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Plant® Foundation
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集成信息管理解决方案



SmartPlant® Foundation

面对日益膨胀的数据，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手段，在数据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由于数据版

本错误、数据缺失、各种来源数据的不一致……等等一系列问题，也会让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

海克斯康 PPM 以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为集成信息平台，为用户提供企业级的工厂信息管理解

决方案。该系统是专门为满足工程承包商、工厂业主 / 运营商的需求而设计的系统，能够提高工程

项目和工厂运营信息的有效性、完整性、准确性。SmartPlant Foundation 将各个工程阶段的数据

集成在一起，包括设计、采购、收购、运营和维护，实现真正意义的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工厂信息管理，

使工厂信息成为用户的资产。其最终结果是生成一个可以贯穿整个工厂生命周期的工厂信息资产，

有助于做出实时的商业决策，从而降低费用、提高质量和可靠性、缩短项目周期和工厂停工时间、

解决工厂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安全和环境问题。



优势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平台

SmartPlant Foundation 从项目开始之初就是设计集

成平台，实现数据系统间的数据传递；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 施 工 管 理（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和面向业主 / 运营商的行业解决方案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能 够

满足用户在整个工厂生命周期中对信息的管理。全生命周

期内各阶段之间如果没有有效的数据移交，就不会有效

利用数据价值。移交可能涵盖从供应商和承包商到业主

/ 运营商的成千上万个文档以及以百万计的独立数据项。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数字化移交方案可以帮助用户

实现全生命周期内的数字化移交。

SmartPlant Foundation 给用户带来的益处是能够更好的

使用数字化的“信息”，这种数字化的“信息”是无形的

企业资产。利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建立的数字化

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支持异地工作共享，通过互联网络随时

访问最新工程项目信息；支持数据复用，加速设计的实施、

减少重复设计、加快投标进程；减少工程和工厂预制的费

用，提高工作流效率、减少失误和重复工作；随时提供准

确信息，降低项目超时风险；降低费用、加速工程项目结

束时向工厂业主 / 运营商移交数据；加强企业竞争优势，

优化工程、设计、项目相关的所有任务。

SmartPlant Foundation 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一个关于工厂的全面的信息库，包括工厂结构、位号、设备和文档。包含全

部的文档管理功能，实现项目文档控制和分发，控制全部项目文档。文档与数据共存于一个系统中，之间相互关联，便

于管理和查询。建立可以展开的工厂配置的模型和记录，包括全部工厂部件（如：结构、位号和资产）及相关的特性、

逻辑功能、物理位置和相互关系。保存全部工厂信息——位号 / 资产数据及其相关的工厂文档——对应习惯的工厂结构，

将相关的、及时的和精确的信息传递到授权的个人。系统可以跟踪版本和变更，确保数据的准确和一致。

系统集成用于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以及各专业协同设

计，在完成数据共享的同时，可以进行版本文档的管理，

设计过程中的每一版都可以记录下来，供随时查阅和版

本差异比较，这是传统的点对点应用集成所无法实现的。

按照实际设计工作要求建立的流程管理可以保证设计数

据流向的正确，即每个专业都可以正确地接收与本专业

相关的上游专业的设计数据，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

性。对于更新的数据可以直接传递到应用软件中，系统

会自动更新本专业相关的设计数据，无需手工再次输入，

大大降低工作量，减少二次输入有可能带来的人为错误。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版次数据的比对和更新是非常便利

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本身是数据、文档的管理和集

散中心，为在系统中实现业务管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

质”基础，在同一平台上实现和管理对象相关的业务管

理会更加无缝和便利。业务管理包括工作流程管理、进

度跟踪与管理、数字化校审、资料传递等功能，实现设

计过程中的设、校、审、批、出版和归档等相关业务管理，

实现接口资料的有效传递和管理，以及结合 Primavera 

6（P6）计划管理软件，实现真正意义的进度跟踪与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全集成的平台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业务管理的平台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数字化的平台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信息管理的平台





1. SmartPlant Foundation 介绍             
1.1 概述                                                                                                                  

1.2 系统架构技术特点                          

1.3 SmartPlant Foundation 功能模块

1.4 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扩展的独立解决方案

2. 系统集成 
2.1 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应用集成） 

2.2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Excel）– COMOS 数据集成 

2.3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Excel）– EQD 数据集成 

2.4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Excel）– IPD 数据集成 

2.5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 – DDP 数据集成

2.6 三维系统集成（Intergraph Smart Interop Publisher）

2.7 与其他系统集成方案

2.8 与徕卡 3D 激光扫描技术集成 - 现役工厂数字化 

3. 信息管理 

3.1 信息管理 

3.2 信息检索

3.3 文档浏览

3.4 权限管理 

3.5 报表管理

4. 业务管理

4.1 工作流管理

4.2 资料传递 

4.3 进度管理

5. 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扩展解决方案

5.1 数字化移交 - Digital Handover

5.2 智能施工建造管理解决方案 – 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

5.3 面向业主 / 运营的解决方案 –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5.4 老旧工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 SmartPlant Fusion

5.5 海克斯康文档管控解决方案

6. 用户案例 

6.1 SNEC -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6.2 SP Chemicals - 新浦化学（泰兴）有限公司

6.3 COOEC -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4 THC - 万达集团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6.5 ECEPDI - 华东电力设计院 

6.6 SLECC - 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6.7 Chinergy -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8 COPC -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6.9 SNERDI -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6.10 SEI -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6.11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SMARTPLANT FOUNDATION
- 5 -
- 5 -

- 5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2 -

- 13 -

- 13 -

- 14 -

- 15 -

- 16 -
- 16 -

- 17 -

- 17 -

- 18 -

- 18 -

- 20 -
- 20 -

- 20 -

- 20 -

- 21 -
- 21 -

- 22 -

- 22 -

- 23 -

- 23 -

- 25 -
- 25 -

- 25 -

- 26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1 -

- 33 -



1. SmartPlant Foundation
   介绍

1.1 概述

海克斯康信息集成解决方案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

SmartPlant Enterprise 解决方案的基础，是专门为工程公

司（EPC）、工厂业主 / 运营商而设计的系统，是一个针对

工程信息管理集成解决方案的通用基础平台，这个通用体

系结构使数据结构、格式、数据在系统间转换的协议标准化，

从而用较低的成本提高了协同工作的能力。SmartPlant 
Foundation 能够为工厂建立一个全面的电子化数据库，包

括其结构、属性部件、设备和文件。它涵盖了工厂设计、建造、

运营、维护等各个阶段，能够从工程设计开始到退役之间

的整个过程中有效管理工厂。SmartPlant Foundation 能

够提高工程项目和工厂运营信息的有效性、完整性、准确性，

其最终结果是生成可以贯穿整个工厂生命周期的工厂信息

资产，有助于做出实时的商业决策，从而降低费用、提高

质量和可靠性、缩短项目周期和工厂停工时间、解决工厂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安全和环境问题。

1.2 系统架构技术特点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基于当今先进和成熟的计算机

软件技术开发完成的，技术先进，系统开放。SmartPlant 
Foundation 构建在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上，用户界面

风格与当前流行的 Windows 系统的界面相似；基于 HTTP/
HTTPS 协议，同时全面支持基于局域网的客户端 / 服务器

（C/S）方式和基于网页浏览器 / 服务器（B/S）方式，

SmartPlant Foundation 通过浏览器提供了客户化的工

程信息窗口。接口提供了安全、自然的信息存取方法，

使得信息在国际互联网上实现全球共享。内网和外网对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功能和使用并没有差别。基于

网络和资料传递功能可以实现异地设计信息管理和分包信

息的管理。异地设计和分包信息管理的特点是远程和窄带

宽，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异地服务器同步、压

缩传输、流媒体等功能，利用 HTTP/HTTPS 协议，技术开

放，易于开发和优化，可以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稳定运行，

信息传递中可以分包、续传、异步传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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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lant Foundation 在软件技术上有很多特点：

■ 先进开放的系统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开发基于当今先进的软件技

术，符合当前通行的软件开发标准，其核心以 API 方
式全部对用户开放，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 API 函数和控

件。支持 .Net C#（Visual C#）和 .Net Basic（Visual 
Basic）以及 XML、VBScript、Java Script 等网络开

发语言。

■ 方便的系统定制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功能完备的系统定制工

具，可对各种分类对象定制管理，层次清晰；支持拖放

操作。定制内容丰富，可以对系统内几乎全部功能进行

定制。此外，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高效的批

量配置方法，支持以文本文件为中间格式的批量导入配

置和用户数据，用户可以在 Excel 文件中以表格形式逐

一填写所需定制的项，然后使用装载工具批量一次导入

系统，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建立和部署速度。

■ 通用的二次开发

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在出厂的

时候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

基于开放的开发平台，用户

可以在现有功能的基础上扩

展适合自身的应用功能，这

样才能使系统得到更高效和

广泛的应用，以更低的成本

提高企业的系统应用层次和

水平。基于通用计算机语言的开放式的开发平台，可以

让开发人员无需再学习专门的开发语言，降低投入和培

训费用，提高效率。

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集成信息解决方案

是完全向用户开放的，它提供了完备和丰富的 API 函
数和控件，用户可以在其他系统中调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界面。同时 SmartPlant Foundation 还支

持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中调用其他系统提

供的 API 函数，这为系统与其他第三方的软件系统相集

成提供了可能。

开发可分为几种模式：

• 客户端程序开发：利用 C/S 结构的功能扩展优势，结

合业务需求，实现新功能开发、界面优化和数据调用

处理开发；

• 服务端程序开发：侧重系统性能提高、扩展系统后台

服务功能等；

• 基于 Web Service 的对外服务开发。

■ 网站门户（Web Client）

Web Client 是 SmartPlant Foundation 网页端的信息

管理门户。用户无需安装任何插件，即可在各种浏览器

中查看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的模型、图纸、数据，

并在不同数据源之间进行快速跳转。Web Client 基于

HTML5，确保用户在移动端也可流畅访问。为提供更

好的用户体验，Web Client 对三维模型进行了轻量化，

既缩短了打开模型所需的时间，又优化了模型显示效果。

Web Client可在当前打开的模型或图纸中搜索关键字，

直接定位对象。模型内置图形报告 ( 可自定义 )，可将

对象过滤并高亮显示。可对模型拍设快照并添加批注，

可通过快照，直接定位拍摄角度、查看批注内容。新增

文件内容差异比对功能，可对 Word、Dwg 等多种格式

文件进行比较，显示差异内容。新增的信息地图导航功

能，以网状结构展示对象的各种关联关系，使得用户可

以很直观地在对象之间进行跳转，大大降低了系统的使

用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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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域（Domain）技术

数据仓库技术通常可聚集并整合各个来源的数据，并在

数据流通时重写数据。基于数据库的传统的集成系统对

于同一个数据对象只能保存一份，每次输入将覆盖原有

的值，即最后输入的为最终的值。但各专业的侧重点并

不相同，自然并不能强制要求一致，一味强调整个工程

企业的一致性并不科学。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

的“数据域”技术允许多个专业在共享工程数据上并行

运转。数据域提供数据分离，分隔已发布的数据，分隔

SmartPlant Foundation 工作中的和已发布的数据。使

用数据域技术，各专业的内容可为其他专业可用，但不

可由其更改，而不要求其所有内容具有初始一致性。各

应用程序将数据发布于中央数据库；但是，各应用程序

在该库内都具备一个该程序的数据专用的部分。此数据

域架构可创建一致性检查报告。海克斯康称之为“可管

控的不一致性”。默认情况下，数据仓库将显示“后进

有效”，突出显示不一致部分，查看已发布的组成数据，

查看并管理不一致性。

数据域架构技术是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不断发

展的基石。为用户扩展系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用户

可以更方便的添加所需的内容，如添加状态或所有权管

理等。

■ 支持多语言界面

支持多语言界面，可以动态切换，包括中文界面。各客

户端根据区域设置自动选择相应语言版的界面。支持资

源库用户化方式，用户只需修改相应区域的资源库即可

对界面进行用户化，无需修改程序本身。

1.3 SmartPlant Foundation 功能模块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信息集成解决方案，具有

数字化、集成化和全生命周期的特点。

■ 系统集成

工程数据的多源性决定了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

统应具备强而有力的集成能力，实现软件之间的应用集

成以及专业设计软件、项目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等

系统间的信息共享以及工作协同，并具备同业主的各个

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能力，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现

数字化移交。

系统集成也适用于工程公司各专业协同设计，在完成各

专业数据共享的同时，可以进行版次设计模式下的文档

管理，设计过程中的每一版都可以记录下来，供随时查

阅和版本差异比较，这是传统点对点应用集成所无法实

现的。按照实际设计工作要求建立的流程管理可以保证

设计数据流向的正确，即每个专业都可以正确地接收与

本专业相关的上游专业的设计数据，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和一致性。更新的数据可以直接传递到应用软件中，系

统会自动更新本专业的相关的设计数据，无需手工再次

输入，大大降低了工作量，减少了二次输入有可能带来

的人为错误。

■ 信息管理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工厂系统应该包含一套完整的

文档和数据管理系统，能够对文档和与文档本身相关的

信息进行管理；同时能够有序地管理各种数据。数据与

数据间能够关联，数据和相关的文档也能科学有机的关

联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序、关联和高效的信息

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要实现对设计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类型的工程数

据集中统一存储，单一数据源。并通过分类管理、版本

管理、权限管理、状态管理等，实现对工程数据历史版

本的追溯，提高知识共享与数据价值，实现对数据文档

的安全有效控制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一个关于工

厂的全面的信息库，包括工厂结构、位号、设备和文档。

包含全部的文档管理功能，实现项目文档控制和分发，

控制全部项目文档。文档与数据共存于一个系统中，之

间相互关联，便于管理和查询。建立可以展开的工厂配

置的模型和记录，包括全部工厂部件（如：结构、位号

和资产）和相关的特性、逻辑功能、物理位置和相互关

系。保存全部工厂信息——位号 / 资产数据及其相关的

工厂文档——对应习惯的工厂结构，将相关的、及时的

和精确的信息传递到授权的个人。解决方案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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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管理

业务管理应该具备数字化工作流程管理、进度跟踪与管

理、数字化校审、资料传递等功能，实现设计过程中的

设、校、审、批、出版和归档等相关业务管理，实现接

口资料的有效传递和管理，以及结合 P6 计划管理软件，

实现真正意义的进度跟踪与管理。

1.4 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扩展的独立解决

方案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开放和易于扩展的系

统，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扩展应用和解决

方案在包含了SmartPlant Foundation基本模块之外，

还可通过扩展功能解决具体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

■ 数字化移交

使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进行工程集成设计，可

以实现工程信息的数字化、集成化，实现工程信息跨专

业、跨部门共享、传递，确保数据的准确完整，并能涵

盖施工、采购等其他工程阶段，在完成设计工作后，我

们就可以拥有一套保存了全部工程设计信息的系统，包

括模型、数据和文档，可以直接将整套系统作为设计成

品之一移交给工厂运营商，即所谓的数字化移交。有了

数字化移交以及面向业主的运营和维护系统，就为全生

命周期的数字化工厂的实现打下了基础，可以大大降低

工厂信息移交的成本，提高日后工厂运营的管理能力。

■ 施工管理解决方案——Smart Construction

施工管理解决方案通过将来自设计、采购、预制、现

场材料管理和人力计划的动态输入信息融入到一个特

定的施工解决方案，来更好地实现计划和管理。Smart 
Construction 使用三维可视化方式支持计划人员基于

COAA 的 WorkFace 计划创建有效的现场安装工作包

（FIWP）。实时的人力和材料集成支持动态重新编排

计划。

■ 面向业主 / 运营的解决方案

——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SPO）

基于由海克斯康开发且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信息管理和

设计工具应用程序套件 SmartPlant Enterprise，整体

方案是架构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软件平台基础

上，结合了世界上多家业主项目的实施经验，总结出了

业主领域的通用的应用需求并开发为缺省的数据模板。

SPO 可提供以下内容：开箱即用，且经过预先配置的

关键业主运营商工作流程；与维护、可靠性及 DCS 等

方面的其他主流第三方业主 / 运营商系统相集成的功

能；公用门户网站。此外，还提供与承包商和供应商进

行数据交换的机制，以协助整个项目价值链中的项目执

行。

■ 老旧工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 SmartPlant Fusion

SmartPlant Fusion 让非智能信息变为智能信息，可以

透过一个简洁的门户网站界面快速地提取、整理并使大

量非结构化信息成为可用信息。非结构化信息的种类包

括文档、图纸、清单和工作簿、3D 模型甚至是激光扫

描图像和高分辨率照片。这些“既有”信息资产是极其

重要却又常常被低估的。通常在工厂现场的工程技术人

员、管理和 IT 人员数量都很有限，管理并跟踪记录这

样的信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工厂升级、技改、

大修和维护变更期间尤为如此。

新建工厂项目亦是如此，需要处理大量的来自包括供应

商、销售商和工程设计伙伴等多种来源的非结构化信息。

若未能妥善处理，就可能导致这样的信息的准确性下降

或永久遗失。

SmartPlant Fusion 提供了一种快速且智能地获取决策

支持所需的文档和图纸的方式。它能够在信息间直观地

跳转，将相关联的事物以一种准确的方式真实还原，从

而将非智能信息转变为智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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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非常细化的层次管理。系统可以跟踪版本和变

更，确保数据的准确和一致。



2. 系统集成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以适用于多个工程项目解决方案为特点的通用集成体系结构，用

以替代复杂、昂贵的、系统间的点对点集成。SmartPlant Foundation 开放的标准体系结构提供

了一种通用语言，利用该语言可以定义工程的各种数据项，使得各项数据可以被各种各样的系统

识别，真正实现信息集成。它具备强大的在系统间验证和装载信息的输入、输出功能。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集成平台是非常灵活的，可以与很多系统集成，包括海克斯康的

Intergraph Smart P&ID、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Intergraph Smart Electrical、

Intergraph Smart 3D、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PDS 等； 其 他 公 司 的 系 统 如 PDMS、

MicroStation；包括非智能的 Excel、AutoCAD 等都可以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集成。这些

软件都可以向 SmartPlant Foundation 发送数据，成为数字化工厂的一部分，实现数字化移交。

这些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集成的系统多种多样，系统内核各不相同。SmartPlant 

Foundation 集成方式多样，系统开放，使得 SmartPlant Foundation 和这些系统都能很好的集成。

这些集成方式可以分为：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应用集成）、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

据集成（Excel 集成）、传统以及其他三维系统集成（Model Loader/Intergraph Smart Interop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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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应用集成）

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应用集成）功能强大，支持双向数据流、数

据比对、自动更新、二三维可视化校验。支持应用集成方式的系统包括：

Smart P&ID、Smart Instrumentation、Smart Electrical、Smart 3D。

应 用 集 成 是 指 应 用 软 件 可 以 和

SmartPlant Foundation 在系统层面

集成，系统间相互融合调用，每个集成

的应用软件都可以通过其适配器发布数

据，并接收来自其他应用模块发布的数

据，即支持双向数据 / 文档流。

同 时 作 为 集 成 平 台，SmartPlant 
Foundation 还负责管理工厂分解结

构（PBS），如分区、单元等，并可

以将 PBS 发布给其他集成模块共同使

用，无需在每个集成软件中单独再建立

PBS，可保证整个工厂 PBS 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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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集成方式的体系结构中包含各

种适配器，它是一个生成工具，

通过文档和数据的发布和接收

来实现应用系统间的数据交换。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各

应用系统之间数据流的集成，在此

平台上数据一次性进入，即可被多

次重复利用。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

在设计环节中的时间和费用。这些

适配器已经包含在相应的应用软件

中，在这些应用软件的工具菜单中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适配器，使用

更加直观、方便和快捷。

应用集成中的软件可以接收其他系

统发布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数据，能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比对

与更新。当某个模块的数据发生变

化后，其他模块在接收到变化后的

数据后可以对与之相关的数据自动

更新，而无需手工再输入一遍，既

可以降低工作量还可以保持数据的

一致性。当然也可以只选择更新需

要的数据，或拒绝更新某些数据。

支持不同版本间差异比较，支持

二三维之间的校验和比对，以可视

化的图形窗口直接显示比对结果，

并在图面上以不同颜色表示数据的

差异，并可以生成详细的差异报告。

2.2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Excel）– COMOS 数据集成

通过以 Excel 为中间文件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可以将 COMOS 中涉及到的工艺数据通过

Excel Publish 模块发布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从而使得 Smart P&ID 可以接收到相关的属性信

息。COMOS PFD 可生成 Smart P&ID 所需的工艺数据信息，比如 Piperun、Instrument、Equipment 等

类型的数据信息，每一类型的位号，可包含多种工艺属性信息，COMOS 导出数据到 Excel 文件。Excel
存储有 COMOS 的数据后，根据既定的格式，通过配置，采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 Excel Publish
功能可以将数据发布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Smart P&ID 通过数据接收的方式，从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获取已经发布的数据，从而在 Smart P&ID 中创建新对象，或更新已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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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Excel）– IPD 数据集成

2.3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Excel）–EQD 数据集成

设备数据表（EQD-Equipment Datasheet）模块主要

是通过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发布接收功能进行

各专业间针对设备信息的提资，可用于汇总设备数据，

包括各个专业以及厂商的信息。

对于设备工程师来说，熟悉的是 Excel 电子数据表形式

的各类设备模板。利用 EQD 模块工程师可以在自己熟

悉的 Excel 界面下，通过在线或离线的方式完成设备数

据表的编辑。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集成，

通过属性映射，设备数据表可以接收其它已经集成的设

计工具的数据，自动填充进设备数据表；同时也可以对

外发布数据，实现与 SmartPlant Enterprise 应用程序

之间的集成（交换数据）。

仪 表 工 艺 数 据（IPD - Instrument 
Process Data）模块，为 8 大类的仪

表提供了传递工艺参数的途径，帮助工

艺专业向仪表专业提交基于工况的工

艺参数。该功能以 Excel 的形式展现，

每个类别的仪表分别有对应的 Excel
模板，用户通过 Excel 文件的方式输

入数据，支持在线及离线的方式。可以

进行数据的版本控制。

如图描述了 I P D 的简单流程， 在
Smart P&ID 中完成图纸的发布后，

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 生 成

IPD 表并填写相关数据后发布，仪

表工程师在 Smart Instrumentation
接 收 到 IPD 表 后， 可 以 在 Smart 
Instrumentation 中进行仪表后续的

选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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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集成

– DDP 数据集成

仪表外形尺寸表（DDP - Instrumentation Dimensional 
Data for Piping）模块实现了全部在线仪表的三维外形

数据传输。仪表专业通过使用 DDP 模块，改变传统用

纸质文件提交仪表外形尺寸资料给配管专业的模式，

从而使布置设计更加高效准确。如图所示，在 Smart 
Instrumentation 中输入仪表的外形尺寸信息，通过发

布该尺寸信息文件，在 Smart 3D 接收仪表的尺寸信息

文件，从而使得指定仪表在模型创建时自动生成相应的

外形。

2.6 三维系统集成（Smart Interop Publisher）

作为集成管理平台，要能集成和兼容多个系统，特别是第三方的系统。所以海克斯康提供了功能强大的集成其他三维

系统的工具 Smart Interop Publisher。Smart Interop Publisher 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的三维数据互通性解决方案，可

将海克斯康和其它第三方的三维模型及其数据转换并装载进 SmartPlant Foundation，可以在单一平台上管理和浏览

多种数据格式的三维模型。

Smart Interop Publisher 目 前 支 持 的 格 式 包 括：Smart 3D、PDS、FrameWorks Plus、Intergraph Smart 
Isometrics、Isogen®、PDMS、PlantSpace、AutoPlant、CADWorx®、CAESAR II®、Microstation v7 v8 XM v8i、
SmartSolids、 DTMmodels、iModel、AutoCAD Inventor SolidEdge Pro/Engineer SolidWorks、XMplant、
CIS/2、IFC、IG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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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lant Foundation 也 可 以 与 Maximo（ 一 款

企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共享，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存放了 Tag 的一些专业属性，比如设计

温度、压力等，而Maximo中存放了Tag一些采购、厂商、

合同等信息。为了实现信息的共享以及互补，可以通过

分析确定双方的某些共有属性从而实现 Tag 信息的映射

共享。比如这里我们通过 Func Location 属性去实现，

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查询到某个 Tag 后，右键

点击“View in Maximo”菜单即可打开 Maximo，同时

查询 Maximo 拥有相同 Func Location 的 Tag，反之亦

然，如下图：

2.7 与其他系统集成方案

虽然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多种集成方案，

但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基于开放的

开发平台，用户就可以在现有的功能的基础上扩展适合

自身的应用功能，这样才能使系统得到更高效和广泛的

应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系统应用层次和水平。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核心是完全向用户开放的，

提供了灵活和丰富的开发接口，包括多种形式的中间文

件的接口。为用户扩充应用和集成更多其他软件提供了

可能。

■ 适配器集成（应用集成）

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应用集成）使用的是适

配器（Tool Adapter）与相关软件系统集成。适配器并

不是固化的东西，而是一个开放的开发标准，用户可以

根据这个标准开发其他系统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集成的适配器。

当然使用这种集成方式，需要的投入较大，用户要有一

定的开发能力，并熟悉要集成的软件系统内核以及适配

器的开发标准，难度和开发量都较大。

■ API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核心是完全向用户开放

的，提供了完备和丰富的 API 函数和控件，用户可

以在其他系统中调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同时

SmartPlant Foundation 还支持在系统中调用其他系统

提供的 API 函数，这为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与其

他第三方的软件系统相集成提供了可能。SmartPlant 
Foundation 可以与现有的设计、管理等软件进行通

信，从而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次使用和全面共享，也

保证了数据信息的准确性，从而更好的将 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平台融入到现有的信息管理体系。

目 前 SmartPlant Foundation 通 过 定 制 开 发 已 经

可 以 与 P6、Documentum、Maximo、LiveLink、

SmartPlant Foundation Server

Livelink
EDMS

Message 
Processor

MSMQ 
Queue

SmartPlant 
Foundation

SPF API

Message Delivery 
(Asynchronous)

Message Issue 
(Asynchronous)

Message 
Generator

Livelink API 
“trigger”

URL hyp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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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et、SAP 等常用软件进行互相通信。比如通过

MSMQ 作为消息载体实现 LiveLink（一款文档管理

软件）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之间的文档信息

进行定期同步功能。LiveLink 在对文档进行新增、

编辑、删除等动作时会将相应信息以 MSMQ 的形式

发送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服务器，定制开

发 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监 控 程 序（Message 
Processor） 在 监 听 到 有 Message 到 达 时 会 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进行相应的文档操作，从而

保证了 LiveLink 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之间数据

的一致性。在 LiveLink 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

据保证一致的基础上可以通过 URL hyperlink 的方式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直接浏览 LiveLink 中的数

据，反之亦然，实现流程如下图，其他文档系统可以参

照实现。



2.8 与徕卡 3D 激光扫描技术集成 - 现役工厂数字化

在役的工厂也有数字化工厂系统的需求。在役的工厂还

面临着大量变更，而且往往是多变更同时发生；变更管

理是关系到生产安全的重要工作，许多重大事故发生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变更处理不当；数字化工厂不仅可以

帮助管理变更，而且可以降低过高的MRO（Maintenance
维护、Repair 维修、Operation 运行）费用。

工程公司，不仅可以从在役工厂的改扩建上通过数字化

工厂系统获益，也可以为在役工厂提供数字化工厂系统

的服务，而且后者将是一个新的业务点。

徕卡作为海克斯康 PPM 的兄弟公司，提供了全球领先

的激光扫描技术，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激光扫描图像。

SmartPlant Foundation 可以与徕卡 3D 激光扫描技术

集成：

• 使用徕卡 Cyclone 在点云中为 3D 空间标注位号并把

位号发布到相应的 TruViews；

• 在徕卡 Truview 中创建设备位号的热点连接，把发布

后的 TruViews 导入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集成；

• 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桌 面 客 户 端 显 示 的

TruViews 中管理变更，以支持创建，删除和重命名

位号；

• 同样的扫描也可用于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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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管理

3.1 信息管理

■ 信息分类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具备灵活定制信息分类的功

能，允许客户能够便捷的创建各类信息，并不断扩展信

息分类，通过规划系统的数据、功能和展示，更好地管

理好企业的各方面信息。分类信息多以树型目录结构显

示于树形窗口中，通过展开树型目录结构的操作，能非

常便利地查询到关联信息。业主系统里可以具备但不局

限于以下信息分类：

• 位号类型结构

• PBS 工厂分解结构

• 专业划分结构

• 文档类型（例如工程文档、图纸、设备管理文档、随

机资料等）

• Tag 相关分类

• 设备或部件的技术参数分类

■ 文档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文档管理模块能够管理文档

的属性、版本、状态、关联关系，具备文档签出、签入、

签署、修订、添加附件、浏览、添加批注、文档对比等

操作功能，可查阅文档历史记录，结合工作流模块，对

进入系统的文档进行审核、批准的操作，达到系统内文

档的可控性、安全性。

■ 位号管理

位号管理是 SmartPlant Foundation 解决方案的基础

功能，系统缺省定义了通用的工程位号的数据架构，定

义了统一的位号类型、标准化的位号编码、位号属性、

位号间关系、位号与其他工程数据（例如文档）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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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检索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允许用户运用多种信息检

索方式查找系统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 树形分类结构检索：各种信息依据分类原则在树状目

录结构中直接查找，系统可以自动统计出该分类下包

含的对象数量，并罗列出全部对象；

• 编码快速检索：使用系统提供的快速查询方法，依据

位号编码规则，采用通配符模糊查找；

3.3 文档浏览

SmartPlant Foundation 自带的工程信息浏览工具支持

160 多种文件格式，除海克斯康的专业设计软件的文件

格式之外，还包括 AutoCAD、Microstation、PDF、
Word、Excel 等行业内通用的文件格式，支持在脱离专

业设计软件的情况下，对所支持的文档查看、浏览和批

注，还可实现图纸与数据的关联及二三维同步浏览的功

能。例如在系统中可以对三维模型智能浏览，点击模型

上的对象既可以查看该对象的全部属性数据，也可以跳

转至该对象的二维图形中查看，或者查看与之关联的文

档，实现模型与文档的集成，方便用户查询和生成报告，

提高现有系统的集成度和应用深度。

• 基于表单的查询检索：使用系统提供的查询方法，选

择在表单中输入各种属性作为查询条件，进行组合精

确查询，属性查询支持通配符模式的模糊查询，并且

支持保存查询条件和结果；

• 全文检索：利用全文检索引擎设置，对 MS Office 系

列文件、DGN、DWG、XML 等多种格式的文件实施

全文检索；

• 关联关系检索：利用对象间定义的多种关系，跨对象

检索，并且通过 Edge、Graph 等关联定义，可以实

现多个对象之间多重关系的跳跃式检索。

客户端浏览

• 支持桌面客户端（C/S）和 IE 浏览器（B/S）模式

• 支持英文和中文界面

• 可用户化定制用户界面

• 支持 160 种格式文件的浏览

• 支持浏览对象的移动、缩放

• 按比例打印，可打水印

• 批处理打印和 PDF 转换功能

• 支持红线批注

- 标注存放在独立控制的层

- 每个文件有很多红线标记层

• 图形的智能浏览

- 智能（Intelligent）浏览，结合全部系统数据

√ 高亮显示

√ 集成全部系统数据，有效补充图面信息不足

√ 集成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全部工具

- 支持智能图形和非智能图形

√ 智能图形（Smart P&ID……）

√ 非智能图形（AutoCAD，MicroStation……）

- 位号和文档的关联，关联查询

√ 图形到位号

√ 位号到图形

- 三维模型浏览

√ 使用流技术

√ 支持 PDS、Smart 3D、Intergraph Smart 

Review 以及 PDMS 等

• 工程文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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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权限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一个非常严

谨的智能安全系统。用户的权限是基于

角色来管理的，安全性面向系统的所有

数据，覆盖所有菜单、树状浏览、项目

工厂结构以及操作命令。系统通过授权

可以限制不同角色的用户只能访问该角

色相关的数据，限制不同角色的用户只

能对数据进行该角色相关的操作。例如

工艺工程师只能访问工艺数据，只能更

新、签出、签入、签署本专业的文档，

对其他专业的文档只有浏览功能。

3.5 报表管理

工程数据的管理具有海量数据和文档、数据种类繁多、

数据类型不统一、数据与外部系统集成等特点。因此有

效合理的报表管理模块对于工程数据管理至关重要。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强大的智能报表引擎，

用户能够基于灵活、合理的数据结构，定义所需的报表

内容，结合不同形式的模板来生成数据报表。用户可以

根据需求定制符合项目需要的报表格式，支持多种输出

格式，包括 Excel、Word、PDF、HTML 等，方便用户

高效、动态、实时生成列表和对报告进行统计和管理。

• 三维模型查看

• 信息批注

• 全程历史记录

• 完全可由用户配置

• 拖拽管理界面

• 用户访问控制

- 文档类型 / 文档属性

- 用户界面菜单 / 按钮

- 业务对象操作（查找、编辑、浏览等）

- 业务对象关联关系操作（查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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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务管理

4.1 工作流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支持电子化的校对、审核、签署工作流程。

用户可以在图形化的环境中按用户现有的各种工作流程对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电子化工作流程进行定义，可以在每个步骤中定义该步

骤的工作内容列表。各项工作都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内进行，包

括资料传递、流程跟踪、完成提醒和通知。系统会记录整个过程，实现

全流程跟踪；系统会对任何变化以 Email 方式通知指定的相关人员。相

关人员都会在自己的客户端有一个工作列表（Checklist），提示用户

完成某个步骤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可以指定完成步骤的限定时间，在

超时后用不同的图标颜色提示用户。

用户可以通过调用工作流查看命令，图形化查看工作流程的执行情况，便捷处理相关工作。随时可以生成工作流历史

记录报告和超期未执行工作流步骤的提醒报告。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流程管理工具，用户可以快速完成复杂的流程定制工作。支持分支流程和

投票（用户可以设置通过所需的的百分比）类步骤。支持步骤拒绝（Reject）跳转，用户可以指定该步骤被拒绝后流

程跳转到哪一步，或另外一个流程的某个步骤。在流程执行的过程中重新指定（Resign）该步骤的执行人，保证流

程在相关人员缺位的情况下继续完成。

4.2 资料传递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完备的资料传递功能，可以实现基于工

作流程的网络化的资料传递功能。真正实现文档的全电子化管理；支持

分发矩阵。

用户分配需要传递的文件，系统以工作流程方式实现对该传递单的网上

校对、审核以及电子化通知；系统还可以动态自动生成资料传递单。

4.3 进度管理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了进度管理功能。进度管理能够计划并报

告文档移交的时间与进度，根据项目计划里程碑跟踪移交进度，可以跟

踪单一交付项的设计进度或一组交付项的移交进度。用户可以设置跟踪

计划日期、实际日期和预测日期，报告工时预算、完工所需的剩余工时，

在项目层次结构中查看不同级别的进度。

文档、工程图纸等“交付项”登记在工作包内，以便跟踪相关进度。工

作包将生命周期相同的交付项分在一组，工作包包含计划的详细信息：

工时预算、计划日期和完工日期、各步骤的计划日期、实际日期和预测

日期、步骤的权重值（完成后所占工作包进度的百分比 %）。

进度是指已完成的步骤数。工作包配置在进度的不同层次结构内，可报告任何层次结构级别中的进度，可在层次结构

中向上累积进度，通过 S 曲线表示计划与现实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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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扩展解决方案

5.1 数字化移交 - Digital Handover

工程设施在使用期间可能会发生多次数据和文档的移交。移交要消耗高额成本、资源和时间。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数字化移交解决方案可以满足该需求，使数据和文档的移交能够快速而容易的在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系统中实现。移交解决方案保存了内在智能信息，所以原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内的智能

浏览仍然在目标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可用，就像在本地发布的一样。移交解决方案支持数据和已经通过

Intergraph Smart 设计工具发布的文档，以及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创建或装载进的数据和文档，包括供应

商数据和登记资料。该解决方案还支持逐步移交和一次性移交的方案，首先确定需移交的数据和文件的范围，然后导

出数据和文件，最后将数据和文件导入目标系统。

■ 可追溯性

管理移交要求记录 SmartPlant Foundation 移交的数据和文件、移交给谁、何时移交等问题。所有这些记录都作为

移交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得到保存，包括支持向多方移交。举例来说，项目合同承包商（PMC）可能会将数据和文件

移交给制造场、竣工验收承包商（Completion Contractor）和业主运营商等。

■ 逐步移交

有很多信息和文件不是一次性移交完成的。相反，信息和文件可能会在项目进程中通过几次里程碑式的移交逐步完成，

或每天或每周持续一步一步移交完成。移交解决方案支持从 SmartPlant Foundation 发出的逐步移交，同时不干扰

进入目标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的数据，以维持源系统和目标系统的一致。

■ 移交 SmartPlant 设计工具

越来越多的业主运营商要求在项目结束前从承包商处接管集成的 Intergraph Smart 设计工具数据库，并在运营过程

中维护数据库。移交解决方案支持对集成 Intergraph Smart 设计工具数据库的重新注册，该系统是源系统移交至目

标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的，以便各种工具能一同作用于目标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

■ 保护知识产权

可以将移交方案加以配置，使其过滤掉不需要的原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的数据。这样，移交方就能够保

护那些他们不愿意移交给目标系统的数据。举例来说，过滤可以保证仅发送近期签发（signed-off）的版本。这一

做法加强了对所移交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的控制，并保证知识产权并未因移交而受到破坏。Intergraph 
Smart 设计工具中的数据过滤单独进行。



面向业主运营商的 SmartPlant Enterprise 工厂解决方

案是基于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核心解决方案而构建的。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核心解决

方案——管理工厂分层结构和位号管理、文档管理、数

据加载 /QC 和整个工厂生命周期相关的工作流程。

• 工厂分解结构管理

• 位号、资产和模型管理

• 工程位号管理

• 工程文档管理（包括三维模型）

• 工作流传送单管理

• 电子档案（复合文档）

• 工作包管理

• 风险降低管理

基 于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的

核心模块，还提供了多个业务包。业务包可为运营中工

厂的公用、关键工作流程提供支持，协助管理工程设

计基础，并确保与运营中的工厂维护系统无缝协作，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解决方案

当前提供了如下几个业务包：

■ 运营工厂

• 运营变更管理

• 动态设计基础变更与工厂维护系统的同步

■ 项目执行

• 项目变更管理

• 冲突（豁免）管理

• 技术查询与站点查询

• 界面管理

■ 数据验证、转换及加载

• 导入数据至分段存储区

• 定义验证规则

• 执行验证工作

• 报告验证结果

• 筛选、导出并将结果加载至目标系统

5.2 智能施工建造管理解决方案 
- Smart Construction

基 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和 Smart Materials 的

施工建造领域解决方案，通过提高施工效率和集成工

程设计来提高投资项目的效益。Smart Construction
可以满足施工公司、项目管理办公室、制造商和业

主的特定需要，管理施工资源、材料和进度。Smart 
Construction 会帮助用户在整个施工项目周期内节省

很多费用。

Smart Construction 通过将来自设计、采购、预制、

现场材料管理和人力计划的动态输入信息融入到一个特

定的施工解决方案，来更好地实现计划和管理。为了提

高适应性与协同工作能力，Smart Construction 将提

供与业界领先的 SmartPlant Enterprise 系列产品的完

整集成，充分利用数据接口，达到真正的集成。

Smart Construction 使 用 三 维 可 视 化 的 WorkFace
计 划 编 制， 支 持 动 态 的 WorkFace 计 划。Smart 
Construction 直观的、可配置的接口支持 WorkFace
计划人员能够基于 COAA 的 WorkFace 计划创建有效的

现场安装工作包（FIWP）。实时的人力和材料集成有

效性的报告能够提供动态的重新计划能力，并且使用可

配置的规划窗口支持计划人员在问题扩大之前创建合理

的选择。

5.3 面向业主 / 运营的解决方案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海克斯康为工厂业主和运营商定制了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面向业主 / 运营商的行业解决方案，能

够更快、更简便地帮助业主和运营商建立准确的工厂工

程信息管理系统。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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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s 解决方案是以工程位号管理为核心，延伸至

项目执行、变更管理、技术和业务门户网站查询管理等

多个领域。



HEXAGON23

5.4 老旧工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 SmartPlant Fusion

SmartPlant Fusion 为用户持续性或阶段性地改善其信

息资产的质量和整体性提供帮助。SmartPlant Fusion
为非结构化内容演变提供了一个方便又快速的手段，帮

助业主运营商和工程公司从非结构化信息中提取信息价

值，实现了智能化管理非结构化信息。

以下是 SmartPlant Fusion 的一些主要特征：

• 快速、简单地获取传统和非结构化信息

• 识别、读取和理解多种不同格式和来源的信息

• 通过关联的工厂物体及相关文档实现“通过已知信息

找到所需信息”的导航

• 通过门户网站实现远程和移动访问有序信息

• 集成 3D 模型和高清晰测量（HDS）图片

• 用最新一代的工具融合已有的历史信息

• 为那些没有显示原始信息专用工具的用户提供一个通

用的中性界面

SmartPlant Fusion 组合并集成了多种可视化技术，借

助多种信息处理组件实现产品功能。

■ Fusion 机器人

Fusion 机器人可实现对所有非结构化来源信息进行快

速且持续性的数据采集。它能够识别所有类型的信息，

包括文档、图纸、图像、3D 模型和激光扫描图像，并

生成文档索引，以便通过文件名来搜索文档。

■ 版本创建器

版本创建器提供了一个交互式的用户界面，用以识别文

档和图纸的母本，代表了“既有”或最新数据状态。让

文档变为可被搜索状态，以供进一步处理。

■ 文档读取器

文档读取器可从文档母本中提取所有交叉参考和关联关

系信息。它可以自动读取并理解文档的内容。

■ 索引写入器

索引写入器可提供一个包含之前非结构化信息的结构化

之后的相互关联数据库。这是一个工厂和项目现有文档

的表达形式——相互关联和参考，便于快速搜索，如有

需要还能结合 3D 和空间信息进一步增强关联性。

■ 图纸和图像读取器

图纸和图像读取器可分别提取图纸和图像中的交叉参考

和关联关系信息。

■ OCR 引擎

光学字符识别（OCR）能够与图像读取器集成，可从生

成的图像中解析可读取的文本文件，用于搜索有规律的

字符串。

■ 3D 模型读取器

3D 模型读取器可帮助用户在 SmartPlant Fusion 系统

中显示经流媒体传输的工厂 3D 模型，并在位号之间

进行导航。模型可源于 PDMS、PDS、或 Smart 3D。

3D 模型读取器可将已设计的 3D 模型与 SmartPlant 
Fusion 内的信息进行“融合”。

■ 激光扫描读取器

SmartPlant Fusion 可结合徕卡测量系统的 TruView 
HDS 信息，提供现有视图与“既有”工程信息的比

较。使用激光扫描读取器，TruView 激光扫描模型将与

SmartPlant Fusion 文档环境链接并交叉参考。

5.5 海克斯康文档管控解决方案

■ 覆盖资产全生命周期的通用工程数据平台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提高，项目造价也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监管要求也愈加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很

多业主开始探索更高效、更有效的工作方法。业务处理

速度显得愈发重要，尤其是通过及时、安全且高效的手

段在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管理和共享工

厂项目信息所花费的时间，得到了大家格外的关注。

尽管以数据为中心的设计和运营乃大势所趋，但文档仍

然是公认的工厂交付及竣工状态的正式记录。因此，文

档管理和文档控制流程应提供所有工作流程和活动的可

追溯性，包括项目文档完整的修订记录以及当前有效状

态，以免意外使用失效或过时的文档。

鉴于在项目执行阶段使用的文档管控系统可能不具备信

息移交功能，无法支持设施的连续运行，这使得问题更

加复杂。如果信息无法被准确定位、确保质量，或者无

法被转换至运维阶段所用系统，这便造成了移交的瓶颈。

因此，对于工程公司或者业主运营商来说，采用合适的

系统，以可扩展的方式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便显得

至关重要。



分发

在线审核、标记和 CRS 电子工作流——图形视图

报告

从绿地项目早期至资产退役，海克斯康文档管控解决方

案可提供覆盖资产全生命周期的通用工程数据平台。

• 对于项目业主，该文档管控解决方案可带来如下便利：

- 追踪项目或资产全生命周期的文档

- 以电子方式管理、存储、检索文档，减少用纸量

- 实现额外的流程，例如分发、修订、版本控制、

进度追踪、传送管理、校审记录、历史追踪、电子

签章、含邮件提醒的电子工作流等

• 对于工程公司，该解决方案可用于部署跨项目、跨组

织的通用文档管控系统。

• 对于工厂业主和运营商，无论项目为内部项目，还是

牵涉到外部分包商或供应商，该解决方案均可有效地

管理、控制以及审核项目中文档的提交、分发以及审

批流程。

综上所述，业主运营商和工程公司均可从中获利。

■ 解决方案亮点

• 功能全面，覆盖文档管控各项需求

• 强大的报表功能

• 良好的可扩展性，满足公司不同的业务需求

• 协同工作功能，帮助用户更好地进行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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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分发及提醒功能，降低项目成员的工作负荷

• 强大的红线批注及自动整合功能

• 含嵌入规则的标准化功能，确保信息一致性及信息质

量

• 可配置的标准化模板，快速启动项目，减少部署时间

• 高度可配置的权限模型，适合公司标准或项目标准

■ 解决方案优势

• 预配置的文档控制

• 省时省钱，通过部署业务驱动的解决方案，使生产时

间最大化

• 更好地控制项目状态，在任意时间点均可管理信息当

前状态

• 更快地做好运营准备，使得工程公司和业主运营商能

够迅速查看准确、一致的项目当前信息，减少文档的

移交时间和费用

• 提高数据质量，标准化的模板和编码系统，确保信息

质量和信息一致性

•  迅速实施和启动



6. 用户案例

6.1 SNEC-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集成系统（DIS）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是 2003 年 10 月 29 日经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批准，由原中国石化集团兰州设计院

（前身为化工部第五设计院）和原中国石化集团第三建

设公司重组设立，以技术为先导，设计为基础，工程项

目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为主体，集科研开发、工程设计、

设备制造、装置施工和检维修服务于一体，拥有专利、

专有技术，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能源、环保、

石油化工和热能工程等领域提供咨询、设计、工程总承

包、制造及专业施工总承包工程服务和管理服务的全能

型工程公司，是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鹰图生产线组长单

位。

设计集成系统（DIS）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开

发，利用其数据管理、文档管理、流程控制等功能，实

现了数据在 Smart P&ID、Smart Instrumentation 和

Smart 3D 之间的无缝流转，从而达到数据“一次录入，

重复利用”的效果，在提升设计效率的同时，也可显著

提高设计质量。DIS 支持成品文档的线上校审及会签，

审批流程结束后自动签章出图归档，从而将设计人员从

繁琐的文件整理工作中解放，更好地专注于设计工作本

身。此外，诸如专业间条件互提、设计变更等业务也在

DIS 线上流转，实现了设计全过程的可视化管理，且数

据历史版本全程可追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自动完成位

号和文档的关联，为后续数字化交付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从 2016 年上线至今，已有包括中科、古雷、镇海

POX 等 50 余项目在设计集成系统中顺利执行。

6.2 SP Chemicals - 新浦化学（泰兴）有限公司

工艺信息管理系统

新浦化学（泰兴）有限公司（简称新浦化学）是新加

坡新浦化学私人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30 日，经过数次扩建和发展，现有年产

75 万吨离子膜烧碱装置、年产 18.5 万吨硝基苯装置、

年产 13 万吨苯胺装置、年产 50 万吨氯乙烯装置、年

产 32 万吨苯乙烯装置和自备热电厂。新浦化学的客户

包括巴斯夫、陶氏化学公司、Tomen 公司、阿克苏诺

贝尔化工（泰兴）有限公司和烟台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

（中国国内最大的 MDI 生产商）等。

工艺管理工作是生产企业管理的核心工作之一，工艺管

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生

存。工艺管理是工艺改造、扩建的重要设计依据以及变

更管理的基础。任何工厂的扩建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

的，完整和准确的工艺信息是有效完成变更的基础，同

时对于变更过程中的事故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

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的工艺管理方式仍然沿袭传统模

式，主要靠人工进行管理，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物力、

人力资源，而且效率低下。新浦化学通过不断努力，点

点滴滴追求合理化，力争成为国内同行业中最具竞争力

的化工企业之一。   

在工艺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工艺

规划、工艺协同、工艺管理”三个方面，新浦化学基于

海克斯康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搭建工艺信

息管理系统（简称 PIMS），实现了工艺数据、信息的

聚合管理及变更管理，进而达到节约时间、降低成本、

减少风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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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COOEC -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油工程项目管理平台

海油工程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子公司。它是中国最

大的海上工程建造企业，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家集海

洋石油、天然气开发工程设计、陆地制造、海上安装、

调试和维护于一体的大型工程总承包公司。海油工程的

主营业务是：海洋油气田开发及配套工程的设计、建造

与海上安装。为了解决工程设计中信息传递效率低下、

设计数据量庞大且格式多样、设计资源调配不合理等难

题，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准备建立一个以设计项

目协同工作平台为核心、以数据仓库管理软件为手段、

以资源有效配置为目的的适合公司现状的设计项目管理

6.4 THC - 万达集团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数字工厂基础平台

中国万达集团创建于 1988 年，中国企业 500 强（198
位），中国民营企业 100 强（54 位），山东民营企

业 10 强（6 位），占地 600 多万平方米，是拥有员工

13000 多名的大型企业集团，下设 8 大产业板块。天弘

化学位于万达集团石油化工板块，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主要产品有汽油、柴油、液化气、丙烷、丙烯、石油焦、

油浆、硫酸、MTBE 等。

万达集团为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立集团级数

字工厂体系，实现工厂全生命周期管理目标。万达集团

于 2018 年选取海克斯康作为集团数字工厂解决方案服

务提供商，并选取天弘化学作为数字工厂试点单位，对

已建工厂通过三维逆向建模，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数

字工厂基础平台集成各种专业应用系统以支撑企业数字

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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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S 将智能工艺流程图及全部相关的工艺数据进行统

一管理，以工程位号为核心，建立数据与文档之间的关

联关系，实现工艺流程信息的全聚合管理，确保所有业

务人员通过统一的界面浏览唯一数据源。

通过信息检索功能准确定位，通过图纸的版本管理功能

区分最新数据与历史数据，极大限度节约业务人员寻找

所需数据的时间，并且避免了由于数据不一致性导致的

错误，降低运营风险。

通过变更申请管理、变更任务管理、变更结项管理、效

果评估管理流程的使用，实现了工艺变更的闭环管理。

通过 PIMS 灵活的配置功能，新浦化学按照业务需求对

变更管理业务进行定制化配置，实现基于统一平台的变

更管理。

企业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往往积累了大量历史工艺，通

过对过往变更的管理形成企业工艺库，PIMS 支持快速

检索历史工艺，使得设计人员可以方便地使用现有的工

艺知识，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工艺知识的积累，提升

企业整体工艺水平。

通过搭建 PIMS 工艺信息管理系统，新浦化学进一步提

升工艺设计效率，强化了工艺管理水平，成功实现节约

时间、降低成本、减少风险的目标，推动信息化与工业

化的深度融合。

软件系统，即设计项目管理平台。

2009 年 10 月通过招标选定海克斯康集成信息管理平

台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设计项目管理平台。

2010 年 11 月项目完工，通过评审，并在多个项目上实

际应用。通过使用统一的项目管理平台，文件流转流程

得到有效控制，项目信息流转安全、快速、准确，信息

协同共享；实现了设计项目过程管理和信息反馈，为进

度控制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统计数据和决策依据。系统

实现了：

• 通过使用统一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信

息集中存放在数据库中，实现项目信息共享；

• 通过文件流转流程的有效控制，实现项目信息流转安

全、快速、准确的流转；

• 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异地设计信息管理的有效传递和分

包信息的传递；

• 通过合理控制工作流程，实现设计项目过程管理和信

息反馈；

• 通过信息导入 / 导出功能实现为业主提供实时追踪项

目进展的服务；

• 通过数据导入 / 导出功能实现对分包商进行进度、质

量控制。

新浦化学 PIMS 功能如下：

• 工艺流程图 / 数据管理

• 位号管理

• 工程文档管理

• 效果评估管理

• 变更申请管理

• 变更任务管理

• 变更结项管理



6.5 ECEPDI - 华东电力设计院

信息管理平台和集成设计平台

华东电力设计院（ E C E P D I ） 是国内最早选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其工程信息管理平台的电

力客户。ECEPDI 借助 SmartPlant Foundation 对于工

厂生命周期中的信息和工作流管理的功能，实现数字化

电厂目标，并改善设计过程中资料和设计交互的流程，

提高信息管理的精度和准确度，达到信息共享。

SmartPlant Foundation在ECEPDI的应用分为两部分：

信息管理平台和集成设计平台。

作为信息管理平台，ECEPDI 在玉环电厂和上海漕

泾（2X1000MW） 工 程 两 个 项 目 上 分 别 实 现 基 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数字化工厂的搭建以及设计

资料文件的专业交换的工作流。在后来的包括浙江三门

核电厂在内的 6 个项目使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对于设备资料、成品图纸、往

来文件等进行统一管理。对于专业间资料的传递应用了

SmartPlant Foundation 提供的工作流，实现资料的单

点录入、多点共享。

作 为 集 成 设 计 平 台，ECEPDI 应 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海克斯康 Intergraph Smart 系列软件

的数据交互的核心，集成了 Smart P&ID、Smart 3D，

实现了工艺流程的二维设计和三维布置的直接交互，真

正实现设计数据的一次录入，其它设计工具重复使用，

从而避免了设计数据重复创建带来的歧义性和误差，提

高了设计的效率和精度。ECEPDI 已经在华能南通三期

扩建 2X1000MW 机组工程、福建福清核电厂一期工程

和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项目中使用

该集成设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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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达集团数字工厂基础平台的建立过程中，海克斯康

为万达集团进行了整体方案的设计，为万达集团规划和

设计石化行业数字化标准体系和管理规范，在数字工厂

基础平台中对接 DCS/SCADA/ 工业视频等实时数据装

置，构建可视化数字工厂监控模型。本次合作以天弘化

学工厂的常减压和焦化两套装置为试点，进行逆向三维

精细建模，对天弘化学的红线内整体园区范围进行低精

度的普通建模。建立数字工厂完整开发体系，包括支持

三维轻量化模型转换、移动终端APP开发、WEBGL开发、

嵌入式插件和应用程序开发等。

• 数字工厂核心技术

- 数据仓库：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的数据

仓库用于三维 / 二维 / 数据 / 文档等的存储、共享、

浏览和数据服务；

- 可视化：三维模型、四维动画、三维场景模拟与

动态仿真、Zero-footprint 信息浏览、移动 App；

- 集成技术：通用型系统接口或映射方式集成外部

系统（SAP、DCS 等）、WebService 服务。

• 数字工厂为万达集团企业用户带来的价值

对于生产管理部门，优化生产管理过程，支持与生产运

维系统的全面集成，聚合主要装置重点部位的设备运行、

工艺状态、监控视频、技术档案等各类信息，实现生产

管理的可视化。在优化工作流程的同时，与实时监控相

集成，通过系统管理重要设备周边的摄像头信息，调取

现场实时监控画面，实现现场监控与三维模型浏览相结

合，发挥信息互联的价值。

对于机械维修部门，系统支持机械和动力设备的信息管

理，包括所有动力设备的工程基础数据，相关的文档、

图纸和数据模型，厂商资料以及重要的工艺流程信息和

参数等。通过知识积累，形成企业知识库，用于后续维

修工作的分析支持以及模拟培训等。

对于技术处、技术变更管理部门，通过建立准确访问信

息的单一渠道，避免知识库不健全、人员流动、内容分

散和重复存储等，以及由此带来的不一致管理问题。通

过信息集成平台的应用，可以快速而高效地得到所需信

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进行大修和技改升级。

在模型重塑的过程中，获取智能数据，如智能工艺图纸、

智能仪表数据、智能三维模型等支持智能工厂体系建设，

构建企业核心资产。

对于 HSE 管理部门，企业数字工厂平台是 HSE 管理的

重要保障环节，包括支持标准化的安全操作和维护流程，

数字工厂的合规性保障及验证，人员安全培训和指导等。



• 玉环电厂

• 上海漕泾（2X1000MW）工程

•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 江苏国华陈家港电厂工程

• 金陵电厂工程

• 徐州发电有限公司 2×1000MW 机组（上大压小）工

程

• 芜湖电厂工程

• 浙江三门核电厂

• 华能南通三期扩建 2X1000MW 机组工程

• 福建福清核电厂一期工程

• 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工程

以下是华东电力设计院基于海克斯康软件系统完成的设

计项目：

6.6 SLECC - 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信息管理平台和集成设计平台

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SLECC）自 2009 年起

实施了“3-5 年实现设计集成及 EPC 项目管理系统，

工程信息化向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战略规划，并正式

成立工程信息化开发部，从专业所室、地面工程信息中

心抽调 26 名技术骨干，专门从事设计与项目集成系统

的开发。通过三年的研究开发，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重塑实现了国际工程公司工作流；设计集成平台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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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公司工程设计应用的能力，突破了国内仅仅进

行三维建模的水平。

开发设计集成系统，其中包括智能化二维设计、三维设

计、参考数据库、可视化校审等，建立一个以数据库为

支撑，SmartPlant Foundation 为平台，集设计、采购

与施工管理为一体的，与国际接轨的设计集成及项目管

理平台。SLECC 已顺利实施完成了多个集成项目，从

工程数据库中生成的图纸完全满足项目施工要求。

五项工作目标：

• 建立设计集成的编码体系和材料数据库

• 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集成设计数据流、工作流

• 建立项目设计数据集成平台

• 建立项目流程管理及文档管理平台

• 建立智能化数据模板及相应体系文件

SmartPlant Foundation 是各专业数据集成的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研究各专业软件之间到底有哪些数据是可以

通过上游软件传递到下游，是 SLECC 在做设计集成初

期的重点工作。通过对各个软件每个常用的数据进行测

试整理，在各个软件与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

数据交互的基础上，形成了贯穿整个设计集成平台的数

据流。

SLECC 从 2009 年底开始使用 Smart P&ID 与 Smart 
3D 进行集成设计，已完成了新疆塔河油田 12 区伴生气

集输及脱硫工程、中国石化西南局川科 1 井天然气脱硫

工程（EPC）、中海油丽水 36-1 气田开发工程霓屿岛

终端等多个集成项目。



6.7 Chinergy -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管理平台和集成设计平台

中核能源是在国防科工委的支持和

推动下，于 2003 年由中国核工业

建设集团公司和清华大学共同出资

组建的核能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

核能技术开发和利用的重要平台。

2007 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

司对公司增资扩股，成为公司的第

三方股东。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核心技术高温气冷堆和低温供热

堆技术在国际核能领域均处于领先

地位。中核能源作为业主的直接技

术支持单位和工程实施的合同承担

单位，以合同方式组织、管理、协

调技术提供方、设备制造方、建造

安装方等参与单位，共同建造示范

工程。2005 年 11 月，中国第一座

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华能石岛

湾核电站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

审查，此举标志着这项具有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先进核电研究技

术向商用示范核电站建设迈出了实

质性的一步。示范工程建于山东省

荣成市宁津镇，是一座完整的核电

站，采用热功率为 2×250MW 球床

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双堆带一机的

运行模式；总热功率为 500MW，

电功率为 200MW，设计寿命 40 年。

中 核 能 源 于 2006 年 采 用 并 开

始 实 施 海 克 斯 康 的 SmartPlant 

Enterprise 工程软件系统。通过

SmartPlant Foundation 对第三代

核反应堆的工程设计提供了数据集

成平台和设计流程支持，提高了设

计一致性、大幅提高了设计效率。

核工业对于工程数据精确性和一致性的要求很高，在高温气冷堆项目

中，中核能源以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为工程数据集成平台完成了

工艺流程图 P&ID 和三维模型之间的数据集成。工艺工程师将 Smart 
P&ID 流程图信息发布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设备管道工程师在

应用 Smart 3D 建模时通过 SmartPlant Foundation 获取 P&ID 图及

相关属性。这个过程保证了从 P&ID 到三维设计的数据一致性，并大幅

提高了设计效率。在材料管理方面，Smart 3D 生成的材料清单可以通

过 SmartPlant Foundation 输出到材料管理软件 Smart Materials 中

进行材料采购及现场管理，保证了精确的材料统计和数据的一致性。

高温气冷堆项目对文档管理的要求特别是文档管理工作流程、版本管

理既可追溯性要求很高。中核能源以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文

档管理平台，进行如下信息的管理：

• 二维图纸和三维模型

• 竣工文件管理及移交

• 报表定制及导出

• 有效的集中版本控制

• 文件处理工作流

• 过程自动记录

• 订阅功能：订阅的动作发生时自动通知

• 灵活的权限控制

• 图纸、模型与物项之间的智能链接

SmartPlant Enterprise 的应用在高温气冷堆示范项目工程设计和数据

管理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 SmartPlant Foundation 成功地对工程

数据进行了集成，大幅提高了设计效率，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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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COPC -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康菲石油渤海二期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康菲石油是一家全球著名的国际一体化能

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生

产、加工和营销，以及化工和塑料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蓬莱 19-3 油田是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与美国康菲石油中国公司在渤

海海域合作勘探发现的油田。整个油田共

有 A、B、C、D、E、25-6 区块的 F 平台、

一个小型无人平台、M 平台共 7 个生产平

台、一条 FPSO（渤海蓬勃号）、256 口井，

包括生产井 193 口、注水井 57 口、岩屑

回注井 6 口（已关停）。目前日产原油能

力在 15 万桶左右，年产量 840 万吨，约

占渤海原油产量的 1/5。作业方原为康菲

石油中国公司，2014 年 7 月 1 日，作业

权移交与中国海油蓬勃作业公司，中国海

油成为蓬莱 19-3 油田的作业者。

2006 年，康菲石油选用了海克斯康的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 为 蓬 莱 19-3

油田二期项目的工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实施工作包括差距分析，系统框架设

计配置，系统安装测试，数据校验和上

载，和第三方软件（SAP、Livelink）的接

口开发，现场技术支持及用户培训。康菲

SmartPlant Foundation 项目建立了包含

以下数据的数字工厂：

1. PDS 三维模型

2. Smart P&ID 工艺流程图

3. Smart Instrumentation 仪表数据

4. 工程数据表

2007 年， 康 菲 SmartPlant Foundation

系统在蓬莱 19-3 油田二期项目的 WHP-C

平台上线运行。2008 年，WHP-B 平台的

数据装载完成，并陆续完成了其它 4 个平

台和一个 FPSO 的数据装载工程。2014 年

完成了系统的软件升级和数据优化。

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提供了不同类型

的数据连接起来的功能，能够建立位号和仪表回路图或者三维模型

的联系，还可以进一步管理这些关系，系统管理各种数据，如一个

设备的价格和维护费用。用户可以监控技术细节信息，如一台水泵

的马力或一个叶片所需的材料。这些数据在其它系统中难以管理。

康菲将有 200 名 SmartPlant Foundation 用户，他们对系统有不同

的权限。系统管理员将每天对系统进行更新。运行人员能够用系统

很简便地查找一个部件或者打开一个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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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SNERDI -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工程信息管理平台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SNERDI）选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其工程信息管理平台，目的是希望借

助 SmartPlant Foundation 对于工厂生命周期中的各

种信息管理的功能，实现合理、有效、有序、统一的平

台化信息管理模式，达到数字化电厂的要求。

恰希玛 300MW 压水堆核电站二期工程作为 SNERDI
选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的第一个项目，

SNERDI 以他们的三维布置中心为核心团队，管理范围

涉及到的工程信息，如 P&ID 图、三维模型、施工图、

安装图、总图、材料清单、平面图、布置图、计算书、

说明书等。通过对于设备位号的管理，实现了设备与相

关图纸、文档的关联查询，以及设备在图纸上查看的自

动定位。

浙江三门 AP1000 核电站项目中，SNERDI 全面铺开

SmartPlant Foundation 应用，将其作为项目信息管理

的平台，覆盖各个专业，用于工程数据的统一管理，形

成公司级的工程信息管理平台，提高信息查询、访问和

交互的效率。

6.10 SEI -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信息管理平台和集成设计平台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隶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是集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技术咨询、设计、

设备采购、施工管理和监理、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服务、

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际型工程公司。业务以石油炼制、

石油化工、天然气、储运、环境工程等领域的工程设计

为主体，集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服务、工程咨询、采购、

工程监理、环境与安全评价为一体。SEI 是中国最大的

工程公司之一，在全国勘查设计企业营业收入排名中多

年名列前茅。 SEI 从 1994 年起成为海克斯康的用户。

继在茂名 PP 项目（茂名炼化公司 30 万吨 / 年聚丙烯

装置）中应用 Smart 3D，并对集成进行初步尝试后，

从 2008 年 8 月开始，SmartPlant Enterprise 软件在

SEI 的中原 OCC 项目（中原 C4 烯烃催化裂解装置）中

开始了集成化应用试点。

中原 OCC 项目涉及工艺、配管、结构、容器、机泵、

仪表、电气、水道等几乎所有工程设计专业，该项目

以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为集成平台，集成 Smart 
P&ID、Smart Instrumentation、Smart 3D等设计软件。

P&ID 的 工 艺 数 据 同 时 可 以 通 过 SmartPlant 
Foundation 传递到 Smart 3D 软件中，管道设计时直

接点选 P&ID 管线读取管线数据指导和用于配管设计，

点选 P&ID 上的阀门等元件直接关联到 Smart 3D 材料

数据库选用材料。

随后 SEI 将 SmartPlant Enterprise 集成设计系统应用

在中海炼化二期裂解汽油加氢项目上，同时将文档管理、

工作流程、资料分发以及进度统计等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 功能的模块应用在该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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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 将以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为基础软件平台，逐

步建立 SEI 的工程设计软件集成平台、工程设计协同工

作平台、工程数据库平台和工厂数据仓库平台。

• 设计专业软件集成平台

– 利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数据管理、文档

管理和工作流管理三大功能，以及适配器技术，通

过发布和接收文档和数据，实现应用软件的集成，

通过软件集成，实现各专业软件之间数据的自动传

递，取代目前手工数据输入与传递方式，减少数据

冗余，提高数据的共享性、一致性、正确性和安全性。

– 双向集成的应用软件，不仅可以发布数据和文

档，同时也可以接受其它应用软件发布的数据和文

档。单向集成的应用软件可以将文档和数据发布到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供其他专业（软件）分

享，也可直接调用 / 接受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的数据和文件。

– 对于手工生成的文档与数据，同样提供装

入 SmartPlant Foundation 的 手 段， 并 可 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定制输入界面，以便统

一平台和操作手段。

• 工程数据库管理平台

–各专业应用软件自用的数据由应用软件自行管理；

应用软件之间需要共享和交换的数据，由产生该数

据的软件直接发布到集成平台的数据库中，对各专

业需公用的数据与信息，在集成平台上进行统一的

管理和处理（如设计标准、部分互提资料等）并发布，

供其它软件 / 专业共享和调用。这样，将多专业

/ 多应用工具之间共享的数据存放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库中，使共享数据得到妥善的管

理。

– 通过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将工程数据集中管理，

构成了工程数据库。可实现有效的版本控制，保证

各种设计数据和文件的可追溯性。

– 对进入系统的数据进行有效性检验，减少数据错

误。可利用集成平台上集中的数据，定制报表，在

集成平台实现目前大量的制表工作。

• 协同工作平台

– 通过分析与优化现有工作程序（特别是专业之间

数据和信息的交换流程），对其进行规范化、标准

化和尽量的自动化。使用“工作流”技术，基于集

成平台定制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与流程，通过在集成

平台上发布与交换信息（数据和文件），对设计信

息的过程跟踪与管理，实现设计专业之间信息的共

享与传递，实现各设计专业间的资料互提，实现协

同工作。

– 对设计变更进行管理，保证上下游专业数据与信息

的一致性和不可抵赖性。

• 工厂信息资产管理平台

– 在工厂建设的前期，也就是策划、设计、采购、

施工等过程中，在 SmartPlant Foundation 平台上

进行信息（数据、文件、模型等）的发布和交换，

通过有序管理的各种设计文档、互相关联的设计数

据、三维工厂模型等各种内容描述工厂，逐步建立

工厂的数字模型。

– 该模型不仅能够给设计、管理人员提供方便，通

过有效的数字和智能交付，也将方便地延伸到工厂

的运维阶段，将为工厂运维管理提供工厂数据仓库

和工厂信息资产管理平台，实现工厂生命周期信息

管理，为业主带来更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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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180 万吨 / 年煤制乙二醇及

120 万吨 / 年煤炭低温热解工程

数字化交付平台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属陕

煤集团全资子公司，负责陕煤集

团“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

示范项目”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该项目是陕煤集团立足陕北的

资源优势，从将陕北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陕北能源

化工基地产业升级出发，谋划建

设的特大型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项目。同时也是陕西省“十三·五”

重点项目和陕煤集团“十三·五”、

“十四·五”重点支持建设的项目。

项目建设于榆林市榆神工业区

清水工业园，总占地面积约 13

平方公里，估算投资 1262 亿元，

年转化煤炭约 2400 多万吨。项

目主要通过煤热解、气化等系列

深加工技术的系统集成，生产包

括聚烯烃、聚酯、聚碳、聚苯乙

烯、丙烯酸酯等在内的各类产品

590 万吨 / 年。

当前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战

略，两化融合的发展实现由“金字塔型”到“纺锤型”的升级，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进展。为规范化工企业的数字化工厂建设，国

家住建部 2018 年 9 月颁发了《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

为实现工厂的智能运营，榆林化学基于数字化交付实现工厂资产的数

字化管理，建立工程数据与运营数据的结构化关联。依据自身的特点

和发展需要，榆林化学选择海克斯康的 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 为公司级主数据平台来统一工程编码，进行材料编码及建库。同

时建立符合企业要求的统一数字化交付标准，包括 3D 模型、P&ID 图

纸以及仪表规格书等交付规定。设计阶段采用智能 P&ID 设计、智能

仪表设计、智能 3D 设计及 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字化交付平台，

实现全专业数字化交付。

统一的数字化交付平台将设计、采购、施工全过程工程信息进行整合，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实现数据共享，为运行维护提供所需的信息数据。

在数字化交付实施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数字化交付管理人员，为数字化

交付运维奠定了基础。

• 项目成果：

- 通过此项目获得完整的设计种子库及数字化交付规定；

- 总体院与设计院协同的形式保证了项目的执行标准；

- 拥有项目主材料数据库将使将来的工厂维护受益；

- 形成数据完整的工厂数字资产平台。

• 平台应用及收益：

- 榆林化学数字化交付平台具有专业客户端、轻量级网页端及手机

移动端不同访问形式，满足不同角色用户的使用需求。根据业务

需求定制了导航目录树，可查询装置区域的设备信息，同时浏览

二维图纸和与之对应的模型文件，实现智能文档交付。在交付文

档中包含直接扫描上载的非智能文档，实现文件关键字检索，大

大提升工作效率。

- 数字化交付实现了数字工厂与物理工厂的同步建设，在建造阶段

施工人员基于模型与施工图纸对现场施工质量进行把控，极大的

减少了管道碰撞，降低变更次数，提高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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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阿凡达”功能实现员工厂区漫游，熟悉厂区设备布置，了解产品分布等内容。

- 在生产准备阶段，技术人员结合模型交付文件，对主要工艺流程编制了一系列可视化的工艺流程模拟和

部分装置的应急演练方案。使得员工进行实际方案操作前，进行操作模拟训练，增加员工操作的熟练度，

确保员工的自身安全。

HEXAGON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