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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平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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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乙烯长周期生产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基于平行系统理论的评估方法和具体

实现手段。首先建立起人工乙烯系统，涉及乙烯生产的社会复杂性（制度、人员）和工程复杂性
（设备、工艺）等主要方面。在此基础上，通过虚实结合的计算实验和平行评估方法，来评估实
际生产中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不断优化实际生产的制度标准、
人员班组、设备工艺、生产方案、总体管理目标等，不断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精细化和
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乙烯；长周期生产；复杂系统；平行管理；人工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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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血液，乙烯生产则

烯生产过程人员、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建模方法，设
备、工艺和生产方案的建模方法、管理效果统计建
模方法、正向评估方法、逆向评估方法等。最后提

是整个石油化工行业的龙头，带动着整个石化行业

出了平行评估系统ＰＥ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的下游生产。乙烯长周期生产是指在保持一定安全

的技术实现和预期效果等。

水平的条件下，延长生产装置连续运行时间，实现
装置的“安、稳、长、满、优”运行和效益最大
化。乙烯长周期运行可以减少停产带来的产能损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现状分析
１）目前采取的主要措施

国内最先进的乙烯

失、减少设备定期大修的巨额费用等，开启了石化

长周期生产企业在长周期生产管理方面，除了充分

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新亮点¨引。

解放思想、发扬创新精神之外，主要是强化企业管

在总结石化企业长周期管理的主要措施和问题
基础上，本文总结提出了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

理，追求精细化管理，其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①健全管理组织体系

根据集团公司的部署，

的主要内容和策略，为引入平行系统奠定了基础。

化工分部组织技术部、机动部、生产部、安环部、

在简单介绍平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乙

裂解车间等相关单位开展技术攻关，强化专业管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０４；
收修定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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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刚（１９６９．）．男，四川乐山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复杂系统的智能控制与管理、综合自动化、平行理论等的研究及其在
制造、交通和电力等领域的工程应用；王飞跃（１９６１·），男，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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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确责、权、利，保证乙烯装置长周期生产的

主要内容涉及：

各项工作顺利展开。

①完善企业管理组织、制度、考核标准。

②健全管理制度体系

比如，按照国际上管理

标准一体化的要求，推行融合ＩＳ０９００１，ＩＳ０１４００１，
ＧＢ／２８００１和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ＱＨＳＥ）一

②完善人员管理制度、考核和奖罚标准。
③完善专业管理（生产、安全、成本、设备、工艺、
技术）制度和标准。
④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人员的积极性、主动

体化管理体系。
③健全岗位考核制度和标准体系

建立起一套

以落实岗位责任制为核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覆盖全员的考评体系，在职工中开展了部门、车

性和创造性。
要建设高质量闭环管理体系需要从２个层次上
开展工作：
首先，通过信息化技术收集实际的企业数据和

间、班组三级评价与量化考核。
④管理由粗放型转向精细化、专业化使得

管理效果数据，强化企业的管理。其次，采用建模

管理涉及所有主要的部门、车间、人员、设备等对

方法描述乙烯生产涉及的管理、人员、工艺、设备

象，包括生产、安全、成本、设备、工艺、技术等

等内容，对企业的运转状态进行科学计算评估，实

方面。

现企业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⑤以人为本，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人员的基础

从图ｌ也可以看出，乙烯生产的长周期管理是

知识，促使操作人员彻底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管理、人员）复杂

术。提高驾驭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能力。

性和工程（工艺、设备）复杂性，干扰因素（电力、蒸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

汽、雷电、地震、事故等）多等特点。因此，传统的建

但目前在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

模方法很难实现上述复杂乙烯生产过程的全面管理

题。主要包括：

和控制。为此，结合复杂系统建模、分析、管理和

２）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组织、制度、标准的制定管理工作，主要是

控制的相关理论，本文提出了通过建立实际乙烯生
产过程的管理信息系统来实现图Ｉ中裂解车间（实

依靠经验为主、科学为辅。
②各类管理目标、制度、标准、考核的执行主

线部分）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基于各类人工模型建

要是靠管理者手动执行。存在随机性、人为性、不

立人工乙烯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系统和人工

完整性等，执行结果没有标准统一的存储分析，执

系统结合的平行评估方法来进一步提升乙烯长周期

行质量得不到保障。

生产管理水平Ｈ’的新思路。

③实际管理还不够精细。比如，设备运行的检

３平行系统理论介绍

测还不仔细严谨；工艺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降
低成本仅局限于装置的单耗、能耗、现金操作费用

平行系统理论。５毛简称ＡＣＰ理论，其中，Ａ是

方面，没有从资源优化、管理优化、流程优化等更

指人工系统（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是指计算实验

高层面人手；员工的工作责任心和自觉遵守工艺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Ｐ是指平行执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作规程的意识还不够强等。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执行可以是指培训（Ｔｒａｉｎｉｎｇ）、评估
为了解决上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控制（Ｃｏｎｔｒ０１）、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主要问题，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就需要从经
验为主、科学为辅转变到科学为主、经验为辅，逐

或优化（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等。
平行系统先是建立起实际系统“等价”的人

步形成乙烯长周期生产闭环管理体系，如图１所

工系统，通过实际系统与人工系统的相瓦连接，对

３）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

二者之间的行为进行对比和分析，完成对人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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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人工系统主要是被用作学习和培训。通过实
际系统与人工系统的适当连接组合，可使有关人员
②对相关行为和决策的实验和分析在这一过
程中，人工系统主要被用来进行计算实验，分析了

图ｌ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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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有关人员和系统的学习和培训在这一过

迅速地掌握复杂系统的各种状况以及对应的行动。

分部
统计

Ｆｉｇ．１

估”。在此基础上，利用平行系统可以实现：

解各种不同情况下，复杂系统的行为和反应，并对
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估，作为选择和支持
管理与控制决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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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刚等：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平行评估方法

③对实际系统管理与控制

·４０３·

在这一过程中，人

为实现科学评估乙烯车间的运转状态和管理效

工系统试图尽可能地模拟实际系统，对其行为进行

果，提出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平行评估方法的基本

预估。从而为寻找对实际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或对

设计思路，如图３所示。

当前方案进行改进提供依据。进一步，通过观察实
际系统与人工系统评估的状态之间的不同，产生误

管理厂、
目标，车间

差反馈信号，对人工系统的评估方式或参数进行修

——－一管理

鲤愿黑虿引

平行系统的研究范围，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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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平行系统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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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减少差别，并开始分析新一轮的优化和评估。
企业复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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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管理器

长周期

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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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平行评估方法

图３
Ｆｉｇ．３

传统食业的管理与控制侧重于工程方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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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市满足工程方面功能需求的信息化系统，比如

该系统主要包括实际乙烯车间和人工乙烯车间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ＥＲＰ）、生产执行系统（ＭＥＳ）、

两大部分。实际乙烯车间的业务管理功能由车间实

过程控制系统（ＰＣＳ）等。而乙烯生产过程平行系统

际的综合管理系统Ｍ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的研究范围则将由工程方面拓展到了社会管理方

ｔｅｍ，车间ＭＥＳ）完成。车间ＭＥＳ一方面能够为车间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

面，考虑企业的人员、组织、环境变化等因素对企

管理提供信息化支持工具，完成人员管理与考核、

业运行状态的影响‘钊；建模对象由传统的设备、工

班组管理与考核、设备运维管理、制度与考核标准

艺建模拓展到人员、组织及企业管理的建模。从传

管理等业务功能。另一方面，车间ＭＥＳ为车间

统的对实际企业的管理与控制拓展到建立反映实际

ＰＥＳ收集积累实际生产数据信息，包括乙烯裂解车

企业的人工系统，在此基础上完成计算实验、平行

间的：人员和班组管理数据；各种管理制度和考核

执行等。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计算实验基础上的平行

标准数据；各种生产方案数据；各种生产工艺数

评估系统（ＰＥＳ），主要是为乙烯长周期安全生产提

据；各种生产装置数据等，为建立车间ＰＥＳ的模型

供决策指导，提高精细化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和

提供基础数据，也能为ＰＥＳ理论模型的验证提供实

科学化水平。

际生产数据。

４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平行评估方
法

人工乙烯车间管理主要就是通过建立与实际乙
烯车间“等价”的平行评估系统ＰＥ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平行评估总体设计提升乙烯长周期生产

Ｓｙｓｔｅｍ，车间ＰＥＳ）完成。车间ＰＥＳ一方面
涉及建立人工乙烯车间的长周期管理模型，具体包

管理的平行评估方法日前主要涉及图１中裂解车间

括车间控制与管理器模型、车间人员和班组模型、

管理，总体目标是经济安全长周期生产。安环部、

车间设备模型、车间工艺模型、车间生产方案模

设备部、生产部、机动部、技术部等是属于化工分

型、车间管理效果统计模型、评估决策支持模型

部级别的组织，根据公司级别的运转目标，为包括

等，下面将简单介绍。通过上述模型的建立，可以

乙烯裂解车间在内的单位提供相应的管理目标、制

固化管理人员的经验，克服现存的主要问题。另一

度和考核标准等。乙烯裂解车间则进一步将目标分

方面涉及基于模型的车间ＰＥＳ系统实现。车间ＰＥＳ

解，为其下属人员和班组提供相应的管理目标、制

系统总体设计的实现步骤主要包括：

度和考核标准等。企业的管理制度，如车间管理制
度、车间考核标准对车间相关技术人员和班组产生

①建立车间ＭＥＳ，实现相关管理功能，为人工
系统建立收集足够生产实际数据。

影响并产生管理效果。车间管理者通过人员、设

②建立完整统一的人工车间模型，实现实际车

备、功能、工艺、安全、成本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来

间管理目标制度标准、人员班组、工艺设备生产、

了解实际生产效果，分析之后提出完善相关的管理

考核统计等方面的模型化。

目标、制度标准、人员、工艺、设备，实现整个车
间的运转日标。因此，对乙烯车间的运转状态如何
进行科学评估是管理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万方数据

③基于人工车间模型建造开发车间ＰＥＳ，实现
平行评估需要的主要功能。

④通过生产实际数据初步验证人工车间模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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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上，反映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完成某事。

⑤虚实结合的平行评估，通过人工车间模型上

基于模糊逻辑的语言动力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

的计算实验得到人工车间管理目标制度标准、人员

ｔｅｍ，ＬＤＳ）为有效解决Ａｇｅｎｔ行为的建模、分析和评

班组、工艺设备生产等方面评估结果，作为管理实

估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ｕ…。

际车间时的重要参考。

在实际实现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应

⑥在实际生产平稳运行时。所获得的实际生产

表现为一种通讯行为，是感应器接收信息和效应器

数据就是人工车间模型不断修正的重要依据。在真

产生反馈的综合过程。具体表现为公共信息的共

实生产受外界强干扰而不能平稳运行，发生停产、

享，私密信息的交流，互助与竞争等一系列复杂行

故障或事故时，人工车间模型和数据就是指挥实际

为。通过这些复杂行为，由单个个体的叠加就涌现

车间恢复平稳生产的重要依据，减少盲动和人为错

出了班组的集体行为。

误等。人工系统也可以通过平行计算实验评估预测

人与机器及环境之间的交互，在计算机中通过

系统风险，防患于未然，减少甚至杜绝停产、故障

通讯对这一行为进行模拟，即以设备为信源，以人

或事故等的发生。

为接收器。人感应器的行为可由信号识别或解码的

⑦最终实现通过平行评估来提升乙烯生产长周
期管理的目标。
２）车间人员、班组的建模方法

过程定义，而效应器生成反馈，反作用于机器。
３）设备的建模方法设备建模主要目标是建

实际车间人

立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主要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

员、班组的管理就是根据车间管理目标、制定和实

间的定量关系，为成本、安全约束下的各类设备长

施相应的车问管理制度、考核标准和管理措施，使

周期管理提供评估服务。主要输入变量包括车间人

得车间人员、班组的主要特性，包括人的知识、技

员维护和操作行为、生产原料、生产工艺、外界环

能、态度、身体、心理状况以及其所处环境等，能

境干扰等。主要输出变量包括设备的预期寿命（剩

转化为具体的操作行为，作用在车间设备、工艺、

余寿命）、设备的可维护性、生产效果（质量、产

生产上产生预期的效果。根据监督、考核结果和其

量、成本、安全、效益）等。

他因素，不断完善车间人员、班组的管理措施。人
工车间人员的建模输入要素包括以下内容：
①车间管理制度、考核标准、管理要素。②每
天／每周有关员工工作情况的基本信息以及员工的
历史记录。③每天／每周有关设备运行情况的基本

基于设备运行状态模型的计算实验，可以根据
工艺条件和操作状况实时评估生产重要设备特性参
数的运行状态，预测发生运行故障的可能性；还可
以进行参数不稳定状态导致发生的故障后果和设备
可靠性进行评价等。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确定和

信息以及设备运行的历史记录。④环境信息，主要

不确定的影响设备运行的各种因素（输入变量），

是该地区的地理、历史及气候的概貌。⑤专家及决
策者的经验、意见和建议。

因此采用成熟化工安全工程模型和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ｏｌ方
法Ｌ１ ０‘¨１来模拟不确定的输入因素相结合的计算流

人工车间人员的建模输出要素包括：
①表征人员基本特征的主要参数，是车间班组
和车间人员作用于设备和工艺等的典型行为。比如
外操的巡检行为（定量），内操的ＤＣＳ操作行为。②
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情况。③人员对设备的反馈信息。

程。可采用的模型主要有：
①设备本身的物理失效模型。②材料方面的应
力一强度干涉模型。③串联材料与装置结构方面的

最弱环模型。④并联纤维束模型。⑤反应速率模
型。⑥管道连接强度的自然腐蚀度及磨损模型。⑦

ＰＥＳ中人员模型主要包括数据的读取与处理，

容器支撑强度的自然腐蚀度模型／反应速率模型。

参数估计，个体的结构模型，人与人之间的接口，

⑧动设备运转过程的自然腐蚀度／磨损模型／反应速

人与设备及环境的接口等。其中，参数估计主要利

率模型。

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及时间序列分析等数据分

根据确定的生产流程，对每一设备都可以提出

析方法，实现对个体结构模型中的静态和动态参数

对生产起到关键作用的设备物理特征值，据此选择

的有效评估。个体的结构模型主要把包括ＢＤＩ模型

以上不同的模型计算，有偏重于材料物理性质的，

理论、层次分析法、贝叶斯网络等在内的一系列建

有侧重于工艺参数影响的等。设备的可靠性评价是

模方法结合起来，以使模型尽可能的准确和有效。

根据设备物理参数计算出的设备当前的安全程度

用驱动器、感应器和效应器来实现对人具体行为的

性：如设备的剩余寿命等。

描述。其中，驱动器反映人的主观意愿，表示人对

４）工艺的建模方法工艺建模主要目标是建

完成某事的倾向程度。感应器体现人对外界的认知

立乙烯生产过程中主要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

能力，包括对环境信息的感知和对管理指令的理解

的定量关系，为成本、安全约束下的长周期生产管

能力。效应器是人的执行能力，集中体现在人的技

理提供评估等服务。主要输入包括车间人员维护和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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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行为、生产原料、工艺设定的反应条件（催化

的评估模型和方法。

剂、温度、压力等）、外界环境干扰等。主要输出包

６）各类模型的整合、验证管理制度、人员、

括生产产品（质量、数量）、设备剩余寿命、输出的

工艺、设备、原材料、产品和管理目标模型的软件

反应条件（温度、压力等）等。主要涉及裂解、急

算法程序都是模块化的。依据不同的管理目标，它

冷、分离等工艺过程。

们之间可以有不同的集成和组态方式。比如，设备

化工工艺建模方法需要综合应用热力学方法、

模型就确定了部分工艺模型，人员可以设定或改变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化学反应等基础学科，采用数

部分工艺模型，从而使得同样的原材料输入能得到

学方法，建立各类模型方程（质量守恒方程、动量守

不同的产品数量质量；人员可直接作用在设备上，

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化学反应动力学方程、流动

也可以通过工艺在设备上，从而对设备运行的长周

模型、结焦模型、相平衡方程等），来描述乙烯生产

期和安全产生影响。

这一复杂的化工过程，通过计算机进行复杂的物料

在ＰＥＳ系统开发过程中，具体的建模方法主要

平衡、能量平衡、物理分离、化学反应等进行计

包括基于专家规则的经验模型、基于实际数据的统

算，由输入参数得到输出结果。

计模型和基于机理分析的理论模型（Ａｇｅｎｔ建模、模

乙烯生产过程涉及的反应类型、反应机理多，

糊神经、控制模型、计算机模型、化工模型）三大类。

目前仍没有确切的解释，而且在裂解炉内流体的流

各类模型在变成软件算法程序之后，都需要通过定

动为湍流流动，所以要想建立更精确的工艺模型需

性到定量的验证，确定其精度和可靠性之后才投入

要以下内容：

实际应用中，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修正。

①各裂解原料的成份。②所有可能发生的裂解

７）车间控制与管理器

实际车间控制与管理

形式及化学反应常数或化学反应活化能。③裂解炉

器，就是车间管理者为实现长周期管理目标，通过

内物料的流型，传热的机理。④分离塔的类型、及

车间管理统计结果反馈，主要依据管理者经验得到

各项详细性能参数（比如精馏塔的塔板数、塔板效

车间人员、班组、设备等的管理目标、管理制度和

率、吸收塔效率）。⑤管路的计算（管路上的阻力类

考核标准等。人工车间控制与管理器主要对长周期

型、方式）。

管理进行逆向评估。主要输入是人工长周期管理目

５）人工车间统计人工管理统计就是基于正

标和车间管理人工统计结果（经济、安全、可靠等多

向评估模型，在主要的输入变量值、约束条件值和

目标），通过模型计算，寻找主要因果关系及其定

外界干扰值确定之后，通过基于正向定量评估模型

量描述，提出实现变动目标后可能采取的具体措

计算得到定量的输出结果“约束条件下设备长周期

施。比如，如何改变制度标准、改变组织人员岗

的最佳预测值”，从而正向评估乙烯生产过程。评

位、改变设备工艺投料催化剂等。得到修正后人员

估输入变量包括描述乙烯生产过程制度标准、组织

班组的管理目标、管理制度和考核标准作为主要输

人员、投料催化剂、设备工艺在生产、安全、成本

出，为评估决策提供依据。

等方面的具体数据。

长周期管理逆向评估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将

实际长周期管理正向评估，首先需要对来自设

决策问题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

备、成本、安全等各方面的数据做出有效信息的筛

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一种决

选和综合的判断分析。建立各子目标的评价模型，

策方法。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平行评估的层次分析

在模型中应体现评价变量、评价准则（总目标的大

模型如图４所示。

背景结合各子领域的评价准则）以及以往的经验值。

且标压车丽酊

运用数据挖掘的技术对各子目标的数据筛选分析
后，可得到各子目标评价变量的评判值，加权后得

设备Ｉ

陋奎

Ｉ安全Ｉ

准则

到长周期总目标的评判值，其中，权重可以系统自

寿命Ｉｌ可维护ｌＩ可靠性ＩＩ环保合格ＩＩ安全生产ｌ Ｉ原料ｌ Ｉ维修

动设定或人工设定（实验者或决策者根据自己的经
验或意愿），从而可以量化每一子目标对总体目标
的影响。目前，典型的评估方法有统计法、决策树
法、关联规则法、粗糙集法、模糊集法、神经网络
法等。每一种评估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实现步

方案

Ｉ墅壅堡垄Ｉ丛基窭缰Ｉｌ生主立塞ｌ Ｉ王茎塑釜Ｉ也！ａ！笙Ｉ
图４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平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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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骤，如对输入、输出数据形式的要求、结构、参数

它通过分析问题、建立层次分析模型、构造判

设置、训练、测试和模型评价方式各有不同的要

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等步骤来计算各

求，算法应用、适用领域的含义和能力存在差异。

层次评价指标对总目标的组合权重，从而得出不同

因此，需要根据评估目标和评估对象特点选择合适

方案的综合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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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下～些主要的预期效果。
乙烯裂解车间可以使用车间ＭＥＳ的部分功能，

ＰＥＳ系统架构采用浏览器／服务器（Ｂ／Ｓ）架构，

完成人员管理考核、设备考核等工作。可以对主要

因为ＰＥＳ系统的功能主要是数据的读写和计算，不
涉及大量多媒体信息和图像处理，占用资源不大，

的乙烯裂解流程（裂解、压缩、急冷和分离）和生产

通过食业内部的Ｉｎｔｒａｎｅｔ网络的传输可以完全满足

焦、故障等）进行计算实验，模拟和预测生产效果。

速度要求。把模型的运算功能安排在服务器端实

对主要的乙烯裂解装置进行计算实验，评估设备剩

现，利于数据整合和共享。同时，Ｂ／Ｓ架构还适合

余寿命和可靠性等，预测设备故障，防患于未然。

于ＰＥＳ系统数据和模型的频繁更新和升级，每次增
添新的功能只需管理服务器，所有的客户端只是浏

全生命周期里跟踪和评估乙烯车间完整管理制度和

览器，不需要做任何维护，节省了维护成本和故障
风险。ＰＥＳ系统采用微软的ＮＥＴ架构和相应的编

跟踪和评估乙烯车间人员和班组日常工作考核，实

程语言，编程语言选用Ｖｉｓｕａｌ

逆向评估，滚动优化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目标涉及

Ｃ＋＋．ｎｅｔ ２００５ ｗｉｔｈ

方案（冷态开车、热态开车、正常运行、正常停车、清

考核标准的主要内容，实现管理制度的滚动优化。
现人员、班组管理的滚动优化。跟踪、正向评估和

ＳＰＩ，Ｃ撑．ｎｅｔ ２００５ ｗｉｔｈ

ＳＰＩ。ＰＥＳ系统的服务器主
要为用户提供相关的系统功能，后台包括计算中的

的管理制度、人员班组、工艺、设备等。

人员、设备、公用、成本、安全、生产等各模型的

度的人工系统，提高平行评估的质量和水平。拓展

描述和计算功能，及模型之间的互相关联。数据库

功能，实现真正的平行管理与控制。

包含各业务逻辑统一的数据和数据模型，静态数据
模型、动态数据模型和应用数据模型。为保证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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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安令运行和灵活使用，ＰＥＳ系统为不同用户
群（系统管理员、最终用户等）设计有不同的功能和
权限，本项日开发的ＰＥＳ，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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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长周期生产管理的平行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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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实际系统已经在茂名乙烯开始投入使
用，人工系统的演示版本也开发成功。目前，ＰＥＳ
正在不断完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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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行评估系统研究、开发完成之后，可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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