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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化工厂安全关联技术领域，具体

涉及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包

括数据处理单元、存储器、数据获取单元、数据录

入单元和监视器，数据获取单元从化工厂的DCS

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存储器存储有化工厂

GIS数据和若干个预案表，预案表包括预案对象

信息、触发条件、等级、升级条件、分级预案内容

和解除条件，触发条件为触发预案的条件，升级

条件为预案升级的条件，解除条件为预案解除的

条件。本发明的实质性效果是：通过等级来指示

事故的严重情况，预案表及其预案内容自动展

现，通过关联变量能够跟踪事态发展，通过延期

关联变量能够对事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

做出预估，为事故的处置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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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数据处理单元、存储器、数据获取单元、数据录入单元和监视器，数据获取单元与

化工厂的DCS建立通信连接，从化工厂的DCS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数据获取单元与存储

器以及数据处理单元连接，存储器、数据录入单元以及监视器均与数据处理单元连接，存储

器存储有化工厂GIS数据和若干个预案表，预案表包括预案对象信息、触发条件、等级、升级

条件、分级预案内容和解除条件，所述预案对象信息包括对象名称、对象类型以及对象区

域，触发条件为触发预案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升级条件为预案升级时监控数据需满

足的条件，解除条件为预案解除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所述数据处理单元运行有预案

表编辑模块和预案表运行模块，所述预案表编辑模块通过数据录入单元及监视器由人工录

入或修改预案表，并根据化工厂GIS数据将预案表与化工厂的设备关联，所述预案表运行模

块周期性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若监控数据符合触发条件则触发预案并在监视器上显示

该预案表，若监控数据符合升级条件则将预案表等级提升，若监控数据符合解除条件，则解

除预案表；

所述预案表还包括关联变量和关联触发条件，关联变量包括预案对象所在区域的温

度、危险气体种类和危险气体浓度；

所述关联变量还包括风向和风速；

所述预案表还包括推演时间T和延期关联变量，当存在安全事故时，服务器以实时监控

数据推演T时间后预案表的等级以及关联变量的值，T时间后的关联变量的值作为延期关联

变量的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案表运行模块还执行以下步骤：

A)若存在对应火情的预案表被触发，则推导并更新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

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危险气体泄漏，则推导并更新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

度，关联变量中的危险气体种类为对应泄漏种类；

B)显示装置显示被触发的预案，以及关联变量发生变化最大的预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步骤A还包括：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火情，推导T时间后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

度值，并更新延期关联变量的温度值，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危险气体泄漏，推导T时间后

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并更新延期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关联变量

以及延期关联变量中的危险气体种类均为对应泄漏种类。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推导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的方法为：

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隔绝或气流通道的气流阻力大于设定阈

值，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保持不变；

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小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判断气流通

道区域是否无风，若无风，则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若气流通

道区域有风，则判断预案表的预案对象是否在下风口，若在下风口，则距火情发生时间t≤

Ds/vw内时，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其中Ds为预案对象区域与

火情区域的最短距离，vw为风速，距火情发生时间t＞Ds/vw内时，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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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Cm，Cm＝βCt，β∈[0.6，1]

Ct为火情区域的边缘的温度值，β为调整系数，预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距离越小，或预

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越小时，β取更大值，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在上风

口，则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推导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的方法为：

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危险气体泄漏区域的气流通道隔绝或气流通道的气流阻力大

于设定阈值，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保持不变；

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危险气体泄漏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小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以

泄漏源为中心沿水平方向均匀划分八个方位，沿垂直方向划分上、下两个方位，根据化工厂

的厂房布局、危险气体密度、风向及风速，判断危险气体在十六个方位的流量比例δr，r∈

[1，16]，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Qy＝δu·Q，其中δu表示预案表的预案对象区

域在泄漏源的方位，Q为泄漏源处的危险气体浓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其特征在于，

危险气体在十六个方位的流量比例δr的方法为：

确定水平方向的流量比：根据化工厂的厂房布局，选定某个气流通道作为参照通道，进

而确定水平其余七个方位的气流通道阻力相对参照通道的阻力比，若某个方向无气流通

道，则气流通道阻力比为无穷大，以每个方向的阻力比的倒数作为权重，若泄漏区域有风，

则下风向的若干个方位按权重分配确定流量比例，其余方位流量比例为0，若泄漏区无风，

则水平方向上的八个方位按权重分配确定流量比例；

确定垂直方向的流量比：若危险气体为重气，则上方位的流量比例为0，下方位的八个

方向的流量比例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例，若危险气体密度与空气相当，则上、下方

位的流量比例分别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例的一半，若危险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

度，则下方位的流量比例为0，上方位的八个方向的流量比例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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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厂安全关联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

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化的工业化进程中，化工厂的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逐渐在工业产业中占

据了较大的比重。许多工业产业都需要使用化工厂提供的原材料、产品或能量。化工企业对

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生产生活产生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化工厂的很多原材料、产

品以及中间产物，都具有毒性、易燃、易爆或对环境有极大的影响。一旦化工厂发生安全事

故，将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带来人员的伤亡，并造成严重的环境负担。目前化工厂

虽然建立了应急预案制度，但预案通常为纸质版，查阅不方便。且预案内容繁多，培训和掌

握困难，在出现紧急状况时，难以及时准确的随着化工厂的增多，且存在部分化工厂安全管

控措施较差，屡屡发生的安全事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化工厂的安全生产关系到化工

厂自身以及附近居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化工厂的安全管控成为目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0003] 如中国专利CN109522962A，公开日2019年3月26日，一种化工厂安全定量评估方

法。其建立一个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化工厂安全定量分析研究模型。在该模型中主要从组织、

信息、工作设计、人机系统接口、任务环境、工作场所设计和操作员特征七个方面的人因可

靠性角度展开详细分析，使用调查问卷和专家判断法，建立化工厂安全指标体系，同时使用

贝叶斯网络训练样本。最后运用贝叶斯进行处理和建模，最终估算化工厂安全定量值，判断

化工厂的安全等级。其具有精确推理、计算快速和评估全面等特点。但其仅能进行笼统的评

估，不能有效的监管化工厂的安全事故，及时发出预警，并指导事故的处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目前缺乏有效监管化工厂安全状态方案的技术问

题。提出了一种能够监管化工厂安全事故的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

能管控系统，包括数据处理单元、存储器、数据获取单元、数据录入单元和监视器，数据获取

单元与化工厂的DCS建立通信连接，从化工厂的DCS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数据获取单元

与存储器以及数据处理单元连接，存储器、数据录入单元以及监视器均与数据处理单元连

接，存储器存储有化工厂GIS数据和若干个预案表，预案表包括预案对象信息、触发条件、等

级、升级条件、分级预案内容和解除条件，所述预案对象信息包括对象名称、对象类型以及

对象区域，触发条件为触发预案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升级条件为预案升级时监控数

据需满足的条件，解除条件为预案解除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所述数据处理单元运行

有预案表编辑模块和预案表运行模块，所述预案表编辑模块通过数据录入单元及监视器由

人工录入或修改预案表，并根据化工厂GIS数据将预案表与化工厂的设备关联，所述预案表

运行模块周期性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若监控数据符合触发条件则触发预案并在监视器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0427000 B

4



上显示该预案表，若监控数据符合升级条件则将预案表等级提升，若监控数据符合解除条

件，则解除预案表。通过将预案表与设备关联，当预案表被触发时，能够准确判断事故设备，

通过等级来指示事故的严重情况，预案表及其预案内容自动展现，能够方便值班人员参考，

并制定针对性的事故处置方案。

[0006] 作为优选，所述预案表还包括关联变量和关联触发条件，关联变量包括预案对象

所在区域的温度、危险气体种类和危险气体浓度。关联变量反映了在安全事故的影响下，每

个预案表对应的预案对象区域的温度以及危险气体情况，起到跟踪安全事故事态发展的作

用。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关联变量还包括风向和风速。事故现场的风向及风速对事故的发

展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监控风向和风速，在显示预案表的同时，显示对应区域的风向和风

速，使事故处置值班人员能够更全面的掌握事故情况。

[0008] 作为优选，所述预案表还包括推演时间T和延期关联变量，当存在安全事故时，服

务器以实时监控数据推演T时间后预案表的等级以及关联变量的值，T时间后的关联变量的

值作为延期关联变量的值。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处置措施到位前，有一段空窗期T，这段时间

事故会持续发展变化。因而从一开始就预计出空窗期T后事故的范围和强度，能够使事故的

处置更有针对性。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预案表运行模块还执行以下步骤：A)若存在对应火情的预案表被

触发，则推导并更新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危险气体泄

漏，则推导并更新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关联变量中的危险气体种类为

对应泄漏种类；B)显示装置显示被触发的预案，以及关联变量发生变化最大的若干个预案。

计算出相关设备的温度以及设备区域危险气体的种类、浓度，能够为事故处置决策，提供重

要的参考，使事故处置决策更具针对性和更加稳妥。

[0010] 作为优选，步骤A还包括：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火情，推导T时间后每个预案表的

关联变量的温度值，并更新延期关联变量的温度值，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危险气体泄漏，

推导T时间后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并更新延期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

度，关联变量以及延期关联变量中的危险气体种类均为对应泄漏种类。通过推导T时间后预

案表的关联变量值，能够预测事态的发展情况，为事故处置提供参考。

[0011] 作为优选，推导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的方法为：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

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隔绝或气流通道的气流阻力大于设定阈值，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

温度值保持不变；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小于或等于设定阈值，

则判断气流通道区域是否无风，若无风，则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

度值，若气流通道区域有风，则判断预案表的预案对象是否在下风口，若在下风口，则距火

情发生时间t≤Ds/vw内时，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其中Ds为预

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的最短距离，vw为风速，距火情发生时间t＞Ds/vw内时，预案表的关

联变量的温度值为Cm，Cm＝βCt，β∈[0.6，1]，Ct为火情区域的边缘的温度值，β为调整系数，

预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距离越小，或预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越小时，β

取更大值，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在上风口，则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

温度值。

[0012] 作为优选，推导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的方法为：若预案表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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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对象与危险气体泄漏区域的气流通道隔绝或气流通道的气流阻力大于设定阈值，则预案

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保持不变；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危险气体泄漏区域的气流

通道阻力小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以泄漏源为中心沿水平方向均匀划分八个方位，沿垂直

方向划分上、下两个方位，根据化工厂的厂房布局、危险气体密度、风向及风速，判断危险气

体在十六个方位的流量比例δr，r∈[1，16]，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Qy＝δu·

Q，其中δu表示预案表的预案对象区域在泄漏源的方位，Q为泄漏源处的危险气体浓度。

[0013] 作为优选，危险气体在十六个方位的流量比例δr的方法为：确定水平方向的流量

比：根据化工厂的厂房布局，选定某个气流通道作为参照通道，进而确定水平其余七个方位

的气流通道阻力相对参照通道的阻力比，若某个方向无气流通道，则气流通道阻力比为无

穷大，以每个方向的阻力比的倒数作为权重，若泄漏区域有风，则下风向的若干个方位按权

重分配确定流量比例，其余方位流量比例为0，若泄漏区无风，则水平方向上的八个方位按

权重分配确定流量比例；确定垂直方向的流量比：若危险气体为重气，则上方位的流量比例

为0，下方位的八个方向的流量比例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例，若危险气体密度与空

气相当，则上、下方位的流量比例分别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例的一半，若危险气体

密度小于空气密度，则下方位的流量比例为0，上方位的八个方向的流量比例等于水平方向

所确定的流量比例。

[0014] 本发明的实质性效果是：通过将预案表与设备关联，当预案表被触发时，能够准确

判断事故设备，通过等级来指示事故的严重情况，预案表及其预案内容自动展现，能够方便

值班人员参考，并制定针对性的事故处置方案，通过关联变量能够跟踪事态发展，通过延期

关联变量能够对事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做出预估，为事故的处置提供了依据。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实施例一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实施例一预案表运行模块执行流程框图。

[0017] 图3为实施例一关联变量温度值推导方法流程框图。

[0018] 图4为实施例一关联变量危险气体浓度推导方法流程框图。

[0019] 其中：100、数据录入单元，200、存储器，300、化工厂DCS，400、数据处理单元，500、

监视器，600、数据获取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具体说明。

[0021] 实施例一：

[0022] 一种化工厂分点分级预案智能管控系统，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包括数据处理单元

400、存储器200、数据获取单元600、数据录入单元100和监视器500，数据获取单元600与化

工厂DCS  300建立通信连接，从化工厂DCS  300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数据获取单元600与

存储器200以及数据处理单元400连接，存储器200、数据录入单元100以及监视器500均与数

据处理单元400连接，存储器200存储有化工厂GIS数据和若干个预案表，预案表包括预案对

象信息、触发条件、等级、升级条件、分级预案内容、关联变量、关联触发条件、推演时间T、延

期关联变量和解除条件，预案对象信息包括对象名称、对象类型以及对象区域，触发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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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预案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升级条件为预案升级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解除

条件为预案解除时监控数据需满足的条件，当存在安全事故时，服务器以实时监控数据推

演T时间后预案表的等级以及关联变量的值，T时间后的关联变量的值作为延期关联变量的

值。关联变量包括预案对象所在区域的温度、风向、风速、危险气体种类和危险气体浓度。关

联变量反映了在安全事故的影响下，每个预案表对应的预案对象区域的温度以及危险气体

情况，起到跟踪安全事故事态发展的作用。事故现场的风向及风速对事故的发展具有显著

的影响，通过监控风向和风速，在显示预案表的同时，显示对应区域的风向和风速，使事故

处置值班人员能够更全面的掌握事故情况。

[0023] 如表1所示，预案表记载了名称为储气罐二，类型为立式储气罐，区域位置为西北

区二罐、高跨度一楼至三楼，的一个储存有可燃气体的储气罐在起火情况下的预案内容。一

级火情预案内容为由值班灭火组携带灭火器具，扑灭初期、稳定的火灾，关闭气源阀门；一

级的触发条件为对应位置烟感传感器触发报警或罐表面测得温度C>160℃且罐内压力有异

常损失。由于该预案表针对火情，因而危险气体种类：无，本实施例中危险气体种类主要指

有毒气体，有毒可燃气体在燃烧前作为有毒气体对待，燃烧后作为火情对待。当关联触发条

件中的温度达到1200℃时，即储气罐二本身完好，但由于附近气体罐体存在火情，导致储气

罐二的罐体温度达到1200℃，高温下罐体材料发生变形，罐体产生裂缝，气体泄漏，进而引

起储气罐二产生火情，从而触发储气罐二的火情预案表。

[0024] 表1储气罐二火情预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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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数据处理单元400运行有预案表编辑模块和预案表运行模块，预案表编辑模块通

过数据录入单元100及监视器500由人工录入或修改预案表，并根据化工厂GIS数据将预案

表与化工厂的设备关联。

[0027] 如图2所示，预案表运行模块周期性读取化工厂的监控数据，若监控数据符合触发

条件则触发预案并在监视器500上显示该预案表，若监控数据符合升级条件则将预案表等

级提升，若监控数据符合解除条件，则解除预案表；若存在对应火情的预案表被触发，则推

导并更新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危险气体泄漏，则推导

并更新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关联变量中的危险气体种类为对应泄漏种

类。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火情，推导T时间后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并更新延

期关联变量的温度值，若存在的安全事故包括危险气体泄漏，推导T时间后每个预案表的关

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并更新延期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关联变量以及延期关联变

量中的危险气体种类均为对应泄漏种类。

[0028] 如图3所示，推导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的方法为：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

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隔绝或气流通道的气流阻力大于设定阈值，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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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值保持不变；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小于或等于设定阈值，

则判断气流通道区域是否无风，若无风，则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

度值，若气流通道区域有风，则判断预案表的预案对象是否在下风口，若在下风口，则距火

情发生时间t≤Ds/vw内时，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温度值，其中Ds为预

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的最短距离，vw为风速，距火情发生时间t＞Ds/vw内时，预案表的关

联变量的温度值为Cm，Cm＝βCt，β∈[0.6，1]，Ct为火情区域的边缘的温度值，β为调整系数，

预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距离越小，或预案对象区域与火情区域的气流通道阻力越小时，β

取更大值，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在上风口，则按空气热传导模型获得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

温度值。

[0029] 如图4所示，推导每个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的方法为：若预案表的预

案对象与危险气体泄漏区域的气流通道隔绝或气流通道的气流阻力大于设定阈值，则预案

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保持不变；若预案表的预案对象与危险气体泄漏区域的气流

通道阻力小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以泄漏源为中心沿水平方向均匀划分八个方位，沿垂直

方向划分上、下两个方位，根据化工厂的厂房布局、危险气体密度、风向及风速，判断危险气

体在十六个方位的流量比例δr，r∈[1，16]，则预案表的关联变量的危险气体浓度Qy＝δu·

Q，其中δu表示预案表的预案对象区域在泄漏源的方位，Q为泄漏源处的危险气体浓度。

[0030] 危险气体在十六个方位的流量比例δr的方法为：确定水平方向的流量比：根据化

工厂的厂房布局，选定某个气流通道作为参照通道，进而确定水平其余七个方位的气流通

道阻力相对参照通道的阻力比，若某个方向无气流通道，则气流通道阻力比为无穷大，以每

个方向的阻力比的倒数作为权重，若泄漏区域有风，则下风向的若干个方位按权重分配确

定流量比例，其余方位流量比例为0，若泄漏区无风，则水平方向上的八个方位按权重分配

确定流量比例；确定垂直方向的流量比：若危险气体为重气，则上方位的流量比例为0，下方

位的八个方向的流量比例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例，若危险气体密度与空气相当，

则上、下方位的流量比例分别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的流量比例的一半，若危险气体密度小

于空气密度，则下方位的流量比例为0，上方位的八个方向的流量比例等于水平方向所确定

的流量比例。

[0031] 显示装置显示被触发的预案，以及关联变量发生变化最大的若干个预案。通过将

预案表与设备关联，当预案表被触发时，能够准确判断事故设备，通过等级来指示事故的严

重情况，预案表及其预案内容自动展现，能够方便值班人员参考，并制定针对性的事故处置

方案。计算出相关设备的温度以及设备区域危险气体的种类、浓度，能够为事故处置决策，

提供重要的参考，使事故处置决策更具针对性和更加稳妥。

[003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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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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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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