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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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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马后炮化工团队翻译的第二本书，第一本《Ａｓｐｅｎ模拟软件在精馏设计

和控制中的应用》自２０１５年６月份出版后获得业内同行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

我们也将更多的目标投向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学习的基础教程，希望找到一本最适合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新手入门的优秀书籍，能快速地让新手入门和掌握软件的使用和技巧。

因此我们选择了翻译出版ＳｔａｎｌｅｙＩ．Ｓａｎｄｌｅｒ教授的 Ｕｓｉｎｇ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ｉｎ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Ｇｕｉｄｅ，本书通过实际的工艺计算案

例手把手地指导新手快速掌握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工艺计算中最难的热力学计算。

本书全面地讲述了如何利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进行热力学的计算，目前国内外尚无

同类书籍。热力学是化学工程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拟软件的

核心内容。在我们翻译的前一本书的序言中，公子小白（仲庆）对于学习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有如下评论：“夫化工模拟计算，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体，必有四维。

四维者何？曰肇因乎化工热力学之平衡，得益于单元操作之实际，归纳以数学模拟

之方程，解算以数值计算之策略。天道渺渺，不可言喻，模拟之道，上应造化之理，

下具知著之行。此四维缺一而不得与论化工模拟计算之堂奥矣！”对于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

软件的掌握和精通，化工热力学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和应用价值。选择将本书介绍给国内的相关读者是非常有意义的。本书的主要

特色是内容全面，阐述详细，易于自学，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失为一本非常不错的

教材。

本书作者ＳｔａｎｌｅｙＩ．Ｓａｎｄｌｅｒ是美国Ｄｅｌａｗａｒｅ大学杜邦讲席教授，美国工程院

院士，世界著名的化工专家，化工热力学和流体相平衡研究的国际权威学者，

ＡＩＣｈＥ和ＩＣｈｅｍＥ资深会员，多所国际著名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访问教授，曾获得

ＡＣＳ、ＩＵＰＡＣ、ＡＩＣｈＥ、洪堡基金会、ＡＳＥＥ等机构授予的诸多奖项，发表论文４００

多篇，长期任多种国际权威期刊主编、编委和顾问。该作者编写的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犪狀犱

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犜犺犲狉犿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已在Ｗｉｌｅｙ出版社推出第四版，成为许多著名大学

的经典热力学教材。

本书的工艺案例由汤磊全部重新进行计算，采用与原书同样的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

８．０软件版本，本书的截图是在Ａｓｐｅｎ软件里面重新截图，可能部分图片与原书存

在细微差异，但尽量保持与原书数据一致。本书全部的工艺计算案例源文件将在

马后炮化工论坛和马后炮化工微信平台提供下载和学习交流。

感谢所有无偿参与本书翻译的马后炮化工网的马友们，感谢所有关注我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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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炮化工网发展的朋友们。有了你们的支持和理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本书各章节参与翻译人员名单如下，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前言和致学生翻译校对：汤磊 王广全

第１章　　翻译　王稳先　 　　校核　程巍 李日翔

第２章　　翻译　王将永 校核　陶荣 马永刚 李日翔

第３章　　翻译　陶荣 校核　汤磊 汪斌 李日翔

第４章　　翻译　汤磊 校核　王广全 李日翔

第５章　　翻译　周送粮 校核　叶超群 李日翔

第６章　　翻译　杨声 校核　周送粮 张皓荐 李日翔

第７章　　翻译　麦子豪 校核　杨声 刘剑 李日翔

第８章　　翻译　胡松 校核　汤磊 王广全 杨婷婷

第９章　　翻译　蔡连国 杜越 校核　杨声 余玲 杨婷婷

第１０章　　翻译　付国垒 校核　王广全 余中杰 杨婷婷

第１１章　　翻译　付国垒 校核　王广全 吴成双 杨婷婷

第１２章　　翻译　丛山 校核　王喆 杨婷婷

第１３章　　翻译　丛山 校核　邱永宁 宋辉 杨婷婷

第１４章　　翻译　王广全 校核　汤磊 杨婷婷

最后特别感谢山东豪迈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丁全有总经理对本书校核工作的大

力支持，安排了李日翔和杨婷婷两位对全文进行精心地校核；特别感谢马永刚、汤

磊、王广全老师对整个翻译文稿的通篇校阅；特别感谢汤磊把全书的所有案例用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重新计算。非常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陈赞柳　马后炮化工网创始人

２０１６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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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关于马后炮化工网

马后炮化工网（ｂｂｓ．ｍａｈｏｕｐａｏ．ｎｅｔ）是一家专注于化工行业技术交流和信息共

享的互动新媒体，是目前国内在化工工程设计以及工艺流程模拟计算领域最专业

的交流网站。自２００９年建立以来马后炮化工网便以其“专业、专注、专心”的服务

态度和开放、包容的特色，获得了大量化工同行的青睐。六年内一跃而成为行业内

名列前茅的技术交流平台。作为化工行业的专业技术网站，马后炮化工网汇聚了

一批出色的化工行业人才，包括化工设计院、工程公司、高校化工相关专业以及化

工生产企业等专业人士，实时从多方面，多角度关注化工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

趋势。

马后炮工程威客平台（ｗｗｗ．ｍａｈｏｕｐａｏ．ｎｅｔ）是化工行业首创的工程研发设计

服务交易平台。依托马后炮化工网多年以来积累的技术资源，让企业可以充分利

用互联网的工程师资源，解决企业自身的人才需求和技术需求。让企业可以少花

钱、少养人却能有效进行工程研发设计。对于专家工程师，可以通过工程威客平台

实现自身智慧价值最大化，智慧（知识、技能、经验、技巧等）快速、有效变现。

扫一扫关注马后炮化工官方微信平台

#



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热力学计算简明教程　

$



中译本前言　

!"#&'()

书稿中图表内变量为与原著统一沿用正体。图表内变量单位与软件统一，而

其相对应的国际单位制单位如下所示。

　　书中变量单位　　　　　　　　国际单位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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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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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过程模拟软件，是用于化工过程，甚至是整个

化工、制药和炼油工厂建模的工具。因此，它需要准确的热力学性质和相行为模

型。①

本书旨在向读者介绍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在热力学课程中的应用，因此，该软件过程

模拟方面的功能考虑较少。对于化学工程的本科教育，过程模拟在综合设计课程

中被大量运用，通常会在这类课程中详细讲授。本书可以作为复杂过程模拟教学

的基础，同时为本科热力学课程中引入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拟软件提供一连串的方法。

希望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可以利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完成那些繁琐的实际过程计

算，使热力学课程更加有趣和有意义。应用计算机进行这类计算的一个优势是可

以快速获得改变参数后的计算结果，因此可以使学生积累不同输入如何影响输出

方面的经验，以便于培养学生工程方面的洞察力。任何老师都知道，让学生重复进

行手工计算，必将引起一片抱怨声。对某个工况做一次手工计算是重要的学习活

动，而做很多同工况下的手工计算相对于学生的时间投入来说教学效果会差很多。

本书为读者提供自学式的、手把手式的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热力学计算教程，给出了

应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求解各种类型问题时的界面截图，这些问题包括汽液、液液、

汽液液平衡和化学反应平衡，以及简单液化工艺应用、精馏和液液萃取单元操作。

举例说明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本书不讲通用的规则，而是讲述具体的例子，目

的是鼓励读者从这些例题中归纳总结并将其所学运用到某个特定的问题中。本书

主要是面向自学，因此不应作为教科书而应作为课外参考书。但是，其中某些内容

可以为学习热力学基本原理提供参考。为方便起见，在这些地方我引用了我的热

力学教科书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犅犻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犪狀犱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犜犺犲狉犿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４狋犺犲犱。

然而，在其他标准的热力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同的内容，所以本书可以与其他

任何热力学教科书一起使用。

再次强调，虽然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是过程模拟软件，但是本书的重点不是过程模拟。

书中包含了一些流程模拟的例子，但仅仅是因为一些热力学计算需要通过流程模

拟来实现。流程模拟的例子包括汽液和汽液液闪蒸，特别是绝热闪蒸（即Ｊ Ｔ节

流膨胀）计算以及化学反应平衡计算。谨记，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的功能远超过本书所

介绍的内容。

!

① 边栏数字为原版图书页码，与索引中的页码对应。

狏犻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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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给予自学者手把手的指导，正因如此，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屏幕截图

图片。这些图片都来自于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并由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使用。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ａｓｐｅｎＯＮＥ，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以及树叶标志均为 Ａｓｐ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版权所有。

读者在阅读中有任何改善的建议，请电邮ｓａｎｄｌｅｒ＠ｕｄｅｌ．ｅｄｕ，对此表示不胜

感激。

最后，非常感谢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提供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个人授权证书，使得我可以在家中照顾重病的妻子的同时撰写书稿。特别

感谢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股份有限公司的前雇员陈超群博士，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并对书稿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ＳｕｐｈａｔＷａｔａｎａｓｉｒｉ同样也给予了很多帮助。

ＳｔａｎｌｅｙＩ．Ｓａｎｄｌｅ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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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所学的课程中会看到，除理想气体之外的热力学计算都是非常耗时的。

同时，课堂上你们可能会考虑某一个装置，比如节流阀，而在液化过程中可能会考

虑几个装置，例如压缩机、换热器、节流阀和分离器。对于每一个单元操作来说，其

计算往往需要多次地迭代，如压缩机的状态方程的计算，如果像Ｌｉｎｄｅ过程那样存

在循环物流，则整个过程的计算更是如此。你可以想象对整个化工厂或炼油厂来

说，这些计算是多么困难和耗时，这些工厂具有非常多的不同过程设备和复杂的循

环物流网络。那么，在工业中这些计算是如何完成的，在课程设计中，特别是需要

考察许多不同的设计方案时，你又如何能有效地进行这些计算呢？答案就是采用

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即过程模拟软件。用户可以根据所考虑的过程中的设备利用

这些程序建立一个流程图，其中所有的设备通过物流进行连接（对于换热器或其他

设备，可能通过热流连接）。接下来，用户在指定了物质组分、进料组成、操作条件、

约束条件和所采用的热力学模型之后，将能计算出流程中所有物流的流量和组成。

查看结果之后，用户可以很容易地对进料物流和操作条件（比如流程中各点的温度

和／或压力）作出改变，重新进行模拟计算。这样一来，工程师便可以了解操作条件

改变时过程的响应特性，进而可以对过程进行优化达到各种指标，比如利润、二氧

化碳或其他废物排放最少、能耗最低等。

为什么在热力学课程中要引入过程模拟呢？这里有几个充分的理由。首先，

随着热力学课程的学习，你会发现涉及的计算越来越复杂，这足以说明使用某种计

算机软件是必要的。第二，虽然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计算可使学生理解计算的基本

原理，但是一组设定条件下的计算却是令人厌倦的。不过，理解计算原理很重要，

但是却无法让学生或工程师获知变量变化时过程的响应或当前的条件是否为最

优。这些信息只能来自于一组其他操作条件下的计算，这些计算可以通过过程模

拟软件很快地完成，让用户更好地理解过程的行为。这样，可以培养无法从单次计

算中获得的工程直觉。第三，在过程模拟中，要获得有意义的结果，选择正确的热

力学模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热力学和过程模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要强调最后一点，因为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假定要模拟的过程

包含液体，但是我们让过程模拟软件使用理想气体定律来描述该体系，那会发生什

么情况？虽然过程模拟软件也会给出答案，但是这些结果是荒谬的。过程模拟软

件只能严格按照指定的条件进行计算，但无法确定计算结果是否有意义，而后者正

是工程师要做的工作。在计算机行业中有个习语，ＧＩＧＯ（ｇａｒｂａｇｅｉｎ，ｇａｒｂａｇ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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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意思是“垃圾输入，垃圾输出”。借用到这里的意思就是，热力学选择不正确，

结果就是错误的。然而，不幸的是，在我的工程咨询经历中也遇到了 ＧＩＧＯ

（ｇａｒｂａｇｅｉｎ，ｇｏｓｐｅｌｏｕｔ）的另一个应用场合，意思是“垃圾进，福音出”。也就是说，

过程模拟软件的使用者不加批判地接受软件给出的结果。这通常是因为，工程师

要使与其完全不相关的过程模拟计算收敛（或收敛到一个合理的解）是比较困难

的，便开始尝试使用不同的热力学模型直至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于是，工程师便

倾向于将该模型用于其他过程中，甚至该模型完全不合适的一些过程中。这种工

程判断是严重错误的，如果化工厂是根据那些错误的条件建立的，那将是很危险

的，纠正错误的代价是昂贵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使用过程模拟软件可以减少繁重的过程计算工作，只要用户

对热力学和热力学模型有足够的理解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计算结果就是有意义

的。过程模拟软件（或者其他用于计算的任何计算机工具）的使用者都要根据自己

的工程直觉、经验和热力学知识对结果进行仔细检查。例如，在化学反应章节中，

ＬｅＣｈａｔｅｌｉｅｒ和Ｂｒａｕｎ原理可以为压力改变后化学反应体系的平衡态如何移动提

供指导。如果过程模拟的结果刚好与此相反，使用者应该核实过程的输入和过程

的某些选择是否正确。同样，如果过程温度的改变导致了与直觉相反的结果，则需

要进一步的分析。总之，这里主要说的是，不应该盲目地接受计算机给出的任何结

果。相反，必须对所有的因素进行分析，以确定这些结果是否合理。

起初，虽然大多数的化工和石油公司都开发了自己的过程模拟软件，但是这些软件

的维护、热力学和设备模型的扩充、用户服务等费用使其难以为继。因此，目前过程模

拟领域被少数几个商用供应商的软件以及一些符合ＣＡＰＥ ＯＰＥＮ标准的免费软件所

占领。互联网搜索可以发现许多可用的过程模拟软件。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其中的一

个，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它是一款拥有最多的用户，而且以很实惠的价格提供给大学的软件。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的主要用途是过程模拟，已有许多书籍和课程来指导学生如何使

用它，因此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我们只对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如何用于本科生的热力学课

程感兴趣。因此，尽管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具有很多的功能，但我们只考虑以下几点。

１．基本的过程模拟；

２．相平衡（汽液，液液，汽液液）；

３．热力学数据回归功能；

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纯流体和混合物）；

５．热力学数据引擎；

６．物性方法选择助手；

７．简单的精馏和萃取。

注：本书正文中的粗体字词代表了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拟软件中由这些字词所定义的

某种功能或者某个特定内容。读者在使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拟软件完成书中的例子时，应

当通过点击以粗体形式表示的相关字词进行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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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开始使用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　

!１"
#$%&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是一款工艺模拟软件，同时它也可以用于多种类型的热力学计

算、检索和关联热力学及传递过程数据。本书主要涉及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在热力学计算

中的应用，例如：计算相平衡和回归热力学模型中的参数，同时会涉及一些非常简

单的流程模拟，但仅限于概念性地介绍，不做深入。

首先，打开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８．０以上版本。根据电脑设定的差异，你有可能需要手

动寻找它。（它一般在你的桌面上，也可以通过以下路径犃犾犾犘狉狅犵狉犪犿狊＞犃狊狆犲狀

犜犲犮犺＞犘狉狅犮犲狊狊犕狅犱犲犾犻狀犵犞８．狓＞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犞８．狓．找到。在此过程中

你会看到大量细化的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组，但在此不予讨论。）８．０版本和８．２及更高

版本在界面上有些许差异。图１ １ａ为８．０版本截图，８．２及以上版本请参照图

１ ２ａ。

图１ １ａ和本书中所有的屏幕截图都来自于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并由 Ａｓｐ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ａｓｐｅｎＯＮＥ，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以

及树叶标志均为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版权所有。

图１ １犪　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犞８．０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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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犞８．０版本时，你会短暂看到图１ １ａ中所示的Ａｓｐｅｎ商标。

程序会尝试连接服务器并造成短暂的延迟，此后会出现如图１ １ｂ所示的犌犲狋

犛狋犪狉狋犲犱界面。在那里，你会看到一系列犘狉狅犱狌犮狋犖犲狑狊（定期更新后会有改变）。在

这个窗口中，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或者在犚犲犮犲狀狋犆犪狊犲狊中打开之前的

模拟。

图１ １犫　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犞８．０启动

点击犖犲狑．．．继续，显示如图１ ３所示。

图１ ２犪　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犞８．２启动

当你打开犃狊狆犲狀犘犾狌狊８．２版本时，你会短暂看到Ａｓｐｅｎ商标，如图１ ２ａ所

示。程序会连接服务器并造成短暂的延迟，在此之后会出现如图１ ２ｂ所示的

犈狓犮犺犪狀犵犲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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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犫

这个窗口中包含一些工艺过程、流程图、培训信息、为特殊的单元操作所准备

的预设模型和一些其他项目。因为本书强调的是热力学模拟，所以以上内容在此

不做赘述。点击犛狋犪狉狋犘犪犵犲标签（如图１ ２ｂ所示）后便会出现如图１ ２ｃ所示的

犛狋犪狉狋犘犪犵犲界面。在那里，你会看到一系列犘狉狅犱狌犮狋犖犲狑狊（定期更新后会有新的内

容）。在这个窗口中，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或者在犚犲犮犲狀狋犆犪狊犲狊中打开

之前的模拟。

图１ ２犮

点击犖犲狑．．．继续，你会看到如图１ ３所示的窗口。从这里开始，８．０以上所

有版本操作基本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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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３

先点击犅犾犪狀犽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然后点击犆狉犲犪狋犲，之后会显示如图１ ４所示的窗口。

图１ ４

在窗口的左下角有三个选项。首先，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自动打开的那个，叫作

犘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在犆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计算的组分；在

犕犲狋犺狅犱狊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计算所使用的热力学模型和参数。第二大区域：

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用来编辑工艺流程图，在之后章节中再做讨论。第三大区域：犈狀犲狉犵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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