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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PPM提供面向流程工业、海事和基础设施的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业务领

域覆盖工程设计、采购、预制、建造、完工调试及设施运维全过程，以丰富的产品

组合和先进的技术理念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持之以恒的解决方案及服务。

在ARC咨询集团发布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工程设计工具全球市场前景分析》中，海

克斯康连续十余年被评为世界第一的工业一体化工程设计解决方案供应商。

秉承积极进取、合作共赢的态度，海克斯康将不断致力于中国行业用户的数字化转

型之实践，共同成就美好未来。

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工厂与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运维都使用了海克斯康的软件和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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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化工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市场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必须要提高运营效率。通过

海克斯康的化工厂设计、建造和运维解决方案，先进公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设计和建

造工厂，借此可以缩短上市时间和实现供应链优化。化工厂业主可以完全掌控其宝贵

的信息资产，从而提高化学品的生产或加工速度。业主可以用创记录的时间建成工厂

并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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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是海克斯康在施工板块的核

心产品，Smart Construction用于施工管理的主要功能之

一就是系统集成，通过Smart Construction集成项目设计、

工程采购、施工进度、成本、质量、安全以及现场的人材

机等资源。系统集成是打通信息流通的通道，是完成Plan

（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ion（行动）

闭环控制的基础，为施工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Smart 

Construction用于施工管理的核心角色是组织施工。基于集

成数据的基础，Smart Construction通过工作包的方式将设

计、计划、材料、人机资源等数据予以整合，完成对具体施

工的各种制约条件的梳理，确保施工工作能按计划进行。施

工过程中，工人按照工作包中的具体施工工序要求展开施

工。施工完毕后，施工的实际执行情况也会以工作包为载体

进行反馈，包括实际的执行时间、人机料的消耗情况等。这

些数据构成了项目管理

层进行施工进度控制、

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

安全控制的基础。Smart 

Construction还集成了二

维图纸和三维模型，这样

不仅可以以可视化的方式

组织施工，还能将施工信

息以可视化的方式直观的

展示给决策者。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luor”）运

用先进工作包管理理念，以全项目周期的数据为支撑，采用

“以终为始”的项目管理哲学，即以施工驱动的工作流程来

执行EPFC项目，这种工作流程大大提高了施工现场的生产

力以及成本、计划等关键绩效指标的可预测能力。先进工作

包和工作面计划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项目管理和项目规划，

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和详细的施工规划。

先进工作包领先于传统的项目规划过程是通过确保Home 

Office的交付物进场时间支持现场关键施工路线的进度计

划，全盘计划从前期规划到项目移交是一个综合的流程。工

作面计划确保工作以安全的、有组织的，持续高效的方式进

行，并减轻了一线施工人员繁杂文书工作的负担。先进工作

包和工作面计划共同显著提高了施工安全、施工质量以及

生产力。为了实现先进工作包和项目信息自动化的结合，

Fluor采用了海克斯康的Smart Construction——多维可视

化工作面管理系统。

2. 系统集成

2.1 系统集成概述

施工现场管理需要随时掌握工程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并

协调解决现场的问题，部署和调整施工任务，协调各部门

的关系，使项目部成为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协调发展的团

队。信息是决策和调整的依据，施工中要做到工程进度计

划合理、材料供应有序、人力资源配备优化、施工机具配

置优化等都离不开信息沟通。为了满足施工管理对信息沟

摘 要： 在国内某大型EPC项目执行中，福陆公司使用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结合丰富的工程设计及施工管理

经验，制定了详细的安装工作包计划，实现了项目的精益管理。Fluor的集成方案是运用信息技术建立了一套全面

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以满足施工管理、设计、采购以及预制等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交互的需求，有效的支撑了项

目实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SmartPlant® Foundation；Intergraph Smart Interop 

Publisher；Intergraph Smart 3D；Intergraph Smart Review

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 在项目施工
管理中的应用

  谢旭涛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图1 施工管理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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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mart Construction 系统集成

模型中拖拽相关的模型创建安装工作

包（IWP），工作包创建完成后相应

的材料需求会同时生成。基于Smart 

Construction和材料系统的集成，工

作面计划组可以预测所需材料的到货

日期、到货状态。如果材料状态显示

为到货，工作面计划组根据IWP的计

划安装日期在Smart Construction预

订材料，该订单经材料计划员确认

后，材料管理系统会自动在仓库管理

模块生成材料领料单，施工班组凭此

单到仓库定额领料。这种根据安装计

划提前预测材料状态、根据现场实际

安装条件预订材料的方式为施工管理

部门协调材料到场日期和精确调整安

装计划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2.4 Smart Construction 与文档管

理系统的集成

通过配置S m a r t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SmartPlant Foundation的Web服务

器实现Smart Construction与文档管

理系统的集成。设计工程师根据设计

进度发放施工图到文档系统，Smart 

Construction调用文档系统的资源，

在Smart Construction界面通过查找

关键字搜索到所需的文件，选择目标

文件添加到相应的IWP，做为安装工

作包的施工图。工作面计划组根据安

装计划把施工图添加到工作包。在集

成环境中，工作面计划组可以及时了

解施工图发放状态，提前协调设计部

门的发图顺序，减少因施工图纸提供

不及时对项目进度计划的影响。

通的需求，Smart Construction基于

SmartPlant Foundation集成了Smart 

3D、Smart Interop Publisher、材料

控制系统、项目控制信息、文档管理

系统、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系统，集成

后各系统之间彼此协调工作，达到数

据集成整体优化的目的，满足了施工

现场对资源调度和资源计划的需要。

2.2 Smart Construction 与Smart 

3D的集成

在集成系统中，Smart Construction 

接收Smart 3D设计模型，包括桩基、

主体结构、地下管道系统、道路、设

备、管道、电气设备、电缆桥架、仪

表、仪表控制柜、照明系统、通讯

系统等，充分还原了实际工厂的资

产。这些模型按照WBS等任务分解

结构有层次有条理的统一部署，按照

Fluor的数据标准输入必要的属性，为

Smart Construction创建安装工作包

计划（IWP）提供准确可靠的模型和

数据。另外，结构模型用钢结构详细

设计软件TEKLA实现模型的进一步深

化设计，包含了完整的钢构件编号、

节点板编号、螺栓等信息，并通过

Smart Interop Publisher发布到Smart 

Construction。工作面计划组基于模

型创建安装工作包，为钢结构安装提

供必要的依据。

2.3 Smart Construction与材料管

理系统的集成

采用Fluor自主开发的材料管理系统

以及完整的材料编码和项目前期制定

的材料规划，材料数据库能提供完整

的材料采购信息、分配计划、到场计

划以及实时的入库、出库、库存记

录等。这些基础数据为

材料管理系统和Smart 

Construction 集成打下

坚实的基础，为施工班

组根据安装工作包定额

领料保驾护航。在集成

系统中，工作面计划组

从带有材料编码的三维

图3 发布到Smart Construction 的

TEKLA模型

图4 Smart Construction 与文档管理系统的集成效果

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 在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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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三维可视化

三维模型是安装工作包计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在设计阶段按

照Fluor的数据标准，已经为Smart 3D三维模型添加了在智

能施工中必要的属性，在Smart Construction 编制IWP时又

赋予模型施工计划、材料需求计划、实际施工状态等属性。

将这些属性集成到Smart Review，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智

能模型，使用该模型能够显示多专业施工计划的工作面关

系，比较计划进度和实际进度，显示材料到货计划、到货状

态、库存状态和工作包完工状态等。在Smart Construction集

成环境中，多专业三维模型加上进度计划，可以实现在空间

和时间范围内动画显示不同施工班组的工作顺序和工作面关

系。项目进度以工作包的形式体现，通过四维可视化模型帮

助项目管理组更加直观全面的掌控项目全局信息，为决策提

供依据，从而进一步优化项目管理和施工过程管理。

图5 集成环境中的三维可视化

3. 安装工作包计划（IWP）的编制

安装工作包是一个施工班组在一定时期内需要执行的单一专

业的一部分工作。按计划提前编制并及时向现场施工班组下

发无限制条件的安装工作包计划，是执行工作面计划的核心

工作。限制条件是对决策方案的各项约束，是决策方案中的

变量。安装工作包的限制条件是指任何会对IWP工作现场的

启动产生阻碍的情况，主要包括图纸未发给承包商、设计变

更、设计待定项、材料未到位、供应商变更、前置工作未完

成、各工作面之间进度计划的依赖性、人力资源不到位、没

有许可证、脚手架未搭设、安全和测量工作未完成、施工机

具不到位等。工作面计划组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才

能向现场发布安装工作包。计划员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应

对多个相关方，在开工前清除安装工作包的限制条件。

技术和创新极大的提高了大量信息的管理能力。在Fluor的

集成环境中，Smart Construction 集成工程设计、采购和预

制数据，以实现交互式工作包计划。计划员只要把三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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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图纸和注册组件拖放到工作包中，就能界定安装工

作包的范围。简单的拖放动作触发强大的自动化功能，通

过拖放模型组件生成材料需求，实现材料代码自动关联材

料管理系统，并通过Smart Construction预测工作包所需

材料的到货状态。自动化团队已经为智能模型中的每个组

件匹配了标准工时和工序-ROP（Rule of Progress），组件

拖放到工作包后Smart construction 会自动运算，将工时

显示在每个组件的工时列内，并将所有工时汇总成为整个

工作包的计划工时。

在编制安装工作包时，计划员根据项目进度计划为工作包添

加计划开工时间和计划完工时间，Smart Construction根据

计划工时和计划进度核算班组规模。在工作包实施阶段，计

划员根据现场反馈输入实际开工时间和实际完工时间，这些

进度计划以横道图的形式在软件进度模块中全局显示，便于

比较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直观显示不同专业的计划依附关

系。在资源管理窗口，计划员根据需求为工作包添加施工机

具台班计划，对于整个项目而言，所有的机具可以根据日期

和需求数量进行统计和整理，形成一份项目阶段性的需求柱

状图，有利于设施管理部门进行相应的计划和管理。所有限

制条件的清除和资源的规划都在安装工作包编制过程中集中

管理，最后形成物资申请单和安装作业指导书，按照安装工

作包的发放流程和执行规定发到现场。

4. 小结

Fluor使用Smart Construction遵循先进工作包原则，通过

标准化的安装工作包将人机料法环等数据予以整合，提前

消除影响施工的各种制约因素，确保项目能按制定的计划

实施。

参考文献：

海克斯康PPM多维可视化施工管理系统

关于美国福陆公司

美国福陆公司始创于1912年，是世界最大的主

要从事咨询、工程、建筑等其他多种服务的公有

公司之一。福陆公司目前在六大洲25个国家拥有

50000名雇员，为不同的客户在国际商务中提供

个性化服务。它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程、维修公

司之一，同时也经营其他相关业务，在全球范围

内为各个领域的客户服务，服务范围包括石油、

天然气业，化工、石化业、贸易、政府服务、生

物科学、制造业、微电子业、采矿业、能源业、

通信及交通业。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的“世

界声誉最好的企业”栏目将福陆公司评为世界第

一的工程、建筑公司。

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 在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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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克斯康的Intergraph Smart 3D三维工程设计软件，已逐

步成为石化工程设计领域的主流三维设计工具之一。凡是

使用过Smart 3D软件进行了实际工程设计的人多少都有体

会，在一个具体的化工项目管道专业工程设计周期中，一定

会面临着多次的管道等级文件内容的修改和更新。

而Smart 3D软件里搭建的三维模型材料，又是基于这些管

道等级所对应的后台数据规则所驱动。虽然Smart 3D也提

供了诸如Synchronize（同步）等工具，理论上可以对已搭

建的Smart 3D模型按照Catalog中的管道等级的最新内容进

行同步和更新。然而往往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由于种种原

因（譬如管道等级更新过程有疏漏、建模人员忘记执行同步

更新操作、模型损坏、软件Bug等等），总会有部分三维模

型的材料编码或着材料属性，并没有按照最新的管道等级文

件里的对应内容更新成功，最终导致材料采买的错误。

那么有没有什么更直观的方法，可以直接将Smart 3D软件

里，三维模型中报出的管道材料编码（Commodity Code

码，简称CC码）及相关属性，同最新版Smart Reference 

Data管道等级中的数据，进行校验比对，以保证二者材料

数据的一致性，避免最终的料单中出现同最新管道等级中不

一致的材料呢？

2. Intergraph Smart 3D中管道材料报告

一般而言，一份管道材料报告中，会罗列出管道部件材料所

在的管线号、管道等级、尺寸规格、壁厚信息、材料编码以

及材料描述和数量等信息。下图以华陆公司一个Smart 3D

项目中的管件材料报告部分内容的截图为例：

3. 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输出的管道

等级PCF文件

从Smart Reference Data输出的管道等级文件里，Piping 

Commodity Filter可以算做最为核心的一个文件（其中

Gasket Selection Filter和Bolt Selection Filter文件类似，

只是分别对应于垫片和螺栓的内容，它们和PCF文件可以视

作同一类文件）。在PCF这个文件中，包含了一个管道等级

所需要的大多数主要信息，其中管道元件的尺寸规格、壁

厚信息、材料编码等信息，又恰恰同Smart 3D中的管道材

料报告里的相关信息相对应。

下面以一个Smart 3D的管道等级的Piping Commodity 

Filter文件截图为例：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使用海克斯康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建立的三维模型，在抽提管道材料报告后，将三维模

型中报出的管道材料，同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输出的最新版管道等级，进行数据一致性校验，以保

证材料的正确性，避免料单中出现错误。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

Intergraph Smart® 3D材料报告同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管道等级的一致性校验研究

  陈晓川1，余萌韡2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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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Excel表所示，黄色高亮列，就分别对应管道元件的

管道等级名称、尺寸规格起止范围、材料编码和壁厚信息。

4. 管道材料编码（Commodity Code码）及校验

机理

管道材料编码（CC码），是管道元件（Piping Part）的核

心元素。一个管道元件对应的管道材料编码里，包含了该

管道元件诸如材料、标准、端部形式、压力磅级等等几乎

所有的材料属性。管道材料编码（CC码）+ 规格尺寸（公

称直径）+ 壁厚信息（如果有），这三项内容合并，则构成

了该管道元件材料的唯一性，对应于该管道元件的唯一码

（Ident Code），成为后期材料采购、施工管理的唯一标识

符号。

打个形象的比喻，管道元件材料的唯一码（Ident Code），

它就类似于人类社会中个体的身份证号码，标识了这个人在

社会生活中的唯一性。

所以，管道材料等级的Piping Commodity Filter文件里，管

道材料编码（CC码）+ 规格尺寸（公称直径）+ 壁厚信息

（如果有），就可以作为一把衡量材料描述是否准确的标

尺，以此来对Smart 3D中做出的管道材料报告里的对应数

据，进行正确性的比对和校验。

5. 材料校验比对流程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拥有丰富总承包管理

经验的工程公司，多年来为了确保采购阶段精细化的工程管

理，自主开发了华陆的材料采购管理平台（HLMS）。

目前针对工程中出现的Smart 3D管道材料报告与管道等级

数据是否一致的判断，就是依托这个HLMS材料管理平台，

在导入Smart 3D材料报告料单时，由程序自动地进行料单

数据同管道等级数据的校验比对。

主要的工作流程如下：

1）将Smart Reference Data输出的Smart 3D等级文件

（Piping Commodity Filter、Gasket Selection Filter、Bolt 

Selection Filter以及Piping Commodity Material Control 

Data文件）先导入HLMS材料管理平台，形成料单校验的等

级文件基准（如下图所示）；

2）从Smart 3D模型中提取管道材料报告，并包含管线号及

管道等级信息；

3）将用户的料单报告导入HLMS平台，在此过程中，程序根

据校验原则，自动进行料单与等级中管道元件的比对校验；

校验原则：判断Smart 3D管道材料报告中，管道元件的

“管道材料编码（CC码）+ 规格尺寸（公称直径）+ 壁厚信

息（如果有）”内容，是否同HLMS平台里对应的等级下，

这三项内容相一致。如果不一致时，弹出错误信息，不允许

导入（并同时报出具体的错误数据内容，供用户核查）。

6. 料单导入及校验效果演示

Smart 3D管道材料报告，在HLMS平台的料单导入界面详见

下图：

当校验过程中一旦发现模型报告数

据同等级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系统

会提示出错。同时错误信息中会具

体罗列出错误材料所在的管线号、

管道等级名称以及CC码 + 规格尺寸

（公称直径）+ 壁厚信息，方便用

户查对（如下图示例）：

Intergraph Smart® 3D材料报告同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管道等级的一致性校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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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面这个截图中的错误信息为例进行分析，我们可

以看到，这条错误指的是A A 1 B的管道等级，公称直

径为D N 1 0 0的 1个9 0度弯头材料，其对应的C C码为

BE9LAFAABEAWAASMLS，壁厚为S-30。

在对应的Smart 3D材料报告里，也同样是这个信息（详见

下图所示）：

然而我们在HLMS平台，查看相应的AA1B等级数据，却发

现这个等级里90度弯头的CC码信息虽然同报告里相吻合，

壁厚却是S-40（如下图所示）：

此时两个数据虽然公称直径和CC码都相同，但是壁厚不一

致，系统判断材料数据不一致，会自动阻止料单的导入。直

至设计人员修改更新完Smart 3D模型数据，重新抽提的材

料报告数据内容，同管道等级数据内容完全一致时，料单才

会被允许导入HLMS材料管理系统。

在我们众多Smart 3D项目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这个Smart 

3D材料报告同Smart Reference Data管道等级的一致性校

验比对功能，很好地帮助设计人员排查出不少材料上的不一

致性错误。

尤其对于那种，支管被错误直接连接到不同等级的主管上此

类建模错误案例，在这种材料比对的机理下，很多不一致的

支管连接件材料，都被及时地通过软件自动地筛查出来。当

然，对于管道材料编码（Commodity Code码）的不一致，

也同样可以被轻易甄别出来。

7. 其它

垫片和螺栓，在Smart 3D中都属于隐含材料。当遇到Smart 

3D模型中有管道等级分界的情况时，由于两个等级的模型搭

建顺序不能确定，可能会导致从Smart 3D报出的垫片或螺栓

的材料报告，其对应的管道等级名称不一定归属于哪一个。

于是我们在程序上也做了一个简化处理：即同时报出垫片或

螺栓材料等级分界两侧的等级，两个管道等级里垫片或螺栓

的CC码，只要有一个同模型数据相吻合，就认为该材料同

管道等级数据一致。

8. 小结

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发展，传统的工程设计领域也大多在

进行着传统业务的转型，慢慢从纯粹的工程设计向EPC总承

包等模式转变。而设计产品与材料统计的准确性，显然对后

期的EPC总承包管理的影响非常大。

如何不断加深对先进设计、管理软件后台数据关系的理解，

减少人工参与，提高效率，提高设计准确性，将是我们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精力投放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Piping 3D Symbols Reference》

[2] 《Piping Reference Data Guide》

关于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

的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点骨

干混合所有制企业。是集投融资、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工程设计、采购施工、项目管理、开车

指导、运行维护、特色实业等业务于一体、具有

工程全过程总承包能力的国际型工程公司和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

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工程监理等甲级资质。

华陆科技一直致力于工程建设全过程服务，技术

力量和工程实力雄厚，在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

化工、精细化工、材料能源、基础设施等业务领

域硕果累累，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进步作出了突

出贡献。先后承担了大中型工程总承包项目及大

中型工程设计项目2800余项；在技术转化、工程

放大和数字化交付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累计自主开发新工艺、新技术100多项，开发化工

新产品200多种，拥有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300余

项，多次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先后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3项及其它国家和省部级奖励35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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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定制Query Label与WBS Group Name Rule

WBS Group Name Rule 海克斯康已经在Example Code中提

供，我们只需根据项目要求稍加修改即可，这里我们希望

WBS Group的Name就是Query Label所构成的名字，所以

只需将程序中的seqID去掉并重新编译注册。

通过Query Label来进行Pipe Parts的重新分组并使生成的

WBS Group Name为将来ISO图的图号，为了实现单图单

号，这个Label必须包含Isometric Sheet Number属性。

修改自带的WBS Iso Grouping Query – Fabrication，这里

最好是用这个Label名，不然在执行Group时软件会弹出警

告，Label内容见图1。

摘 要： 我们知道在Intergraph Smart 3D中通过Pipeline出Iso图，往往会出现一个图号对应多张Sheet的情况，在施工阶

段因为管道的设计变更而重新抽取Iso图会造成图纸内容与上一版图纸不对应的情况，同样对于管材的管理也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ISO图单个图号只对应单张Sheet会大大减少施工过程中因管道设计变更而带来的问题。本文介绍

如何通过Smart 3D WBS出图来实现ISO图单图单号以及如何通过二次开发简化管道设计人员的工作步骤，使得操

作更加简便、准确，提升效率。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3D如何实现ISO图单图单号
及相应的二次开发

  倪勇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2 Claim Objects

创建W B S层级结构，并将P i p e  P a r t s  C l a i m  到W B S 

Project，也可预先在菜单栏选择WBS Project，然后建模，

模型会自动Claim到该WBS Project。

1.3 Assign to WBS

将Pipe Parts Assign 到相应的WBS目录，这里需要手动框

选Pipe Part，然后点选Assign  to WBS命令来进行Assign。

一般我们会先建一个Area Space，范围包括需要Assign的所

有模型，然后用Clip命令单独调出这块区域的模型，然后批

量框选模型进行Assign操作。

1.4 输入Isometric Sheet Number

配管工程师根据经验手动批量选择一定数量的连续管件，

然后在Isometric Sheet Number属性中填入Sheet号。填入

同一个Sheet号的管件不能太多也不要太少，太多会导致单

线图抽出两张或更多Sheet，太少的话图面不够紧凑而浪费

图纸。

1.5 Group Pipe Parts

使用Group Pipe Parts命令使管件在WBS中重新组合。这里

选用1.1里定制的Query Label与WBS Group Name Rule。

图1 WBS Iso Grouping Query – Fabrication Label

1. Intergraph Smart 3D实现 ISO图单图单号的常规方式

Intergraph Smart® 3D如何实现ISO图单图单号及相应的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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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可以优化的步骤

（1）Assign to WBS

Assign to WBS这步操作需配管人员手动选择管件，选择过

程中容易漏选、多选、错选，操作较为麻烦。海克斯康提供

的Rule Checker工具可以自动将Smart 3D中的部件Assign

到WBS中，但是需要导入一些相应的属性。针对某些业主不

允许修改数据库结构的项目，考虑开发工具在不添加任何属

性的情况下自动Assign objects到WBS。

（2）Isometric Sheet Number的输入

手动输入Isometric Sheet Number，需用户手动选择多个

连续管件，且管件数量不能太多或太少，配管人员的工作量

非常大且很容易出错。考虑开发工具读取软件抽图后自动分

图的Sheet号，然后返写回Pipe Part，并且提供可视化的界

面，方便用户编辑修改。

2.2 自动Assign WBS工具

（1）工作原理

参考Rule Checker工作原理，将Area Space内所有部件

Assign到WBS中，这里将Rule Checker后台服务的方式改成

由设计人员自己选择Area Space并Assign的方式，不需要在

Smart 3D中添加任何属性，只需Area Space与WBS同名，

通过Area Space的Name与WBS建立关系。

（2）实现方法

采用Smart 3D的Ribbon Bar显示工具界面，通过程序建立

Volume过滤器，我们知道通过Volume过滤出的部件包含

Space Area内部以及与Space Area接触的所有部件，所以

这里需要调用Rule Checker中IsPointInVolume函数判断部

件是否在Space Area内部从而获取所有Space Area内部的

部件。再次建立过滤器获取与Space Area同名的WBS，然

后将Space内部的部件Assign至与其同名的WBS中。

（3）实际应用

确保Area Space中部件都已Claim到WBS Project，使用批

量焊缝添加工具在Area Space边界处的管子上批量添加焊

缝，此为Rule Checker的工具。启动二次开发的程序，批量

选择Area Space，点击AssigntoWBS按钮即可实现Smart 

3D部件的自动Assign。工具运行效果见图2与图3。

2. ISO图单图单号分图方式的优化与二次开发

图2 工具界面

图3 执行后的效果

2.3 Isometric Sheet Number写入工具

（1）工作原理

Smart 3D抽取单线图后会生成一个MATERIAL-SHEET-

IDENTIFICATION.txt文件，其中包括管子上所有部件的OID

和其所在的Sheet号。首先通过程序找到Iso图的MATERIAL-

SHEET-IDENTIFICATION.txt文件，通过OID获取Pipe 

Parts，其他Smart 3D部件舍去，然后将此OID对应的Sheet

号写入Pipe Part的Isometric Sheet Number属性。

（2）界面展示及功能简介

如图4所示，1显示Smart 3D Drawings and Reports的目

录信息；2显示图纸，用颜色区分图纸是否更新成功；3

显示该单线图所包含的管件与其所在的Sheet号，并显示

其Isometric Sheet Number属性。可批量选择图纸进行

Isometric Sheet Number的导入，当数据导入成功后，可通

过上方下拉列表选择sheet号，模型会高亮显示该sheet号的

管件。工具还提供了读取外部文件过滤图纸的功能与图纸的

另存功能，方便用户查找图纸并保存Sha文件，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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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工具界面

图5  过滤图纸并保存Sha文件

3. 总结

较之手动A s s i g n  W B S和手动输入 I s o m e t r i c  S h e e t 

Number，使用本文介绍的工具可减少手工操作量并大大提

高分图的准确性。

Smart 3D本身功能已经非常强大，发掘Smart 3D自带功能

并针对其一些不便利的地方进行二次开发，使其更加高效，

不但可提高项目的执行效率，更能提升公司对软件的认可

度。依托于Smart 3D丰富的API接口，二次开发在Smart 3D

全专业全项目执行阶段都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  Intergraph Smart 3D .NET Programmer’s Guide Version 

2018 (12.0)

关于美国福陆公司

美国福陆公司始创于1912年，是世界最大的主

要从事咨询、工程、建筑等其他多种服务的公有

公司之一。福陆公司目前在六大洲25个国家拥有

50000名雇员，为不同的客户在国际商务中提供

个性化服务。它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程、维修公

司之一，同时也经营其他相关业务，在全球范围

内为各个领域的客户服务，服务范围包括石油、

天然气业，化工、石化业、贸易、政府服务、生

物科学、制造业、微电子业、采矿业、能源业、

通信及交通业。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的“世

界声誉最好的企业”栏目将福陆公司评为世界第

一的工程、建筑公司。

Intergraph Smart® 3D如何实现ISO图单图单号及相应的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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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介绍

仪表件是三维工厂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常用的仪表

件有调节阀、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表、液位计、角阀等。

受项目周期及定货周期的影响，仪表件的最终数据通常在项

目后期才能收到，在设计初期，管道工程师需要预估仪表件

参数进行管道设计工作，并在收到仪表件的数据后手工在模

型中逐个完成仪表件的更新，工作量大且易出错。

针对Intergraph Smart 3D三维工厂设计软件，作者通过二

次开发，实现了仪表件批量校验及更新的需求。

2. 技术准备

在Smart 3D中，准确表示一个仪表件，需要考虑对以下内

容进行定义：

（1）符号（以下简称Symbol）

符号用来将仪表进行归类处理，将外形或者特征一致的仪表

件用统一的符号进行抽象，比如调节阀、流量计、液位计

等，在Smart 3D中分别对应了不同的Symbol。

（2）外形尺寸

在Symbol的基础上，通过定义外形尺寸属性，即可实现对

仪表件物理外形的建模。

（3）连接点（以下简称Port）参数

仪表件通常与管道连接，Port参数需要与Smart 3D数据库

匹配，才能保证模型的正确性。

在Smart 3D中，仪表件的外形尺寸、连接点的参数会直接

影响管道工程师的设计工作。本文探讨的解决方案，也是从

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利用Smart 3D的软件开发接口（以下

简称API）进行开发，实现对Smart 3D模型中仪表件的批量

校验及更新。

3. 技术难点

3.1 仪表类型的多样性

实际工厂中，仪表的种类有成百上千种，在模型中完全还原

实际仪表，建模和维护的工作量将是巨大的，应用起来会有

很大难度，这也不符合工程设计的逻辑。Symbol概念的引

入，大大降低了仪表类型数量。同时，设计统一规定和建模

统一规定对仪表件的建模方式也有明确的规定，工程设计

中，实际用到的Symbol并不是很多，这就为实现批量校验

及更新提供了可能。

3.2 供货厂商返资条件格式差异较大

要想实现批量校验及更新，仪表件返资数据的规范性是另一

个难点。不同的供货厂商，其返资方式不尽相同，为保证实

现批量更新且能适应各供货厂商，需要对返资模板进行统一

规划及定制。

3.3 返资数据与模型中的仪表件对应

批量校验及更新的实现，前提是要实现返资数据与模型的点

摘 要： 三维工厂设计过程中，仪表件三维模型的更新通常需要占用较多的时间，仪表件三维模型的准确程度直接影响现

场施工的可行性。如何更加快捷、准确的对仪表件三维模型进行校验和更新，是工程设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仪表件；批量校验；批量更新；校验报告；数据模板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一种Intergraph Smart® 3D仪表件批量校验及
更新的解决方案

  张松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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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点对应，考虑到供货厂商通常以仪表位号作为唯一标识，

本解决方案采用仪表位号一致性原则。

3.4 Port参数的匹配（以下简称Mapping）

Smart 3D中描述一个Port，需要通过管径、管径单位、连

接形式、执行标准、压力等级等多个参数才可以唯一确定。

连接形式又分多个Class，各参数与执行标准有内在的对应

关系，并最终以CodeList值的方式进行储存。仪表供货厂家

并不清楚这些规则，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参数Mapping关

系来支撑程序的执行。

3.5 更新逻辑

对于仪表件校验来说，可以针对所有参数进行校验，因为并

不进行写入操作，只是对比数据的一致性。而对于更新来

说，不能粗放的将所有数据写入模型，某些情况直接更新将

导致模型发生损坏，如仪表件前后直管段不足时或仪表管径

发生变化时，这就要求在更新前对仪表件在模型中的连接状

态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可以进行更新操作。

3.6 多平台数据整合

本解决方案需要在Smart 3D、EXCEL、用户界面三个层面

对数据进行整合与互通，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也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

4. 解决方案

4.1 明确数据流转主线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结合软件的开发要求，梳理出本解

决方案的流程图，如图1：

图1 仪表件批量校验及更新流程图

一种Intergraph Smart® 3D仪表件批量校验及更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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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定制返资条件模板

针对调节阀（两种Symbol）、流量计（三种Symbol）、压

力表、温度计、液位计、角阀，分别定制对应的数据模板，

考虑到供货厂家数据录入的规范性，对表格进行了下拉设

置，有效控制数据的格式，保证数据提取的正确性。如图2：

图2 仪表调节阀数据模板示例

4.3 定制参数Mapping规则

根据Smart 3D的Port属性及CodeList要求，匹配数据表格的

录入参数，分别对端部连接形式、执行标准、压力等级建立

各参数Mapping对应关系表，如图3，为批量更新奠定基础。

图3 端部连接形式Mapping示例

Mapping表格在本解决方案中起到配置文件的作用，好处

在于可以应对各工程公司在Smart 3D数据库定制层面的差

异，在不修改程序代码的基础上，仅需要调整Mapping文

件，即可实现解决方案的快速部署和拓展。

4.4 定制更新规则

通过API进行二次开发，基于位号一致的原则，将数据文件

和模型中位号一致的仪表件参数提取到用户界面，并通过程

序的逻辑判断完成校验工作。

在完成校验后，从管径、端部形式、执行标准、压力等级、

面到面尺寸、执行机构直径、执行机构高度、前后直管段长

度、Symbol是否一致等10个维度定制更新规则，通过各维

度数据的匹配度，筛选出可进行更新操作的仪表件，并在用

户界面以不同的颜色进行标识，以调节阀（膜头式）为例，

如图4：

图4 调节阀（膜头式）更新规则

对于满足更新规则的仪表件，将在下一步的更新操作中批量

完成数据的更新。考虑到更新过程中可能由于等级不全或其

它不可预见的错误导致更新失败，程序将记录所有更新失败

的仪表件位号，输出到校验报告中，方便设计人员查阅。对

于不满足更新规则的仪表件，也会将仪表件位号记录在校验

报告中。

更新过程一键完成，无需用户干预。

更新完成后，重新从模型中提取修改后的数据，再次与数据

表格进行比对，并更新校验状态，以可视化的界面显示更新

的结果。同时，为了方便设计人员更快捷的查阅，对每个位

号的仪表件设置了跳转功能，通过用户界面的位号，即可迅

速跳转到模型的对应位置。

4.5 校验报告

校验报告用于输出不满足更新规则的仪表件和在更新过程出

现问题的仪表件，并将错误原因记录在文档中，作为后续检

查的依据。

5. 工程应用

Smart 3D仪表件批量校核及更新的解决方案在多个项目中

进行了推广应用，以一个中等规模的装置为例，仪表数量约

400个。在开发前，完成所有仪表的校验及更新，需要一个

设计人员花费3个有效工作日（约24个人工时）。开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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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分钟内，可以完成超过95%以上的校验，超过70%仪

表模型的更新。考虑其它不可控因素，对于仪表件更新这项

工作来说，综合效率提升超过90%。

6. 拓展

工程设计过程中，还有很多环节是基于外部数据或外部文件

的，如管道特殊件、定型设备等，如何能从这些文件中解析

出所需的数据并高效利用，将会大幅提高三维设计的效率和

质量。跨专业数据的流转，跨平台数据的互通，跨系统数据

的集成，都将大幅提升工程设计的质量和效率。

7. 结语

Smart 3D仪表件批量校验及更新的解决方案从数据源头、

更新前判断、过程校验及更新、更新后处理等多个环节系统

性解决了在三维工厂设计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升了模型的

质量，提高了模型更新的效率，为设计人员释放了更多的时

间来优化设计方案。

当然，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有以下

几项：

 ·  当模型中的Symbol与订货资料的仪表形式不一致时，对

于Symbol替换的处理逻辑。

 ·  当模型中或订货资料中存在位号重复或位号填写不规范

时的处理逻辑。

 ·  当数据量较大时，程序效率的优化及其它不可预见的异

常处理逻辑。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步改变传统的设计模式，以更加便

捷和高效的方式为工厂设计提供支撑。专业数据、工程经

验、标准规范、设计原则的数字化转型，将有效降低人力成

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于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

的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点骨

干混合所有制企业。是集投融资、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工程设计、采购施工、项目管理、开车

指导、运行维护、特色实业等业务于一体、具有

工程全过程总承包能力的国际型工程公司和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

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工程监理等甲级资质。

华陆科技一直致力于工程建设全过程服务，技术

力量和工程实力雄厚，在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

化工、精细化工、材料能源、基础设施等业务领

域硕果累累，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进步作出了突

出贡献。先后承担了大中型工程总承包项目及大

中型工程设计项目2800余项；在技术转化、工程

放大和数字化交付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累计自主开发新工艺、新技术100多项，开发化工

新产品200多种，拥有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300余

项，多次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先后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3项及其它国家和省部级奖励350余项。

一种Intergraph Smart® 3D仪表件批量校验及更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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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ergraph Smart 3D智能三维布置系统

Smart 3D作为海克斯康SmartPlant® Enterprise系列产品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提供流程工厂设计所需要的几乎所有三

维设计功能。它以数据为核心技术，强大的规则和关系型

架构、定制的自动化功能和多专业模型复用方法使得Smart 

3D能够执行更大、更复杂的项目，实现集成设计和过程管

理。Smart 3D以SQL Server或Oracle为项目数据平台，所有

的模型数据都以对象的形式存放在项目数据库中，在充分利

用数据库强大功能的同时，保证了数据格式的通用性。

采用智能三维设计软件Smart 3D进行模型设计，不但能提

高工程设计效率，而且能够保证设计质量，加快了工程建设

速度，多专业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协同设计，做到专业间数

据集成，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因此Smart 3D软件已成为石

油、化工、造船行业主流的三维设计软件。

2. 用户痛点描述

在管道三维设计过程中，设计人经常要根据设计条件的变更

对已建模的管线布置进行调整，有时需要对管系中局部对象

进行移动，例如：将图2-1所示的阀组的布置整体往东移动

300mm距离。又或者如图2-2所示将装置内管廊某根管道向

南移动150mm。

图2-1

图2-2

这种类似的修改或移动在三维设计过程中出现的较为频繁。

凡是有PDS应用经验的设计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在PDS中

有一个MovePipeRun的功能，可以一键实现上述模型的修

改需求。然而，想要在Smart 3D软件中实现这一操作，却

摘 要： Intergraph Smart 3D是海克斯康新一代工业智能三维协同设计软件，与上一代产品PDS相比，无论设计理念还是

操作便捷方面都是革命性的超越。但PDS中有部分很好的三维设计功能，却没能在Smart 3D中得到保留或拓展。

例如PDS软件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模型修改功能叫MovePipeRun，用于管道模型局部或整体的拖拽和平移，而目前

Smart 3D还没有这个功能，或者说这个功能被弱化了，导致此类修改操作繁琐，容易出错。本文将为大家详述一

种基于.NET二次开发的方式在Smart 3D中实现类似于PDS软件的MovePipeRun功能。

关键词：Intergraph Smart 3D；智能移动；MovePipeRun；递归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通过二次开发实现Intergraph Smart® 3D管道
模型智能移动

  刘晓辉1，余萌韡2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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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令人唏嘘的难事。

Smart 3D软件中所有管道对象之间都存在关联关系，管系

在调整过程中，不仅主管系自身要发生移动，根据其移动的

方向，所连接的支管部分部件也要跟随其发生移动。如果

对象选择不慎，局部的移动可能会导致相关管线的倾斜或错

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使用软件提供的默认方式进行移

动时，用户不仅要选中主管系的相关部件（Feature），根

据移动方向不同，分支管道的相关部件（Feature）也需要

一并选中，才可能实现用户希望达到的移动效果，而这些部

件的选取过程只能通过手动选择来完成，Smart 3D虽然提

供了便捷的对象框选功能，但化工装置中往往空间受限，一

个空间里存在多个管系的部件，这时如果使用框选功能就很

容易框选到其它非必要的部件，或者没框选到需要的部件，

需要二次去逐个手工点击选择相关的部件，这一过程极其繁

琐，且容易出现遗漏。

鉴于此，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在Smart 3D中通过二次开发实

现类似PDS中MovePipeRun的功能：即根据模型修改的规

则，让软件智能选取到需要移动的所有管道部件，并按照设

计人设定的方向和距离实现模型移动。下文将详细介绍我们

的这次探索之旅。

3. MovePipeRun功能实现

3.1 逻辑初步构思

以图3-1为例，假设我们要对某段管系偏移一个向量 的

距离，那么这个管系在向量 法平面α内所有的特征部件

Feature应该通过一定的关系被找到并选中。我们可以让用

户在所要移动的方向上

任意选中一个直管段，

然后根据用户输入的移

动方向，程序根据内部

设置的规则智能选择整

个管系中需要移动的特

征部件，再根据用户输

入的偏移距离，自动进

行整体移动。

图3-2

3.2 难点分析

首先，装置内管线走向变化多端，且可能存在复杂的多分支

管线，我们如何去构思一个严谨的逻辑，使程序可以去自动

且精确的选中所有需要移动的部件，如果直接对管系α平面

内所有的特征部件都移动，单靠每个部件的位置属性去判断

其是否移动，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管廊上含有π弯的管道

不适用这种情况。

图3-3

Smart 3D有强大的关系型数据库结构做支撑，一定范围内

的对象我们都可以通过关系去一级一级的找到它们。经过多

次分析研究，我们决定从选中部件出发，通过关系逐个递推

式查找管系中的每一个部件，并根据条件去判断其是否需要

被移动。

3.3 关于程序界面设计

为了最大程度方便用户快捷修改，我们对程序界面也做了最

图3-1

通过二次开发实现Intergraph Smart® 3D管道模型智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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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处理，用户只需要输

入一个偏移距离，然后再点

击相关的方向按钮，即可完

成操作。命令执行过程中只

执行一次Commit操作，如

果命令执行完没有达到用户

预期的效果，可以直接执行

Undo命令，撤销本次操作。

3.4 程序具体逻辑图 

图3-5

上述逻辑的核心在于遍历所有特征部件的一个递归函数，

实际项目中主管系可能连接了多个分支管道，其数量和连

接形式不定，要想遍历完整个管系的每一个部件，仅靠一

般的循环遍历无法完成，递归函数可以在此处巧妙的解决

这个问题。

通过图3-5的逻辑我们可以利用程序快速的查找到管系

中需要移动的特征部件，并使用ClientServiceProvider.

SelectSet.SelectedObjects.Add()命令选中这些对象。然后

图3-4

对选中对象进行遍历偏移，修改每个特征部件的位置属性，

即可在Smart 3D中实现MovePipeRun的功能。

递归函数部分代码：

图3-6

效果展示：

图3-7

图3-8

3.5 程序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关于PipeStraightFeature的移动

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管系中的PipeStraightFeature

不能去直接改变其Location属性，PipeStraightFeature属

于非特征部件，我们只需移动其它的特征部件Feature，

PipeStraightFeature的位置会跟随一起移动。

（2）关于管系中存在偏心大小头的情况

假如管系中存在偏心大小头，且偏心方向垂直于我们要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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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由于偏心大小头两端的Position.Z（假设是向上或向

下偏移）属性不一致，会导致递归函数在查找到此处中断查

找，而在此处我们是需要继续向下查找的。

解决办法：在递归函数中加入一个简单的判断，遍历过程中

如果Part的名字中包含"Eccentric"字符，则认为此处是一个

偏心大小头，继续向下查找，并更新相关的参考坐标数值。

（3）关于管系中存在EndFeature的情况

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移动过程中如果移动部件的某一端存

在EndFeature，我们需要将EndFeature一并选中，如果不

选择管系EndFeature，移动后EndFeature端的位置不会移

动，从而导致管段发生倾斜。我们可以通过写一个简单的

GetEndFeature（）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每次遍历管系部

件的过程中将其带入GetEndFeature（）函数来判断其是否

连接了EndFeature，如果连接，则将此EndFeature一并添

加到选中对象集合中。

4. 总结

MovePipeRun功能目前已在我公司多个项目中使用，受到

了设计人员一致好评，用户原本需要两到三分钟完成的事

情，现在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有效提高了设计人员的

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并提升了用户的软件使用体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Smart 3D软件是一款优秀的工

业智能三维设计软件，软件架构非常严谨，预留了大量可供

二次开发的接口，且支持多语言的开发环境。工程公司在使

用过程中如何利用好这个开放的平台，根据自己公司需求去

定制开发需要的功能，帮助设计人员提高设计效率，还需要

更多专业工程师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深入钻研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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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次开发实现Intergraph Smart® 3D管道模型智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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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我国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的开启，数字化的

基因正在各个行业蔓延开来，数字化交付已经逐渐成为石油

化工行业工程建设招标的基本要求。交付深度如何？交付进

度如何保证？这些伴随新业务产生的新问题，已成为了当下

工程公司最为关注的热点。作者通过数字化交付项目执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难点和痛点，探讨更好的数字化交付进度

控制管理方案。

2. 数字化交付运行模式

2.1 交付模式

以设计项目交付为例，目前常见的交付模式分为两种，一种

为渐进式交付，即工程师在智能软件中开展集成设计工作，

根据设计深度，依次在交付平台完成多阶段交付，这是一种

理想的交付模式，以正向设计的思路来规划部署，最终实现

数据关联与质量校验的目标；另一种为竣工后一次性交付，

即先开展工程设计，待各专业完成竣工图后，在交付平台完

成数据关联与交付工作。结合SmartPlant Enterprise系列

软件在集成设计领域的优势，选用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交付平台的数字化交付项目大多采用渐进式交付，此模

式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方向。

2.2 执行模式

为保证项目数字化交付的顺利实施，我公司为数字化交付单

独立项，启动了双项目人员并轨的执行模式，与传统工程建

设项目组共用主要设计人员，此模式的最大优势是通过单独

立项，加强了数字化交付统一规定宣贯，让设计人员可以亲

自参与交付过程，通过不断思考，达到依托数字化交付探索

本专业设计模式变革的目的。

2.3 管理模式

数字化交付项目单独立项后，即刻任命数字化项目经理，由

其统一负责管控交付进度与交付质量。同时成立数字化技术

团队，包含各智能软件管理员、进度工程师、项目文控、数

字化交付专员等，为项目顺利运行与质量保障提供技术支

持。根据我们的经验，进度工程师建议由设计项目的进度工

程师兼任，与数字化项目经理一同完成进度追踪与控制，以

达到最优效果。

3. 数字化交付项目进度控制难点

以详细设计交付为例，目前常规的交付节点为详细设计结

束后2-3个月，但由于国内绝大多数项目的设计进度较为紧

张，预留出来的2-3个月往往并不能真正的完成交付工作，

原因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

3.1 技术难点

使用SmartPlant Foundation作为交付平台的数字化交付项

目往往使用了全套的SmartPlant Enterprise设计软件开展

设计，在现阶段，非管道专业对软件的应用和开发，还处于

摘 要： 数字化交付是工程公司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衡量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的关键要素，它符合我国当下

的战略发展目标，是业主建设智能工厂的基石。但由于数字化交付产生的工作量，为传统工程项目带来了不容小

觑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团队作战节奏，平衡交付质量与交付进度，成为了当下我们最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

华陆公司使用SmartPlant Enterprise系列软件在多个数字化交付项目的运行与管理经验，探讨数字化交付项目进

度管理的可执行方案。

关键字：数字化交付；进度计划；项目管理；质量校验

SmartPlant® Enterprise数字化交付项目进度 
控制方案探讨

  李晨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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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级阶段，智能软件的使用必定面临着设计习惯的变革与

不可预测的软件问题，这些技术问题的排查与解决为项目顺

利推进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2 人力负荷

使用SmartPlant Enterprise开展数字化交付，有三大人工

时剧增点，其一是使用Intergraph Smart P&ID带来的工作

量，其二为二三维关联，其三则为文档与属性数据的收集。

其中，Smart P&ID作为数字化设计的龙头，工艺人员不仅

要完成图面的绘制，还需录入大量的数据，工作模式改变较

大，人工负荷增加明显。

3.3 设计进度延误

在实际项目中，数字化交付的时间节点往往依赖于设计入库

的时间，因此，设计进度的推迟会对数字化交付进度产生极

大的影响。并且，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为保证现场施工

进度不受影响，非管道专业设计人员往往会采用传统的设计

方式完成设计，待入库后，再开展智能设计与数字化交付，

这种“两张皮”的工作模式也是工程公司当下不可回避的问

题。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数字化交付的工作量，优化交

付进度计划，定制进度报告，用数据及时预警，反馈进度偏

差。

4. 数字化交付项目进度控制方案

数字化交付主要包含五部分内容，分别是非结构化文档交

付、工厂对象属性与关联关系交付、三维模型交付、智能二

维设计软件交付、二三维关联与数据发布，我们可以根据工

作量与控制级别重新部署（控制级别越高，难度越大），区

别管理。

4.1 将数字化进度融入设计进度，调整交付计划

 ·  非结构化文档、工厂对象属性与关联关系两项工作控制

级别较低，此工作可在设计人员入库后逐步开启，3-4周

内结束，文控工程师可以协助完成，是我们可以提前规

划和部署的工作。

以我公司开展的H项目A主项设备专业数字化交付进度计划

为例，如图4.1.1所示：

图4.1.1

 ·  多专业三维建模、Smart P&ID、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可在各专业具备条件后逐步开展，需

强调的是，因项目周期紧张，开始阶段三款智能软件需

独立完成，最终通过发布文档与数据，在SmartPlant 

Foundation中实现关联关系。此项工作控制级别较高，

但可根据工作量进行预估，提前组织人力，待非管道专

业设计分批入库后，逐步集中完成。各智能软件管理员

可开发定制数据辅助处理工具，协助工程师提升效率，

完成交付工作。

需注意：因Smart P&ID的完成度与二三维关联关系紧密，

需提前部署人力计划，并可根据必填属性进行分类管理，A

类必填属性为影响二三维关联的属性，B类必填属性为满足

交付质量校验的属性。

以我公司开展的H项目A主项工艺、仪表专业数字化交付进

度计划为例，如图4.1.2、4.1.3所示。

图4.1.2

图4.1.3

 · 二三维关联与数据发布

此项工作控制级别最高，因存在大量返工与不可预见错误，

需留出足够的时间完成。因此，我们建议，在单个主项完成

管道设计，且完成Smart P&ID图面绘制、A类属性录入与质

SmartPlant® Enterprise数字化交付项目进度控制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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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校验后，即可开展二三维关联工作，完成后，即刻发布

ISO图至SmartPlant Foundation，切不可拖至交付节点前再

实施。

以我公司开展的H项目A主项管道专业数字化交付进度计划

为例，如图4.1.4所示。

图4.1.4

4.2 根据交付内容与交付计划，优化人员结构

通过交付控制等级管理，可以看出，不同交付工作，消耗人

力完全不同。假设，详细设计周期为9个月，入库后3个月为

我们的交付节点，我们可将设计入库前6个月作为我们的监

控起点，根据交付进度计划，重新部署人力动员计划。

根据我们的经验，若集中突击Smart P&ID的绘制工作，以

300张P&ID为例，大致需要投入8-10个人，1-2个月的时

间，即可完成基础图面绘制与A类必填属性录入、校验工

作；非管道专业建模则可在本专业详细设计完成后开展，大

致需要2-3周；Smart Instrumentation设计工作可在仪表专

业完成数据表请购后开展，以3000台仪表为例，大致需要

增加2-3人2-3个月的时间，即可完成数据表的数据录入与校

验工作；管道专业单个主项入库后，即可开展二三维关联工

作，此项工作也是预留交付时间内的主要工作之一，整个项

目大致需要2-3个月；最终的数据发布时间则应集中在交付

前一个月左右，主要由数字化管理团队完成，各专业工程师

根据质量校验报告补录数据即可。如此安排，才可在计划交

付节点到来前，提交一版较为完整的交付数据备份。

以我公司开展的H项目数字化交付人力动员计划为例，如

图4.2.1所示，其中2020年11月30日为详细设计入库节点，

2021年2月28日为详细设计交付时间。

 

图4.2.1

4.3 使用数据监控进度，及时调整进度计划

数字化交付，除了能够带给业主工程数据再利用的超值体

验，还可作为工程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手段，为项目管

理提供有效数据支撑。我公司在多个数字化交付项目管理中

总结经验，发现可利用各智能软件数据库作为基础，对项目

进度进行监控，将数据提炼整理后，通过分析判断，即可对

下一步交付内容与人员结构再次进行调整与优化，以此形

成PDCA闭环管理，辅助项目完成数字化交付进度监控与管

理，以Smart Instrumentation设计数据完整性校验为例，

进度控制流程如图4.3.1所示：

图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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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是数字化转型的过渡期，我们还面临着因“两张皮”重

复设计而产生的大量人力消耗，“数据管理进度”仅可作为

数字化交付项目完成度的监控手段，但我们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在使用数字化手段开展正向设计后，“数据管理进

度”一定可作为工程进度的有效管理手段之一，更好的为工

程公司精细化管理服务。

5. 总结与思考

数字化交付，应当是一个工程项目数字化的实现过程，但

在这新旧交替的时期，工程公司面临着两条腿并排走的现

象，此情况不仅增加了人工时的消耗，也对项目进度产生

了较大的考验，必须及时调整进度控制手段，以保证项目

有序推进。

每家工程公司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本文分享的管理模式也

无法解决项目执行中的所有痛点，我们会在数字化交付项目

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自我迭代，以期找到合理的管理平衡

点。相信随着智能设计软件应用的普及，软件二次开发的不

断升级，专业协同设计的不断加深，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一

体化设计平台，来承载工程数据。那时，数字化交付将以一

种全新的姿态与传统设计共融共生，工程建设会以新的模式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我们坚信，数字化纪元带来的改变已经

开启。

关于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

的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点骨

干混合所有制企业。是集投融资、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工程设计、采购施工、项目管理、开车

指导、运行维护、特色实业等业务于一体、具有

工程全过程总承包能力的国际型工程公司和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

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工程监理等甲级资质。

华陆科技一直致力于工程建设全过程服务，技术

力量和工程实力雄厚，在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

化工、精细化工、材料能源、基础设施等业务领

域硕果累累，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进步作出了突

出贡献。先后承担了大中型工程总承包项目及大

中型工程设计项目2800余项；在技术转化、工程

放大和数字化交付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累计自主开发新工艺、新技术100多项，开发化工

新产品200多种，拥有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300余

项，多次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先后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3项及其它国家和省部级奖励350余项。

SmartPlant® Enterprise数字化交付项目进度控制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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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Intergraph Smart P&ID软件是海克斯康  SmartPlant® 

Enterprise（以下简称“SPE”）体系软件之一，是一款以

数据库为核心、以规则驱动的智能工艺及仪表流程图设计软

件。其智能性主要体现在对PID图形文件中的数据进行存储

管理，从而实现数据的检索、传递、比较和复用，以提高

项目的整体设计效率，实现图形和数据在设计中的结合。

Smart P&ID提供了丰富的接口，它支持Oracle、SQL Server

数据库，支持VisulBasic、C#等高级语言，结合各种编程技

术灵活应用，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展Smart P&ID功能。

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简称SQL，

是一种数据库查询和程序设计语言，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

询、更新和管理关系数据库系统。SQL语言具有四类操作数

据库的能力，包括操作数据库和表结构、查询数据、修改数

据和授权，本文主要使用数据查询功能，这也是最频繁的数

据库日常操作。SQL语句在Oracel和SQL Server数据库中的

语法基本相同，但是有个别语法存在差别，需要判断Smart 

P&ID数据库类型后再调整SQL语句。

2. Smart P&ID数据模型结构

Smart P&ID有一个庞大而且严谨的后台数据模型架构在运

行，此数据模型定义了众多的数据对象类别和它们之间的关

系，这可以用UML（统一建模语言）通过类图表示出来。

这些数据对象可概括为两大方面：所有与工艺管道仪表流程

图和工程设计相关的工程数据（模型数据）以及所有与图形

信息相关的数据（图形数据）。数据模型包含多种类别的对

象，这些对象拥有各自的属性和相关操作，每个数据对象类

别与其他类别之间存在着继承、共存、从属或者相关等不同

形式关系，包括有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关系。例

如管嘴与设备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且一个设备可以有多个管

嘴，属于一对多；阀门与管线之间存在着相关的关系，它们

相互独立地存在，但是通过管线可以查找到阀门。

在所有模型数据对象中，ModleItem是最高级别，它的

子类包括ItemNote（注释）、Piping Point（管道连接

点）、PlantItem（工厂对象）、Signal Point（信号线

连接点）、OPC（图纸连接符号）等。PlantItem又包括

Equipment（设备）、Nozzle（管口）、PipingComp

（管件）、Instrument（仪表）、PipeRun（管道）、

SignalRun（信号线）、PlantitemGroup（工厂对象分

组）。Equipment分为Mechanical、Exchanger、Vessel、

GeneralEquipment、Equipment Component等几大类，而

每一大类设备又分为小类（Subclass），每一小类又分为

不同的具体类型（Type）。这是一种继承关系，子类可以

继承上一级别的所有属性。而Drawing Data主要由Drawing

和Representation组成，Drawing包含History、 Status、

Note等信息，Representation可以理解为放置图纸上各个

对象时所存在的关联关系。这个严谨庞大的数据模型，在日

常的软件运行中并看不到，但是正是这个后台存在的数据架

构支撑起了软件的核心数据库，使软件中的数据管理有条不

紊。这也是我们进行Smart P&ID自动化开发的核心部分。

3. 软件默认报表与SQL查询报表功能比较

Smart P&ID默认有报表功能，可以利用该功能以及EXCEL

摘 要： Intergraph Smart P&ID是目前流程行业应用最广泛的智能PID设计软件。本文通过SQL查询在Smart P&ID数据库

中的应用，基于Smart P&ID的模型数据和图形数据结构，生成了满足项目要求的阀门选用条件表和材料等级分界

汇总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复杂报表，该二次开发实现了软件默认报表模块无法实现的功能，发挥了智能PID的结构化

数据优势。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P&ID

SQL查询在Intergraph Smart® P&ID复杂报表中
的应用

  孙东锋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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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实现项目运行中的多种需要，软件默认的API具有封装完

整、运行稳定等优势，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报表要求，就难

以实现，需要利用SQL语句在数据库中查询，将查询结果以

EXCEL报表型式导出。

本文将以阀门选用条件表和材料等级分界汇总表为例阐述说

明，当Smart P&ID默认报表功能无法满足项目需求时，如

何利用SQL语句在Smart P&ID数据库中按照项目要求进行查

询并生成EXCEL报表的二次开发。

4. SQL查询生成EXCEL报表

4.1 定制报表模板

本次开发参考了Smart P&ID默认报表功能的做法，如图1所

示，在项目共享服务器的Report Files文件夹目录下定制报

表模板，以便将SQL查询结果输入到该模板中，保存至用户

指定位置。模板定制的作用一方面保证了项目上文件格式的

统一，另一方面也方便管理员利用外部程序操作EXCEL。 

图1 定制报表模板

4.2 构造Smart P&ID的SQL查询功能函数

通过构造Smart P&ID的SQL查询功能函数，其他开发人员新

增查询时只需要专注工艺逻辑的梳理和构造SQL语句，而不

需要再考虑SQL语句如何连接激活项目并在Smart P&ID数据

库中运行。该函数的主要功能为连接到当前激活项目，判断

数据库类型后运行SQL语句。

4.3 SQL查询在阀门选用条件表中的应用

阀门选用条件表的工艺需求如下：

 · 汇总选定主项下所有管道的材料等级；

 · 汇总该主项某个管道材料等级下包含的所有介质代号；

 ·  汇总该主项某个管道材料等级下包含的所有阀门类型及

阀门管件范围；

 · 汇总该主项某个材料等级的管道直径范围。

Smart P&ID默认报表功能只能以管道为过滤器导出管道的

相关属性或者以阀门为过滤器导出阀门的相关属性及所在管

道相关属性，该功能要求在某些状况下以管道为中心，在其

他状况下以阀门为中心。因此，Smart P&ID默认报表功能

无法实现该功能。基于以上要求，本文根据Smart P&ID数

据结构梳理了程序逻辑图（如图2所示），利用SQL查询搜

索相关内容并生成报表。

图2 阀门选用条件表程序逻辑图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3所示，文件格式和数据结果均满足项目

要求。该二次开发主要利用了Smart P&ID的模型数据，通

过遍历选定主项下的所有管道，去重汇总管道的所有材料等

级，然后依次以某个材料等级为过滤条件，汇总满足该材料

等级下的所有管道介质代号以及管道管径，取管道最大最小

直径作为该材料等级下的管道直径范围，同时以该材料等级

为过滤条件，汇总该材料等级下管道上的阀门，去重汇总阀

门类型及阀门尺寸，将最终查询结果输入EXCEL报表模板，

保存至用户指定位置。

图3 阀门选用条件表效果图

SQL查询在Intergraph Smart® P&ID复杂报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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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SQL查询在材料等级分界汇总表中的应用

材料等级分界汇总表的工艺要求如图4所示。该PID图中，绘

制了三种类型的材料等级分界，类型1为管道和阀门连接处

发生了材料等级变化，类型2为管件和管件连接处发生了材

料等级变化，类型3为管道和设备管口连接点发生了材料等

级变化，该三种类型为工艺流程图上最常见的材料分界，本

次开发以此为输入条件，运用SQL查询，生成工艺条件。

图4 材料等级分界工艺示例图

SQL查询以材料等级打断符类型的symbol为程序逻辑起点，

虽然不同项目打断符的文件名称不一定一样，但是同一项目

的打断符文件名称一般是固定的，因此该功能在不同项目应

用时需要用户指定所用打断符symbol。通过打断符symbol

找到等级分界点，根据分界点两端的工厂对象类型调用软件

API读取其工艺属性，如材料等级、管径等，将最终结果写

入报表模板，保存至用户指定位置。

图5 材料等级分界汇总表程序逻辑图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6所示，文件格式和数据结果均满足项

目要求。该二次开发主要利用了Smart P&ID的图形数据，

Smart P&ID上的打断符symbol是从工艺数据结构上阻断了

两端工厂对象的材料等级属性传递，而不同于非智能PID上

的打断符仅仅只是图面显示。另外，Smart P&ID数据库中

直接查询出来的某些属性值只是代号，需要和其他表进行

耦合才能得到最终工艺数据，这时使用Smart P&ID默认的

API，通过SP_ID获取工厂对象，读取其属性更方便。在实

际的开发过程中，需要灵活使用SQL查询和软件API，减少

代码量。值得说明的是，工艺逻辑的严密性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本开发中未考虑到的材料等级分界情形将会影响查询结

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图6 材料等级分界汇总表效果图

5. 结语

以上SQL查询在非智能PID上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智能

PID的绘制，所有的模型数据和图形数据以结构化的数据存

储在数据库中，同时还需要熟悉Smart P&ID数据结构，具

备丰富的工艺设计知识，利用SQL查询和软件API就能得到

满足项目需求的工艺数据。

作为Smart P&ID管理员，不仅要能管理和定制Smart P&ID

系统，满足项目的基本需求，同时还应具备扎实的工艺知

识，熟悉数据库结构和SQL语句，掌握软件API，灵活运用

多种软件工具进行二次开发，满足项目运行需求，充分发挥

智能PID结构化数据优势。



化工

35智慧心声

Parametric Assemblies在Intergraph Smart® 3D
中的应用

1. Parametric Assemblies工具介绍

工程项目的管道布置设计中，除了需要布置管道的主要走向，还需要根据工艺的要求，设置取样口、排净口、分支阀组等。

这类元件需要布置的内容比较琐碎，而且在整个项目中需要占用设计者非常大的精力来布置此类管道及其管道元件，而且，

因为此类布置一般都对元件的距离有特定的要求，设计人员也很容易因为设计经验不足，而造成设计错误。

Parametric Assemblies提供一种可以在Intergraph Smart 3D中批量放置此类组件的方式。如下图所示，通过在模型中选择一

个放置点，通过Parametric Assemblies可以一次放置分支管道及阀门、主管上的阀门、主管上的两个排净分支，以及对应的

支吊架；同时，在放置时可以设定如图1的一些控制参数，比如支管长度（W）、支管高度（D）、排净管的长度（D1）、支

管阀门类型（Bypass Valve）、主管阀门类型（Isolating Valve、Valve）、排净阀（Drain Valve）等参数。

图1 Parametric Assemblies示例

  冯廷敏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Parametric Assemblies在Intergraph Smart® 3D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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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ametric Assemblies安装

目前Parametric Assemblies支持的Smart 3D最高版本为2016，安装步骤如下：

A. 在需要使用的客户端机器上，点击Install.vbs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会自动注册相关的文件

B. 解压ParametricAssemblies.zip文件，并把ParametricAssemblies文件夹拷贝到项目的SharedContent目录下

C. 通过Tools-Automation Services-Place Parametric Assembly…来启动程序，如图2所示

3. Parametric Assemblies的XML文件解释

Parametric Assemblies工作依靠XML文件——PAL文件来

进行工作，默认的安装包中包括了一部分示例性的PAL文

件，主要是将Parametric Assemblies所能实现的功能以及

一些语句的用法给使用者做了一些展示。客户需要根据自己

的需求，按照项目及公司的设计规范或者标准，编制符合本

公司使用的要求的PAL文件。

图3是一个典型的文件示意图，主要包括如下区域：

A. <Information>区域：对当前的PAL文件的说明，创建者可

以在其中增加对应的描述方便设计人使用

B. <GIFFile>区域：在使用PAL文件的时候可以预览的一个

图片文件，方便使用者能够根据图片判断此文件所能实现

的功能

C. <ReferenceElements>区域：参考模型，此处可以定义在

后续放置中需要选择的参考模型，参考模型的参数可以在后

续模型放置中进行调用

D. <Parameters>区域：参数区域，主要对后续模型放置过

程中需要的参数进行定义，可以是距离、ShortCode、分支

元件类型、阀门类型等，编写者可以根据放置要求来考虑放

置参数

E. <Network>区域：模型放置区域，此处定义模型的布置，

包括管道、阀门、支吊架、管道元件、特殊件等

F. <Items>区域：在模型中的一些特定的放置管道部件

G. <Supports>区域：用于放置管道支吊架

H. <Overrides>区域：此类区域在别的PAL样例文件中有使

用，是对于自动放置的元件，比如支管元件、大小头等，可

以通过<Overrides>模块来更改已经自动放置的此类元件

图2 启动Parametric Assemblies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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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对一些常用的主要区域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3.1  Reference区域

<Reference>区域，通过Prompt来进行参考对象选择和选

择提示，此处可以在Type中通过Interface的名称来限定选

择参考的范围。如图4所示，需要选择两个参考，一个为

PipeRun，通过Type=”IJRtePipeRun”来限定；一个是参

考是End Feature，通过Type=”IJRtePipeEndPathFeat”来

限定。Interface的内容可以在Metadata Browser中来查看。

图4  Reference区域文本示意

3.2  Parameters区域

<Parameters>区域主要是对自动放置程序中的参数进行定

义，主要为了后续放置管线及管道部件时进行定位，满足配

管要求。图6所示，对图5中的分支模型参数进行控制，可以

在图5中进行输入支管高度、排净管长度、分支管线上的阀

门类型；

如果需要输入的值已经能够确定是某一些值，可以通过

<Options>进行限定，这样客户端在进行放置的时候就只可

以在对应的<Options>中进行选择，不容易出错。

图5  Parametric Assembly典型示意图

图6  Parametric区域示意

有些时候需要从选择的参考对象中获取对应的属性，典型的

应用可以参考图 7。可以获得的参数类型包括：

1）可以通过后缀$，来获取一个字符串型的返回值；比

如NominalDiameter$；再比如参数OD，如果不加$，表

示是取的当前Session中设定的单位制的数值，如果加

上$，取的数据库中存储的值，并且转换成字符串；比如

OD=0.16828m，数据库中以m存储，如果是OD$，参数为

OD=0.16828m，如果是OD，可能是OD=168.28mm

图3  XML文件样例

Parametric Assemblies在Intergraph Smart® 3D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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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参考对象上属性也可以按照Interface.attribute来取

值，如图7中的IJDPipePort.EndPreparation

图7 获取参考对象的属性值

3.3  ValidateParameters区域

此自动化程序，可以校验已经设定的或者获取的参数是否可

以满足要求。图8就是校验在Parameters区域设定的SPEC

参数，是否为1C0031或者2C0032，如果不满足此条件，自

动化放置程序会自动终止。

图8 ValidateParameters区域示意图

3.4  Network区域

Network区域主要是利用选择的放置点以及放置参数，进行

管道模型创建。如下将对于一些比较典型的应用进行解释。

Network中是创建管线，PipeLine和PipeRun是定义生成的

管线位置，主要是如下几种常用的情况。

3.4.1  PipeLine和PipeRun的使用

1）示例1：Use表示不创建新的PipeLine，新生成的管线在

选择的参考PipeLine之下，CreateLike表示创建一个新的，

所有的属性与选的参考管线相同，可以用Suffix和Prefix来

加个后缀或者前缀

2）示例2：创建PipeRun的时候，可以给新建的对象赋

予属性，但系统不会去验证填写的属性是否正确，比如

温压限定、CodeList的选择；也可以通过NameRule设定

PipeRun、PipeLine的命名规则

3）示例3：不创建新的PipeLine、PipeRun对象，把新生成

的原件放在已选择的参考PipeLine和PipeRun下面

4）示例4：创建PipeRun的时候，可以取得参考的属性值

作为新的PipeRun的属性，并做属性调整，比如下面|ONE_

STEP_DOWN

5）示例5：可以对新创建的PipeRun对象进行流向设定，支

持的值：Up / Down / Both / None / Undefined

6）示例6：创建对象的时候，可以调用一段程序，程

序可以是带参数的，具体的程序代码，放在S 3 D PA L-

UserExtFunctionsForPAL.vbs文件中，通过~String or 

~Distance or ~Angle来指定返回值的类型

图9 PipeLine和PipeRun的使用示例

3.4.2  Point和Pipe来绘制管线

在绘制管线的过程中，经常用的命令是Point和Pipe来绘制

管线，均可以配合Direction来指定管子的方向，但两者在使

用中略有不同。

Point Distance，生成一段长为Distance的管子，包括弯头

长度；Pipe Length生成一段管子，长度等于Length中的设

定值。

图10 Point和Pipe绘制管线

3.4.3  IF语句的使用

IF语句可以对选择的参数或者其他条件做一些判断，如果结

果为正确，则执行该语句：如下图所示，引出一段管子，

从当前点，到Location点；这里要看如何使用Location，

Location是一个定位点；如果定义的Location点与当前的点

不重合，会引出一段管子。

IF条件的操作符不能使用>或者<之类的符号，可以使用的操

作符如下：

= à    等于

.GT. à   大于

!= à   不等于

.LT. à   小于

.EQ. à   等于

.LE. à   小于等于

.NE. à   不等于

.GE. à   大于等于

图11 IF判断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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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IF的条件，通过ConditionallyExecute模块可以达到控

制多行语句执行的目的。

图12 IF语句中的多行控制

3.4.4  ITEM的使用

在 I T E M 区域，可以通过 S h o r t C o d e 关键字来放置

元 件 ， 默 认 情 况 下 是 放 置 到 当 前 自 动 化 程 序 执 行

到 的 P o i n t 点 ； 放 置 中 间 原 件 的 时 候 ， 可 以 通 过

ReferencePosition来定义放置的定位点，可以通过参数来

定义好<Parameter Name=”V1RefPos” Default=”” 

Options=”|ORIGIN|ASSEMBLY END 1|ASSEMBLY END 

2|PORT 1|PORT 2”/>；在语句中通过PlaceByPoint来定位

放置的时候的连接点。

图13 通过ITEM放置元件

需要特别注意 G e o m e t r y Ty p e 的各种用法，缺省为

“INLINE”，允许值“END”、“INLINE”、“TURN”、

“BRANCH”、“ENDLEG”和“RUNCHANGE，注意使用

不同的值，有不同的写法。

图14 GeometryType的使用

3.5  <Items>区域参数使用

<ITEMS>区域主要是在已经布置的管线上进行元件放置，特

别是一些阀门和特殊件。在绘制管线的过程中可以对一些需

要后续放置元件点。<Item>语句的使用方法和前面讲的部分

相同。

图15 <Items>区域的使用

3.6  <Supports>区域

Supports的放置是先放置一个逻辑架，然后在逻辑架上通

过Part Number来堆积相应的Support Component。

图16 <Supports>区域进行支吊架放置

3.7  <Overrides>区域

此区域主要是对已经放置好的对象进行重新更换，特别是分

支，因为系统自动会调用BranchTable表，如果想要换成别

的分支原件，需要通过Overrides里面进行重新定义。

图17 <Overrides>区域的使用

4. 总结

Parametric Assemblies在使用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A . 使用的关键字区分大小，比如 I tem、Shor tCode、

Attribute等

B. 属性值中使用的一些关键字不区分大小写，比如UP/

DOWN/END等，但最好保持使用时的大小写与定义参数中

的大小写一致

C. Parametric Assemblies是一个严格的XML格式的文本，

建议使用XML编辑器来编辑，比如XML Tool、NotePad++

等，这些工具可以在编辑时自动检查XML格式的正确性

Parametric Assemblies工具可以广泛应用于阀组布置、排

净和放空处的小管线、测温测压点出支管的布置，以及各类

重复使用率比较高，而且布置放置相对固定的场景。通过此

自动化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设计人员的重复劳动所

需的时间，提高模型布置的准确性。

Parametric Assemblies在Intergraph Smart® 3D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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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型项目的电缆敷设

传统电缆敷设的手段基本都是基于二维图纸，人工标注节

点，手动测量节点间的长度，粗略估计电缆的长度。这种原

始的电缆敷设方式，无法准确计算电缆长度，更无法适应频

繁的设计变更，已经无法满足大中型项目精益生产的要求。

在数字化与工业4.0的大背景下，受环保和经济性的要求，

项目基本都是越做越大，对于海工装备与造船行业，受空间

范围的限制，进行大规模电缆敷设更是难上加难，上三维俨

然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仪电专业，上三维除了用于碰

撞检查，还可以进行三维环境下的电缆敷设，对电缆的长度

与路径进行精确统计。

在Intergraph Smart 3D平台下，可以快速地实现电缆桥架

网络模型的搭建，参数化的电缆桥架网络作为电缆的承载

体，为三维环境下进行电缆敷设提供了有力条件。对于大中

型项目，电缆的总长度有数千公里，电缆的根数有数万根，

在参数化电缆桥架的基础上，必须构建一个轻量化的电缆数

据模型，才能承载大项目下的电缆数据计算对于性能和管理

便利性的要求。

电缆敷设流程与结果需要面向生产环节。施工现场在敷设电

缆时，需要明确电缆的起点、终点、放线停止点，以及电缆

的路径走向，需要能够很方便的检查电缆是否敷设正确。在

桥架上标注一些关键节点，用这些节点来描述电缆的路径走

向，同时在每一个节点的统计报告或图纸中，准确地展示出

所通过的电缆名称、型号规格，非常便于现场敷设人员对于

电缆敷设和检查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基于节点和节点网

络的电缆敷设模型也就顺理成章了。

海克斯康PPM中国研发团队经过多年的努力实践，在Smart 

3D平台上，开发完成了基于节点和节点网络的电缆敷设工

具（Cable Routing V2），助力大中型项目高效完成电缆敷

设全流程。此款电缆敷设工具，经过多轮迭代与优化，日趋

成熟，目前正在大型游轮项目中经受实战的检验。

1. 电缆敷设算法

用一个比较通用的例子来描述电缆敷设的应用场景，最直接

的例子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子地图，用户在地图中输

入起点和目的地，地图服务器返回满足条件的路线，在此基

  孙玉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础上，用户可能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客户A很赶时间，哪

里用时最少走哪里；客户B很在意打车费用，不走高架，省

去过路费，还要尽量不堵车；客户C随便，不堵车就行，但

是不走外环，大车多，不安全。电缆敷设也有类似的要求，

一根电缆也是有起点和终点的，每条电缆所能通过的桥架也

是有容量的限制，就像堵车一样，受电缆信号类型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桥架都允许通过，就像限制外牌和限号一样，

通过必经点或者不允许通过的节点来控制是走上层桥架还是

走下层桥架，就像是走中环还是走外环一样。

电缆敷设和地图搜索不同的是，地图搜索是在相对固定的网

络中搜索一条满足需求的路线；电缆敷设恰恰缺少的是地

图，程序首先需要识别桥架网路，将其离散抽象成互相可以

连通的一个个网络，这些网络就相当于地图，网络内部一个

个进出口和岔路口，分别放上有标识的节点。

由节点和节点之间的拓扑关系构成的网络，我们称之为轻量

化的桥架拓扑模型，在此基础上，从四通八达的网络中，搜

索出一个可以连通、满足敷设规则并且路径最短的通路，是

敷设算法所要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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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缆敷设规则

计算电缆的路径走向，统计电缆的精确长度，需要满足以下

原则：

 · 电缆和桥架允许的信号类型需要匹配；

 · 桥架通道不允许过载，需要满足项目最大填充率原则；

 · 电缆路径最短。

电缆敷设程序正是基于以上主要原则，在节点网络中，按照

电缆规划数据，逐根计算电缆路径，找出可以联通的所有路

径，从中选择一个长度最短的路径。用户可通过设置电缆必

须经过的节点和跳过的节点对电缆敷设路径进行敷设前的预

干预，以保证设计意图的达成。

3. 电缆敷设流程

在三维设计环境中，需要将电缆桥架、要通电的设备和仪电

元件先行建模完成，对于需要通电的设备与元件，如果无法

准确建模，可以先行放置一些占位设备符号，并放置电缆接

口（Cable Nozzle）。

电缆规划表的编制，可以和模型建模并行进行，电缆敷设工具

提供了实用功能，用于验证电缆规划是否有误，如是否重复定

义电缆名称，电缆规格是否合规，电缆的端点元件是否存在

等。电缆规划表主要是用于定义电缆的初始数据，明确电缆名

称、规格型号、起始/终止断点、起始/终止接线端口（Cable 

Nozzle），有无必须通过的节点和不允许通过的节点。

布置桥架网络时，需要明确桥架允许通过的电缆信号类型。

在电缆桥架模型已经完成的基础上，需要将桥架网络转化

成桥架上节点（Cable Marker）和节点间的拓扑关系网络

（Topology Network），电缆敷设工具提供命令，自动化

在桥架网络的关键位置，放置节点，并连通节点间的拓扑关

系，桥架上的节点和桥架是有关联性的，桥架移动或删除，

节点会自动适应桥架的变化。

有了桥架网络和节点拓扑就可以通过电缆敷设工具命令，自

动搜索通电设备模型可以和哪些桥架节点联通，程序自动匹

配设备的电缆端口信号类型与桥架网络的信号类型。

在完成以上准备工作后，即可进入电缆敷设路径计算过程。

用一张图来描述在三维软件中进行电缆敷设涉及到的全部工

作，见下图。

对于需要通电的设备类型，电缆敷设工具（Cable Routing 

V2）允许用户指定选择电缆接口（Cable Nozzle），对接入

设备的电缆进行很好的管理。

对于需要通电的仪表阀门类元件，电缆敷设工具（Cable 

Routing V2）借助自定义属性，类比设备与设备电缆接口

（Cable Nozzle）的做法，也可以很好的进行电缆的敷设与

管理。

面向大型项目的电缆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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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维设计环境中，使用电缆敷设工具，计算和统计电缆的

长度与路径，生成施工图册，需要满足现场敷设人员对于施

工图册的要求。在施工现场，电缆拉敷是一个过程，桥架布

置人员需要先安装布置桥架，并在桥架的关键节点，粘贴或

喷涂节点编号标记；电缆敷设人员，按照电缆施工图册，逐

根拉敷电缆。拉敷时，按照节点的走向布置电缆。拉敷完成

后，可以在桥架的关键节点，按照图册检查，通过该节点的

电缆是否正确。

4. 电缆管理

对于大型项目，需要多名电气工程师同时进行电缆敷设，电

缆模型需要有权限管理，同时对于电缆敷设的施工图册，也

要有设校审的流程，电缆敷设工具（Cable Routing V2）都

提供了相应的命令与管理界面。

电缆管理人员，可以在管理界面，根据电缆的敷设情况，对

总长度指定一定百分比的余量，以满足现场敷设的各种应变

情况。

作为电缆敷设的成品文件，电缆册和切割册，可以通过电缆

管理界面生成，并且提供了相应的版本管理，用户可以随着

项目的不断深入，维护不同版本的电缆册施工图册。

5. 报表

电缆敷设工具提供了一系列报表。

1）用电缆册报表，汇总电缆敷设的结果，包含计算出来的

路径信息和预裁切割长度信息。

2）用电缆规格汇总表，汇总项目下用到多少规格电缆，分

别需要多少材料。

3）用节点容量表，汇总项目下所有节点，显示每个节点

被使用多少容量，通过的电缆有哪些，分别是什么规格与

尺寸。

4）用电缆册作为施工图册，指导现场人员敷设电缆。用切

割册作为施工图册，指导电缆切割人员进行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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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板/火区电缆规格汇总表，按照甲板、区域定位统计所在空间的电缆规格、长度和重量信息。

a. 拓扑网路联通原则

b. 填充率原则

c. 信号类型匹配原则

d. 最短路径原则

e. 必经点

f. 不过点

电缆敷设提供了各种检测路径与不通的工具，可以遵

循以下原则利用各种工具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a. 上下桥架接口（Cable Nozzle），是否有拓扑

b. 上下接口的信号类型和电缆信号类型是否匹配

c. 桥架拓扑是否联通

d. 桥架的信号类型和电缆信号类型是否匹配

e. 桥架节点是否过载

在某C ab leway  feat ure上，点击鼠标右键  >  G et 

Continuously Connected，程序会选中所有连续的桥

架，在模型中可以清楚的快速判断桥架的走向是否满

足电缆敷设的设计意图。

6. 常见问题

电缆敷设遵循哪些原则？

电缆敷设不通，如何诊断？

如何快速判断桥架走向是否满足电缆敷设的设计意图？

负责电缆分段的工程师，根据电缆走向通过的分区，

在分区边界选择接口节点，创建电缆分段（Cable 

Run），将中间接口节点用作分段的端点。

电缆如何分段？1 4

用户可以通过定义必经点和不过点的方式，来控制电

缆的走向。必经点可以通过电缆敷设界面交互指定，

也可以通过在电缆规划EXCEL表中指定，通过M的方式

批量修改。

如何控制电缆按照工程师的设计意图进行敷设？52

3

面向大型项目的电缆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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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导入操作改进Intergraph Smart® 3D建模

前言

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支持一系列对象的导入与导出，

通过相关操作，可以有效的提高模型设计的效率。本文基于

软件现有功能及PPM Smart® Community网站的相关插件功

能，系统的介绍一些Import（导入）的相关操作。

Smart Community网站简介

Smart Community网站为海克斯康客户提供了解决问题的

专门平台，同时也为补丁程序、符号更新及插件工具等提供

了下载途径。链接如下：

https://smartcommunity.hexagonppm.com

导入操作功能简介

导入操作涉及到了项目管理、建模操作、属性调整等多方

面。下面逐一介绍：

 · Plant Breakdown Structure（PBS）

导入PBS结构，通常先使用Excel文件定义好项目的装置单

元等的相关信息，再导入进Smart 3D中。操作步骤如图：

 

  王申满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 Grid

Grid的导入导出主要是使用Excel或者XML文件。在文件中

包含了Coordinate System的基本信息。操作命令如图：

 · Structure

Structure的导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况，既有基于Smart 3D结

构模型的导入，也有基于其它结构设计软件模型的导入，能

够帮助我们完成结构模型的复用工作，省去了二次翻模的工

作量。操作命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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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fault Color Settings

根据项目规定，有了相关的自定义颜色，我们也可以在这基

础上通过导入导出完成颜色使用的复用。操作步骤如图：  

 · Equipment

设备导入导出是Smart 3D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新增的命令功

能。首先可以通过导出将项目中的设备信息进行输出；其次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项目间的复用。操作命令如图：

 · Filter

根据模板，将Filter定义成相应的XML格式，可以帮助我们脱

离3D，快速完成Filter的定制。尤其在项目初期，可以更好

的有条理的批量创建出各种所需的Filter。操作命令如图：

 · Styles

模型的颜色通常都是公司级别的规定，因此各项目间的定义

基本相同。所以一系列的自定义颜色就可以通过导出导入完

成复用。操作命令如图：

 

使用导入操作改进Intergraph Smart® 3D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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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文档编辑工具，从而高效的完成对象的重命名。操作步骤

如图：

点选命令：

设置文件名及路径：

 · ISO Options

项目中的ISO模板可能需要不断的更新、备份或者移植。该

功能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完成这些需求。如，元件Symbol

的新增，就会导致Skey Mapping的调整。通过Smart 

Community网站下载的Skey Mapping相关文档，我们就可

以将其转换为对应的XML，从而快速的完成Skey Mapping

的新增工作。相关操作命令如图：

导入操作的意义

 · 提高效率

创建层级PBS、创建Filter、创建Grid等，在项目管理及操

作上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效率。

 · 模型转换

可以完成Import Tekla的Stp模型，Import Sat（vue/dgn）

Shape文件等的导入，从而直接利用其它来源的模型。

 · Shape

非标设备建模，Smart 3D的造型能力相比专业设备设计软

件还是较弱，但是通常我们可以从Vendor得到相关的其他

格式的3D文件。所以我们可以利用Import Shape功能，更

好的完成设备细节的表达。操作步骤如图：

 · Volume

Smart 3D在占位出图的工作中会需要大量的Volume进行占

位、分图等目的表达。因此通过该命令的操作，可以帮我们

更快、更精确的完成Volume的创建。操作命令如图：

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参考Rule Checker相关文档。

 · Object Name

有时我们可能需要大批量的对对象进行名字的修改，逐个进

行操作效率较低。使用该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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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源文件可以在项目复用

模型的输出与输入，模板涉及到的Filter等，可以为项目间

复用提供方便。

 · 保存项目信息

ISO Option、Style及Default Color等可以脱离软件保存项目

的配置信息。

 · 二次工具开发

导入导出的各种模板均为通用的XML或者Excel格式，因此

我们可以根据相关模板开发出一些脱离软件的小工具，降低

对工程人员做开发的要求。

操作应用举例

 · 用于项目初始化

在项目初期我们需要对模型环境进行一些初始化的设置，比

如PBS结构、项目中所需的Plant Filters、公司项目级的颜

色配置及相关应用规定。此外，根据项目的总图规定，我们

也有可能需要进行项目的Plant Coordinate System定义。

操作步骤如下：

1. 基于PBS Excel，Import PBS

2.  基于PBS 批量创建 Plant Filters，By Area，By Unit

3. Import Style（Customized）

4.  Import Default Color（Based on Project Specification）

5.  Import Grid System for Plant Coordinate System（项目

总图原点相关规定）

 · 模型、项目复用

以结构、Coordinate System和设备的复用为例：

1.  Import Equipment + Equipment Sat（3D model data by 

equipment）+Import Shape

2. Standard Equipment Import

3. Import（Converted）Structure 

操作的注意事项

篇幅有限，本文所介绍的操作有些简略，具体细节可以查看

相关帮助文档。下面介绍一些注意事项：

 ·  设备Shape文件大小有些限制，但是可以将一根文件拆

为多个；

 ·  Import PBS的Pipeline 模板中，表格中Type需要记得改

为Pipeline；

 ·  设备的Import，对Standard Equipment的导入效果较好；

 ·  对有自定义颜色的设置使用，需要先进行Style的导入，

然后进行Color Setting的导入；

 ·  对象名称的导入导出可以辅助我们完成对象的批量命名；

 · Import Volume需要先安装Rule Checker的服务。

本地化开发工具简介

本地化产品——属性批量导入工具。通过该工具可以帮助我

们批量的将Excel中的对象参数，批量快速的导入进3D模型

中。界面如下：

使用导入操作改进Intergraph Smart® 3D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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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raph Smart® 3D中Slab建板功能增强

Intergraph Smart 3D中Place Slab的命令功能比较丰富，但

使用体验较差，一方面操作比较繁琐，另一方面基面和边界

的定义方式往往造成很多关联性，客户觉得很麻烦。客户多

数情况下基面更喜欢用关联关系更少的三点定面法，边界定

义更喜欢用Sketch 3D方法，如下图：

但目前的Place Slab工具用这种方式建板操作还是不够简

明，拟基于这种基面和边界定义逻辑对该命令进行完善增

强。

1. 定义基面放置Slab

1.1 定义基面

定义Slab所在平面，共有5种方法，共面：用户选择一个存

在的面，工具创建的基面跟这个面共面的三点定义面；对于

其它三种面，比如XY面，是一个三维点所在的XY面，这个

用于定基面的三维点不单独指定，而是跟Slab边界的定义结

合起来，定义边界的第一个点就是基面所在的点；而视图面

是当前三维视图的平面，比如当前三维视图时俯视图，那么

视图面就相当于XY面。当勾选“调整视图”时，系统会自动

调整视图到当前所选的平面，默认勾选。

如果Plane Method选择共面，那么用户需要从模型中选取

一个平面，之后点击Accept 或按空格键进入下一步；如

果Plane Method选择其它选项，那么不需要选取平面，直

接点击Accept  或按空格键进入下一步。

1.2 创建边界

选择楼板的边界，有两种方式：

 用户选取Construction Line或其他线性对象；

 在3D工作空间中绘制Sketch 3D，与3D自带命令类似。

  注意：

a）边界只绘制一条直线或只选择一条二维线条就选择

Finish，即只指定了两个点，这时会弹出窗体选择是生成

矩形边界还是圆形边界，如果是矩形边界，这两个点就是

矩形的对角顶点，如果是圆形边界，这两个点的直线就是

圆的直径。

b）没封闭就选择Finish时，自动会将最后一个点和第一个

点做直线连接实现封闭边界。

c）选取边界时，线性对象（例如Member）要确保使用3D

自带的命令可以放置Slab，才可以用此命令放置，且必须是

闭合的。

边界定义完成后，点击Finish，或按空格键进入下一步。

1.3  完成放置

点击Finish，或按空格键完成Slab的创建。

2. 不定义基面放置Slab

用Construction Graphics命令绘制好边界后，很多时候是希

望直接选择这个边界，形成Slab，而其基面就是这几条线所

在面。

2.1 选择Construction Graphics对象

点击Accept 或按空格键进行预览。

  张伟涛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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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系统会读取Catalog中Slab库的信息。

若Slab创建命令中Argument值为不在UDPSlabType中，则

会报错提示该值不在Map中，如下图。

Slab板一旦创建完成，还支持后期修改编辑。选择要修改的

板，再次运行相应命令，可以对该板进行再次修改编辑，包

括边界、材料、厚度和朝向等信息修改。

2.2 完成放置

点击Finish，或按空格键完成Slab的创建。

由于内装专业绝缘、敷料、天花板、隔断、支撑腿等各种模型都采用Slab方式建模，在Slab创建时需要指定Type、

Composition等信息，如果库中此类信息全部呈现给用户，用户觉得选择过于麻烦，用户希望只看到对应模型所需要的材料信

息、方便选择，同时用户希望针对每种模型类型都能有一个单独的创建命令，于是通过配置后台Map文件客户化材料信息。

该Map文件中指定模型类型和材料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文件中SlabTypeCode代表模型对应类型，如天花板、绝缘

等，数字对应Catalog库中名为UDPSlabType的Codelist中

CodelistNumber值。

此参数会作为输入参数提供给Slab创建命令中Argument

值，用于读取不同的材料Map节点信息。

例如，当运行“基层敷料”命令时，Type、Composition下

拉列表只显示Map文件中对应节点下的材料信息，如下图。

若Slab创建命令中Argument值为-1，如下图。

Intergraph Smart® 3D中Slab建板功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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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的Dia-Inch统计
方案探讨

工程设计——从开始的晒蓝图，到无纸化办公，到如今数字

化交付的大数据时代。工程施工——从现场的下料安装，

发展到车间预制、现场安装，现在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模

块化建造施工的项目。设计工作也经历了从最开始的图板

丁字尺，到二维CAD（Computer Aid Design）的计算机辅

助制图、三维设计（3D CAD），再到现在遍地开花的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应用，这些都反映了科

技的进步与质量效率的大大提高。可以说，现代化的工程设

计已经不可能离开3D设计工具。

通过三维建模，使得我们的设计准确率、正确率得到了最大

程度的提升。高质量的模型，为我们在设计、采购、施工以

及后期运维的各个环节中都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直观的

模型，更是大量的避免了设计中的错误，减少了采购过程中

的误差，有效的降低了各环节的成本与浪费。利用模型，更

可以指导施工以及管理施工进度。另外，模型还可以为后续

运维时进行一些模拟演练、仿真等提供数据基础。

本文主要从Dia-Inch的计算出发，讨论3D模型的应用，从而

为更好的利用好我们的“BIM”数据提供思路。

  王申满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Dia-Inch ”，国内一般音译为“达因量”，也称之为“寸

径量”、“焊口当量“、”焊接当量”等，是管道工程中很

有意义的一个概念。此外，还有称之为“DB”的，这个是

Buttweld对焊量的统计，通常用于评估一个项目中的焊接工

作量。在工程项目中，根据管道和管径大小和焊口数量进行

统计，来评估一个项目的建造焊接工作量。可以说从项目的

投标阶段，这个值就已经参与到项目中了。Dia-Inch在施工

过程中，更是一个项目进度计划和完工度的判断参数。因此

在设计阶段能够精确的确定项目的“Dia-Inch”量是十分必

要而且重要的。

Dia-Inch算法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Dia为管道的直径；

Inch是管道的公称直径英制单位。所以1 Dia-Inch就是实际

的1个1 inch的管道所需的焊接工作。当然，管道的壁厚不

同，焊接的Dia-Inch实际工作量也有微小不同；焊接的类型

不同、操作环境不同，效率成本也是不同的。但是通常在考

虑这些参数时，各公司会加上一个项目经验系数，在最终数

量上通过系数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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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高质量的模型及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的现有功

能，基于6 inch及以上管道12 m定长、小于6 inch 管道6 m

定长进行计算；本文以培训项目环境中A3、U13单元为测试

环境，主要以下几种方案进行尝试对比：

方案一，也是最直接的方案。在模型中，将所有的焊缝都

建模表达出来，然后直接利用软件的报表功能将所有焊缝

的相关信息报表输出。这种方案对于装置内的管道额外工

作量相对较小。但是在长输管线、罐区或者管廊部分的管

道统计中，因为管道直段长度较长，而模型中未能自动

分段，这样就需要一定的工作量，需要利用软件的Insert 

Split功能批量添加焊缝等。当然，手动添加的焊缝不仅可

以考虑长度，同时也可以考虑焊缝位置，这样的统计无疑

是最为精确、适当的。

调整后的模型及DIa-Inch数量，示例如下：

因方案一工作量很大，同时操作时也有可能遗漏，导致实际

应用中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可以基于已有模型，从报表中加

以处理。当然，不论什么方案，高质量的模型都是计算的前

提。下面是基于报表计算的两种方案。

方案二，报表直接生成weld数量，及大于定长管道的数量，

对于超过定长的管道进行二次计算，然后取两者加和。同样

以A3-U13为例，计算结果如下图。

方案三，基于MTO直接进行计算，基于所有管道和管件的数

量，总结整理出一个合适的计算公式。

基于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的Dia-Inch统计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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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示例局部截图如下：

计算方案如下：

将所有管道的Dia-Inch量设为P，所有管件的Dia-Inch量设

为F，二者之和为T。则最终Dia-Inch为：

Dia-Inch=（P+F/2）或

Dia-Inch=（P+T）/2

管道MTO如图：

计算后P=1902 ，F=3165.25，T=5067.25

最终结果为：Dia-Inch =（1902+3165.25/2）

=（1902+5067.25）/2=3484.625

偏差分析：（3484.625-3278.5）/3278.5=6.28%

该算法的前提为MTO为Quantity Each，即模型中每段管道

均单独一行数据；

所有管道及管件均有始有终，与其他元件相连，组合管系；

注：

Nipple按照管件计算；

对于焊接管口、Stub in（on）焊接以及open to ATM的情况计

算会有偏差，但是从项目级考虑，可认为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以上推荐的三种方案，在实际项目中基本上均可满足需求，

只是在操作方案上略有不同，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

作。定制能力较强、有一定开发能力的用户可以使用前两种

方案；如初学或者来不及定制，可以直接基于第三种方案，

将自带表格略做调整，然后进行相关计算。相比之下，更推

荐第二种方案。

表1：各方案对比分析

方案 定制工作 建模工作 可操作性 精确度 备注

1
Dia-Inch

报表

完成所有

焊缝模型
一般 100% 无

2

Dia-Inch
报表以及

管道数量

报表

正常建模

无须二次

加焊缝

推荐 100% 无

3

基于 OOTB 
Piping 

Material 
Take Off
报表微调

即可 

正常建模

后，需要

基于 Excel
进行计算

统计

一般

满足项

目需求，

有偏差

小规模项目

（或单一子项）

误差相对前两

种方案稍大；

对于投标阶段

较为合适

随着软件功能的不断完善，将Insert Split 命令集成于Route 

Pipe命令中，让焊缝如弯头一样自动生成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时，用户只需要升级软件，采用方案一即可。此外，本文

提到的计算思路及方案，对于其它3D设计软件也具有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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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前如何
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背景介绍

对于使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进行仪表设计

来说，前期准备其实是很重要的，特别当项目规模庞大时，

尤为关键。抛开硬件准备、人员配置等方面，我们讲一讲在

软件层面有哪些前期准备需要做。

前期准备

我们应该根据项目上的统一规定及其他相关的文件内容来执

行项目。对应到Smart Instrumentation，有几个地方需要

在项目启动前设置好：

1、Administration

2、Rule Manager

3、主程序内

Administration

在Domain Definition中，较重要的几个：

 · 工厂结构（Plant Hierarchy）

 · 命名规则（Naming Convention）

 · 自定义字段（UDF & UDT）

 · 权限分配（Access Right）

 · 偏好管理（Preferences Management）

Smart Instrumentation主要涉及的范畴是在详细设计方面。

  郁幸恒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工厂结构

例如我们需要创建项目要求的工厂结构，但是由于Smart 

Instrumentation软件的底层限制，基本都是用3层（Plant/

Area/Unit），所以如果和实际情况（假如4层）不太一致的

话，我们会需要在“Plant Hierarchy”窗口中，去添加额外

的结构，如：

Smart Instrumentation会将最下面一层（即上图中的

SubUnit）视为Unit，中间的视为Area，第一层为Plant。

不过一般我们还是习惯保持默认的3层结构，如果有需要，

可以使用Plant/Area/Unit中的某个UDF自定义字段来表示额

外的结构信息。

命名规则

我们需要将每一个单元（或装置）下的仪表、回路、规格书

号、接线箱号、分支电缆号都定义好，以方便开展工作。其

中仪表和回路是必须的，其它的可以后续中途再去调整。

对仪表而言，一般就是沿用软件提供的ISA Standard即可，

我们会在Instrument Type一栏中多留出一些长度，以免出

现不够的情况。因为中途再去修改命名规则是大忌。

使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前如何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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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需要的自定义字段，在Visible处打

勾即可。另外，自定义属性的名字（Custom Field Name）

这里有一个注意点，如果在管理员模块中把它修改了，

如下图中，由默认的”Instrument UDF 001”改为了”Is 

Barrier”，那么在设计EDE时，我们搜索到的就变成“Is 

Barrier”了。

 

如果这样会对搜索造成不便，还可以在设计EDE时，在那里

给属性换一个名字，如下图：

同理，对于自定义表也是如此。另外，自定义表的列表值，

是在Smart Instrumentation主程序中添加的（如同添加新

的IO Type类型一样），而不是在管理员模块中。

权限分配

现在的项目越来越大，对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海

外项目，业主在要求数字化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对不同阶段

的项目情况，进行数据库的Check（检查），发现不符合其

要求的数据库内容，就会驳回。

不过Smart Instrumentation提供了权限分配功能进行配

置。一般我们会控制为两个组，一个是管理员组，一个是设

有的项目，如果能够仪表的序号都和其回路的一致，我们可

以换种方式：

这样，当仪表关联某个回路时，就自动有了其回路的序号，

而没必要每个仪表都再去输入一遍。

对于分支电缆，如果项目中定义明确，我们一般会这样去

定义：

而不是采用下面这种通常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有点类似于字符串的截取，好处是，这样出来

的分支电缆，并不会因为仪表位号有空格而产生空格，比较

紧凑。

自定义字段

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采用数字化设计及交付，而每个项

目对于属性的要求都会不一样。比如A业主要求的项目，仪

表是否带安全栅位于UDF_C10，而B业主要求的项目，该属

性又要求是UDF_C20。

因此，我们会为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属性来配置自定义字段

（全称为User Defined Field）和自定义表（全称为User 

Defined Table）。

前者是一个属性（可以是字符串、数值、日期类型），后者

是一个列表值（如阀门故障位置的FC、F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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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组。前者的权限都是Full，而后者对于一些重要列表

的权限仅仅是View，如仪表类型、IO Type、安装材料、标

准电缆等。这样可以保证项目执行过程中，并不会因为个人

随心所欲地修改这些参考库而产生困惑和混乱。

Smart Instrumentation的权限分配，是基于用户组而言，

并不需要针对每个用户，而只需要将用户分配到某个组中，

然后对用户组进行一次设置即可。

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部分，以前是非必需内容，但是现在也变得有必

要了，严格来说算是权限分配的一种。在管理员模块的

Preferences Management中，我们可以指定某个选项的默

认值，然后将该项隐藏，这样所有的用户都是这个设定值，

无法修改。

我们一般会将Profile下的Wiring和Specification去掉，然后

在Advanced窗口中隐藏掉。

这样一来，设计人员在创建仪表时，不会自动创建出与接线

相关的内容（如分支电缆、Device Panel等）和规格书，而

是之后人为批量去创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特殊仪表，产生

多余的数据。

 

Rule Manager

Rule Manager功能以前我们也比较少用到。但是在见过一

些欧洲业主的种子文件、以及越来越多的项目经验后，发现

这个模块其实很好。

常用的功能就是做一些属性限定。这些限定有的是国标

内，有的是项目统一规定内的。比如对于IO Type为AI的仪

表而言，其Signal Type必须是4-20mA+HART。就可以按

下图设置：

这样做，可以保证数据的质量，如果必要的规则（Rule）建

立的完善，那么就可以省去一些设校审的工时。

不过要记得需要在管理员模块中勾选下列选项，以开启整个

Domain的Rule Manager功能：

主程序

在主程序中较重要的几个是：

 · 仪表类型（Instrument Type）

 · 辅助列表（Supporting Tables）

 · 参考库（Reference Explorer）

 · 安装图类型（Hook-Up Type）

 · 典型回路（Typical Loop）

 · 预设（Profile）

使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前如何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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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精度

我们会设置默认的单位和精度，这样当我们进入工艺参数表

等地方时，就不用额外去修改工艺参数的单位了。每个单元

的设置都是独立的，不过可以互相拷贝设置。

仪表类型

可以说，仪表类型是Smart Instrumentation前期设计的核心。

对于业主提供种子文件的情况，这里就不再说了，因为这种情

况下的种子文件中，其仪表类型肯定都是基本完善的。

那么自己做种子文件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要明确仪表类型在Smart Instrumentation软件中的

结构是分为了3层：

 · Process Function

 · Instrument Type

 · Description

第一层为Process Function，我们一般称之为工艺大类，

固定分为了8种（General、Flow、Level、Pressure、

Temperature、Analyzer、Control Valve、Relief Valve）。

抛开Relief Valve这个一般不用的大类，我们会涉及其它7个

大类，在添加仪表类型时，就要往相应的大类中去添加。一

来是为了后续查询做分析时方便，二来是为了避免规格书

无法选择。因为在Smart Instrumentation中，规格书也是

根据Process Function来分的，比如热电偶规格书，肯定是

与Temperature这个大类关联的。比如测量火焰、重量等的

仪表，也是放在General大类之中，如果需要细分，可以用

到General大类下的属性“General Process Function Sub-

Category”。对于报警点仪表（如TAHH、TALL等），我

们习惯放到General下面，因为这些仪表也没有规格书。另

外一种做法就是根据其首字母，来对应放到其他大类，如

TAHH放到Temperature。

第二层为Instrument Type，我们一般称为仪表类型，因为

Smart Instrumentation中允许这个地方重名，如上图中有

3个FE。那么相同的FE，它们在数据库底层，会以不同的ID

号来记录这些不同的仪表类型。这里要注意的是，字母个数

一定要小于等于命名规则中Instrument Type的长度。

第三层为Description，我们一般叫做仪表描述，也就是大

部分索引表上会填充的那个，比如说控制阀、质量流量计

等。虽然说这里可以输入中文，但是现在的数字化设计，基

本都是输入英文的。另外，描述可以缩写的情况下，尽量去

缩写，因为描述部分在数据库底层只有40个字符的长度。

另外，在权限控制中，我们建议一定要区分出不同的用户

组。一来可以修改仪表类型，另一个则只能使用不能修改，

否则出现设计上的差异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

在前期准备时，由于仪表类型很多，如果考虑细致，根据

标准HG/T 20505-2014 或ANSI/ISA-5.1-2009 中的字母意

义，基本会有超500种仪表。这么多仪表类型，可以考虑

做成一张Excel表格，然后使用Import Utility导入Smart 

Instrumentation数据库，以提高效率。

必要的辅助列表

所谓的辅助列表，就是使用Smart Instrumentation时常用

的那些下拉列表。可以在Smart Instrumentation中打开

Index模块，点击主菜单中的Tables看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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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上来说，仪表类型

Instrument Type也属

于它们，但是这些辅助

列表的优先级并没有

仪表类型那么高。但

是，我们还是建议在项

目前期就做好，比如I/

O Types、Instrument 

L o c a t i o n s 、 L o o p 

Measured Variables、

L o o p  F u n c t i o n s、

Signal Type以及自定义

表（Custom Tables，

即 之 前 提 到 的 U s e r 

Defined Tables）。

参考电缆及设备

在Reference Explorer

里，在软件中按F8调

出。参考电缆、参考设

备这一类主要是在接线

模块工作时，提供标准

的参考库，比如接线箱

（48端子的，每个端

子叫什么）、电缆（电

缆型号、几芯的、多

粗）、安装材料（磅

级、材质），这里主要

讲这一部分：

优先级较高的是Panels

下的Device Panels、

C a b l e s （ 主 要 是 用

于分支电缆的 D e v i c e 

Cable）：

对于Device Panel，中

文我们一般称之为仪

表接线盒。一般二线

制、三线制、四线制

各做一个即可：

可以看到二线制下面有一个端子排（TS-1）和两个端子（+

和-），之后可以连接一根分支电缆。

对于Device Cable，即分支电

缆，我们会根据统一规定中的要

求建立需要的，同时给出那些固

定的属性，如电缆型号、电缆规

格等。

安装图类型

在Domain Explorer下可以事先创建好一些标准的安装图类

型。不过事先需要在Reference Explorer中新建一个安装材

料库（Item Library），并设置其为激活状态。

之后在Domain Explorer下，可

以根据需要创建Hook-Up Type和

Hook-Up，它们是父子关系。我们

一般把Hook-Up Type称之为安装

大类，Hook-Up称之为安装图类

型。软件里只能这样创建，不能直

接新建一个Hook-Up。

Profile

上面提到的4类，其最终的用途除了设计过程中的使用，在

我们日常的使用上来看主要是为Profile服务的。Profile是什

么？从哪里进入？

在仪表类型界面下就有一个Profile的按钮。针对每一个仪表

类型，都有其单独的Profile设置界面。

使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前如何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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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Profile后的界面如下：

 

那么Profile的作用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运用好Profile，可

以极大减少项目前期的工时。其作用就是在我们创建一个新

仪表时，自动执行那些在Profile中设置的内容，当然也可以

对已有仪表进行更新（手动右击批量执行）。

举个例子，如上图中的Instrument Specification区域：

按照上图中的设置，那么其结果就是，每当我们创建一个仪

表类型为“FE – Orifice Plate”的仪表时，就会自动帮我们创

建出128号规格书出来。（前提是没有在Preference中禁用）

此外，常用的设置还有：

 · General标签页

 · 规格书号（Specification Form）

 · 规格书号的模板（Copy Data from Template）

 · 是否需要出安装图

 · 安装图类型是哪个

 · 是否忽略回路号

 · IO Type是哪个

 · Location是哪个

 · DDP组是哪个

 · Wiring and Control System

 · 是否允许接线

 · 是否允许进入卡件

 · 是否允许自动创建CS Tag

 ·  仪表关联的接线盒（Reference Device Panel）用

哪个

 ·  仪表关联的分支电缆（Reference Device Cable）

用哪个

 · 接线盒和分支电缆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 Custom Tables

 · 16个自定义表的缺省列表值是什么

所以说，用好Profile的前提是之前的那些准备工作（仪表类

型、辅助列表、参考电缆及设备、安装图等）要做好。虽然

Profile也可以随时进行更新，但是其设置的越早、越完善，

前期的工作将越快。

典型回路

典型回路（Typical Loop）

的 入 口 位 于 R e f e r e n c e 

Explorer中。从名字中不难

看出，其作用就是定义好典

型的回路，然后用于项目上

实际回路及其仪表的创建。

例如下面是一个针对PICA的

典型回路定义：

可以看到，其典型回路号为P-103，下面含了5个典型仪表

（Typical Instruments）及其缺省的属性（如PT的I.O类型为

AI）。典型回路和典型仪表的属性窗口，和普通回路和仪表

的属性窗口是一样的，该怎么改就怎么改。要注意一点，就

是典型回路和典型仪表的命名规则是固定的，并不会因为在

管理员模块中定义的命名规则而改变。以典型回路为例，其

命名规则就是回路测量变量+序号+后缀。而且这个序号并不

是真正的序号，随意输入，能做到自己辨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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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配合Macro功能，可以批量创建多个不同流水号的回路及其仪表。

用Macro去批量创建时，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序号，如下：

这样就会创建出111到119、121和123，总计11个回路及其仪表。另

外，在Batch Macro Creation窗口下，还有一个Property按钮，可以在

执行Macro之前再去设定一些通用的属性。比如所有仪表的UDF_C02都

为xxx。

当然用这个典型回路的前提是，上游工艺专业绘制P&ID，需要按照典型

的方式来定义及绘制。否则，这个典型的含义就没有意义了。

使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前如何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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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氢能公司

网  址：www.hydrogenics.com

所属行业：能源、机械

所在国家：比利时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 P&ID

优  势：

   P&ID与ERP系统之间的自动双向接口可

提高工程数据质量

   集中访问工程信息能够提高效率并节约

时间

   在工艺设计的早期阶段获取基础工程

数据

  基于规则的P&ID提高了图纸的一致性

  自动生成位号允许P&ID自定义命名规则

   在ERP中自动生成供服务部门使用的维

护项目结构

确定目标

氢能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工业和商业氢系统的设计、制造、建设和安装企

业，拥有60多年历史，业务遍布全球。氢能公司希望用新的解决方案代

替现有的内部解决方案，探索既能改善工程信息质量，又能让各方在ERP

系统中访问工程信息的方法，同时还能避免不必要的人工劳动。氢能公

司当时采用IFS作为内部ERP系统，因此所需的是一种实施后能够关联IFS

的、数据库驱动的、具备自定义功能的、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

克服困难

氢能公司力求解决的一大挑战是项目交付的复杂性，和不断扩大的范围及

其对工程信息质量的影响。氢能公司需要找到适当的方法来组织工程信

息，以规范的方式与客户进行交流，确保所有必要的信息处于最新状态，

且可供公司各部门访问。

氢能公司决定使用Intergraph Smart P&ID代替Autodesk的AutoCAD®，并

开始讨论项目范围，这是首次开发IFS和Smart P&ID之间的接口，因此确

定项目范围成为一项挑战。一开始，氢能公司认为两个系统交换的信息只

包括对象、属性以及管道和拓扑关系。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双方逐渐认识

到还需要在系统中加入元件关联关系。

因此，氢能公司需要一种数据库驱动的工程解决方案，且数据库的结构须

与IFS类似，从而降低自定义需求。他们对解决方案的核心要求是能够汇

集不同部门的信息，供所有相关方使用信息。

Intergraph Smart® P&ID助力氢能公司欧洲分公
司改善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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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果

接触Smart P&ID之初，氢能公司就确信Smart P&ID是能轻松化解众多挑战的

解决方案，自定义也只不过是映射属性和基本数据。接着，海克斯康创建了

ERP系统和Smart P&ID之间的自定义接口，使氢能公司能够获取输入到Smart 

P&ID中的工艺等级、仪表数据等各种工程数据，并存入现有ERP系统。

这样一来，各个部门都能使用信息，双向接口无需手动处理数据，从而避免

了人为错误。工程信息的集中访问和存储使现场服务工程师能够轻松访问正

确的信息，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工程部门的支持来开展日常工作，效率得到

了提升。

在项目执行期间，海克斯康建议氢能公司制定自己的公司标准，以便未来能够

自由的自定义方案的实施情况，进一步发展标准。

最后，双方相互反馈相关信息，共同进行测试和调试，确定了接口，完成了项

目。目前，接口负责迁移项目P&ID上所有的工艺参数、拓扑关系、管道系统

关系、元件关联关系，包括600多个项目以及平均另外6000多个属性。

Intergraph Smart® P&ID助力氢能公司欧洲分公司改善数据质量

展望未来

氢能公司欧洲分公司的技术总监Jan 

Vaes表示：“我们对自己的决策很满

意，希望Smart P&ID以及Smart P&ID

与公司ERP系统之间的自定义接口能

让我们轻松改善文档质量。部署海克

斯康软件以后，我们能把所有信息存

放在同一地点供所有部门查看，从而

能集中精力服务客户而不是处理文

档。”

公司目前有六名工艺设计工程师在使

用Smart P&ID，通过Smart P&ID与

ERP之间的双向数据交换确保主数据

集的状态良好。每年约有20个项目使

用着Smart P&ID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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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昭和电工

网  址：
https://www.showadenko.cn/

简  介：

昭和电工大分联合企业是其石化板

块的主要生产基地，配备有石脑油

裂解装置。昭和电工大分联合企业

的需求结构非常平衡，生产的基本

材料供应给塑料、合成橡胶和苯乙

烯单体生产商。这些下游的客户工

厂大部分是其他公司来运营管理

的，但其中也包括了昭和电工自身

的乙酰衍生物工厂。

所属行业：石化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时代高速发展导致的知识和经验迭代

过快，引起了如下的问题：

 ·  每个部门的运营管理方法和水平不

同，未进行成功经验的共享

 ·  准备和编制纸质工单需要大量的时

间，并且纸质工单的业务执行及执

行监管也存在困难

 ·  在交接班和工作指令传递过程中存

在数据丢失情况，影响运营稳定性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自2017年起，昭和电工大分联合企业

采用了以下解决方案：

 ·  j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

 · 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

 · 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

 · j5 Standing Orders（j5消息中心）

 ·  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j5

工业表单模板）

j5交接班功能为炼油厂每个单元、每

个区域的作业员、班组人员和班长提

供相关数据、事件和指令的报告。保

证过程一致、可见、可审计。

j5工作指令模块使调度员能够为生产

运营团队安排临时性或周期性的工

作任务。并可在这些工作完成后进

日本昭和电工大分联合企业实现标准化管理需求
行状态标记，在交接班报告中进行

记录总结。

j5消息中心实现了企业内部重要消息

的传递及接收反馈。

客户之声

“j5操作日志的易用性让我们大为惊

叹。我们引入了j5操作管理软件，以

维护和改善现场运营管理能力、升级

了工作流程。我们认为，j5操作管理

软件是信息传递及控制的工具，它不

仅可以用于生产现场的运营管理，也

可以用于一般的现场管理。”

——生产工程部

日本昭和电工大分联合企业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通过对各部门建设统一的操作管理系

统，昭和电工大分联合企业实现了标

准化管理需求，提高了工作效率，显

著减少了工作时间。

通过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昭和电工

大分联合企业成功地提高了作业员

的操作技能，有利于知识技能的传

承。使用j5交接班和j5工作指令减少

了数据的泄漏/丢失，使得运营更加

稳定。最后， j 5操作管理软件也成

为年轻员工学习先进运营经验及技

术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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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antit Fiberglass工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Amiantit Fiberglass”）

1977年在沙特阿拉伯达曼市成立，隶

属于Amiantit集团。Amiantit集团是一

家跨国企业，在全世界拥有30个管道

系统制造厂、6家技术公司、4家材料

供应商和8家供应与工程设计子公司，

客户遍布70多个国家。

Amiantit Fiberglass是世界最大的

热固性玻璃纤维增强塑料（F R P）

管制造商之一，迄今为止已经为亚

洲、中东、北非和太平洋地区的客户

生产了1000万米（约3280万英尺）

FRP管道。Amiantit Fiberglass采用

Flowtite® FRP管道生产技术实现高效

生产。

YANSAB项目简介

延 布 国 家 石 化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Amiantit Fiberglass公司用CAESAR II®提高
YANSAB项目的生产力

分析工作。Amiantit Fiberglass的高

级设计工程师Farrukh Shaikh表示：

“CAESAR II的图形用户界面非常友

好，可视化简单明了。CAESAR II的技

术支持也很强大，他们解决了FRP管

道系统的建模和模拟问题，帮助我们

提高生产效率。”

竣工时，Amiantit Fiberglass提供

了约20000米（65610英尺）的FRP

管道，包括弯头、三通、管口、异

径管和法兰。管道直径范围在D N 

100~4000mm。

节约时间，提高整体生产力

“我们用CAESAR II进行管道分析，解

决了项目挑战，避免了混淆，在与海

水和冷却水系统中连接的金属管道集

成时提高了准确性。CAESAR II的技术

参考性、广泛的应用范围、快速全面

的支持帮助我们节约了时间，提高了

整体生产力。”

“YANSAB”）是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ABIC）下属的最大的石化工厂，

位于沙特阿拉伯延布市。8台装置建成

后，乙烯、丙烯、聚乙烯（LLDPE、

HDPE）、聚丙烯、乙二醇、苯、二

甲苯、甲苯、正丁烷、异丁烷和甲基

叔丁基醚等石化产品的总产能将超过

400万吨。

Amiantit Fiberglass承担的YANSAB项

目，包括石化工厂海水和冷却水管道

系统的FRP管道系统的设计、制造、

检测、标记和包装，包括弯头、三

通、管口、异径管和法兰。项目的工

作范围包括绘制短管ISO图和现场施工

图；设计FRP管道、配件和法兰；进

行应力分析和有限元分析计算。

克服挑战

Amiantit Fiberglass确认了项目的两

大挑战。一是海水和冷却水大型管道

系统的详细应力分析计算，二是FRP

管的生产和制造工期紧。Amiantit 

Fiberglass选择采用简单易用、接受

度广的CAESAR II管道应力分析软件应

对项目挑战。

CAESAR II创造的效益

CAESAR II助力Amiantit Fiberglass实

现了诸多效益，例如软件的内置FRP

宏观分析功能极大地简化了模拟和

公司名称：Amiantit Fiberglass

网  址：www.amiantit.com/en

所属行业：石化

所在国家：沙特阿拉伯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Amiantit Fiberglass公司用CAESAR II®提高YANSAB项目的生产力





石油和天然气
海克斯康支持大型工厂的设计、建造、移交、试车、运营和维护，其中包括石油和天然

气自然资源的开采或加工工厂，以及海上平台的建造。石油和天然气炼制厂业主可以排

除计划外工厂停车，从而避免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损失。此外，他们还须在遵守法

律法规的情况下保持工厂运营。设计商和业主可以获得更好的决策支持能力，并借此实

现全球性设计、生命周期优化和炼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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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某炼厂数字化交付中结构专业应用BIM技术，显著提高效率，满足《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的要

求。总结了石油石化项目主要建（构）筑物模型搭建经验和新技术，遇到的难点、痛点问题。主张确定适合石油化

工工程的信息颗粒度，对石油石化工程建设企业提升工程设计质量，促进炼厂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良性发展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结构专业；数字化交付；BIM；石油化工项目设计；信息颗粒度

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的结构专业实践
  贺菲1，于子涵2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数字化交付是建立数字化工厂，进而实现工业4.0和智能化

工厂的重要数据来源及数据基础。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批准自

2019年3月施行GB/T 51296-2018《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

付标准》（下文简称《标准》），总体由交付基础、交付内

容与形式、交付流程、交付平台构成，为石油化工工程建设

数字化工厂和智能化工厂建设搭建了理论框架。石油石化工

程建设企业作为数字化交付的重要主体，必须建立所有专业

参与的数字化交付平台，积极采用新技术、自主软件开发，

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中抢占行业制

高点。

《标准》中对结构专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除了施工图、文

档之外，还要提供三维模型供工厂对象平面布置审查、管线

碰撞检查。《标准》中要求按照C.0.16 框架类属性、C.0.17

建筑物类属性，执行数字化交付，即应包含钢材材质、混凝

土强度等级、防火高度范围、火灾危险性分类、建筑耐火等

级等。一些石油石化工程建设企业，因为结构专业三维设计

基础薄弱，仍由配管专业搭建建（构）筑物的三维模型（下

文称为工厂对象），就存在类属性信息缺失的情况。

提高结构专业三维设计能力主要依靠人才培养、采用新技

术、自主开发。结构专业可以结合石油化工行业特点，

选择性的将建筑行业成熟的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术跨界应用，助力石油化工项目数字化交

付。BIM的核心是通过建立工厂对象三维模型，利用数字化

技术，为这个模型提供完整的、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工厂对象

类属性信息库。该信息库包含描述工厂对象构件的几何信

息、类属性及应力状态信息。结构专业常采用的结构分析软

件中都已经具备了完善的BIM 功能，也都面向石油化工工程

常用的集成设计平台PDS、PDMS、Intergraph Smart 设计

了模型导入接口，如国外软件：ETABS、STAAD、Robot；

国内软件：PKPM。

BIM 模型因其自身数据结构特点，目前导入石油化工集成设

计平台后，还需要人工调整并进行附属结构完善。

图1 某炼厂污水处理场数字化交付90%模型

在某炼厂污水场数字化交付中，使用Intergraph Smart软件

作为交付平台（结构专业只使用其中的Intergraph Smart 

3 D），采用海克斯康为

PKPM开发的接口程序实

现了一部分的BIM模型导

入。例如以前做图2的苯

乙烯精馏构架，手工建模

耗时1 5个工作日；通过

接口程序，数小时内即可

完成模型导入和附属结构

完善。导入的三维模型自

带框架类属性信息，符合

《标准》要求，提高了数

息库包含描述工厂对象构件的几何信息、类属性及应力状态信息。结构专业常采用的结构分

析软件中都已经具备了完善的 BIM 功能，也都面向石油化工工程常用的集成设计平台 PDS、
PDMS、Smart Plant 设计了模型导入接口，如国外软件：ETABS、STAAD、Robot；国内软件：

PKPM。

BIM 模型因其自身数据结构特点，目前导入石油化工集成设计平台后，还需要人工调整

并进行附属结构完善。

图 1.某炼厂污水处理场数字化交付 90%模型

在某炼厂污水场数字化交付中，使用 Smart Plant 软件作为交付平台（结构专业只使用

其中的 S3D模块），采用鹰图公司为 PKPM 开发的接口程序实现了一部分的 BIM 模型导入。

例如以前做图 2 苯乙烯精馏构架，手工建模耗时 15 个工作日；通过接口程序，数小时内即

可完成模型导入和附属结构完善。导入的三维模型自带框架类属性信息，符合《标准》要求，

提高了数字化交付质量，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石油化工工厂项目中常见建（构）筑物工厂对象的模型搭建实践经验：

1. 框架和管廊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钢结构框架，包括设备构架、非设备框排架、加热炉框架、焚烧炉

框架、冷换框架等，主要由杆件组成：梁、柱、基础、柱间支撑、桁架、平台板、平台开洞，

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梯、斜梯、设备支座。

梁、板、柱、平台板、平台开洞有三种建模方式：

(1) 单根杆件手工搭建：杆件有三要素，型钢截面库、属性、边界条件（起点终点），

目前 PDS、PDMS、S3D 内置的型钢截面库中角钢、薄壁 C 型钢、高频焊接 H 型钢、

Z型钢、圆钢数据不全，是目前的一个痛点问题。

(2) PDS、PDMS、S3D 内二次开发程序快速建模：平台或者第三方开发的辅助程序能够

将简单结构，以命令流形式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建模效率，但因截面种类少、结构形

式简单的缺点，难以满足工程实践需要。复杂结构往往需要先拆分成几个简单结构，

再组合起来，最后手工进行大量的调整完善。

(3) BIM 结构分析软件导入：适用于复杂结构形式，能显著提高建模效率。但因 BIM 结

构分析软件模型只有主要构件，想要导入完整的结构模型，还需要在 BIM 结构分

析软件内对模型进行细化。

图 2.苯乙烯精馏构架

2. 池类结构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由混凝土板、墙、平台板、平台开洞组成，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

梯、斜梯，包括池类、非标井类结构。在近年来火爆的环保项目中，水处理池工艺复杂、种

类繁多、空间结构多变，对业主、施工方施工图识图要求高，往往花费数周才能理解池体空

间结构，制定施工方案。数字化系统可以利用可视化的三维模型，显著提高施工可行性评估

的准确性，在施工阶段可大大提升现场施工管理效率，从而减少施工错误和返工，进而缩短

施工工期，节约工程成本。

池类三维模型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但因池类结构太复杂，目前只能使用手工建模。

提高不了建模效率，就利用数字化交付平台，通过自主研发，提高池类结构施工图出图效率。

图 3.PACK池、中和均质池、沉淀池、浓缩池、格栅井

图2 苯乙烯精馏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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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交付质量，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石油化工工厂项目中常见建（构）筑物工厂对象的模型搭建

实践经验：

1. 框架和管廊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钢结构框架，包括设备构架、非设备框

排架、加热炉框架、焚烧炉框架、冷换框架等，主要由杆件

组成：梁、柱、基础、柱间支撑、桁架、平台板、平台开

洞，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梯、斜梯、设备支座。

梁、板、柱、平台板、平台开洞有三种建模方式：

（1）单根杆件手工搭建：杆件有三要素，型钢截面库、属

性、边界条件（起点终点），目前PDS、PDMS、Smart 3D

内置的型钢截面库中角钢、薄壁C型钢、高频焊接H型钢、Z

型钢、圆钢数据不全，是目前的一个痛点问题。

（2）PDS、PDMS、Smart 3D内二次开发程序快速建模：

平台或者第三方开发的辅助程序能够将简单结构，以命令流

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建模效率，但因截面种类少、结构形

式简单的缺点，难以满足工程实践需要。复杂结构往往需要

先拆分成几个简单结构，再组合起来，最后手工进行大量的

调整完善。

（3）BIM结构分析软件导入：适用于复杂结构形式，能显

著提高建模效率。但因BIM结构分析软件模型只有主要构

件，想要导入完整的结构模型，还需要在BIM结构分析软件

内对模型进行细化。

2. 池类结构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由混凝土板、墙、平台板、平台开洞组

成，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梯、斜梯，包括池类、非标井类

结构。在近年来火爆的环保项目中，水处理池工艺复杂、种

类繁多、空间结构多变，对业主、施工方施工图识图要求

高，往往花费数周才能理解池体空间结构，制定施工方案。

数字化系统可以利用可视化的三维模型，显著提高施工可

行性评估的准确性，在施工阶段可大大提升现场施工管理效

率，从而减少施工错误和返工，进而缩短施工工期，节约工

程成本。

池类三维模型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但因池类结构太复

杂，目前只能使用手工建模。提高不了建模效率，就利用

数字化交付平台，通过自主研发，提高池类结构施工图出

图效率。

图3 PACK 池、中和均质池、沉淀池、浓缩池、格栅井

3. 建筑物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混凝土框架结构、门刚结构、带钢屋架

的框排架结构，包括综合楼、办公楼、更衣室、餐厅、中央

控制室、现场机柜间、变电所、化验室、挤压造粒厂房、阀

门室、泵房、包装厂房、化学品库、成品仓库、维修厂房，

主要由杆件组成：梁、柱、基础、平台板、平台开洞、墙

体，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梯、斜梯、设备支座、门窗。

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梁、板、柱、平台板、平台开洞、墙体建

模方式和框架与管廊相同，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

（1）单根杆件手工搭建；

（2）PDS、PDMS、Smart 3D内二次开发程序快速建模；

（3）BIM结构分析软件导入：因为BIM结构分析软件对于

层概念的定义和集成设计平台不一致，导入的结构模型还需

要做一定的调整，如：斜梁上的板进入集成设计平台变成了

平板，墙顶变成了墙底等。

图4 现场控制室

门刚结构、带钢屋架的框排架结构模型搭建实践中，存在较

多技术难点。这类工厂对象广泛存在着管线、槽盒穿屋面、

图 2.苯乙烯精馏构架

2. 池类结构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由混凝土板、墙、平台板、平台开洞组成，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

梯、斜梯，包括池类、非标井类结构。在近年来火爆的环保项目中，水处理池工艺复杂、种

类繁多、空间结构多变，对业主、施工方施工图识图要求高，往往花费数周才能理解池体空

间结构，制定施工方案。数字化系统可以利用可视化的三维模型，显著提高施工可行性评估

的准确性，在施工阶段可大大提升现场施工管理效率，从而减少施工错误和返工，进而缩短

施工工期，节约工程成本。

池类三维模型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但因池类结构太复杂，目前只能使用手工建模。

提高不了建模效率，就利用数字化交付平台，通过自主研发，提高池类结构施工图出图效率。

图 3.PACK池、中和均质池、沉淀池、浓缩池、格栅井

3. 建筑物

这种工厂对象一般是混凝土框架结构、门刚结构、带钢屋架的框排架结构，包括综合楼、

办公楼、更衣室、餐厅、中央控制室、现场机柜间、变电所、化验室、挤压造粒厂房、阀门

室、泵房、包装厂房、化学品库、成品仓库、维修厂房，主要由杆件组成：梁、柱、基础、

平台板、平台开洞、墙体，附属结构有栏杆、直爬梯、斜梯、设备支座、门窗。

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梁、板、柱、平台板、平台开洞、墙体建模方式和框架和管廊相同，

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

(1) 单根杆件手工搭建；

(2) PDS、PDMS、S3D 内二次开发程序快速建模；

(3) BIM 结构分析软件导入：因为 BIM 结构分析软件对于层概念的定义和集成设计平台

不一致，导入的结构模型还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如：斜梁上的板进入集成设计平台

变成了平板，墙顶变成了墙底等。

图 4.现场控制室

门刚结构、带钢屋架的框排架结构模型搭建实践中，存在较多技术难点。这类工厂对象

广泛存在着管线、槽盒穿屋面、墙面的情况，需要进行三维碰撞检查。门刚结构、带钢屋架

的框排架结构的屋面板、墙面板，是通过复杂的网状屋面支撑系统、墙面支撑系统支撑的（后

面简称”支撑系统”）。支撑系统包括水平支撑、直拉条、斜拉条、檩条（见图 5）；使用

的材料是目前 PDS、PDMS、S3D 内置的型钢截面库中支持效果不好的角钢、薄壁 C 型钢、

高频焊接 H 型钢、Z 型钢、圆钢；杆件在三维空间中位置分布规律性不强，定位难度大。单

根杆件手工搭建难度大、耗时长、工作量大，又因为 PDS、PDMS、S3D 中没有支撑系统的

对应概念物，不能从第三方软件导入，问题将继续长期困扰结构设计人员（目前数字化交付

能实现到的深度，见图 6）。

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的结构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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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的情况，需要进行三维碰撞检查。门刚结构、带钢屋架

的框排架结构的屋面板、墙面板，是通过复杂的网状屋面支

撑系统、墙面支撑系统支撑的（后面简称”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包括水平支撑、直拉条、斜拉条、檩条（见图

5）；使用的材料是目前PDS、PDMS、Smart 3D内置的型

钢截面库中支持效果不好的角钢、薄壁C型钢、高频焊接H

型钢、Z型钢、圆钢；杆件在三维空间中位置分布规律性不

强，定位难度大。单根杆件手工搭建难度大、耗时长、工作

量大，又因为PDS、PDMS、Smart 3D中没有支撑系统的对

应概念物，不能从第三方软件导入，问题将继续长期困扰结

构设计人员（目前数字化交付能实现到的深度，见图6）。

图5 门刚结构厂房实际的屋面支撑系统、墙面支撑系统

图6 数字化交付门刚结构厂房不建屋面支撑系统、墙面支撑

系统

4. 信息颗粒度

《标准》中用信息颗粒度来描述工厂对象信息的详细程度。

信息颗粒度与信息使用要求、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及成本有

关。一旦使用不适宜的信息颗粒度，将导致工程建设阶段与

运行维护阶段的数据无法实现共享，或者使数据移交后再建

立相应参考的成本增加。在精密设备制造业、造船业等行业

中，数字化交付对结构的信息颗粒度要求较高。石油化工工

程行业要结合自身特点，实事求是，不应与其他行业进行攀

比，确定合适的信息颗粒度要求。

以某炼厂项目为例，结构模型没有体现钢结构节点细节，数

字化交付平台上有约30万个描述工厂对象类的数据元素，

其中约四分之一是结构专业的。若将钢结构节点钢板信息补

全，数据元素将达到300万个，其中90%以上都会是各种形

状的钢板。

虽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钢结构节点钢板和管线碰撞的情

况，但概率是非常低的：污水场项目，经验概率为百万分之

一；工艺装置项目，经验概率为十万分之一；钢结构节点钢

板和管线碰撞问题在施工阶段会全部修改。

钢结构节点钢板的数据对建设智能工厂、智能制造没有实际

贡献，数据移交后还会增加业主运行维护阶段成本。

图7 某炼厂项目设备构架

5. 结论

建设工业4.0和智能化工厂，石油石化工程建设企业必须积

极采用新技术，才能解决数字化交付中的难点、痛点，在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中抢占行业制高点。确定符合本行业特点

的交付物信息颗粒度，对提升工程设计质量，促进炼厂数字

化、智能化建设良性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 GB/T 5129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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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节点钢板和管线碰撞问题在施工阶段会全部修改。

钢结构节点钢板的数据对建设智能工厂、智能制造没有实际贡献，数据移交后还
会增加业主运行维护阶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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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建设工业 4.0 和智能化工厂，石油石化工程建设企业必须积极采用新技术，才能

解决数字化交付中的难点、痛点，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中抢占行业制高点。确定符
合本行业特点的交付物信息颗粒度，对提升工程设计质量，促进炼厂数字化、智能化
建设良性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 GB/T 5129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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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raph Smart P&ID是以数据为

中心，基于规则的解决方案，可以

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可以帮助设计院完成项目

数字化交付的工作目标。我院参与

设计的某千万吨级大型炼化项目，

采用Intergraph Smart系列软件作为

数字化集成设计平台，由于项目工

程量巨大，顶层设计时将各设计分

区划分成了多个Plant，这样对所有

Plant的同步管理提出了挑战。项目

执行过程中根据设计需求修改软件种

子文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可以准

确完成所有Plant的Reference Data 

Synchronization成为非常重要的管理

要求。

1. 问题案例

在项目执行期间，据统计整个项目

（含19个Plant）先后执行过35轮同

步操作，期间出现过多种同步失败的

问题，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

图例文件中某些图例有问题导致同步

中断；（2）种子文件某些文件命名

用了非法字符导致同步失败；（3）

源文件与目标文件在DDM中对新增介

质或属性的定义有异步行为，由于属

性ID冲突导致同步失败；（4）各个

Plant不同程度的定义过Plant Filter

或My Filter，由于相同ID对应的内容

不同，同步出现冲突而导致失败；

（5）同步操作可以顺利执行，但每

次同步过后同名过滤器会生成一个

新的 I D号，并自动加流水号标识，

且在FilterManager中无法显示这些

Filter，仍属于同步失败案例。

2. 解决思路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前两种

问题可以通过系统检查或删除问题文

件的方式解决，解决方式简单。对于

后三种问题，出现概率较大，问题比

较棘手。因此我们采取进入数据库对

摘 要： Intergraph Smart P&ID 软件提供的Reference Data Synchronization种子文件同步工具可以为多个Plant的同步更新

操作提供极大的便利，由于我院参与设计的某大型炼化项目情况特殊将项目划分成多个Plant，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了

诸多同步失败的问题，本文围绕Plant同步失败问题就主要原因及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P&ID

关于Intergraph Smart® P&ID Plant同步问题的探讨
  李红艳1，杨刚敏2，李科3 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

两个P l a n t进行数据对比的方式发

现了问题根源，并从源头解决了问

题。下面对后三种问题的解决思路

进行讨论。

2.1 关于数据库中介质或其他属性

主键冲突的问题

此类问题通常发生在源文件和目标文

件的数据库存储内容存在差异，差异

的产生可能由于两个文件存在较多不

一致或者分别对两个文件的配置做过

修改。

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解决遵循以下方法

路径：

关于Intergraph Smart® P&ID Plant同步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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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删除介质，解决思路如下：

 ·  批量删除或替换掉设计内容中引用

过的问题介质。

 · 查询哪些Table带有问题介质。

 ·  查询数据库中是否还有带问题介质

的Piperun。

 ·  通过字段odelist_number、codelist_

index查询并删除问题介质。

 ·  删除后再次查询并确认是否清理

干净。

对于删除图纸属性，解决思路如下：

 ·  数据库[Uniqueatts]、[Attributes]、

[ItemAttributions]三个Table中查询

问题属性。

 · 查询问题属性引用到哪些Table中。

 ·  [Uniqueatts]、[Attributes]、

[ItemAttributions]三个Table中删

除问题属性。

 ·  如果属性是Select List类型，同

时需要删除[Enumerations]中的

记录。

 ·  各类对象的Ta b le中删除对应的

字段。

用做好的备份包同步测试是否成功，

根据记录的对象ID批量补充设计内容

中使用的属性值。

2.2 关于Filter同步出错及同步后

过滤器不显示的问题

此类问题发生在种子文件M y f i l te r

下有多个用户创建的F i l t e r，其他

用户看不到且同步时其他数据库不

能同步。查询SQL中Source Plant

下的[Category]表发现源文件中My 

Filter建有过滤器（名称为“1”）且

FilterInstanceID12000047被占用。

这样会导致ID12000047之后的新建内

容每次同步时会一遍遍重复创建。

此外，同步时源文件Plant Filter中

新建的“CEI Report”的 ID号由于

与目标文件中新建的过滤器“C E I 

Report”的ID号不一致。经过多次同

步操作后，每次同名过滤器会生成一

个新的ID号，并在名字后自动加流水

号，且在Filtermanager中无法显示这

些Filter，经查证SQL中含有多个同名

Filter，需要通过删除冗余过滤器来解

决无法显示的问题。

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解决遵循以下方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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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针对Source Plant进行修改：

 · 查询[Category]表“CEI Report”的ID（=12000016）。

 ·  删掉My Filter过滤器“1”（ID=12000047）的相关内

容，包括[CategoryFilter]表FilterInstanceID=12000047、

[FilterInstance]表FilterDefinitionID=12000047、

[FilterDefinition]表ID=12000047三个表中的内容。

 · 做备份包准备同步其他工厂。

其次针对Target Plant进行修改：

 ·  修改SourcePlant的“CEI Report”的ID号与TargetPlant

的ID号一致，改为12000016。

 · 删除[Category]表中占用ID的过滤器。

 ·   按照源文件过滤器的ID修改目标文件[Category]表中过

滤器的ID。

 ·  分别删除 [CategoryFi lter]、 [Fi l terDefinit ion]、

[FilterInstance]、[FilterCriteria]四张表中已同步进去的

内容。按照子下而上、从子级到父级的执行顺序分别删

除Filter内容。

用做好的备份包同步测试是否成功，检查Filter Manager内

的过滤器是否已全部创建成功。

3. 结语

通过对这类问题的归纳总结，我们对整个项目的所有Plant

数据库完成了一致性检查，同时严格规范了管理员的维护行

为。经过一系列的整改措施，Plant同步工作安全可控，至

今未出现过同步失败的问题。

对于Smart P&ID管理人员来说，在今后的种子文件维护工

作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直接修改数据库存在较大的隐患，如果操作不严谨出现

误改误删，可能导致影响整个项目，因此修改数据库要

格外谨慎。

 ·  修改种子文件之前，特别是关于数据库的修改，应先在

测试工厂或备份工厂中做先导测试，再进入正式项目实

施修改。

 ·  无论是同一项目的多个Plant 还是对多个项目执行相同

的种子文件，尽量选定一个Plant制作同步源文件，不要

随机、交叉选用，避免出现冲突。

 ·   项目初始化阶段制作同步包前要删除用户自定义过滤器

等内容。

参考文献：

[1]   海克斯康PPM Intergraph Smart P&ID User’s Guide

 关于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英文缩写CEI），是

一家以技术为先导，以设计为龙头，集咨询、研

发、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开车、运营服务等

多功能于一体、国内领先的炼油化工工程总承包

工程公司。华东院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工程咨询甲级资质、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通

过ISO9001、ISO14000、OHSAS18001管理体系

认证和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版3A

认证，炼油设计综合实力一直位列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首位。公司工程领域涵盖炼油化

工、油气储运、煤化工以及油气田地面、长输管

道和市政工程建设，致力于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

供专业服务和高品质产品，可为境内外客户提供

全价值链、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关于Intergraph Smart® P&ID Plant同步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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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黑猫工程建设

网  址：www.blackcat.qa

所属行业：石油天然气

所在国家：卡塔尔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ESAR II®

  PV Elite®

过去30年来，卡塔尔多哈市的黑猫工

程建设公司（Black Cat，简称“黑

猫”）一直致力于开展多行业、多专

业复杂项目的工程设计、采购、安装

和调试业务。基于在石油天然气、油

气行业设施和基础设施方面丰富的经

验，从可行性研究到项目的专业执

行，黑猫的众多跨专业团队全程为业

主提供专业服务。

卡塔尔化肥公司请黑猫设计和安装1号

氨装置和2号氨装置的氨回收系统和火

炬系统的闪蒸罐和分离罐，限期3个

月。项目位于卡塔尔的梅赛伊德市，

需要为两台装置的所有设备设计24英

寸（约61厘米）的火炬总管、18英寸

（约45.7厘米）和12英寸（约30.5厘

米）的吹扫总管、一个新管架以及一

黑猫工程建设公司凭借准确性和自动化顺利完成卡塔尔项目
协作和自动化确保项目进度

项目不仅准确性要求高，工期也只有

三个月。黑猫利用CADWorx的可视化

功能进行建模，结合CAESAR II和PV 

Elite分析管道应力和容器压力。协作

设计、工程实施的方法加上材料表等

交付成果的自动化让黑猫战胜了多重

困难，顺利完成项目。

在不增加停车成本的情况下按
时完成项目

黑 猫 的 工 程 师 运 用 C A D W o r x 、

CAESAR II和PV Elite的强大功能节约

了大量的时间，在不增加停车成本的

情况下按时完成了管道作业。黑猫

的高级管道工程师Ahmad Akila说：

“CADWorx帮助我们最大程度的减少

了管段的现场改造工作，顺利的完成

了管道制作和安装。”

个连接两个机组所有设备的安全泄压

阀（SRV）出口。管道总长约1公里，

管道直径从1英寸（约2.54厘米）到

24英寸（约61厘米）不等，壁厚系列

涉及20、30、40和80。黑猫的工作范

围包括设计、安装、测试、预调试、

调试和性能测试，再加上整体项目管

理和培训。

使用CADWorx生成准确的交付
成果

由于有一半的管道作业需要停产才能

进行，因此必须确保绝对的准确性，

以便在安装时精确配合，尽量缩短停

车时间。项目需要为两台装置生成准

确的工程交付成果，包括竣工模型以

及设备、管架和管道图纸等，以确保

小口径管道的合理设计和准确交付。

黑猫利用CADWorx的可视化功能保证

模型和设计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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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助力新加坡液化天然气公司降低维护成本，提高系统可靠性 

公司名称：新加坡液化天然气公司

网  址：www.slng.com.sg

简  介：新加坡超过 95% 的

电力使用进口天然气发电。在新

加坡液化天然气公司（以下简称

“SLNG”）接收站建成之前，新

加坡唯一的选择是通过管道从马来

西亚和印尼进口天然气。因此，

SLNG接收站对新加坡的能源安全

至关重要，可以让新加坡从世界任

何地方进口天然气。

所属行业：液化天然气（LNG）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新的SLNG接收站需求量大，且需求

种类繁多，在接收站投运期限紧迫、

安全法规严格、预算紧张的情况下，

SLNG需要一套软件系统来满足运营、

过程安全和合规要求，包括：

 ·  安全、专业的操作日志和交接班应

用程序，用于管理现场活动和人员

的操作和维护记录

 ·  严格的工作许可证应用程序，促进

施工和操作安全

 ·  船舶卸货应用程序，管理船舶液化

天然气交付

 ·  输出管理应用程序，用于管理向主

管道的输出

 ·  综合的变更管理（MOC）应用程

序，使工厂运营按照严格的程序进

行变更

 ·  综合的事件管理应用程序，记录和

学习现场发生的每一个事故和未遂

事件

 ·  合规管理应用程序，支持接收站遵

守法律法规，并向国家和公司机构

提交所需报告

 SLNG要求这些应用程序之间以及与工

厂其它软件之间进行无缝交互，以消

除人为错误和信息重复捕获，例如：

 ·  在设备维护管理系统（CMMS）

即IBM Maximo®中维护的资产信

息、工作通知和工作指令

 ·  在Active Directory中维护用户名和

密码

 · 可靠性系统信息

 · 生产计划系统信息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选用j5操作管理软件，以满足严格的

现场监管和安全要求：

 ·  从记录、调查到监管报告， j 5 
Incident Management（j5事故管

理）全程跟踪管理事故和未遂事件

 ·  从 M O C 的 创 建 到 调 试 ， j 5 
Management of Change（j5变更

管理）管理不同类型和大小的变更

 ·  j5 Permit（j5工作许可证）确保在

发放工作许可证和管理现场工作时

执行正确的程序

 其他j5应用程序根据SLNG的需求量身

定制：

 ·  j5 Ship Unloading（j5卸船），管理

从船舶抵达到离港的所有卸货步骤

 ·  j5 Sendout Management（j5输送

管理），负责管理液化天然气对外

输送，包括验证计划发货数量与实

际发货数量

这些j5应用程序在基于网页浏览器的

统一用户界面中无缝运行，该用户界

面由单个中央服务器提供支持。这套

软件可以用任何连接到站点局域网的

网页浏览器访问。如有需要，j5操作

管理软件可与IBM Maximo等第三方软

件无缝对接。在运送第一批液化天然

气时，j5操作管理软件在预算范围内

得以及时交付。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了一套全面、统

一的操作、流程安全和合规管理应用

程序。所有这些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

都一致且直观。

所有j5应用程序的配置符合与SLNG工

厂的特定需求，其配置具有足够的灵

活性，能够随时间的推进得以改进。

j5操作管理软件可以使包括作业员、

班长、维护团队、HSE管理人员和企

业管理人员在内的任何工厂人员都能

轻松看到工厂的正确信息。

j5应用程序实现了常规任务、流程和

报告的自动化，减少了由人为失误引

发错误、事故和损失的风险，节省时

间并降低成本（例如，验证计划交付

量与实际交付量）。

j5操作管理软件拥有简单的主从式架

构，由单一供应商提供，能够降低维

护成本，提高系统可靠性。

j5助力新加坡液化天然气公司降低维护成本，提高系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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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劳氏船级社

网  址：www.lr.org

所属行业：石油和天然气-陆上

所在国家：阿曼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PV Elite®

  NozzleProTM

优  势：

  突出显示不合规项

  避免可能发生的违反规范行为

   与NozzlePro集成进行复杂的有限元分

析（FEA）

   在一周的期限内完成任务，节省了10个

工时

劳氏船级社（以下简称“LR”）是一家全球工程设计、技术和商业服

务机构，隶属于劳氏船级社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一家英国慈善机构，

致力于研究、教育、科学和工程设计。LR成立于1760年，是一个海运

船级社，目前在78个国家经营着多个行业。LR以工程诚信和公正为原

则，提供合规、风险和技术咨询服务，以确保资产和业务的安全和可持

续性。

复杂设备的安装载荷分析

特殊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Special Technical Services LLC）委任了LR

一项任务，根据ASME八卷第二分篇容器设计规范为阿曼Rabab Harweel

综合项目提供MDR认证。设备包括一个长度为12.8米、内径为4.206米

的卧式前置过滤分离器，在上面其中一个38寸的接管上安装一个内径为

1.412米、长度为6.036米的立式蒸汽包，下面有一个液包。

该设备的操作压力为30.1bar、操作温度为120摄氏度。受风荷载的影响，

主卧式容器必须承受附加其上的设备、平台和液包的重量和弯矩，以及由

此产生的关联影响。

许多接管也要承受管道载荷，需要进行局部应力分析。客户要求在短短的

一周内完成符合规范标准的整个认证，加大了挑战难度。

通过PV Elite分析，符合严格的容器规范

LR通过PV Elite在设备上组合各种载荷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包括下

面的液包、上面的蒸汽包和平台。如果不使用PV Elite将无法完成这些工

作。客户改变了一些接管载荷、位置和方向。

团队通过PV Elite模型可一次性执行所有变更，一些接管还需要进行复杂

的有限元分析，PV Elite与NozzlePro的集成降低了这项工作的难度。

劳氏船级社在阿曼大型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中快速
获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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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周内完成认证

团队使用PV Elite为客户突出显示了不合规之处，并防止可能发生的违规操

作。LR还必须创建自己的审查文档。由于PV Elite可以在一个模型中模拟全部

三个组件，因而这项工作用时很短。

LR在一天半内完成了初步审查，并按照客户要求在一周内完成了全部认证。

 “PV Elite具有分析每个组件以及整个模型的综合能力。如果没有PV Elite，要

完成这个项目将会非常困难”，Sujay Pathre解释说。在限定的30个小时内，

团队只用了20个小时便完成了整个项目。Pathre补充道：“客户对我们的快

速周转能力非常满意，我们之后又接到了200小时的项目任务。”

获奖项目

LR凭借使用PV Elite软件完成的本

项目，获得了2017年度Drivers of 

Success全球设计大赛PV Elite类别的

亚军。Drivers of Success大赛旨在表

彰海克斯康产品的创新应用、骄人的

项目成果，以及跨专业合作和产品集

成的显著效益。

劳氏船级社在阿曼大型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中快速获得认证



76

公司名称：
Deepwater Subsea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www.deepwatersubsea.com

简  介：

Deepwater Subsea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Deepwater Subsea”）是美国油

服公司，专业从事海底运营支持、合规审

查和能力发展培训。由业界知名专家、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

Deepwater Subsea团队主要致力于开展

三大海底作业领域的业务，旨在帮助客户

减少停车时间，改进运营绩效。

所属行业：

上游油气/勘探和生产（油服公司）

所在国家：美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过去，Deepwater Subsea使用不充分的、耗时的文字处理文档和电子表

格开展巡检活动，导致数据难以跟踪，协调能力和运营效率低下，无法抓

住重点。寻找档案信息简直是一场噩梦，寻找某项巡检的完成时间和执行

人更是难上加难。

使用文字处理文档和电子表格很难保证信息的一致性和对关键重叠数据的

记录。除非检查员发送报告，否则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巡检员的工作状态。

巡检员使用正确的文件修订版、正确填写相关内容、确保完全的可追溯性

和透明性，这些还是企业符合ISO 9001规定的必要条件，因此从合规性角

度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Deepwater Subsea以OSIsoft的PI系统为实时监测平台，还需要解决方案

供应商提供成熟的接口连接PI系统，以提升可视性和检索性，跟踪人工流

程和实时数据。油气行业的法规不断变化，Deepwater Subsea必须具备

在不求助第三方的情况下创建和修改自己的应用程序和文档的能力。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Deepwater Subsea在运营过程中应用了 j5 Operations Logbook

（j5操作日志）、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j5 Action 

Management（j5事务管理）、j5 Inspection Rounds（j5巡检）（使用

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j5工业表单模板））、j5 Standing Orders

（j5消息中心）和j5 Mobile（j5手持应用），同时使用j5 Dashboards

（ j 5报表）、R e p o r t s（报告）和V i e w s（审阅）满足各种要求。

Deepwater Subsea还用j5 IndustraForm Designer（j5工业表单设计器）

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轻松创建和修改自己的文档。

j5 OSIsoft PI接口（Asset Framework和SDK）让巡检员能在工作时获取

Deepwater Subsea公司采用j5操作管理软件为
跟踪日常活动的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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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时数据，这是静态的文字处理文

档和电子表格根本无法实现的功能。

j5操作日志确保能在巡检时实时输入

所有工作活动，以便随时查看。j5操

作日志还能创建全面的活动记录，能

实时跟踪事件，j5工业表单模板还能

采集所有的重要数据。

j5事务管理能分配、设计和跟踪与j5

操作管理软件应用程序的流程有关的

行动。这些活动有标准的工作流，

Deepwater Subsea人员能使用先进的

工作流功能轻松管理日常行动。

j 5手持应用能查看和编辑与台式机

相同的j5工业表单模板。Deepwater 

Subsea能使用类似于电子表格的j5工

业表单设计器程序轻松自定义模板。

现在，桌面应用和移动应用实时同

步，不需要提前进行源编码。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记录和完成检查的效率提升了70%，

检查结束后检索和搜索质量证据的时

间节约了95%。检查员只要直接把结

果载入数字报告，不需要另外对报告

和记录进行存档。

j 5工业表单模板能让D e e p w a t e r 

Subsea把所有文字处理文档和电子表

格合并成一个企业系统，同时还提供

了一种明确简单的方法，不需要第三

方帮助即可增加和修改表格，满足了

具体的油气行业要求和变更。公司目

前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标准流程，不同

的检查员能以统一的格式、结构、工

作流和内容条目来管理和完成行动，

进一步符合了ISO 9001的要求。

j 5操作管理软件增加了透明度，使

Deepwater Subsea在客户心中的可信

度进一步提升。Deepwater Subsea

的客户能轻松访问数据，随时了解情

况，与检查员进行互动，这是油气行

业的一大突破。

现在，纸质交接班报告已经成为过

去，再也不需要记住事件和时间。

Deepwater Subsea可以用搜索功能搜

索所有多信息文本记录，获取并在全

公司分享真正的经验教训。

客户评价

“j5操作管理软件带来的解决方案完

全满足我的要求，能让企业更上一层

楼。在我们这个行业，目前只有我们

一家公司以这种方式做事，这主要归

功于j5操作管理软件。我们的目标是

尽可能将日常活动纳入系统，j5操作

管理软件已经成为我们跟踪日常活动

的最终解决方案，我们用它跟踪从巡

检记录、生产警报到公告的各种信

息。”

— Michael Fry

Deepwater Subsea公司总裁兼CEO

Deepwater Subsea公司采用j5操作管理软件为跟踪日常活动的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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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Gazprom Neftechim Salavat设计院

网  址：www.sgnhp.ru

所属行业：工业厂房设计、工程、IT

所在国家：俄罗斯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Intergraph Smart Interop Publisher

Gazprom Neftechim Salavat设计院（以下简称“设计院”）是JSC 

“Gazprom Neftechim Salavat”的子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工业和民用项

目设计、工程咨询、操作文档编制及运营和施工支持。该设计院一经成

立，便承接了母公司的项目。得益于麾下设计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该团

队的业务能力一流，而这也是公司获得成功的关键。设计院院长积极进取

的态度使所有团队成员不断研究学习使用新技术，例如学习三维设计和流

程模拟技术。

确定目标

JSC “Gazprom Neftekhim Salavat”为设计院设定了创建三维生产模型

的目标。此外，设计院预计还将达成下述目标：

 ·  使用Intergraph Smart 3D技术创建生产过程的三维模型，包括提供所

有设计方案，以便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 识别碰撞

 · 生成三维模型报告

 · 基于三维模型创建应急模拟器

设计团队在获取许可证、接受培训和应用智能三维系统方面的时间有限。

因此，系统集成商Bureau ESG提供了各领域专家来协助完成这一项目。

克服挑战

从工厂回收数千张图纸和竣工文件这一工作，给NEOLANT和海克斯康等

合作方的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们带来了挑战。Intergraph Smart企业级解决

方案中缺少用于创建总平面图的应用程序（总平面图显示项目场地的建

筑、公用设施运行、工程建设、设备布局和其他结构）。而这正是问题所

在，因为只有先引入其它二维和三维CAD工具，才能创建与SmartPlant® 

Foundation的接口。

Gazprom Neftechim Salavat借助海克斯康技术
创建三维生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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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挑战在于部分组件的位置较为

孤立，以及一些核电站（N P P）工

作人员专注于其他一些职责。面对

这些挑战，设计院采取全面变革管

理模式、开展多专业协作的方式加

以克服。

实现成果

设计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下

述任务：

 ·  设计院选出六名不同领域的设计专

家组成了专家组

 ·  Bureau ESG团队对20名设计院员

工进行培训

 ·  为保障充足空间开展排风设计和

P&ID设计，Bureau ESG团队发起

了设立课堂的任务

 ·  完成Tekla Structures软件的数据

迁移，并将ASCII码转换为UTF-8

格式

 ·  利用Reference 3D技术完成其他

智能3D模型与PDMS的三维数据迁

移流程

 ·  生成TX和OB报告：P&ID图纸、材

料清单、管道目录、单管轴测图和

进度表

设计院的主要目标是应用Smart 3D

系统，提高整体设计质量，改善与

客户之间的数据交换质量。客户在

项目设计阶段便可以获取Intergraph 

Smart Review格式的3D模型，这有

助于达成协调明智的技术决策，减少

施工阶段的风险误差。

展望未来

设计院信息技术部副负责人 O l g a 

M e h o v a表示，“在B u r e a u  E S G

专家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完成了

Intergraph Smart P&ID、Smart 3D

和Smart Review产品的应用进程。我

们将继续与海克斯康的集成商Bureau 

ESG合作，帮助石化厂和炼油厂在生

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实现更优质的信息

管理。

Gazprom Neftechim Salavat借助海克斯康技术创建三维生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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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

网  址：www.inpex.co.jp

所属行业：

上游油气/液化天然气（LNG）

所在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以下简称“INPEX”）是日本最大的油气勘探

生产企业，约有70个项目分布在20多个国家。INPEX积极开展勘探、开发和

生产活动，为稳定高效的能源供应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2012年，INPEX希望为将于2013年投入运营的直江津LNG接收站及时提

供电子交班系统，同时希望取代现有油库、油气设施以及天然气干线管道

阀站的纸质交班系统。

纸质交班系统存在诸多问题：

 ·  纸质日志的某些部分需要自行输入文本，导致不可控的差异，因此难

以在纸质日志中形成标准化的工作描述。

 ·  查找信息耗费大量时间，并且由于参与油气生产活动和服务在不同现

场，难以实现信息共享。

 ·  难以保证不同的现场用一致的方式在交班中描述计划、记录、报告、

分析、改进等各项活动。

经过全面的评估，INPEX选择了j5操作管理软件作为解决方案。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j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确保实时记录INPEX每一个现场的

工作活动，按具体的作业区分类，形成全面的操作记录，以便分类和报

告。j5 Shift Handover Report（j5交接班报告）自动收集和显示班次内所

有信息，为运营商、中控作业员和班长提供个性化的报告，遵循严格的流

程规范以确保操作一致性。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
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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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提供工作活动的计划、创建、执行和报告

框架，能高效处理不同现场的各种指令，使各个现场能够严格遵守PDCA（计

划-执行-检查-行动）周期，确保定期（例如每24小时）开展工作活动或执行

具体的计划（例如每月第一个星期一）。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交接班报告确保以一致的方式记录开展所有工作活动，从而带来显著的效

益，避免误解和事故、改进计划和生产效率、加强知识转移、促进沟通和团队

合作。

j5工作指令在各个部门和现场实现功能强大的、高效的PDCA循环管理。

j5操作管理软件具有显著的优势，包括：

 · 改进工作活动概述

 · 改善工作活动的执行，直至完成工作

 · （利用模板）减少数据处理量

 · 改进任务概览

 · 迅速识别有困难或未完成的任务

 · 加强工人之间的协同

 · 一致的活动记录，便于未来优化

 · 加速反馈活动进度等情况

客户评价

“j5帮助我们提高了运营管理效率，

让我们的资产能够高效、稳定的运

行。信息实现了标准化，变得更准

确、更易检索。我们计划在不久的

将来在更多的工厂引进j5改进运营方

式。”

— Jinsen Li

信息管理和技术部总经理

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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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Gas Liquids Engineering

网  址：www.gasliquids.com

所属行业：石油天然气

所在国家：加拿大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OrthoGen® for CADWorx

优  势：

   仅用10个月就完成通常需要18个月才能

完成的总体设计

  减少35%的三维设计时间

  减少75%的布置图制作时间

  消除设计错误和时间浪费

Gas Liquids Engineering（以下简称“GLE”）是一家提供工程设计、采

购和施工建造（EPC）管理的全方位服务的公司，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卡

尔加里。公司拥有200名员工，其中75名员工是属于行业领先地位的管道

设计和绘图团队的成员。公司根植于行业26年，已完成5,000多个项目，

涉及常规油气项目、天然气厂以及配电设计、酸性天然气处理、酸性天然

气注入、液体回收和压缩等项目。

确定目标

GLE获得了一家天然气处理厂的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建造综合项目，该

厂每天可生产2亿立方英尺的脱硫天然气和7700余桶液体天然气。该项目

包括长度27000余英尺、外径从2英寸到30英寸不等的对焊管道，外加50

套主要设备。

该项目充满挑战，其中设计计划工期十分紧迫，要求在10个月内完成通常

需要18个月才能完成的总体设计。工厂位于艾伯塔省中部山麓一侧，地理

位置也给项目的布局和设计带来巨大挑战。

克服挑战

使用最新版本的CADWorx软件，GLE能够高效地进行建模。由于新版本软

件改进显著且易于使用，公司节省了35%的三维设计时间。

OrthoGen for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软件提供的附加价值减少了大约

75%的布置图制作时间。GLE可以自定义样式和模板，以适应客户需求并

交付成果，从而实现标准化的图纸包装。更重要的是，GLE可以大幅降低

建模时间，以满足客户紧张的时间要求。

GLE能够避免超出截止日期、物料清单错误以及设计工时预算超支等问

题，从而减少检查交付图纸的准确性所需的时间。使用传统方法则会导致

超出截止日期、降低信息准确性以及增加客户所支付的人工成本等问题。

CADWorx®助力Gas Liquids Engineering极大地
减少了设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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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ADWorx之前，存在设计效率低下的情况，并且由于设计错误进行返工而

浪费了时间。

CADWorx的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新员工无需长时间接受培训。相较于

CADWorx，大多数其它程序都需要大量的培训而导致产生项目延期。

实现成果

CADWorx软件确保GLE能够在预算范围内完成天然气处理厂项目。GLE还发现

海克斯康的这一产品非常易于使用，效率的提高让公司设计人员有更多的时间

进行设计作业。

负责GLE这一项目的CAD经理Vince Wehnes表示：“该软件可以在工艺流程

图、管道、结构和应力分析等专业之间实现无缝衔接。新员工很容易上手，大

家对其一致好评。”

客户对最终交付成果非常满意，并且正在与GLE合作开发未来项目。

获奖项目

GLE使用该软件获得了Drivers of Success全球设计大赛CADWorx类别亚军，一

年一度的Drivers of Success大赛旨在表彰海克斯康产品的创新应用、骄人的项

目成果、跨专业合作和产品集成的显著效益。

客户评价

“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新版本用户体

验更好，更易于操作。”

— Vince Wehnes

GLE公司CAD经理

CADWorx®助力Gas Liquids Engineering极大地减少了设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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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Hood Group, JV Driver, PCL 

网  址：www.hoodgroup.ca

      www.jvdriver.com

      www.pcl.com 

所属行业：能源

所在国家：加拿大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poolgen® 

确定目标

工程设计+施工公司在遇到大型且复杂的项目时往往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种大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不计其数的图纸、材料清单、材料请购

单以及其它各种在预制和建造设施时必要的交付物。尤其是当这些需要建

造的设施在偏远地区，又或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这些公司为了尽可能

减少基于现场的施工工作，必须额外选定一个地方开展预制工作。加拿大

阿尔伯塔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里是世界上已探明的第二大石油集中

地，其中大部分石油都蕴藏在麦克默雷地层油砂矿床中，这种油砂矿床是

一种原油沥青（原油的半固态形式）、硅砂、粘土矿物和水的混合物。

采油技术涉及对矿藏进行大规模、能源密集型处理，一般会采取注入水

蒸汽、石油分离和废弃物处理三个步骤。从2002年起，三家公司共斥资

1500亿美元从阿尔伯塔的油砂中开采石油。

卡尔加里市是石油开采项目的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中心，而位于北部的埃

德蒙顿市，其位置更靠近油砂矿床，是几乎所有预制工作和非现场施工的

集中地。他们通过陆路运输将预制好的模块运送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

Hood Group、JV Driver和PCL公司在这些领域的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前列。

克服挑战

 · 将项目管理与不同地点的设计、预制和施工建造联系起来

 · 不再重新人工绘图，直接基于原始设计制作精确的预制图纸

 · 加快生产和递交预制相关交付物的速度 

 · 优化从工程和设计到预制和施工的工作流程

Hood Group、JV Driver和PCL使用Intergraph 
Spoolgen®实现自动化预制交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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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果

Hood Group、JV Driver和PCL使

用 Intergraph Spoolgen成功地为

模块的预制工作创建了轴测图、材

料清单、材料规格书和其它交付产

品，并将这些模块在现场组装成工

厂。基于自动化管道轴测图生成的

行业标准软件 Isogen，Intergraph 

Spoolgen让Hood Group、JV Driver

和PCL能够简单地将信息添加到原始

的设计数据中，从而创建新的预制

相关交付资料。

这些公司选择Intergraph Spoolgen的

原因之一是该软件可以与现有内部系

统其它软件进行集成，从而帮助公司

实现自定义工作流程的开发定制，并

为客户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另一个

关键因素是该软件兼容所有领先的工

厂设计系统，包括Intergraph Smart 

3D、PDS、CADWorx，以及来自其

它供应商的一些设计系统（AVEVA

的PDMS、Bentley的AutoPLANT和

PlantSpace等）。Hood Group、JV 

Driver和PCL公司发现Spoolgen软件

非常适合诸如阿尔伯塔油砂这类大型

的且复杂的油砂项目。诸如此类的还

有辛克鲁德公司9.63亿美元的UE-1项

目、麦克默里堡市5.9亿美元的CNRL 

Horizon项目以及萨斯喀彻温堡市5亿

美元的Scotford升级扩建1号项目。

Scotford是一家由加拿大壳牌石油公

司、雪佛龙加拿大公司和马拉松油砂

公司等合资创办的企业。Intergraph 

Spoolgen软件不仅能自动处理并减少

耗时任务的时间，还可以减少各类错

误，并确保从工程设计到预制、施工

和组装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交付产品都

保持一致。

与手工绘图相比，软件可以：

 · 减少95%的数据输入时间

 · 将生产率提高十倍

 · 消除大多数制图错误和返工现象

 · 制作一致的高质量图纸

Intergraph Spoolgen软件以此提高了

预制车间的生产力，消除了材料的浪

费和剩余等现象，并确保适时的将模

块和所需的安装材料如期抵达施工现

场，从而使业主、EPC公司和制造商

共同受益。

展望未来

美国能源部的数据表示，从2015年到

2040年，世界能源消耗将增加28%。

位于阿尔伯塔省的巨大油砂储备将

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资源。Hood 

Group、JV Driver和PCL将继续利用

Intergraph Spoolgen软件，又快又好

地为客户提供所需的制造图纸和其他

交付产品。

Hood Group、JV Driver和PCL使用Intergraph Spoolgen®实现自动化预制交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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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Heurtey Petrochem 

网  址：www.heurtey.com 

所属行业： 石油和天然气、炼油、石化

和制氢工艺炉、天然气处理

所在国家：罗马尼亚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CAESAR II®

优  势：

   中型项目可节省50％的成本（传统2D与

3D对比）

   改善工作流程提升交付质量

   减少非工程设计时间从而提高效率

   更好地追踪整个项目的工期和预算

确定目标

Heurtey Petrochem成立于1953年，是一家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工程集团，

主营业务涉及炼油、石化和氢气生产工艺炉以及天然气处理等市场领域。

Heurtey Petrochem承包了土库曼斯坦Akhat Velayatxi新的天然气制汽油

工厂项目，为其提供七种工艺加热器的工程设计、制造、检查、测试、

包装和运输工作。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有效地创建最新的、实际的P&ID

图，设计加热器线圈、加热器外部管道的撬块。

该项目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展示CADWorx P&ID Professional和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配合使用的优势。

克服挑战

作为AutoCAD的长期用户，Heurtey Petrochem一直在寻找一款可以在

AutoCAD环境中运行、适用于不同项目类型的、许可灵活以及价格合理的

解决方案。该公司十分了解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的高品质，也明白由同一个

提供商为不同工程部门提供解决方案的价值所在。

在整个项目中，Heurtey Petrochem的管道部门都使用了海克斯康解决方

案。从创建P&ID图、3D建模、应力分析、管道布局，到生成等轴测图和

提取材料信息，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帮助Heurtey Petrochem提

高了工程设计、分析工作流程以及交付产品的效率和准确性。

Heurtey Petrochem借助CADWorx®及分析软件
解决方案提高工程、设计和分析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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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果

因为该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界面简单、直观，工

程师可以边使用边学习，能够很快的带来生产力。

除了创建P&ID图，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还包含3D建模、应

力分析、加热器伴热管的ISO制造图以及支吊架建模和材

料采购。

此外，Heurtey Petrochem还使用了海克斯康的解决方

案设计、分析和采购了加热器外部管道和管道撬块。

CADWorx P&ID Professional用于生成连接件、管线和

阀门清单，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用于3D建模，

CAESAR II用于应力和支架结构分析。

在项目期间，项目团队的八个成员使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软件进行项目协作，而CADWorx P&ID 

Professional和CAESAR II则各由一名工程师使用。新的系

统可管理数十兆的.DWG和.C2数据文件，以及.mdb格式

的成千上万个数据。

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能为Heurtey Petrochem带

来以下好处：

 · 中型项目可节省50％的成本（传统2D与3D对比）

 · 改善工作流程提升文件交付质量

 · 减少非工程设计时间从而提高效率

 · 更好地跟踪整个项目的工期和预算

展望未来

目前，Heurtey Petrochem在三个不同的工程项目中使

用海克斯康的解决方案，并考虑将来扩大解决方案的使

用范围。Heurtey Petrochem罗马尼亚的首席管道工程师

Remus Marinescu这样评价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海克

斯康‘塑造智慧变革’的口号，完美展示了该公司通过提

供更智能的工程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提高效率和工程质

量。”

示例：汽油厂管道撬块示意图。由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创建。

Heurtey Petrochem借助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提高工程、设计和分析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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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JSC Gazprom Neft Omsk Refinery

网  址：
www.onpz.gazprom-neft.ru 

简  介：JSC Gazprom Neft 

Omsk Refinery（以下简称“Omsk 

Refinery”）是俄罗斯Gazprom 

Neft的子公司，是俄罗斯最先进的

炼油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

之一。公司年产出能力为2140万

吨，可生产约50种石油化工产品。

2012年，世界炼油协会确认Omsk 

Refinery为俄罗斯和独立国家联合

体国家的第一大炼油厂。

所属行业：炼油

所在国家：俄罗斯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确定目标

B u r e a u  E S G 是一家信息技术系

统集成公司，该公司的目标是为

Omsk Refinery创建并部署一个基于

Intergraph Smart Review和CAXperts 

Review Manager应用程序的3D模型

和文档可视化系统。

Omsk Refinery表示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创建一个3D模型可视化模型并实现

以下目标：

 ·  获取3D模型和文档，包括远程公

司访问

 · 不同格式数据的转换  

 · 3D模型表面投射

 · 各类碰撞定义

 · 设计注释并转发给设计师

 · 施工阶段的可视化 

 · 逼真的渲染和创建演示材料

实现成果

在 不 到 6 个 月 的 时 间 里 ， O m s k 

Refinery能够达成：

 ·  组建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系统的

应用 

海克斯康助力Gazprom Neft Omsk Refinery
创建并实施三维模型和文档可视化系统

 ·  对20名炼油厂员工进行培训来使

用海克斯康的产品

 ·  系统部署的第一阶段建立Smart 

R e v i e w和C A X P e r t s  R e v i e w 

Manager应用程序 

 ·  设置从设计机构到工厂以及从工厂

返回的数据迁移过程

展望未来

Omsk Refinery公司的设计文件支持

部门负责人Sergey Kaplenko表示：

“想象一下，两个承包商分别负责两

个不同的工厂建设项目，不过这两个

项目在技术上联系紧密。当设计尚未

完成，但已经开始施工时，我们可能

会发现一个管线对象会碰撞另一个已

经施工的对象。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

开始重建，将会导致重大的经济损

失，且无法按时完成项目。通过这一

全新系统应用3D模型，我们可以在设

计过程中且还未施工时就识别出、并

最大程度减少错误。我们还能同时打

开多专业设计的内容，看看它们配合

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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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l d F i t 能 源 集 团 （ 以 下 简 称

“WeldFit”）是世界著名的制造企

业，主要生产各种优质的油田和管道

设备，包括热承插三通、Sureloc管线

端部三通和自动清管系统。WeldFit拥

有专业的挤压技术、强大的机械加工

能力和焊接能力，能生产各种标准产

品和定制产品。WeldFit秉承质量至上

的理念，通过了ISO 9001:2008认证，

为管道、油田、炼油、石化等行业提

供优质的产品。

WeldFit制造的大型产品包括ASME锅

炉、API储罐、特种撬装装置和模块

化管道组件。成品的直径可达18英尺

（约5.49米），长可达110英尺（约

33.5米），重量可达40吨。

确定目标

WeldFit中标了某一塔器设计项目，需

要采用多个专业的工程和设计规范来设

计高达140英尺（约42.7米）的塔器。

WeldFit的目标是按最高标准、自力更

生完成压力容器的整体设计和制造。

克服挑战

WeldFit选择用PV Elite设计140英尺的

双室低温气体分离和脱甲烷塔。设备

共分为两室：下部碳钢室和上部不锈

钢室，中间用裙座连接。

设计首先需要解决风速作用于较大面

积区域引起的较高风荷载。引起较大

乘风面积的因素主要包括塔器的高

度、塔器的直径和保温层厚度。解决

办法是增加塔器底座的壳体厚度，根

据标高逐渐减小厚度。PV Elite能在迭

代设计过程中迅速提供风载荷挠度计

算结果。

设计的第二个难点是塔器吊装的设

计。传统的顶部板式吊耳会在长度方

向的中间部位产生较高的弯曲应力。

因此，耳轴是理想的选择。解决办法

是用PV Elite的CodeCalc执行耳轴分

析。在设备到达现场以后，用耳轴小

心地吊起设备。

设计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运输。塔

器在休斯顿制造，需要卡车运输1000

多英里（约1609公里）将其送到科罗

拉多。解决办法是设计鞍形支座，用

PV Elite分析鞍座间的弯曲应力。

实现成果

WeldFit的项目工程师兼设计工程师

Jonathon Mauritz说：“PV Elite把

容器设计的方方面面整合在一起。PV 

Elite包含塔器设计所需的多个工程专

业以及最新的设计规范。”PV Elite

能轻松迅速地创建和修改模型，能提

供实时结果，迅速进行全面分析。PV 

Elite的分析条理清晰，格式友好，便

于进行详细审查。

“PV Elite能让我们的造价工程师师提

供准确的报价，能让工程团队进行详

细设计。”PV Elite直观易用，与大部

分工程软件相比能缩短一周的培训时

间。“因此，员工能立即上手开展新

建或现有的压力容器项目。”

“P V E l i te非常直观，完全可以自

学。”Mauritz表示，员工经过培训就

能使用各种工具加快工作速度。“我

强烈推荐使用PV Elite设计压力容器。

PV Elite和CodeCalc套装软件基本能满

足压力容器设计的全部要求。”

WeldFit能源集团使用PV Elite®设计超高塔器

公司名称：WeldFit能源集团

网  址：www.weldfit.com 

所属行业：油气

所在国家：美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PV Elite®

优  势：
   解决风速作用于大面积区域引起的

较高风荷载

   进行吊装设计以便安装超高塔器

   可通过卡车安全运输超过1000英

里（约1609公里）

   培训时间减少一周

WeldFit能源集团使用PV Elite®设计超高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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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

D2RT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位于立陶宛/波兰的工程服务公司，拥有专业

的项目工艺、机械和土木工程服务团队。油服公司贝克休斯（原BHGE）

委托D2RT承担ORLEN Lietuva炼油厂（以下简称“OL”）的丙烷丙烯馏分

（PPF）分离器改造项目。

坚持贯彻标准、确保效率和安全是D2RT在工程服务领域的关键竞争力。

为了保持合理的成本，准时交付复杂、高难度的项目，D2RT的主要目标

是采用数字解决方案，这能帮助加快工程和设计流程，落实通过验证的详

细项目计划。除了涉及项目各个方面的工程团队以外，简单易用的、集成

的、灵活的数字工具也很重要，有助于提高设计和项目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和

效率，加快炼油厂PPF分离器改造项目的执行速度，避免设计错误，节约项

目时间，提高项目管理的经济效益。

克服挑战

随着丙烯需求日益增加，

OL考虑部署PPF分离器，

以增加利润，提高竞争能

力。O L对安装新P P F分

离器的方案进行了经济评

估，认为并不经济，而在

现有天然气工厂设备的基

础上安装较小的装置才是

最佳选择。

为了降低PPF分离器安装

的成本，D2RT的客户希望

利用和改造现有退役的天然气工厂，尽量再利用现有设备。

炼油厂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设备/管道仍然保持原状。尽量再次

使用和利用现有设备需要开展的工作包括重新评估现有设备的使用情况，

确定设备的适用性。重新评估运行情况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及监控设备

的持续运行。在这种情境中常用的“公式化”评估过于保守，往往导致管

道和设备系统的应力水平过高，超出相关规范规定的材料限制。因此，大

部分情况下必须使用复杂、耗时的有限元分析（FEA）建模和分析。

D2RT了解需要进行设备分析和测试，同时也有使用海克斯康软件的经

验，从而可以使用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完成复杂的项目任务，不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执行复杂操作。

D2RT公司使用CADWorx®解决方案提高总包项
目的计划与执行标准化水平和生产力

公司名称：D2RT工程公司

网  址：www.d2rt.eu

简  介：

D2RT工程公司（以下简称“D2RT”）是为

多个行业提供综合工程服务的工程公司。

所属行业：油气、化工、电力、食品、

制药

所在国家：立陶宛、波兰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BricsCAD®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Structure

   CAESAR II®

   Visual Vessel Design

优  势：

   提高设计阶段和项目执行阶段的效率

   解决方案易学易用，实施速度快

   能轻松与第三方供应商的软件解决方案

进行数据交互

   能利用有限元法对系统进行精确分

析，无需执行复杂、耗时的有限元建

模和分析

初始管道ISO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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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小团队，只要拥有合适

的工具，就能够构建涉及多个设计阶

段和精确评估的复杂装置。”

D2RT副总监Jevgenijus Dudko

D2RT为本项目选择了以下产品：

 ·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解决

方案：最全面的DWG文件解决方

案，拥有一系列有效的工厂设计工

具，主要使用其工厂设计和自动化

功能。

 ·  CADWorx Structure解决方案：主

要使用其有效的结构设计功能。

 ·  C A E S A R  I I：在集成C A D W o r x 

Plant Professional时执行代码检

查，为项目提供更多管道柔性测试

和应力分析测试。

 ·  FEATools：CAESAR II的配套产

品，能轻松提高管道设计和管道应

力分析所使用的k因子、SSI和SIF

的准确性。

 ·  Visual Vessel Design：根据欧洲

规范执行压力容器的综合设计和

分析。

 ·  CADWorx Design Review：将单独

的图纸组装成一整个3D模型以供

审查。

 ·  NozzlePro：一种扩展解决方案，用

于执行管嘴、鞍座、管拖等的1级、

2级和3级API 579计算（适用性）。

选择上述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能在不同

应用程序之间无缝传输信息和文件，以

做进一步分析，推进项目建设。

CAESAR II环境中的模块示例

取得成果

项目初期使用CADWorx设计PPF分

离器现有的以及新的管道、设备和钢

结构建模。接着导出管道的CAESAR 

I I文件，进行进一步的应力评估，

然后使用批准的最终文件执行后续

工作。CA E S A R  I I文件准备就绪以

后，对所有相关支管连接和弯头应用

FEATools增强功能，提高设计的准

确性和安全性。

现场视图示例

从CAESAR II提取设备管嘴表面的管道

载荷值，在Visual Vessel Design中使

用管道载荷值作进一步评估。如果接

管的载荷条件达不到要求，即大于规

范规定的允许载荷或指定载荷，则重

新进行管道设计，或在NozzlePro环境

中做进一步分析。NozzlePro应用程序

支持利用各压力容器和组件的有限元

分析（FEA）开展进一步分析，自动

生成ASME第八卷第2册应力类别的合

规报告。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所有相关文件

（ .dwg）存入服务器。每一个设备

和管道文件都有一个独立的 .dwg文

件，项目经理使用CADWorx Design 

Review将文件组装成一个3D模型，生

成最终设计以供实施。所有相关.dwg

文件和3D扫描文件高达20GB。

在经过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培

训后，D2RT工程设计团队迅速采用了

新的海克斯康解决方案。项目团队在

短短一周内就掌握了重要的CADWorx

基础知识。CAESAR II培训通过易学易

用的培训资源和网络资源进行学习，

历时两周。

展望未来

D2RT选择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是

因为它们使用方便，能让团队尽快投

入实施并迅速、准确的执行客户项目

的不同工作。D2RT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内，结合项目后期阶段的多项变化完

成了客户PPF分离器的详细设计。

新的解决方案实施的最大效益是优化

了工作流程，提高了效率和集成度，

更快地取得了项目成果。解决方案的

各种应用程序能轻松导出/导入文件，

节约了大量的时间。D2RT现在得以缩

短项目工期，加快项目执行速度。

D2RT将在今后的项目中继续使用海克

斯康解决方案来避免设计错误，确保

生产力和质量。接下来，D2RT希望从

使用SPLM许可证管理器（为每台计

算机分配的ISL许可证）开始进行转

型。ISL许可证的安装、使用和管理都

很方便，能进一步提高灵活性。

装置效果图示例

“海克斯康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

方案提供各种必要的综合工具，能顺

利执行各种复杂的项目。”

D2RT副总监Jevgenijus Dudko

D2RT公司使用CADWorx®解决方案提高总包项目的计划与执行标准化水平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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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Eneos 引能仕能源株式会社

（原JXTG Nippon Oil & Energy）

网  址：www.eneos.co.jp

     www.eneos.com.cn 

所属行业：下游石油天然气/炼油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Eneos创立于1888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炼油公司之一。公司业务包括

原油勘探、进口和提炼，生产和销售包括燃料和润滑油在内的石油产品，

以及其它与能源相关的业务。公司下属11家炼油厂，并且参股了其他炼油

厂及罐区。炼油厂的作业复杂，涉及众多方面，并且与炼油厂相关的设备

和运营人员联系紧密，作业也与安全、维护、管理、计划、实时控制、人

员以及其他领域紧密结合。Eneos需要一个企业级系统来支持下属11个炼

油厂的一致化运营管理。

炼油行业属于事故和伤害高发的行业。最大程度减少事故和伤害发生的最

为有效的方法是完整记录并严格分析未遂事件，以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并减轻事故造成的影响。为此，Eneos需要一个企业级的工具，以确

保在工作现场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

对于Eneos来说尤为如此：

 ·  轮班结束时，接班运营人员需要了解关键的实时数据的数值，交接

班需要包括这部分内容。

 ·  需要在LIMS系统中提取关键实验室信息，并在交接班时提供给接班

人员。 

 ·  需要从计划员处收集生产计划的信息，以便在第二天进行组织和安排。 

 · 需要在IBM Maximo系统中收集维护工作指令信息并交给班组人员。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j5操作管理软件具备从单一站点扩展到多站点应用的能力，这使得整个企

业范围内的系统发展可控。经过多年的发展，j5操作管理软件已经能够提

供13种不同的应用程序，Eneos旗下11家炼厂的近3000名员工每天在使用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知名日本油气企业Eneos实
现一致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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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程序来完成工作。

j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

可确保整个炼油厂的各类事件都能被

实时且准确的记录。并且根据操作区

域和特定类别将事件进行分类，可以

简化排序和报告过程。这些信息会自

动收集并呈现在交接班报告中。

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为

班组人员和班长提供独立报告。 j 5

交接班功能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

确保数据信息的一致性，同时还能

够接收来自LIMS、CMMS和Real-

Time系统的数据信息，以全面显示

之前班次的信息。

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为

计划、创建、执行和报告工作指令设

立了模板。该系统可以在所有站点上

有效地处理许多不同的指令，保证此

类指令严格遵守PDCA（计划-执行-检

查-行动）程序。

通过 j 5  F r a m e w o r k（ j 5框架）开

发了新的应用模块用来接收来自

CMMS的生产计划，保证在炼厂的

生产运营中可以进行有效的任务下

发及管理工作。

j5 Incident Management（j5事故管

理）可以收集整个公司的所有未遂事

件，并将其进行分类、确定优先级和

处理流程。确保可以对未遂事件和事

故进行一致化管理，从而减少事故发

生的频率并减轻事故的影响。j5事故

管理还能跟踪与每个未遂事件相关的

操作，确保相关人员执行建议的更正

操作。站点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实时

和LIMS系统，j5操作管理软件负责从

不同的j5应用程序中收集关键参数，

以便运营部门查看最新数据，做出更

合理的决策。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交接班规范了不同炼厂、不同班组

之间的业务流程，伴随着一次次合规

的交接班工作，为企业带来了避免误

解、避免事故、提高生产效率、有效

的知识转移、提高团队合作效率及改

善沟通效果的收益。

j5工作指令在不同的部门和任务现场

之间形成有效的PDCA工作管理。通过

更清晰的工作概述、更完善的工作执

行追踪、更便捷的工作任务识别，来

减少人员调度的工作量，更快的完成

工作任务并及时给与反馈。

j 5事故管理的应用，证明了记录和

追踪整个公司与未遂事件相关的行

为是减少严重事故的最为有效的方

法。j5事故管理有以下优点：可简单

输入未遂事件、能对事故进行程序

批准和分析、风险和缓解措施、对

事故进行优先级划分、可总结趋势

和分析，以制定缓解措施并在所有

站点采用统一的程序，确保对未遂

事件进行严格处理。

客户评价

“过去两年，我们很高兴与j5团队紧

密合作，共同开发j5操作日志并在制

造工厂进行了应用。j5团队的奉献精

神和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Eneos运营集团经理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知名日本油气企业Eneos实现一致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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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Eneos引能仕集团喜入石油

基地株式会社

网  址：www.eneos.co.jp

     www.eneos.com.cn 

所属行业：中游石油天然气/储备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困难

喜入石油基地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喜入基地”）由日本最大的石油公司

Eneos创立于1967年，经营着一个世界级的原油码头。其业务范围包括原

油储存、中转和调配。喜入基地拥有57个储油罐，储油量高达735万立方

米，使其能够应对不可预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

喜入基地的许多资深运营人员即将退休。管理层希望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

在公司通过年轻人感兴趣的技术途径传递给新的运营人员。他们需要一个

能够严格遵守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流程的系统，并且系统能够

适应且满足员工未来不断学习和改进的需求。

为此，喜入基地需要一个全面的、集成的运营管理系统来改进系统，如

事件记录、交接班、工作指令、巡检、未遂事件、异常事件、DCS权限变

更、资产维护和报告。他们认为需要提高数据的可视性并加强运营团队与

其他业务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最后，喜入基地希望通过自动化报告和事

件管理发挥已有其它系统的潜在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自2 0 1 4年以来，喜入基地分四个阶段部署了以下 j 5应用程序： j 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

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j5 Standing Orders（j5消息中

心）、j5 Inspection Rounds（j5巡检）、j5 Incident Management（j5

事故管理）和j5 Event Manager（j5事件管理器）。

j5交接班为作业员和班长提供报告，从j5操作日志、其它j5应用程序和第

三方系统中获取相关运营区域的数据、事件和指令，确保整个流程一致、

可见且可追溯。

喜入石油基地株式会社选择j5作为标准工具来
解决运营管理问题，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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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工作指令使计划员能够为运营团队

成员安排临时或重复任务。任务完成

后会自动在j5交接班中进行总结。

j5巡检有助于现场记录工厂数据，在

装有j5操作管理软件的控制室中设计

并上传到移动设备上，并由现场运

营人员同步并完成。巡检信息可随

时用于分析和报告，异常情况会被

高亮显示。

j5消息中心能够在工厂内实现重要信

息的可控传播；j5事故管理提供了一

个平台，工厂内所有未遂事件和事故

都会在该平台上被记录、调查、分析

并且生成事件或事故报告；j5事件管

理器能够监控第三方系统位号的异常

情况；系统会自动生成j5操作日志的

记录，并由操作员进行跟踪。

客户定制的j5应用程序及其相关的报

告也可以用于监控油罐液位，管理操

作限值的变化，报告与资产相关的问

题并生成工作请求。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使整个喜入基地团队

能够看到一致的、重要的班次、巡

检、人员、安全、维护和工艺数据，

促进了团队间更好的理解、协调、知

识转移和沟通，并改进决策。基于角

色的工作流（例如j5交接班、j5事故

管理和j5工作指令）可提高效率、安

全性和后续流程的可追溯性。

j5操作管理软件建立了统一的工作流

程，并提供正确的信息，促进了持续

创新的PDCA循环的应用。根据需求的

不断变化，客户很容易添加和适配新

的定制或通用的j5应用程序。 

j5操作管理软件节省了准备报告和提

取数据的时间，连接第三方系统可以

提高准确性。 

j5应用程序提供了一致、直观的用户

界面，从而统一并简化了运营管理。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体系结构简单全面

且统一，使得维护成本可靠且合理。

客户评价

“我们选择j5作为喜入基地的标准工

具来解决我们过去的运营管理问题，

这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

— Yukichi Tanaka

喜入基地计划与协调组

喜入石油基地株式会社选择j5作为标准工具来解决运营管理问题，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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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Eneos引能仕集团和歌山石

油精炼有限公司

网  址：www.eneos.co.jp

     www.eneos.com.cn 

简  介：和歌山石油精炼有限公司拥

有VDU（真空蒸馏装置）、糠醛溶剂萃取

装置、溶剂脱蜡装置、润滑剂加氢脱硫装

置和润滑剂异蜡脱蜡装置。

所属行业：石油和天然气/炼油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和歌山石油精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PR”）成立于1949年，是日本

最大的石油公司Eneos引能仕集团的子公司，主营生产润滑油/溶剂和添

加剂。

WPR的运营管理要求工厂团队间的紧密合作，包括安全、维护、管理、

计划、实时控制和人员等方面。WPR需要采用全面的运营管理系统以实

现共享信息、自动执行日常任务和报告，并确保始终遵循规程。

WPR需要采用一种企业级工具来记录和跟踪未遂事件，以减少事故的风

险和可能带来的损失。

WPR需要处理经验丰富的运营人员的退休问题。他们要想办法适应精简

的运营团队，并确保有关工厂及其各种规程的重要知识得以保留和传递。

WPR还需要提高工作指令管理、报告和交接班，以及使用移动设备收集

巡检数据的效率和可靠性。此外，还有一些与高压气体认证相关的复杂问

题需要解决。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自2011年以来，WPR部署了以下j5应用程序：j5 Operations Logbook

（j5操作日志）、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j5 Work Instructions

（ j5工作指令）、 j5 Inspection Rounds（j5巡检）、 j5 Incident 

Management（j5事故管理）和j5 Standing Orders（j5消息中心）。

j5交接班为炼油厂每个单元和区域的作业员、班长和管理人员提供相关数

据、事件和指令的报告，保证过程一致、可见、可问责。

j5工作指令使计划员能够为运营团队成员安排临时任务和重复任务。任务

可被标记为已完成，并在j5交接班报告中进行总结。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和歌山石油精炼有限公司
建立高效运营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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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巡检有助于现场记录工厂数据。在

j5操作管理软件中设计巡检流程并被

上传到移动设备，由现场作业员完

成，并与j5操作管理软件同步，使巡

检信息可随时被用于分析和报告。异

常情况会被高亮显示。

j5消息中心实现了重要信息在工厂内

部的可控传播。

j5操作管理软件在由单个中央服务器

提供动力的统一用户界面中运行，任

何连接到工厂网络的网络浏览器都可

进行访问。用户可选择日语和英语。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为整个炼油厂用户提

供重要的班次、巡检、人员、安全、

维护和过程信息，从而促进团队间的

理解、协调、知识转移和沟通，并改

进决策。

基于角色的工作流（例如j5交接班、

j5事故管理和j5工作指令）可提高效

率、安全性和后续流程，提供一致

的、直观的用户界面。

j5操作管理软件能够轻松适应炼油厂

不断变化的需求，也易于添加新的、

定制的或通用的j5应用程序。j5操作

管理软件的体系结构简单、全面且统

一，使得维护成本可靠且合理。j5操

作管理软件也可以满足WPR公司的合

规报告要求。

客户评价

“j5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使我们对

现状和目标有了清晰的了解。我们选

择j5操作管理软件作为事实上的全球

标准，以提高运营管理的竞争力。

我们使用j5进行日志编写、交接班管

理、工作指令下单、消息传递、未遂

事件处理和移动巡检管理。将来，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扩展使用j5其他功

能。”

— Nobuyuki Takahashi

WPR执行董事兼海南工厂经理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和歌山石油精炼有限公司建立高效运营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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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千代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TC”）是一家工程咨询公司，由印度

一流的技术、工程设计、制造和施工企业Larsen & Toubro有限公司与

日本著名的碳氢化合物和相关领域的工程公司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Chiyoda Corporation）共同成立。LTC主要为国内外炼油、石化、化学

品、化肥和油气领域的客户提供服务。

确定目标

ONGC芒格洛尔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OMPL”）将位于印度卡纳

塔克邦的芳烃联合装置的工程设计、施工和采购项目委托给Larsen & 

Toubro，由LTC承担工程分析，环球油品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油品”）

为工艺许可方。芳烃联合装置每年生产905,200吨对二甲苯和273,200吨

苯，工期33个月。

该项目需要对管道系统进行静态分析、风载分析和抗震分析，以及两相流

和法兰泄漏分析。管道直径在2英寸（约5厘米）和64英寸（约162厘米）

之间，运行温度为578ºC，运行压力78kg/cm2。

许可方提出了严格的管道敷设要求，对设备间的距离进行了严格的规

定，LTC必须在不改变管道敷设的情况下分析和评判管道系统。管道布置

包括：

 · 吸水室（8米×17.2米）

 · 室循环泵（16英寸（约41厘米）进口；24英寸（约61厘米）出口）

 · 共面管汇分水器

L&T千代田用CAESAR II®顺利执行工程分析
EPC公司对芒格洛尔的对二甲苯和苯装置进行复杂的应力分析

公司名称：L&T千代田有限公司

网  址：www.lntchiyoda.com

所属行业：石化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优  势：

   满足严格的要求

   防止浪费时间和项目延期

   减少分析和建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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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

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要求，LTC选用CAESAR II进行所有

静态分析、风载分析和动态分析。总包使用CAESAR II，结

合设备管口处的实际热位移和管道支架对应力分析的影响，

对静设备、管道耳轴和弹簧支架进行建模。LTC的管道应力

工程师Manoj Devani说：“CAESAR II可以在一个文件中模

拟出不同工况。”

项目需要8个立式热虹吸再沸器，用柱 /塔进行支撑。

CAESAR II分析表明，再沸器重量大，需要增加柱壳厚度。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设计效率，LTC决定用独立结构支撑再

沸器。Devani说：“我们能用CAESAR II作为不同工况下的

统一系统进行真实的应力分析。”

没有CAESAR II的话，LTC需要在项目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

用，也可能无法在紧迫的工期内完成项目。CAESAR II的分

析工具和计算模块消除了可能发生的错误，使LTC更有信心

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及其提供给客户的交付成果。

实现成果

LTC在承诺的项目时间内向客户提交了所有应力报告，且报

告完全满足客户的要求，又开发了一个满意度较高的客户

群，促进了公司业绩增长。

LTC还利用CAESAR II的模态分析功能确保管线符合要求，所

有工作都在第一次提交中完成。另外还有其它各种分析模块

帮助LTC进一步节约时间，降低项目成本。

Devani补充说：“CAESAR II用户友好的图形界面、简单的

建模技术和良好的模拟功能让我们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内，通

过最少的工作量自信地实现项目成果。我们不仅满足了客户

要求，还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并按期完成工作。”

获奖项目

LTC因使用CAESAR II软件获得了Drivers of Success全球设

计大赛CAESAR II类别亚军。一年一度的Drivers of Success

大赛旨在表彰海克斯康产品的创新应用、骄人的项目成果、

跨专业合作和产品集成的显著效益。

L&T千代田用CAESAR II®顺利执行工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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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代田确立了大型项目的行业标准材料管理系统
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提供了优化的集成材料管理系统，

帮助项目顺利实施

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千代田”）成立于1948年，目前

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建设了多家工厂，执行了众多项目，涉及的领域包

括能源、石油天然气、化工石化、制药、环保和一般行业。千代田是能源

相关技术的先行者，致力于促进工业进步与全球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建设可持续工程，为社会做贡献。

确定目标

千代田的总部位于日本横滨，是世界领先的工程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能

源、化工石化、制药、环境技术、社会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

千代田在1998年就自主开发了内部材料管理系统，但公司决定换掉现有

内部系统。他们深入评估了市面上所有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最后选择了海

克斯康，决定用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作为整个企业全球统一的标

准，并替换掉内部材料管理系统。

2005年，千代田在卡塔尔承接了三个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每个项目都

需要建造两条年产780万吨的生产线，创下当时世界最大产能记录。作为

这三个大型项目的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承包商，千代田顺利完成了这些

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工程。海克斯康技术的应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克服挑战

 ·  为所有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流程，特别是大型项目的总包流程建立

透明的自动化材料管理系统

 · 确保材料管理系统与多个3D CAD系统的无缝对接

 · 优化项目工作流程，同时执行多个项目

公司名称： 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Chiyoda Corporation）

网  址：www.chiyoda-corp.com

所属行业：能源

年 收 入：31亿美元

所在国家：日本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3D

  PDS®

优  势：

  优化的集成物料管理系统

  能自动生成自定义报告等成果，便于共享

   能进行项目监控，以提高效率，加强风

险管理

  能顺利执行多个并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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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果

千代田是Smart Materials的老用户，Smart Materials在卡

塔尔的三个大型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千代田工程服务和项目信息技术部总经理Ichiro Ota说：

“Smart Materials被誉为行业标准，它的基本数据结构非

常符合我们对自动化材料管理系统的期望。正是因为实施了

Smart Materials，我们才能满足卡塔尔三个大型项目的要

求。”

Smart Materials是市面上唯一全面支持化工、电力和海

事行业所需的特殊材料管理流程的解决方案，为千代田带

来了工厂和项目的材料管理和分包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Smart Materials是全球各大行业总包企业采用的成熟技

术，帮助用户通过准确有效的材料管理提高采购效率，降

低风险和成本。

海克斯康与千代田密切合作，根据千代田的具体要求实施

Smart Materials、制定项目工作流程、编写材料代码及定

制报告。千代田还引入了自定义功能，例如在公司要求各分

包商发送所有管段的材料表时，减少导入的管段材料表数据

量，每晚自动执行自定义报告共享生成的中间文件，减少各

用户的报告生成时间。为了满足这三个大型项目的数据量要

求，海克斯康还调整了Smart  Materials的几个原生程序，

对项目执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代田还实施了海克斯康的其它解决方案，包括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和Intergraph Smart P&ID。这些解

决方案与Smart Materials集成共享仪器仪表和管线列表数

据。Smart Materials还与千代田的其它系统如Intergraph 

Smart 3D及内部ELE/INS MTO系统集成，这一点也很重

要。千代田建立了无缝接口，以便公司在一个数据库中管理

所有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数据，实现全面集成的材料管理

流程。公司可以定期监控项目状态，采取相应的措施管理

风险。在卡塔尔项目的高峰期，有300多个用户访问Smart 

Materials系统。

“Smart Materials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材料管理流程的优

化，确保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数量把需要的材料送到施

工现场。Smart Materials极大地促进了项目执行——没有

Smart Materials，我们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卡塔尔的3个大型

液化天然气项目。”

展望未来

作为领先的 E P C 承包商，千代田将继续通过 S m a r t 

Materials加强材料管理系统。Ota表示：“对EPC承包商来

说，Smart Materials是最好的软件解决方案之一，能处理

最难、最复杂的项目。我们成功地使用Smart Materials实

施了多个大型项目，强烈推荐使用Smart Materials解决方

案来实现有效的材料管理。”

千 代 田 是 海 克 斯 康 的 老 客 户 ， 一 直 在 使 用 S m a r t 

Materials、Smart Instrumentation、Smart P&ID和Smart 

3D等解决方案。千代田还在探索海克斯康的其它解决方

案，包括SmartPlant® Foundation和Smart Electrical，这

两个解决方案可用于集成环境，进一步提高千代田项目的安

全性、质量和生产力 。

千代田确立了大型项目的行业标准材料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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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SETEC使用海克斯康CADWorx®解决方案提
高EPC项目计划和执行的效率与准确
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流程的标准化水平和优化程度，使

SB SETEC得以提高透明度和生产力

确定目标

SB SETEC是一家工程设计和总包企

业，成立于1970年，专门从事工业厂

房业务，承接运行管理、多专业工程和

环境服务产业的所有项目，从概念设计

到工厂调试全面执行各阶段工作。

SB SETEC致力于持续改进和卓越的项

目执行，需要寻找并投资新的方法、

方案和数字技术，以使用简单易用的

工具结合现实捕捉与工程设计过程，

实现工作流程的数字化转型，提高SB 

SETEC所承接的一般改造项目的各个

阶段的生产力、效率以及项目执行的

经济效益。

克服挑战

某大型业主运营商客户委托SB SETEC

改造其环丁砜加工厂，提高生产效

率。为了在厂内放置新的设备和管

道，需要拆除并重新设计现有最高层

的钢结构。

SB SETEC初步审核了存档图纸，决定

先进行竣工测量，获取现有褐地的准

确状况。SB SETEC认为该项目是采用

“全数字化”执行方法的理想选择。

结合激光扫描技术使用三维工厂设计

显然是在紧张的工期内解决空间设计

挑战的唯一方法。

项目的一大挑战是工期紧张。 S B 

SETEC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

案，在不出错的情况下进行重新设

计，以快速完成项目。解决方案还需

要建成后兼容现有的设备和管道。复

杂的空间可能导致碰撞，需要在设计

过程中执行额外的碰撞检查。另一大

挑战是在设计详细支吊架方案时遵循

健康和安全标准，同时避免生产受到

影响。

除了上述挑战以外，SB SETEC的客户

还希望对一部分现有设备进行翻新和

复用，实现材料的集中管理，以便控

制采购成本。

SB SETEC对多个解决方案进行了大

量的评估，最后选择了海克斯康基于

DWG格式的CADWorx工厂设计软件和

CAESAR II管道柔性和应力分析软件，

来执行三维设计和代码检查。另外还

选择了适合捕捉工业厂房环境的徕卡

公司名称：SB SETEC S.p.A.

网  址：www.sbsetec.com

简  介：SB SETEC是一家工程

设计和总包企业，成立于1970年，

专门从事工业厂房业务。

所属行业：油气、发电、环保、

可再生能源

所在国家：意大利、塞尔维亚、

希腊、突尼斯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CADWorx Design Review

   CAESAR II®

优  势：

   全方位支持数字化工作流程

   使用方便，学习曲线短

   提高项目造价和进度的估算准确性

   使用Isogen可靠地生成轴测图

   能轻松的对接其他供应商的软件解

决方案以及内部业务系统

   节约80%测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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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360激光扫描仪。

SB SETEC选择CADWorx解决方案的原

因在于软件使用简单，全面使用符合

工业标准的DWG格式，能生成Isogen

轴测图，易于配置和定制，支持数据

共享，无需进行文件转换，通过集成

的Isogen软件生成行业标准的交付成

果。选择CAESAR II是因为它能根据相

关规范对项目期间安装的替换管道进

行设计检查。

“CADWorx非常灵活，能轻松执行管

道敷设变更、设备改造，还能在出错

时安全地恢复管道规范。”

Luca Di Gaetano

SB SETEC商务经理

实现成果

项目开始时，先用徕卡RTC360激光

扫描和测量需要改造的结构。在工厂

的关键点放置黑白标记，以协调点云

和工厂坐标系。测量工作包括确认新

的、翻新的、重新安装的设备位置以

及其余结构和管道的位置。SB SETEC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了34次扫描。

激光扫描获得的点云数据用Cyclone 

REGISTER 360进行处理和优化后，用

Cyclone PUBLISHER Pro将点云导出

为LGS格式。用徕卡CloudWorx对一

部分现有管道进行建模，以评估安装

新设备和新管道的连接位置点和可用

空间。

然后用CADWorx Specification Editor

创建满足客户需求的元件库和等级

库，提高信息的可视性，方便团队访

问信息。SB SETEC根据ASME标准和

客户提供的附加信息完成上述工作。

现有的工艺流程图通过数据库与

CADWorx P&ID Professiona进行关

联。设计团队使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s的PID View功能直接在

三维设计环境中将工艺流程图与三维

模型进行集成并开展工作，有助于提

高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最终设计的整

体准确性。

使用CADWorx Equipment对容器和泵

进行建模。从设备制造商处收到的设

备模型（.STP格式）也与CADWorx模

型集成。

使用CADWorx Structure导入土木

工程部在 T E K L A 中生成的钢结构

（.CIS/2格式），把所有专业的模型

集中到三维设计环境的统一视图中，

各部门能实时检查碰撞，调整路线，

重新定位支架。

Access数据库能更快、更可靠地提取材

料清单，帮助项目团队跟踪关键元件。

CADWorx Design Review能可视化持

续变化的三维设计，加强SB SETEC各

部门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从而简化、

加速审查，提高审查效率。

用CA E S A R  I I分析一部分管道的应

力。在初步定义敷设路线之后，管

道模型导出为.C2文件格式，传输到

CAESAR II进行应力检查，定义管道支

架，再把管道模型重新导入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与CAESAR II之间的双向数

字化管道数据交换节约了项目时间，

避免了容易出错的重新建模过程。

根据S B  S E T E C和客户的标准，对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的内含程

序Isogen进行配置，确保制造和施工成

果包含全部规定的内容，以便高效、

无差错地生成管段图，避免施工期间

发生碰撞，跟上紧张的项目进度。

凭借在使用类似解决方案中积累的经

验，在海克斯康PPM支持团队和海克

斯康测量支持团队的大力协助下，SB 

SETEC的员工很快掌握了新的海克斯

康软件。

展望未来

SB SETEC选择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是

因为它们功能易学易用，实施精确快

速。解决方案创造的最大效益是工作

流程的标准化和优化。SB SETEC现在

能更好地估算费用，制定更准确的项

目进度计划。

刚开始，S B  S E T E C仅在管道部门

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继项目取

得巨大成功之后，S B  S E T E C开始

在土木结构、电力仪表、工艺设备

等所有其它技术部门部署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CADWorx P&ID 

Professional、CADWorx Design 

Review和CAESAR II。

SB SETEC还利用项目采集的信息、

创建的交付成果为客户提供更多数

字化服务。SB SETEC将在以后的项

目中继续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优

质、高效、经济地为客户交付项目。

S B  S E T E C还在评估把CA D平台从

AutoCAD换成BricsCAD，以节约许可

费用，并进一步改善设计师的体验，

改进工作流程。

“即使算上现场勘测和点云后处理时

间，我们仍估计竣工数据采集和设计

阶段节约了80%的时间。”

Luca Di Gaetano

SB SETEC商务经理

SB SETEC使用海克斯康CADWorx®解决方案提高EPC项目计划和执行的效率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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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用和民用的大型化石燃料、水力或核能发电厂而言，海克斯康为它们提供了整个生

命周期的支持。通过更好地了解工厂的相关信息，业主可以使大型工厂尽快投入运营，

提高工厂效率，并降低发电厂的运营成本，从而使其投资回报最大化。从新发电厂的设

计和建造到核电厂的维护，业主可以从一个整合并受控的资产信息源获益，比如对有价

值的工厂数据保持有效的变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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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及项目情况简介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四院”）

1958年在北京成立，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

最大的铀矿冶设计院。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核四院的业

务范围涉及到铀矿采冶、医药化工、民用建筑、核工程和环

境保护等10多个行业和领域，拥有数十项各类专业资质和

资格，多年来一直秉承着“诚实守信”、“质量第一”的原

则，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在社会和

同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公司信誉和企业形象。

核四院医药化工所主要负责承接医药化工项目的设计和交

付，是最先取得全行业甲级资质的四家部级设计院之一，项

目覆盖到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工程

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和技术开发。本案例介绍了项目

团队是如何基于海克斯康BricsCAD BIM与CADWorx的协同

应用，完成了国内某医药化工项目的设计交付任务。

康佳先生是核四院医药化工所三维数字化项目经理，他介

绍到：“核四院医药化工所刚刚完成了国内某大型医药项

目的工程设计任务，该项目中业主对三维设计质量和成果交

付深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前期，基于项目实际需求，设计团

队和三维数字中心人员在设计工具和平台的选择上进行了详

细评估，最终决定在海克斯康BricsCAD平台基础上，采用

BricsCAD BIM和CADWorx两款产品协同使用的方式来完成

项目。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应用海克斯康的多款数

BricsCAD® BIM和CADWorx®助力中核第四研究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提升三维设计质量及协同效率

字化设计软件，针对不同的项目类型，选用不同的软件工具

组合来搭建主体设计平台。通过本次实践证明，BricsCAD 

BIM和CADWorx两款产品的联合应用，极大的提高了项目协

同设计的效率和三维设计质量，大幅减少了模型及数据整合

的工作量。”

图1 核四院医药化工所国内某大型医药项目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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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是项目协同设计的最基本需求

康佳先生表示：“医药化工类项目专业更为齐全，包括工

艺、管道、建筑、结构、暖通等多个专业，除管道设计外，

暖通、建筑、结构设计也极为复杂，项目过程中，BIM设计

与三维工厂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交互协作，这就要求必须要有

一款性能优秀的BIM类软件，它不仅能够完成建筑、结构和

暖通等各专业的三维设计，更重要的是还能与工厂管道设计

软件实现良好的集成应用。BricsCAD平台恰好能够满足这

一要求。

图2 BricsCAD BIM与CADWorx协同设计

多专业协同方能事半功倍

多专业协同设计是三维设计的关键环节，核四院医药化工所

经过实践发现，当BIM软件与工厂设计软件间无法兼容时，

工作将事倍功半。康佳先生提到：“当我们使用其它BIM软

件时，发现它与工厂设计软件的兼容性无法满足设计需求，

不同软件间的协同障碍导致专业间的协作变得异常困难，不

仅如此，由于在专业协同和数据互用性方面不理想，导致后

期需要投入大量额外的工作来进行设计内容的整合，这大幅

度降低了整体的工作效率。”

核四院之所以选用BricsCAD BIM ，一方面是由于该产品自

身的功能非常全面、强大，操作便捷，设计人员能够基于

它完成建筑、暖通等专业的BIM设计任务，另外更重要一点

就是因为它与CADWorx有优良的兼容性和协同操作性。康

佳先生补充道：“两个产品的无缝的兼容和数据互用是吸引

我们的最大亮点，两者结合可以高效完成工艺管道、建筑、

结构、暖通空调、给排水和电气等多专业的协同设计，多专

业的设计模型可以做到无差异化。这很好的解决了各专业之

间割裂设计的问题，迎合了医药化工行业的需求，另外，

BricsCAD平台运行速度快，集成二三维设计，其提供的永

久许可授权模式和一流的技术支持服务也坚定了我们选择

BricsCAD BIM的信心。”

康佳先生表示：“本次项目实施得到了院、所领导及三维数

字中心的大力支持，在人力和技术资源投入及项目实施管理

方面给予了重要保障，同时，我们对海克斯康大中华区技术

团队稳定而高效的技术支持表示感谢。BricsCAD系列产品

的引进解决了医药化工三维设计中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它一方面是一款效率高、操作便捷的BIM设计平台，另一方

面，能够与CADWorx密切集成应用的能力更是其独特的优

势之一。未来，我们将在更多、更复杂的项目中继续深化应

用BricsCAD系列产品及海克斯康其它解决方案，包括在后

续项目上将基于Intergraph Smart 3D、Intergraph Smart 

P&ID等智能设计工具及SmartPlant® Foundation平台开展

全集成设计和数字化移交，并逐步建立、健全配套的数字化

应用体系和相关标准，为我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BricsCAD® BIM和CADWorx®助力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提升三维设计质量及协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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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Austral Diseños Industriales

网  址：www.adinsa.com.ar

所属行业：发电

所在国家：阿尔及利亚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Isogen

优  势：

  纠正错误分析

  图形显示需要进行的修改

  利用CAESAR II高效性在两周内完成分析

Austral Diseños Industriales（以下简称“Austral”）为油气公司以

及供热和发电部门提供工程服务，包括锅炉和熔炉的设计。公司客户

遍布欧洲和阿根廷，项目包括静设备和工厂设计、应力分析、支架设

计和施工。

确定目标

Austral公司为一项4.41亿美元的创新项目提供工程和分析服务。位于

阿尔及利亚哈西梅尔的集成太阳能联合循环（ISCC）工厂，是世界上

第一个将太阳能与传统天然气发电结合起来的设施。这座170兆瓦的发

电厂由20兆瓦的太阳能场地以及150兆瓦的燃气和蒸汽涡轮机发电厂

构成，产生的电能将通过海底电缆出口到欧洲。

该项目中包括余热锅炉和空气冷凝器，并使用热油流体装置与水交换

能量，在9.2MPa、370℃条件下，每小时产生160,000公斤的蒸汽。

太阳能场地包含183,000平方米的镜面和不同直径的ASTM A106 B级

管道，温度为400℃，压力为11.5MPa。

克服挑战

由于工程期仅33个月且施工正在进行中，Austral公司几乎没有改变设

计的可能性。Austral面临着的重大挑战在于：公司发现之前的应力分

析存在错误，因为系统是拆分为独立的管道进行分析的，而与设备的

连接处设定为锚固点，没有考虑初始位移或管口的最大负载。

Austral公司通过使用CAESAR II进行应力分析，向客户展示系统的复

杂性以及管道之间的相互影响。Austral汇总了初始模型存在的问题和

需要进行的修改，并将这些问题进行修正以确保安全开车和运行。该

团队使用CAESAR II内嵌的Isogen模块自动生成轴测图，然后生成计算

结果。

阿尔及利亚AUSTRAL公司通过CAESAR II®纠正
快速实施项目中的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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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施工已经在进行中，如果没有CAESAR II的帮助，Austral公司不可能发现之前所做的错误的工程分析，也不可能满

足客户的时间要求。如果没有CAESAR II，该项目的实施将会非常困难，不仅要做应力分析，还要重新定义支架、改变管

道走向，并对管道和设备在不同运行条件下的协同工作进行可视化。

实现成果

CAESAR I I帮助Austral公司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准确

性，确保客户与Austral继续开展业务合作的信心。

Au st ra l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和首席环境工程师N i c o l á s 

Duca表示：“从应力角度和项目复杂性来看，如果没有

CAESAR II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将非常困难”。他补充

道：“没有CAESAR II，我们不可能按时完成这个项目，

同时还允许其他专业人员继续他们的工作。”

管机小组通过使用CAESAR II，只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分

析工作，避免了高昂的成本以及边界条件失真引发的危

险。Austral借助最合适的工程解决方案，展示了公司在

复杂的分析项目当中的业务能力。

获奖项目

Austral使用CAESAR II完成的该项目，获得了Drivers of 

Success全球设计大赛CAESAR II类别的亚军。一年一度

的Drivers of Success大赛旨在表彰海克斯康产品的创

新应用、项目成果以及跨专业合作和产品集成的显著优

势。

阿尔及利亚AUSTRAL公司通过CAESAR II®纠正快速实施项目中的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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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AREVA

所在国家：美国

简  介：
   AREVA是世界一流的核能企业，

也是国际领先的可再生能源企业

   提供低碳发电解决方案，确保电

力生产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北美总部位

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

   拥有4.8万名员工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EcoSys®

AREVA集团是世界一流的核能企业，

致力于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确保

核反应堆在燃料循环的各个阶段保持

良好的性能和安全。AREVA同时也是

国际领先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先

进的海上风能、生物能源、聚光太阳

能和储能技术解决方案。集团通过整

合产品和方案，形成了经济、可靠、

低碳能源的产品结构发挥协同作用。

在美国，AREVA预计将出现多个大

型、并行的项目，并开始着手采取措

施来提升多个项目组合的确定性。

AREVA团队认识到，价值10万美元和

几十亿美元的项目需要不同的管理深

度，严格程度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制

定了根据项目复杂程度进行调整的可

扩展的挣值管理（EVM）流程。挣值

管理方法是行业最佳实践，具有多个

预警系统，能监控项目绩效，预测超

支情况。

AREVA以挣值管理标准化提升项目确定性
度，每月向客户提交绩效报告，进

行绩效分析

 ·  EcoSys和SAP双向集成，同步两

个系统之间的工作分解结构、实际

支出、请购单、订单和预算

 ·  集成Oracle Primavera P6的计划

和进度，用于绩效管理和报告

 ·  加入基准变更请求流程，集成进度

计划和价格，根据费率分担费用

 ·  合同预算基础（C B B）日志，

通 过 工 作 流 与 合 同 工 作 授 权

（ C W A ） 、 工 作 授 权 请 求

（W A R）和控制账户工作授权

（CAWA）流程集成

实现效益

 ·  AREVA能系统化的推进曾经应用于

多个最复杂项目的挣值管理方法，

增加项目管理的成熟度，在更多的

项目中运用先进的挣值管理方法

 ·  EcoSys清晰的显示了项目数据质

量的重要性，以及成熟的项目管理

方法的增值作用

 ·  自动集成各个系统，大量节约分析

时间，让分析师集中精力开展绩效

分析、预测、趋势管理等高价值工

作

 ·  EcoSys简单易用，能让更多用户

组织采用挣值管理方法

 ·  自定义EcoSys配置，支持AREVA
的具体业务规则和流程，让AREVA
能够灵活的实施对业务流程不进行

规定或限制的其它系统。

EcoSys因广泛而深层次的项目控制功

能、强大的接口和易用性，被选中成为

项目控制和挣值管理的企业标准。

AREVA在实施完EVM系统后表示，后

续重点转移至部署符合既定标准的软

件系统。AREVA实施了EcoSys企业级

项目绩效管理平台来控制一个大型工

程服务项目。鉴于成功经验，美国项

目管理公司（PMO）选择了EcoSys作
为项目控制和挣值管理的推荐企业标

准。EcoSys的主要优势在于广泛且深

层次的项目控制功能、强大的接口和

易用性。

鉴于AREVA在使用EcoSys时获得的良

好体验，主要业务相关方正考虑扩大

EcoSys的使用范围，将其应用于项目

机会管理和资源供应/需求计划。

确定目标

 ·  利用EcoSys扩大挣值管理最佳实

践，运用到各种项目

 ·  利用流程和工具建设积极的项目管

理文化

 ·  建立一个促进AREVA项目挣值管理

标准的单一系统

 ·  覆盖各种项目类型和规模，包括全

面支持EIA-748挣值管理项目

 ·  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挣值管理系

统，不再需要静态电子表格和手动

报告

 ·  在EcoSys SAP和Primavera P6之
间无缝集成成本/进度计划

 ·  证实“在正确的阶段、在适当的系

统中输入一次数据即可”的说法

解决方案

 ·  实施EcoSys用于进行估算和投标

定价、合同工作授权、项目绩效管

理、基准变更管理

 ·  AREVA项目控制团队每周监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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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盐河（Salt River）项目

网  址：www.srpnet.com 

简  介：盐河项目成立于1903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美国致力电力

事业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美国第三

大公用事业公司和亚利桑那州最大

的供水公司。公司使用可再生能源

作为其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包括水

电在内的电力生产、风能、地热能

和太阳能。

所属行业：电力行业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盐河项目过去使用旧的通用日志应用

程序监视流程、提供警报和用于事件

的标准日志记录。显然这种配置已经

不适合在现代环境中使用，且缺乏供

应商的技术支持。此旧应用程序的有

限功能也无法监视维护保养周期和进

度，所有过程操作都要手动记录，警

报的准确性较低，降低了风险意识。

在确定了业务部门的需求之后，海克

斯康与业主一起进行了正式的RFP流

程讨论，并选择j5操作管理软件作为

首选解决方案，以取代他们陈旧的交

接班技术。

美国盐河项目选择j5操作管理软件取代陈旧的交接班技术
并遵循与每个交接班流程相关的严格

审批流程。

j5 IBM Maximo接口检索设备和功能

位置数据，以便填充j5资产记录，改

进操作和维护团队之间的通信。

j5 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盐河项目现已成功实施了业界领先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以轻

松实现且完全支持扩展应用。这不仅

仅优化了通信和信息流，还进一步提

高了生产率。

正是由于采用了成熟的j5操作管理平

台，而不是使用多个单独内部开发的

应用程序，才能确保其内部资源得到

释放，应用于其他所需的地方。现在

手动工作已经被数字化取代，减少了

特定警报的自动触发，从而节省了交

接班时间，并提升了操作准确性。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操作人员很容易

就能适应j5操作管理软件，因为该软件

的目标就是优化日常人工工作流程。

客户评价

“如果没有j5操作管理软件，就将会

有更多的手动流程存在，从而降低所

记录的事件和重要警报的准确性，也

降低了员工的风险意识。我们的用户

非常喜欢这款解决方案，它有效地帮

助他们提升了生产效率。”

— Maureen Kempton

盐河项目业务系统应用经理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盐河项目实施了各种 j 5应用程序以

满足其要求，包括 j 5  O p e r a t i o n s 

Logbook（j5操作日志）、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j5 Standing 

Orders（ j5消息中心）和 j5 Event 

Manager（j5事件管理器）。他们还

部署了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

（ j 5 工 业 表 单 模 板 ） 、 j 5  I B M 

Maximo®接口、j5 OSIsoft PI®接口和

j5 OPC接口。

j5操作日志能够清晰地记录和管理跨

班次的手动和自动事件。这些事件在

web浏览器上以一致和高效的方式显

示，而使用以前的过时软件是不可能

实现这些功能的。

j5交接班允许操作员、班长和经理在

交接班时彻底审查相关数据、事件和

警报。这确保了一致的、可见的和负

责任的交接过程。

j5消息中心允许在盐河项目运营团队中

控制信息流通和确认关键通信。

j5事件管理器确保使用j5 OSIsoft PI

接口和j5 OPC接口检索的实时数据得

到正确记录，并建立正确的人工工作

流。

j 5工业表单模板可以提供一致的布

局、字段、分类、层次结构、报告和

清洁数据。这使得用户能够方便地搜

索和理解重要信息，提高日常性能和

安全性。员工使用j5交接班工业模板

记录和查看一系列手动和自动数据，

美国盐河项目选择j5操作管理软件取代陈旧的交接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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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EMPRESARIOS AGRUPADOS

网  址：www.empresariosagrupados.es

所属行业：能源

所在国家：西班牙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Intergraph Smart Electrical

  SmartPlant® Foundation

  PDS®

  CAESAR II®

优  势：

  改善数据质量

  通过自动化节约重复性工程流程的时间

   通过碰撞检查控制流程最大限度的减少

施工和组装问题

  通过自动化和软件集成提高效率

   更强的数据复用功能实现数据在不同项

目中的重复使用

EMPRESARIOS AGRUPADOS（以下简称“EA”）1971年成立于西班

牙，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在业内和国际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主要围绕

发电开展各种业务。

确定目标

EA是西班牙的大型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发电业务，已使用海克斯康的

SmartPlant解决方案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目前EA在全球大部分工程项

目中使用SmartPlant成套解决方案。作为海克斯康的老客户，EA熟悉

SmartPlant Enterprise套件的互操作性，以特殊方法对软件进行了定

制，进一步改善了解决方案之间的集成，提高了工程效率和准确性。

EA选择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集成工程各专业的市场标

准。自首次实施以来，EA一直将基于SmartPlant Foundation的集成解决

方案作为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

为了顺利实施解决方案，需要集成SmartPlant Enterprise工具与EA的

现有系统。集成功能也是使生产力提升和质量改进达到预期的关键。

需要集成的系统包括两个现有的内部工程设计和计算程序以及库文档

管理。

实现成果

EA在全世界的大部分能源行业工程项目中都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并

针对每一个专业定制了SmartPlant Enterprise套件，主要包括：

 ·  对Integraph Smart 3D的典型管道和电缆桥架支架的设计和计算进行

自动化，大幅提高生产力和质量。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助力EA公司提升发电行业业绩
知名建筑工程公司凭借定制化SmartPlant® Enterprise解决方案

改善项目设计数据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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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所有电气线路图和逻辑图实施Intergraph Smart Electrical，自动生成大

量的原理图，减少流程时间。

 ·  改进并定制Intergraph Smart P&ID来提升工程信息的复用功能，更好的集

成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和Smart 3D。

 ·  集成SmartPlant Foundation的发布工作流与EA文档管理系统的发布工作

流，简化工程和设计文档的发布。

 ·  改进信息的访问和管理方法。工程师或设计师通过Smart 3D和Smart P&ID

可一键查看存储在EA文档管理系统中的设备、加工图纸等的信息。

 ·  实施有助于避免错误、简化流程的基于“规则检查系统”的解决方案，增

强Smart 3D模型中的碰撞检查管理流程、ATEX区域管理、逃生路线和通道

区域。

 ·  在Smart 3D中进行自动化，生成非典型大型管道支架的结构分析模型，计

算并自动更新支架的Smart 3D模型。

EA的信息技术项目经理J. Garcia Rendon表示：“这套软件的高度集成水平

和专业数据共享功能提高了工程质量，流程自动化提升了效率。随着更多流

程实现自动化，所有专业访问相同的信息，我们在管道支架设计等过程中节

约了大量的时间。我们的使用体验充分展示了SmartPlant Enterprise在集成

和自动化方面的潜力和功能，说明SmartPlant Enterprise有助于显著改进工

作流程。”

 

展望未来

迄今为止， E A 使用 S m a r t P l a n t 

Enterprise系统顺利完成了20个发电

厂的工程和设计。这些发电厂包括火

力发电厂、燃料发电厂、太阳能发电

厂、联合循环发电厂等，其中有几个

的规模居世界前列。

虽然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新功能

和新产品的使用始终有可以改进的空

间。

J. Garcia Rendon 总结说：“我们始

终与海克斯康保持密切合作，交流

双方遇到的问题、获得的经验和取得

的成功，并得到我们需要的支持。

SmartPlant Enterprise套件的自动化

让我们获得了提升发电行业业绩的竞

争优势，有助于我们为客户创造更多

附加值。”

用Smart 3D创建的三维工厂模型示例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助力EA公司提升发电行业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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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Nuon

网  址：
https://corporate.vattenfall.de/

所属行业：发电与配电

所在国家：

丹麦、芬兰、荷兰、德国、英国和瑞典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SmartPlant® Foundation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Intergraph Smart P&ID

优  势：

   该设施的数字孪生能评估工厂变化的紧

急程度，或包括运营风险和成本

  在查找技术文档时节省50%的时间

Vattenfall集团由瑞典政府全资拥有，总部位于瑞典索尔纳，而Nuon

公司隶属于Vattenfall集团。主要经营市场为丹麦、芬兰、荷兰、德

国、英国和瑞典等国家。

确定目标

Nuon是一家在荷兰、比利时和英国提供电力、天然气和暖气的公用

事业公司。该公司此项目的目标是为天然气地下盐穴储存工厂的运营

商Nuon Epe Gasspeicher GmbH公司实施一个资产信息管理系统。

Nuon Epe工厂由7个平均深度1200米的气穴组成，总气量为4亿标准

立方米。

由于新的储气厂没有现成软件，而且是Nuon首个此类型工厂，公司一

直在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以支持运营和维护团队有效地落实日常工

作。项目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让工程师有效、直观地找到日常工

作所需信息的系统。

而Nuon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工程师能够找到并更新数据，使公司能

够满足工厂运行中的安全、环境和可用性要求，并保持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运行的许可证。该系统须使用便捷，并具备仅依靠自身技术即

可连接SAP®的复杂结构。

克服挑战

为了避免在转换过程中丢失智能数据， N u o n 选择海克斯康作为

解决方案提供商。负责这项任务的自动化工程师熟悉S m a r t P l a n t 

Foundation和Intergraph Smart P&ID，因此在配置过程中没有丢失

智能数据。

Nuon通过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实现资产信息管理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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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项目中，工厂被两家承包商扩建了两次，总共提

供了约12000份文件。当时，数据管理系统的结构使这

些文件的有效集成成为可能。

从运营的角度来看，Nuon的员工熟悉技术文件和工厂

的细分结构。这种从P&ID获得技术视角的能力在运营

团队接受SmartPlant Foundation和使用SAP-PM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成果

该项目的第一步是实施作为所有技术、检查和非技术

文档的文档管理系统S m a r t P l a n t  Fo u n d a t i o n。在

第一阶段，来自所有承包商的数据都被集成到新系统

中。Nuon收到了大约35000个纸质和电子文件，经过

分析和整合，最终缩减到大约25000个文件。然后对

这些文件进行检查和登记，包括任何丢失的文件或数

据。执行第一阶段不需要额外编程，因为SmartPlant 

Foundation可以通过.Net API's定制。

在第二阶段，当工厂已经开始运营，基于SmartPlant 

Foundation的主系统与SAP PM系统通过直接接口连

接，以更新和扩展位号和资产。

该项目的最后一部分是集成Smart P&ID和竣工R&I图纸。

Nuon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带来的主要优势包括：

 ·  对设施数字孪生的良好概览，可以帮助评估工厂的哪

些变化是紧急的，或包括运营风险和成本

 · 在查找技术文档时节省50%的时间

 ·  当其他工程公司或政府提出关于合规性的问题时，具

备快速反应的能力

 ·  提高数据完整性，因为所有的文档和数据都可以托管

在集成系统中

展望未来

对于当前的运营， N u o n 使用 I n t e r g r a p h  S m a r t 

Instrumentation来保持回路处于最新状态。使用Smart 

P&ID作为技术人员连接SmartPlant Foundation的图形用

户界面。SmartPlant Foundation本身用于快速查找技术

文档和维护文档。新系统管理着不同类型的所有文档和数

据，包括Word、Excel、JPEG文件以及PDF和3D数据。

SmartPlant Foundation和SAP的集成使Nuon能够始终

获取最新的、正确的技术数据。这种集成支持不同系统

之间的信息交换和更新，使得SAP PM可以用于计划巡

检。工厂操作员可以使用SAP PM将他们在工艺设备中遇

到的任何技术问题输入SAP消息传递系统。这些消息将

自动与维护人员共享，以方便他们为签约的外部服务提

供商生成维修订单。

Nuon的资产经理Robert Neve评论道：“集中的资产

信息管理解决方案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包括获取运营许

可证以及通过提高效率显著改善运营。在海克斯康的帮

助下，我们查找技术文档的时间比以前缩短了一半。”

Nuon通过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实现资产信息管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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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Fichtner Consulting Engineers

网  址：www.fichtner.co.in 

所属行业：电力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Fichtner Consulting Engineers（以下简称“Fichtner”）是一家综合性

工程解决方案供应商，其总部位于印度孟买，公司致力于为各种公用电力

项目和自用电力项目提供解决方案。

JSW集团的下属企业——JSW Steel Limited Salem Works公司选中了

Fichtner公司为其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电厂项目提供详细设计服务，该

项目价值3000万美元，其中包含两台30兆瓦的汽轮机。

JSW Salem Works电厂项目中共有7台锅炉来为两台30兆瓦汽轮机提

供蒸汽，包括1台常压流化床燃烧（AFBC）锅炉、5台余热回收锅炉

（WHRB）和1台高炉煤气（BFG）锅炉。项目主管道总长4805英尺（约

1465米），管径从1英寸（约2.54厘米）到16英寸（约40.64厘米）不

等，包括435个管件、284个管架、80个弹簧架、19个阀门、3个压力安

全阀和2个涡轮旁通阀，每个阀门重约2.25吨。

Fichtner Consulting Engineers应用CAESAR II®

和CADWorx®将复杂的项目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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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AESAR II和CADWorx解决

方案简化项目的复杂性

主蒸汽管道需要在520摄氏度高温下

承受100bar压力，意味着设计的精确

性至关重要。锅炉、锅炉给水泵及汽

轮机之间有750米的距离。项目需要

将每一台锅炉加入现有系统，不更换

现有系统的管道。

为了简化项目的复杂性，Fichtner采

用CAESAR II和CADWorx将主蒸汽管道

设计为单一模型，创建3D管道平面布

置图，生成应力ISO图、应力计算书和

特殊管架详图，并将应力计算书提交

印度监管部门批准。

用CAESAR II解决现有错位问题

汽轮机法兰在初始建造中就存在错

位、不平行的问题。Fichtner利用

CAESAR II分析将3个弹簧吊架向下移

动100毫米就解决了问题，根本不需

要移动现有弹簧吊架。Fichtner还用

CAESAR II分析了主蒸汽管道和锅炉给

水管道，通过增减管道长度，调整管

架使系统满足运行柔性要求。

Fichtner项目团队的Wilson Raj说：

“CAESAR II的使用体验非常好，用起

来很方便，能给出精确的解决方案，

解决各种管道分析问题。”

及时交付，成果精确

Raj补充说：“CAESAR II帮助我们避

免了重复建模，消除了各阶段的错

误，使我们的工时明显减少。” 

Fichtner通过管道柔性分析确保了系

统在不同工况下的可靠运行，并且能

够考虑到空间缺乏、跨距要求等约束

条件，构建出完美的管道系统模型，

设计出特殊类型的补偿弯和浮动集

管。Fichtner提前完成了项目，进一

步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使7台锅炉和2

台汽轮机顺利投产。

Fichtner Consulting Engineers应用CAESAR II®和CADWorx®将复杂的项目进行简化



118

西门子集团是世界一流的尖端科技解决方案创新企业，在印度拥有17家

公司、18,000名员工、21家工厂和500家渠道合作伙伴。

确定目标

西门子能源部门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瓦尔道拉市，负责为电厂提供汽轮

机、压缩机和风机解决方案。

西门子承担了Godavari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的50MW电厂项目。项目位于

拉贾斯坦邦贾沙梅尔市诺克村，是印度第一座太阳能热电厂。业主是

Godavari Power & Ispat有限公司。西门子主要负责汽轮机、发电机、辅

助设备和蒸汽管道的设计和供应。

克服挑战

管道的公称直径在15~250NB之间，以满足高至400℃的辅助蒸汽、汽封

蒸汽和蒸汽排放系统。项目还包括润滑油系统、高压油系统、冷凝水和真

空泵管道。

因为需要配置汽轮机设施，管道的整体布置非常繁琐且不灵活。锚点位

于中心，直径较小的汽轮机管口的热位移较大，管口上的许用载荷要小

得多。

西门子必须在半年内出具应力报告和弹簧规格书，却并没有阀门、特殊

件、汽轮机或结构数据库可用。除了这些挑战以外，项目还需要在关键领

域与美国顾问进行协调。最后，西门子选择采用CAESAR II执行这一备受

瞩目的热电厂项目。

假如西门子没有使用CAESAR II的各种功能，项目大概会延期近2个月，执

公司名称：西门子 

网  址：www.siemens.com 

所属行业：电力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优  势：

  解决繁琐的配置问题

  提高数据准确性

  节约500工时，缩短1个月工期

西门子采用CAESAR II®缩短电力项目工期
EPC公司顺利完成印度首座太阳能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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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团队和业主的信心也会受到打击。

假如手动执行载荷数据的输入和应力

分析，所用时间会多得多。手动计算

膨胀回路布置的话则会耗费大量时

间，结果的准确性也会打折扣。

项目经理M e d h e s h  N i r m a l说：

“CAESAR II的各项功能帮助我们节

约了时间和费用，提高了准确性。”

西门子得以在一个模型文件中一步

完成整个密封防漏系统的设计和分

析。“我们用CAESAR II Nozzle Limit 

C h e ck模块确定所有管口的许用载

荷，确保最优化，节约了近200个工

时。”

西门子还在分析过程中利用CAESAR II

的优化向导执行了多次迭代，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并另外节约了300工时，

缩短了1个月工期。项目期间，西门子

在CAESAR II的辅助下提高了多个方面

的效率和准确性。

实现成果

西门子利用CAESAR II向业主交付各种

成果，包括应力ISO图、合规检查和应

力汇总、包含约束汇总的载荷工况报

告、弹簧数据表和物料清单、管口检

查报告等。

西门子缩短了工期，满足了土木工

程、设备供应商和采购等相关方的预

期。“最重要的是，业主对西门子

汽轮机很满意，在6个太阳能热电项

目中的5个项目里使用了西门子汽轮

机。”Nirmal补充道。

获奖项目

西门子对CAESAR II软件的使用，获

得了Drivers of Success全球设计大

赛CAESAR II类别亚军。一年一度的

Drivers of Success大赛旨在表彰海克

斯康产品的创新应用、骄人的项目成

果、跨专业合作和产品集成的显著效

益。

西门子采用CAESAR II®缩短电力项目工期



120

确定目标

Reia s.r.l.（以下简称“Reia”）是一家意大利工程公司，主要从事电力

行业，尤其是热能和电能生产分配系统的相关业务。Reia受业主委托为意

大利北部一家造纸厂设计新建热电工厂。项目工期紧，从开工到竣工只有

12个月的时间。

热电工厂拟建在造纸厂的现有位置上，建造空间受现有结构的限制。因

此，Reia需要找到一个综合性工程和设计系统来帮助他们迅速、有效、准

确地为新的工厂生成必要的交付成果。管道的尺寸必须准确才能适应预先

确定的有限空间。

除了创建管道的相关轴测图和三维模型以外，Reia还需要分析管道和设备

连接受力，以免应力过大，防止现有结构与新设备之间的接口出现问题。

克服挑战

Reia的项目经理Christian Pedrielli说：“任何工程项目，无论是全新设计

还是现有设施改造，都需要为新的工厂创建准确、无碰撞的三维模型。我

们要找的软件

解决方案必须

能让我们满足

业主的严格要

求，同时保证

准确及时地交

付项目。”

Reia在现场执

Reia s.r.l.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在紧迫工期内
交付热电工厂设计

公司名称：Reia s.r.l.

简  介：Reia s.r.l.是一家能源和环境

领域的综合工程公司，主要从事电能和热

能生产分配系统的建设，客户遍布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

所属行业：电厂工程

所在国家：意大利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ESAR II®

  BricsCAD® Pro

主要目标：

  使用Isogen自动化功能快速创建ISO图

   三维设计和应力分析双向关联，提高项

目的整体效率

  提升交付成果的准确性和质量

热电工厂平面图中的燃气轮机发电机、余热回收

蒸汽发生器和热交换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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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在紧迫的工期内交付项目：海克斯

康解决方案使 R e i a 在严苛的工期

内顺利交付项目。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支持各种行业标准，使

用通用DWG文件格式。Reia能将生成

的模型和文件与客户委托其它团队生

成的模型和文件进行比较和验证，以

免交付成果产生碰撞。

符合安全标准和设计标准：项目执行

期间进行的设计必须符合当地的能源

工厂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设计标准。

Reia用海克斯康分析解决方案根据设

计规范深化项目，用海克斯康应力分

析软件满足业主规定的规范标准。

集成应力分析和三维设计：Reia用海克

斯康解决方案集成应力分析与三维设计

文件数据之间的相关技术检查，不需要

重新建模或重新输入数据，节约了大量

的时间，加快了项目交付速度。

实现成果

Reia在热电工厂项目中使用的海克

斯康解决方案，包括在BricsCAD上

运行的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和CAESAR II，涉及的工作内容包括

设计工厂管道，绘制所有设备图、元

件和管道布置图，验证创建的模型。

Reia还负责管道设计和设备设计的应

力分析。

首先，Reia在流程设计中计算了新建

热电工厂的管道直径和元件特性。然

后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创建

项目等级库，进行三维管道敷设，最

后生成整个装置的详细设计轴测图。

Reia用CAESAR I I对管道和设备进

行应力分析，利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CAESAR II双向接口迅速导入模型，降低错误风险，提高效率。

R e i a曾在之前的多个项目中使用CA E S A R  I I。R e i a选择CA D Wo r x  P l a n t 

Professional是因为软件易学易用、部署迅速，能与CAESAR II双向共享模型。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的Isogen功能能迅速创建轴测图，无需进行手工绘

图或事后润色，就能生成优质准确的设计交付成果供预制使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简单易用，能轻松迅速完成模型修改。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的新建热电工厂总图与工地在建的新建热电工厂总图

Reia的项目工程师Stergios Katsikoudis说：“随时随地更改元件名称和特征的

功能非常有用。我们能进行精准的设计，轻松检查图纸的准确性。简单来说，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能帮助我们减少错误，就算有错误也能较轻松地发现

和修复。”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带来的主要的整体效益是提前发现应力超限、尺寸错误等问

题，避免产生碰撞或完成的设计完全不适用。以前，我们只能在项目的后期阶段

才能发现这些问题。由于部署了适合的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能轻松避免

预算超支或工期延迟问题，从而准时交付项目。”

展望未来

Katsikoudis先生总结说：“Reia考虑日后加大对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的投资，创造

一个全面集成的工程和设计环境。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是出色的整体解决

方案，可用于工厂、结构和设备设计。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能迅速、准

确、轻松地绘制电厂各元件的图纸。”

Reia首席执行官Gian Carlo Picotti说：“不同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能相互集成，

能快速检查管道敷设，避免安全隐患，加快项目进度。解决方案能让我们轻松

完成设计和应力分析，同时提升准确性和效率。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

Cloudworx的组合能让我们更轻松地使用点云数据，迅速比较竣工与设计状态，

避免安装和制造过程中的返工。”

Reia s.r.l.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在紧迫工期内交付热电工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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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工程必须克服众多限制因素。空间是一个重要限制因素，但极端天气条件、深水、

低温等等也为工程师创建稳妥可靠的安全设计带来了重大挑战，而这些约束条件为工程

师开发正确、可靠、安全的操作平台创造了一种极端环境。一体化的船舶及工厂设计是

工程师需要面临的另一挑战。在海洋、海事及造船设施完成移交，实现运营之后，这些

挑战将变得更加严峻。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维护和操作，获取正确可靠的数据以便做出

明智的决策，这才是提高正常运营时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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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ergraph Smart 3D是软件供应商海克斯康专门为工厂、

海事、造船及冶金采矿行业定制的新一代三维设计解决方

案。Smart 3D封装了海克斯康原来针对不同工程领域而单

独封装的SmartPlant 3D、SmartMarine 3D和SmartPlat 

3D Material Handling Edition三个独立软件系统，它主要提

供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工厂设计软件系统；

其次它可以在整个工厂的生命周期中，对工厂进行维护。

本文介绍了在舾装专业中Structure模块原有命令的一些缺

陷，提供了解决这些缺陷的思路方法，最后总结了经过优化

开发之后的命令及其优势。

2. 原有命令缺点

2.1 直线型材命令Place Linear Member System（ ）

（1）原有命令需要选取生成型材基线的点（如图1）。如

果相邻两根型材的基线点不一致，该两根型材间将无法生

成端切。

图1 原有直线型材命令基点选择

（2）无法直接生成指定长度的型材，需配合Pin Point功能

生成。

（3）创建的型材，相互之间会产生关联性，对型材的复

制、移动、修改、镜像、旋转等操作造成很大干扰。

2.2 曲线型材命令Place Curve Member System（ ）

原有命令需要将曲线型材的基线一笔画成。若过程中发现需

要进行修改，或者出现错误，只能重新开始建模。并且无法

使用原有的打断命令打断曲线型材。

2.3 板材命令Place Slab（ ）

（1）操作比较繁琐，需要先自定义基面，再选取参考边

界，然后进去Sketch Smart界面绘制Slab的边界外形，最

后回到3D界面生成Slab。

（2）定义基面和参考边界会造成很多关联性，对用户的建

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定义基面时，用户相对更习惯使

用关联关系更少的三点定面法（3 Points Plan），但是这种

定面法也无法完全规避关联关系。

（3）由于关联性的存在，用该命令建成的Slab，无法方便

地进行复制、移动、镜像、阵列、旋转等操作，所以每块

Slab都需要进行建模，导致建模效率低下。

2.4 几何线命令Construction Graphics

原有的几何线命令的只能起到一个辅助参照的作用，无任何

实际功能，并且有以下缺点：①无法直接输入尺寸，如直线

的长度和角度，圆的半径直径等；②无法对绘制完成的几何

线进行编辑，如修改长度、延伸、偏移、导角、修剪等操

摘 要： 随着Intergraph Smart 3D在邮轮设计生产建造中不断的推进，为了提高用户建模出图的体验感，Smart 3D进行了许

多原先功能命令的优化；以及基于邮轮生产设计的特殊性，进行了许多新功能的开发。本文就以Structure模块在邮

轮铁舾建模中的优化和开发为例，阐明Smart 3D优化和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3D中Structure模块在邮轮
铁舾中的优化和开发

  夏鼎1，李佳2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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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③每次绘制之前需要打开Reference Geometry功能，

若不打开，则无法显示绘制的几何线。

2.5 端切命令Place Assembly Connection（ ）

（1）原有命令中的端切分散在几个文件夹中，不方便查

找，需要用户对端切命令极为熟悉。

（2）原有命令中端切种类过少，无法满足生产设计要求。

（3）无法输入端切参数，只能按系统原先设定值设置。

3. 优化命令

鉴于公司大多数设计人员都使用过Tribon软件，相对来说比

较熟悉Tribon软件的建模绘图习惯，所以在优化开发思路

上，尽量将Smart 3D的使用风格往Tribon上靠近，方便设计

人员尽快上手掌握。

在几何线的优化上，借鉴了Auto CAD的画线思路，利于

编辑。

3.1 优化几何线命令（ ）

该命令被拆分成了几个单独的命令，且绘制之前不需要打开

Reference Geometry功能：①绘制直线命令（ ）：该命

令支持输入直线的长度、角度，并且支持连续绘制；②绘制

圆命令（ ）：该命令支持输入圆的半径或直径；③绘制

矩形命令（ ）：该命令支持输入矩形的长度和宽度。

3.2 优化端切命令

在原有端切命令的基础上，将所有端切命令做了集成处理。

用户在选择Member Connections之后，选取该命令，弹出

如下对话框（图2），左侧为端切类型，右侧上部为图片，

右侧下部为参数，选择相应端切类型，修改相应参数，预览

无误后即可生成。

该命令的优势在于：①界面直观：将所有端切命令集成在一

起，方便设计人员查找对应的端切型式；②界面人性化：支

持自定义参数修改；③功能预览：若选择的端切型式不正

确，可提前进行更改。

注意：型材本身做自由端切时，无需检查该型材是否与其他

型材有关联关系，但是对于两根型材相接处的地方做端切，

需要这两根型材间一定要有关联关系。

4. 开发命令

4.1 开发几何线编辑命令

相对于原有的对几何线无法编辑，结合Tribon软件和Auto 

CAD中对几何线条的编辑，开发了具有Smart 3D软件特色

的几何线编辑命令：

（1）修改直线尺寸。

（2）修改圆尺寸。

（3）修改矩形尺寸：除了可以修改矩形的长、宽外，还可

以对矩形进行“打散”操作，打散后可以进行后续的如倒

角、切割、延伸等命令。

（4）倒角：支持圆角、斜角、反圆角三种方式（如图3）。

图3 倒角形式

反向复选框：用于克制切换当倒圆方向出现如图4况时，点

击反向则可以切换正确方向（图5）。

图4 错误倒角方向示意图       图5 改正过的倒角方向示意图

（5）偏移：支持直线、弧、圆和矩形。

（6）相切：支持点圆相切、线圆相切、两圆相切三种相切

方式。

（7）延伸、切割。

4.2 开发创建型材命令（ ）

该命令的优势：①支持输入型材长度和角度；②支持连续创

图2 优化后的端切命令界面

Intergraph Smart® 3D中Structure模块在邮轮铁舾中的优化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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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型材，但是连续创建的型材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不会干扰

后续建模；③在型材之间可以直接添加端切关系；④无需选

择生成型材基线的点，事先已在系统设定完毕，比如角钢为

1点，工字钢为5点（参照图1）。

4.3 开发创建Slab命令（ ）

该命令的优势：①定义基面的方式简便：可选择共面、XY

面、YZ面、XZ面、视图面五种定义基面的方式；②建模完

成的Slab与基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方便进行复制、移

动、镜像、阵列、旋转等操作；③可以对建模完成的Slab的

边界进行修改，无需进入Sketch Smart界面。

4.4 开发线建型材命令（ ）

用上述优化过的Construction Graphics命令绘制好型材的基

线后，可以直接点击该命令，并选取绘制好的基线，点击完

成即可完成。

该命令有以下优势：①如果是多段几何线，该命令支持创建

分离或合并的型材，顾名思义，分离状态下支持编辑，合并

状态下是一个整体，不支持再次编辑，且不支持打断；②如

果是曲线型材，可以采用优化后的几何线命令绘制出曲线的

基线，再用“线建型材”命令直接生成，且可以采用开发的

曲线型材打断命令，将目标曲线型材打断；③可以按照图纸

尺寸绘制型材基线，通过命令直接生成所需型材，无需再进

行修改。

4.5 开发线建Slab命令（ ）

用上述优化过的Construction Graphics命令绘制好型材的基

线后，可以直接点击该命令，并选取绘制好的基线，点击完

成即可完成，如图6所示。

图6 线建板材提示窗口

该命令有以下优势：①可以对建模完成的Slab的边界进行修

改，无需进入Sketch Smart界面；②可以对板材的材质、厚

度、朝向等进行修改；③可以按照图纸尺寸绘制板材边界，

通过命令直接生成所需板材，无需再进行修改；④建模完成

的Slab与基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方便进行复制、移动、

镜像、阵列、旋转等操作。

4.4和4.5有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边界只绘制一条直线或只选择一条二维线条就选择

Finish，即只指定了两个点，这时会弹出窗体选择是生成矩

形边界还是圆形边界，如果是矩形边界，这两个点就是矩形

的对角点，如果是圆形边界，这两个点的直线就是圆的直

径。

（2）没封闭就选择Finish时，会自动将最后一个点和第一

个点做直线连接实现封闭边界。

（3）选取边界时，线性对象（如Member）要确保使用3D

自带的命令可以放置Slab，才可以用此命令放置，且必须是

闭合的。

4.6 开发型材自动延伸到舱壁并添加垫板命令（ ）

该命令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是直接在型材端部直接加垫

板，另外一种是型材自动延伸到舱壁，并且自动加垫板。

通过控制Material、Offset、Gap、Thickness来控制垫板的

型式。

需要注意的是，系统会根据型材类型的不同匹配不同的垫板

类型，均为自动生成。

4.7 开发放置参数化平台命令

该命令是上述所有命令的集大成者，可以通过几何线构建的

外形，直接生成目标平台。

事先绘制好几何线外形，如图7所示：

图7 平台边缘几何外形示意图

再选择参数化放置平台命令。命令窗口如图8与图9所示：

图8 平台创建命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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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平台创建命令窗口

System：存放平台模型的位置；

Standard：型材所用的型材标准，如欧标、国标等；

PartClass：型材的截面信息，如角钢、工字钢等；

SectionName：型材的规格大小；

板材规格：平台上铺设的板材选项，有槽钢半条、花钢板和

钢格栅三类；

Offset：第一档加强距离基准边框的距离；

Gap：每档加强之间的距离；

自定义值：该复选框控制Offset值和Gap值，若勾选该复选

框，则用户可以自定义Offset值和Gap值；若不勾选，则系

统会使用计算出的平台面板的宽度值；

Leg Height：平台支撑腿的高度；

WithLegs：该复选框控制是否需要支撑腿；

BasePlate：支撑腿是否带垫板

以上选项选择好后，点击第一条二维线条，该线条作为平台

基准边框，该线条需满足以下条件：①必须是水平或者竖直

的直线；②必须是最外围的线。

再次框选其他边界线，会有蓝色高亮。点击完成，最终结果

如图10所示。

图10 创建好的平台示意图

注意：该程序并不能完美地将平台铺设的板材生成，对于未

完成的地方，需要人为手动修改。该命令极大地提升了铁舾

件建模的效率，经保守估计，效率提升可达50%以上。

5. 结语

相比造船行业成熟应用的三维建模软件Tribon，Smart 

3D功能更为强大，覆盖范围更广，软件结构更为复杂。

Structure模块作为Smart 3D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应用

于邮轮的铁舾专业。该专业的舾装件包括直梯、斜梯、栏

杆、风暴扶手、平台、踏步等铁舾件。由于邮轮铁舾件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Tribon软件已经无法适用于邮轮的生产设

计，需要相对应设计软件的跟进。Smart 3D软件的可开发

性和定制性，具有极大的优势，决定了邮轮生产设计软件

非它莫属。

关于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地处

长江之滨，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

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覆盖民用船舶、海洋工程、船

用配套等领域，在大型邮轮、好望角型散货船、

大中型原油船、超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液化气

船、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半潜式/自升式钻井平

台等船海产品领域的设计建造能力突出。根据中

国船舶集团的统一部署，公司已全面投入国内首

制大型邮轮的设计和建造。

Intergraph Smart® 3D中Structure模块在邮轮铁舾中的优化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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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支架编辑工具介绍

2. 创建定长型钢

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添加

常用的型钢型号，并直

接生成一个常用的固定

长度值，随后用户可以

做修改型材长度或其他

移动操作。

3. 型钢延伸到型钢

此功能方便用户以某一型钢为目标将当前型钢进行延伸，如

两根延长线相交的型钢。

4. 型钢延伸到点

此命令可快速将型钢的一端延伸至任意一点，如将型钢由某

处延伸至某块板。

在造船生产设计环节中，组合支架是非常常见的，占总支架

的50%以上，而这些组合支架往往没什么规律，很难开发

支架装配来匹配这样的变化，即使开发出来，也会存在控制

参数过多、灵活性差等问题。因此通常是用基本支架类型搭

建支架主体，然后打散为设计支架后，人工加入各种支架部

件来搭建组合支架。但目前Intergraph Smart® 3D手工放置

支架部件的编辑操作很繁琐，比如手工放置UBolt之类的管

夹，需要手工选择规则型号，并没有规则驱动去选择管夹，

然后再放置到模型中。而放置到模型的过程中，定位也不是

能一步完成，需要再进行旋转、偏移等操作，造成额外的工

作量；对于角钢、工字钢等型材，放置、编辑及定位都是使

用系统自带的移动、旋转等通用命令完成，这些通用命令虽

然可以操作Smart 3D中所有支持移动、旋转的对象，但是

对典型对象，如角钢、工字钢等，操作效率低下。因此有必

要开发一套高效编辑设计支架的工具，如下为支架编辑工具

的功能介绍。

1. 快速支架放置

传统的放置支架命令对于选型较为繁琐，快速放置支架命令

能够将常用的标准支架以图片的形式直观展示，并能够将该

支架常用属性显示在界面中，方便属性修改，并且可按专业

快速切换不同类型支架。

  司群猛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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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型钢自由端延伸

型钢自由端延伸命令通过左、右、双向等延伸方向+步长组

合能够快速调整某根型材的长度。步长值可以是正数也可以

是负数。

6. 型钢型号改变

在组合支架中，当联排的某一管子通径较大时，则需要支架

中型材的规格对应变大，通过型钢调整命令能够快速将型钢

型号升档或减档为临近的规格型号，也可通过下拉列表直接

选择最终规格，并且型材匹配的垫板也会自动进行相应的升

档或减档。

7. 型钢靠齐

通过型钢靠齐命令，能够使型材快速靠齐至目标管道外壁或

其他型材边缘。

8. 批量添加尺寸点

对于复杂的组合支架，制作图中的标注较为困难，因此可以

在模型中预先添加控制点来驱动图纸中的标注位置，通过批

量添加尺寸点命令，能够根据后台配置的定义规则批量在部

件上添加控制点，从而决定支架制作图中的尺寸标注点。

9. 开孔偏移

豪华游轮上层部分通常会选用开孔型材搭建支架，从而降低

整船重心，这就需要将每个螺栓对准开孔位置，通过开孔偏

移命令可通过偏移方向+偏移值快速将开孔位置调整合适。

 

10. 快速移动

传统的Move命令需要借助PinPoint功能才能实现精确移

动，操作较为繁琐。快速移动命令考虑将常用的几种移动的

方式做成按钮，如上下、左右、内外，通过正交方向+步长

的方式快速进行部件位置的微调。

海事支架编辑工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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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型钢端切

型钢连接处及自由端处通常需要进行切削，对于自由端端

切，可以通过配置角度和起止端的某一面进行切削。对于倒

直角，可以配置角度和偏移值。

15. 对削斜

通常标准支架中的相交型材会做好对削斜，但后续添加的型

材部件需要再次设置对削斜，通过对削斜命令可以将两根相

搭接的型材实现对削斜。

16. 自动添加垫板

自动添加垫板命令可快速为型材的端添加垫板，可以是起

端、终端或两端，添加垫板的方向可以是增量添加垫板厚度

或型材回退一个垫板厚度。

17. 支架合并

对于组合支架，通常以支架装配的形式添加多个管卡，这样

就会形成多个Support对象，因此需要一个合并操作，将多

个Support对象合并为一个支架对象。支架合并命令可快速

将后续添加的支架或支架部件合并到主支架当中，从而方便

后续出图。

11. 两点移动

两点移动命令可以将型材在当前视图平面内进行水平或垂直

移动，移动的距离为两点确定。

12. 快速旋转

该命令收集了部件常用的旋转方向，如顺时针、逆时针等，

通过旋转方向+旋转角度进行快速旋转。

13. 快速镜像

快速镜像命令可以将对象以自身的中线为轴实现上下、左

右、内外的镜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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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 II®助力L&T Valdel提升海上项目的质量和生产力

公司名称：

L&T Valdel工程有限公司

网  址：www.lntvaldel.com

所属行业：

石油化工、施工建造、离岸工程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L&T Valdel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L&T Valdel”）是Larsen & Toubro

有限公司的工程部门，主要为上游油

气开采业务提供全面的工程解决方

案。L&T Valdel总部位于印度班加罗

尔，截至目前，公司已成功完成多项

复杂工程任务。公司业务广泛，涵盖

从项目可行性研究到工程基础设计和

详细设计、基于3D模型的同步工程、

工程采购和项目管理，完成的项目包

括38个新建海上平台、195个海上平

台以及128条管线的改造。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以下简称

“ONGC”）是印度石油勘探和生产

领域的领导者，在孟买北部（MHN）

海上开发项目中，O N G C委任L&T 

Valdel为生产模块和生活模块建设项

种工况加以分析，避免重复建立多个

文件。

L&T Valdel的助理技术专家Kumar 

Gurumalappa谈到：“CAESAR II为

我们节省了至少10%的系统分析工

时，报告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生产

率的提高还能帮助我们遵守项目进

度。”

凭借CAESAR II的位移导入功能，员工

能够在确保正确的情况下计算更加复杂

繁冗的系统，并且还能大幅提升效率。

CAESAR II助力L&T Valdel赢得
更多项目

Gurumallappa还讲到，“我们通过

应用CAESAR II为ONGC服务，获得

了超高的客户满意度，也为我们自

己赢得了更多的项目。该项目成功

结项后，ONGC将更多的工程和设计

工作承包给了L&T Valdel。”

目承包商。该项目其中包括为MNP

制定从设计、制造、安装到调试的

详尽计划。MNP是一个八柱式作业

平台，通过桥梁与MNF1和MNF2两

个三脚架平台相连接，并经由MNP

的火炬放空系统，处理多余的高

压、低压和酸性气体。

解决大型海上平台所面临的环
境挑战

MHN项目拥有印度近海区域最大的

作业平台和生活区，连接各平台的两

座火炬栈桥长度居首，每个栈桥延伸

135米至独立安装的两个三脚架处理

平台。桥梁的工程设计需准确精妙，

因为施加在三脚架上的外载和位移，

与其所连接的八柱式作业平台受到的

外载和位移差别较大。设计栈桥上运

行管道时，必须将这些外部因素像热

位移一样纳入分析范围中。

CAESAR II能够呈现方便阅读的
单个文件的分析结果

使用CAESAR II进行应力分析，L&T 

Valdel能够为暴露在恶劣环境中的管

道设计提供精确的结果。

在CAESAR II的帮助下，公司还可将

所有可能的组合囊括在一个输入文件

中，方便将结果整体呈现给客户。

CAESAR II支持在单个输入文件中对各

CAESAR II®助力L&T Valdel提升海上项目的质量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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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船级社使用PV Elite®顺利完成压力容器设计
验证

挪威船级社是一家跨国船级社组织，

也是国际大型海事、油气、能源、食

品、饮料和医疗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

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

在超过8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9000名员

工和300个办事处。自1867年成立以

来，挪威船级社一直在世界各地开展

业务。

40个油气生产容器的设计验证

挪威船级社巴西分社承担了巴西国家

石油公司在桑托斯盆地（PMXL1固定

公司名称：挪威船级社

网  址：www.dnvgl.com

简  介：

挪威船级社是为海事、油气、电力

和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风险管理和

质量保证服务的知名企业。

所属行业：天然气、石化、海事

所在国家：挪威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PV Elite®

平台）天然气开采项目的压力容器设

计验证工作。该项目需要根据ASME

（锅炉及压力容器）规范第八卷第1册

和第2册2004版及2006增补的规定对

所有等级的容器进行验证，并对40台

设计压力不超过100Kg/cm2的容器进

行进一步验证检验。

克服不同类型的容器和时间限
制带来的挑战

项目为期两年。对挪威船级社来说，

在设计师和制造商无法按期提供设备

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处理不同

类型的容器（如换热器、塔器、分离

器等）是项目的主要挑战。

迅速、准确地提供设计验证

挪威船级社把业主提供的图纸输入数

据库，在PV Elite中创建独立模型、

进行分析，生成图纸批准函。接着制

造商处理反馈，发布新版本，挪威船

级社出具设计验证报告，说明所有已

批准的图纸、参考资料、来往函件和

备注。然后进入审核测试阶段，挪威

船级社的检验员用已批准的图纸检验

已批准项目的合规性。完成后发放证

书，项目结束。

挪威船级社巴西分社使用PV Elite迅速

准确地验证容器设计，包括批准函和

设计验证报告。

挪威船级社巴西分社成功缩短了审批

时间，机械工程师Rafael Silva说：

“我们把供应商的图纸输入PV Elite进

行模拟，避免出错，更快、更准确地

完成了设计验证。” 

避免返工，节约时间

“PV Elite帮助我们的项目工程师掌握

了重要的压力容器新技能。PV Elite

的快速设计验证功能使我们能在容器

的制造过程中就解决容器的各种问题

或偏差，有助于避免返工。”Rafael 

Silva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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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 II®和Intergraph Smart® 3D数据接口
助力敏捷集团北海海上钻井平台升级

公司名称：敏捷集团

网  址：www.agilitygroup.no

所属行业：油气、海洋、船舶

所在国家：挪威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Intergraph Smart® 3D

敏捷集团（Agility Group）为陆上、

海上和海底领域的主要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工程设计、采购、施工和安装

（EPCI）服务。敏捷集团总部位于挪

威，拥有150多年的实践经验，目前

共有1500名员工。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海油服”）下属的中海油服欧

洲公司请敏捷集团承担一项重大的工

程设计项目，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以下简称“挪威国油”）升级中海

油服欧洲公司在北海建设的“先锋

号”钻井平台。“先锋号”是挪威设

计、中国制造的半潜式钻井平台，在

到达挪威后的三个月内，中海油服欧

洲公司发现需要对钻井平台进行大量

的改造才能符合挪威石油标准化组织

（NORSOK）的规定。根据合同，“先

消除ISO图的不确定性和延迟交付

一位管道设计师、一位应力分析工程

师和一位支持工程师采用并行工程方

法高效地在公共数据库中协同工作。

敏捷集团利用Smart 3D和CAESAR II

消除了轴测图和应力报告延迟交付的

不确定性，完全避免了人工错误。

敏捷集团的高级工程师Raj Shetty说：

“我们用Smart 3D和CAESAR II数据接

口交互数据以及相关定制方法，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重新建模的时间，按时

交付了所有成果。我们高效地生成了

应力ISO图，同时还能在未来项目中复

用相关数据。”敏捷集团编制了准确

的应力分析图、应力分析报告和管道

布置图、支架和制造用轴测图。

敏捷集团克服重重困难在时间紧、任

务重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项目。在这

项改造工作和其它类似项目中的出色

表现使敏捷集团赢得了挪威国油的所

有后续钻井平台升级项目。

锋号”须为挪威国油提供海上钻油服

务。敏捷集团需要迅速完成所有升级任

务，另外还有四个生产中的兄弟平台需

要完成类似的升级，压力巨大。

在较短的项目期限内管理跨国
项目数据库

项目的工作人员来自多个国家，需要

在多个跨国项目数据库之间共享信

息。中国和挪威的工程方法差异较

大，很多重要的信息不太容易获得，

敏捷集团几乎没有时间获得数据。此

外，项目还需要同时实施大量的改

造。有时候，敏捷集团只能在估算数

据的情况下开展工程和设计。

使用CAESAR II和Intergraph 
Smart 3D数据接口加速成果交付

敏捷集团选择用Smart 3D和CAESAR 

II对接设计与工程分析，加快周转时

间。项目当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3个

6米长高压软管的设计、工程和制造。

高压软管不像金属管道那样遵循胡克

定律，不能使用标准管道规范进行准

确的建模。敏捷集团在CAESAR II技

术专家的协助下制定了可行的解决方

案，结果完全符合客户的要求。

CAESAR II®和Intergraph Smart® 3D数据接口助力敏捷集团北海海上钻井平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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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并不限于传统擅长的能源与海洋领域，海克斯康技术和解决方案惠及各个行

业。对一般流程工业如制造、食品、制药、水处理来说，海克斯康技术帮助他们提高工

程效率和生产力，并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对有价值信息资产

的控制，对重要信息进行前瞻性管理，减少贯穿工厂生命周期的成本；在建筑行业项目

建设中，应用海克斯康智慧BIM解决方案连通设计与施工，协同项目不同参与方实现建

设与运营的无缝衔接；金属和采矿行业利用海克斯康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迎接挑战，通过

更好的工程数据管理来实现更高的生产目标和运营水平，实现更高的资产绩效；关系国

计民生的基础设施、教育和高科技行业，也越来越多的利用海克斯康智慧力量推动着自

身管理和社会双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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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钢构件的剪切变形与结构整体P-Δ效应的耦合、梁柱节点

域的剪切变形、支撑的屈曲变形，促使钢结构稳定分析成为

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当结构竖向荷载和侧向位移明显时，小

位移分析将会产生较大误差。如图1所示结构，当侧向力P

与竖向力G比值为5（P/H=5），高度h与侧向位移Δ比值为

10（Δ/h=0.1）；采用小位移分析，弹簧和杆的内力分别

为H和G；采用非线性分析，弹簧和杆的内力分别为1.5G和

0.995P。两种分析方法计算的弹簧水平力相差50%。因此

在钢结构分析中应该进行非线性分析，以确保设计结果的准

确性与精确性。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几何非线性分析理论的不

断完善，钢结构非线性几何稳定性分析时应该进行更加严

格的几何非线性分析。2005年实施的美国钢结构设计规范

ANSI/AISC 360-05[1]规定所有分析结果都要依据几何非线

性的弹性分析结构。2010实施美国钢结构设计规范ANSI/

AISC 360-10[2]对几何非线性做出了更加严格规定，而这些

规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更多国家的规范制定

者也正在考虑将几何非线性分析纳入到规范中来。我国的

《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3]新增了直接分析

法，弥补了以线性分析结果为基础，通过计算长度和等效

弯矩系数考虑构件节点约束的影响，近似考虑钢结构的几

何非线性影响的不足。

GT STRUDL提供了钢结构非线性几何稳定性分析流程，见图

2。该流程是Leroy Emkin博士所带领的科研团队耗时三年的

研究成果。从整体流程可以看出GT STRUDL中的钢结构非线

性设计是一个高度结果依赖性设计过程，设计过程中的每一

步都需要依据前一步的分析结果进行。本文将讨论使用GT 

STRUDL进行钢结构几何非线性时存在的几点问题及相关解

决方法。

2. 流程图介绍

GT STRUDL的钢结构非线性分析可以分为7步，具体见图2：

① 建立模型，包括几何信息、拓扑信息、杆件和支撑点边

界条件、杆件和有限元属性、材料属性、载荷条件（含名义

载荷）等。

② 进行结构模型正确性检查，GT STRUDL允许生成一个用

于进行稳定性检查的特殊工况，用于查找并修改结构中的不

稳定构件，例如重复节点或极小构件检查等，这一步骤通常

需要反复执行数次。

③ 进行线性静力分析，这一环节需要执行数次线性分析/设

计。在每次线性分析后，找出最薄弱的杆件截面尺寸，根据

设计规范要求对指定参数进行校核，如钢材规格、杆件屈

曲长度等。每个循环中都执行。校核完成后进行杆件优化归

并，并随之更新相应的荷载工况，因为构件截面的变化会导

致结构自重随之改变。

摘 要： 本文介绍了GT STRUDL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设计流程图；并就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中存遇到的计算效率、不稳

定修改策略、地震作用反应谱叠加问题解决策略做相应讨论。

关键词：钢结构；几何非线性；GT STRUDL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GT STRUDL®

基于GT STRUDL®的钢结构几何分线性分析
  孙魁 凌云建筑事务所

a 小位移 b 非线性分析

图1 不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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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线性分析/设计循环满足要求后，针对所有设计工况执

行几何非线性弹性分析（二阶分析）。

⑤ 如果非线性分析提示结构模型稳定，基于非线性分析结

果对杆件执行规范要求项检查。若规范检查不通过，重新设

计杆件模型，再次执行非线性分析，直至结构模型稳定，并

且所有杆件满足规范检查项要求，非线性设计流程完成。

⑥ 如果非线性分析提示结构模型不稳定，基于最后的线性

静态分析结果重新进行设计，但需降低统一检查标准，从而

允许选用更大的杆件尺寸，以保证生成更稳定的结构。基于

当前设计杆件更新所有包含自重的工况（包含名义载荷），

然后执行第⑦步。

⑦  执行非线性分析，若结构稳定执行第⑤步。若结构不

稳定，基于当前设计工况下杆件尺寸执行第⑥步线性静态

分析。

由图2可以看出，非线性钢结构分析分为两步，第一部分是

线性分析（蓝色虚线框内分析环节），第二部分是非线性分

析部分。线性分析的目标是找到能够通过非线性分析的设计

模型，从而进行后续的设计规范项校核。根据现有的设计理

论，初次设计就可以找到通过现行分析的模型还是具有一定

“难度”。因为整体结构分析

模型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例

如初始模型的材料构件布置、

结构尺寸和材料性能是基于工

程经验确定的，这也是在进行

非线性分析前，先进行线性分

析的重要性。有时非线性分析

的初始模型可以不满足规范要

求，因为进行线性分析的目的

只是给非线性分析提供初始分

析模型，最后的荷载校核是基

于非线性分析的结果。如果设

计人员具有丰富的经验，使用

不满足规范要求的线性分析结

果作为非线性分析的初始模型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省时间，

否则会适得其反。

3. 分析与设计效率

假定一个结构模型有50个荷载

工况，对于线性分析而言，50

个荷载分析工况只需要进行一次结构刚度矩阵求解。但对于

几何非线性分析而言，为保证结果的收敛性，每一个工况至

少要进行两次刚度矩阵求解。那么对于50个荷载工况来说，

除了第一步线性分析的一次刚度矩阵求解外，第二步几何非

线性分析还需要至少100次刚度矩阵求解。

相比于线性分析，非线性分析会明显增加计算量，相应的

设计周期也会被大大延长。这对于向时间要效率的结构工

程师而言是非常苦恼的。目前GT STRUDL所配置的64位GT 

STRUDL64M高性能求解器是同类软解求解速度的10-30

倍，百万自由度分析速度达到秒级计算，明显提升工作效

率，缩短设计周期，降低设计成本。

4. 不稳定修改策略

在进行非线性分析时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结构对于一些工

况是稳定的，而对于其他工况却是不稳定的。这时应该怎样

修改模型，修改部分构件还是所有构件，如果修改部分构

件，应修改哪些构件？这些都是设计人员经常面临的问题。

线性分析可以通过规范校核发现有问题的构件，并有针对性

的进行修改。但对于非线性问题，很难直接找出问题构件。

因为非线性分析的结果只存在稳定和不稳定两种情况，不能

图2 GT STRUDL钢结构非线性几何稳定性分析/设计流程图

基于GT STRUDL®的钢结构几何分线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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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修改哪些构件或部位能使结构变稳定。目前，尚未

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能使不稳定的结构只修改指定构件即可变

稳定。

因此常用的方法为增大构件截面尺寸，再次进行非线性分

析。如果结构还不稳定，那么就需要放宽校核标准（增大构

件截面尺寸），重新进行线性分析及相应的优化归并，通过

规范项校核后再进行非线性分析，如此循环，直到非线性分

析结果显示结构稳定。每次循环中线性分析是作用为准确有

效的修改问题构件。当非线性分析显示结构稳定后，则可以

对模型进行规范校核，规范校核同样存在两种结果：满足要

求和不满足要求。如果规范校核不满足要求，对于不满足规

范要求的构件进行重新设计，并对更改后的结构模型重新计

算校核，循环修改，直到结构满足规范要求。GT STRUDL是

一个流程开放型的分析软件，每一步分析结果都能直接调取

查看，并以此为根据做出相应修改，完成循环分析。这种开

放的分析流程能有效减少重复工作。设计人员必须清楚地认

识到，每进行一次非线性分析相当于近百次线性分析耗时，

对于大型工业结构或核工业结构来说，结构模型常常具有几

百个荷载工况、几万个节点、十几万个自由度，即使部分节

点的自由度被限制而不需考虑，剩下的自由度将形成一个庞

大的刚度矩阵。GT STRUDL的64位高性能求解器在求解时

间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5. 地震反应谱叠加

结构分析时不仅考虑静力荷载，还要考虑动力荷载，如地震

荷载。反应谱分析是当下地震作用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但

在非线性分析中，将地震反应谱分析结果与静力非线性分析

结果直接叠加是不合适的。GT STRUDL在反应谱地震分析

中加入了Gupta模态叠加法[4-5]，这一方法越来越广泛的被使

用，且相关核工业设计规范已将其纳入Gupta模态叠加法。

振型组合ABS法与SRSS法各有适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两

者的计算结果相差较大，难以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例如

4+4=8，但 2 24 4 5.66+ =  。相比于传统方法，Gupta模态

叠加法更为合理，因此在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中推荐采用

使用Gupta模态叠加法计算生成伪静力工况并与相应的静力

工况组合作为非线性分析工况。

在Gupta模态叠加法中，将反应谱沿横轴分为四段（见图

3）：F1为反应谱加速度峰值点对应的频率；F2高于该频

率，单自由度体系与用于生成反应谱的瞬态激励输入同步；

FZPA为零周期（刚体周期）加速度谱值点对应的最小频率，

认为频率高于FZPA的模态为高频模态，高频模态谱加速度值

等于地面加速度的最大值，这时的加速度称为零周期加速度

或者刚体加速度，高频模态响应是同步的。在GT STRUDL中

FZPA需要结构工程师根据自己的判断指定，程序会根据导则

中相关公式计算出F2，当然结构工程师也可以直接指定F2。

在Gupta模态叠加法中，将0至F1称为低频范围，其对应的

模态称为周期性模态，在这个范围内模态反应以相位不同的

振动为主；将F1至FZPA称为中频范围，其对应的模态称为周

期性振型，在这个范围内模态反应从不同相位转变为同相

位；高于FZPA的范围称为高频范围，其对应的模态称为刚性

振型，在这个范围内模态以同相位的拟静态反应为主。将0

至F1中的模态按照周期性模态计算；高于F2的模态按刚体性

模态计算；F1至F2中模态需要分别乘以周期性模态参与系数

和刚体性模态参与系数后按相应的模态计算。其中F1至F2中

模态的周期性模态参与系数为1到0，F1至F2中模态的刚体性

模态参与系数为0到1。经过转换后分为周期性模态和刚体

性模态两部分，周期性模态进行几何叠加（如CQC、RMS

等）；刚体性模态进行代数叠加，并且还需要考虑零周期之

后的刚体性模态的缺失质量与刚体性模态组合，以保证计算

的完备性。

分析设计时，计算所得的振型质量参与系数一般在90%左右

（一定小于100%），必然会有一部分振型质量没有被考虑

进来。为了保证计算的精度，应采用相应的方法（如丢失质

量法、静态ZPA法[4]）将缺失质量转化为等效荷载施加在结

构上。

6. 结语

本文简要介绍了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过程，并就目前几何

非线性分析流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阐述，

总结如下：

图3 反应谱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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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阐述了基于GT STRUDL的钢结构非线性分析流程和需

要注意的事项。

（2）相比于线性分析，严格的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的计

算量会成近百倍增加，建议工程师在分析时采用可靠、高效

的求解器，例如GT64M。

（3）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流程化钢结构非线性分

析方法，结构工程师需要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参

考线性分析结果，建立几何非线性分析模型。

（4）地震反应谱分析结果不能直接与静力非线性分析结果

叠加。因为线性分析结果与非线性分析结果组合后的结果没

有任何意义。

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是钢结构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

工程师可以以GT STRUDL钢结构几何非线性分析/设计流程

图为基础，根据需要补充相关分析环节，形成适用于所做工

程的几何非线性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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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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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 Responses and Spatial Components in Sei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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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凌云建筑事务所 

凌云建筑事务所成立于2013年，前身为河北工

程大学结构实验室凌云研究组。为结构方案设计

优化、健康监测、性能评估及加固提供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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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T STRUDL®的钢结构几何分线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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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洛杉矶郡都市交通管理局 （以下简称“洛

杉矶交管局”）

所在国家：美国

简  介：

   洛杉矶交管局负责洛杉矶郡的交通规划、

设计、建设和运营

  为当地1040万人提供服务

  服务面积1433平方英里  

（约等于3711.47平方公里）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EcoSys®

洛杉矶交管局的项目管理

洛杉矶交管局是美国第三大公共交通系统。在经历了20多年的极度交通

拥挤之后，洛杉矶郡居民投票通过了税收倡议“R措施”，该措施承诺在

未来30年内为交通拥挤和交通升级投入400亿美元。

R措施是洛杉矶郡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投资举

措，预计将增加21万个建造岗位。项目的工作范围包括：扩建轨道交通

网络，增加机场联络线；增加共乘车道和高速公路连接线；投资改善当地

街道等。

洛杉矶交管局的规模是同一时间只能交付一到两个重大项目，但R措施的

交付策略却假设能同时执行四到五个重大项目。鉴于业主对项目交付速度

的期望也在增加，很明显，洛杉矶交管局需要一个有助于成功管理这种规

模的项目管理系统。

洛杉矶交管局决定实施一个企业范围的、基于网络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包括资本规划和人员配置分析。它以EcoSys企业级项目绩效管控软件为

项目的中心枢纽，创建了一个集成、报告和分析平台，以满足对更高成本

责任和报告的需求。

EcoSys®助力洛杉矶交管局创建中央集成、报告
和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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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

 · 项目控制系统由过时的技术构建

 · 企业级汇总数据无法用于项目成本或进度绩效分析

 · 部门间的信息孤岛长期存在，数据不能共享或使用

 · 使用手动和冗余的业务流程进行成本预测

 ·  管理层的进度报告在每个财务账期结束后的3~4周才

能提供

 ·  实际支出、预算和投入的会计数据很繁琐，且没有与

其它任何系统集成

实现成果

 · 实现了项目和项目集信息的“单一数据源”

 · 自动汇总项目状态数据，快速、轻松地报告项目集的整体绩效，实现了端到端的全程可视化

 · 利用版本控制和审计追踪，提高了数据质量和安全性

 · 实时接收项目状态报告

 · 通过减少手动记录、编译和冗余数据输入，提高了员工效率

 · 模板报告的流程标准化，数据业务规则的实施，最终确定并消除不一致

 · 项目绩效的及时可见，促进改善项目管理和控制

 ·  基于对EcoSys项目数据的高可信度，允许通过公共门户网站对纳税人公开，该网站可分解资金分配，并查

看轨道交通项目状态

洛杉矶交管局利用EcoSys大幅提升了项目和项目集的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根据R措施计划按时进行交付的

能力。洛杉矶交管局打算将EcoSys的使用范围扩展到轨道交通项目以外的其它资本项目，目前正在与EcoSys

合作，系统性地开发该机构内部应用的专业技术。

解决方案

 ·  EcoSys作为成本管理和报告中心，集成预算、进度、

资源和和承诺系统，包括Oracle® Primavera P6

 ·  使项目结构、里程碑和编码标准化，以便与实际情况

进行比较

 ·  实现了实际、预算和进度数据的自动化共享，消除了

手工和重复的数据输入

 ·  通过网络提供了基于角色的仪表盘，以便管理人员和

相关方实时访问项目绩效、当前状态和预测趋势

 ·  人力资源需求和负荷失衡情况的可视化，以便根据需

要控制资源调配

EcoSys®助力洛杉矶交管局创建中央集成、报告和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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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洛杉矶水电局

所在国家：美国

简  介：

  员工人数达9500名

  为410万居民提供服务

  年度预算达42.5亿美元

   供水系统的十年期资本计划包含了200

多个资本项目，预算达65亿美元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EcoSys®

洛杉矶水电局是美国最大的市政公用事业部门之一，为数百万居民和企

业提供服务。复杂的供水系统网络为洛杉矶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服务

与支持，因此，洛杉矶水电局还管理着一定的资本项目组合，用以支

持系统的维护和扩展。洛杉矶水电局的水务工程和技术服务部利用资

本改善项目群管理系统（Capital Improvement Program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简称“CIPMS”），对一个为期十年的供水系统项目群

的资本进行监管，目前该资本计划由200多个项目组成，预算达65亿美

元。CIPMS涵盖预算、预测、绩效管理、挣值管理、调度和资源管理。

CIPMS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追踪28个关键项目的进展，确保能够满足加州

公共卫生部门制定的提高加州供水质量和安全的要求。如果未能在监管

规定的最后期限内完成这些项目，则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并受到其它

处罚。

针对绩效管理可视性不足及报告效率低下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该组织决

定对已经老化的2001年版CIPMS系统进行升级。此次升级将采用EcoSys

企业项目绩效管理软件作为中心枢纽，创建一个集成、报告和分析平

台，以满足对更高成本责任和政府报告的需求。

EcoSys®绩效管理解决方案助力洛杉矶水电局
资本项目的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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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

 ·  每月获取、处理并核对数据（包括：实际成本和

资源、预算、预测和挣值）的程序冗长复杂

 · 了解项目状态的过程费时又费力

 · 不利于质量保证和数据验证

 · 系统不包含项目绩效指标

 ·  需要处理多个用于分析的大型数据集合并创建假

设情景模拟

 ·  项目进度、工作分解结构（WBS）和里程碑缺乏

一致性

 · 资源载入过于复杂，耗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工时

 ·  手动生成报告的方式耗时耗力，导致项目需求和

管理要求应对迟缓

解决方案

 ·  EcoSys是连接Primavera P6、主机预算系统和传统总账系统

的资本规划和报告中心

 · 使项目结构、里程碑和编码标准化，以便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

 ·  实现了实际、预算和进度数据的自动化共享，消除手工和重复

数据输入

 · 自动安排并生成资本项目季度报告

 ·  提供针对经理和工程师等不同角色的仪表盘，实现对项目信息

的即时访问

 · 可快速修改项目进度和现金流，有助于明确真正的资本需求

 ·  人力资源需求与负荷失衡情况的可视化，帮助调整项目进度以

满足监管期限要求、确保资源充足等

 · 绩效指标：CPI、SPI、ETC、ETA，提供优质高效的项目管理

实现成果

 ·  大幅减少处理月度数据所需的劳动力（将报告生成时间由几天缩短到几分钟内）

 ·  项目绩效的及时可见，促进改善项目管理和控制，创建“反馈闭环”用于识别并纠正问题

 ·  灵活多样的报表生成器与集成数据相结合，让水务工程和技术服务部员工能够快速响应信息请求

 · 减少人工提取和传输数据造成的误差

 · 暴露并解决了隐藏的数据质量问题

 ·  能够对所有适用的数据集进行分析比较，以便创建一套挣值报告来追踪项目绩效

 · 能够编制月度审计报告，对实际成本和预测成本进行比较

 · EcoSys是基于web的解决方案，在部署之后只需较少的增量IT资源

随着EcoSys的成功应用，洛杉矶水电局水务系统正不断开发用于监测项目绩效以及深入执行层面的绩效分析。

该机构正在考虑使用EcoSys来对预算加以运营和维护（O&M），并正就在供电系统中使用EcoSys的可行性展

开评估。

EcoSys®绩效管理解决方案助力洛杉矶水电局资本项目的成本控制



144

公司名称：Erdman Anthony

网  址：www.erdmananthony.com

所属行业：

建筑和基础设施、改造和竣工、水处理、

产品处理

所在国家：美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ESAR II®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Steel Professionl

  CADWorx Equipment

为基础设施提供工程和支持服务

Erdman Anthony成立于1954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罗契斯特市，是一

家从事基础设施工程和支持服务的多专业公司，主要为政府和私营领域的

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公司业务广泛，包括地理空间服

务、土建、设施工程、设计服务、交通工程和建设服务等。

富有挑战性的伊士曼柯达公司复杂项目

Erdman Anthony参与执行了纽约州罗契斯特市伊士曼柯达公司的减排项

目，项目为期三年，总投资1.9亿美元，Erdman Anthony负责处理80%的

项目工程和设计工作。伊士曼柯达项目包括对一个有120年历史的工厂进

行拆除和搬迁，该工厂包括200多座建筑，占地1000英亩。该项目需要

迁移和新增成千上万台涂布机、冷凝水泵等设备，改造10万多英尺（约

30480米）管道。项目的一大挑战是在拆除某些建筑物时做好系统停车安

排，同时确保其它系统的持续运行。

减少返工并降低成本

鉴于项目系统繁多，困难重重，Erdman Anthony决定使用能让工程师

和设计师轻松反复共享信息的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CADWorx 

S t e e l和C A E S A R  I I解决方案。与工厂从前使用的设计系统相比，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CADWorx Steel和CAESAR II能消除因

不准确的投标和预算产生的高昂成本，以及避免不准确的项目交付成果

造成的返工，并能确保管道支架和钢结构的正确设计和安装。Erdman 

Anthony的高级设计师Clint VanDewark说：“CADWorx和CAESAR II让

我们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返工，通过提前预订材料降低了可能因涨价而产

生的材料成本。举例来说，这些功能帮助我们在项目所需的24英寸（约

61厘米）冷水管的预算中发现了50%的误差。”

Erdman Anthony利用CADWorx®和CAESAR II®

加强项目合作，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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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动态数据交换和项目合作成功

Erdman Anthony利用海克斯康产品进行应力分析，轻松

提取模型数据，保障分析工具与模型之间的动态交换，让

设计团队的所有成员高效互动，通过合作避免了遗漏误

差。VanDewark解释说：“三维可视化实现了业主、承包

商和设计团队之间的互动，解决了数百个问题，促进了战

略规划。”

获得复杂区域的详细信息

Erdman Anthony的设计成果包括标准CAD图纸、管道平

面布置图、剖面图、详图、明细表、设备和管道等级、拆

迁图、连接点以及停车协调详情。VanDewark补充道：

“即使有了平面图和剖面图，还有复杂区域需要另外制作

和发布注明尺寸和BIM数据的施工图。在CADWorx软件的

辅助下，我们使用管道BIM数据传达详细的信息，几乎不

用多费力气。”

Erdman Anthony利用CADWorx®和CAESAR II®加强项目合作，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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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日本九州大学工程学院

网  址：www.eng.kyushu-u.ac.jp

所属行业：教育

所在国家：日本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SmartSketch®

优  势：

  实现学术界与技术供应商之间的密切合作

  利用市场领先的技术工具加强对大学生  

 的教育

  使用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来培养学生学  

 习先进技术的能力

  为日后的就业机会做准备

项目背景

九州大学位于九州岛福冈市，是1911年创办的公立大学，全校约有1.9

万学生和7800名教职员工，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均列亚洲大学中的领先之

位。

工程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历史在日本所有高校中排名第四，不仅为促

进日本国内工程、技术和行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百年来还为43000

多名学子提供了一流的研究和工程教育环境。

海洋系统工程系隶属工程学院，其船舶工程、海事工程、工业工程、系统

工程等专业课程备受赞誉。学位课程融合了结构工程、流体工程、热力工

程、材料工程和控制工程，以培养设计建造船舶、海洋和离岸设施所需的

实用系统工程技能。

克服挑战

海洋系统工程系希望在船舶设计和建造教学中提供能够代表行业标准的企

业级工程软件，以帮助学生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

为协助九州大学实现这一教学理念，海克斯康主导开展了教育计划，其中

一项措施就是——与全球高校合作，提供软件和服务，从而促进创新研究

和创新教学发展，确保卓越的学术得到重视和认可。

九州大学需要海克斯康的支持，以在造船业中引进并模拟使用全生命周期

工程软件。

因此，海克斯康根据九州大学的课程定制了教育计划。从2009年开始，

每年约有15名学生学习海克斯康的各种解决方案。

日本九州大学借助海克斯康设计工具增强教学成果
著名的日本九州大学运用市场领先技术开设造船工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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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海克斯康还为九州大学提供了奖励制度，以鼓励学生

学习世界首个且唯一的下一代三维造船设计解决方案

Intergraph Smart 3D、高性价比的多功能精密工程和

绘图产品SmartSketch，以及三维可视化设计审查工具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九州大学已经部署了多个海克斯康软件工具许可。海洋系

统工程系副教授Satoru Yamaguchi博士说：“海克斯康慷

慨解囊，提供软件补助金，使九州大学的学生提前为将来

从事造船行业工作打好了基础。”

 “本校学生将通过Smart 3D、SmartSketch和Smart 

Review实训获得宝贵的经验，跟专业人员使用一样的软

件，学习先进技术。”

实现成果

业界最先进的软件工具与海洋系统工程系课程相结合，增

强了学生的教育成果。

“海克斯康软件工具的加入使我们得以打造全方位课

程，”Yamaguchi博士说：“通过海克斯康技术的使用，

让学生在学习造船和海事工程理论知识之余进行实际操

作。实时设计准备、可视化和管理功能有助于学生了解

并行工程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业主运营商、EPC公司以及

制造商开始采纳并行工程概念，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

本。”

“海克斯康软件工具能访问准确的工程数据以及各造船设

计项目交付成果之间的关系，极具价值。掌握这些技能有

助于学生在踏入职场后迎接相关技术挑战。”

展望未来

海洋系统工程系旨在培养各专业学生使用海克斯康软件

工具的技能，持续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Yamaguchi说：

“我们致力于通过海克斯康软件工具为课程增值，培养

下一代工程人员简化工程设计的能力，以造福整个造船

业。”

教学成就

 ·  培养明日领袖：海克斯康的教育计划旨在促进教学

发展，为九州大学学生将来从事造船相关职业做好

准备。

 ·  实用技能：通过海克斯康技术的使用结合造船理论知

识与实践。

 ·  并行工程：实时设计准备、可视化和管理功能有助于

学生了解并行工程的价值。

 ·  打造造船业的未来：九州大学用海克斯康软件工具增

加课程价值，培养致力于简化工程设计的人才，以打

造造船业的未来。

日本九州大学借助海克斯康设计工具增强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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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欧洲同步辐射光源  

                           （以下简称“ESRF”）

网  址：www.esrf.eu

简  介：

ESRF位于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

是一个6 Gev X射线源，是世界上首座第三

代同步辐射光源。ESRF加速器系统由一

台线性加速器、一台同步加速器和一个储

存环组成，已经在24h/24h的模式下连续

运行20年。ESRF光源同时为43条光束线

连续发射5600小时X射线束。

所属行业：粒子加速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ESRF由两名机组人员在控制室进行操作管理，实行每8小时/班，3班轮流

的24小时工作制。值班小组必须确保光束满足操作规程的要求。ESRF制

定了很多技术和决策辅助程序，值班小组负责记录所有观察结果，采取相

关操作。ESRF在2004年实施了j5操作管理软件，在此之前，绝大部分程

序都以模板格式编写，再分类归档。

此前，加速器所有相关的事件均由值班小组在控制室内手工记录在纸质日

志中（每年形成30本日志，约6000页）。手写日志的主要缺陷在于很难

检索到需要回溯的历史信息。有几家机构为ESRF开发了能够共享的电子

日志，但是，这些电子日志只能满足ESRF的部分规范，达不到ESRF的灵

活性要求。当时，ESRF发现了j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

对其功能进行研究后证实j5操作日志通用版或只需略作增强就能满足他们

的大部分要求。

j5操作日志的另一个吸引他们的地方是能使用任何标准数据库（包括

Oracle、SQL Server和Postgres数据库）。j5操作管理软件只需在服务器

PC上安装一次，即允许每一位用户通过标准网络浏览器访问软件。ESRF

需要一个可定制且具有灵活性的解决方案，便于根据其特定需求进行修

改。他们认为j5操作管理软件的定制功能非常方便，能满足具体要求，只

要知道填表过程就能对软件进行自定义，完全不需要编码。ESRF发现，

几乎各种文档/文件都能附加到j5操作日志记录，并且可以用日志立即显

示附件。j5操作管理软件还能创建各种j5应用程序，包括自定义日志、报

告、文档库、工作许可等，用户界面非常直观，一看就会，不需要特殊培

训。因此，ESRF决定实施j5操作管理软件。

j5操作管理软件确保欧洲同步辐射光源满足操作
规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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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j5应用程序非常符合ESRF的要求，其中最吸引

ESRF的一大优势是其灵活性，能让ESRF轻松添

加自己的特定功能：

 ·  增加过滤和搜索功能，能让用户在多个字段

中选择选项，迅速定位j5操作日志记录，找

到所附pdf文件中的特定文本。例如，用户

可能想显示过去7天“Radio-Frequency（射

频）”系统的“Klystron（速调管）”中的

所有“Failures（故障）”。

 ·  特殊字段，允许专家在操作员输入的j5操作

日志记录中添加解释或纠正措施。

 ·  在j5应用程序中添加截屏库，在每个记录中

显示截屏缩略图。

 ·  创建增强User Permission（用户权限）系

统，对操作执行者进行细分控制。

 ·  添加多键组合选项，能让用户准确地描述包

含多个重叠区域的情况。

 ·  添加特殊过程业务规则，例如， 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强制选中的用户在

交接班的时候读取上个一班次的生产信息。

 ·  添加强大的通知功能，能向一组选中的收

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或短消息：例如， j5应

用程序的条件满足配置要求，班组人员希

望向一组接收人或在当天的预定时间发送

新通知。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包含实时功能，能够完美适配与ESRF Tango控制系统

的连接。当Tango发送事件时，j5操作日志就会自动生成记录，从而与

电源相关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

除了实时功能以外，j5操作管理软件也在稳步发展，不断满足ESRF的

特殊需求：

 ·  检索功能得到大幅提升，并集成到ESRF主页。自定义检索按钮可

进行配置，满足常用检索的需求。

 ·  基于选项卡的j5 Framework（j5框架）对多个j5应用程序进行分级

管理，现在能高效地实施和管理各光束线。

 · 添加新的向导型配置功能，能快速创建新的j5应用程序。

 ·  能通过向导配置新的、更具代表性的可视化内容，包括图表、照片

和特殊脚本按钮等。

 · LDAP认证能集中管理大量用户。

 ·  提供标准应用程序和自定义应用程序，例如j5 Permit to Work

（j5工作许可）、j5 Inspection Rounds（j5巡检）、j5 Alarm 

Management（j5报警管理）等。

 · 能通过PDA访问j5应用程序，实现远程访问。

 ·  能在j5日志中创建新的操作记录，这种功能特别适用于主事件有多

个关联子事件的情况。

 ·  j5 Dashboards, Reports and Views（j5仪表盘、报告和审阅）和

“行波传送报告”能形成每日、每周和每月的PDF或电子表格格式

的报告。

 · 第三方软件能访问j5应用程序。

 · 能在一个j5模块中显示另一个j5模块的记录。

j5操作管理软件确保欧洲同步辐射光源满足操作规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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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Kurita Water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Kurita Water”）

网  址：www.kurita.co.jp

简  介：

Kurita Water是一家先进的水务和环境处

理公司，提供水处理剂、水处理设施以及

化工处理剂，包括相应的开发、设计、制

造和维护。

所属行业：水处理

所在国家：日本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优  势：

  为中小型工厂市场量身定制高级功能

  能够针对内部系统制定具有互操性的解  

 决方案

  初始投资成本回报

背景介绍

自1949年成立以来，Kurita Water一直是日本领先的水务和环境管理公司

之一。多年来，公司企业理念不断演变，现已包括致力于对水的基本特性

进行研究，寻找并增加水的新价值、开发新功能，从而帮助日本最大限度

地利用水这一自然资源。

始于理念，Kurita Water目前正将其业务活动从单项的水处理转变为给各

行业和人民生活提供基础支持，创造更多水资源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存。此外，Kurita Water还提供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化学清洗、工具清

洗、水质分析和环境分析业务。公司将继续整合其所有技术、产品和知

识，充分发挥协同作用，为东亚、欧洲和美洲的客户提供绝无仅有、独具

一格的先进水务管理服务。

克服挑战

Kurita Water致力于带领国际水务业进入新时代，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则需

要最新且最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支持其内部流程。迄今为止，该公司已

经成功地部署了微软办公软件和内部开发软件来管理设计要求和材料采

购。为了更好的满足时刻变化的市场需求，Kurita Water的全球工程中心

决定对专门针对中小型工厂市场需求的设计解决方案展开评估。公司所迫

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与Kurita Water现有内部系统协同开展工作的全新

集成设计解决方案。

CADWorx®助力Kurita Water提高运营效率
全球领先的工程设计解决方案助力Kurita Water推动创新、巩固

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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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在充分考虑现有的市场解决方案后，Kurita Water决定采购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及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Takashi Kurita是Kurita Water全球工程中心设计质量改进部门的经理，他表

示，“CADWorx提供的解决方案与我们公司的需求十分契合，特别是那些与功

能和自定义相关的需求。而且我们很高兴我们初步投入的CADWorx就能为我们

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现阶段Kurita Water的工作重心在于通过改进工艺流程图（P&ID）的生成过程

来提高操作效率和质量。

实现成果

Takashi Kurita表示，尽管该项目的总成果仍在评估阶段，但初步指标可谓

非常喜人：“截止至目前，CADWorx P&ID Professional满足了我们所有

的需求，我们使用内部应用程序就能轻松便捷地创建智能流程图、规范驱

动的P&ID、行业标准符号以及项目文档链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使用

CADWorx P&ID Professional来提高运营效率和质量。”

该公司的设计师们对CADWorx的自定义能力也印象深刻，该技术能够与内部系

统实现真正的无缝互操。

展望未来

Kurita Water计划在公司内进一步扩

展CADWorx解决方案的使用范围。

Takashi  Kurita表示，“我们还会

陆续将CADWorx应用到所有的项目

中，这一目标很快将会实现。当下

我们也正在尝试使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实现三维计算机辅助设

计。”

CADWorx®助力Kurita Water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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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泰晤士水务公司

网  址：www.thameswater.co.uk

所在行业：水和废水处理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泰晤士水务公司是英国最大的水和废水处理服务公司。

每天，泰晤士水务公司为伦敦和泰晤士河谷的900万用户提供约26亿升的

自来水，并为1500万用户（占英国人口的27%）清洁和处理超过40亿升

的污水。

泰晤士水务公司负责一系列水资源处理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欧洲最大的污

水处理厂和英国第一家大型海水淡化厂。

过去，泰晤士水务公司在其运营管理的水务企业的水控过程中使用了不一

致的信息传递及交接流程，比如电子表格、纸质表格、文档便签、口头会

议等，存在风险并导致效率低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泰晤士水务公司委托海克斯康开展了电子日志项目，

以提供更具可视化、可追溯、可审核的水控信息，还需要一个用于趋势分

析的数据存储库。泰晤士水务公司希望在水控的所有交接班模式中将交接

记录、事件日志和班组上报流程进行标准化。

公司还希望同时具有灵活性、可适用性强的报告解决方案，使供水各环节

的利益相关者受益，以支持资产投资决策和事件梳理。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泰晤士水务公司评估了市场上若干电子日志解决方案，最终选择了j5操

作管理软件（j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j5 Shift Handover

（j5交接班）、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j5 Standing Orders

（j5消息中心））和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j5工业表单模板）以

满足其电子日志项目的要求。

j5操作管理软件用于记录重要的日常操作及通知信息，并提供有效的交接

班信息，促进运营团队之间相关信息的共享。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泰晤士水务公司优化水控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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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5操作管理软件后的业务流程升级使泰晤士水务公司的客户从中受益，能够更快地解决

新出现的风险，降低事件的影响和严重性。此外，泰晤士还创建了用于事件处理的定制化j5

应用程序，以支持值班经理的工作。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为泰晤士水务公司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商业效益，如：

 · 促进公司范围内水质、能源等方面的成果交付并创建激励措施

 · 满足水务公司配备电子日志系统安全和应急措施方向的建议

 · 协助向环境署和政府饮用水监督委员会（DWI）证明其控制能力合规

 · 为维持ISO9001等质量管理认证提供支持

 · 降低对外赔偿的风险

员工认同是泰晤士水务公司电子日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j5操作管理软件用户发现使用该

软件后比原有流程（电子表格、文件和文字处理文档）更加快捷清晰，为返回轮班的工作人

员增强了可视化。经过电子日志项目提升改进后业务流程使多个水控团队受益，这些都离不

开对j5应用程序的充分利用，例如：

运营管理团队：j5被用于替换现有电子表格和文档的轮班和事件的系统。清晰的标准化日志

和上报流程。支持按组织结构的呈报，快速解决新出现的风险。报告数据以支持资产投资决

策。降低事件的风险和严重性，例如减少净水厂的事后维护工作。

合规团队：更容易识别合规风险和发现进一步改进流程的机会。

水质团队：对水质事件的精准记录及升级后的标准化流程，降低了事件影响和严重性。

事件学习团队：提高单个位置上记录和呈报的可视化，为事件学习过程提供帮助。

客户之声

“在整个水务控制过程中

使用j5操作管理软件，让

我们更清楚地审视正在发

生的问题，并为我们提供

一致的、可追责的交接班

工具。”

——Ant Tyler

泰晤士水务公司

系统运营合规经理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泰晤士水务公司优化水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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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Corrigan

网  址：www.corriganco.com 

所在国家：美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poolgen® 

优  势：

  明显提高管段预制图的生成速度和准确性

   事实证明，Intergraph Spoolgen生成的

管道物料清单对订货以及现场物料和车

间管件物料的分配很有帮助

克服挑战

1896年，John F. Corrigan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开了一个街坊管道用品商

店，即Corrigan Company。John奉行的经营原则是在规定时间内，以公

平合理的价格，为客户提供熟练工匠生产的优质产品。

历经多年发展，Corrigan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密苏里州的一家大型机械综合

服务承包商，主要从事管道、暖通空调、制冷和化工管道业务。成立以

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出色地完成各种多规模、难度大、工期紧的项目，经

验和能力不断提升。Corrigan的业务广泛涉及化工、食品、制造、市政、

电力、卫生、教育等市场和行业。

为流程工厂制造复杂的管道系统是Corrigan的主营业务之一。每中标一个

新项目，生成管段的车间预制图就是施工的重要组成部分。Corrigan设计

工程部的副总裁Dan Abbott说：“以前我们手绘或使用AutoCAD绘制预制

图，设计工程师无法同时获得电子化的数据。我们获取数据的唯一方法，

是从供应商图纸上统计并计算获得每一个组件的尺寸。毫不夸张地说，这

个过程既费力又耗时。”

实现目标

 · 利用三维方法结合现有条件的现场扫描绘制图纸。

 · 利用Intergraph Spoolgen提高管段预制图的生成速度和准确性。

 ·  自动化物料清单的生成，为订货以及现场物料和车间物料的整理提供

了便利。

Corrigan公司使用Intergraph Spoolgen®制造
11000英尺（约3352.8米）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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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几年前，Corrigan中标全球大型饮料厂商百威英博的圣路易斯新建啤酒厂项目，负责项目施

工。

“百威英博决定用三维方法结合现有条件的现场扫描绘制图纸，”Abbott说：“项目的招标

说明中要求承包商使用Intergraph Smart® Review。Corrigan以最低价中标以后，百威英博

建议我们使用Spoolgen生成管段预制图。称该软件在他们过去多个主要项目中被他们的项目

承包商成功使用过。”

项目的EPC承包商——URS华盛顿分部提供了IDF格式的管道数据文件。Corrigan先用

Spoolgen和IDF文件打印每一根管线的施工图。再用Smart Review把分成管段的施工图整

合，以确定现场焊接和现场配合焊接的最佳位置。

接着把标记后的施工图归还给Corrigan的管道详图负责人员，用Spoolgen生成管段的最终施

工图。现场工程车间对管段进行终审，提交给制造车间。之后，现场管道安装工人收到施工

图、管段图副本以及3D模型的彩色快照，以此为指导进行管段安装。

Corrigan用Spoolgen为百威英博的圣路易斯工厂制造了11000英尺（约3352.8米）二氧化碳

输送管道和公用事业管道，其中包括地上管道和地下管道。

Abbott说：“Spoolgen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流程。与AutoCAD或人工绘图相比，Spoolgen生

成管段预制图的速度明显加快，准确率也大幅提升。生成的物料清单对订货以及现场物料和

车间物料的分配也大有帮助”。

Corrigan公司使用Intergraph Spoolgen®制造11000英尺（约3352.8米）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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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Welcron Hante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elcron Hantec”）是韩国的一

家工程制造公司，主要从事食品厂、制药厂、节能热电厂和环保工厂业

务。

Welcron Hantec近期扩大了业务范围，开始涉足可再生能源、淡水处理和

海水淡化等绿色技术领域。Welcron Hantec目前着重提升生物质发电厂、

生物质柴油工厂和生物质乙醇工厂的交付能力。

克服挑战

Welcron Hantec赢得了一份重大合同，为年产300吨的生物质中试工厂的

一条工艺线提供设计、制造、运输、安装和调试工作，该中试工厂日后将

扩大为年产15万吨的商业工厂。中试工厂的工艺与商业工厂相同，只不

过规模较小。

工厂业主对Welcron Hantec提出了重大挑战。在授予合同之前的技术会议

上，业主要求在5个月内完成项目。由于发货日期已经确定，业主又花了

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询价流程，所以Welcron Hantec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

从批准用于设计的工艺流程图到交付给港口运输设施的所有交付成果。

Welcron Hantec需要在启动会议后的一周内完成项目的第一阶段（工艺流

程图、布置图、管道平面图、总体布置图和仪表清单等），而这些工作通

常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完成。

这些要求让Welcron Hantec的工作人员意识到，公司现有的AutoCAD®软

件不足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协助完成此项目。他们希望在市面上找到其它解

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公司名称：Welcron Hantec

网  址：www.hantec.co.kr

简  介：

Welcron Hantec是韩国的工程制造公司，

主要从事食品厂、制药厂、节能热电厂、

环保工厂和绿色技术业务。

所在行业：工厂总包

所在国家：韩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优  势：

  通过自动生成交付成果大幅削减了工时

   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劳动，比如根据管

道工艺流程图和ISO图创建材料清单

  减少手工检查造成的人为错误

Welcron Hantec使用CADWorx®解决方案交付
生物质中试工厂
CADWorx解决方案帮助Welcron Hantec缩短两个月项目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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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Welcron Hantec评估了专为中小型工厂市场定制的多个极具竞争优势的设计解

决方案，最终在海克斯康CADWorx套件中选择了以下产品：

 · 高效的三维工厂设计工具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 智能的管道工艺流程图软件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Welcron Hantec首席工程师Sahnghyun Cho说：“CADWorx基于BricsCAD和

AutoCAD双平台，易学易用。有过CADWorx培训背景的员工能很快地培训新员

工，让他们参与项目运行，在项目工期被压缩的情况下，这个特点非常重要。

解决方案之间的双向连接能确保图纸和数据库的持续同步，这也是我们选择

CADWorx系列产品的重要考虑因素。总的来说，CADWorx物超所值。”

实施仅一周后，Welcron Hantec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能用CADWorx实施生物质中

试工厂项目了。

实现成果

CADWorx为Welcron Hantec创造了一系列效益，使该公司得以在3个月而不是5

个月内实现目标，生成全部交付成果。CADWorx通过自动生成交付成果大幅缩

短工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根据工艺流程图和ISO图创建材料清单的重复劳动，

减少了手工检查造成的人为错误 。

使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获得的效益和成果

Welcron Hantec最初估计从除了钢结构设计之外的设备布置开始，到生成项目

的ISO图、布置图、剖面图和管道平面图，需要花费8周的工时。CADWorx仅用

了两天就生成了全部交付成果，其中包括钢结构设计，并生成荷载数据，通常

需要与结构公司合作两周才能完成这些工作。这大大减少了在三维模型中创建

基本结构的时间，包括各设备的定位。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CADWorx P&ID Professional共享一个数据库，

能迅速创建材料清单，远远短于从平面图进行统计的两天的时间。“生成的材

料表还不会出错，”Cho补充道。

使用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获得的效益和成果

A u t o C A D生成的工艺流程图不“智

能”——需要手动提取须提供给项目业

主的资料，包括报价和概算。Welcron 

Hantec估计，CADWorx生成的智能

工艺流程图为每种元件生成单独的报

表——阀门材料表、设备/管道/阀门位

号的检查和复核等项目至少节约了半天

时间。

同时执行编号检查、材料清单修改、阀

门/管嘴检查和管道配件检查等修订工

作，能让Welcron Hantec在每次进行

工艺流程图修改时节约半个工时。Cho

说：“以前我们手动执行这些检查，会

发生许多错误，至少需要一个工作日的

时间才能更正三页工艺流程图和相关文

件。”

展望未来

Welcron Hantec已经在另一个位于

中国的生物质柴油工厂项目中使用了

CADWorx解决方案和新方法。

Cho说：“我们对CADWorx系列解决

方案的功能和实现成果都很满意。未

来，我们希望CADWorx成为Welcron 

Hantec的公司标准，确保我们所有进

行中的项目都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Welcron Hantec使用CADWorx®解决方案交付生物质中试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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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

 · 改造项目绩效系统，以满足疫情下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 识别、优先排序和报告与疫情相关的关键项目

 ·  实施在家办公政策，让新的远程人员能够执行项目，达到较高的绩效

水平

 · 远程管理项目的财务状况

解决方案

 · 用EcoSys企业及项目绩效管控软件识别和标记新冠疫情相关项目

 · 利用EcoSys的可配置性轻松定制系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 完全基于网络的软件，实现从任何地方访问和管理项目数据

主要优势

 · 敏捷灵活地为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

 · 快速发现和报告优先项目，帮助做出更好的决策

 · 不用中断项目管理和项目控制功能，就能将工作转交给远程工作人员

公司名称：Burns & McDonnell

简  介：

  全球知名的设计和施工企业

  7600名员工

  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在全球拥有超过55个办事处

EcoSys®助力Burns & McDonnell在新冠疫情期
间保持项目顺利运行

“如果没有从旧系统转到EcoSys，现在我们就

无法管理项目的财务状况。”

战略计划项目经理Patty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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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蔓延到项目领域，工程建筑行业的

企业必须迅速适应疫情下不断变化的挑战。包括Burns & 

McDonnell在内的众多企业需要做好准备迎接经济放缓，实

施业务连续性计划，调整当前的项目协议和进度计划。

作为一家在众多行业开展经营活动的综合设计和施工服务公

司，Burns & McDonnell迅速动员股东型员工支持各种必要

的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支持美国持续发展。在新冠疫

情期间，Burns & McDonnell支持了近1万个项目，涉及美

国国土安全部规定的16个关键基础设施类别。

为了有效地管理项目，Burns & McDonnell的领导团队需要

找到一种方法来轻松地识别新冠疫情的相关项目，确定项

目优先等级并进行报告。此外，领导团队还需要实施在家

办公政策，让股东型员工能够以客户期望的卓越标准远程

执行项目。

Burns & McDonnell研究了几种替代方案，最后选择了

EcoSys企业级项目绩效管控软件作为新冠疫情相关项目

的识别、排序、管理、跟踪和报告源。现在，EcoSys已

经成为Burns & McDonnell的技术支柱，也是Burns & 

McDonnell用于开展经营活动的高级企业级应用程序。

Ec o S ys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配置性，能让B u r n s  & 

McDonnell迅速地做出系统变更。Burns & McDonnell建

立了一个流程，用于标记关于疫情防控的新项目和进行中

的项目，将EcoSys的数据集成到公司的ERP系统中，然后

围绕这一属性构建数据模型以进行报告。所有工作都在4小

时内完成设计和配置，并推送到生产环境中，使Burns & 

EcoSys还能助力于新形式下的在家办公政策。EcoSys是完

全基于Web的应用程序，能随时随地进行访问，非常适合

Burns & McDonnell前几年一直在实施的云优先策略，特别

有利于疫情期间办公人员的远程工作。疫情形势转变来得猝

不及防，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解决在家访问数据的问题，而

EcoSys能够在项目相关数据方面减轻信息技术部门的负担。

E c o S y s的可配置性、灵活性和易用性促使B u r n s  & 

McDonnell选择与海克斯康合作，使EcoSys成为企业项目

控制的支柱技术。Burns & McDonnell继续扩大EcoSys的使

用范围，目前有2000多名员工使用EcoSys管理着29000多

个项目。即使面临不确定性，EcoSys仍将继续帮助Burns & 

McDonnell优质地完成项目执行，实现良好的项目业绩。

在不得不让每一个人在家办公的日子里，我们

花的每一分钱都很值……一点都不浪费。”

——Patty Sullivan

“这些都充分展示了EcoSys的灵活性。我们

需要的是易于配置的系统。企业自建系统需要

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根本不是几个小时

的事。”

——Patty Sullivan

McDonnell能够在不中断运营的情况下轻松适应不断变化的

业务需求。

EcoSys®助力Burns & McDonnell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持项目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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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

博思格钢铁集团（BlueScope Steel）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型钢铁企

业，占有两国的大部分扁钢产品市场

份额。新西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西兰钢铁”）是博思格钢铁集

团的子公司，是新西兰唯一一家建

筑、施工、制造和农业扁钢产品生产

企业。

新西兰钢铁用本土铁砂生产，年产钢

铁约65万吨。公司60%的钢铁产量用

于出口，堪称成功利用独有自然资源

的澳洲钢铁产业的典范。

面对大量的工作内容，博思格钢铁集

团的工程设计团队需要从CAD环境转

移到以数据为中心的环境。

解决方案

Andrew Beer时任新西兰钢铁的高级

CAD系统工程师，他的团队目前使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创建和管理工

厂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资料。

为系统提供本地支持的是海克斯康

的合作伙伴M a t r i x  A p p l i e d 

C o m p u t i n g公司（以下简称

“Matrix”）。Matrix开发的

Web端，能让新西兰钢铁项目现

场任何位置的用户都可以通过网

页浏览器查找、浏览和打印工程

图纸。

促 使 新 西 兰 钢 铁 改 用

SmartPlant Foundation的原因

是原来使用的CAD软件发布了新

版本，而新西兰钢铁无法用新版

本读取他们自己的“竣工图”。

Beer因此意识到团队需要采用一种更

加长远的工程数据创建和管理方法。

“ 虽 然 知 道 改 用 S m a r t P l a n t 

Foundation会增加年度维护费，但

SmartPlant Foundation是多种工程设

计软件的基础，使得整个解决方案非

常有吸引力。”

——Andrew Beer

新西兰钢铁有限公司

高级CAD系统工程师

新西兰钢铁有限公司采用SmartPlant® Foundation
更新信息管理系统
大型钢铁企业选择海克斯康信息管理解决方案适应日益增长的

生产需求

公司名称：新西兰钢铁有限公司

网  址：www.nzsteel.co.nz

所在行业：施工、制造、农业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SmartPla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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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乐与海克斯康合作实现工厂工程设计和生命
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确定目标

利乐是国际知名的食品加工和包装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以精心设计的

解决方案，满足食品加工行业中乳制品、饮料、预加工食品、冰淇淋、奶

酪、奶粉等品类的客户需求。利乐的客户遍布全球各地，既有在一个或几

个市场开展业务的小型本地生产商，也有在世界各地开展经营活动的跨国

公司，产品需求广泛，重点领域明确。

20世纪90年代末，利乐开发了一个内部工具，以此来帮助工程师完成最

佳工厂解决方案设计和匹配设备选择。他们把这种解决方案称为计算机辅

助工厂工程（以下简称“CAPE”）。这是利乐将CAD工具和数据库相连

接所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为工程师提供了卓越的工程设计及文档管理解

决方案，它不仅可作用于P&ID设计环节，还可作用于为成本计算和采购

生成材料清单的环节。

虽然多年来利乐进一步开发和扩展了CAPE的功能。但是，与所有计算机

系统一样，内部开发和维护的难度日益增加，被淘汰的结果无可避免。主

要原因在于持续改进旧架构系统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时间，而新技术正在形

成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为了提高现代化程度，采用先进的工作方式，利乐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

建设工厂工程设计和工厂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智能解决方案平台（Smart 

Solutions Platform）。

公司名称：利乐

简  介：利乐是国际知名的食品加工

和包装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客户和供应商

密切合作，提供安全、创新、优质的环保

产品，每天满足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数亿人的需求。

员工人数：25000人

所属行业：餐饮

所在国家：全球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Intergraph Smart®工程、设计和信息管

理解决方案套件

主要目标：

  改善客户体验

  提高工程人员的生产力和素质

   实现设计、工程和施工各部门之间的实

时协作

利乐与海克斯康合作实现工厂工程设计和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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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标是：

改善客户体验：

 ·  改善客户与利乐开展业务时的体验；

 ·  能在过程早期实现定制解决方案的可视化和共享；

 ·  实现联合虚拟设计审查以及实际安装之前的VR/AR漫

游，提高设计过程的透明度。

提高工程人员的生产力和素质：

 ·  从单一来源获得所有相关数据和项目信息；

 ·  让设计“一次成功”，在设计过程早期发现错误，避免

现场出问题；

 ·  在一个整合的系统中工作，避免沟通上的错误和延迟。

抓住未来商机：

 ·  通过“数字线程”的管理，利乐能与已经安装的客户群

保持更密切的、持续的关系；

 ·  让客户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使用数字孪生轻松地维护、升

级和扩展解决方案，改善客户体验。

克服挑战

旧系统带来的种种挑战是促使利乐做出决策，从内部系统转

向商业软件的主要因素，具体包括：

 ·  维护内部专有系统费用高，操作繁冗，还会占用其它活

动的资源；

 ·  难以跟上自身核心能力领域之外的软件技术发展趋势；

 ·  让公司跟上发展步伐、不断改善客户体验变得越来越重

要；

 ·  增加利乐对员工和客户的吸引力。

利乐加工解决方案与设备部项目和自动化工程办公室主任

Helena Eliasson说：“我们主要以食品加工和生产方面的

核心竞争力基础，为餐饮行业提供国际先进的工厂解决方

案。我们希望找到一家合作伙伴，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和支

持，把我们的专业知识融入新的数字工程平台，让我们专心

为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和最好的体验，同时提升自身的生产

力。”

在寻找技术合作伙伴时，利乐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在解决方

案的灵活性、定制能力与具体的业务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利乐当时要求解决方案不需要很强的定制能力，但仍然能够

提供所需功能以及提高生产力。

此外，数字化项目庞大的规模本身也带来了挑战：利乐全球

范围内的2000多名工程师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调整

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从目前的图纸模式到未来的模型方法

时，需要确保可交付成果的质量和效率。

实现成果

2017年，利乐开始进行市场调查，研究最新技术方案。显

然，利乐不想再继续进行内部开发，希望找一家合作伙伴提

供满足其具体需求的软件。

利乐的智能解决方案平台需要实现工厂工程设计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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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利乐海克斯康联合团队正在努力改进解决方案。首

先，解决方案需要帮助利乐改进客户体验管理方法，提供更

快、更轻松的解决方案设计方法，生成更准确的模型、图纸

及报价文件，使利乐在客户服务方面获得竞争优势。

海克斯康Intergraph Smart解决方案套件还能从设计制造到

客户运营全程为利乐提供全面支持。利乐使用并将模块化解

决方案设计过程中创建的工程数据打包到为客户提供的解决

方案中，从设计一直到运营，拓展生成数据的价值，确保

“数字线程”在工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一致性，让客户

通过利乐的解决方案获得更大的价值、更丰富的体验。

展望未来

利乐计划在未来3年执行数字化转型计划。第一步是开发解

决方案——目前正在海克斯康的支持下进行。第二步是让首

次部署上线。最后一步是添加更多功能，完成旧平台的退

役。

智能解决方案平台的创建不仅涉及2000多名工程师，还涉

及利乐的各级管理人员、全球专家和最终用户。

被问及管理如此大规模的数字化项目的最佳做法时，

Helena Eliasson评论道：“选择合适的技术合作伙伴至关

重要，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难题。持续的沟通，让接收

方做好准备迎接变革，同时在整个企业内形成统一的认知是

成功的关键。不仅需要关注工具，还需要关注能力发展，促

使大家接受新的工作方式。”

经过仔细的研究，利乐选择海克斯康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合作

伙伴。目前，利乐和海克斯康共建工厂工程设计和工厂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智能解决方案平台的合作项目已经进行了一

年。

合作的第一步是组建一个联合开发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全球

专家和最终用户，大家相互合作开发具有相应级别和功能的

解决方案。项目采用了敏捷开发方法，部署多个版本，不断

测试和挑战现状，确保新平台满足最终用户的需求。

海克斯康为利乐带来了他们在化工、油气、造船等其它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海克斯康的技术为利乐的

工厂工程技术、设计和数据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主要技

术支撑。

智能工程平台能让利乐的客户轻松维护、升级和扩展数字化解决方案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让设计“一次成功”，能在设计过程早期发现错误，避免现场出问题

利乐与海克斯康合作实现工厂工程设计和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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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AW北卡罗来纳公司

网  址：www.aw-nc.com

简  介：

AW北卡罗来纳公司是先进的自动变速器和

部件生产企业，是爱信AW株式会社的子公

司。爱信AW株式会社是著名的自动变速器

生产企业，位于日本安城。公司促进营造

浑厚的、注重团队合作的多元文化氛围，

主营生产整装自动变速器以及液力变矩

器、油泵、离合器总成、冲压件等部件。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过去，AW北卡罗来纳用纸质文档和电子表格进行交接班，记录人工输入

的信息，存在不充分、耗时等缺点。数据采集基本采用纸质纪录方式，一

部分数据还必须转移到电子表格，需要多次输入数据，导致不必要的重复

劳动。存档信息的查找也很困难，有时不得不搜遍存放纸质文档的仓库。

超过2个月的文档全部装入档案盒，找到相关资料需要几天乃至几周的时

间。AW北卡罗来纳还有过一天打印掉6盒纸的历史。

人工写在纸上的信息准确性也不可靠，经常发生字母和数字难以辨认的情

况。因此，一些信息的数字化非常耗时，往往只能靠猜。另外，AW北卡

罗来纳当时尚未全面实现程序数字化，难以查核班长是否在班次的正确时

间进行审批，也很难完全了解上一个班次的事情。

AW北卡罗来纳使用其它公司的实时数据系统采集实时数据。但是，他们

的非自动化人工程序和软件的MES实时数据之间缺乏有效的数字链接。

相关人员在纸质表格上记录内容时，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查看涉及相关程序

的实时数据。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纸质文档和电子表格工作流程效率低下的问题，AW北卡罗来纳

选择用j5操作管理软件来增强生产过程的人机界面（HMI）。

j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能清晰地记录和管理各个班次的人

工事件和自动事件。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以一致、有效的方式查看事件，

也能轻松地跟踪和查找事件。这是之前的纸质流程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

所有事件在输入点进行记录，无需重复录入电子表格。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AW北卡罗来纳公司增强生产
过程中的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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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能让作业员、班长和工厂

领导在交接班时彻底审查相关数据、事件和警报，确保流

程保持一致、透明，将责任落实到人。上一班次的重要信

息现在也变得即时可用。

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能让AW北卡罗来纳

的团队一致、高效地计划、记录、管理和查看日常指令，

在j5交接班进行总结时即时了解任务的完成时间和停止时

间。

j5 Standing Orders（j5消息中心）能以保密方式在AW北

卡罗来纳的运营团队之间传递和确认重要通讯。数字化的

实现能让团队成员即时了解已经确认和尚未确认关键通讯

的人。

j5 Event Manager（j5事件管理器）确保正确记录通过

j5 OPC接口检索的实时数据（与运营团队执行的流程相

关），确保落实正确的人工工作流。这是纸质流程无法实

现的事情。

j5 Mobile（j5手持应用）和j5 Inspection Rounds（j5巡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j5操作管理软件使AW北卡罗来纳每天能够节约1至1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原先以人工方式创建纸质交接

班报告和电子表格所用的时间，效率极其低下。现在，所有数据都在线上输入点进行记录，再也不用在班

次期间或班次结束时进行重复劳动。

AW北卡罗来纳对使用了20年的旧流程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经验丰富的作业员们用了20年的纸张，刚开

始对这一转变充满怀疑。但随着j5操作管理软件能够提高日常流程性能的优势迅速显现，老作业员们

也开始欣然接受这一解决方案。而且，该解决方案还能更好地把知识传递给缺乏经验的数字原生代同

事。

解决方案为操作管理程序提供了明确的集中平台，具有一致的格式、结构、工作流程和单一输入点。整个

过程实现了无纸化，所有内容都在同一个连网平台上，可在实时数据库与操作管理人机界面之间创建有效

的数字链接，实现人工程序与实时数据的强强联合。过去，在纸质档案中查找信息需要几天乃至几周的时

间。现在，使用j5操作管理软件的过滤器和搜索引擎，几乎能即时找到信息，切实提高了数据的采集和检

索效率。

检）能记录控制室以外的工厂数据，以使生产线工人连续

记录数字数据，信息自动输入下一份交接班报告。用j5手

持应用记录的信息可随时作分析和报告之用。在输入点突

出显示异常，从而加速纠正或升级。

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j5工业表单模板）能实现

统一的布局、字段、分类、层次结构、报告，获得清洁

数据。

这样，用户能轻松地搜索和理解重要信息，提高工厂的日

常性能和安全性。例如，j5交接班的j5工业表单模板能让

班组人员遵循严格的审批工作流程，高效完成整个交接班

过程。

AW北卡罗来纳还用j5 Dashboards, Reports and Views

（j5仪表盘、报告和审阅）有效地可视化j5应用程序的

数据，用 j5 OPC接口关联实时数据库的相关数据。 j5 

IndustraForm Designer（j5工业表单设计器）能让AW北

卡罗来纳轻松创建和修改j5应用程序和j5工业表单模板，

不需要任何协助。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AW北卡罗来纳公司增强生产过程中的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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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Briggs of Burton

网  址：www.briggspLc.co.uk

所属行业：食品饮料

所在国家：英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Briggs of  Burton公司（以下简称

“Briggs”）承接了重大事故隐患防

治场地上的高难度复杂扩建项目，并

利用CADWorx系列软件完成了项目的

成功交付，且实现了提高生产率、工

作效率和安全性的项目目标。

确定目标

Briggs of Burton是Briggs集团的下属

公司，主要从事食品饮料、制药、保

健和美容领域的酿造与蒸馏业务，为

全球各大领先企业提供工艺流程解决

方案。270年来，Briggs积累了丰富

的工程经验，在国际酿造和蒸馏领域

享有盛誉。Briggs拥有先进的麦芽糖

化、麦芽汁过滤、麦芽汁煮沸技术，

能支持从酿酒厂到仓库的全部工艺环

节。Briggs受英国帝亚吉欧集团苏格

兰卡梅隆桥酿酒厂的委托，承担Forth

CADWorx®系列软件助力Briggs Of Burton公司
完成欧洲最大的酿酒厂扩建项目

格，通过批量订购、减少送货次数拿

到最大的折扣，节约了大量成本。”

Briggs的项目工程师团队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模拟了整个工厂，

包括容器、管道和钢结构等。

软件通过钢结构模型和管道模型生

成横截面和准确的施工图，使工人

能够安全的在地面现场将大型管桥

段与管道组装起来。Keith Poynton
说：“现场空间有限，还有一条河横

穿工地，要在高空完成组装非常困

难，也不安全。准确的模型和钢材施

工图保障了整个组装过程的效率和安

全性。”Briggs在这项工作中节约了

10%~15%的时间。

CADWorx与Navisworks集成，让项目

的所有相关方，包括技术相关方和非

技术相关方查看项目情况。有CAD基

础的员工只需半天培训就能高效的投

入项目工作。Briggs还利用CADWorx
的自定义功能大范围的定制数据库、

符号和管道等级。

展望未来

Briggs再一次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在

预算内按时且高质量的交付了项目。

CADWorx的一大好处是能够预先交付

大量工作，最大程度的减少现场设计变

更所导致的成本超支。海克斯康很荣幸

与Briggs合作多年，希望在未来继续保

持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进一步助力

Briggs巩固并获取市场竞争优势。

项目的重要阶段。该项目难度很高且

极为复杂，目标是把原本产量已经很高

的酿酒厂的酒产量再次提升，即每年

6500万升的水平提升至每年1.05亿升。

克服挑战

酿酒厂属于重大事故防患场地，

Briggs需要在此情况下，既维持酿酒

厂原有生产，又在现有威士忌酒厂上

进行扩建项目，以达到提高生产率、

确保安全并减少碳排放的目标。项目

一共分四个阶段，Briggs负责完成其

中的第二、第三两个阶段。第二阶段

的工作包括设计和建造一个包括16个
发酵槽和两个酵母优化容器的新发酵

室，一个供全厂使用的全新的就地清

洗（CIP）房，一个散装化学品进料

口，一个供就地清洗区使用的存储设

施，另外还需要升级现有的大型发酵

室。第三阶段的工作是设计和建造一

个供预蒸馏使用的新麦芽汁房。

Briggs曾使用CADWorx系列软件顺利

完成了好几个项目，因而再次选择用

CADWorx执行本次的Forth项目。

实现成果

海克斯康CADWorx系列软件全面支持

了Forth项目，项目中的所有专业都

能访问CADWorx P&ID Professional
创建的数据库，还能轻松生成采购计

划。Briggs的工程总监Keith Poynton
表示：“我们根据数据库生成的准确

的材料估算表，与供应商谈好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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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AGL能源公司提升班组生产
水平

公司名称：AGL能源公司

网  址：www.agl.com.au

简  介：AGL能源公司是澳大

利亚领先的综合能源公司之一，也

是在澳交所上市的最大的可再生能

源业主企业。公司运营多种发电组

合包括基本负荷发电厂、调峰电站

和中间负荷发电厂，既有传统的热

电厂，也有包括水电、风能、垃圾

填埋气、太阳能和生物质在内的可

再生资源发电厂。

位于维多利亚州拉特罗布山谷的Loy 

Yang露天褐煤矿，临近特拉拉尔

根，由AGL能源公司拥有并运营。

所属行业：采矿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j5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ftware 

 （j5操作管理软件）

克服挑战

Loy Yang露天褐煤矿使用四台长190
米、高50米的电动斗轮挖泥机。每台

重约5000吨，每小时可挖出4000吨

煤，合每秒出煤1吨多。煤炭被处理效

率为2500吨/小时的旋转式破碎机破

碎后，以5.3m/s的速度通过15公里的

 ·  放煤指令为挖煤机操作员提供了放

煤位置指令，该数据也在j5操作日

志中进行了扩展。

 ·  在每次班次结束时生成班次报告，

比较计划和实际结果，包括煤仓煤

位、班次开始和结束时的存量、单

个挖煤机的产量和挖掘速率、以及

OSIsoft PI系统事件框架中的主要

事件。

 ·  交接班报告是一份标准的j5交接班

报告，包含危险、安全和计划问题

等附加信息。

j5操作管理软件的优势

 ·  j5在每个班次开始时提出工作指

令，以节省时间。

 ·  j5向整个运营团队提供信息，以便更

好地在团体内部进行沟通和指导。

 ·  j5使用OSIsoft PI系统中的计划数

据并将其直接展示给更多受众，从

而改进操作流程。

 ·  在每个班次开始和结束时提供这些

数据，从而可通过团体方法进行交

接班和日常生产会议。

传送带被运送至发电站的8万吨仓位。

每次交接班期间，公司需要向操作员传

达日常指令和指标，并说明所需煤炭的

数量和质量要求。还需要详细信息说明

主要设备的状况和可用性。每次轮班结

束时，操作员需报告是否完成目标，并

将计划吨数与实际吨数进行比较。AGL

能源公司的目标是简化日常要求规定，

并将数据与实际成果结合起来，以评估

班组生产水平。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AG L能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应用 j 5 

Operations Logbook（j5操作日志）、

j5 Shift Handover（j5交接班）、j5 

Work Instructions（j5工作指令）、

j5 Event Manager（j5事件管理器）

和j5 Event Frames（j5事件框架），

以及 j5  Repor t ing（ j5报告）和 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j5工业表

单模板）功能来满足其广泛的需求。

j5通过OSIsoft的PI系统提供的当前及

未来计划数据构建生产需求，并以此

来判定当前班组的生产水平。

这些合并的数据为每个班次提供了四

份报告：

 ·  班组生产要求提供所需吨数和每小

时的速率、挖泥机上的主要事件、

优先挖掘指令、煤炭质量和燃料补

给策略。

j5操作管理软件助力AGL能源公司提升班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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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势

 ·  快速、简单地访问关键工程数据和

文档，为运营、维护、检测和工程

活动提供支持

 ·  通过多种访问路径改善相关信息的

访问，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

 ·  自动校验工程交付物，确保数据

质量

 ·  通过以数据为中心的Intergraph 

Smart集成设计工具，确保工程数

据和文档的一致性

 ·  通过减少工程变更，最大限度地减

少工厂停车和信息收集时间

 · 迅速发现缺失的信息和关联

 ·  通过3 D沉浸式培训提升培训效

果，加深知识的记忆

日本泛太平洋铜业公司（Pan Pacific 

Copper  Co. , Ltd）下属的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以下简称

“MLCC”）是JX日矿日石金属株式

会社（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oration）与三井金属矿业株式

会社（Mitsui Mining & Smelting Co., 

Ltd.）、三井物产株式会社（Mitsui 

& Co., Ltd）共同设立的综合性铜业公

司，主要从事圣地亚哥以北800公里

处卡塞隆内斯（Caserones）铜钼矿

床的开发和运营，该矿床位于智利第

三大区——阿塔卡马大区科皮亚波的

东南162公里处。MLCC公司总部位于

智利圣地亚哥。

确定目标

SCM MLCC是卡塞隆内斯铜钼项目的

业主和运营公司。卡塞隆内斯是一个

开发建设项目，投资42亿美元，包括

1个露天矿和1个生产铜精矿、钼精矿

的选矿厂的配套设施，设施所处区域

海拔约4000米（13000英尺）。卡塞

隆内斯项目于2012年开始投入运营，

矿山寿命为28年。估计铜精矿年产量

为15万吨，精炼铜采用溶剂萃取和电

解工艺，年产3万吨。钼产量预计约

3000吨。

MLCC工程信息管理策略的主要目标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助力企业迈向卓越运维
南美矿业公司实施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整合从工程设计到运营的

工程信息

公司名称：

Minera Lumina Copper Chile

网  址：www.caserones.cl

员工人数：1500人

矿山初始投资额：42亿美元

所属行业：冶金&采矿

涉及的海克斯康PPM产品：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SPO）Core解决方案

  SPO Operating Plant解决方案

   Intergraph VTL*（Validation, 

Transformation & Loading）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Electrical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PDS®

  3D PACT

  Leica TruView

  CloudWorx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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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识别、采集、复用项目各阶段形成

的信息，实现卓越运维，优化投资回

报，确保合规和环境安全。

此前M L C C使用的是M i c r o s o f t ® 

SharePoint®等应用程序，而卡塞隆内

斯项目总包使用的是海克斯康解决方

案和其它专有系统。最佳方案显然是

从SmartPlant Enterprise等海克斯康

工程设计软件获取智能信息，然后通

过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SPO）为运营提供智能信

息。

差距分析也是这一选择的促成因素。

差距分析有助于弄清MLCC的信息管

理成熟状态和路线图，提升工程信息

管理策略。对于MLCC来说，使用集

成工具的效果远远超过其它系统。

克服挑战

MLCC希望确保不同承包商的所有工

程信息均集成在一起，以供运维使

用。为此需要：

 · 迁移大量数据以供运维使用

 · 集中管理所有智能工程数据

 ·  实施以数据为中心的工作流程，管

理设施的工程设计基础，提高设施

信息的完整性

海克斯康的当地合作伙伴、海克斯康

旗下企业Pixis为SPO工具Intergraph 

VTL*（验证、转换和加载）、SPO 

Core和SPO Operating Plant的实施

提供支持，解决方案在短短半年内

达产。Pixis提供本地实施和培训服

务，在为期两天的系列课程中为全体

120名用户提供培训，课程参与者按

10~20人分组。

实现成果

起初，从海克斯康系统和第三方系统

迁出2万个设备位号的供应商信息，

具体涉及1.4万余份工程文档和3.6万

条信息。为此，用Intergraph VTL*和

Pixis定制程序严格控制加载到SPO 

Core目标系统的数据质量。SPO Core

工具能让MLCC快速获取所有关键信

息，确保采集和维护位号台账中的设

计属性。

目前，S P O  C o r e系统管理着1 2多

万份文档，同时也是 I n t e r g r a p 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Intergraph Smart 

Electrical以及PDS等以数据为中心的

海克斯康设计工具之间的集成中心。

MLCC将SPO作为连接所有必要数据

的信息管理平台。运维团队可以通过

单一来源获取所有信息，该信息源根

据运营变更不断更新。除了开箱即用

的预配置SPO解决方案以外，Pixis还

为MLCC做了有限的特殊配置工作。

Pixis更改了部分采矿设备的属性，以

便更好地反映特定的工程环境，还对

桌面应用程序进行配置，优化了搜索

功能。

现在，MLCC的所有工程运维人员都

能快速访问以下相关文档：

 · 工程改造影响评估

 · 应急响应支持

 · 现场快速决策支持

MLCC获得了显著的业务效益：

 ·  通过智能工具的使用节约了90%

的工程设计变更费用

 ·  通过智能工具的使用节约了250%

的现场工程设计变更时间

 ·  随时获取最新的竣工信息，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工厂停工事件

M LC C卡塞隆内斯项目的信息经理

Patricio Soto说：“与其它系统相

比，SPO解决方案的优势显而易见，

尤其是与工程设计工具的集成，能确

保设施信息的完整性。我们决定采用

海克斯康工具对卡塞隆内斯项目实施

信息管理，我们相信这是实现卓越运

营的必要措施。”

沉浸式培训

项目的员工培训是一项重大任务，结

合海克斯康的3D PACT交互式培训软

件和PDS三维模型的复用，极大地简

化了培训工作。主题专家无需编程也

不需要编写脚本，就能在3D PACT中

创建高度逼真的培训场景。学员可以

按照自己的节奏接受培训，无需占用

稀缺的培训讲师资源，也不需要在恶

劣、危险的工作环境现场进行所有培

训。系统会安全记录所有已完成的培

训成果。

展望未来

MLCC目前处于实施的第三阶段。主

要工作内容包括SPO Operating Plant

和使用徕卡Geosystems激光扫描技术

生成竣工模型。解决方案将支持变更

流程管理，确保一致的变更“审查、

批准和实施”闭环，实现变更的可追

溯性。解决方案与SAP®集成，确保在

SAP中同步体现SPO工程设计基础的

变更。设备的安装和拆卸导致的SAP

资产变化也能在SPO中体现。这种双

向同步可以确保根据工程设计依据最

新状态，做出维护计划、检修计划以

及SAP中的采购决策等活动，以免公

司：

 · 错误地执行维护

 · 采购错误的更换设备和零件

 · 因错误的信息而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助力企业迈向卓越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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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数字化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革新者，秉承“智慧引擎，共赋未来”的理念，凭借“双智战略”推动制

造业的智能与创新，构建新基建智慧城市生态体系。海克斯康专注于高科技细分市场，并致力于成为各细分市场的第

一或第二。海克斯康以“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实现覆盖设计、

生产以及检测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达成绿色、高质量、低成本的智能工厂目标。海克斯康智慧城市打破传统的信

息孤岛，实现了跨部门的互联互通，通过完善的智慧城市运营平台架构，构建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网络基石，驱动城

市管理业务和技术创新，创造更美好、更智能的生活。

与大多数软件企业不同，海克斯康拥有行业先进的传感设备，以打破常规的方式获取、存储、分析和发布信息，

其地理空间传感器可通过现实捕获技术将我们的世界以更加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呈现，而工业传感器则通过捕获生产中

的质量数据为制造和工程领域提供强大支持。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海克斯康的解决方案为用户及合作伙伴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改变及优化。

海克斯康拥有行业先进技术，在过去20年里，战略性收并购来自全球的200多家技术公司，不断强化自身的技术

优势，以打破常规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智能信息生态系统，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助力未来工作和生活的

高效智能及可持续化发展。在中国，海克斯康集团拥有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徕卡测量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徕卡测量系统有限公司（香港）、海克斯康测绘与地理信息系统（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测量系统

（武汉）有限公司、台湾海克斯康测量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中纬测量系统（武汉）有限公司、海克斯康方案应用与系

统集成（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方案应用与系统集成（青岛）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鹰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鹰图系统（深圳）有限公司、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北京/上海分公司）、海克斯康测量

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贸易（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思瑞测量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七海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靖江量具有限公司、诺瓦泰导航、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各类经

营实体；AICON、AMENDATE、AUTONOMOUSTUFF、BROWN & SHARPE、CE JOHANSSON、CIMCORE、COGNITENS、D.P. 

Technology、DEA、EMMA、eTALON、FTI、GEOMAX（中纬）、GEMAX（魔星）、GEOPRAEVENT、HEXAGON GEOSPTIAL、

HEXAGON GEOSYSTEM、HEXAGON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HEXAGON PPM、HEXAGON POSITION-ING INTELLI-

GENCE、HEXAGON SAFETY & INFRASTRUCTURE、HEXAGON SOLUTIONS、INTERGRAPH、Infor EAM、Immersal、J5、LUCIAD、

棱环牌、LEICA GEOSYSTEMS、LEITZ、LEICA、MELOWN TECHNOLOGIES、M&H、MTWZ、MSC、NEXTSENSE、NOVATEL、

OPTIV、OxBlue、PREXI-SO、PAS Global、Q-DAS、ROMER、ROMAX、SHEFFIELD、SEREIN（思瑞）、SEVEN OCEAN（七海）、

TESA、TACTICAWARE、VERO、VOLUME GRAPHICS、WILCOX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来自海克斯康的产品及服务覆盖智能

制造及智慧城市两大领域，借助全球化的资源优势为企业和用户提供先进的集成解决方案。

海克斯康测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 号中国人寿大厦2002-2005 室

邮编：100020

电话：+86 10 85691818

传真：+86 10 85251836

海克斯康智慧方案

邮编：100026

电话：400 881 6865

传真：+86 10 57601699

海克斯康制造智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高新区华贯路885号

邮编：266114

电话：400 6580 400

传真：+86 532 80895030

海克斯康PPM

邮编：100026

电话：+86 10 57601688

传真：+86 10 57601699

关注海克斯康微信公众账号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润世中心2号楼B座12层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润世中心2号楼B座12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