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熄火时，电磁阀会立刻关闭切断气源，同 

时风机启动吹扫炉膛，控制器蜂鸣报警。 

同样当炉内液体压力达到设定值或液位 

低至下限时，加热炉也将熄火 ，控制器蜂 

鸣报警，触摸屏子菜单相应指示闪烁，提 

示熄火原因，确保生产安全。 

l-3．3远程启动点火及关车功能。 

当要启动加热炉进入加温工况时，接 

通电源后按动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控制 

系统便自动执行点火程序，并将 2套燃烧 

装置同时点燃。当炉温没有达到设定温度 

而需要熄火时，按下触摸屏上的 1群停止 

和 2≠}停止按钮即可完成熄火程序。 

1I3．4控制系统基本元件的分布 

触摸屏式控制柜放在值班室内。阀箱 

装在炉前空气室下面，内装 1一个燃气调 

压阀，2个燃料 电磁 阀和 2个火焰检测 

器，2个点火器分别装在各 自的空气室 

内，吹扫风机和设定温度铂电阻及电接点 

压力表均装在炉项。 

1．3．5炉温设定与控制的基本原理 

装在加热炉顶部的铂电阻，与主控制 

器配套使用。主控制器的电源开关一经打 

开至通电位置，触摸屏既开始显示当前炉 

温。当炉温发生变化时，铂电阻的阻值跟 

着发生变化，逻辑电路根据变化的阻值判 

断启动或停止。 

1．3．6熄火保护功能工作原理 

加热炉在加温工作状态，火焰检测器 

的触点在打开位置，触摸屏控制子菜单显 

示开阀和加温。当加热炉因故熄火时，火 

焰检测器的触点就会关闭，因为发出信号 

关闭电磁阀，切断气源，同时启动风机吹 

扫炉膛。刺客触摸屏控制子菜单开阀和加 

温显示消失，蜂鸣器报警 ，相对应的报警 

信号闪烁，吹扫指示一分钟后熄灭。出现 

熄火情况后，应查找熄火原因并进行处 

理，而后需按动触摸屏上的复位按钮关闭 

报警。处理完熄火情况后可重新启动点或 

程序。 

2．主要性能参数 

脉动燃烧加热装置，一经启动着火便 

进入满负荷工作状态，因此进入加热炉的 

天然气流量应不少于标准流量的 80％。 

(其标准流量因热值的不同：1．16MW 脉 

动 燃 烧 加 热 装 置 使 用 湿 气 时 约 为 

9O～1 10Nm3／h，干气 为 100～125Nm3／h；) 

否则加热炉热功率将下降，甚至不能正常 

工作。 

3．现场应用效果分析 

选取南 633计量间的 4口井进行对 

比，这 4口井的理论排量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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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在每年一度的中国企业 IT应用论坛 

上．现今 1．5万余家大中型企业和 1000余 

万家小企业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希望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企业管理能力，以尽 

快搭建企业信息化沟通平台。其中，正确使 

用商务网络虚拟通讯工具进行电子商务运 

作的信息沟通则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本文结合企业 内部商务网络虚拟通 

讯工具的运用现状，构建出了商务网络虚 

拟沟通工具的应用培训模型，对企业成功 

搭建信息化沟通平台具有指导意义。 

二、常见的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 

及其商业价值分析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企业信息化 

有了相应的工具，目前来看，在商务往来方 

面最常见，也最常用的虚拟沟通工具有电 

子邮件、即时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三种。 

1、电子邮件 (又称 E．mail) 

它是通过网络实现相互传送和接收 

信息的现代化通信方式，优 点在于：(1)发 

送速度快；(2)信息多样化；(3)收发方便；(4) 

成本低廉；(5)交流对象更加广泛；(6)相对 

安全。如果员工能够有效利用电子邮件进 

行客户沟通，就能有效提高沟通效率，增加 

企业绩效。 

本文认为，企业对外沟通可以采取电子 

邮件这一通讯工具。初次使用电子邮件进行 

客户沟通的员工，可以使用邮箱地址薄保存 

客户电子邮件地址，并对客户进行ABC分 

类以便有针对性的发送不同的邮件。 

2、即时通讯工具 

即时通讯工具 (instant messaging，IM) 

允许同时连线的用户借由一定的约定协 

议进行基于文字、视频、音频和电子白板 

等的在线交流，市场上流行的企业即时通 

讯 工 具 有腾 讯 公 司 的 RTX (real time 

exchange1和 完 全基 于 互 联 网平 台 的 

OFFICE。 

该工具更适合企业内部沟通。通过即 

时通讯工具的应用，企业可以有效提高内 

部业务的协同性以及员工反馈的敏感性， 

从而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市场研究机构预 

计 2010年即时通讯市场规模将达到 6．88 

管线也保持不变，通过应用的数据对比， 

在达到相同的热洗质量时，燃气量节约 

48．4％，预热时间节约 61．7％。 

4．几点认识 

4．1在相同热功率下，其炉膛容积热 

负荷比常规 的稳态燃烧方式高出近 100 

倍，换热强度高出 3．5倍，因而换热面积 

减少 3．5倍。排烟温度低于 l50~C。所以本 

加热炉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高效节能、无 

排放污染等特点。 

4．2由于脉动燃烧系统的温度也是时 

刻变化的，使得燃烧装置表面不易生成水 

垢，不但保证 了换热效率持久，也延长了 

装置的使用寿命。 

4．3本加热炉烟气是 自动排出的，不 

需很高的烟囱。燃烧室端封闭，工作状态 

下无明火外漏，不需要燃烧器，也不需要 

烧火间。 

4．4因为脉动燃烧加热装置是一套声 

学系统，燃烧室容积仅 60升左右，可燃混 

合气只有在合适的浓度下能着火燃烧，过 

浓或过稀均不能着火，更不会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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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到 201 1年，即时通讯工具将取代 

语音、视频和文本，成为企业 内部沟通的 

主要方式。即时通讯平 台通过与 OA、 

ERP、CRM 、HR等企业业务系统进行无 

缝对接，在满足用户各种即时沟通需求的 

同时，还可实现业务消息提醒，团队实时协 

作与资源共享等，从而可以全面增强业务 

处理的实时性，提高协作效率。 

3、手机短消息 

手机短稍 息业务 (Short Message 

Service(SMS))主要包括点到点短消息业 

务与小区广播短消息业务，其中点到点短 

消息业务即我们常用的将编辑的短消息 

发送到指定手机的业务：而小区广播短消 

息业务的主要功能则是提交、储存和转 

发短消息，通过发送信息的基站向指定区 

域中所有短消息用户发送短消息。另外， 

手机的 EMS(Enhanced Message Service) 

业务，还可以支持简单图像、声音和动画 

的传递 ：MMS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技术又可以使手机短信息业务与 

互联网业务相互关联，进行手机终端和互 

联网之间的多媒体信息传送。和其他商务 

网络虚拟沟通工具相比，手机短信具有及 

时性、主动性、秘密性和时尚型等特性，能 

够满足现今人类在许多方面的沟通需求。 

本文认为手机短信沟通方式可 以作 

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补充手段。 

手机短信沟通既不影响信息沟通的准确 

性．又能给沟通双方留下相对 自由的思考 

空间，有效避免沟通双方因为情绪激动引 

发的强烈语言冲突：当然通过小区广播短消 

息业务还可以方便地进行商务信息发送，大 

大减少沟通的繁琐性；利用精心设计的手机 

短信语言，并在节假日进行问候，还能增强和 

客户之间的感情，方便企业业务的拓展。 

三、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运用方面 

的培训模型构建 

既然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对于企 

业信息化进程这么重要，我们完全有必要 

在企业内部进行相关沟通工具使用的培 

训。一来使得公司上下对商务网络虚拟沟 

通工具的价值更加重视，二来可以对企业 

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员工工作技能，改善 

企业经营绩效。 

针对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的应用 

进行培训，一定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培训前的准备工作： 

对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分别进行商 

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技术掌握情况 

摸底调查．主要采取考试和问卷调查以及 

访问座谈的形式，分析企业所有员工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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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收发技能以及即时通讯工具的运 

用熟练程度，参照企业信息化战略的要求， 

设计制定培训目标，该培训目标的制定要严 

格遵循 SMART原则：Specific，可界定原则； 

Agreed,可认同原则；Measurable，可量化原 

~U；Realistic．可实现原则以及Time—Bound, 

有时限原则。具体来说可以比照以下培训 

目标：经过一个月的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 

具应用技术培训，要求企业所有员工掌握常 

用的沟通工具，了解商务沟通礼仪并在工作 

中贯彻执行，懂得文化差异和地位不同造成 

的沟通障碍，并能恰当的予以解决，达到顺 

利沟通交流，提升企业绩效的目的。 

(二)培训方案的制定： 

l、培训时间和场所 

业引入信息化战略的同时即启动 

培训工作。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本文建 

议：具体时间可以安排在下班之后的业余 

时间，或者集中在每周周末进行：至于培训 

场所就设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当然，这个 

可以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灵活操作。 

2、培训课程名称和培训师 

课程即是关于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 

具的应用技能培训。培训师可以选择受过 

正规大学教育并在公司有过实际业务经 

验的内部员工或者培训机构里面的培训讲 

师。这些培训师既有商务网络虚拟沟通的理 

论知识，又有虚拟沟通的实际经验。因此，在 

实际培训过程中，员工更容易接受。 

3、受训人员为全体员工。这样做是为 

了让每一个企业员工都能掌握虚拟沟通 

工具的使用方法。 

4、培训经费预算。此次培训经费全 

部由企业支付，预算控制在市场合理支付 

范围之内。 

5、培训方式 

鉴于成人喜欢独立 自丰，即学即用的 

学习特点，该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小组讨 

论和现场操作演示的方式。 

(三1培训实施和评估 

培训商务网络虚拟通讯工具技能时， 

应该采取大多数人明白的语言(普通话)授 

课，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授课，避免行 

话，洋话造成不必要的理解障碍。在采取 

专家授课的培训形式时尽可能采用过现 

代视听技术 (如投影仪、DVD等)对员工 

进行培训，方便学员接受。 

对于培训效果的评估，可以采用投入 

产出分析法。该法是一种培训效果的量化 

测定方法。目的是考虑如何以摄节约的途 

径最大限度地开展培训工作。可以利用下 

面的公式来计算： 

投入回报率 = (收益 ．成本)+ 成本 

X 1O0％ 。 

另外，人力资源部门培训主管有责任 

对培训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对 

受训员工进行培训效果调查，督促使之尽 

快达到熟练运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工 

具的要求。 

此次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培 

训工作中包括了需求分析、培训方案设 

计、培训实施和培训考核与评估四大组成 

要素，它们是一个有始有终、依次递进、闭 

合循环的动态过程，始终围绕企业信息化、 

绩效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在前文分析的基 

础上，我们构建了企业商务网络虚拟沟通 

工具的应用培训模型，该模型对于我国企 

业提高沟通效率，快速稳定发展具有很大 

借鉴意义。 

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培训模型 

1、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培训 

目标：企业高管重视沟通工具的应用培 

训；企业信息化目标得以实现；企业经营绩 

效显著提高 

2、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培训 

分析：信息化战略要求：企业薄弱环节；32 

作中存在的问题 

3、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培训 

方案：“5W1H原则”；系统性培训为主；咨 

询性培训为辅：自我学习为基础 

4、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具应用培训 

评估：员工满意度；绩效 目标达成度；投入 

产 出比 

四、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商务网络虚拟沟通工 

具应用培训模型，对企业尽快实现信息化， 

快速提升企业业绩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当然，该培训模型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可以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根据 PDCA循环(PLAN 

计划 0执行ICHECK监控；ACTION矫正) 

的系统方法，对其进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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