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工及石化炼油

ABB在化工及石化炼油行业
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有效方法



ABB提供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可帮助您提高各种化工过程
的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无论是从小型的批次工厂还是到大型
的连续复杂的石化企业。我们的经验可确保我们能够与全球多
家化工和石化公司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无论您是否需要化学
过程顾问、批量控制、模块化系统、自动化或电气专家， ABB
的全球团队和卓越能力中心都将共同为您提供支持，并满足您
的需求。我们的集成解决方案可以为您提供行业内最佳的可用
性、质量，降低生产风险并提供全面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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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操作的洞察力帮助您解决当今最复杂的挑战

- 仪表和电气的双向集成可将总工程成本降低至

 25%
ABB作为项目的主要自动化或主要电气承包商   
（MAC/MEC），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资本    
支出成本 

 20%

- ABB的先进过程控制可帮助您降低运营成本

3%-9%
- 通过ABB AbilityTM系统800xA可以有效地组织资
产信息

- 通过流程、仪表和自动化专业知识提高回报
- 通过实施基于状态的控制策略来提高操作员的状
态感知

- 完整的综合电气项目解决方案
- 集成过程自动化和电气控制/电能管理系统
（PMS）可将能源使用节省多达

10%

- 一个完整的可扩展的投资组合，最大限度地
提高您的盈利能力多至

9%
- ABB的全厂可靠性改进投资回报率为

3比1

降低成本和风险

最大限度提高工厂
效率

提高盈利能力

提高您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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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
风险管理

ABB可以直接向最终用户或通过第三方工程公司为其
化工过程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在许多情况
下，  ABB负责整合所有的解决方案以降低客户的风
险和项目交付时间，并优化已安装系统的运营效
益。与ABB的战略伙伴关系或框架协议可以帮助您进
一步降低项目风险。

生命周期

提高资本回报率

我们的服务和产品将提升您整个项目的资本回报，
从最初的概念一直到退役。我们在本地运营，同时
得到全球ABB资源的支持。与ABB合作，我们将为
您提供世界级的专业知识并持之以恒。随着项目从
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我们能够帮助您抓住
稍纵即逝的利润机会（LPO）。

领先的技术  
实现更多运营盈利能力

ABB Ability™ 系统800xA提供了完全集成的电
力、自动化和安全解决方案，并与业务和专家系统
开放互联。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系统解决方
案来实现集成的批处理和制造管理的电子记录，并
支持所有五种IEC 61131编程语言和所有主要现场
总线技术。

ABB具有在全球执行复杂的化工项目的能力

我们有着丰富的国际大型化工项目执行经验，是您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

炼油

基础化工

精细化工 石化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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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
责任

ABB是一个拥有广泛资源网络的全球跨国企业。
我们以健康、安全、安保和环境为己任，努力
为化工行业提供技术和服务来使得我们生活的
世界更加美好。多年来，我们在化工行业积累
了丰富的应用知识，可以帮助您提高生产力，
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全方位的协作确保成功

ABB的集成电力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高压/中压输配电

低压配电

智能开关柜

传动设备 电机 系统800xA
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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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统
电信系统

分析

操作员
移动客户端

第三方设备

智能现场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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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项目执行记录

萨达尔石化（Sadara）

价值 200亿美元的项目，包括一系列集

成系统，为整个设施提供供电、自动化和管理，
其中包括 

超过 26 家制造工厂

每年生产 300万吨 塑料和高附加值化学品

该项目涉及来自世界各地19个不同的总包商
（EPC）

>50年
在化工行业复杂项目交付方面
的经验

 ~6,000 名员工

覆盖 40 个国家

8       个区域专家知识中心支持

全球项目执行以及本地服务

超过

2,000套
的全球项目

瓦克化学（Wacker）

集成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节省了35天 的分析

时间，加快了纠正速度 

降低了停机风险，并交付节省  

20%的运营成本

通过 24小时/7天 的服务增强了问题解

决能力 

实现某现场 100多个 控制回路的可视化
分析

8 ABB在化工及石化炼油行业 - 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有效方法

盛禧奥（Trinseo）

超过 30个 工厂分布在全球

迁移超过 100,000个 与生产管理、业

务流程和系统集成的输入/输出设备，实现最低
成本优化，并减少对业务关键性能指标（KPI）
的影响

现已有 6年 的合作伙伴关系



将数字化机遇转化为现实的整合
工程与运营的融合为化工行业的数字化铺平了道路。企业无论大小，只有在能够有效、一致和持续地将抽象数据
分析应用日常的运营时，才能成功地从这些技术中产生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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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

数字化已经上升为一个战略需求，无论由于是被动
还是主动的因素。持续的成本改进、安全和速度是
一些被动的考虑因素；主动因素包括在分析、预测
和决策中利用新的可能性。跨公司价值链的数据可
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利用这些丰富的数据
来改进运营将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处于领先地位的 ABB Ability  TM

ABB Ability™是ABB的全面数字化解决方案组合，
其中包括了正在运行的超过7,000多万个连接设
备、70,000多个数字化控制系统和6,000多个企业
软件解决方案。通过将我们所有的数字化产品和服
务整合在一个基于微软Azure云解决方案的可以互
操作的端到端的平台中，ABB正在大幅扩展我们一
直为客户创造的业务价值。



通过单一的资源供应和总拥有成
本，智能的项目方法可以改善项目
执行的速度和质量。

批量分析先进过程控制移动性状态监控预测性维护性能优化企业仪表盘

化工及石化炼油行业的数字化

为数字化端到端解决方案创建一个通用产品

计划/设计

25% 
更快地完成计划

集成带来的成本节约

ABB的集成自动化和电气解决方案降低了风险，并
实现了成本节约。 

 20% 

搭建

智能项目

工程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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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机械 安全管理 报警管理 网络安全 控制室回路性能

应用 服务

协同操作

超过

在 28 个国家来保障工厂的

操作和维护
协同操作通过可操作的洞察力来转换现有操作来
实时优化性能。

多达 30% 的维护成本节省

1800 名服务专家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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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和性能优化。



未来发展

我们客户的需求和挑战一直影响着ABB的未来发展
方向。信息流的增加和更严格的环境要求必将影响
我们在炼油厂、下游和化工部门的未来发展。

数据源设备的增长将对报警系统和操作员界面等领
域产生重大影响。数据源设备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
利用信息流增加的好处的同时，避免“数据溢出”。
包括更多的自动化、优化、远程控制、远程支持和
改进诊断。无线和以太网技术的使用、模块化自动
化、过程分析技术（PAT）和ABB扩展操作员工作
平台的使用等发展，为整个过程工厂提供了更好的
集成可视性，并提高了生产率。

随着炼油下游和化工行业的需求的发展，ABB将继
续成为化工行业自动化、电气、仪表和电信领域的
领先合作伙伴。

ABB拥有数百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我们的集团研究
实验室，此外还与50所大学开展了合作开发项目。

作为一家领先的技术供应商，ABB一直积极参与行
业论坛，为行业、市场和技术的趋势做出贡献并始
终引领行业的趋势。同时，加上我们的客户和顾问
的直接接入，我们将不断改进为炼油、下游和化工
行业开发的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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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恒通商务园ABB大厦
电话： +86 8456 6688
传真： +86 6423 1613

www.abb.com/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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