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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朱豫才  

教授/博导

        198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信控系自动控制专业。分别于

1985年和 1990年在荷兰埃因侯温 (Eindhoven) 技术大学电机

系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年他参与创建荷兰 IPCOS 公司。

1993年至 1996年朱豫才在 Setpoint 公司和 AspenTech 公司

任高级工程师。1996年朱豫才创建荷兰太极控制 (Tai-Ji 

Control) 公司。1998年至 2011年朱豫才在荷兰埃因侯温 

(Eindhoven) 技术大学电机系任兼职 Researcher。2011年 4

月朱豫才任浙江大学控制系教授，并入选浙江月朱豫才任浙江大学控制系教授，并入选浙江省“千人计划”。

        朱豫才主要研究系统辩识，出版两本专著，发表60余篇刊

物和会议论文。提出了渐近辩识法，能系统解决多变量系统的

辩识问题。他还提出了对几种非线性系统的辩识方法，包括

Hammerstein-Wiener 模型和 LPV (线性变参数) 模型等 。

　　以渐近辩识法为基础，朱豫才开发出系统辨识软件。使用该技术，可将辩识实验时

间减少 70%，数据分析和建模时间减少 90%，同时提高模型精度。使用该技术的企业

包括 ExxonMobil, Saudi Aramco, Total, Statoil, Linde, Air Liquide 和浙江中控等。他还

开发出 PID参数整定软件，用户包括 ExxonMobil, Saudi Aramco, Bayer 以及 BASF 等

公司。最近，朱豫才领导开发出新一代预测控制技术。



        Tai-Ji MPC    是泰极控制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型预测控制软件技术，世界领先。

该技术将在线辨识与预测控制结为一体，使用闭环辨识技术。在辨识实验的过程中自动生

成模型，可将预测控制项目的效率提高300%，并且大大降低工程难度。

Tai-Ji MPC    预测控制器的特色：

· 世界第一个将测试、模型辨识和在线控制整合为一体的预测控制技术；

· 使用自动多变量闭环辨识技术，模型辨识效率高，模型质量好，对装置干扰小；

· 预测控制器参数自整定，使用简单；

· 测试、模型辨识和控制器投运可并行操作，工程效率高，可节省70%工期；

· 只有一个软件包，易学易用。用户不需掌握高深的系统辨识及预测控制的理论知识，

      便于推广应用和维护。      便于推广应用和维护。
在线测试

模型辨识

模型仿真

在线控制

模型预测控制软件
Tai-Ji MPC

Tai-Ji MPC         |

产品介绍



自动测试与模型辨识 参数整定

网站首页

在线回路整定

PID参数自动整定软件
Tai-Ji PID

产品介绍

Tai-Ji PID         |

        PID 控制技术仍然是流程工业的基本控制手段。Tai-Ji PID   是泰极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PID回路自动整定软件。该技术集测试、辨识、参数整定为一体，广泛使用于化工自

动化。通过闭环测试和模型辨识技术给出最优的PID参数值，将传统的PID整定效率提高

300%。

Tai-Ji PID   具有以下特点：

· 世界第一个将测试、模型辨识和PID参数整定结合为一体的PID软件；

· 使用自动闭环辨识技术，模型辨识效率高，模型质量好，对装置干扰小；

· 只有一个软件包，易学易用，用户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论知识。

PID自动整定软件网络版

    taijipid.com是PID参数整定的网络化应用，基于世界领先的闭环辨识技术。用户仅需

上传输入-输出数据并选择合适的控制器类型，系统将自动计算出最优的PID参数整定结

果。网站支持开环与闭环数据的上传整定，集合了各主流DCS厂家的PID控制器类型。



全厂PID回路信息总览

车间PID回路信息总览

PID 回路监控软件
Tai-Ji PID Monitor

Tai-Ji PID  Monitor        |

产品介绍

        Tai-Ji PID Monitor 是PID回路监控系统，能够同时监测上千个PID回路的运行情况。监

控系统首次引入外加测试信号用于控制回路诊断，不但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而且提供了解

决问题的方案。监控系统为每个PID回路进行性能打分，工厂的控制情况一目了然。

Tai-Ji PID Monitor具有以下特色：

· 采用服务器/浏览器（B/S）架构，便于用户跨平台浏览操作；

· 同时监测1000个以上回路，并给出每个PID回路的性能得分；

· 对性能较差的PID回路使用“测试-辨识-诊断”技术，分析具体原因；

· 能自动区分强增益引起的振荡和强积分引起的振荡；

· PID回路监测与诊断全程自动化，自动生成报告。



网站首页

分厂数据直播

功能展示

数据展示

数据展示交流平台
Tai-Ji Data

Tai-Ji Data       |

产品介绍

        Tai-Ji Data提供容器化的实时数据存储服务，为用户的每个应用场景提供专有的工业

数据存储空间和相关分析工具。企业和工程师可以利用Tai-Ji Data提供的服务对工业生产

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分享、互动。



火力发电核心业务

AGC协调控制

AGC协调控制

      AGC是电厂控制系统的核心，作用是让发电机组快速响应电网的负荷调度，同时

保证主蒸汽压力和温度平稳。评价AGC性能主要从负荷偏差、负荷响应速度、主蒸

汽压力偏差三个方面。不同省份对AGC性能考核要求不同，以内蒙电网为例，根据

2017年的数据，AGC性能优异的电厂单月可获得约3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AGC性

能较差的电厂则被罚款300万元。

              泰极公司于2016年底开始进行内蒙某电厂两台660MW超超临界机组的AGC控制

系统改造，将该电厂在蒙西电网排名由第23名提高到第2名，每月平均经济效益大于

200万元人民币。

内蒙某电厂两台660MW超超临界机组AGC先进控制方案

被控变量：机组负荷、主蒸汽压力、过热度

技术方案：Tai-Ji MPC   多变量模型预测控制技术

调试效果：负荷偏差下降

                      变负荷速率提升

                      主蒸汽压力偏差下降

经济效益：每月200万元经济效益：每月200万元

控制效果对比

最大负荷偏差
下降82.1%

平均变负荷速
率提升70%

主汽压力波动
降低62%



        主蒸汽温度控制为电厂控制系统的难点，运行人员关注度高。在主蒸汽温度的控

制中，既要保证不超温（温度过高将导致设备损坏），同时又要尽量提高平均温度

保证发电经济效益。主蒸汽温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常规PID控制效果不理想。通过

Tai-Ji MPC  软件，根据扰动变量提前预测主蒸汽温度走向，降低了主蒸汽温度波动

，从而在不超温的前提下提高平均温度。

内蒙某电厂两台660MW超超临界机组主蒸汽温度先进控制方案

被控变量：一级汽温（两侧），二级汽温（两侧）

技术方案：Tai-Ji MPC   多变量模型预测控制技术技术方案：Tai-Ji MPC   多变量模型预测控制技术

调试效果：超温次数减少

                      主蒸汽平均温度提高

经济效益：

                    主蒸汽平均温度提高产生约100万元人民币的年化效益

                    人工干预主汽温次数减少，节约劳动力

主蒸汽温度控制

火力发电核心业务

主蒸汽温度控制

控制效果对比

主蒸汽温度波动
下降50%

平均温度提升1.5℃



脱硝控制

        火力发电机组的脱硝是环保关注的重点，也是控制难点。脱硝控制操作SCR的喷

氨量来实现氨水与氮氧化物的反应，由于机组频繁加减负荷引起的扰动，导致常规

PID控制的喷氨量不准确，经常出现“少喷”或者“过喷”。“少喷”引起超标排

放，环保指标不达标，“过喷”容易导致“氨逃逸”问题，堵塞下游设备，成为正

常安全生产的隐患。引入Tai-Ji MPC  软件提前预测氮氧化物浓度，一举解决超标排

放与“氨逃逸”问题，同时节约氨水用量。

浙江省某电厂330MW机组脱硝先进控制方案

被控变量：SCR出口NOx浓度（两侧），脱硝效率（两侧）被控变量：SCR出口NOx浓度（两侧），脱硝效率（两侧）

技术方案：Tai-Ji MPC   多变量模型预测控制技术

调试效果：超标排放次数减少

                      脱硝效率控制在合理范围

经济效益：

       氨水用量下降20%，送引风机电流下降（节约厂用电）

脱硝控制的间接经济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

超标排放次数减少，社会影响好；超标排放次数减少，社会影响好；

氨逃逸下降，减小下游设备腐蚀风险；

人工干预减少，节约劳动力

脱硝控制

火力发电核心业务

控制效果对比

出口NOx波动下
降，且不再超标

优化后脱硝效率
始终小于90%，
显著降低氨逃逸

用氨量降低20%



锅炉燃烧优化

        锅炉燃烧优化的作用是提高锅炉燃烧效率，实现节煤。具体方式是对锅炉重要燃

烧变量如一次风压、氧量、主蒸汽压力等，寻找其在不同负荷下的最优设定值。在

锅炉燃烧优化方面我们提出了基于多变量闭环模型辨识的爬山寻优法，在不干扰正

常生产的前提下，确定出风压、氧量、主蒸汽压力的最优设定。

广东省某电厂600MW超临界机组锅炉燃烧优化项目

优化变量：一次风压、氧量、滑压曲线

技术方案：多变量闭环模型辨识的爬山寻优法

优化效果：节煤1g/KWh优化效果：节煤1g/KWh

降低氮氧化物生成约10%

锅炉燃烧优化

锅炉燃烧优化

火力发电核心业务

高低负荷优化模型

高负荷模型

低负荷模型



PID控制技术仍然是流程工业的基本控制手段。过程工业，特别是在中国，60%以上

的PID控制回路没有投自动，60%的自动回路品质不佳。一个重要概念：DCS化不等于真

实自动化。根据行业调研，中国流程工业的真实自动化率 < 20%。通过PID整定业务，可

将真实自动化率提高到100%，并大大提高流程工业产品收益，实现节能减排。

不正确设置的PID参数可能造成：(1) 回路振荡，影响控制性能，以及干扰其它回路正

常工作；(2) 操作人员无法对生产进行有效控制，通过打手操、阀位限幅，频繁修改设定

值等手段控制生产；(3) 影响对设备故障的诊断；(4) 压缩生产优化节能空间

PID整定业务使用Tai-JiPID整定业务使用Tai-Ji PID   软件对回路进行测试、辨识、整定；依据对象模型，在

不干扰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优化PID参数。

浙江省某化工厂PID整定项目

整定回路数量：300个

技术方案：  Tai-Ji PID    软件对回路进行测试、辨识、整定

优化效果：  达到了提升自控投运率，降低自控偏差率的目标。

                        部分回路振荡消除

部分回路跟踪加快

部分回路实现手动改自动

找到性能较差回路的根本原因，提出改进建议

自动测试与
模型辨识

参数整定

PID 整定

石化工业核心业务



本团队核心成员的早期先进控制经历均是来自传统的石化行业，在国内和国外

做过多个预测控制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核心成员完成的项目包括：常减压装

置预测控制、催化裂化装置预测控制、延迟焦化装置预测控制、重整装置预测控制

和PTA装置预测控制。为了解决大规模预测控制项目中建模的高成本问题，我团队

开创了世界领先的自动多变量闭环辨识技术，并与预测控制技术深度融合，研发出

包含在线辨识和预测控制的自适应预测控制技术。

对于大型石化生产装置，我们的技术优势：

·· 使用带有自动多变量闭环辨识方法的自适应预测控制技术，节省预测控制项目实

· 为精确预测产品组分，使用动态LPV（线性变参数）软测量模型；

· 可以培训客户工程师从事预测控制系统维护工作，进一步降低成本。

施时间70%，节省项目维护时间90%；

常减压、催化裂化、延迟焦化等
装置的预测控制

石化工业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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