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FER TRACE

™

化学品风险管理综合软件

帮助您对化学品风险进行管理及满足法规要求
TRACE 是功能强大的化学品风险管理工具。它是一种
危害评估综合软件，可用于分析有毒、可燃和爆炸性化学
物质外泄至大气的影响。通过 TRACE ，您可进行全面科
学的合理分析，然后输出符合您的要求的结果形式。从常
规 排 放 到 泄 漏 再 到 爆 炸 … T R A C E
可为您提供所需知识，以有效应对危险，对复杂的安全问
题做出决策。
TRACE 可利用一些复杂的用以贮罐故障、管道泄漏、外
泄源物理现象、高浓度气体建模以及高斯扩散的算法来模
拟有毒化学品泄漏。此外，利用火灾和爆炸算法，可计算
热辐射和爆炸超压影响区。TRACE算法为您提供多种选
项，可显示具备背景说明和详细资料的图形。影响区可显
示在座标网格或自定义图形地图上。观察对象、人口和疏
散数据可用于制定紧急事故应对方案。
TRACE 可帮助您解决复杂的建模问题。建模可在完善
而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下完成，通过该界面，可简化对强
大模拟算法的有序使用。庞大的化学物质数据库和完善的
模型与友好的用户界面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使用 Windows 风格图标和“向导”。

TRACE 具备上下文关联的联机帮助工具和向导，可指
导您如何输入数据。各个输入栏的默认值可作为设置建模
环境的起始点，用户可随后改进建模环境或在此之上进行
建模。用户可在输入屏幕上为所有变量选择单位（公制、
英制或用户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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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备灵活性及强大的功能， TRACE 被用于各种
各样的应用中：

上述所列说明，通过为紧急规划提供准确的潜在危险
说明，TRACE 可在各种情况下发挥关键作用。此外，
TRACE 可用于满足各种法规要求，如：

人口

泄漏情景

污染源特性

事故性排放建模
危险确认
风险管理规划
紧急响应规划
人员响应建模
规范建模要求
量化风险评估
减灾系统评估
接触有害物的人群评估
最坏情况和替代情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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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察对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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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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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 模型的输入项目包括化学特性、泄漏情景、
气象数据、相关影响等级、观察对象、人口统计数据、以
及地图等。当您输入数据时，TRACE 为您提供专家性的
帮助，确保输入的有效性。化学物质数据库含700多种
化学物质的物理常数和其他建模计算所需的数据。TRAC
E 可提供一些泄漏情景设置，以帮助您设定您的特定环境
，并提供了一些例子。可为观察对象设置多种属性，以便
足够详细地研究可能的影响。加入的地图可为建模结果提
供背景说明。利用图形显示人口分布情况，能使复杂数据
简单明了，并可直观确认所输入数据的正确性。
一旦创建完输入个案研究，即可用于模型运行，该个案研
究将转换为输出个案研究。审阅输出个案研究时，您有多
种选择来形象化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包括报告、污染源特
性、等值线图、对观察对象影响、对大众影响 、参数敏

OSHA PSM 指导原则
SARA Title III
EPA RMP 原则[CAA-112®]
EEC Seveso 纲要
CEFIC 责任关怀计划

感度分析。用户可通过选择颜色、绘图格式、感兴趣区和
轴的比例，自定义图形显示。此外，用户只需轻点鼠标，
即可将与图表有关的数据传输至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
或演示程序。

2

用户友好型数据输入界面
个案研究概念

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
西班牙语

TRACE 围绕个案研究概念进行设计。个案研究的输入模
块，有泄漏情景、气象数据、等值线图、观察对象、人口
统计数据。一旦运行模型，个案研究将包括输出信息。

法语

使用向导

德语

输入过程可在簿式视窗格式内有序进行。使用“向导”可生成
新的簿式视窗。向导是逻辑上相关的视窗，可帮助您键入必要
的输入信息。这将确保为一系列模拟提供所需和正确的信息。

上下文关联的联机帮助

TRACE 被设计为一套国际化软件。通过在设置菜单上选
择某个设置值，您可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葡
萄牙语显示整个图形用户界面。

人口数据图形输入

输入模快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上下文关联的联机帮助工具。该工具
可为每个输入变量提供含义和推荐值。每个主题均含超文本连
接，通过连接可进入其他相关主题和相关模拟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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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RACE 的影响分析强化功能，用户可确定每小时空
气变换次数、人口分布和疏散时间。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
可帮助您确定地图上某网格块的这些属性。

综合文字和图形输出
详细硬拷贝印刷报告

TRACE 生成总结报告和详细硬拷贝报告。用户可自定义此
类报告，以将相关信息纳入报告中。与输入和各种输出相
关的信息（泄漏速度、污源体、影响区等）可被纳入报告
中。报告可使用常用文字处理软件进行保存和编辑。

应用程序间剪切和粘帖

TRACE 屏幕
文字处理软件

横向与纵向显示污染云

电子表格

在连续的一定时间间隔，快照和覆盖区可于横向和纵向剖
面图的方式来显示。其它与下风距离有关的参数为中心线
浓度和用户指定高度的浓度（如呼吸区高度）。

TRACE 允许用户设计自定义的图形结果。报告、演示通常需
要用到此类图形和文字结果图，此类结果也可作为其它计算的
输入。TRACE输出结果可容易地输出到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
格或演示程序。用户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完成此项任务。

参数敏感度分析

TRACE 参数敏感度分析允许用户研究当保持所有其它参数
不变时，改变一个参数的影响。可改变的参数包括悬浮微
粒／即刻气化质量比、平均时间、泄漏温度、溢出速度、稳

对大众的影响

对影响分析的改进是 TRACE 的一项附加功能，可用于评估事
故性泄漏对周围社区的影响。使用特定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
可为受有毒物质泄漏、火灾和爆炸影响的人口及人们对这些事
故的响应进行建模。

性等级、地表粗糙度和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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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建模算法
TRACE 功能强大的算法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此类算
法经过实际现场检测数据的评估。TRACE 算法包括：
•

•

•

污染源强度、视角因数以及大气传播率。
蒸汽云的大气扩散

多成分建模： SAFER 的多成分液态建模能力允许
用户生成三种类型的化学物质：纯成分、气体多
成分、以及液体多成分。目前 TRACE 可使用户
对多达10种成分的混合物进行建模。用户可以选
择对感兴趣的成分建模，或将混合物作为整体进
行建模。TRACE 8.4 特别适用于烃化合物。

重力滑动

夹带的空气
空气

底层

热能

交换

底层

污染源动态变化： TRACE可 模拟，如即刻气化，

TRACE 具备高浓度气体扩散算法，考虑到污染云的重力滑动
和加热／冷却。

悬浮微粒动态变化、夹杂空气以及池蒸发等现象。
TRACE 也可处理水溶液和发烟酸的多成分池蒸
发。并且可以进行气体混合物建模。

云

冷凝／蒸发

泄漏速度：可对随时间变化的贮罐／管道系统泄漏
或管道的恒定泄漏，进行污染源计算。外泄速度、
温度和组成成分取决于具备多种配置选择的算法。

•

爆炸：Baker-Strehlow 和多能原理可用于对爆
炸建模。该算法考虑到污染源着火类型、堵截
程度、 密集水平、化学反应性和初始爆炸强度。
分离算法也可用于模拟加压管爆裂。

•

人口影响：通过改进的TRACE影响分析，分离算
法，可预测受泄漏影响的人数。各种标准（如浓度
、热辐射、超压水平、剂量、荷载以及概率值效应
），可用作影响标准。

大量联机和印刷的文件

与火灾有关的建模

火焰倾角

风

TRACE 可提供具备完整技术细节的联机帮助和印刷文件。

•

•

蒸汽云扩散：TRACE 具备以高冲量喷射、高浓度
气云或浮烟方式，为地平面或更高处泄漏进行建
模的能力。氟化氢和四氯化钛扩散的特殊模型已
制成。渗透计算可用于确定室内和室外浓度差异
。
火灾： TRACE 根据一些与火灾相关的情景预测
热辐射变量。此类变量包括火球（BLEVE）、
液池火、喷火、闪火以及一般火灾（用户指定
形状）。火灾模型考虑到污染源的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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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拖曳

化学品风险管理软件的领导者
全球总部
SAFER Systems
www.safersystem.com
5284 Adolfo Road, Suite 100
Camarillo, CA 93012 USA
美国境内：1-800-621-7237
电话：1-805-383-9711，传真：1-805-383-6344

SAFER 系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工具，以有效管
理有害化学物质造成的危险。我们持续增强和改进工具所使用
的建模技术。我们同时提供软件支持程序，用户可通过该程序
自动接收软件更新。因此，我们可确保 您的SAFER TRACE
软件的准确性和性能均处于最高 级、最先进水平。
除 SAFER TRACE 外，我们同时提供 SAFER Real-Time
系统，该系统可将工厂特定的空气扩散建模能力
，与实时气象数据测量结果相结合，用于预防和响应
紧急情况。SAFER Real-Time 系统已安装在全世界
150
多个地点，并且被公认为是同类产品的佼佼者。我们同
时 提 供 工 程 服 务 —— 用 户 通 过 此 种 具 备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可获得我们的工程专业人士以独立情景为基础进行的详细分
析结果。

国际
SAFER Systems 中国
徐 爱菊
区域业务经理
中国上海市福泉路 123号31幢 302 室 邮编： 200335
电话及传真： +86 21 52173094
直拨电话： 805-383-9711 分机： 206
手机： +86 13818889445

SAFER STAR®、Real-Time®、和 TRACE® 是我们的核
心软件产品，全球有超过 450 处地点安装了这些软件。
大型公司、政府、和其他许多生产、加工、存储或运输有害物
质的机构，均使用 SAFER 软件。客户通过购买 SAFER
TRACE，可获得我们在过去 22 年中，通过设
计、安装和维护安全软件产品，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独特技术
。

SAFER Systems Worldwide Sales
Michael A. Teague
Vice President, Global Sales
425 Soi Silom 7, Silom Road
Suite #20DW
Bangkok, Thailand 10500
5284 Adolfo Road, Suite 100
Camarillo, CA 93012 USA

技术支持

Thailand Direct Office Phone: +66 (0)2 636-7358
US Direct Office Phone: +1 805 383 9711, extension 140
Cell: +1 713 992 3907

SAFER Systems 已授权全球各地的代理商。请咨询区域业务经理
获得更多信息。

SAFER
重视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在加州卡马里奥
（Camarillo）和英国伦敦均设有办事处。我们同时在公司网站
www.safersystem.com
提供用户友好的联机帮助
工具和公告牌。并且，SAFER 为所有用户提供综合硬
拷贝技术文件，用户根据文件所含信息，可有效使用
TRACE。此外，SAFER 还配备 24 小时应急电话支持
热线，以提供附加指导。我们还举办用户会议和全球客户研讨
会，向您介绍我们的最新技术发展，并帮助您充分利用
TRACE。

电脑要求
TRACE 推荐的最低配置如下所示：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Pentium 4
•256 MB内存
•1 GB 硬盘

Copyright 2011, SAFER System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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