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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分公司、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海科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思路智园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北京中科辅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工股份油气有限公司、北京中智软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异工同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关世太、张春利、翟国丽、朱建军、李长申、夏建财、罗敏明、和进伟、黄德

先、郭双方、缪初晓、朱春田、杨明培、彭连军、宋楠、李润海、刘亚儒、倪华芳、王洪松、杨树青、

朱庆满、王三明、陈雄挺、刘培军、宁宗轲、徐巍、杨京涛、邱东挺、钱波、陈劲松、王剑、朱岩峰、

朱超、刘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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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智能工厂 通用设计模型与参考架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生命周期、系统层级、智能特征三个维度的化工行业智能工厂通用设计模型，并

提出了面向不同类型企业应用的智能工厂参考架构，包括石油炼制和化工生产型企业。 

本文件适用于对我国化工行业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116-2020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8129-2019  智能工厂安全控制要求 

GB/T 51296-2018  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 

GB/T 51362-2019  制造工业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GB l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T35965.2-2018  应急信息交互协议 

GB/T35649-2017  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符号规范 

GB/T35651-2017  突发事件应急标绘图层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工厂  intelligent plant 

智能工厂是指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现代管理、信息物理系统等综合技术手段，使企业生产运营具

有全面感知、分析预测、自主决策、优化执行的能力，达到动态平衡、最优生产、少人干预、效益最佳

的目标，最终实现产供销协同、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化延伸等新型生产方式的变革。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RFID：视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GP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HAZOP：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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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分布式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SIS：安全仪表系统（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 ） 

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ieldbus Control System） 

RTO：实时优化（Real Time Optimization） 

APC：先进控制系统（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CPM：控制程序监控（Control Program Monitor） 

HSE：健康、安全、环境（Health，Safety，Environment） 

BI：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5  通用设计模型 

化工行业智能工厂通用设计模型包括生命周期、系统层级、智能特征三个维度。生命周期指从工

程数字化建设开始到产品生产、储运、销售、服务的各个阶段，包括建设、生产、储运、销售、服务等

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价值创造活动；系统层级是指与企业生产活动相关的信息系统的层级划分，包括过程

控制、生产管理、经营管理、认知决策、服务平台 5 个层级；智能特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

化工生产过程具有自感知、自诊断、自决策、自控制、自执行等一个或多个功能的层级划分，包括资源

要素、互联互通、系统集成、融合共享、新型生产方式五层智能化要求。化工企业智能工厂通用设计模

型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化工行业智能工厂通用设计模型 

6  面向生命周期管理的关键组成要素 

6.1  建设 

6.1.1  概述 

工程的数字化建设包括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建造和数字化交付等方面内容。  

6.1.2  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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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厂设计阶段开始构建数字孪生信息模型，实现可视化工程各参与方云协同，加快信息的传递效

率，提升数据的互用性，通过数字化移交平台，实现工厂数据资产的一体化交付，为后期工厂运营提供

完整、准确的数据基础。 

6.1.3  建设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工程建设阶段的具体要求如下： 

a）设计单位宜使用集成化的三维协同设计软件平台，并基于统一的工厂对象模型展开工厂对象属

性和关联性资料的收集、整理、关联和交付工作； 

b）应以三维协同设计数据为基础，开展设计、采购、施工数据的一体化集成管理，实现工程项目

资产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标准化、精细化、可视化、智能化管理要求； 

c）应构建一个以工厂对象为核心，包含设计、采购、施工等工程建设各阶段的工程数据、电子文

档和数字模型及其关联关系的信息模型，在化工企业建造物理工厂的同时，建设一个静态的数字化工厂； 

d）智能工厂交付宜以数字化工厂平台为载体，并基于数字模型的工厂开展工厂对象属性和关联性

资料的收集、整理、关联和交付工作，实现无缝、快捷的数字化交付，为后续工厂运营提供信息基础，

数字化交付要求参见 GB/T 51296-2018； 

e）工程建设过程中需交付的工厂各专业三维模型的几何图形和属性深度应满足 GB/T 51362-2019

的要求； 

f）以数字化工厂为基础，进一步集成工厂运行动态业务数据，实现与生产运维业务融合，提升管

理和决策的直观性、准确性和协同能力，为工厂智能化管理奠定基础。 

6.2  生产  

6.2.1  概述 

化工企业生产是指经过化学反应，将原料变成产品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生产排产、生产调度、生

产操作、物料管理、能源管理、工艺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环保管理、应急管理等业

务活动。 

6.2.2  生产目标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最经济的手段，最高的生产效率，计划、组织和控制生产部门的各项业务

活动，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 

6.2.3  生产要求 

在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对产品生产的具体业务要求如下： 

a）计划排产。包括生产计划编制、生产计划下发、生产计划执行和反馈等； 

b）生产调度。包括订单周期、交货周期、生产指令下达、产品质量管控等； 

c）生产操作。包括生产交接班、装置运行实时监控、装置运行结果偏差分析等； 

d）物料管理。包括物料统计、物料平衡和物料优化等； 

e）能源管理。包括能源统计、能源平衡和能源优化等； 

f）工艺管理。包括工艺卡片管理、工艺过程管理、工艺文档和操作规程管理、装置三剂管理等； 

g）设备管理。包括设备选型、采购、验收、安装、调试、运维、调拨、报废的设备全生命周期管

理活动； 

h）质量管理。包括产品生产过程的取样、化验、设备管理、环境管理、人员管理等相关联的质量

控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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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安全管理。包括风险、隐患、监督检查、作业许可、事故、承包商、职业卫生和行为安全等管

理活动； 

j）环保管理。包括废水管理、废气管理、固废管理、噪声管理等； 

k）应急管理。包括应急资源管理、安全隐患排查、突发事件管理、应急指挥管理等。 

注：化工企业生产管理涉及诸多业务环节，本节仅对各业务环节涉及的业务活动进行说明，各业务环节的智能化建

设要求详见 7.2.3。 

6.3  储运  

6.3.1  概述 

储运是指对企业原料、辅料、中间产品、产品的接收、发送、存储的活动，与采购到货、生产进出

料、销售发货等活动紧密衔接。 

6.3.2  储运目标  

实现原材物料、半成品、产品的出入库管理，场内原材物料调度与场外物流的无缝衔接，降低人工

劳动强度与人员需求，提升物流周转率，保障物流过程安全有序进行。 

6.3.3  储运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产品储运阶段的具体要求如下： 

a）宜基于条码、二维码、RFID 等标识技术，建立仓储管理系统，实现产品库位分配、出入库和移

库等自动化管理； 

b）宜使用 AGV、立体仓库、自动拆包机、自动装车机等设备，实现产品出入库、装车过程的自动

化管理； 

c）应基于生产单位物料消耗情况发起配送请求，并提示及时配送； 

d）应建立罐区管理系统，实现储罐中介质相关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 

e）可利用工业无线网，通过无线传感器，将罐区相关信息自动采集至罐区管理系统，对储罐状态

进行实时监测，储罐状态异常可以自动报警； 

f）基于全球定位系统、进出厂系统、路线引导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仓储作业系统对运输、工程

车辆进行引导调度，使车辆有序移动，保证厂区道路秩序同时正确进行装卸货作业； 

g）应建立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原料入场、产品出场和运输管理，集成 RFID、GPS 等先进技

术对产品运输实现可视化管理和实时监控，客户对物流信息实现自助查询； 

h）应实现生产、仓储、罐区、物流多系统的集成优化，根据市场和外部信息，对企业仓储库存进

行动态优化； 

i）应建设有危化品车辆预约管理系统，完善危化品车辆的预约到场、入厂引导功能，实现危化品

车辆的精准追踪； 

j）宜建设门禁与物流车辆管理系统，实现人员出入、车辆物流、无人过磅的一卡通管理功能。 

6.4  销售 

6.4.1  概述 

主要包括预订、询价、报价、下单、发货、退换货、发票与结算等业务活动。 

6.4.2  销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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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外部市场、客户需求、产能等情况，制定不同阶段的销售目标，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6.4.3  销售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产品销售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通过销售管理系统实现产品接单、合同签订、答复交期、产品发货、回款、开票等的全过程

自动化管理； 

b）应通过销售管理系统实现客户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的管理，并进行客户关系维护； 

c）应通过销售管理系统实现销售计划、订单、销售历史数据的管理，根据数据模型进行市场预测，

生成销售计划； 

d）应通过销售管理系统实现对客户信息的挖掘和分析，优化客户需求，制定精准的销售计划； 

e）销售管理系统应与采购、生产、仓储、物流、财务等系统集成，实现客户需求拉动采购、生产、

仓储、物流和销售计划； 

f）企业应综合运用各种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销售协同。 

6.5  服务 

6.5.1  概述 

指产品销售过程中提供的客户服务和产品服务活动的总称。 

6.5.2  服务目标 

在满足服务对象要求、全方位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前提下，将尽量多的服务效果数据化，以及对

服务对象的反馈数据进行整合，以此作为产品生产过程改进提升的依据。 

6.5.3  服务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产品服务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建立规范化服务体系，设立客户反馈渠道，建立客户服务满意度评价制度，实现客户服务的

在线闭环管理； 

b）应通过信息系统，提供人工在线客户服务； 

c）应通过云平台或者客户服务终端，建立客户服务数据模型，提供智能客户服务； 

d）将客户服务系统产品反馈信息和销售管理、生产管理系统进行集成，实现产品质量的提升。 

7   面向系统层级的关键组成要素 

7.1  过程控制  

7.1.1  概述 

指以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和成分等工艺参数作为被控变量的自动控制。 

7.1.2  过程控制目标 

过程控制的目标是使被控对象趋于某种需要的稳定状态。 

7.1.3  过程控制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具体要求如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B%E5%8A%9B/3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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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程规划设计应符合工控系统安全要求； 

b）应实现生产操作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满足自动阀门配备率≥90%； 

c）工厂自控投用率达到 90%以上，对自动投用率实时监控，预警提醒； 

d）关键生产环节实现基于模型的先进控制和在线实时优化； 

e）具有回路整定优化功能； 

f）应持续对整体性能进行分析评价，利用专家系统优化控制策略和控制方案； 

g）应具有完善的自诊断功能，具有远程检测和远程诊断功能，可实现故障预警； 

h）应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 

7.2  生产管理  

7.2.1  概述 

应为企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生产管理手段，包括对计划排产、生产调度、生产操作、物料管

理、工艺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能源管理、安全管理、环保管理、应急管理等业务模块进行的数

字化、智能化管理。 

7.2.2  生产管理目标 

通过生产数据的全面采集和实时展现，实现生产全过程监控，提高企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数字化、

可视化和实时优化能力。 

7.2.3  生产管理要求 

对化工企业生产管理业务模块的建设要求进行分别说明。 

7.2.3.1  计划排产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生产计划排产的具体要求如下：  

a）支持从经营管理系统自动获取生产计划； 

b）企业应通过经营管理系统，根据采购、销售、原料存储等信息，自动生成排产计划； 

c）应支持利用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登陆系统，并带有移动端接收功能，确保审批人员及时进

行生产计划审批； 

d）应实现生产计划跟踪功能，对生产计划偏离和产能匹配度进行分析，提供排产优化建议。 

7.2.3.2  生产调度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生产调度的具体要求如下：  

a）支持调度指令的预编辑、下发、查询、跟踪，实现生产指令闭环管理； 

b）企业应建立视频调度指挥系统，支持视频监控、控制系统界面、文件档案等多种资料的共享； 

c）支持调度预案、调度日志等调度文档的在线编写、快速调度和智能匹配； 

d）支持调度活动中的异常处置、时间回查等。 

7.2.3.3  生产操作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生产操作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对生产重要控制参数进行实时监视，记录偏差情况，并提供趋势图的显示分析方法； 

b）应对偏差监控结果进行汇总和加权计算，按照指定的周期统计出装置的平稳率； 

c）应实现电子化操作日志，实现无纸化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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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现有系统应实现定时自动记录装置运行数据的功能，并提供超差、超限提示，供车间、装置工

艺技术人员查看装置运行情况，比对操作人员抄写操作记录的执行情况。  

7.2.3.4  物料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物料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物料管理系统应与仓储系统、采购系统、生产报表系统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对物料采购信息、

出入库信息、使用信息等进行统计，实现物料流转的全流程监控； 

b）应集成采购、生产、仓储、质检、物流、销售、财务等数据，搭建物料实时监控和平衡跟踪模

型，计算物料投入产出比，辅助企业进行物料平衡分析； 

c）宜基于仓储领料数据、排产计划、产量跟踪，构建生产车间/单元物料暂存库管理模型、规则，

预测物料暂存量，控制周期内单位领料数量，减少暂存库的物料积压，应支持暂存库物料库存超量异常

报警、信息推送功能； 

d）可采用 RFID、5G 等技术，对物料流转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7.2.3.5  工艺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工艺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实现工艺制度、操作规程、操作记录、工艺卡片、工艺档案等内容的线上管理； 

b）应利用工艺仿真、机理模型、HAZOP 分析工具开展工艺变更的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 

c）应对工艺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对工艺指标平稳率、合格率开展可视化展示和统计分析。 

7.2.3.6  设备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设备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建立设备基础档案管理系统，对设备基础信息、设备图纸、设备说明书、保养手册等资料进

行管理； 

b）支持档案信息的快速查询、搜索、编辑、删除、上传、下载等功能； 

c）应采用便携智能巡检设备，开展重点设备点巡检作业和缺陷上报、缺陷处置等管理； 

d）应对关键设备进行运行状态的监测，实现运行状态监测预警、健康诊断预测、故障判断等功能； 

e）应建立设备运维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对点检周期监控、检修计划、检修标准、检修工单、检修

进度、检修实绩等全过程进行管理； 

f）宜与办公系统进行集成，实现设备运维、报废、调拨等活动的审批管理。 

7.2.3.7  质量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产品质量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建立实验室管理系统，对检验业务、样品留样、药剂、人员、分析设备、环境等进行管理； 

b）应对实验室在线分析仪器数据进行自动采集，支持质检报告的自动生成、流转审批； 

c）宜使用自助式的质检报告设计器、分析工具，支持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设计不同模式的质检单据、

质控报表，支持显示质控数据的趋势图、控制图，支持质检结果的自动判断； 

d）支持系统的自动留样管理、样品超期提醒功能； 

e）应实现采购系统、质检系统之间的信息集成，对进货质量信息统计、控制，对供应商货品质量

业绩评价，实现对供应商的质量跟踪管理； 

f）应集成原料质检信息、产品物料批次信息、过程检验信息、关键性能指标检验数据、不合格品

处理信息等质量控制数据，建立全过程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辅助企业质量追溯和不合格品溯源。 



T/CPCIF 00XX—20XX 

 

  

11 

7.2.3.8  能源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能源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按照 GB 17167-2006 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b）应采集能源计量数据，支持能耗自动统计分析、预报预警； 

c）应实现能源运行数据动态监管，能源生产运行实时监控； 

d）应对高耗能设备进行实时监测； 

e）建立能源移动平衡模型，实现全厂日、月、年能源消耗（水、电、汽、风）平衡计算； 

f）利用大数据的优化算法，对能源结构进行优化配置，确定最佳的能源供应解决方案； 

g）宜与财务系统高度集成，保障成本核算与财务的一致性。 

7.2.3.9  安全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实现对“两重点一重大”（是指政府安监部门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

险源）、危化品装卸区等高风险区域的全覆盖监测预警，实时采集可燃有毒气体、火灾报警、监控视频

等数据； 

b）应对重点监管区域、重点管控岗位人员的安全运行状态、人员异常行为进行识别、监测和报警； 

c）应根据风险评估方法和风险指标体系对风险进行评估和分级，利用电子地图进行可视化的分级

展示； 

d）应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隐患排查记录的申报、处置实现在线闭环管理； 

e）应通过信息系统开展特殊作业申报、审核和风险研判分析，应支持整合特殊作业种类、特殊作

业级别、人员资质、作业点地理位置等信息，对特殊作业点实现风险的智能辨识和评估； 

f）应使用 4G/5G 视频监控，对登高、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点进行全程监控； 

g）应利用视频智能分析技术，对作业点异常行为、明火等进行智能识别、报警； 

h）应通过生物识别、智能门禁、实时定位、地理信息、视频智能等技术，对人员在岗在位情况进

行管控，识别跟踪企业人员、外来人员位置和异常行为，对企业高风险区域人员超员、职业健康防护风

险等进行报警推送； 

i）宜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或教育云课堂，开展线上安全培训教育，支持利用移动终端进行培训计划、

在线测试、培训统计分析、培训档案建设； 

j）应对承包商资质审查、意外险参保审查、承包商教育培训、承包商施工过程监督、承包商业绩

评价、承包商安全诚信等进行线上管理； 

k）应实现职业卫生健康在线申报，劳动者健康监护数据、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预警，危害因素岗

位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劳动者个体防护的在线管理。 

7.2.3.10  环保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环保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对企业外排污水口、雨水排口实时动态监测，提供及时报警和信息提醒，宜利用自控阀门实

现污水排放、雨水排放的智能化管控； 

b）应采集企业大气排放口监测数据、厂区环境监测点数据、可燃有毒气体报警数据，构建大气监

测、防护网络，对大气环境实时监测、动态预警、环境溯源，宜与相关环境治理设备相关联，实现环境

治理设备的自动启停； 

c）应对危险固体废物的产生、临时存储、转移运输、处置跟踪等实现全过程在线管控； 

d）应建立放射源管理数据库，对放射源文件、台账、管理制度、资质证照、操作流程进行线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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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7.2.3.11  应急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应急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对应急资源进行信息化管理，对应急物资、装备、专家、队伍、避难场所、医疗资源等实现监

控管理、维护提醒、地图展示和统计分析； 

b）对烟感、消防栓等火警、消防设施进行实时监测，实时掌握消防安全预警数据、消防设施运行

状态； 

c）集成烟感、火焰探测、气体报警等实时监测数据，实现应急的快速报警、分析、研判，支持应

急人员通过移动端接收紧急报警信息，宜利用热成像温度检测、火焰智能监测，实现智能化接警； 

d）对消防通道占用、重点区域非受控人员等不安全行为、隐患等进行识别和预警； 

e）通过应急平台指挥处置企业相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分类标

准应符合 GB/T35651-2017； 

f）现场人员能实时上报突发事件信息，突发事件信息包括文字、图片、视频文件和实时图像； 

g）及时向上级部门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及对同一事件的多次上报信息进行自动关联，并能对上报信

息进行管理、汇总、检索、定位等，信息报送格式应符合 GB/T35965.2-2018； 

h）可同时召开多个相互独立的语音或视频会议，实现对应急队伍与应急人员的统一指挥调度； 

i）指挥中心与现场质检能实现多方音视频会商与协同标注，标绘符号应符合 GB/T35649-2017，标

绘图层应符合 GB/T35651-2017； 

j）可一键执行应急预案，自动进行任务管理、任务派发、任务跟踪、情况汇总等，且能够根据突

发事件当前态势进行任务更新与调整； 

k）可查询显示突发事件周边范围内应急资源、危险源、防护目标、避难场所的分布，且实现事件

链与预案链的综合分析； 

l）可通过适配的科学模型，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依据分析结果自动生成综合研判报告、

指挥方案、救援方案和指挥方案； 

m）对事件的发生发展、综合研判和迟滞等信息进行汇总，可自动生成总结报告，且能对总结报告

进行自动存档、上报和分发。 

7.3  经营管理  

7.3.1  概述 

化工企业经营管理以 ERP 系统为核心，将采购、生产、库存、销售、物流、服务等环节有机连接

起来，主要包括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业务模块。 

7.3.2  经营管理目标 

企业通过建设统一的经营管理平台，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流程，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安全、高效、可

靠的管理手段，达到满足客户需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7.3.3  经营管理要求 

对企业经营管理核心业务模块的建设要求进行分别说明。 

7.3.3.1  财务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财务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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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通过财务管理系统，实现财务报表自动生成、报表报送和合并报表等功能； 

b）应通过财务管理系统，实现财务审批管理、财务分析、成本管理和财务预算管理等功能； 

c）财务管理模块应与企业经营管理环节其他业务模块充分集成，业务活动实时反映财务信息，财

务实时监控业务活动。 

7.3.3.2  供应链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供应链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集成企业采购、生产计划、仓储、销售、物流、财务等系统信息，实

现企业内部产供销的协同优化； 

b）依托化工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上下游企业间采购、供应、生产、销售、物流信息的集成，

实现不同企业间的业务协同和在线优化。 

7.3.3.3  人力资源管理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实现人员招聘、培训、人事信息、档案、薪酬福利、考核等模块的

统一集中管理； 

b）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应与财务管理系统、综合办公系统进行集成，实现企业相关业务流程信息的

共享。 

7.4  认知决策  

7.4.1  概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为更好地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需要对企业生产、经营、销售、采购、财务及外部市场等信息进行集成和深度挖掘，为经营决策提供全

方位的信息支持。 

7.4.2  认知决策目标 

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系统的基础上，集成企业内外部市场信息，建立实时或者准实时的数据采集传

输、模型预测和决策响应机制，辅助企业提高决策水平和决策质量。 

7.4.3  认知决策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认知决策的具体要求如下： 

a）应建立数据处理平台，实现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 

b）应建立丰富的指标体系，对财务、人力资源、生产、销售、采购、设备、能耗、安全环保等生

产运营监控的指标进行实时动态展示； 

c）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展示和挖掘分析，将问题触发至责任单位，实现问题解决的全程追踪； 

d）按照岗位和职责不同，建立分角色的监控画面； 

e）应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决策和预测模型，实现基于数据和模型的自适

应学习系统。 

7.5  服务平台  

7.5.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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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凭借传统的控制和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生产的需要，通过服务平台整合供应链企

业、协作企业和市场用户资源，实现企业管理运营模式的创新发展，并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7.5.2  服务平台目标 

服务平台的建立，助力企业有效整合上下游的线下线上供应链资源，实现企业内部设计、生产、储

运、销售、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助力供应链企业、协作企业、市场用户等各主体数据打通，实现上

下游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开发和利用。 

7.5.3  服务平台要求 

化工企业进行智能工厂建设，对服务平台的具体要求如下： 

a）服务平台支持提供可扩展的开发环境和统一的应用商店，支持与上下游生态伙伴、行业、政府

等平台的对接； 

b）通过数据库、规则库、模型库、知识库的有效整合和协同对接，提供对供应链优化、能源优化、

调度方案推荐、生产异常分析、设备预知性维修、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支撑； 

c）通过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协作企业、市场用户之间数据的打通，打造产供销协同、个性化定制、

远程运维和服务化延伸的新型生产方式。 

8  面向智能特征的关键组成要素 

智能特征是指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企业生产过程具有自感知、

自学习、自诊断、自决策、自控制、自执行等一个或多个功能的系统层级。 

8.1  资源要素 

资源要素是指智能工厂生产时所涉及的实体、信息等关键资源。所涉及的实体资源包括智能的生产

设备（装置）、仪器、仪表和控制阀等，信息资源包括网络、数据、信息系统和数据模型等，是企业数

字化管理的基础。 

8.2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指通过 RFID、有线、无线等数据通信技术，实现企业生产装置之间、装置与控制系统之

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传输和交互，包括移动巡检、音视频融合通信、集群调度、施工作

业视频监控、人员定位、物流管理、生产经营分析决策的系统应用等。 

8.3  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是指企业不同系统之间，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业务综合和集成情况，主要包括产品设计

与制造集成、管理与控制集成、产供销集成、企业财务与业务集成和辅助决策支持等。 

8.4  融合共享 

融合共享是指在系统集成的基础上，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

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企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信息协同共享所在的层级。 

8.5  新型生产方式 

新型生产方式是指在企业内部、上下游企业之间信息充分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产供销协同、个性化

定制、远程运维、服务化延伸的新型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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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考架构 

化工行业智能工厂参考架构是一个通用框架，如图 9-1 所示，主要对石油炼制和化工生产型企业进

行指导，可依据本参考架构，根据企业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的不同，建立面向不同类型应用的整体架构。 

DCS/SCADA/PLC/SIS/FCS等DCS/SCADA/PLC/SIS/FCS等 RTO/APC/CPM等RTO/APC/CPM等智能化仪器仪表及设备              

（控制/执行/感知/识别等）

智能化仪器仪表及设备              

（控制/执行/感知/识别等）

生产
管理

认知
决策

生产管控 能源管理 HSE管理

计划排产计划排产

生产操作生产操作

工艺管理工艺管理

仓储包装仓储包装

生产调度生产调度

物料管理物料管理

罐区管理罐区管理

生产绩效生产绩效

在线检化验在线检化验

实验室管理实验室管理

质量控制质量控制

趋势分析趋势分析

质量管理 设备管理

设备综合管理设备综合管理

设备运行管理设备运行管理

设备故障管理设备故障管理

备品备件管理备品备件管理

生产运营监控与管理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采购管理采购管理

资产管理资产管理

生产计划生产计划

销售管理销售管理

全面预算全面预算

经营管控

企业经营监控与管理

综合管理

投资管理投资管理

文档管理文档管理

工程项目

全面绩效管理全面绩效管理 辅助决策支持辅助决策支持

过程
控制

经营
管理

安全管理安全管理

环保管理环保管理

应急管理应急管理

人力管理人力管理

成本管理成本管理 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

质量管理质量管理

综合办公综合办公

知识管理知识管理

行政后勤行政后勤

研发管理研发管理

商业智能商业智能

辅助决策与分析

服务
平台

企业间协同（客户/供方/多工厂）

个性化定制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服务化延伸产供销协同产供销协同

物联与控制优化

能源综合管理能源综合管理

能源调度优化能源调度优化

能源平衡分析能源平衡分析

能源消耗优化能源消耗优化

远程运维远程运维

 

图 9-1 化工行业智能工厂参考架构 

化工行业智能工厂参考架构共分为 5 个层次，包括过程控制层、生产管理层、经营管理层、认知决

策层和服务平台层。 

过程控制层：以 DCS 为代表的企业生产底层物联与控制优化层，包括智能仪器仪表及设备、

DCS/SCADA/PLC/SIS/FCS、RTO/APC/CPM 等。 

生产管理层：以 MES 系统为代表的企业生产运营监控与管理层，包括生产管控、质量管理、能源

管理、设备管理、HSE 管理等。 

经营管理层：以 ERP 系统为代表的企业经营监控与管理层，包括经营管控、工程项目、综合管理

等。 

认知决策层：以 BI 商业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数据分析与应用层，包括商业智能、全面绩效管理、辅

助决策支持等。 

服务平台层：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集成统一平台，实现企业间信息的互联，包括产供销协同、

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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