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炼化装置“无人驾驶”技术及其应用 

提名奖种 国家科技进步奖 

提名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项目简介 

石油化工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超过 15%，但炼油及化工过程高温、高压、

易燃、易爆、复杂、难以控制，生产装置的平稳安全运行压力巨大，多有重大事故发生，如吉化

“2005.11.13 大爆炸”、中海惠州大炼油“2011.7.11 大爆炸”，扬子石化“2014.6.9 大爆炸”、

“2015.4.21 大爆炸”等。鉴于炼油及化工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对其进行良好、可靠、

高效的控制极其关键，但遗憾的是炼油及化工装置的自动化控制率非常低。 

为了解决炼油及化工装置控制的难题，项目专注于炼油及化工领域控制难题的理论探索，开展

了以下特色研究： 

◆面向复杂动态系统的闭环辨识 

◆时滞对象固定结构控制器（主要是内模控制）优化及解析设计 

◆耦合多变量系统先进控制方法的研究 

研究工作取得了理论进展，发表 50 多篇 SCI 论文，获得了 863 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

持。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形成了二十多项授权发明专利。 

研究成果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下属的几十家企业的几百套生产装置成功应用，覆盖

了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煤化工等关键装置，实现了危险炼油及化工装置的智能化“无人驾驶”

和“黑屏操作”，创造了几十亿的经济效益。 

客观评价 

(1)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组织院士专家召开了科技成果鉴定会。认

为：●提出了一种基于阶跃测试信号的时滞系统单变量及多变量二阶以下被控对象传递函数参数闭环辨

识工程方法，该算法可以解决初值非稳态、响应不规范、响应不完备等现场难题；●针对不同被控对象

提出基于稳定裕度和非凸优化的两类高性能固定结构控制器的设计方法，能提供可行解的边界和范围，

可以方便得到具有满意鲁棒性指标的控制器参数，为多约束情况下寻找次优解奠定条件。成果在千万吨

炼油、百万吨乙烯成功应用，实现“全流程自动控制”，总体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 

(2) 项目在炼油及化工领域提出“无人驾驶”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并在生产现场广泛应用，应用成

果被中国石油报、中国化工报、中国石化报、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25 日)等报导。 

应用情况 

研究成果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下属的几十家企业的几百套生产装置成功应用，覆盖

了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煤化工等关键装置，实现了危险炼油及化工装置的智能化“无人驾驶”

和“黑屏操作”，创造了几十亿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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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靳其兵 排名 1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完成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本项目负责人；2.初值非稳态、响应不规范情况下闭环模型辨识方法的提出；2.控制系统优化方

法的提出；3.炼化装置全流程自动、无人驾驶思想的提出及具体实施。  

姓名 张日东 排名 2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完成单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过程对象模型辨识方法研究及实施；2.控制系统设计与优化方案的研究；3.控制效果评价方法的

研究及控制效果的改进。 

姓名 张建明 排名 3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完成单位 浙江大学 

1.进行了对控制系统优化的方法研究；2.加热炉控制方法的研究；3.控制效果评价方法的研究

及控制效果的改进工作。 

姓名 焦阳 排名 4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1.生产现场控制回路的测试及数据采集工作的指导； 2.参与部分控制算法的研究工作； 3.提供“基

于树状结构带评比考核功能的自控平稳率监控考核系统”的框架建议； 4.“全流程自动”、“无人

驾驶”、“黑屏操作”的坚定支持者和实施者； 5.组织项目在燕山石化生产装置的实施,实施效果评

价、改进。 

姓名 周星 排名 5 行政职务 经理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北京国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北京国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1.“无人驾驶”相关技术的提出；2.控制器优化、无人驾驶、全流程自动技术在炼化装置上的应用

实施；3.项目应用效果及效益的分析评价。 

姓名 任立新 排名 6 行政职务 总经理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1.“全流程自动”、“无人驾驶”、“黑屏操作”技术的改进； 2.组织项目在独山子石化公司的实施,

实施效果评价、改进。 

主要完成单位 1 北京化工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新推广贡献: 



1.炼化装置“无人驾驶”技术的提出； 

2.初值非稳态、响应不规范情况下的闭环模型辨识技术研究； 

3.控制系统优化技术研究及现场应用； 

4.生产装置现场实施方案的研究及确定； 

5.生产装置的项目现场实施、现场实施效果的评价及改进。 

主要完成单位 2 浙江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新推广贡献: 

1.控制器设计与优化方法的研究与实施；  

2.对象模型的辨识方法研究及算法实现；  

3.参与部分生产装置现场实施方案的研究及确定；  

4.参与生产装置的项目现场实施、现场实施效果的评价及改进。 

主要完成单位 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新推广贡献: 

1.现场存在问题的提出；  

2.生产现场存在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和确定；  

3.燕山石化 41 套生产装置现场实施方案的研究及确定；  

4.所有生产装置的项目现场实施，实施效果的评价及改进；  

5.提出一些全流程自动控制、无人驾驶的思路和改进策略。 

主要完成单位 4 北京国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新推广贡献: 

1.炼化装置“无人驾驶”技术的参与提出及研究； 

2.控制系统建模、控制系统优化方法的软件编制； 

3.部分生产装置现场实施方案的研究及确定； 

4.生产装置的项目现场实施。 

主要完成单位 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新推广贡献: 

1.生产现场存在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和确定； 

2.独山子石化全公司生产装置现场实施方案的研究、确定； 

3.所有生产装置的项目现场实施，实施效果的评价及改进；  

4.提出一些全流程自动控制、无人驾驶的思路和改进策略。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北京化工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国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要研发单位，在控制系统建模、控

制系统优化方法、“无人驾驶”技术研究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

山分公司是国内“无人驾驶”技术的第一个实验应用及合作开发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是国内“无人驾驶”技术的第二个实验应用及合作开发单位、并完善了“无

人驾驶”技术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