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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油气工程设计行业从国外引进多种商业软件，对传统工程设计行业的发展成本、产出
过程带来一定影响，软件应用效能亟待提升；另一方面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发展相对较缓，尚未在工
程设计行业中进行规模化应用。为此，从用于油气工程上、中及下游项目相关工艺设计的主流软件
入手，对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应用现状进行系统描述，并阐明其产品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对行业的影
响。同时，总结国产商业工艺软件产品特征与发展趋势，对比分析国产商业工艺软件的优势与不足，
进而提出国外商业工艺软件的应用与效能提升策略，以及对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以期为工程设计行业工艺软件开发、应用及发展提供参考。（表 6，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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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a variety of commercial software has been introduced from abroad into the oil & gas
engineering design industry, which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cost and output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design industry. Hence, it is urgent to seek for high-efficiency application of the software.
Besides, the domestic commercial process software is developed relatively slowly and not applied massively in
the engineering design industry. So,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foreign commercial process software was described
systematically based on a variety of mainstream commercial software for relevant process design in the upstream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projects of oil & gas engineering.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lated impact on the industry were also expounded. Meanwhile,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commercial process software were summarized, wi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omestic commercial process software. On this basi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or the foreign commercial process software, including the consideration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commercial process softwa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process software for engineering design. (6 Tables,
33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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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内油气工业发展简史和产业链概况，油气

气储运工程设计及下游炼油化工工程设计。目前，
油气

工程设计业务可分为陆上和离岸业务两大类。其中陆

工程设计行业在大型工艺包开发、
工艺设计过程流程优

上业务大致可划分为上游油气田地面工程设计、
中游油

化、
系统分析及设备计算选型等过程中均大量采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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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软件辅助设计，
且主要为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商业

梳理，分析各软件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形成对软件应

工艺软件作为影响和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

用价值提升路径、国产软件发展模式及方向的相关思

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对工程设计

考与建议，以期为油气工程设计行业工艺软件开发、应

过程进行简化，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便利条件，也对传

用及发展提供参考。

统工程设计行业的发展成本、产出过程构成一定影响，
亟待寻求高效应用；
另一方面国产商业工艺软件的发展

1

常见软件及其应用现状

1.1

国外软件

相对较缓，
尚未在工程设计行业中进行规模化应用。站
在国内油气工程设计行业的角度，
需针对商业工艺软件
影响行业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挖掘、统筹分析，以实现
油气工程设计瓶颈技术的逐项突破和创新发展。
目前，国外商业工艺软件为石油天然气行业工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油气工程行业开始陆续从国
外引进商业工艺软件。从 21 世纪初开始，随着国内油
气行业的不断发展，大量不同类别的国外商业工艺软

设计人员常用的辅助工具，其应用涵盖工艺流程选择、

件先后在行业内进行了大规模应用。当前行业内常用

设备参数计算与优化、规格控制与物性分析、设备定义

的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大致分为 3 类，包括工艺流程模

与系统水力学分析、厂站安全分析与泄放计算、厂站系

拟软件、工艺系统分析软件、工艺设备计算软件。

统节能减排与降耗设计等方面。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在

1.1.1

工艺流程模拟软件

助力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对行业生产成本、工作模式

工艺流程模拟软件主要用于油气行业各领域工

产生较大影响，且尚未形成软件高效集成体系，应用效

艺过程的模拟与计算，为厂站系统设计提供数据依托

能不足。而国产商业工业软件尚未规模化应用，可能

与物性基础。国外常见工艺流程模拟软件主要包括

对行业发展产生潜在影响。

Aspen Plus、HYSYS、UniSim、Simsci PRO/II、ProMax

由此，对常见国外与国产商业工艺软件进行全面

及 VMGSim（表 1）。

表 1 国外常见工艺流程模拟软件功能特性对比表
软件名称

版本号

典型功能特性

主要应用行业

优势过程领域

多领域单元设备模型（含固体系统）选择；用户单元模
常减压、气体分馏、催化裂
炼油、
化、烷基化；乙烯裂解、轻烃
型定义；流程优化及敏感性分析；设计模式及数据拟合；
Aspen Plus
V12
石油化工、
案例研究及多参数图表输出；与 Flarenet、EDR、Energy
分离；煤热解、煤制甲醇、煤
煤化工
Analyzer、HTRI 软件数据交互
制油
集成式工程环境；人工智能及事件驱动；DCS 系统动态
原油稳定、天然气净化、天然
接口数据互传；工艺参数优化；案例研究及多参数图表
油气田地面工程、 气提氦、天然气凝液回收；串
输出；灵活塔器模拟（含塔板结构设计）；基于 API 的
HYSYS
V12
天然气液化、
级冷冻循环、混合冷剂循环、
安全阀计算；动态泄放过程模拟；硫磺回收过程模拟；
油气储运
膨胀机循环制冷；原油、天然
先进动态模拟技术；与 Flarenet、Aspen EDR、Energy
气集输
Analyzer、HTRI 软件数据交互
原油稳定、天然气净化、天然
人工智能；DCS 系统动态接口数据互传；工艺参数优化； 油气田地面工程、 气提氦、天然气凝液回收；串
UniSim
R390.1 案例研究及多参数图表输出；灵活塔器模拟；动态泄放
天然气液化、
级冷冻循环、混合冷剂循环、
过程模拟；先进动态模拟技术；与 HTRI 软件数据交互
油气储运
膨胀机循环制冷；原油、天然
气集输
集成式工程环境；案例研究及多物性参数输出；流程
常减压、气体分馏、催化裂
优化分析；先进动态模拟技术；全寿命周期模拟平台
Simsci PRO/II 2020
炼油、石油化工
化、烷基化；乙烯裂解、轻烃
数据共享；与 Visual Flare、INPLANT、HEXTRAN、
分离、芳烃重整、聚酯合成
PIPEPHASE、SPYRO、HTRI 软件数据交互
流程优化分析；硫磺回收过程模拟；
天然气净化；天然气提氦、天
ProMax
V3.2
天然气加工
与 HTRI 软件数据交互
然气凝液回收
流程优化分析；硫磺回收过程模拟；
天然气净化；天然气提氦、天
VMGSim
10.2
天然气加工
与 HTRI 软件数据交互
然气凝液回收

工艺流程模拟软件辅助工程设计的基本功能主要

进行完整性数据交互，例如与管道水力学计算软件的

包括：
①进行工艺流程选择、优化模拟，及全流程的物

数据交互、与厂站安全泄放和火炬管网分析软件的数

料与热量衡算；
②为工艺设备尺寸定义与多工况核算

据交互、与系统换热网络优化分析软件的数据交互等。

提供相应的操作及物性参数参照；
③与其他工艺软件
2

yqcy.paperopen.com

上述各软件均在国内开展了工程应用。芦思瀚

Frontier & Overview | 前沿与综述

陈以文，等：商业工艺软件在油气工程设计行业的应用与思考

等[1]应用 Aspen Plus 对中石化股份天津分公司某常减
[2]

据库引入大量炼油工业经验数据，用户自定义功能较

压装置进行优化分析，降低了生产成本；
李国娜等 通

强，拥有多种工艺计算软件数据交互接口，可接入基于

过 HYSYS 验证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某天然气

AVEVA 系列软件的数字化集成平台；
ProMax 在天然

[3]

轻烃回收厂操作参数，并提出了优化方案；
费启智等

气加工模拟计算方面具有优势，在胺法脱酸模拟方面

利用 UniSim 对沈鼓集团某乙烷循环制冷压缩机组循

的计算结果同工程实际数据拟合度高，广泛被业内认

环制冷工艺进行动态模拟和压缩机带压启动分析；
曹新

可。国内外多家大型工程设计公司和专利商均曾利用

[4]

波等 运用 Simsci PRO/II 对国内某炼油催化裂化装置

该软件对含酸天然气处理全流程进行了模拟计算和工

进行模拟计算和㶲分析，
得出了影响装置耗能的关键因

程验证[7] ；
VMGSim 在国内引入时间相对较短，其针

素；
张天震[5]采用 ProMax 对中国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

对天然气净化尾端硫磺回收工艺的模拟结果较贴近工

司胺法酸气吸收和溶剂再生流程进行模拟计算，
并与工

程实际。

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提升了软件计算数据的准确性；

1.1.2

[6]

工艺系统分析软件

杨威等 通过 VMGSim 模拟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工艺系统分析软件可基于既定工艺流程，对系统

某天然气净化厂的 Claus 工艺过程，
分析得到了 SO2 不

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及节能性进行研究分析，大

同返回位置对硫磺回收率及主燃烧炉温度的影响。

致分为管道系统水力学计算、腐蚀预测分析、厂站安

对 比 分 析 各 软 件 性 能 特 点 与 应 用 情 况 可 知，
Aspen Plus 数 据 库 功 能 强 大，可 与 DECHEMA 数 据
库接口对接，主要用于含固流体的过程模拟。HYSYS

全泄放与火炬管网分析以及系统换热网络优化分析
4 类。
国外常见管道系统水力学计算软件主要有

近年来升级速度较快，软件平台趋于完备，其内置的工

PIPEPHASE、OLGA、AFT Impulse、PIPENET、SPS、

业 AI 技术可实现油气行业上游、中游过程的全流程

TGNET（表 2）
；
腐蚀预测分析软件主要有 Predict &

稳、动态模拟，相对完备的地域区块原油组分库可在

Socrates、ECE、Corrosion Analyzer（表 3）；厂 站 安 全

前期设计数据基础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模拟；
UniSim

泄放与火炬管网分析软件主要有 Flarenet、Flaresim、

与 HYSYS 同源，可接入工厂 DCS 系统，在油气工程

PHAST（表 4）；
系统换热网络优化分析软件主要为

全 流 程 动 态 模 拟 方 面 应 用 较 广 泛；
Simsci PRO/II 数

Energy Analyzer（表 5）。

表2

国外常见管道系统水力学计算软件功能特性对比表

软件名称
版本号
典型功能特性
PIPEPHASE V9.6 多相流压降计算；复杂网络优化；多相流瞬态模拟
上游油气井模拟；单相 CO2 长输管道模拟；多相流压降计

主要应用行业
油气储运

优势过程领域
单相流集输、多相流集输

上游油气井、单相流集输、
油气储运
2020.1 算；多相流动态模拟；段塞流跟踪；蜡沉积预测；腐蚀预测；
CO2 管输、多相流集输
与 Symmetry 软件数据交互
相对完整的管件模块；交互式工作环境；工业管网水击瞬态
AFT Impulse
7.0
油气储运
单相液体水击计算
分析；与 CAESAR II、TRIFLEX 软件数据交互
工业消防模拟；工业管网水击瞬态分析；与 PDS & PDMS、
PIPENET
1.11.0
油气储运、石油化工
单相液体水击计算
CAESAR II 软件数据交互
长输管道离、在线稳瞬态模拟；气体输送存活期计算；多层
SPS
10.4.0 保温材料热力模拟；多种液体批量追踪；跨站场液体管道水
油气储运
单相流集输、多相流集输
击分析
TGNET
4.2 输气管道离、在线稳瞬态模拟；管道泄漏模拟
油气储运
天然气集输
OLGA

表3
软件名称
Predict &
Socrates
ECE
Corrosion
Analyzer

版本号

国外常见腐蚀预测分析软件功能特性对比表
典型功能特性

主要应行业

优势过程领域

采油、采气、注水、完井、
碳钢潜在腐蚀速率及点蚀因子计算；实验室测试数据库；腐
上游油气井、油气储 酸化及钻井系统；地面
5.0 & 9.0 蚀剖面及多点敏感性分析；临界参数计算及成本分析；酸性
运、天然气加工、炼油 集输、天然气脱硫；炼
环境合金抗开裂腐蚀分析
厂酸水系统
碳钢腐蚀速率预测；碳钢失效风险预测；抗腐蚀合金材料选
上游油气井、
上游采油采气及钻井系
5.4.0 择；全寿命周期成本计算；临界参数计算及成本分析；酸性
油气储运
统；地面集输
环境合金抗开裂腐蚀分析
基本水溶液电化学参数计算；多种金属腐蚀速率计算及分 上游油气井、油气储 采油、采气、注水及钻井
V3.1.3
析；基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腐蚀过程模拟及预测
运、海洋工程
系统；海底管输
yqcy.paperopen.com

3

前沿与综述 | Frontier & Overview

表4

V12

Flaresim

6.0

PH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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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常见厂站安全泄放与火炬管网分析软件功能特性对比表

软件名称 版本号
Flarenet

2022 年 1 月

典型功能特性

主要应用行业

优势过程领域

火炬管网水力学及噪音分析；复杂回路多泄压源多工况分 上游油气井、油气储运、
放空系统（火炬管网）
析；与 Aspen Plus、HYSYS 软件数据交互
天然气加工、炼油
多种类火炬设计（高架、捆绑式及面等多点源类别）；火炬头 上游油气井、石油工程、
放空系统（火炬、放空立管）
及火炬高度计算；辐射热计算；燃烧烟气扩散计算
油气储运
油气生产过程安全事故数据模拟（闪火、池火、喷火及爆炸）；上游油气井、油气储运、
放空系统（厂区安全分析）
辐射热计算；火炬燃烧烟气多维扩散分析
海洋工程
表5

软件名称

版本号

Energy Analyzer

V12

国外常见系统换热网络优化分析软件功能特性表
典型功能特性

主要应用行业

全流程冷热物流复合曲线绘制；换热网络设计及自动优选；
炼油、天然气加工、
换热工程投资及操作费用估算；与 Aspen Plus、HYSYS 软
天然气液化
件数据交互

优势过程领域
换热系统

管道系统水力学计算软件基本功能为根据管道走

况动态水击模拟分析，为整个注水系统工艺设计提供

向、周边环境及下游压力需求设计安全节能且满足投

了依据；
王明达等[12]利用 SPS 求解长输管道启泵正压

资要求的管道系统，针对可能出现的段塞流或水击等

水击持续时间生成与传播阶段数学模型，并根据现场

特殊工况进行动态计算，对管网水力计算中负荷分布

数据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陆津津等[13]采用 TGNET

进行预测和调度运行指导，优化设计以消除或避免潜

建立带有跨接管的并行管道模型，并开展截断时某并

在风险。

行管道的稳、瞬态分析，得到了管道最大输量的影响

腐蚀预测分析软件基本功能为结合输送介质与环

因素，以及管道截断时瞬态管道末端压力与流量特性；

境参数，对管网实际运行时可能发生的腐蚀部位及腐

杨静等[14]通过 Predict 4.0 对雅克拉气田某集输管道

蚀速率进行预测，为管网设计、建设及运营过程提供指

进行腐蚀速率预测和工程验证，优选得到了较为可行

导依据。

的防腐对策；
吴奇兵等[15]采用 ECE 对渤海油田某油管

安全泄放和火炬管网分析软件基本功能包括：
①

腐蚀规律及剩余强度进行分析，得出了影响油管柱腐

结合相关设计标准、工艺流程、设备尺寸及布置，确定

蚀速率变化规律的主控因素；
张绍广[16]利用 Corrosion

操作单元可能出现的最大泄放量，定义各安全泄放装

Analyzer 对影响渤海油田浮式储油轮生产分离器和

置形式与尺寸；
②依据安全泄放装置、火炬位点及管路

管道腐蚀速率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试验对比，发

走向建立火炬管网，进而依据相关规范要求、多工况需

现预测结果与评价结果趋势基本吻合。姜凯[17]通过

求及安全节能环保原则设计出经济合理的火炬管网系

Flarenet 对天津百万吨乙烯项目中安全阀、火炬管网

统，并最终确定各泄放装置背压。

进行建模与尺寸定义，验证了利用该软件进行设备单

系统换热网络优化分析软件则用于开展换热设备

元设计的可行性。王涛等[18]运用 Flaresim、PHAST

占比较高的工艺装置的设计，基本功能为权衡全厂装

对国外某海洋石油平台冷放空系统进行热辐射、噪音

置换热设备的一次性投资和公用工程消耗产生的持续

及扩散分析，确定了合适的放空臂长度。水春贵[19]运

性费用，最终设计出满足工艺需求的最优换热网络。

用 Energy Analyzer 软件，以荆门石化 3.5 Mt/a 常减压

上述各软件在国内开展了多次工程应用。浦宁

[8]

将大庆经验公式整合到多相流输油管道模拟及水力学
计算软件 PIPEPHASE 中，并在某集油管网进行了工
[9]

蒸馏装置为例验证了夹点分析方法进行换热网络优化
的可行性，并给出了优化建议。
对比分析各类软件性能特点与应用情况可知，管

程验证；
徐孝轩等 运用 OLGA 进行了某超深水多相

道系统水力学计算软件中，PIPEPHASE 在油气储运行

流海底混输管道的稳态和瞬态模拟，并进行段塞流动

业内常用于多相流混输模拟、段塞流预测等；
OLGA 可

[10]

进行多相流混输管道稳瞬态模拟及段塞流动态跟踪模

态跟踪，模拟结果与现场实际值吻合良好；
仇德朋等

利用 AFT Impulse 对常规 LNG 接收站低压系统进行

拟，同时兼具针对含 CO2 多相流腐蚀预测模拟功能[20] ；

多工况水击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措施建议；
曹浩明等[11]

AFT Impulse 管路元件较为齐全，有利于快速建模，适

通过 PIPENET 对某海上油田注水系统流程进行多工

于管道水击动态分析，国外常用作 LNG 接收站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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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分析[21] ；
PIPENET 常用于管道水击动态分析，可

Energy Analyzer 基于冷热流体夹点分析技术开发，可

与 PDMS、CAESAR II 等三维布置与管道应力分析软

针对工厂物流温位、能量大小进行自动匹配，构建最优

件数据交互，有利于优化设计过程；
SPS 在油气输送管

换热网络，并据此估算工厂换热的一次性投资和预期

道全网水击动态模拟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可预测包括

年操作费用。

管道及附属设施等可能出现事故的时间状态；
TGNET

1.1.3

主要用于输气管道与城市燃气管网工艺设计，适用于
稳态水力学计算。

工艺设备计算软件
工艺设备计算软件可基于既定工艺流程与系统，

定义工艺设备及附件的尺寸，并进行初步选型。

腐蚀预测分析软件中，Predict & Socrates 管材数

按照依托形式可将工艺设备计算软件分为两类。

据库较全，可预测的操作温度范围相对较广，在多相流

第一类是基于电子表格（Spreadsheet）编制的工艺计

油气系统 CO2/H2S 腐蚀速率预测方面具有优势；
ECE

算书，此类表格适用于多数通用设备的计算选型，如

主要用于上游油管或集输管道腐蚀速率量化预测，

泵、容器、储罐及附件（安全阀、呼吸阀、喷射器及阻火

尤其是在油管腐蚀速率预测方面较为准确；
Corrosion

器等）。该类软件一般由各工程设计公司自行编制，或

Analyzer 主要用于电化学腐蚀速率预测，在海底管道

由国内小型设计院所从国外大型工程咨询公司批量引

腐蚀速率预测方面应用较广泛。

进。第二类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计算软件，如换热器

厂站安全泄放和火炬管网分析软件的应用主

工艺计算与结构设计软件、塔器工艺计算与设计软件、

要集中在工艺本质安全分析及放空系统设计，其中

压缩机工艺计算与设计软件等。目前对于板翅式换热

Flarenet 常 用 于 安 全 阀 初 步 选 型 和 火 炬 管 网 设 计；

器、绕管式换热器等特种换热器，塔器以及压缩机的工

Flaresim 侧重于厂区火炬热辐射和噪音模拟，也可用

艺计算与结构选型，通常由专利商或工程设计公司提

于二维无障碍物扩散模拟；
PHAST 则主要用于厂站泄

供数据条件，由设备厂商提供计算软件，结合自身设备

漏危险性模拟分析和安全计算，可用于可燃、有毒、有

特点进行计算选型。商业工艺设备计算软件的应用

害气体的放空扩散分析。

主要在管壳式换热器工艺计算及结构设计校核方面。

系统换热网络优化分析软件在大型工厂工艺装
置能量优化、投资费用估算等方面有较强的指导性。
表6
软件名称

版本号

HTRI

7.0

EDR

V12

国 外 常 见 换 热 器 工 艺 计 算 软 件 有 HTRI（即 HTRI
Xchanger Suite）与 Aspen EDR（表 6）。

国外常见换热器工艺计算软件功能特性对比表

典型功能特性
主要应用行业
优势过程领域
换热器校核、设计和模拟；满液式蒸发器计算；连续翅片管
模拟；换热器内部漏流、旁路流模拟；管壳式换热器网络
油气田地面工程、油气储运、
SmartPM 性能监测；降本减停和安全运营保障；传热系统 天然气液化、炼油、石油化工、
冷凝计算
方案选择；与 UniSim、Aspen Plus、HYSYS、Simsci PRO/
煤化工
II、ProMax、VMGSim 软件数据交互
换热器校核、设计和模拟；最大热阻计算；三缺折流板模拟；
油气田地面工程、天然气液化、
沸腾传热计算
KOCH 螺旋式换热器模拟接口；与 Aspen Plus 、HYSYS 软
油气储运、石油化工
件数据交互

上述各软件均在国内开展了工程应用。贾会平[22]
运用 HTRI 软件分析了结构参数调整对振动的影响，
得到了消除管壳式换热器振动的方法。魏春华等

[23]

全产业链均有应用案例[25]。HYPROTECH 公司研发
的 HTFS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在国外得到了
大规模成熟应用[26-28]，于 20 世纪末逐渐被引入国内并

采用 EDR 进行管壳式换热器串联优化设计，并通过理

开展大量应用，其被 Aspen 公司收购后升级为 EDR。

论对比验证了该软件计算的准确性。

该软件专门用于标准换热器设计，但升级后尚未被国

对 比 分 析 各 软 件 性 能 特 点 与 应 用 情 况 可 知，
[24]

HTRI 在国外经过了多年成熟工程应用

，是目前油

气工程设计行业内换热器工艺计算的主要软件，可进

内人员彻底掌握，且其与主流工艺模拟软件接口数量
相对 HTRI 软件较少。
1.2

国产软件

行工厂换热过程模拟，应用范围涉及换热器设计、工厂

当前国产商业工艺软件的开发主要涉及部分工

换热方案选择、以及换热器清理计划制定、降低能源成

艺流程模拟软件、工艺系统分析软件及工艺设备计算

本及停机时间分析等运营方案设计，在国内油气工程

软件。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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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艺模拟软件而言，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国

（2）用户化与专业化。在国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内陆续开发了一些针对某些工艺装置的模拟单元或

背景下，大型工程设计公司、科研院所是开拓与创新

[29]

。20 世纪初国内多所科研机构开发出相对完

的主力军。作为商业工艺软件商的直接客户，各大工

善的工艺模拟软件，例如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研究

程设计公司、科研院所推动了软件用户自定义功能的

院开发的“脱硫工艺模拟系统”、青岛化工研究院开发

强化，以增强软件专业性、适应国内及行业相关标准、

的“ECSS 化工之星”等。近年来国内陆续有软件商

满足技术开发与工程化需求，包括运用大型工艺模拟

开发更加成熟的工艺模拟软件，并尝试在行业内进行

软件定义用户自主需求模块，工艺系统分析软件不

推广应用。例如北京圣泰软件科技公司自主开发的

断强化理论计算与试验数据拟合回归过程等。例如

SimTech Simulator，该软件当前已发布 V2.0 版本，软

Corrosion Analyzer 通过不断回归试验数据，提升了预

件采用云端服务器登录，无需在本地安装，并在组分、

测多种金属腐蚀速率的准确性。

模块

热力学、单元模块及流程控制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提升。

（3）多元化与完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

此外，山东京博控股集团自主开发的 DELTASIM，其

快，商业工艺软件商、建设单位、工程设计公司、科研

开发目标为稳态流程模拟、动态模拟、动态工艺数字孪

院所、专利商及设备制造商互相建立多边战略合作关

生及基于流程模拟的工业 APP，目前尚未发布。在工

系，协作愈加紧密。商业工艺软件服务对象多变，使其

艺系统分析软件开发方面，主要针对部分水力学及热

功能多元化和构架完备化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大

力学模型开展了推演、归纳及优选，并完成了初级管道

型工艺模拟软件在动态计算方面急速发展，以满足建

水力学计算软件的搭建，如原上海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设单位对厂站系统实时动态调控模拟的需求。例如

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合作开发的湿天然气管道水力

HYSYS 软件增加了上游模块，并对动态模拟的事件

[30]

学计算软件 SOPSIM

。在工艺设备计算软件方面，

驱动功能进行强化，使其在油气工程领域的动态模拟

国内部分高校及研究院所针对管壳式换热器计算选型

功能趋于完备化。

软件进行了初步开发，并将计算结果与国外主流行业

2.1.2

软件进行对比分析

[31]

，但尚未见商业化应用。

综上，国产工艺系统分析软件及工艺设备计算软
件发展相对缓慢，而国产工艺模拟软件近几年发展较

行业相关影响
国外商业工艺软件的引进与应用为国内油气工程

设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
一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为迅速。尽管国产工艺模拟软件工程应用的可靠性和

（1）各种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在应用过程中相互交

成熟度尚未完全得到行业认可，但其综合性能已日趋

织，且需要在设计过程的不同时点与其他工程设计软

完善。

件进行数据交互。工艺软件与其他各类设计软件的交
互方式与逻辑次序尚未形成合理高效的应用过程管理

2

产品特征及发展趋势

流程，依靠人工经验进行软件数据交互，增加了效能管
理的难度；
另外行业内尚未形成可靠成熟的系列工程

2.1

国外软件

2.1.1

产品特征

（1）集成化与智能化。由于油气工程行业建设和

设计软件集成应用体系，无法实现对设计成果产出过
程的高效管理。
（2）国外商业工艺软件为设计过程提供极大便捷，

运营的需要，对油气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把控更为

设计人员可结合应用对象基础输入条件与工程应用经

严格。工业 AI 推动了大型工艺软件在绩效优化、生

验，在软件使用手册规定的标准流程下完成设计过程

产价值链优化、资产绩效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主要包

的计算与输出。但另一方面，便利性可能导致部分设

括并购导致的大型主流工艺模拟软件对专业小众工

计人员由于缺乏对基础专业知识、计算原理及标准规

艺模拟软件的集成、为满足工艺设计要求导致的工艺

范的理解，导致模拟计算结果发生偏差，甚至错误，增

模拟软件对小型设备计算软件的集成、工艺系统分析

加了对设计计算过程管控的难度。

软件的智能动态模拟等。例如 HYSYS 软件收购了

（3）资本整合推动了国外商业工艺软件产业的扩

Sulsim，用于补充其在硫磺回收模拟方面的功能欠缺。

张和集成，目前较多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在国内用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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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已形成双头垄断。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在行业应用

被发现，反过来对其功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导

中的全面覆盖推高了市场价格，增加了行业资金投入、

致部分计算结果精确的软件仅针对特定油气工程领

后期服务及管理费用。

域，适应性较弱。例如“脱硫工艺模拟系统”V1.0 于

（4）当今世界局势多变，油气工业领域敏感性较

2012 年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其对

强，极易受强权国制裁。鉴于国内其他行业已出现国

MDEA 水溶液及砜胺水溶液天然气脱硫脱碳工艺的

[32]

外商业软件无法继续使用的先例

，应充分考虑国外

模拟计算结果经中试试验数据、工业装置考核数据检

商业工艺软件的广泛应用对行业稳定发展可能构成的

验后是准确可靠的[33]，但仅在天然气加工领域进行了

潜在断供风险。

部分商业应用。

2.2 国产软件

综上，相对国外同类软件，国产商业工艺软件的开

（1）架构先进。相对国外商业工艺软件而言，国产

发与应用过程较为迟缓。但多数国产软件已完成前期

商业工艺软件开发起步较晚，近年来中国科技政策利

基础理论总结、模型公式推演及数据回归修正等关键

好驱动油气工程行业与计算机信息行业交叉学科快速

环节，且已形成交互界面性能良好、控制流程先进的工

发展。因此，目前开发的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大多具备

业软件雏形，仅部分类别软件尚未开展初级研发。

人机交互界面友好、数据输入输出便捷等优点，且能够
较好地与国际水平接轨。例如 SimTech Simulator 工

3

思考与建议

3.1

国外商业工艺软件

艺流程模拟软件在架构、交互界面性能等方面与某些
国外同类软件相当。
（2）数据库不完备。由于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封
锁，软件数据库中涉及的各种公式、系数及经验取值均

结合上述分析未来可在以下方面开展国外商业工
艺软件的应用策略与效能提升：

需通过长期、重复性工业试验及工程验证，进而对相关

（1）将软件应用过程与工艺设计过程相结合，对其

数据进行整理收集、推演及回归，再重新与软件本身结

中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方案进行分类、汇编和积累，形成

合，涉及多学科、多行业及多专业的合作。这种长期、

工程经验知识库，进而转变为企业数字资产。例如，整

重复、回归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部分国产

理分析软件计算值与工程实际值的差别范围及原因、

软件数据库的完备性相对欠缺。例如国外工艺模拟软

进行工艺流程及控制方案的过程推演与实施细节优

件可以获得西方权威协会或研究机构的数据库接口支

化、对与其他设计软件数据交互过程中的冗余进行优

持，而国产工艺流程模拟软件却很难获得。由此开发

化等。

的国产工艺模拟软件物性数据库中相关修正系数、物

（2）加大与国际咨询公司、国外专利商及大型国际

性方法及二元交互参数的完备性欠缺，数据库的不完

工程设计公司的沟通协作力度，抓住国际合作项目机

备对部分关键物性参数的精确计算产生影响，进一步

遇，总结学习国际同行的案例经验。针对部分国外商

对软件的工程应用造成困扰。

业工艺软件在项目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进行对

（3）应用不连续。国产商业工艺软件通常针对

标分析，提高软件使用效率并积累软件开发经验。

某油气工程领域进行研发和应用，受国外商业软件发

（3）加强软件使用人员基础专业知识、计算原理及

展的冲击和自身发展制约，部分商业工艺软件未能及

标准规范的培训宣贯力度。在顺应软件发展潮流的同

时跟进国外商业工艺软件的发展步伐，应用连续性缺

时，加快构建企业专业应用软件平台，形成系列软件集

失和发展滞后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

成应用体系和配套管控流程，以弥补软件高效应用的

SOPSIM 管道水力学计算软件早在 20 世纪末展开应

劣势，同时减少人为风险。

用，但在近 20 年来并未进行连续性的商业推广和行业
应用。

（4）不局限于已开展成熟应用的大型软件，积极
从国际市场引进其他可替代的同类软件，寻求行业内

（4）功能不充分。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在工程设计

多方应用合作，力求化解潜在风险，推动国外商业工

过程中的实际应用较少，使其在行业中推广与普及难

艺软件多极化发展，为行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

度较大。软件工程应用较少又导致其本身缺陷难以

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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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商业工艺软件

影响和推动油气工程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

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向可在以下

总结用于油气工程上、中及下游项目工艺设计相关的

方面进行扩展：

国内外常见商业软件产品特征与应用现状，分析其发

（1）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多为分散性开发，对软件商

展趋势及对行业的影响，对国外商业工艺软件的应用

业化进程产生了较多不利影响。结合国外商业工艺软

策略与效能提升以及国产商业工艺软件发展提出思考

件发展的历史成功经验，实施“三步走”。即首先着力

与建议。未来，针对目前国外商业工艺软件对传统工

推动大型商业工艺模拟软件的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

程设计行业发展成本、产出过程构成的影响，应通过构

进而以商业工艺模拟软件为平台依托，依次对工艺系

建工程经验知识库、加大案例经验与瓶颈问题的对标

统分析软件、工艺设备计算软件进行开发、集成，最终

分析、加强培训并完善配套管控流程、引进其他可替代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成套商业工业软件体系。

软件等手段，开展软件应用策略与效能提升；
针对国产

（2）不断提升软件数据库完备性。针对软件数据

商业工艺软件发展较缓、尚未规模化应用的问题，可通

库中涉及的各种公式、工程系数及经验取值，与国外同

过推进“三步走”软件商业化进程、提升软件数据库完

类优势软件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偏差原因；
并积极同国

备性与软件应用连续性、发挥工程设计公司纽带作用

内外实力较强的研究院所、工程设计公司达成战略合

等途径，扩展软件发展思路与方向。

作，交流试验、工程经验数据，进行反复回归验证，完善
数据库；
积极加强同西方权威协会的沟通联络，持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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