备模型定义为节点结构体，包括设备ID、设备名称、设备基本属性参数；设备

输入输出定义为端口结构体，包括端口ID、端口名称、端口所依附的节点ID；设备节点间不

同端口的连接定义为连接结构体，包括连接ID、连接名称、连接源端口ID以及连接目的端口

ID；利用将罐区DCS拓扑结构转换成罐区信息结构图。

[0029] (4)利用设备行为映射模块定义不同罐区设备的动态仿真行为，设备的动态仿真

行为本质上是状态变量的转移变化，包括连续动态行为和离散逻辑行为；

[0030] 连续动态行为包括设备各种连续变量，其状态变量转移函数具体定义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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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S(t+Δt)＝f(I(t) ,S(t))，其中I(t)∈I,S(t+Δt) ,S(t)∈Sc

[0032] 式中，I为输入事件集合，Sc为连续状态变化区间，f为变量转移函数关系；

[0033] 不同于其他流程工业对象，罐区对象除了连续动态行为，由于罐区存在各种常规

的罐区操作，比如付油操作、收油操作以及切罐操作，使得罐区对象仿真需要考虑这些离散

动态行为，其状态转移函数具体定义形式如下：

[0034] S(t+1)＝F(I(t) ,S(t))，其中I(t)∈I,S(t+1) ,S(t)∈Sd

[0035] 式中，I为输入事件集合，Sd为离散状态集合，F为状态转移条件函数。

[0036] (5)利用设备约束映射模块将约束转换成设备状态变迁条件约束，具体将操作互

斥性映射为状态转换逻辑约束，将工艺限制条件映射为状态阈值约束；

[0037] 所述状态转换逻辑约束，在罐区对象中主要体现为操作逻辑的互斥性，罐区主要

存在付油操作与收油操作的互斥性、付油操作与返罐操作的互斥性以及对罐切罐操作中的

相关约束，具体描述形式如下：

[0038] IF  Si＝ON  THEN  Sj＝OFF

[0039] 式中，Si,Sj为不同的操作状态。

[0040] 所述状态阈值约束主要约束设备不同的工艺参数上下限，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其

具体定义形式如下：

[0041] 0≤V≤Ci,Ci∈C

[0042] 式中，V为某一状态变量，Ci为某一状态下阈值，C为该变量不同状态下阈值集合。

[0043] (6)利用设备操作映射模块将不同设备操作映射为不同的设备状态，并定义不同

状态之间转移的逻辑；

[0044] 所述设备状态描述为：油罐状态集合为St:{St1,St2,St3,St4,St5}，离心泵状态集合

为Sb:{Sb1,Sb2}，加热器状态集合为Sh:{Sh1,Sh2}，冷凝器状态集合为Sc:{Sc1,Sc2}，其中St1为

油罐静止状态，St2为油罐收油状态，St3为油罐付油状态，St4为油罐返罐状态，St5为油罐切换

状态，Sb1为离心泵关闭状态，Sb2为离心泵开启状态，Sh1为加热器关闭状态，Sh2为加热器关闭

状态，Sc1为冷凝器关闭状态，Sc2为冷凝器开启状态。

[0045] 设备不同状态转移流程则可以描述为在输入事件驱动下，满足状态转移条件函数

前提下，状态的变迁过程，同时也会产生一定得输出行为。

[0046] (7)利用设备输出映射模块定义不同罐区设备的输出数据和输出事件，并将核心

生产指标输出量传输到人机交互界面。

[0047] 所述输出数据定义为表征整个仿真系统的核心指标变量的信息，所述输出事件定

义为设备状态改变后产生的输出行为，例如储罐液位超过上限带来的报警事件，输出事件

与布尔形式信号映射关系如下：

[0048] f:罐液位超高限→高限信号1

[0049] f:罐液位未超高限→高限信号0

[0050] f:罐液位超高高限→高高限信号1

[0051] f:罐液位未超高高限→高高限信号0

[0052] f:罐液位超低限→低限信号1

[0053] f:罐液位未超低限→低限信号0

[0054] f:罐液位超低低限→低低限信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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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f:罐液位未超低低限→低低限信号0

[0056] 利用MATLAB工具GUI设计罐区仿真人机交互界面，将罐区仿真动态过程和结果在

实现平台实时显示，并可储存为报表文本文件。

[0057] 本发明基于有限状态机技术，将罐区设备映射成有限状态，并模拟各种罐区操作

来分析系统本身的动态行为，评估各种操作的影响来保证各种生产操作的合理性，也为规

范实际操作人员的操作行为提供可靠依据。

附图说明

[0058] 图1为本发明罐区仿真建模方法流程图；

[005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芳烃分离装置储运罐区的工艺流程图；

[006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芳烃分离装置储运罐区安全应急仿真流程图；其中，

[0061] 图3a为TK2201组罐模型图；图3b为TK2202组罐模型图；图3c为上下游连接装置；图

3d为产品罐TK2204A/B模型实例；

[006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油罐内部仿真模型；

[006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油罐状态转移仿真逻辑图；

[0064]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油罐设备级仿真模型图；

[0065]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油罐液位报警模块转移逻辑图；

[0066]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芳烃分离装置塔仿真模型图；

[0067]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油罐输入信号序列配置图；

[0068] 图10是无故障条件下真实液位变化图；

[0069] 图11是管线故障条件下真实液位变化图；

[0070] 图12是罐本身故障条件下真实液位变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1]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72] 本发明罐区仿真建模方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

[0073] 本实施例以某芳烃分离装置储运罐区为对象，其工艺流程图如图2所示，共包含4

个原料罐和8个产品罐和2个芳烃分离装置塔。其中油罐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0074] 表1油罐基本信息表

[0075]

油罐名称 油罐类型 储油类型

TK2201A/B 原料罐 加氢裂解汽油

TK2202A/B 原料罐 加氢裂解汽油

TK2204A/B 产品罐 粗甲苯

TK2205A/B 产品罐 混合二甲苯

TK2206A/B 产品罐 轻燃料油

TK2208A/B 产品罐 轻组分

[0076] (1)利用提出的仿真建模方法，分别建立油罐仿真模型和分离塔模型，并通过逻辑

连接得到芳烃分离装置储运罐区仿真流程图，其中，图3a为TK2201组罐模型图；图3b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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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202组罐模型图；图3c为上下游连接装置；图3d为产品罐TK2204A/B模型实例。

[0077] 仿真全流程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模块：输入信号发生器、单罐对象模型以及分离装

置塔模型。其中，输入信号发生器主要生成并模拟罐不同操作指令和相关事故信号，用于仿

真模型功能测试；单罐对象模型则是针对原料罐或者产品罐进行建模，包括连续动态行为

和离散操作行为建模；分离装置塔模型则是针对实际生产装置建立的产率模型，来连接上

下游罐区。

[0078] (2)单罐对象仿真模型包括三个部分：输入端口、输出端口以及罐内部仿真模型。

其中输入和输出端口参数定义如表2所示。

[0079] 表2单罐输入输出端口信息表

[0080]

[0081] 罐内部仿真模型同样由三个仿真模块集成，分别为罐状态转移控制模块、罐设备

行为模块以及罐报警模块。罐内部仿真模型如图4所示。

[0082] 罐状态转移控制模块针对罐操作序列进行建模，模拟不同罐操作动作，以便进行

操作行为合理性评估，属于离散控制行为建模；罐设备行为模块主要利用物料平衡对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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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行为进行建模，以便动态观察和监控各项指标动态过程，属于连续行为建模；罐报

警模块以油罐液位为报警指标，可以针对液位控制失调进行直接报警，也可针对错误操作

序列或事故序列进行间接报警，属于离散事件行为建模。

[0083] (3)步骤(2)中罐状态转移控制模块主要功能是实现罐不同操作状态的转移和控

制，同时考虑不同状态间的约束逻辑。实现思路是将油罐状态分为静止状态、收油状态、出

油状态、付油状态和返罐状态，同时将各阀门或者泵启停操作转换成对应的操作事件。根据

工艺操作流程形成状态转移控制逻辑，具体如表3所示。

[0084] 表3单罐状态转移控制逻辑表

[0085]

[0086]

[0087] 以TK2201A单罐作为示例说明，利用单罐状态转移控制逻辑表可以将单罐操作转

换成对应的仿真模型，具体的状态转移仿真逻辑如图5所示，其中该仿真模型输入输出参数

说明如表4所示。

[0088] 表4单罐状态转移控制仿真模型输入输出端口信息表(TK2201A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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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0090]

[0091] (4)步骤(2)中罐设备行为模块主要利用物料平衡实现罐液位动态变化和液位控

制过程，同时考虑管道、罐本身等泄漏事故对液位变化的影响。该建模过程主要利用

simulink模块实现。主流程是液位控制流程，利用液位控制器和流量控制器实现液位的串

级控制。同时，将管道以及罐等泄漏事故转换成对流量的影响，实现对泄漏事故对罐液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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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动态机理。单罐动态行为仿真模型如图6所示。

[0092] (5)步骤(2)中罐报警模块主要功能是实现对罐液位的报警，来保证罐区正常的生

产。实现思路如下：根据工艺报警原理将罐液位分为5个状态：正常状态、低限状态、低低限

状态、高限状态以及高高限状态。同时，各个状态的报警信号为布尔信号，整个报警信号序

列就是四个报警状态的布尔序列。具体罐液位状态与报警信号序列对应关系如表5所示，而

具体的液位状态转移信息如表6所示。根据罐液位状态转移逻辑表可设计罐液位报警仿真

模型如图7所示。

[0093] 表5罐液位状态与报警信号序列映射表

[0094]

[0095] 表6罐液位状态转移逻辑表

[0096]

[0097]

[0098] (6)通过步骤(3)～(5)可以实现对罐区主要设备油罐的仿真建模，而如步骤(1)中

所说，需要针对分离装置塔进行建模来实现原料罐和产品罐上下游连接。

[0099] 芳烃分离装置仿真模型如图8所示。其实现思路为：采用原料与产品产率模型，可

以配置2～3种原料进料，每组进料1～3组工艺操作条件，对应最多3*3种产率模型，可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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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进料切换、操作条件切换等操作行为。芳烃分离装置故障模拟，可定义为“设备故障导致

产率不达标”、“操作失误导致产率不达标”等几类故障。

[0100] (7)通过步骤(1)～(6)实现了对罐区对象的结构建模，接下来设计不同的生产场

景或者事故场景来模拟罐区动态行为，也就是输入信号序列发生器模块设计。

[0101] 这里以TK2201A罐为例，根据罐输入端口设计，设置具体输入信号序列。然后基于

输入信号序列进行仿真模型测试。具体步骤如下：

[0102] a)设定罐各个操作的动作序列以及对应的流量，如图9所示，同时以罐真实液位为

观测目标，来反应各操作的对液位的动态影响；

[0103] b)在无故障条件下，运行仿真，观察真实液位变化情况，如图10所示；

[0104] c)设置管线故障，运行仿真，观察真实液位变化情况，如图11所示；

[0105] d)设置罐本身故障，运行仿真，观察真实液位变化情况，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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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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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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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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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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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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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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