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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nvveennssyyss  GGlloobbaall  SSoolluuttiioonnss  GGrroouupp  ((IInnvveennssyyss  全全球球性性能能解解决决方方案案执执

行行部部，，IIGGSS))  是是IInnvveennssyyss的的一一个个全全球球性性团团队队，，其其业业务务范范围围涉涉及及工工程程设设

计计软软件件系系列列（（SSiimmSSccii业业务务，，包包括括稳稳态态模模拟拟PPRROO//IIII、、动动态态模模拟拟DDYYNNSSIIMM、、

火火炬炬系系统统设设计计VViissuuaall--FFllooww、、上上游游流流体体力力学学模模拟拟PPIIPPEEPPHHAASSEE、、设设计计流流

程程集集成成CCOOMMOOSS等等软软件件））、、生生产产执执行行系系统统MMEESS（（包包括括AAPPCC、、在在线线优优化化

RROOMMeeoo、、计计划划与与排排产产优优化化NNLL  PPllaannnneerr  和和PPEETTRROO、、设设备备维维护护管管理理

AAvvaannttiiss、、罐罐区区储储运运系系统统OOMMMM//MMAASS//TTIISS、、油油品品调调和和BBOOSSSS//DDBBSS、、操操作作

员员培培训训系系统统OOTTSS等等））、、咨咨询询服服务务（（包包括括可可行行性性研研究究、、工工作作流流程程改改进进、、

企企业业资资源源管管理理、、供供应应链链优优化化等等））及及相相应应的的工工程程服服务务等等，，SSiimmSSccii、、EEssssccoorr、、
AAvvaannttiiss等等IInnvveennssyyss  子子公公司司是是IIGGSS组组织织的的一一部部分分。。IIGGSS  产产品品广广泛泛应应用用

于于石石油油与与天天然然气气、、炼炼油油、、石石化化、、化化工工、、电电力力等等相相关关行行业业，，致致力力于于为为全全

球球流流程程工工业业提提供供高高品品质质软软件件产产品品及及技技术术服服务务，，旨旨在在降降低低用用户户投投资资成成

本本、、提提高高生生产产效效益益、、提提高高产产品品质质量量和和协协助助管管理理决决策策。。  

  

VVIISSUUAALL  FFLLOOWW对对工工厂厂安安全全系系统统和和泄泄压压系系统统进进行行严严格格的的稳稳态态模模

拟拟计计算算，，包包括括流流体体达达到到临临界界流流的的工工况况。。VVIISSUUAALL  FFLLOOWW最最初初由由VViissuuaall  
SSoolluuttiioonnss公公司司开开发发，，后后随随着着公公司司并并购购而而成成为为SSiimmSSccii旗旗下下产产品品，，并并得得

到到进进一一步步的的开开发发和和支支持持。。从从复复杂杂泄泄压压系系统统到到复复杂杂环环状状冷冷却却水水管管网网等等系系

统统核核算算中中遇遇到到的的最最棘棘手手的的问问题题，，VVIISSUUAALL  FFLLOOWW均均能能给给出出快快速速、、可可靠靠、、

准准确确的的回回答答。。VVIISSUUAALL  FFLLOOWW拥拥有有简简单单易易用用的的操操作作界界面面，，方方便便用用户户进进

行行设设计计、、核核算算、、分分析析以以及及报报表表等等工工作作。。  

    

VVIISSUUAALL  FFLLOOWW可可广广泛泛应应用用于于油油气气生生产产、、气气体体处处理理、、炼炼油油、、石石化化、、化化工工、、工工程程设设

计计、、咨咨询询等等行行业业，，如如：：    

  火火炬炬网网络络                                            



  泄泄压压阀阀的的设设计计和和核核算算    

  管管线线尺尺寸寸设设计计    

  容容器器泄泄压压    

  临临界界多多相相流流    

  公公用用工工程程

系系统统    

应应用用VVIISSUUAALL  

FFLLOOWW将将实实

现现：：  

  更更安安全全的的设设计计和和

操操作作    

  更更高高效效的的

火火炬炬系系统统

建建模模    

  减减少少投投资资费费用用，，一一般般节节省省55--2200％％    

  减减少少操操作作费费用用    

VViissuuaall  FFllooww  程程序序提提供供给给工工艺艺工工程程师师一一个个容容易易理理解解容容易易使使用用的的用用于于模模

拟拟和和设设计计泄泄压压系系统统的的工工具具。。从从简简单单的的火火炬炬泄泄压压阀阀核核算算到到设设计计最最复复杂杂泄泄

压压网网络络，，VViissuuaall  FFllooww  都都可可以以快快速速地地得得到到准准确确的的结结果果。。  

  

精精度度  

     用用逐逐点点热热力力学学方方法法和和压压降降计计算算，，即即使使是是最最难难解解决决单单相相或或多多相相泄泄压压

网网络络VViissuuaall  FFllooww都都能能同同时时解解决决。。它它包包括括含含有有多多个个火火炬炬、、循循环环管管线线和和分分

离离罐罐的的任任何何结结构构。。在在该该系系统统内内的的所所有有接接头头和和膨膨胀胀点点处处都都执执行行临临界界流流量量

检检查查。。  

        依依靠靠22000000多多个个标标准准组组分分的的纯纯组组分分数数据据库库，，用用SSRRKK状状态态方方程程计计算算流流

 



体体平平衡衡状状态态和和物物理理性性质质。。该该状状态态方方程程与与AAPPII和和其其它它工工业业标标准准方方法法结结合合

使使用用来来确确定定准准确确的的焓焓、、密密度度和和粘粘度度。。对对于于化化学学系系统统。。你你能能提提供供其其它它组组

分分数数据据，，包包括括二二元元交交互互参参数数。。对对于于精精馏馏操操作作，，你你能能提提供供石石油油虚虚拟拟组组分分

和和分分析析曲曲线线来来表表示示最最复复杂杂物物流流的的特特性性。。  

        用用工工业业标标准准 BBeeggggss  和和  BBrriillll  MMooooddyy  或或  LLoocckkhhaarrtt 和和  MMaarrttiinneellllii  多多

相相方方法法计计算算压压降降。。对对于于高高流流速速的的计计算算，，专专门门改改进进的的 BBeeggggss  和和  BBrriillll  方方

法法结结合合在在一一起起以以保保证证在在临临界界流流动动应应用用中中的的准准确确度度。。  

        VViissuuaall  FFllooww 包包括括设设计计单单相相和和多多相相阀阀门门的的方方法法。。用用于于泄泄压压阀阀管管理理，，

根根据据工工业业可可用用的的设设计计方方法法，，设设计计阀阀门门。。  

使使用用方方便便 

     VViissuuaall  FFllooww 对对于于管管理理整整个个泄泄压压网网络络提提供供了了简简易易的的使使用用环环境境。。因因为为

VViissuuaall  FFllooww 利利用用了了标标准准的的  MMiiccrroossoofftt  WWiinnddoowwss  界界面面，，容容易易建建立立问问题题并并

解解决决。。  MMuullttiippllee  DDooccuummeenntt  IInntteerrffaaccee  ((MMDDII))（（多多文文档档界界面面））使使你你能能够够同同

时时打打开开并并运运行行几几个个模模拟拟程程序序。。  

        简简易易流流程程图图描描述述了了整整个个系系统统的的结结构构。。用用缺缺省省定定义义系系统统组组分分，，可可以以

用用任任何何度度量量单单位位来来输输入入或或输输出出数数据据。。  

        你你用用交交互互绘绘图图工工具具，，只只要要点点击击鼠鼠标标即即可可以以画画出出复复杂杂的的等等距距管管线线。。

如如弯弯头头、、三三通通和和膨膨胀胀节节这这样样的的管管件件自自动动定定义义，，由由程程序序插插入入，，然然后后拖拖到到

屏屏幕幕上上。。在在任任何何一一点点，，模模拟拟过过程程中中可可以以使使用用按按钮钮或或点点击击鼠鼠标标来来查查找找帮帮

助助信信息息。。  

        VViissuuaall  FFllooww 还还提提供供了了工工况况研研究究管管理理器器。。只只要要选选择择““创创建建工工况况””选选

项项，，用用任任何何以以前前定定义义过过的的工工况况为为基基础础的的一一个个新新工工况况就就会会加加入入到到该该系系统统

中中。。该该项项功功能能使使创创建建和和管管理理复复杂杂工工况况方方案案只只要要点点击击鼠鼠标标即即可可，，非非常常方方

便便。。  

        用用 WWiinnddoowwss 剪剪切切板板可可以以在在模模拟拟之之间间复复制制或或移移动动数数据据。。只只要要在在屏屏

幕幕上上选选择择一一个个对对象象，，然然后后用用““复复制制””选选项项。。确确定定要要插插入入的的点点，，选选择择““粘粘

贴贴””，，会会很很快快插插入入对对象象。。对对于于图图形形数数据据，，MMeettaaffiillee 能能进进行行输输出出。。表表格格数数



据据可可以以以以 MMiiccrroossoofftt  EExxcceell 电电子子表表格格形形式式输输出出给给其其它它程程序序。。  

      你你能能在在任任何何时时候候用用定定制制的的物物流流一一览览表表在在屏屏幕幕上上显显示示物物流流数数据据。。只只

要要在在模模拟拟图图形形的的任任何何连连接接处处点点击击，，就就会会显显示示压压力力和和温温度度图图表表。。  

 

Visual Flow 有它自己的报告管理器，可以让你选择要打印的报

告，然后在屏幕上预览这些报告。 

定定制制  

   Viissuuaall  FFllooww 具具有有唯唯一一的的模模型型结结构构，，它它可可以以让让你你不不受受限限制制地地扩扩展展和和

定定制制。。因因为为 VViissuuaall  FFllooww 是是建建立立在在  WWiinnddoowwss  DDyynnaammiicc  LLiinnkk  LLiibbrraarryy  

((DDLLLL))（（窗窗口口动动态态连连接接库库））结结构构基基础础上上的的。。你你能能轻轻松松地地向向程程序序添添加加私私

人人的的功功能能。。程程序序定定制制区区包包括括单单相相和和多多相相压压降降程程序序、、热热力力学学和和泄泄压压阀阀设设

计计计计算算。。用用 CCrryyssttaall  RReeppoorrttss  还还能能生生成成用用户户报报告告，，然然后后通通过过报报告告管管理理器器

访访问问。。用用纯纯组组分分数数据据库库管管理理器器，，还还可可以以定定制制你你自自己己的的纯纯石石油油虚虚拟拟组组分分。。

另另外外，，还还可可以以在在程程序序中中执执行行用用户户添添加加的的泄泄载载计计算算。。  

  

  



组组分分库库 

    不不需需要要输输入入组组分分热热力力学学数数据据和和物物性性数数据据。。内内置置有有22000000多多个个组组分分的的

详详尽尽数数据据库库。。该该程程序序还还收收集集了了大大多多数数工工业业情情况况所所遇遇见见的的非非标标准准应应用用的的

最最新新压压降降计计算算方方法法。。  

  Visual Flow 5.0 ---2004 
版版本本计计划划于于22000044年年第第三三季季度度发发布布，，主主要要新新增增功功能能有有：：    

（（11））  整整合合全全新新的的SSiimm44MMee热热力力学学方方法法    

ii..  SSIIMMSSCCII  组组分分库库（（>>11,,775500  中中纯纯组组分分））    

iiii..  55种种新新的的闪闪蒸蒸算算法法（（气气液液单单相相、、气气液液平平衡衡、、气气液液液液平平衡衡、、自自

由由水水、、煤煤油油算算法法等等））    

iiiiii..  3300种种新新的的热热力力学学方方法法（（PPRR,,  NNRRTTLL,,  GGSS等等））    

iivv..  能能定定义义油油品品表表征征数数据据－－蒸蒸馏馏曲曲线线    

vv..  在在一一个个文文件件种种可可定定义义多多个个热热力力学学方方法法和和组组分分列列表表    

vvii..  自自动动将将现现有有VViissuuaall  FFllooww热热力力学学方方法法转转换换为为等等同同的的SSiimm44MMee
方方法法    

（（22））  火火炬炬辐辐射射计计算算的的附附加加模模型型    

ii..  整整合合了了风风险险管管理理方方面面领领先先软软件件的的技技术术    

iiii..  自自动动从从VViissuuaall  FFllooww种种传传递递数数据据    

iiiiii..  喷喷火火灾灾    

iivv..  池池火火灾灾    

vv..  沸沸腾腾液液体体扩扩展展蒸蒸气气爆爆炸炸（（BBLLEEVVEE））    

vvii..  爆爆炸炸模模型型    

（（33））  爆爆破破片片模模型型    

（（44））  lliinnkk拷拷贝贝    

（（55））  用用户户定定义义分分离离罐罐的的相相间间夹夹带带    



（（66））  灵灵活活实实现现lliinnkk的的连连接接//断断开开//重重新新连连接接    

（（77））  多多个个CCaassee  SSttuuddyy查查看看结结果果剖剖面面    

（（88））  在在PPFFDD上上能能旋旋转转和和颠颠倒倒单单元元操操作作    

（（99））  用用户户添添加加泄泄压压阀阀的的背背压压关关联联因因子子    

（（1100））  改改进进的的报报表表管管理理器器－－树树状状视视图图    

完完全全兼兼容容性性  

     程程序序设设计计成成为为在在你你的的计计算算机机上上选选择择从从 PPCC 到到 UUNNIIXX 工工作作站站运运行行。。

PPCC 版版本本设设计计有有友友好好的的图图形形用用户户界界面面，，具具有有快快速速、、方方便便输输入入，，还还能能输输

出出图图形形和和报报告告，，图图形形和和报报告告可可根根据据用用户户要要求求定定制制。。在在 PPCC 上上生生成成的的输输

入入文文件件能能传传送送到到其其它它平平台台进进行行执执行行。。 

PES典型客户  

国国外外部部分分用用户户：：    

    AAggiipp                                                  BBPPAAmmooccoo                                      CChheevvrroonnTTeexxaaccoo    

    EEqquuiilloonn//MMoottiivvaa                                EExxxxoonnMMoobbiill                                    IIddeemmiittssuu    

    KKOOCC                                                  AATTOOFFIINNAA  PPEETTRROOCCHHEEMM            PPDDVVSSAA    

    PPeettrroobbrraass                                        RRooyyaall  DDuuttcchh//SShheellll                          SSaauuddii  AArraammccoo    

    AABBBB  LLuummmmuuss                                  BBeecchhtteell                                            CCoolltt  EEnnggiinneeeerriinngg    

    KKeelllloogggg  BBrroowwnn  &&  RRoooott                    FFlluuoorr  DDaanniieell                                    FFoosstteerr  WWhheeeelleerr    

    GGDDSS  EEnnggiinneeeerrss                              JJaaccoobbss  EEnnggiinneeeerriinngg                        JJGGCC        

    PPaarrssoonnss                                            PPeettrrooccoonn  EEnnggiinneeeerriinngg                    SSttoonnee  &&  WWeebbsstteerr    

    SSttaattooiill                                              SSuunnooccoo                                              TTeessoorroo    

    TToottaallFFiinnaaEEllff                                    TTeecchhnniipp//KKTTII                                      TTooyyoo                                                

WWaasshhiinnggttoonn                                    SS  &&  BB  EEnngg  &&  CCoonnsstt  LLttdd..    

国内部分用户：   

  中中国国石石化化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中中国国石石化化宁宁波波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中中国国石石化化洛洛阳阳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中中国国石石化化上上海海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中中国国寰寰球球化化学学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南南京京炼炼油油厂厂设设计计院院    

    CCPPEE东东北北分分公公司司（（吉吉林林））    中中国国成成达达化化学学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中中国国天天辰辰化化学学工工程程公公司司    

    抚抚顺顺石石化化设设计计院院                    兰兰州州炼炼油油化化工工设设计计院院                  上上海海石石化化研研究究院院    

  上上海海兖兖矿矿能能源源科科技技开开发发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等等等等……  ……  



  

  

技技术术支支持持及及售售后后服服务务  
        1．  软件引进前期的技术交流； 

1． 软件引进过程中的商务合作； 
2． 国内技术培训；提供

国外技术培训，包括：

办理出国手续，费用

另算； 
3． 配合完成实际工程项

目计算分析工作；费

用另算； 
4． 提供一年软件免费升

级；一年内技术支持，包括：热线电话、EMAIL 和传真； 
5． 提供同国内用户方的应用技术经验交流。 
 

         
 
  

中国代理商 
北北京京中中油油奥奥特特科科技技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是是一一家家高高科科技技企企业业，，具具有有独独立立法法人人资资格格，，以以技技术术开开

发发、、销销售售、、服服务务、、咨咨询询为为主主体体，，以以石石油油行行业业的的技技术术力力量量和和北北京京高高科科技技公公司司的的技技术术优优

势势为为后后盾盾。。在在科科技技领领域域内内从从事事计计算算机机网网络络工工程程设设计计与与施施工工、、系系统统集集成成、、MMIISS 系系统统开开

发发、、代代理理销销售售软软件件产产品品和和电电脑脑网网络络设设备备。。公公司司将将遵遵循循质质量量和和信信誉誉第第一一的的经经营营方方针针,,

竭竭诚诚为为用用户户服服务务。。中中油油奥奥特特作作为为美美国国 SSIIMMSSCCII 产产品品的的代代理理商商，，在在未未来来的的合合作作中中将将成成为为

您您（（用用户户））最最佳佳的的合合作作伙伙伴伴。。中中油油奥奥特特诚诚挚挚欢欢迎迎您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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