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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确定产品流或处理流的属性的系统、方

法和设备

(57)摘要

提供了用于确定具体为烃处理流的处理流

的属性的系统、方法和设备。这些系统、方法和设

备频繁地、例如基本上实时地确定处理流的属性

的测量结果。这些系统、方法和设备提供使得能

够甚至在影响处理操作的处理条件和其他参数

改变时也准确地测量处理流的这样的属性的特

征。更具体地，公开了分析器，其具有：测量装置，

被配置为检测处理流的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模

型，被配置为根据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来确定一

个或多个分析器测量结果；以及过程，用于使用

对应的主要测结果来调整模型。

权利要求书5页  说明书17页  附图4页

CN 105229627 B

2019.06.21

CN
 1
05
22
96
27
 B



1.一种用于确定流体处理流的属性的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硬分析器，被配置为生成与所述流体处理流的样本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从属变量，其

中，所述从属变量是与所述样本的成分对应的属性，并且其中，独立处理变量包括压力、温

度和流速，而所述从属变量不包括压力、温度和流速；

推断分析器，包括所述流体处理流的各方面的模型，所述推断分析器被配置为采集与

所述流体处理流相关联的多个独立处理变量，并且使用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来生成一个或多

个推断从属变量，其中，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是控制系统使用的处理控制输入以控制所述处

理并且不是所述从属变量；

比较模块，被配置为生成所述从属变量与所述推断从属变量的比较；以及

所述系统被配置为使用所述比较来调整所述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系统被配置为通过调整所述推断从属变量的

值来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括认知品质管理器(CQM)，其被配置为使用所述比

较来调整所述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括处理优化器,其被配置为使用所述比较来控制所

述流体处理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还包括可操作地与所述处理优化器协作的处理控制系

统，所述处理控制系统被配置为响应于对来自所述处理优化器的指令的接收来调整所述流

体处理流的一个或多个参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推断分析器被配置为在离散间隔内采集所述

多个独立处理变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240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180分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120分钟。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90分钟。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60分钟。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模型包括统计模型和统计多元模型中的至

少一个。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所述从属变量和所述推断从

属变量中的至少一种被离散化。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独立处理变量包括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

个：催化剂或试剂的温度、压力、添加率或消耗率、光度测量或光谱测定装置在特定波长或

频率下测量的流速、对所述处理的热能输入或输出、折射率、导电率、粘度、不透明度、pH、密

度、强度响应、以及其组合。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进一步被配置为将所述独立处理变量聚集成属性

谱。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系统被配置为使用所述属性谱来更新所述

模型。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比较包括对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所述从属变

权　利　要　求　书 1/5 页

2

CN 105229627 B

2



量和所述推断从属变量中的至少一种的验证。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被配置为一旦验证了所述从属变量，就调整所述模型

和/或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系统，被配置为基于所验证的从属变量的年龄以及与在测

量所验证的从属变量时所述处理的状态相比的所述处理的当前状态中的至少一个来确定

是否使用所验证的从属变量来调整所述模型。

2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比较模块被配置为使用统计多元过程来生

成所述比较。

21.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优化器被配置为使用选自以下各项组

成的组来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a)确定样本谱是否属于包括校准样本集的样本谱的总体的多元方法；

(b)根据起因对任意谱异常值进行分类的多元方法；

(c)替换异常值样本谱内的任意假的独立变量；

(d)通过将传感器输出与基准进行比较来确定任意异常值状况是否是由于特定传感器

引起；

(e)通过用模型值替代假的独立变量来校正所述异常值状况；

(f)使用平均化、回归、阻尼函数或基于向量的算法来提供所述推断从属变量与所述从

属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然后将该数学关系应用于随后的推断预测以产生校正后的推断

值；

(g)估计所述从属变量相对于所述推断从属变量的滞后时间；

(h)向所述从属变量和所述推断从属变量应用统计分析；

(i)通过向在创建所述模型中所使用的数据集添加新近数据以及从该数据集中除去旧

数据来更新所述模型；

(j)通过将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样本数据添加到在创建所述模型中所使用的

数据集来更新所述模型；

(k)采集已被识别为谱异常值或属性异常值的样本，并且使用所述样本来调整所述推

断分析器的输出；

(l)基于时间表来进行模型更新；

(m)基于由包括频率、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严重度、以及/或者处理操作或配置

的改变的因素确定的需求来进行模型更新；

(n)应用适合度测试过程；以及

其组合。

2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硬分析器包括气相色谱仪，所述气相色谱仪

被配置为通过采集并评价所述流体处理流的样本的色谱图来生成所述从属变量。

2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硬分析器是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个：气相色

谱仪(GC)、快速GC、超快GC、傅里叶变换红外(FTIR)分析器、傅里叶变换近红外(FTNIR)分析

器、核磁共振(NMR)分析器、Raman分析器、闪点分析器、蒸馏属性分析器、云点分析器、冰点

分析器、冷滤点分析器、流点分析器和其组合。

2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从属变量包括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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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总芳香烃百分比、苯百分比、石蜡百分比、蒸馏属性、里德蒸汽压力(RVP)、十六烷值、蒸

馏属性、多核芳香烃、多环芳香烃、云点、流点、冷滤点、PIONA、PONA、蒸馏属性和其组合。

2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推断分析器被配置为实质上实时地生成所

述一个或多个推断从属变量，并且所述硬分析器是以比生成推断从属变量的频率低的频率

生成从属变量的在线分析器，并且其中，所述比较用于实质上实时地调整所述模型和/或控

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26.一种用于确定流体处理流的属性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利用硬分析器来生成与所述流体处理流的样本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从属变量，其中，

所述从属变量是与所述样本的成分对应的属性，并且其中，独立处理变量包括压力、温度和

流速，而所述从属变量不包括压力、温度和流速；

利用包括所述流体处理流的各方面的模型的推断分析器来采集与所述流体处理流相

关联的一个或多个独立处理变量、并且使用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来生成一个或多个推断从属

变量，其中，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是控制系统使用的处理控制输入以控制所述处理并且不是

所述从属变量；

利用比较模块来生成所述从属变量与所述推断从属变量的比较；以及

使用所述比较来调整所述模型。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使用所述比较还包括：通过调整所述推断

从属变量的值来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28.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认知品质管理器(CQM)来调整所述模型。

29.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处理优化器来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可操作地与所述处理优化器协作的处理

控制系统来响应于对来自所述处理优化器的指令的接收来调整所述流体处理流的一个或

多个参数。

31.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所述推断分析器来在离散间隔内采集所

述一个或多个独立处理变量。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240分钟。

33.根据权利要求3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180分钟。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120分钟。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90分钟。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离散间隔最多为60分钟。

3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还包括：所述推断分析器使用形式为统计模型

和统计多元模型中的至少一个的模型。

38.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离散化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所述从属变量和

所述推断从属变量中的至少一种。

39.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独立处理变量包括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

个：催化剂或试剂的温度、压力、添加率或消耗率、光度测量或光谱测定装置在特定波长或

频率下测量的流速、对所述处理的热能输入或输出、折射率、导电率、粘度、不透明度、pH、密

度、强度响应、以及其组合。

40.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独立处理变量聚集成属性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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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所述属性谱来更新所述模型。

42.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生成比较包括：验证所述独立处理变量、所

述从属变量和所述推断从属变量中的至少一种。

43.根据权利要求42所述的方法，包括：一旦验证了所述从属变量，就调整所述模型和/

或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44.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方法，包括：基于所验证的从属变量的年龄以及与在测量所

验证的从属变量时所述处理的状态相比的所述处理的当前状态中的至少一个来确定是否

使用所验证的从属变量来调整所述模型。

45.根据权利要求42所述的方法，包括：使用统计多元过程来生成所述比较。

46.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方法，包括：利用所述处理优化器使用选自以下各项组成的

组来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a)确定样本谱是否属于包括校准样本集的样本谱的总体的多元方法；

(b)根据起因对任意谱异常值进行分类的多元方法；

(c)替换样本谱内的任意假的独立变量；

(d)通过将传感器输出与基准进行比较来确定任意异常值状况是否是由于特定传感器

引起；

(e)通过用模型值替代来校正所述异常值状况；

(f)使用平均化、回归、阻尼函数或基于向量的算法来提供所述推断从属变量与所述从

属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然后将该数学关系应用于随后的推断预测以产生校正后的推断

值；

(g)估计所述从属变量相对于所述推断从属变量的滞后时间；

(h)向所述从属变量和所述推断从属变量应用统计分析；

(i)通过向在创建所述模型中所使用的数据集添加新近数据以及从该数据集中除去旧

数据来更新所述模型；

(j)通过将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样本数据添加到在创建所述模型中所使用的

数据集来更新所述模型；

(k)采集已被识别为谱异常值或属性异常值的样本，并且使用所述样本来调整所述推

断分析器的输出；

(l)基于时间表来进行模型更新；

(m)基于由包括频率、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严重度、以及/或者处理操作或配置

的改变的因素确定的需求来进行模型更新；

(n)应用适合度测试过程；以及

其组合。

4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硬分析器包括气相色谱仪，所述气相色谱

仪被配置为通过采集并评价所述流体处理流的样本的色谱图来生成所述从属变量。

48.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硬分析器是以下各项中的至少一个：气相

色谱仪(GC)、快速GC、超快GC、傅里叶变换红外(FTIR)分析器、傅里叶变换近红外(FTNIR)分

析器、核磁共振(NMR)分析器、Raman分析器、闪点分析器、蒸馏属性分析器、云点分析器、冰

点分析器、冷滤点分析器、流点分析器、和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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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从属变量包括以下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

辛烷、总芳香烃百分比、苯百分比、石蜡百分比、蒸馏属性、里德蒸汽压力(RVP)、十六烷值、

蒸馏属性、多核芳香烃、多环芳香烃、云点、流点、冷滤点、PIONA、PONA、蒸馏属性和其组合。

50.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采集和使用是实质上实时地使用在线硬分

析器来实现的，并且所述比较用于实质上实时地调整所述模型和/或控制所述流体处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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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确定产品流或处理流的属性的系统、方法和设备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2014年2月5日提交的题为“System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Determining  Properties  of  Product  or  Process  Streams”的第14/173301号美国正式

专利申请(其要求2013年2月5日提交的题为“System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Determining  Properties  of  Product  or  Process  Streams”的第61/760,879号美国临时

专利申请的权利)的优先权，其内容出于所有目的而通过引用全部合并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一般涉及估计烃流的属性的系统、方法和设备。具体地，本发明的系统、方

法和设备涉及高频率和高精确度地测量烃流的属性。

背景技术

[0004] 例如通过使用实验室测量结果或在线分析器、根据分析方法的可得性来杠杆化处

理工厂的操作。这些类型的结果对工厂操作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可靠的。例

如，对于烃和/或提炼操作，主要的分析测试方法为属性已根据工业标准测试方法(诸如

ASTM国际开发和公布的方法)确定的产品的密闭输送提供了关键基础。

[0005] 不管这些主要测试方法的重要性如何，它们确实也有某些不足。例如，实验室测量

结果通常可能每天仅可得一次或几次。此外，在获得离散样本与报告来自对该离散样本执

行的测试的结果之间会经过几个小时，从而严重地限制了基于这些结果对处理进行控制的

可能性。另外，样本稳定性、样本污染、代表性采样的问题以及与测试过程的执行相关联的

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返回错误的样本值。

[0006] 改进测试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和可再现性在许多情况下都已促进测量的在线运

用。然而，根据正执行的测量和分析的类型，在线分析器的循环时间可能为约十分钟以上，

在一些情况下，达到和超过一小时，这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对于最大化处理效率或产品质量

的目的而言仍然是不足的。

[0007] 加工产业传统上通过制定能够预测某些处理流的属性的辅助测量技术来对时间

延迟问题和主要测量的可靠性作出响应。这样的辅助技术通常已包括使用一些形式的模

型，例如，能够使用处理输入来预测某些关注的属性的多元统计模型，其中，关注的属性可

以被称为“从属变量”，并且处理输入可以被称为“独立变量”。

[0008] 这些基于模型的方法中的重要类别是“推理分析器”，也称为“软传感器”，因为它

们通常驻存于软件中。软传感器吸引人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因为它们通常依赖于可能

已可利用的测量结果(诸如，温度、压力和流速)，因此它们不需要在处理单元中多次安装附

加传感器。其次，随着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出现，软传感器通常依赖的输入测量结果基本上是

可实时利用的，从而具有一秒乃至更小的离散采样率。这些优点至少通过以比处理控制系

统通常需要的间隔大的间隔提供属性预测来解决了与主要测量相关联的时间延迟的缺陷。

另外，这些优点避免了物理地获得样本的需求，从而消除了代表性采样和样本完整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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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0009] 尽管这些模型的逼真度可能在范围从几小时到甚至也许几天的有限时间段内非

常好，但是传统的推理分析器往往鲁棒性不足，因为总的来说，用作模型的输入的独立变量

通常既间接地又不完整地与处理流的化学性质有关。在关于处理的传感器读数是处理条件

和处理中的材料两者的函数的程度上，这些模型是化学性质的间接表达；在这些模型中所

使用的独立变量的数量少于系统中的自由度的范围内，这些模型是不完整的，这涉及处理

系统和通过其正处理的材料这两者。然而，当稳定状态条件或准稳定状态条件占优势并且

许多处理变量和流变量在名义上恒定时，例如，当处理系统的原料质量和操作基本上不变

时，可能发生例外。在这样的时候，独立变量可以在数学意义上“确定”流化学性质，并且推

理分析器的属性预测可能极其可靠。然而，基本问题是模型一般是相关的，并且由于相关性

不一定表示原因，因此推理模型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凭经验的，其中第一原理仅具有遥远的

影响。实际上，文献大量地将也许最常用的建模方法称为“黑盒方法”。总之，推理分析器的

属性预测易于达到从主要原因(最终由样本化学性质确定的流属性)中去除影响(预测值)

的程度。

[0010] 因此，共同的实践是使用定期的实验室测量结果来更新来自推理分析器的输出以

应对各种变量。该策略可以改进对于如下的推理预测的质量：(i)可能原料质量的完全范

围；(ii)处理系统的条件的改变，例如，污垢；以及(iii)读数是独立变量的传感器的响应的

改变，例如由简单偏移或者用新传感器替代有故障的传感器而产生的改变。然而，该方法伴

随着对优化连续处理的性能的可能性存在限制的问题，优化连续处理的性能可以包括最大

化吞吐量、紧密地遵循产品质量目标、最小化能量使用、延长催化剂使用寿命等。对于改进

的模型自适应过程的需求在本领域中仍然存在，尤其是适应由例如原料的成分和属性的改

变而导致的操作条件的变化；不在模型的范围内的其他处理单元改变；处理测量中的传感

器故障和/或差异；用于更新模型的实验室分析结果和/或来自分析仪器的测量结果的可得

频率；以及分析器可靠性。

[0011] 甚至模型准确性的小偏差也会显著地影响与在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中发现的那

些处理单元类似的大型处理的产品的经济性。在本领域中仍存在对于改进的测量(尤其是

频繁地(优选基本上实时在线地)测量)烃流的属性的方法的需求。此外，在本领域中仍存在

对于改进的以高准确度测量烃流的属性的方法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的一方面包括用于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系统。该系统包括硬分析器，该硬

分析器被配置为测量与处理流的样本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从属变量，其中，从属变量也是

样本的属性。推理分析器包括处理的各方面的模型，并且被配置为采集与处理流相关联的

一个或多个独立处理变量并使用独立处理变量来生成一个或多个推断的从属变量。比较模

块生成硬分析器测量的从属变量与推理分析器推断的从属变量的比较。该系统使用该比较

来调整模型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以及/或者调整一个或多个推断的从属变量以及/或者控制

处理流。

[0013]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包括用于使用上述系统来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方法。

[0014] 在审阅以下结合附图进行的描述时，本发明的这些实施例以及本发明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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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例将变得显而易见。然而，本发明具体地由所附权利要求指明。

附图说明

[0015] 在这样大体地描述了本发明的情况下，现在将参照附图，并且在附图中：

[0016] 图1A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功能框图；

[0017] 图1B是通过应用可以与本发明的实施例一起使用的属性模型进行模型开发和属

性预测的步骤的流程图；

[0018] 图2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使用基于模型的软分析器来预测属性并且结

合硬分析器来更新模型的步骤的流程图；以及

[0019] 图3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步骤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文中，将参照附图更全面地描述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其中，示出了本发明的部

分但不是全部实施例。实际上，本发明的各个实施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实现并且不应

该解释为限于本文中所阐述的实施例；确切地，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本公开会满足适用

的法律要求。

[0021] 如在说明书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那样，单数形式“一个”(“a”和“an”)以及

“该”(“the”)包括复数对象，除非上下文明确表明其他含义。例如，对“分析器”的引用包括

多个这样的分析器。在另一示例中，对“分析”的引用包括多次这样的分析。

[0022] 虽然本文中采用了特定术语，但是它们是仅以通用且描述性意义来使用的而不是

出于限制的目的。本文中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的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的含义，除非术语以另外的方式定义。将进一步

理解，术语(诸如通用词典中定义的术语)应该被解释为具有本发明所属的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将进一步理解的是，术语(诸如通用词典中定义的术语)应该被解释

为具有与其在相关领域和本公开的上下文中的含义一致的含义。将不会以理想化的或过于

正式的意义解释这样的通用术语，除非本文中的公开明确以另外的方式这样定义。

[0023]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硬分析器”是指能够基本上直接感测和测量与处理流

和/或处理流的样本相关联的特定属性的值的分析器，包括基于在线或离线实验室的装置。

这些测量属性被称为“从属变量”。从属变量的示例可以包括样本中的成分的浓度以及包括

“热属性”(诸如闪点和蒸馏属性)或冷属性(诸如云点、冰点、冷滤点和柴油的流点)的样本

的特性。这些分析器的示例分别包括可从德国汉堡的Bartec  Benke  GmbH得到的FPA-4、

DPA-4、CPA-4、FPR-4、CFPP-4.2和PPA-4，而Yokogawa电气公司的GC8000online  GC可以用于

执行模拟蒸馏(simdist)分析。术语“主要测量结果”、“测量结果”、“属性值”和“从属变量”

是指硬分析器的输出。这些测量结果或从属变量可以是单次分析的结果或者多次分析的平

均值。如本文中使用的，术语“推理分析器”和“软传感器”是指基于计算机实现的模型的分

析器，其依赖于与DCS(分布式控制系统)相关联的传感器采集的各种独立变量，以推断处理

流体的各个从属变量的值。这些推断的特性也称为“预测的从属变量”、“推断的”或“基于模

型的”测量结果、“关注属性”，或者简称为“预测”。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以使用的“推理分

析器”的示例包括来自日本东京的Yokogawa电气公司的ExaRQE  Robu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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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orTM。

[0024]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处理流”或“处理流体”是与处理相关联的任意流或流体。在

非限制性示例中，处理流包括处理工厂内的处理的任意中间处理流。如本文中所使用的，

“产品流”或“产品流体”是作为来自制造处理内的操作单元的输出并且可以是对另一操作

单元的进料或者可以基本上变为处理工厂制造的产品的基础的处理流。然而，作为处理流

的更多限制的情况的“产品流”可以仍包括可以经受其他处理单元的进一步修改或者在例

如容器(tank)或混合器(blender)内混合以例如提供成品的期望属性的处理流。本发明的

方法和系统旨在与所有处理流和可以是处理流的更多限制的类别的所有产品流有关。在某

些实施例中，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可以应用于成品本身。

[0025] 术语“计算机”和“终端用户装置”意指包括工作站、个人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

(PDA)、无线电话或者包括处理器、在其上可以设置计算机可读程序代码(包括指令和/或数

据)的计算机可读介质和用户接口的任意其他适合的计算装置。术语“实时”是指几乎与外

部事件发生同时地(在数毫秒或微秒内)对外部事件进行感测和作出响应，或者足够快地使

得装置能够跟上外部处理。在处理控制的上下文中，“实时”数据的频率关于相对(不是绝

对)而定义的。因而，对于显著改变会在约几分钟的时间帧内发生的处理，每隔半分钟可得

到的新分析结果从处理控制的角度是实时。当显著的处理变化在比10-15分钟长的时间帧

内发生时，5分钟的测量时间间隔就是这样的。出于优化提炼厂CDU(原油蒸馏单元)的操作

的目的，每隔1-2分钟的分析结果是实时的。

[0026] 术语“DCS”和“分布式控制系统”是指计算机实现的处理控制系统，诸如可从日本

东京的Yokogawa电气公司购得的Centum  VPTM。

[0027] 处理流(诸如化学和石化处理、烃处理和提炼操作中的连续处理流)的属性的信息

的基本上实时可得性可能比最大化吞吐量、控制产品质量以及/或者确保处理工厂的操作

合乎环境要求且安全要重要很多倍。

[0028] 发明人设想了用于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系统和方法。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处理

流可以是烃处理流。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本发明的系统和方法可以用于确定产品流

的一个或多个属性。根据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这些系统和方法频繁地且高准确度地提供

测量结果。

[0029] 发明人设想了将统计模型和一次或多次统计分析与用于确定处理流的一个或多

个属性的处理模型和处理操作结合的新颖且独特的方法和系统。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旨在

确定烃处理流的一个或多个属性。本发明其他实施例旨在确定烃产品流的一个或多个属

性。本发明的还有其他实施例旨在确定烃产品流的一个或多个属性。本发明的还有其他实

施例旨在确定烃成品的一个或多个属性。

[0030] 具体地，发明人设想了用于通过将一个或多个分析器或分析方法与特别适合于这

样的一个或多个分析器的用于推理分析的处理模型结合来组合两种处理操作和控制的方

法的系统和方法。另外，由于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可以特别地基于正使用的一个或多

个分析器的类型来选择处理模型，因此可以基于来自一个或多个分析器的不太频繁的且离

散的测量结果来修改或调节推理预测。因而，本发明的系统和方法以如下准确度提供实时

结果预测，该准确度接近测量循环时间代表比实时充分长的时间帧的一个或多个分析器提

供的分析测量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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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至少一个硬分析器提供主要测量结果。在本发明的特定实

施例中，至少一个在线硬分析器(诸如GC)提供主要测量结果。在不意在进行限制的情况下，

本发明的系统和方法提供了与关联的化学、石化和/或提炼处理的优化相关联的益处。例

如，在线分析器提供的主要测量结果(从属变量)的数量支持用于修改或调节(即，调整)推

理分析器提供的预测的从属变量的方法。根据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相对于传统方法，通过

相对频繁的采集和使用相对多的变量来修改或调节模型，修改或调节过程在统计上得到了

改进。

[0032] 另外，相对于更加传统的技术，使用本发明的系统或方法的过程对模型进行修改

或调节改进了对应用于估计值的偏差或比例因子的调整。对于例如由一个或多个在线分析

器提供的更多数量的变量的更频繁反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可得的主要测试结果的数量更

大而增强了模型的校正的统计确定性。

[0033] 另外，可以使用例如统计技术来对在线分析器返回的多个测量值进行比较，以确

定是否应该丢弃任意数量的值。即，如果值落入统计定义范围之外，则可以丢弃该值，从而

防止执行对模型的不正确修改或调节。

[0034]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对硬分析器值和相关联的推断值执行统计分析或统计诊断

过程，以确定硬分析器测量结果和推断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或多个的有效性或无效性。在

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当确定硬分析器测量结果无效时，则将不使用硬分析器测量结果

来更新对于推断测量结果的模型。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模型修改或调节过程可以被

配置为等待返回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或者使用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来

进行模型修改或调节。

[0035] 对于推断测量结果，认为评价推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是对这样的推断测量结果的

验证会是更适当的。在正常状况下，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执行模型修改或调节以提高

推断模型的准确性。

[0036]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可以保持一个有效硬分析器测量结果乃至一系列有效

硬分析器测量结果以随后在模型修改或调节中使用。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使用一个

或多个先前的有效硬分析器测量结果来进行模型修改和/或调节的过程将考虑这样的有效

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时期以及/或者处理的操作是否与在修改或调节模型中的使用这样的

值相兼容，以提供改进的推断测量结果。

[0037]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对于推断测量结果的验证过程可以包括本文中进一步描述

的使用(一个或多个)最近的推断测量结果的过程。进一步遵循该实施例，可能已在如下时

段内收集多个推断测量结果数据点：最多约2分钟、最多约5分钟、最多约10分钟、最多约12

分钟、最多约15分钟、最多约20分钟、最多约24分钟、最多约30分钟、最多约40分钟、最多约

45分钟、最多约60分钟、最多约90分钟、最多约120分钟、最多约150分钟、最多约3小时、最多

约4小时、最多约5小时、最多约6小时、最多约7小时、最多约8小时、最多约10小时、最多约12

小时、最多约18小时、最多约1天、最多约2天或者最多约1周。

[0038] 甚至进一步遵循收集多个推断测量结果数据点的实施例，可以按基本上固定的离

散间隔收集这样的数据点。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用于收集用在验证过程中的推断测

量结果数据点的基本上固定的离散间隔可以是约1秒、约2秒、约5秒、约6秒、约10秒、约12

秒、约15秒、约20秒、约24秒、约30秒、约40秒、约45秒、约1分钟、约90秒、约2分钟、约15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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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分钟、约4分钟、约5分钟、约6分钟、约10分钟、约12分钟、约15分钟、约20分钟、约24分钟、

约30分钟、约45分钟、约1小时或约2小时。

[0039]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可以对用于计算推断测量结果的独立变量中的任一个

或多个进行评价以确定推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例如，替代最近的推断测量结果或者本文

中进一步描述的多个推断测量结果数据点或者除了最近的推断测量结果或者本文中进一

步描述的多个推断测量结果数据点外，可以使用对这些独立变量的评价。类似地，在确定推

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时，可以使用这些独立变量中的任一个的最近值或者可以使用这些独

立变量中的任一个的多个测量结果数据点。遵循本发明的涉及这些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中

的任一个的多个测量结果数据的实施例，可以在与本文中针对推断测量结果进一步描述的

时段和固定离散时间间隔的范围类似的时段和基本上固定的离散时间间隔内收集这样的

多个测量结果数据点。

[0040]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对于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验证过程可以包括本文中进一步

描述的使用(一个或多个)最近的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过程。进一步遵循该实施例，可能已

在如下时段内收集多个推断测量结果数据点：最多约5分钟、最多约10分钟、最多约12分钟、

最多约15分钟、最多约20分钟、最多约24分钟、最多约30分钟、最多约40分钟、最多约45分

钟、最多约60分钟、最多约90分钟、最多约120分钟、最多约150分钟、最多约3小时、最多约4

小时、最多约5小时、最多约6小时、最多约7小时、最多约8小时、最多约10小时、最多约12小

时、最多约18小时、最多约1天、最多约2天或者最多约1周。

[0041]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以按如下频率得到主要测量结果：约每周、约每天、约每

12小时轮班、约每8小时轮班、约每4小时、约每2小时、约每1小时、约每45分钟、约每30分钟、

约每20分钟、约每10分钟、约每6分钟、约每5分钟、约每4分钟、约每3分钟、约每2分钟、约每1

分钟、约每30秒、约每15秒、约每10秒、约每5秒或约每1秒。

[0042]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以按如下频率得到主要测量结果：最多约每周、最多约每

天、最多约每12小时轮班、最多约每8小时轮班、最多约每4小时、最多约每2小时、最多约每1

小时、最多约每30分钟、最多约每20分钟、最多约每10分钟、最多约每6分钟、最多约每5分钟

以及最多约每1分钟。

[0043] 甚至进一步遵循收集多个硬分析器测量结果数据点的实施例，可以以基本上固定

的离散间隔收集这样的数据点。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用于收集用在验证过程中的推

断测量结果数据点的基本上固定的离散间隔可以是约2秒、约5秒、约6秒、约10秒、约12秒、

约15秒、约20秒、约24秒、约30秒、约40秒、约45秒、约1分钟、约90秒、约2分钟、约150秒、约3

分钟、约4分钟、约5分钟、约6分钟、约10分钟、约12分钟、约15分钟、约20分钟、约24分钟、约

30分钟、约45分钟、约1小时、约2小时、约4小时、约5小时、约6小时、约8小时、约12小时、约18

小时、约1天或约2天。

[004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最近值来执行推断测量结果

的验证，并且该验证包括将推断测量结果与硬分析器测量结果进行比较，而不进行修改或

调节。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验证过程包括对推断测量结果与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接近

度”的简单评价。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验证过程包括确定这些值之间的统计偏差以及

该偏差在这些变量之间发生的偏差的预期范围内是否是符合统计的。

[0045]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可以在验证过程中使用推断测量结果和分析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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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一个或两者的样本数据的总体。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在对于推断测量结果与

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验证过程中可以使用代表总体的统计值(例如，不限地为中值、均值、

标准偏差和/或方差)。

[0046]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对推断测量结果以及甚至对硬分析器测量结果的验证

过程包括多元过程。进一步遵循本发明的这些实施例，根据本文中提供的过程，基本上独立

于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的性能来各自检查并验证推断测量结果和硬分析器测量结果。

[0047]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仅仅出于例示来提供而不是进行限制的任何意图，使用独立

处理变量来开发用于预测材料的百分之20的沸点温度的推断模型，包括来自处理的两个温

度变量T1和T2、根据处理测量的两个压力变量P1和P2以及例如通过传感器根据处理测量并

供给至DCS  320(图1A)的流速F。因此，T1、T2、P1、P2和F是供给至用于推断模型预测的推断分

析器312(图1A)的独立变量并且被认为是用于推断模型的多变量空间。这些变量可以变为

对于推断测量结果的多元统计验证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推断分析器可以使用这些变量来

生成各种推断的从属变量，然后，可以将推断的从属变量与硬分析器310(图1A)生成的测量

结果(从属变量)进行比较。可以在确定推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时使用如本文中进一步描述

的可以基于在一段时间内的单个样本或一系列样本的这些测量结果。在本发明的更具体实

施例中，验证过程分析DCS  320供给的独立变量的值，以考虑是否已针对该样本空间开发了

推断分析器312使用的模型。如果尚未针对该空间开发该模型，则对于推断测量结果的验证

过程可以指示例如这些测量结果或系列测量结果的推断值不是有效的。

[0048] 应该注意，硬分析器测量结果可以包括适于分析的多元数据阵列。在非限制性示

例中，利用气相色谱分析的SimDist分析提供了本身是多变量数据阵列的气相色谱图。如本

文中进一步提供的那样，可以在确定硬分析器测量结果时进一步分析这样的信息。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例中，硬分析器可以产生多于一个的硬分析器测量结果。进一步遵循这些实

施例，可以将硬分析器测量结果本身认为是用于确定这些多于一个的硬分析器测量结果中

的任一个的有效性的多元数据阵列。

[0049]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统计处理控制过程用于监视一个或多个硬分析器测量

结果和一个或多个推断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或全部的运行变化，并且确定这些值中的某些

值是否应该被识别为无效。

[0050] 在本发明的某些其他实施例中，其他统计过程可以用于确定一个或多个硬分析器

测量结果和一个或多个推断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或全部的有效性。例如，统计分析可以用

于建立每个测量结果的期望值，并且基于度量数据的实际可变性与典型可变性的比较，与

期望均值测试的偏差可以用于确定测量结果是否有效。实际上，在本领域已知的任意统计

过程都可以用于确定测量结果值中的任一个乃至全部的有效性。

[0051]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可以使用例如卡方测试统计来使用适合度测试过程，

以确定是应该接受还是拒绝推断测量结果。硬分析器测量结果可以类似地经受测试过程以

确定是应该接受还是拒绝某一值。

[0052]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当确定推断测量结果和/或硬分析器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

或两者无效时，生成一个/多个消息和/或一个/多信号。例如，可以将一个或多个消息发送

至操作员和/或DCS  320以对处理10进行实时控制。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在确定其他

例程的状态和有效性时，可以将一个或多个信号结合到其他例程中。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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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一个或多个信号可以由控制过程用来确定是否应该对硬分析器测量结果和/或推断

测量结果继续进行控制。

[0053] 传统上，当可以更频繁的间隔从推断分析器得到可比较的测量结果时，本领域尚

未运用来自硬分析器的测量结果。当这样的间隔大约为小于30分钟时，本领域尚未认识到

当可得到可比较推断测量结果时对来自硬分析器的主要测量结果的使用进行运用的益处。

[0054]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硬分析器生成的测量结果可以是除了惯常地得到的主

要测量结果外或者替代惯常地得到的主要测量结果而使用的特殊样本测量结果。在本发明

的其他实施例中，可以按间断的采样间隔得到硬分析器生成的测量结果。遵循这些实施例，

本发明的某些方法和系统可以将离散化技术应用于处理间断采样的测量结果。在本发明的

某些实施例中，使用简单的插值来对间断采样间隔进行离散化。在本发明的某些其他实施

例中，一阶模型可以用于对间断采样间隔进行离散化。在本发明的另外的某些其他实施例

中，二阶模型可以用于对间断采样间隔进行离散化。在本发明的另外的某些其他实施例中，

高阶模型可以用于对间断采样间隔进行离散化。

[0055] 在实施例中，本发明的系统或方法可以使用对发现无效或不可获得的某些独立变

量进行替换的技术。出于许多原因，主要测量结果可能是不可获得的。在非限制性示例中，

由于用于提供测量结果的硬分析器和/或仪器或器具例如没有正确地起作用(例如完全没

有起作用)或者没有提供服务，因此主要测量结果可能是不可获得的。本文中描述用于在间

断采样间隔内离散化测量结果的方法中的任一方法可以用于以某一采样间隔对无效或不

可获得的某些主要测量结果进行替换。例如，简单插值、一阶模型、二阶模型或更高阶模型

中的任一个可以用于以某一采样间隔对无效或不可获得的某些主要测量结果进行替换。

[0056]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以使用用于调整偏差的过程、用于调整比率乘法器的过

程以及用于模型修改或调节的统计过程中的任一个或多个来调节用于确定推断测量结果

的模型。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模型修改或调节过程可以作用于一个或多个模型参数。在本

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模型修改或调节过程可以作用于一个或多个预测值。在本发明又一

实施例中，模型修改或调节过程可以作用于一个或多个模型参数和一个或多个预测值的任

意组合。

[0057]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统计验证技术用于确定主要测量结果和推断测量结果

的有效性。在本发明的某些其他实施例中，其他验证技术可以用于确定主要测量结果和/或

推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在某些非限制示例中，简单的上限和下限检验可以用于确定主要

测量结果和/或推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在另一非限制性示例中，在推断估计过程中使用的

主要测量结果或任一个或多个独立测量结果的状态可以用于确定主要测量结果和/或推断

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在示例性实施例中，智能发送器提供在推断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

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和/或独立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的状态。

[0058] 本发明的实施例旨在确定烃流的ASTM属性。这样的ASTM属性的非限制性示例包括

例如闪点、初始沸点、百分之十(10)沸点、百分之二十(20)沸点、百分之五十(50)沸点、百分

之七十(70)沸点、百分之九十(90)沸点和最终沸点。

[0059] 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旨在确定色谱分析器通常提供的属性。这样的色谱属性的非

限制性示例包括任何通常测量的蒸馏属性。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根据本发明的系统

和方法确定的色谱值包括处理流中的某些复合物的浓度。根据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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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物可以包括石蜡、异链烷烃、烯烃、环烷和/或芳烃。当提供了该示例性实施例的所有

复合物的浓度时，该分析统称为“PIONA”。当提供了除了异链烷烃外的本示例性实施例的所

有复合物的浓度时，该分析统称为“PONA”。

[0060] 在某些实施例中，本发明可以针对使用其他主要测试方法的推断分析器，诸如，例

如可以包括流点和云点的冷属性。在其他实施例中，本发明可以针对使用其他主要测试方

法的推断分析器，诸如，例如例如在给乙烯裂解器的石脑油原料中的硫百分比、初始沸点和

最终沸点、闪点、总芳烃(或石蜡、异链烷烃、烯烃和/或环烃)。实际上，本发明的推断分析器

可以应用于任意主要测试方法，无论这样的方法是已知还是后来发现的。

[0061]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包括温度、压力或流速中的任一个或多个的

独立变量来进行从属变量的推断预测。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涉及提供可以包括密度、粘度、

折射率、导电率、pH和其任意组合中的任一个或任意多个的从属变量的推断预测。实际上，

无论是现在开发还是稍后开发，可以测量的任意变量都可以用作用于确定推断预测的独立

变量。

[0062] 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可以应用于任意类型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提炼处理、烃处

理和化学处理。在某些实施例中，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可以应用于连续处理。在某些其他实

施例中，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可以应用于分批处理。在某些其他实施例中，本发明的方法和

系统可以应用于半分批处理。在某些其他实施例中，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可以应用于连续

处理、分批处理和半分批处理的任意组合。

[0063] 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如下系统和方法：其中，硬分析器可以测量独立变量，诸如

在推断模型中使用的(一个或多个)压力、(一个或多个)温度和(一个或多个)流速中的任一

个或多个组合，从而推断模型生成处理流体/样本的成分的(一个或多个)预测。遵循本发明

的该方面，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使用本文中所描述的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的任意或

所有过程。

[0064] 根据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类似于本文中进一步描述的对于推断测量结果和硬分

析器测量结果的验证技术中的任一种，可以提供对独立变量和样本的成分两者的验证。根

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类似于本文中进一步描述的对于推断测量结果和硬分析器测量结

果的验证技术中的任一种，可以提供对预测的验证。此外，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模型

提供了实验室测量结果的推断测量结果、建模测量结果、参考测量结果和辅助测量结果。在

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可以基于例如其他比较测量结果来使用如本文中进一步描述的本

发明的过程来修改或调节该模型。

[0065] 本发明的实施例包括具有硬分析器的系统，该硬分析器被配置为生成处理样本的

一个或多个对应的从属变量。该系统还包括推断分析器，该推断分析器被配置为连同模型

一起采集并使用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以生成与硬分析器生成的从属变量相对应的一个或

多个推断从属变量。该系统还被配置为生成测量的从属变量与推断的从属变量的比较，并

且使用该比较来修改模型的一个或多个参数。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可以根据本文中

所提供的过程来执行对对应的测量结果的离散化。

[0066] 现在转向图1A，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如所示，增强型处理控制系

统300被配置用于借助于一个或多个硬分析器来增强推断分析器的操作和性能。系统300包

括执行对处理流10的样本的在线采集和/或分析的硬分析器310。因而，如上文所述，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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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测量一个或多个从属变量。该样本因而是在物理和时间方面受限制的处理流的代表，即，

其是处理流的与处理中的特定点和时间相对应的物理子集。系统300还包括推断分析器

312，该推断分析器312被配置为使用模型例如从DCS(分布式控制系统)320接收各种独立处

理变量，并且使用这些处理变量来预测处理的各种属性(推断的从属变量)的值。DCS  320被

配置为从处理10采集各种独立处理变量，以用在处理10的控制和操作中。CQM(认知品质管

理器)316将硬分析器310生成的从属变量与推断分析器312生成的推断的从属变量进行比

较，并且使用该比较来更新推断分析器312使用的模型以及/或者调整推断的从属变量的

值，然后，将这些值发送至处理优化器314。因而，CQM是处理器启用模块，其被配置为使用该

比较来对从推断分析器312接收到的属性预测进行验证，然后提供用于调整这些预测和/或

更新推断模型的选项。过程优化器314可以从CQM  316接收对于一个或多个流和流属性的预

测，然后将经验证的调整后的预测转换为处理指示，诸如调整处理控制输入，其被发送至

DCS  320以对处理10进行控制。应该认识到，处理优化器314可以从除了CQM  316外的源接收

输入，例如，其还可以对从DCS  320直接接收到的独立处理变量进行接收和操作。在本发明

的实施例中可以使用的处理优化器的示例通常包括APC(先进处理控制)，其也可以包括诸

如可以从日本东京的Yokogawa电气公司购得的ExasmocTM多变量优化控制的MPC(模型预测

控制)系统。可以例如基于(a)第一原理的应用、(b)严格遵循经验的“黑盒”方法(例如，基于

统计算法或神经网络算法)或(c)第一原理与经验方法的组合来以任何传统方式生成该模

型，并且该模型是推断模型。以下针对图1B示出并描述适于用在其实施例中的模型生成的

代表示例。

[0067] 系统300中所使用的独立变量(包括独立处理变量和独立样本变量两者)的示例可

以包括但不限于催化剂或试剂的温度、压力、添加或消耗率、进入(来自)处理或处理的点的

热能的流量、输入(输出)、光度测定或光谱测定装置在特定波长或频率下测量的折射率、导

电率、粘度、不透明度、pH、密度、强度响应等。

[0068] 可选地，例如，为了利于推断分析器312和/或CQM  316的操作，可以通过根据在x轴

上排列的种类(源/起源或类型)描绘独立处理变量的值(y值)来组织独立处理变量，以形成

属性谱(也称为样本谱)322，其中在给定的属性谱中描绘的独立变量在时间上彼此相关，例

如，它们基本上同时被采集。然后可以使用该样本谱322来更新或生成属性模型，使得该模

型基于样本谱322的总体及其对应的属性值(从属变量)。

[0069] 可选地，可以将样本谱322直接提供至CQM  316，如在323所示，以使得CQM能够在

“未处理“或未变更的状态接收属性谱322。而且，尽管可以使用直接通道323，但是应该认识

到，还可以通过推断分析器312(例如，隧道通过分析器312)将谱322在其未变更状态下提供

至CQM  316。

[0070] 还可以使用已知样本谱的特定总体作为用于推断模型的校准样本集。因而，推断

分析器312被配置为可选地预测与所述处理相关联的单个流或多个流的多个属性，该预测

基于一个或多个属性谱322。

[0071] 处理优化器314用来监视/控制/优化处理10的示例性方法可以包括以下方法中的

一种或多种：(a)用于确定样本谱322是否属于作为校准样本集的样本谱的相同总体的多元

方法；(b)用于根据起因对任意谱异常值(spectral  outlier)进行分类的多元方法；(c)在

样本谱322中替换假的谱异常值；(d)通过与基线进行比较来确定异常值条件是否由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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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e)通过以模型值替换来校正异常值条件；(f)将推断的从属变量与从属变量进行

比较；(g)其中，该比较(f)可选地包括基于平均化、回归、阻尼函数或向量的算法，以提供推

断的从属变量与从属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然后，将该数学关系应用于随后的推断预测以

产生经校正的推断值；(h)估计推断分析器预测的值与硬分析器测量出的这些值之间的滞

后时间；(i)调整来自推断分析器的预测；(j)使用统计分析来评价对应的推断值与测量值

之间的差；(k)通过添加最近的数据以及消除较旧的数据来更新模型；(l)通过添加谱异常

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样本数据来更新模型；(m)可选地采集已被识别为真谱异常值或属性

异常值的样本，并且使用其属性值来调整推断分析器的输出；以及(n)基于时间表和/或基

于由包括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频率和严重性的因子确定的需求、处理操作或配置

的改变来执行模型更新。如下将更详细地描述示例性方法(a)-(n)中的每一种。

[0072] 方法(a)可以包括基于可以通过多元方法获得的一个或多个度量来确定推断分析

器312提供的属性预测的有效性，例如，基于校准样本集对多元模型(诸如，PLS、PCR或主成

分分析(PCA)模型)的样本谱的应用，其方法和度量是化学计量分析领域的技术人员已知

的，能够识别样本谱是否属于校准样本集中的样本谱的相同总体，并且包括但不限于作为

样本与校准样本集的空间关系的表达的马哈拉诺比斯距离或者谱残差，该谱残差是多元模

型解释样本谱中的所有独立变量有多好的度量。

[0073] 方法(b)可以包括进一步应用多元模型以根据起因(例如，样本谱322中的独立变

量是否异常(例如，因为作为独立处理变量的源的传感器出故障))，或者替选地，样本谱322

是否表示与校准样本集中的处理条件、样本化学性质或其组合明显不同的处理条件、样本

化学性质或其组合)来对任意谱异常值进行分类，这些异常值分别被称为假谱异常值和真

谱异常值。

[0074] 方法(c)可以包括通过多元建模方法(化学计量学)领域的技术人员已知的方法

(例如，基于主成分分析(PCA)的方法)来推断并在假谱异常值的样本谱322中替换有故障的

独立变量的值，以准许推断分析器对从属变量(样本属性)的可靠预测。

[0075] 方法(d)可以包括：确定异常值条件是否是因为与当记录了校准样本集中的属性

谱时的对于独立处理变量的响应函数相比，作为相同独立处理变量的源的传感器的响应函

数已改变，其中，改变可能是由于老化、污垢、校准漂移或者响应函数与用于生成校准样本

集中的属性谱的传感器的响应函数不相同的另一传感器替换出故障的传感器，以及其中，

可以通过本领域技术任意已知的数学函数(例如涉及斜率和/或偏移的简单线性方程式、或

者二阶方程式、基于PCA的多变量函数等)来表征该改变。

[0076] 方法(e)可以包括：通过基于借助于上述的多元建模方法推断的值以及作为异常

值样本谱中的独立处理变量的传感器的响应确定数学函数，校正改变的传感器读数。

[0077] 方法(f)可以包括通过将通过向样本谱应用属性模型所预测的属性值与硬分析器

310测量的关于对应样本的属性值进行比较，来评价推断分析器的性能，其中，该比较是统

计分析领域的技术人员已知的适当统计方法的应用，例如，基于一个预测值与对应的测量

值之间的差或者基于以相对短的时间间隔获得的预测和/或测量值的平均值之间的差的计

算的统计方法。应注意，与硬分析器进行的测量的频率相比，推断分析器进行的属性预测的

频率相对高，例如，分别为6min-1至60min-1与1hr-1至20hr-1。

[0078] 方法(g)可以包括可选地通过将推断分析器312预测的值(推断的从属变量)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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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硬分析器310测量的对应值(从属变量)的总体相关联来执行比较，其中，这两个总体对

应于在范围从硬分析器的测量周期时间的时间帧至约几小时或几天的时间帧内进行预测

和测量，并且其中，该关联是通过对每个总体执行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适当计算(诸如，

基于平均化、回归、阻尼函数或基于向量的算法的计算)，以及其中，该计算得到推断值和测

量值的单独结果，推断值的结果与测量值的结果数学相关联，例如，关联为偏移(bias)、一

阶线性方程式或二阶数学多项式等，其数学关系接着应用于随后的推断预测，并且其应用

产生校正后的推断值。

[0079] 方法(h)可以包括通过多元统计方法中的本领域技术任意已知的方法来动态地估

计推断分析器预测的值与硬分析器测量的值之间的滞后时间，例如通过相对于预测值的总

体的时间使测量值的总体的时间反复地提前来最小化预测值与测量值的曲线图的变化。例

如，在柴油从CDU馏出(rundown)的情况下，独立变量P/T/流的改变基本上实时描述了在正

测量这些属性的处理中的各点处发生的改变，而柴油馏出流(例如，从属变量T20和T90的值)

的这些改变的表现可能滞后相对较长时段(范围从大约15分钟到30分钟)。T20和T90分别是

样本中的各成分的20％和90％蒸馏出样本的温度。因此，时间协调是确保硬分析器测量的

属性值与在执行上述的任何计算之前的对应属性谱正确配对所需的，以借助于硬分析器的

测量结果来增强推断分析器的操作和性能。已知滞后的幅度可根据与处理的操作相关的多

个因素而变化，再次参考CDU操作的示例，这些因素可以包括进料质量的改变、进料速率、馏

出流的牵引速率以及CDU的温度曲线。因此，由于滞后时间动态地变化，因此用于动态地估

计滞后时间的方法可以是有益的。

[0080] 方法(i)可以包括：通过应用增强法(g)中的数学关系来调整来自推断分析器的预

测。

[0081] 方法(j)可以包括：评价成对的对应推断值与测量值之间差或者来自上述的基于

总体的比较的结果之间的差，以确定预测值或预测值的总体是否有效，其中，该评价是应用

在统计分析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已知的适当的统计技术(例如，统计质量控制(SQC)方法)，其

中，有效的预测是与测量值或测量值的总体的偏差在预定容限内的预测，例如，预测是在统

计控制中，并且其中，不在统计控制中的预测是预测异常值，其也是属性异常值，而在一些

情况下，可以是浓度异常值。

[0082] 方法(k)可以包括通过添加相对新近的并因此代表当前条件的数据以及还通过消

除可能不太代表所述条件的较旧数据来更新推断分析器312使用的模型，其中，该模型和/

或数据包括独立变量和/或硬分析器310生成的测量结果。

[0083] 方法(l)可以包括：通过创建如下模型并将其下载到推断分析器来更新推断模型，

该模型的创建基于通过添加真的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新样本数据来更新的数据

集，并且执行模型更新以通过扩展以模型创建中所使用的所述数据集代表的处理条件和/

或化学性质的范围来增大在推断分析器中进行的预测的动态范围和/或鲁棒性。

[0084] 方法(m)可以包括：可选地在采样气缸中采集已被识别为真谱异常值或属性异常

值的处理样本，其中，该采集由通过适当手段接口至处理流的采样系统来实现，例如，样本

快速循环，其使来自处理流的材料连续地循环，并且采集的样本接着被传递至本地实验室

以确定关注的属性值，然后将关注的属性值用于在未从硬分析器310得到期望属性值的情

况下调整推断分析器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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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方法(n)可以包括：基于时间表来执行模型更新，例如，约每10天一次，或约每30天

一次，或约每60天一次，或约每90天一次，或者基于需求，该需求是考虑到包括但不限于如

下的因素来确定的：真谱异常值和/或预测异常值的频率和严重性(幅度)、以导致属性谱实

质性改变的方式对处理操作或配置的改变、或者自从先前模型更新的异常值样本的累积数

量，其中可以根据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参数(诸如，马哈拉诺比斯距离或谱残差)来计量

真谱异常值的幅度。

[0086] 应该认识到，方法(h)-(l)一般涉及增强推断分析器312的操作和性能，而方法

(a)-(g)一般涉及这些增强的数学基础。

[0087]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硬分析器310是在线气相色谱仪(例如，日本东京的

Yokogawa电气公司制造的GC8000) ,其被适当地配置为根据ASTM  D2887(“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Boiling  Range  Distribution  of  Petroleum  Fractions  By  Gas 

Chromatography”)执行对单一CDU馏出流(例如，柴油)的模拟蒸馏(simdist)分析。在另一

实施例中，气相色谱仪是超快气相色谱仪(快速GC)，例如能够根据ASTM  D7798(“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Boiling  Range  Distribution  of  Petroleum  Distillates  with 

Final  Boiling  Points  up  to  538℃”by  Ultra  Fast  Gas  Chromatography(UF  GC))在循

环时间为每次分析约3分钟到6分钟的情况下执行CDU馏出流的simdist分析的Calidus微型

GC(猎鹰分析，路易斯堡，WV)，其中，所述simdist分析获得诸如T20和T90的馏出物量温度的

值，以及其中,(i)超快GC对多个CDU馏出流(例如，石脑油、煤油/燃料、柴油、轻柴油、重柴油

等)中的每一个执行simdist分析；(ii)作为单一色谱分析的结果或者作为来自直接连接地

执行的重复分析的结果的平均值而获得对于每个流的simdist值；(iii)在流的蒸馏属性的

推断预测的上述增强中使用这些值；(iv)顺序地获得对于每个馏出流的simdist值；以及

(v)增强的推断预测用于处理控制以及CQM引擎在其的更新之间的优化。例如，如果将对于

四个CDU馏出流中的每一个的simdist属性确定为快速GC对三个分析的平均，并且每次分析

的总循环时间为5分钟，则对于增强对四个流中的每一个的推断预测，每4×3×5＝60分钟

可得到硬分析器结果。在具体实施例中，GC可以被配置为实现传统的ASTM  D7798simdist分

析和/或在ASTM  D7798之后的UF  GC分析。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分析器可以是傅里叶

变换红外(FTIR)分析器、傅里叶变换近红外(FTNIR)分析器、核磁共振(NMR)分析器、Raman

分析器或其组合。另外，硬分析器310可以是被配置为实现ASTM  D86(“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istillation  of  Petroleum  Products  at  Atmospheric  Pressure”)的蒸馏

分析器。然而，图1A的说明性实施例并不意在进行限制，并且从属变量40可以包括分析器检

测到的任何形式的测量结果。例如，从属变量可以包括具有代表测量值、数字值、谱和其任

意组合的特定电压的电信号。

[0088] 在特定实施例中，气相色谱仪被配置为确定属性，例如，具体地，借助于单体烃分

析(DHA)，或者一般地，通过使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方法来获得和评价烃流的色谱；其

中，这些属性包括汽油的属性(例如，辛烷、总芳香烃百分比、苯百分比、石蜡百分比、蒸馏属

性、里德蒸汽压力(RVP)等)或者柴油的属性(例如，十六烷值、蒸馏属性、多核芳香烃、多环

芳香烃以及诸如云点、流点、冷滤点的属性)、或者石脑油的属性(例如，PIONA属性和蒸馏属

性)；硬分析器可选地是能够通过除了气相色谱法外的手段来测量属性(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的汽油、柴油或石脑油的属性)的一种或多种在线分析器技术，其中，可以将根据已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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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测试方法(诸如由ASTM国际公布的测试方法)的技术的应用当作主要测试方法；以

及将样本限定为异常值可选地基于色谱图的化学计量评估，其中，该评估是多元分析，例

如，基于PLS、PRC、PCA等的多元分析。

[0089] 应该理解，多个属性预测可以借助于对应的多个模型(每个属性一个模型)来完

成；或者，单一模型可以能够预测多个属性(一个模型、许多属性)。另外，应该认识到，对馏

出物量温度T2O和T90(即，样本中的成分的20％和90％蒸馏出该样本的温度)的参考是非限

制性的。实质上，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馏出物量温度，例如，T50、T85、T95和T98。另外，馏出物量温

度是样本的蒸馏属性的一种表达，另一种是针对某些温度所确定的馏出物量，例如在诸如

200℃或300℃的某一特定温度下蒸馏的样本的百分比，其有时被称为汽油的E200和E300。

因而，应该理解，对馏出物量温度的参考(一般或具体地例如为T20和T90)是非限制性的，但

意在作为推断分析器可以预测或者通过气相色谱仪可以测量的蒸馏属性的示例。类似地，

术语“模拟蒸馏(simdist)”不仅适用于馏出物量温度的确定，而且简明地表示了用于通过

气相色谱法来确定烃样本的蒸馏属性的方法。应该注意，对蒸馏属性的参考是非限制性的，

并且本发明可以有益地应用于增强其他属性的推断预测，其他属性可以包括所谓的冷属

性，诸如柴油的流点、云点和冷滤点。

[0090] 现在转向图1B，多元数学模型将响应矩阵与期望属性值相关联，其中通常根据由

该工业承认的组织或官方定义的主要测试方法在实验室中确定期望属性值。多元统计建模

技术(常用算法包括偏最小二乘法(PLS)和主成分回归(PCR))提取分布在整个频谱上的信

息以与主要测试方法结果相关联。向测量出的样本谱应用所得到的校准模型得到了对于如

所示的那些属性的推断值。

[0091] 图2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使用基于模型的软传感器或基于模型的硬传感

器来预测属性的步骤的流程图。硬分析器310测量从处理10得到的离散样本20，以得到从属

变量160。另外，与DCS  320相关联的传感器在指定的时间t从处理10采集独立变量30。使用

独立变量30，用于“软传感器”的推断模型80计算预测值(推断的从属变量)180，其是处理10

的一个或多个推断测量结果。在190，将从属变量160的值与推断的从属变量180的值进行比

较。比较的结果可以是经调整的推断预测和/或对模型的调整，其接着在194被发送以更新

模型180以及/或者在196控制(例如，经由DCS  320)处理10。在替选的实施例中，比较结果可

以直接是更新后的推断模型80’，其可以在194被发送以替换模型80。

[0092]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分析器可以包括根据本文进一步讨论的过程的用于验

证一个或多个目标变量的过程。本发明的实施例还针对验证一个或多个分析器测量结果的

过程。

[0093]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以基于例如来自主要测量的反馈来更新一个或多个处理

模型。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使用实验室数据来自动更新(一个或多个)处理模型。在本

发明的某些其他实施例中，使用一个或多个在线分析器提供的测量结果来自动更新(一个

或多个)处理模型。在本发明的另外的某些其他实施例中，使用实验室数据与一个或多个在

线分析器提供的测量结果的任意组合来自动更新(一个或多个)处理模型。

[0094]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单因素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的任一个或任

意组合来更新处理模型或者与推断测量结果的估计相关联的校正偏差或比率。根据本发明

的某些实施例，可以识别控制特定推断测量结果的计算的主要因素，并且可以对这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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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变量中的任一个执行单一因素相关分析。在本发明的某些其他实施例中，在独立变量

与推断测量结果之间建立量化模型，并且可以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更新该模型。在本发明

的其他实施例中，可以执行单一因素相关分析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的组合以修改和/或调节

用于确定一个或多个推断测量结果的模型。

[0095] 图3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步骤的流程图。用于确定

处理流200的属性的方法包括：210，使用模型来计算对于属性的推断测量结果；220，接收属

性的分析器测量结果；230，评价推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240，评价分析器测量结果的有效

性；以及250，调整模型和/或调整推断测量结果。

[0096] 在某些实施例中，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方法可以包括：当推断测量结果无效并且

分析器测量结果无效时，使用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来调整模型。另外，遵

循该实施例，确定处理流的属性的方法可以包括：基于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

结果的年龄以及与在测量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时的处理的状态相比的

处理的当前状态，确定是否使用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来调整模型。此外，

在本文中所示和所描述的各个实施例中的任一个中，当确定推断预测和分析器测量结果两

者都是有效的时，可以使用分析器测量结果来调节(调整)推断预测。

[0097] 各个实施例也可以使用例如本文中进一步描述的过程中的任一个来离散化分析

器测量结果。

[0098] 例如，如果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的年纪太老，则可丢弃一个或

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并且不将其用来修改或调节该模型。根据另

一示例，如果当前处理的状态不同于在测量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时处理

的状态，则可以同样地丢弃一个或多个先前的有效分析器测量结果中的任一个。

[0099] 示例

[0100] 表1使用处理操作和控制的离线测量结果来分析本发明的系统和方法相对于多种

传统技术的有效性。标准预测误差是与百分之20(T20)和百分之90(T90)恢复的蒸馏温度相

关联的不确定程度的度量。例如，通常在实验室中通过标准ASTM  D-86的方法或者通过

simdist方法(例如，ASTM  D-2887或D-7798的方法)来测量蒸馏温度，而后者还可以使用例

如气相色谱仪来在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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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0102]

[0103] 如表1中所示，仅仅测量频率增加导致标准预测误差的减小以及处理操作的改进。

因而，在处理操作的改进的回报率证明在线分析器的安装和支撑有理的情况下，在线分析

器提供的频率通常相比实验室分析是有利的。不管分析器测量的频率如何，始终通过使用

适合于正在执行的分析的类型将该分析器与推断分析器集成来改善标准预测误差。

[0104] 假设柴油的价值比相邻的石脑油馏分每桶多＄6以及比相邻的汽油馏分每桶多＄

3来估计经济效益。因而，会促使精炼者在仍旧维持关于T20和T90蒸馏温度的规范的同时最

大化柴油的产量。

[0105] 在初步考虑表1中所呈现的经济效益时，第六种方法相对于方法3和方法4提供的

效益可能似乎不是引人注目。实际上，少量经济效益可能无法抵消安装和运营在线分析器

的成本。假定表1中的性能比较应用于在标称稳定状态条件下的CDU操作，例如，当原油进料

的成分相对稳定时，该结果实际上用来说明软传感器在这样的条件下非常有效。然而，显著

的利润改善可以通过最小化因原油切换(即，在具有不同属性的原油给料之间的改变)导致

的对原油蒸馏单元操作的分解的持续时间和严重度来实现。用于减少与原油切换相关联的

分解的传统策略包括：在给料改变期间暂时缩减或降低原料进给率，并且逐渐地，将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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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回至目标率。通过方法6具有高频率和高保真度这两者的属性预测的可利用性得到了

估计的每年约＄1280000吞吐量损失的减少(按照每天100000桶原油蒸馏能力)。与传统技

术相比，本发明的集成分析器系统和方法(特别是使用在线分析器来杠杆化地增强推断预

测)允许在短到足以减轻原油切换在它们引起的其持续时间和分解方面的影响的时间量上

使在线分析器适应CDU的操作并因此适应提炼厂的操作，并且在直接的示例中，使得能够最

大化柴油产量。

[0106] 通过在前述的描述和相关联附图中呈现的教导的益处，将使本发明所属的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想到本文中阐述的本发明的许多变型和其他实施例。例如，应该认识到，本文中

所示出和描述的“模型”不仅包括基于多元统计方法(例如，PCA(主成分分析)、PLS(偏最小

二乘法)和MLR(多重线性回归)的模型，而且包括RBF(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基于第一原

理的模型和其组合以及可以在将来开发的基本上任意模型类型。类似地，虽然针对本文中

的实施例示出和描述了各种示例性分析器技术，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技术，诸如基于TDL(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器)、QCL(量子级联激光器)

和CRD(腔衰荡)光谱学的技术及其组合以及未来开发的任何分析器技术。因此，应理解，本

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并且变型和其他实施例意在包括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

内。此外，虽然在前的描述和相关联的附图在元件和/或功能的某些示例性组合的上下文中

描述了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不背离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由替

选实施例提供元件和/或功能的不同组合。在这点上，例如，也预期在所附权利要求中的部

分权利要求中阐明的、与以上明确描述元件和/或功能的组合不同的元件和/或功能的组

合。虽然本文中采用了具体术语，但是它们仅以通用和描述的意义使用而不是出于限制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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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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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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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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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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