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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Wave
在制浆造纸行业的应用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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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测量， 控制， 和
获益
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 您的设备比以前面

临更多的挑战。您的工厂必须在最佳状态

下运行，必须确保产品的一致性。能源消

耗及化学品的成本必须保持在最小化的投

入以维持我们的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AN-

DRITZ AUTOMATION提供先进的控制组合

和解决方案——BrainWave——应用在制

浆造纸的生产上。

BrainWave的诞生对于全球的工厂控制来
说是革命性的。它能帮助大大小小的生产
商消除瓶颈，降低能源和化学品的消耗，
并保持产品一致性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同
时降低成本-所有这些可以为项目节约巨额
的成本。

以前， 先进的控制技术只在大型规模的石
化工程里使用，他们才有能力维持他们高
昂的维护和使用成本。

BrainWave 可以改变您对先进过程控制的
想法。这个已经获得专利的控制器安装快
速，并且它非常稳定和强大，可以实现操
作员的连续使用。 BrainWave， 先进的
过程控制可以以更有效与经济的方式被广
泛应用在制浆造纸行业。

还没能列出解决方案吗？没有问题——我
们的控制专家不仅仅可以实现我们的解决
方案， 而且可以审核您的操作和为您量身
定做一个控制策略。

挑战: 控制您的设备以使
它在最有效的状态下运行

“ 毫无疑问我们的干燥机运行得
更好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运

行得如此平稳。”
Walter Martins, 技术总监

Veracel ,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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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BrainWave?   
BrainWave 是一个已经拥有专利的先进控
制器,优于传统的(PID)控制。BrainWave
之所以优于PID系统是因为它的两个主要
组件:一个自适应模型和预测控制。

BrainWave在设备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建立
自有的模型，这个强大的功能是传统的模
型预测控制（MPC）系统所无法提供的。

BrainWave 预测控制器精确地预测过程响
应和完成多个目标。它适应工艺条件，如
产量或操作点的变化,确保你的生产过程达
到目标。BrainWave也可以接受测量干扰
输入,如原材料属性,并在你的过程偏离目
标之前采取纠正措施(相比之下,PID必须等
待错误发生,然后才作出反应)。

因 为 它 使 用 一 个 标 准 的 O P C 连
接,BrainWave很轻易就可以与现有的集

成控制系统相连接。此外,BrainWave的
拉盖尔专利技术意味着平均执行只需要几
周的时间,与传统方法相比节省数万甚至数
十万美元。最重要的是,您自己的员工可
以支持和使用BrainWave。所以这项技术
会变成您生产中赖以依靠，不可或缺的元
素。

了解更多:

BrainWave 技术保证... ....................... 04

过程优化.....  ....................................... 05

蒸煮器....... ......................................... 06

漂白设备.... ......................................... 08

浆干燥器 ............................................. 10

苛化设备...... ....................................... 12

石灰窑炉 ............................................. 14

特性 PID BrainWave

长时间空载的流程控制 O P

在偏离目标之前作出反应 O P 

处理非线性过程 O P

调整过程干扰 O P

在运行时并进行学习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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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BrainWave 先进
控制 ANDRITZ AUTOMATION为行业应用

提供一整套BrainWave解决方案，它的具

体特性会如下详述：

减少波动

BrainWave已经被证实可以减少30%到
95%的生产过程波动。这允许生产出更多
同样的产品和减少营运成本。波动

保证结果

BrainWave的项目包括性能保障， 确保实
现预定结果。 所有的成本都是已知和可以
预设的。

快速部署

在多数案例中，BrainWave可以在一开始
的几个星期里就产生初步结果。

便捷的连接

B r a i n W a v e 可 以 轻 松 连 接 到 现 有 的
控 制 系 统 上 并 实 现 向 新 系 统 转 移 。 此
外，BrainWave可以应用在由多个供应商
提供DCS组件的企业里。

报告能力

ANDRITZ AUTOMATION 可以提供完整的
报告， 包括经济上的收益， 额外的盈利 和

进一步改善的机会。ANDRITZ AUTOMA-
TION可以向制浆造纸所有需要稳定操作的
领域提供解决方案。

如果您有特定的需求但又无从下手，请一
定联系我们的销售团队。

优点和益处 

 � 消除瓶颈
 � 降低能源消耗
 � 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 方便快捷地跟现有的控制

系统相连接
 � 通常情况下几周内就能有

效地应用起来

挑战: 全面稳定和优化您的过程

最近的成功案例

 � Mondi Frantschach 通过应用BrainWave，记录到在奥地
利的一个纸厂里卡帕值的波动降低了30%

 � 智利的Arauco Valdivia厂降低二氧化氯的变化达60%，每
年估计一共节省了大概40万美元

 � 在巴西Veracel纸厂的浆干燥器项目，BrainWave降低了湿
度变量达到75%



05

用ACE（先进控制专家）实
现全面优化 
一旦BrainWave稳定了你的生产过程从而
使你取得巨大的成功， 你就可以利用ACE
使你的业务更上一层楼。（先进的控制专
家）

ACE是一个自动化的“专家操作员”，它
可以跟BrainWave解决方案一起联合工作
来全面优化整个过程。 ACE总能充分关注
您的工厂运作， 永不受干扰，并使您的设
备达到最优的条件。

BrainWave确保您的过程设置点并保留在
那里。但您又如何知道哪是运行设备的最
优设置点呢？哪个设置点可以帮助您节省
更多的能源？改变设置点可以提高你的产
品质量吗？那样可以帮助你省钱吗？

这时就需要ACE来助您一臂之力了。一旦
BrainWave稳定了你的过程，ACE就可以
确定最佳设置点，这样生产过程就可以在
最优化的效率下运行。不像其他运营商提
供的“黑匣子”解决方案。ACE可以用操
作员习惯的语言和他们交流，向他们提出
改变策略，目标，限制和其他操作的建
议。

特性 ANDRITZ DCS供应商 品牌 X

先进的管理控制  始终 有时 不是

学习前馈  始终 不是 不是

DCS里的解决编码依赖于程序员的技能
厂能获得成功

从不 是 是

黑匣子监管层 从不 是 是

最优的解决方案 /正常的运行时间  始终 不是 不是

最佳的解决方案/超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是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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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器的控制原理（为简单起见， 木片仓，木料浸渍器 ，还包括蒸煮器液位控制，但不在原理图中显示）

仓，木料浸渍器 和蒸煮器的液位。对于这
种类型的反应， 确保对所有木片都保持一
个相对一致的蒸煮时间。 白液的温度也得
到稳定，BrainWave对于H因子（H fac-
tor）的控制可以实现此目标。碱的活性含

优点和益处 

 � 增加蒸煮器中纸浆的产量
 � 减少残次浆料的生产
 � 提高冲洗操作的效果
 � 降低漂白化学品的消耗
 � 在纸种和生产改变后更快

地启动
 � 更顺畅的操作

解决方案:  
BrainWave 蒸煮器控制系统
BrainWave是一个被验证的控制系统可以

稳定整体控制和提高蒸煮器的性能

BrainWave蒸煮器使用专利模型，预测， 
自适应技术来提供精确控制木片仓，木料
浸渍器 和蒸煮器的液位。 这样，结合卡帕
值， 碱的活性含量和白液的温度， 在整个
蒸煮厂里提供一致的蒸煮和均衡的时间。 
卡帕值的波动被降低了50%到85%。这样
精确的卡帕值控制可以减少漂白车间的成
本。当然，浆的质量也提高了。

应用BrainWave专利性控制器最基本的第
一步是精准地将蒸煮器的重要变量控制在
原目标上。BrainWave 可以使蒸煮器的
运行在最有效的操作点和抗拒干扰，同时
考虑到所有测量和控制的变量对生产过程
的影响。

BrainWave承诺统一的自动化控制， 不会
给其他利用传统的自动化控制的运营商带
来负担。BrainWave可以保持临界循环过
程的封闭并可以自动运行。利用一个特殊
的专利BrainWave算法来稳定在控制木片

量和白液木片比例就可以得到控制，之后
进一步减少卡帕值和其他性能表现上的波
动。

挑战: 稳定并提高蒸煮器的性能

BrainWave

BrainWave

BrainWave

白液

木片 木液比控制器

有效碱

温度

温度

白液

H因子控制算法

卡帕值

技术改良
连续蒸煮

洗浆

蒸汽

蒸汽

主要抽提

设定值
（来自操作员）

设定值
（来自操作员）

Brain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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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 Mondi Frantschach GmbH
控制目标:

 § 降低Kappa变量
 § 稳定操作
 § 在自动化状态下保持蒸煮器的控制
 § 控制系统：ABB MOD 300/ Advant 

Mondi Frantschach在奥地利南部的纸
厂，通过使用BrainWave来降低卡帕的连
续变化， 实现激动人心的改进。

纸厂生产非常优质的棕色纸浆材料用作客
户的常用打印材料。在使用BrainWave
以前，纸厂经常收到客户关于纸张外观和
印刷性能的投诉。此外，有的时候纸张
在通过纸机时会出现一些问题。Mondi 
Frantschach 知道只要提高卡帕的控制这
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自从安装了BrainWave以后，Mondi 
Frantschach 实现了各方面的巨大改善，
这包括纸张完善性能，提高产量（每天20
吨的产量）和改进磨浆和能源消耗。

Johann Zwainz 博士，纸浆厂的负责人
说“就在安装启动了BrainWave蒸煮器控
制没几天，我们就看到卡帕的波动性明显
降低，我们浆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了 。我们

蒸煮器的卡帕值在使用BrainWave前后的对比

使用BrainWave以前， 卡帕（绿点）有很
大一部分的离散和24小时移动平均值（橙
线）误差± 5.

使用BrainWave以后，卡帕值的波动更小
而且24小时的平均值更加接近目标。纸厂可
以获得更多的效益包括额外每天20吨的产量
和降低70%在1signa卡帕里。

的专家现在就是依赖BrainWave来进行出
色的自动化操作和相应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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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亮度目标可以由稍稍改变每个生产阶
段的亮度来实现。通过决定整体的漂白曲
线来最小化整个工厂的漂白剂用量。这样
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漂白剂在设备中的应
用。如图所示，必须决定每个生产阶段浆

BrainWave用于氧强化过氧化氢漂白

料亮度的增加，这样才能避免过度使用和
浪费漂白化学品。这种优化只能由在每个
生产阶段使用BrainWave来精确控制亮度
目标来实现。

解决方案:  
BrainWave 漂白控制系统
BrainWave 是一个被证实十分有效的控制

系统。它可以改进过程可变因素例如亮度

和漂白设备中的酸碱平衡

BrainWave 漂白使用专利模型，预测，自
适应技术来对每个阶段的漂白设备提供精
确的亮度和pH值的控制。它会自动适应由
转换纸张等级，产量和纸浆质量这样的变
化。大大减少了产生错误和过度使用化学
品的可能性。

BrainWave 使用百分比应用比例来添加化
学品方案。百分比应用在包括浆流和浆的
浓度测量去确保添加正确分量的化学品以
实现在浆流和浆浓度变化时还能达到理想
的pH和纸张亮度。浆浓度的一致性可以由
在线的测量或者基于物料平衡估算出来。
真正的pH或浆亮度是用来调整应用比例。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纸浆的变化属性和反应
效率。

在每个阶段当产品亮度波动降低，目标亮
度可以被降低，这样可以消除之前任何由
于达到最低亮度目标而做出的过度漂白。

挑战: 准确地控制和稳定漂白操作

优点和益处 

 � 减少50%到80%的生产指
数波动

 � 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可以
提高利润

 � 获得精确pH值和亮度控制
 � 即使在纸张等级和产率变

化下也保持控制（自动）
 � 获得更顺畅的运行

%用量

%用量

滞
留
箱

搅拌器

过氧化氢

BrainWave

BrainWave

BrainWave

碱

浆料流速，
吨/天

pH值 pH值 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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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 Celulose Arauco y Constitución
控制目标:

 § 在最低可能pH下操作NaOH漂白阶
段，将碱用量降到最低

 § 在二氧化氯（D）第一和第二漂白阶段
优化pH，将二氧化氯消耗降到最低

 § 在二氧化氯第一阶段漂白（D1）中优
化亮度，在不过度漂白的情况下保持
产品品质，减少二氧化氯消耗

 § 控制系统：Emerson DeltaV

在智利的 Celulosa Arauco y Constitu-
ción’s Valdivia 浆厂里运行 BrainWave 
得到空前的成功。 BrainWave被安装在4
个主要控制回路里： EoP, D1 和 D2 阶段
出口 pH, 和D2 阶段输出亮度。结果，浆厂
可以更好地控制最终达到pH值， E，D1， 
D2 ，波动性降低了60%到70%。也实现更
好地控制D1亮度， 也使波动性降低到60%
到70%。

同时，减少波动性可以保证更好更均一的
纸浆质量。BrainWave控制回路也显著地
减少二氧化氯的使用。

估计每年就亮度回路就可以节约40万美
元。更多的收益包括降低二氧化氯阀的移
动，更加顺畅的设备操作，停机后再启动
速度增加30%，和当纸厂从松树和桉树中
切换浆纸时更顺畅的控制转换。

在Valdivia浆厂BrainWave和传统控制系统的对比

氧强化过氧化氢漂白pH控制 二氧化氯第一阶段漂白亮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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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BrainWave纸浆干
燥机控制系统
BrainWave是一个被证实十分有效的控制

系统， 它可以稳定纸浆干燥机的操作，以

提高最终产品的湿度控制和降低能耗。

BrainWave纸浆干燥机应用专利基于模
型，预测，自适应控制技术来调节空气湿
度，纸浆干燥过程和纸浆的基重（纸浆每
平方米的质量）。 BrainWave可以实现紧
凑和稳定的水分控制，还可以通过精确调
整浆流和蒸汽供应来控制纸张基重。

BrainWave适用于控制干燥过程。因为它
可以考虑进纸张从干燥器到水分测量传感
器这中间很长的传输延时。此外，重要的
过程变量如纸张运行速度，废浆流速和浆
浓都可以作为前馈信号。BrainWave可以
非常准确地协调前馈和反馈控制。因此，
控制器弥补了这些变量中的波动，避免
浆料质量波动，使浆料浓度和基重保持一
致。

BrainWave为干燥器提供的解决方案在短
短几个星期内就可以安装完毕并立即带来

浆料干燥的控制原理图

优点和益处

 � 降低湿度的可变性
 � 提高生产和收益率
 � 降低能源消耗
 � 能更顺畅地运行
 � 提供更一致的产品
 � 降低质量的可变性

显著的效益。由于BrainWave可以控制并
减小水份的波动，所以生产过程中减少混
乱，浆料送去回收部的量也减少，这样产
量便增加了。 此外， 由于水份变化较少， 
平均纸浆水份可以保持接近最大值，从而
增加产量和节约 能源。

BrainWave控制器比操作工或者传统的自
动控制操作起来更加顺畅和精准。 大大降
低启动时间， 和减少对锅炉的干扰。

挑战: 稳定纸浆干燥机的操作

蒸汽压

浆流 

BrainWave

BrainWave
浆流

湿度

废料浆流

废料浆流
转速

基重

基重

浆浓度

(FF1) (F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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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 Veracel Celulose S.A.
控制目标:

 § 降低湿度可变性
 § 稳定操作
 § 控制系统：Foxboro IA

在Veracel，你可以发现全球最大的纸
浆干燥机。最先进的纸浆厂坐落在巴西
的Eunapolis。 Veracel Celulose 运行
BrainWave先进的控制器去提高他们每天
3000吨桉树纸浆干燥机的效率。

两周内BrainWave就已经安装好并且成效
立即显现出来。

使用BrainWave后实现了全自动操作，减
少操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在启动后或者产率
变化时快速稳定干燥机。有了BrainWave
的帮助，水份波动降低了75%到85%。Ve-
racel技术总监Walter Martins说：“我们
的纸浆干燥机立刻被BrainWave稳定了。
水份和纸张基重也被很好地控制。对它的
性能我们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从来没见过
干燥机能这么顺利地运行。”

Rubine Gouveia， Veracel 先进控制项
目领队同时补充说：“我以前参与过其他
一些自动化控制项目，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像BrainWave这样能如此快就见成效的
控制器， 我本来预计这需要好几个月的时
间。”

Veracel干燥机用BrainWave(BWC)和用原先的控制器(QCS)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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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BrainWave苛性碱控制系统
BrainWave 是一个被证实十分有效的控制

系统可以提高在苛性碱系统里的性能， 特

别是控制石灰熟化器的碱性含量，石灰熟

化器的温度， 和最终白液的有效碱（EA)

。

BrainWave苛性碱使用专利模型， 预测，
自适应技术来改善苛性碱系统的运行性
能。过度的成本和欠佳的结果通常是厂区
的诟病。许多典型的化工厂运行回路为手
动或者围绕目标值的循环运作，这都是 因
为 过长的时间延迟和改变回路反馈所致。

BrainWave苛性碱控制系统消除了过度苛
化的现象，并且减少蒸发器和回收锅炉的
能源消耗。它消除了工厂的瓶颈从而可以
增加产能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BrainWave的优化策略中运用测量第一苛
化器输出处的导电率来调节消化提渣器里
添加石灰和绿液的比例，另外还有留在石
灰熟化器上的绿液。 维持白液导电率是这
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工作， 因为80%到
95%的苛化反应都在这里完成。 最后流入
接收器的石灰泥的碱含量由测量导电率而

获得。然后运用这个测量值来调整第一苛
化器的导电率控制器的设置点。前馈信号
来自消化器入口处绿液的流量和导电率。

石灰熟化器的温度是通过调整绿液温度控
制器的设置点来进行管理的。BrainWave 

优点和益处

 � 提高苛化效率以降低石灰
用量

 � 减少“空载”和能源使用
 � 白液碱性的波动降低30%

到50%
 � 提高浆的产量
 � 获得更加顺畅的运行

挑战: 在苛性碱系统里提高过程性能

控制器使用串级控制配置，以确保消化器
达到最高温度以实现最有效的化学反应。
最终的白液被采样送进实验室测量滴定碱
总量（TTA），它用来决定最终白液导电
率控制器的设置点。如果有在线的滴定碱
总量测量，导电率传感器可以被取代。

BrainWave在石灰消化器和苛化器中的运用的原理图

白液储存塔

接收箱

#1
#2

粗石

蒸汽

流速控制 比例控制

温度控制 远程设置点

导电率内部控制 导电率内部控制

远程设置点

石灰进料器 vs

绿液澄清器

废料容纳箱

石灰消化器

导电率

导电率

#3

石灰泥
清洗

BrainWaveBrain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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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 Alabama River Industries
控制目标:

 § 降低空载/过度损耗
 § 提高苛化效率
 § 控制系统：Foxboro IA

阿拉巴马州南部的 Alabama River Indus-
tries 有2个大浆厂产量为每天1100吨。
当BrainWave安装在石灰窑上取得卓越
成效后，浆厂决定再在苛化设备上使用
BrainWave。

Alabama River  的浆厂操作员对 
BrainWave 很有信心， 对其可以达到理想
的目标并排除干扰的能力表示满意。

在设备停机或者关机之后BrainWave回路
总是第一个让操作员想到打开的。

这样强大的反应控制允许浆厂消除过多的
石灰，这样可以减少负载从而改进苛化效
率。

苛化效率（CE)和经济效益存在直接的联
系，对于一个每天产量在1100吨的非低浓
度蒸煮器，苛化效率提高3%就意味着大约

能节约30.2万美元。而同样产量的低浓度
蒸煮器，3%意味着节约58.5万美元。这样
的收益回报在回收锅炉，蒸发器和蒸煮器
上都能看到。如果产率是有限的，那么提
高苛化效率就能实现更丰厚的盈利。

消化器温度：手动控制对比BrainWave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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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BrainWave石灰窑控制系统
BrainWave是一个被证实十分有效的控制

系统可以提高生产质量， 减少燃料消耗，

使收益最大化和增加回转窑的有效生产速

率。

BrainWave石灰窑控制系统使用专利的模
型，预测，自适应技术确保从生产开端到
末端的温度都达到目标。同时它能考虑到
产率变化和不可凝结气体（NCG）的干
扰。多余的氧气也被控制，以保持燃料燃
烧效率。

BrainWave在一个封闭回路里循环并在一
个自动不间断的模式下运行。 使用一个特
殊的模型BrainWave变量算法去稳定进料
端和点火点的温度和氧气。 确保稳定和精
确的温度和允许操作员设定理想的目标并
严格目标定向。

当窑自动运行时，来自泥浆流，不可凝结
气体和泥块固体等等这些因素变化带来的
干扰会被BrainWave排除。 BrainWave
可以适应并学习由改变干扰带来的影响，
给 操 作 员 高 质 量 的 数 据 - - 同 时 管 理 着 库
存。

优点和益处

 � 增加能源效率
 � 增加产量
 � 获得更高的石灰质量
 � 在纸浆级别和生产改变后

通过实现更快的启动来提
高设备的利用率

 � 更低的维护成本
 � 更一致的控制可以实现更

顺畅的操作

挑战: 提高和控制石灰窑的操作

石灰窑控制原理图

BrainWave BrainWave

石灰窑

石灰泥进料

引风机

石灰

进料端温度设
置值

燃气

O2设置值

O2 

引燃罩的温度设置值

PV1 PV

CV1 CV2

PV2

远程设定值对石灰窑
PID控制器和引风机速

度的控制

2X2多变量控制

注意：
2X2多变量控制器用石灰进料
速度和固料浓度作为前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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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 Various
控制目标:

 § 降低温度变化
 § 稳定操作
 § 保持石灰窑自动化控制
 § 减少成环
 § 控制系统：多种控制器

在北美， 南美和欧洲， BrainWave石灰窑
已经被安装在很多项目里。 而且通过控制
软件大量的事实证明可以持续的降低温度
和氧气的变化。

这使得自动化控制时间达到98.5%以上。
严格的温度控制使得操作员可以调整煅烧
线，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高质量的石
灰。

从传统的控制到全面的自动化控制温度和
氧气，BrainWave石灰窑证明可以减少5%
到15%能耗 。自动控制可以 减少操作员的
工作负担。

石灰窑的温度控制在使用BrainWave之前与之后的比较。 补充氧气输出端的温度波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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