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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数字智能提供面向流程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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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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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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化工厂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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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1 应用背景

随着中国煤化工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工程数字化交付的实

行，越来越多石油化工行业的工程公司、设计院和业主方对

电缆规格的统一性、电缆长度的准确度、电缆敷设路径的可

视化、电缆变更管理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电缆自动敷设软件的使用，对节约人力成本，减少繁杂的

电缆测量工作，提高设计质量和工作效率，都具有积极的

意义。

1.2 产品概况

海克斯康提供测试版电缆自动敷设软件（目前只适用于

Smart 3D V2016 SQL版本），其工作原理和实施过程如下：

先定制电缆敷设相关数据库和配置系统文件，完成建模和

信号类型添加；然后加载电缆输入表，用软件扫描和校验

Smart 3D中已建立的电仪模型；接着，完成桥架/设备自动

拓扑，软件将自动寻找从起点设备至终点设备的较优路径，

完成电缆敷设和生成各类电缆表格。

1.3 应用范围和定制内容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与海克斯康开

展了战略合作，此次应用范围为CO变换单元及其电缆对应

的现场机柜间，进行电缆自动敷设的模型种类有分析柜、分

析小屋、压力/差压变送器、流量仪表、可燃/有毒气体检测

器、阀门、就地盘和控制机柜等。

期间，东华定制了电仪设备模型库、信号类型库和电缆类

型库，改写了Smart 3D的部分配置文件，对电仪模型进行

信号添加，实现了CO变换单元现场的电缆自动从模型Cable 

Port口，按就近原则敷设进入同信号类型的桥架，再通过外

管廊上的主桥架汇入现场机柜间的控制机柜。

2. 电缆自动敷设前期工作

2.1 管理员工作

管理员工作包括应用项目的前期软件环境测试、电缆自动敷

设软件的安装和人员使用授权、各类库文件的定制和加载、

电缆输入表加载等。

2.2 库文件定制

2.2.1 电仪设备模型库

电仪设备模型库按Smart 3D常规方式进行定制，在Smart 

3D正常建模即可。因敷设过程中需要选择模型设备的Cable 

Port口进行信号添加，建议所有电仪模型均应带有Cable 

Nozzle。虽Cable Nozzle也可后期手动添加，但工作效率较

低，此方式不推荐。

摘 要：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在某煤化工项目中，应用了海克斯康提供的基于Intergraph Smart 3D的测试版电缆

自动敷设软件。本文介绍了电缆自动敷设的应用过程，展示了部分定制的数据库文件、三维模型的电缆敷设效果和

软件导出的电缆表格。本文还结合石油化工工程设计经验，总结了软件的应用情况，阐述了电缆自动敷设实现的先

决条件及相关要求，并对软件提出了优化建议。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V2016 SQL）

三维模型电缆自动敷设在煤化工项目的应用和
总结

  姚怡君，黄辰，汪世杰（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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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模型电缆自动敷设在煤化工项目的应用和总结

2.2.2 信号类型库

在“Append Cableway Codelist.xls”中，根据电缆的信号类型、电压等级等。

表1  信号类型库（部分）

信号类型短描述

SignalType ShortDescription
信号类型长描述

SignalType LongDescription
代码

Codelist Number
备注

Remark

AI-ia AI-ia 210001 4~20mA本安AI信号

AI-d AI-d 210002 4~20mA非本安AI信号

AO-ia AO-ia 210003 4~20mA本安AO信号

AO-d AO-d 210004 4~20mA非本安AO信号

DI-ia DI-ia 210005 4~20mA本安DI信号

DI-d DI-d 210006 4~20mA非本安DI信号

DO-d DO-d 210007 4~20mA非本安DO信号

E E 210008 24VDC电源

Pt100 Pt100 210009 Pt100热电阻信号

P-0.22 P-0.22 210011 220VAC电源

CR CR 210051 电气控制信号

LV LV 210052 电气低压电源

HV-10 HV-10 210054 10kV电气高压电源

HV-35 HV-35 210055 35kV电气高压电源

HV-110 HV-110 210056 110kV电气高压电源

2.2.3 电缆类型库

在“ Cabling.xls”中，填入电缆的型号、规格、描述、重量、电缆外径、信号类型、电压等级、使用材料等。

表2  电缆类型库（部分）

规格&型号

PartNumber
描述

PartDescription
重量

Weight
电缆外径

Diameter
电压等级

Voltage

1×2×1.5mm2 ZC-DJYYPR33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阻燃铜丝编织屏蔽计算

机软电缆
0.115 kg/m 10 mm 24

1×2×1.5mm2 ZC-ia-DJYYPR33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阻燃铜丝编织屏蔽本安

计算机软电缆
0.115 kg/m 10 mm 24

1×2×2.5mm2 ZC-DJYYPR33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阻燃铜丝编织屏蔽计算

机软电缆
0.149 kg/m 12.8 mm 24

1×3×1.5mm2 ZC-DJYYPR33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阻燃铜丝编织屏蔽计算

机软电缆
0.137 kg/m 11.5 mm 24

12×2×1.0mm2 ZC-DJYPYPR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阻燃铜丝编织分屏及总屏蔽计算

机软电缆
0.82 kg/m 30 mm 24

12×2×1.0mm2 ZC-ia-DJYPYPR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阻燃铜丝编织分屏及总屏蔽本安

计算机软电缆
0.82 kg/m 30 mm 24

8×3×1.0mm2 ZC-DJYPYPR
多股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阻燃铜丝编织分屏及总屏蔽计算

机软电缆
0.742 kg/m 25 mm 24

3×2.5mm2 ZC-KYVP3 阻燃型铜芯聚乙烯绝缘铜线编织屏蔽聚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0.191 kg/m 13 mm 220

24×1.5mm2 ZC-KYVP3 阻燃型铜芯聚乙烯绝缘铜线编织屏蔽聚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0.394 kg/m 23 mm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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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维模型信号类型添加

参与电缆自动敷设的模型分为独立的电仪模型和管道上的仪

表模型，两者信号类型添加方式不同，详见下文。

（1）独立的电仪模型

即分析柜、分析小屋、分体式压力/差压变送器、分体式流

量仪表、可燃/有毒气体检测器、就地盘、控制机柜、桥

架、电气三箱和灯具等，是由自控/电气/电信专业设计人员

在Smart 3D中完成建模。

此类模型的信号类型在Properties-Category-Cable Fill-

Property-Signal Type中的下拉框进行选填，详见下图1。

图1  分析小屋模型的信号类型添加

（2）管道上的仪表模型

即一体式流量仪表、阀门等，是由布置管道专业设计人员在

Smart 3D中完成建模。

此类模型的信号类型在Properties-Category-Standard-

Property-节点信号类型中输入，详见下图2。

 

图2  阀门模型的信号类型添加

2.4 电缆输入表填写及加载

电缆输入表即“Cable Template.xls”文件。设计人员应按

要求填写待敷设电缆的信息，包括电缆名称、信号类型、电

缆规格、起/终点设备位号等，详见下表3。

再由设计人员在软件的Validate Cable Schedule-Validate 

File中校验已完成的电缆输入表。软件将自动扫描Smart 3D

中的模型，并与电缆输入表中的信息进行关联。电缆输入表

校验功能是电缆有效自动敷设的保障。

校验无误后，设计人员将表格提交管理员，由管理员将

“Cable Template.xls”加载进电缆敷设数据库。

表3  电缆输入表（部分）

序号

No.
电缆名称

Cable Name
信号类型

Signal Type
电缆规格

Cable Type
起始装置位号

From Tag
终点装置位号

To Tag

1 561-GT-4001-SC AI-d 1×3×1.5mm2 ZC-DJYYPR33 561-GT-4001 6G

21 561-PT-4001-SiC AI-ia 1×2×1.5mm2 ZC-ia-DJYYPR33 561-PT-4001 2F

51 561-FT-4001-SC AI-d 1×2×1.5mm2 ZC-DJYYPR33 561-FT-4001 1G

61 561-FT-4001-P P-0.22 3×2.5mm2 ZC-KYVP3 561-FT-4001 5G

77 561-AH-4001-SC AI-d 1×2×1.5mm2 ZC-DJYYPR33 561-AH-4001 1F

85 561-AH-4001-P P-0.22 3×2.5mm2 ZC-KYVP3 561-AH-4001 5F

93 561-AH-4001-CC DI-d 1×2×1.5mm2 ZC-DJYYPR33 561-AH-4001 3G

109 Gate Valve-0330-SiC AO-ia 1×2×1.5mm2 ZC-ia-DJYYPR33 Gate Valve-0330 2G

110 Gate Valve-0330-CC1 DI-d 1×2×1.5mm2 ZC-DJYYPR33 Gate Valve-0330 3F

112 Gate Valve-0330-EC E 1×2×2.5mm2 ZC-DJYYPR33 Gate Valve-0330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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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缆自动敷设应用过程

3.1 桥架模型自动拓扑

桥架自动拓扑即连通桥架路径。桥架建模连续的情况下，软

件将自动在桥架中心线生成连接红线，表示桥架“通电”，

并在每块Cableway Feature的两端、中点和交接处自动放置

电缆节点Marker，如下图3。

该软件默认若桥架模型Port口未正确连接，则桥架自动拓扑

必不成功，需进行修改。建议使用规范的桥架接头，或在安

装空间受限时使用虚拟连接，下图3、4、5为桥架拓扑成功

的典型图。

 

图3  某段桥架的自动拓扑截图

      

                 

3.2 设备自动拓扑

设备自动拓扑是以设备为中心点，自动寻找其设定范围

Range内，同信号类型桥架上最近的电缆节点Marker，将设

备与该电缆节点进行连通。设备拓扑成功，则设备中心至最

近的电缆节点之间会生成连接绿线，见下图6和7。

若设定范围Range内，能寻找到同信号类型的桥架但无电

缆节点，软件将自动放置新的电缆节点在与设备最近的桥

架上。

设定范围Range长度可以随意设置，因工艺单元和现场机柜

间的范围Range相差较大，建议设置Filter，分工段进行设

备自动拓扑。

设备至最近电缆节点的敷设路径和长度统计有D e l t a和

Linear两种方式。Delta为两点之间X+Y+Z的长度，Linear

为两点之间的斜直线距离。

 

图6  现场机柜间的设备自动拓扑截图

 

图7  CO变换单元的设备自动拓扑截图

3.3 电缆自动敷设

在软件中载入设备拓扑的信息，点击Route按钮，电缆将沿

起点设备、起点设备附近桥架上最近的电缆节点，桥架内部

通道、终点设备附近桥架上最近的电缆节点、终点设备的路

径，进行自动敷设。

以某分析小屋561-AH-4001为例，其附近有一趟信号电缆桥

架A（400mm宽×200mm高、标高+4.0m），和另一趟电

源电缆桥架B（200mm宽×100mm高、标高+4.5m）。

图8和图10为电缆561-AH-4001-SC（4~20mA非本安AI信

号）的敷设效果截图，电缆就近进入信号电缆桥架A，再沿

主桥架敷设进控制机柜。

图9为电缆561-AH-4001-P（220VAC电源）的敷设效果截

图，电缆就近进入电源电缆桥架B。

图4  桥架三通处的自动拓扑

截图

图5  桥架虚拟连接处的自动

拓扑截图

三维模型电缆自动敷设在煤化工项目的应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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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某分析小屋信号电缆自动敷设截图

个别电缆路径不通时，软件界面会显示Disconnected，可

用Check Topos进行检查，并做手动拓扑。

三维模型上默认电缆起点为模型中心点，小尺寸设备或仪表

可直接使用。若是分析小屋、机泵、撬装设备等较大成套设

备。可手动添加Cable Port到其指定位置，电缆将从指定的

Cable Port处开始敷设。

该软件的电缆自动敷设速度尚可，实测自动敷设120根电缆

时，用时35s。

3.4 导出电缆报表

电缆自动敷设完毕，该软件能通过过滤器筛选，选择全部、

某装置或某部分的电缆，导出多种电缆报表。石油化工行业

能直接使用的几种报表如下。

（1）电缆明细表

电缆明细表是按上表3电缆输入表中的电缆排序，自动导出

后续列信息，详见下表4。表4中包含表3的信息列，此处不

再列出。

前/后端预留长度分别指设备起点端和机柜终点端的备用电

缆长度，供现场施工安装使用，可在设备自动拓扑时进行

规定。

图8  某分析小屋信号电缆自

动敷设局部截图

图9  某分析小屋电源电缆自

动敷设局部截图

表4 电缆明细表（部分）

序号 电缆名称 切割长度（m） 前端预留长度（m） 后端预留长度（m） 上桥架长度（m） 下桥架长度（m）

1 561-GT-4001-SC 321 2 5 21.350 2.540

21 561-PT-4001-SiC 277 2 5 3.380 3.240

51 561-FT-4001-SC 274 2 5 12.740 2.540

61 561-FT-4001-P 274 2 5 13.540 2.390

77 561-AH-4001-SC 267 2 5 10.030 2.460

85 561-AH-4001-P 267 2 0 10.820 3.130

93 561-AH-4001-CC 274 2 5 10.030 3.170

109 Gate Valve-0330-SiC 241 2 5 9.250 3.320

110 Gate Valve-0330-CC1 240 2 5 9.250 3.150

111 Gate Valve-0330-CC2 240 2 5 9.250 3.150

112 Gate Valve-0330-EC 239 2 5 9.250 2.560

（2）电缆规格汇总表

电缆规格汇总表中统计了每种电缆的总长度和重量，详见下表5。



化工

15智慧心声

表5 电缆规格汇总表（部分）

序号

No.
信号类型

Signal Type
电缆型号和规格

Specification & Model Code
电缆长度（m）

Cable Length
重量（kg）

Qty.

1 AI-d 1×3×1.5mm2 ZC-DJYYPR33 5587 765.419

2 AI-ia 1×2×1.5mm2 ZC-ia-DJYYPR33 8239 947.485

3 AI-d 1×2×1.5mm2 ZC-DJYYPR33 4808 552.92

4 P-0.22 3×2.5mm2 ZC-KYVP3 4769 910.879

5 DI-d 1×2×1.5mm2 ZC-DJYYPR33 4286 492.89

6 AO-ia 1×2×1.5mm2 ZC-ia-DJYYPR33 2620 301.3

7 E 1×2×2.5mm2 ZC-DJYYPR33 1049 156.301

（3）电缆节点容量表

电缆节点容量表等同于电缆桥架平面布置图中的电缆剖面图，详见下表6。

表6 电缆节点容量表（部分）

序号

No.
电缆节点号

Node Name

桥架使用截面积

（mm2）

Area of Use

桥架容量

（mm2）

Capacity

填充率

（%）

Fill Ratio

电缆位号 
Cable Tag

型号和规格

Specification & Model

外径

（mm）

Diameter 

1 Cable Marker-073 676 20000 3.38% 561-FT-4001-P 3×2.5mm2 ZC-KYVP3 13

2 561-FT-4002-P 3×2.5mm2 ZC-KYVP3 13

3 561-AH-4001-P 3×2.5mm2 ZC-KYVP3 13

4 561-AP-4001-P 3×2.5mm2 ZC-KYVP3 13

（4）设备电缆信息表

设备电缆信息表是以每台仪表/设备为个体，列出其所有电缆的信息。

表7 设备电缆信息表（部分）

设备名称

TAG
电缆名称

Cable Name
信号类型

Signal Type
电缆规格

Cable Specification
电缆长度（米）

Length

561-AH-4001 561-AH-4001-CC DI-d 1×2×1.5mm2 ZC-DJYYPR33 274

561-AH-4001-P P-0.22 3×2.5mm2 ZC-KYVP3 267

561-AH-4001-SC AI-d 1×2×1.5mm2 ZC-DJYYPR33 267

4. 应用情况总结

4.1 应用实现的先决条件

东华经过本次项目应用，确认了要在实际工程项目中应用海

克斯康测试版电缆自动敷设软件，并真正做到提质增效，至

少应满足如下先决条件：

4.1.1 Smart 3D的使用速度要求

电缆自动敷设软件是集成在Smart 3D软件内，操作工具栏

在其菜单栏上，可视作Smart 3D的一个插件。

若应用项目使用Smart 3D的速度慢或卡顿，电缆自动敷设软

件也会使用受限。建议用户公司对局域网网速、Smart 3D服

三维模型电缆自动敷设在煤化工项目的应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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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和设计人员电脑等做好配置。另项目单元的层级、特大

工段建模的分区设置等应做好前期规划，实测若某个项目或

单元模型数量过多时，会影响Smart 3D使用速度。

4.1.2 应用项目的设计周期要求

使用电缆自动敷设软件的项目，应有充足的项目设计周期。

从上文2节和3节可看出，电缆自动敷设软件对桥架/设备

模型的名称、信号类型、桥架/设备拓扑连接等都有严格要

求，任一条件不满足，电缆均无法敷设成功，故应给设计人

员足够的时间建全所有模型，并检查核对。

4.1.3 人员的配备要求

软件管理员和项目技术人员配备应合理。

（1）管理员配备

因电缆敷设专业性较强，建议工程公司或设计院在电控室内

至少增加一名电缆敷设专职管理员，对接自控、电气、电信

三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完成上文2.1节的相关工作，做好软

件应用支持和软件培训。

（2）项目技术人员配备

自控、电气、电信三个专业应根据项目规模，分别配备足够

的设计、校核人员。设计人员应能熟练地使用Smart 3D进

行建模和抽表格，校核/审核人员应能熟练地使用Smart 3D

进行浏览。

4.2 与人工统计电缆的工作量比较

4.2.1 增加的工作量

要求设计人员在使用Smart 3D建模时更细化、精准。与电

缆敷设相关的所有设备、桥架的模型都应规范建立。

电缆输入表应填写正确、规范，桥架模型、设备模型、电缆

输入表三者上的信号类型必须一一对应。

因部分仪表安装在工艺管道上或成套设备上，故与其他专业

的设计交界面、沟通成本也会增加。

4.2.2 减少的工作量

使用该电缆自动敷设软件，技术人员不需要在CAD图纸上手

动测量电缆和电缆保护管的长度，也不需要绘制电缆桥架剖

面图，软件自动生成的电缆节点容量表包含了该部分信息，

详见上表6。

另电缆敷设成功后，若设备模型位置发生变化，软件会自动

提示电缆长度过期，提醒设计人员进行检查。设计人员点击

“Check Model”即可更新电缆长度，无需查看和记录修改

的模型、重新手动测量或修改电缆。

4.3 提高设计质量的方法

使用该电缆自动敷设软件，设备的电缆预留长度（Spare 

Length）可以完全统一，避免因设计人员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电缆余量不一致的情况。

在Smart 3D中进行三维电缆敷设，每根电缆的敷设路径和

周围情况清晰可见，能快速查看电缆敷设路径是否合适，对

造价较高的电力电缆敷设用处较大。

电缆自动敷设可以分工段、分部分完成，设计人员可以将电

缆分批次锁定、提交，有利于电缆分批采购和管理。

4.4 对设计流程的影响

在石油化工工程设计中，电缆敷设工作属于项目后期，通常

在工艺单元60%深度甚至90%深度模型审查后，才能开展。

如梁、柱、墙面、窗户、单元基础框架、设备平台、检修

/吊装区、集水坑等模型的位置，设备/管道上的仪表和阀

门等模型的位置和位号，这些外专业建模内容是否规范、

精准，会直接影响到电仪模型的布置，从而影响到电缆的

长度。

建议进行公司级设计流程梳理，对设备、布置管道、结构等

专业的建模进度、深度、准确性做正式规定，确保电仪建模

和电缆自动敷设工作顺利开展。

4.5 对设计分工的要求

使用电缆自动敷设软件，对工程公司、设计院的设计分工要

求更细，设计接口更多，并增加了权限分配的要求。

4.5.1 专业内部分工

建议明确软件管理员和设计人员的分工。设计人员主要完成

建模、电缆设计、电缆输入表校验等工作。要加载进Smart 

3D数据库或电缆敷设数据库的文件，应由设计人员正式提

交文件至管理员，管理员完成加载并记录文件版次。

4.5.2 与外专业分工

Smart 3D中授权原则通常是谁建模谁有模型修改权限。

因电缆自动敷设需要在设备上添加信号类型，而信号类型相

关知识较专业，可将成套设备、机泵、 设备上仪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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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体化仪表和阀门等模型的修改权限，授权给电控人员。

电控人员仅检查或输入信号类型，不得删除或修改模型其他

信息。

4.6 对软件的优化建议

结合石油化工工程设计经验，东华提出如下建议，希望软件

能进一步优化，使其更符合石油化工行业的使用习惯：

（1）电缆路径算法优化

对电力电缆等弯曲半径要求大的电缆，采用“手/自动结合”

的方式，能在设备起/终点段手动指定敷设路径或区域。

（2）增加自动导出电缆保护管或汇线槽材料功能

在电缆类型库中，根据电缆规格添加电缆保护管或汇线槽材

料信息。在软件操作界面增加电缆保护管或汇线槽选项，设

计人员可灵活选择是否导出电缆保护管或汇线槽材料。

（3）增加电缆变更管理

能在设计人员每次提交电缆时进行自动本分，并对不同版次

的电缆表做对比分析和变更标注。

（4）增加电缆估算功能

通过指定主要桥架路径、起点/终点设备的工段内最远坐

标、电缆的规格、根数和信号类型等，自动导出初步电缆材

料表，供项目报价参考。

（5）开发电缆分盘功能

可结合电缆设计经验、电缆制造特点、项目现场发料和施工

管理需求进行开发。

4.7 愿景

通过此次项目应用，东华认为海克斯康提供的测试版电缆自

动敷设软件的设计思路和使用方法基本可行。

三维电缆自动敷设软件在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具有巨大的市

场。东华希望海克斯康能提供更完善的软件商品，更好地为

石油化工工程服务，实现业主方、工程公司、软件公司多方

共赢。

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安徽合肥，

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东华科技源于1963年成立的原中国化

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2001年实施股份制改造，

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是中国工程

勘察设计行业较早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的现代

科技型企业。作为中国勘察设计百强企业，公司

连年获评“AAA级信用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称号，早在2005年就被评为“全国文明

单位”。

东华科技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石油化工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以及环保工程、规划设计等多

领域顶级资质。公司专业从事化工、石油化工、

新材料、新能源、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生物医

药等多领域工程建设，提供研发、咨询、设计、

采购、施工管理、开车指导、工程监理、工程总

承包、PMC管理、运营等全过程服务。东华科

技以“项目经理负责制”和“工程项目精细化管

理”为核心，对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精细化

和数字化管理。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系统性变革，新时代的东华科技坚定“一个

基本盘+三纵三横”的发展战略，聚焦技术集成、

工程承包、投资运营三大定位，纵向推进“差异

化、实业化、国际化”发展战略，横向布局“新

材料、新能源、新环保”产业领域，加快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工程公司。

三维模型电缆自动敷设在煤化工项目的应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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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raph Smart® 3D 异地协同项目权限的
介绍与管理

  李海英（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引言

Intergraph Smart 3D异地协同项目有着带宽需求低、数据

库自身可以复制的低成本优势，允许全球范围内多个站点共

享同一个模型中的所有数据，从而使多个工作地点（或者多

家设计公司）在一个模型中进行设计工作。异地协同项目的

权限与独立工作的项目有所不同，本文将简述异地协同项目

的权限及权限管理。

1. 异地协同项目简介

异地协同项目是星形连接，主站点只有1个，卫星站点可以

是1至多个。SDB、SDB_Schema、CDB、CDB_Schema

由主站点到卫星站点单向传递，优势是可由主站点控制

Catalog数据。MDB是主站点与卫星站点双向传递，不同卫

星站点的模型先传到主站点，再通过主站点向其他卫星站点

分发，实现多地点共同协作建模。

  

RDB、RDB_Schema、View不传递，主站点、卫星站点各

自生成。ShareContent不传递，初始文件可由主站点发送

至卫星站点，确保ShareContent与主站点一致，如有更新

需要从主站点手动拷贝更新至卫星站点。

Smart 3D、SQL Server的版本需要Satellite与Host保持一

致，SQL Server必须企业版，其他软件清单同Work Alone服

务器的配置。

2. 异地协同项目的权限介绍

异地协同项目中不是所有操作都可以在各站点执行，有些操

作只能在主站点执行，有些操作有权限在各卫星站点执行，

这里进行简单阐述。

2.1 执行Duplicate/Consolidate Model for Workshare

命令

配置异地协同项目，要执行Duplicate Model for Workshare

命令，移除卫星站点时，需要执行Consolidate Model for 

Workshare命令，这两个命令只能在主站点运行，卫星站点

不可执行。

 

2.2 创建权限组与权限组文件夹

权限组及文件夹只能在主站点创建，权限组或权限组文件夹

通过数据库的传递由主站点复制到卫星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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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更改权限组账户

主站点、卫星站点权限组的账户及权限都是在主站点进行添

加、删除、更改。账户信息通过数据复制由主站点传递至卫

星站点。

2.4 新建Location

由主站点为卫星站点新建Location，卫星站点无法新建

Location，点击Database > New > Location。

 

2.5 更改权限组的Location

异地协同环境配置完成后，各权限组的Location默认都

是主站点的Location。只有将Location更改为卫星站点的

Location，卫星站点才能使用这些权限组。而Location的

更改需要在主站点操作，右键点击权限组，打开属性，将

Location切换成其他站点的Location。

 

2.6 更改ShareContent

主站点可以更改Share Content，卫星站点只能手动更新，

从主站点Share Content中拷贝至卫星站点，无法通过

Catalog更新Label、Report等文件。

2.7 更改Catalog数据

Catalog由主站点向卫星站点单向传输，所以涉及到CDB

数据的增删或更改，只能由主站点进行。Catalog的管理

主要包括Bulkload、Catalog Filter、Copy to Catalog以及

Catalog Task的操作等。

以Bulkload新设备为例，在主站点将Excel导入CDB，网络

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卫星站点可以即时看到并使用该设备

建模。

 

Intergraph Smart® 3D 异地协同项目权限的介绍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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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定制涉及到Catalog Task（新建Label）、Bulkload

（导入Label、ISO图、报表模板等）、Catalog Filter（报表

所用到的Filter）、Copy to Catalog（图表模板、ISO风格包

等），由主站点完成并自动传递至卫星站点。

Label、图表还涉及到Sharecontent中的文件，这部分更新

需要打包发给卫星站点，更新在Sharecontent中同样的路

径下。

2.8 Regenerate Report Database

因RDB与RDB_Schema不传递，主站点与卫星站点需要各

自生成本站点的RDB。

 

2.9 执行Synchronize Model with Catalog命令

主卫站点都可执行Synchronize Model with Catalog，但卫

星站点不可以Mark out-of-date Occurrences，可以通过

Update out-of-date Occurrences解决卫星站点模型中部分

To Do List问题，Mark out-of-date Occurrences由主站点执

行。View不传递，需要各站点各自生成，另外，卫星站点也

可以通过View Generator更新Model或Catalog的Views。

 

2.10 碰撞检查

碰撞检查需要在主站点配置，然后由主站点传递至卫星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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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运行Database Integrity命令

该命令只能在主站点运行，卫星站点不能运行该命令。

 

2.12 参考zvf模型至Smart 3D

在主站点添加参考模型，模型可以通过数据库传递，各卫星

站点均可看到该模型；在卫星站点添加参考模型，只有该卫

星站点可见，其他站点无法预览该参考模型。

 

2.13 配置Smart 3D模型的颜色

由主站点执行Import或Configure Default Colors以导入或配

置Smart 3D模型的颜色，网络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即时传递

至卫星端。

 

3. Smart 3D的权限管理

3.1 配置Smart 3D权限

SQL的权限是各站点自己管理，访问Smart 3D的权限在主站

点PM中配置。首先，在主站点PM中，将主卫站点所需要的

权限组建好，为方便管理，权限组最好按照不同的文件夹标

示出是哪个站点所用。

 

每个权限组的Location默认都是主站点的Location，需要更

改为与各卫星站点匹配的location。

Intergraph Smart® 3D 异地协同项目权限的介绍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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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 a t 1 _ A d m i n 为例，打开权限组的属性，左下角

Workshare Location通过下拉更改为Sat1_Beijing。

 

点击OK或Apply跳出如下弹框，点击OK即可。更改为卫星站

点的Location后，这个权限组只能由该卫星站点使用。主站

点也可通过更改Location将该权限组收回。

 

更改完成后如下：

 

接下来需要给每个权限组添加权限，因卫星站点的权限组是

在主站点修改，为方便管理，可由卫星站点提供域组，这样

卫星站点员工的变动，只需要在卫星站点将账户加入域组或

从域组删除，无需主站点频繁增删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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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文件夹权限组转让：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将权限组转让出去，该站点将无法对该

模型或过滤器或层级目录进行修改。

权限组配置完成后，打开各站点的Smart 3D验证权限：

  

3.2 转让Smart 3D的权限组

在Smart 3D独立项目中，模型或者过滤器的权限组可以由

管理员自由切换。异地协同项目进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将模

型或过滤器或层级目录转让给其他站点的情况，这时仅仅

靠权限组下拉箭头是不能实现的。将过滤器、模型、树状层

级、图表等权限通过Transfer转让给到其他站点的操作如下

图所示。

过滤器权限组转让：

 

模型权限组转让（模型可以通过多选批量转让权限组）：

 

 

Intergraph Smart® 3D 异地协同项目权限的介绍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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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时代技术的发展，数字化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传统

企业纷纷向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大型化工企业都在致力于数

字化工厂建设，建设数字化工厂需要的数据大部分需要由工

程公司和供应商提供，包括三维模型、智能P&ID、智能仪

表数据以及建设期各类电子化的图纸文档资料，也就是现在

的数字化交付概念。数字化交付的核心是将工程项目建设期

的各项成果数据以及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的保留形

成以位号为核心的数据库。

数字化交付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东华科技在利用数字化软件平台进行工厂设计方面

积累了大量的工程数字化经验。以东华科技采用海克斯康

SmartPlant Enterprise系列软件进行工程设计和数字化交

付为例，交付的主要内容包括智能P&ID、工厂三维模型、

智能仪表数据等。这些数据是各专业分别设计和发布的，数

据之间没有联系，而建立数字化工厂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要将各类数据、图表、文档等建立起关联，方便在数字化工

厂平台中调用。在传统设计流程中、数字化交付前，需要重

新建立各种图表数据之间的关联，在关联的时候经常会发现

大量的位号和数据不一致等问题，大量的修改和关联工作需

要占用大量的人力和工时。另外一方面因为关联工作的结果

是由计算机识别，所以任何微小的偏差都会造成关联的失

败，例如位号细微的差别（字母大小写、符号不一致）、数

据前后对应的数量的不一致以及缺失等。如果业主在数字化

交付时建立较为完整的数据检查机制，工程公司就要花费大

量人力和工时配合修改（具体项目案例如表1）。如果业主没

有要求，后续的数字化工厂建设方和数据集成商也需要完成上

述同样的工作，需耗费大量人力，可能造成进度拖延。这就成

为公司数字化交付的痛点，我们根据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尝试

在工程设计中采用正向设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表1 某项目（非正向设计）数字化交付业主检查问题反馈

日期 工作内容

2020.7.2 业主第一轮检查，共查出错误41069项

2020.8.19 业主第二轮检查，共查出错误36313项

2020.10.13 业主第三轮检查，共查出错误21032项

2021.3.25 施工图第一轮内部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7281项

2021.5.14 施工图第二轮内部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2266项

2021.5.28 施工图第三轮内部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694项

2021.7.1 施工图第四轮内部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250项

2021.7.15 施工图第五轮内部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84项

2021.7.23
整改完成，并上传至业主FTP服务器，由业主组织

检查

2021.8.9 业主检查完成，并确认施工图所有成品实现零错误

2021.9.3
完成零错误PDF版本文件提交，收到业主交付完成

报告

2021.11.17 启动竣工图第一轮内部检查

2021.11.24
第一轮竣工交付数据质量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

1672个

2021.12.24
第二轮竣工交付数据质量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

1048个

2022.1.24 业主第一轮检查完成，共查出错误249个

摘 要： 简要介绍化工项目正向设计原理，探讨工程设计数据流的线上流程，研究正向设计的优势和存在的难点，对数字化

交付的影响，以及给出一些建议和解决方案，同时在具体项目中试点三维正向设计的实际应用。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Intergraph Smart P&ID；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SmartPlant® Foundation等

化工项目三维协同正向设计应用经验
  史骐（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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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设计的项目应用

正向设计是指石化化工工程设计领域，利用上游工艺专业

智能P&ID图纸，作为下游布置管道三维设计工作数据源的

一种设计方法。我们在某项目的设计过程中采用正向设计，

上游工艺专业提供的智能P&ID不只是图形，还包含了大量

的设备管道数据。与传统的线下纸质或者线上电子版的条件

不同，正向设计采用智能P&ID实现真正的数据传递，极大

的提高了下游专业数据准确性，也提高了下游工作效率。下

游专业调用数据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建立起数据关

联，在提高质量同时，也省去了布置管道专业大量手动关联

的时间和精力。

类别 单位 数量

Smart P&ID图纸 A1张 241

设备 台 840

其中：动设备 台 404

   静设备 台 436

控制阀 台 280

流量计 台 45

仪表一次元件 台 2420

特殊管件（编号） 个 717

管线 根 4582

图1 某项目智能P&ID数据内容

不仅是化工工艺专业，其它一些上下游兼顾的专业，例如

粉体、储运、水工艺等专业，都运用Smart P&ID绘制智能

P&ID，并指导后续的三维建模工作（如图2），取得了比较

好的效果。

 

图2 水工艺专业正向设计

我们尝试在项目汇总应用正向设计的过程中，同时也对公司

全专业三维建模的职责范围和建模顺序进行梳理。最大的变

化是让设备建模和结构建模工作回到真正的责任专业，不再

由布置管道来负责，提高了建模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外一

方面对其他参与专业的建模深度和建模顺序，以及专业之间

的接口做了梳理，真正实现了全专业三维模型协同设计。最

终在项目应用中，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协同正向设

计流程（参见图3），从工艺绘制智能P&ID再将设计数据发

布到SmartPlant Foundation，布置管道、设备、仪表专业

接收数据进行下一步工作，设备专业建立设备模型，布置管

道形成初步的布置方案，提土建条件，结构专业根据条件，

建立装置结构模型，最后全专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模，完成

30%模型审查。这个流程包含了正向设计流程，也包含了全

专业的三维协同设计，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一个全专业的协同

设计平台。

 

图3 化工工程正向设计与传统设计的流程区别

正向设计让布置管道专业从繁琐的设备管道材料数据录入和

核对中解放出来，有时间真正做方案设计和优化，更加注重

布置方案合理性，优化管道走向和分布，从而取得更大的效

益。正向设计完成后，包含了关联性的三维模型可以直接发

布至数字化交付平台，高质量完成数字化交付工作。正向设

计相对传统设计方法的优劣参见表2。

表2 传统设计和正向设计的优劣

传统设计 正向设计

设计依据 纸质条件，或者电子版 数字化交付平台的数据

数据处理 人工判读，手动输入 自动获取，自动更新

设计流程 各自完成 依据上游数据

数据关联性 无关联，需要后关联处理 设计时自动关联

交付质量 统一交付数据，一致性低 分批交付、质量较高

设计周期 可以并行，周期较短 上下游周期相对较长

正向设计的难点

正向设计虽然有巨大的优点，但现实情况是推行正向设计困

难重重。从上图中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正向设计流程变长、接

口更多，也增加设计管理的复杂性，根据多个项目的实施经

化工项目三维协同正向设计应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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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看，目前推行正向设计有以下几个主要难点：

1、正向设计从工艺智能P&ID开始，也就是从数据源头开

始，智能P&ID为下游专业的设计提供数据和依据。智能化

P&ID不只是图纸绘制，还有大量的设备管道数据的录入，

工艺专业工作量增加较大，智能P&ID软件的学习也需要花

费时间，工艺专业设计人员有一定的抵触心理。

2、另外就像现在很多人仍然喜欢看纸质图纸一样，下游专

业仍然也是觉得纸质的或者电子版实体条件更为实际。按照

工程公司设计管理规定，仍然还需要实体条件，这也造成了

正向设计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正向设计流程对传统的设计

条件接口管理和专业间的协作流程带来巨大的影响，工程公

司相应的设计管理制度都需要调整。

3、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正向设计对于工艺专业发布的智能

P&ID图纸质量要求极高。下游专业依据工艺提供的数据进

行设计，数据一旦错了下游专业不太好发现，也无法矫正，

可能一错到底，如果发现问题，也需要工艺修改数据并发

布，下游才能继续开展设计工作，如果数据质量不改进而反

复修改，就可能造成下游专业三维建模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甚至影响进度。

4、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国内项目整体建设周期非常短，留给

工程公司的设计时间本来就不多，在加上工程公司获得工

艺包和外部资料时间后，还需要工艺专业人员进行消化和

修改，并进行工程化的转换，工艺专业还需要在初期给各

个专业提供大量的条件。这时根本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智能

P&ID，更多时候在项目设计结束的时候，工艺才能完成相

关完善的P&ID数据。这个时候三维建模基本结束，只能后

关联了。

正向设计的几点建议

现在工程项目周期越来越短、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推广正向

设计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合适的时机和条件。我们根

据数字化项目工作多年的经验，提出一下几点建议：

1、选择合适的项目

进行正向设计的工程项目最好有基础工程设计阶段，有相

对完整的工艺P&ID图纸，并且P&ID图纸经过业主方审查，

这样的P&ID图纸转换为智能P&ID相对质量较高。同时在项

目执行阶段初期，要和业主充分沟通，尤其是有数字化交付

要求的业主，应尽早确定最终的工艺方案，要充分论述正向

设计在数字化交付方面巨大的优势，为工艺专业争取较多时

间，便于分批提供给下游专业高质量的智能P&ID。

2、项目进度计划优化

项目的进度计划管理应根据正向设计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

整，工艺专业绘制智能P&ID和数据录入增加不少的工作

量，计划执行上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需要投入更多的人

力。对于下游专业，正向设计对布置管道设计工作有着正向

增益，相对可以压缩一定的时间。专业之间做好对接和策划

工作，对于项目的30%-60%-90%模型审查阶段，工艺应该

提供和发布不同版本和不同深度要求的智能P&ID，满足布

置管道专业的设计需求。

3、管理规定调整

正向设计部分条件完全可以走数据流传递到下游，与传统设

计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工程公司有一整套的作

业流程和管理规定，数字化的正向设计对传统流程是颠覆性

的，需要及时调整相关作业文件和管理规定，在制度上提供

保障。当然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需要选择合适的项目，在执

行层面也不能一刀切，也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可以先在部

分项目试点，为项目和参与人员提供激励和政策倾斜措施，

鼓励采用正向设计。

4、领导决心和设计团队执行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多年来的设计习惯和设计思维已经根深

蒂固，要改变传统的流程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就像当年

甩开绘图板用计算机CAD画图一样，转型阵痛不可避免，不

能适应可能就要淘汰。领导层要有足够的决心和眼光，适时

推进正向设计。对于项目团队来说，正向设计属于部分人增

加工作量，但也是为下游人员提供了便利，减轻了工作量，

避免了过去繁重的手动关联性工作，带来项目整体质量和效

率提升。专业之间也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奉献精神，最终带

来公司整体的提升，从而整体获益。

正向设计流程的数据全部通过线上传递，对上下游专业和部

门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是对传统设计理念和设计流程的

一个颠覆。但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多少人感受到这种影响，一

方面是正向设计在石化化工工程设计行业的真正运用少之又

少，另外一方面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正向设计在数字化交

付中的巨大收益。这种收益不只是对业主而言，对于工程公

司，正向设计也带来设计质量和整体效益的提升，对于数字

化交付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总之，正向设计未来大有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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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安徽合肥，

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东华科技源于1963年成立的原中国化

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2001年实施股份制改造，

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是中国工程

勘察设计行业较早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的现代

科技型企业。作为中国勘察设计百强企业，公司

连年获评“AAA级信用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称号，早在2005年就被评为“全国文明

单位”。

东华科技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石油化工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以及环保工程、规划设计等多

领域顶级资质。公司专业从事化工、石油化工、

新材料、新能源、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生物医

药等多领域工程建设，提供研发、咨询、设计、

采购、施工管理、开车指导、工程监理、工程总

承包、PMC管理、运营等全过程服务。东华科

技以“项目经理负责制”和“工程项目精细化管

理”为核心，对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精细化

和数字化管理。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系统性变革，新时代的东华科技坚定“一个

基本盘+三纵三横”的发展战略，聚焦技术集成、

工程承包、投资运营三大定位，纵向推进“差异

化、实业化、国际化”发展战略，横向布局“新

材料、新能源、新环保”产业领域，加快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工程公司。

化工项目三维协同正向设计应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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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建条件图作为化工设计中管道专业向结构专业输出重要的

条件之一，其意义不言自明；而在混凝土结构的土建条件

中，通常预埋件的所占比例较大，预埋件关系着安装其上主

体结构生命力，如果预埋件基脚没有做好，其他的架构做得

再好也存在着风险，所以预埋件就一定要做好，因而如何实

现预埋件的快速准确提出对工程实际有着重要意义。

预埋件条件图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分别在设备布置图、管道

布置图及结构平面模板图的基础上绘制或直接从三维模型中

直接抽取后按模板图样式进行二次加工整理。对于前者在其

他图纸上填加补充，此法最为传统，但需要人为绘制及定位

预埋件，工作量较大，且不利于条件升版或是复用，对于目

前工厂规模越来越大、管架管墩越来越多的趋势而言，采用

此法明显会影响项目的进度；而第二种方法是稍微先进些的

做法，可以直接在模型绘制出预埋件外形，然而如果要实现

条件图的深度（如表示出受力信息，预埋件分类等）还需

要对模型进行深度优化做法，如需要在属性中增加注释等功

能，此法较为繁琐且要求大家对项目的统一规定的执行力要

求较高；同时目前Intergraph Smart 3D的模块功能暂无成

熟的预埋件模块，且在出图模块中对于矩形设备存在无法表

示中心线等问题。

笔者基于上述第二种三维模型抽图的方法，结合目前流行的

三维软件Smart 3D软件进行了二次开发，对流程进行优化

处理，并介绍具体实施思路。

1. 实施思路

1.1 设计要求

无论从模型的直观性亦或是从条件的准确性角度出发，首先

在模型中要绘制出具体的预埋件外形，而在条件成品中需要

明确每个预埋件具体的规格、定位及荷载信息，这样才能保

证工程设计项目条件的一致性。同时考虑条件的后续变更升

版，需要同时增加修改模式。

1.2 程序具体开发过程

针对设计的实际需要，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图1示意：

 

图1 开发程序解决方案

从操作方便的角度出发将需要模型中多步操作的功能集中，

并在程序中进行优化辅助，按后期出图需要进行程序补充。

程序操作界面及功能说明如图2所示：

摘 要： 为满足设计精细化的要求，编写本Intergraph Smart 3D预埋件条件定制程序。使用C#语言，通过给定参数直接生成

预埋件实体，再结合后期出图配置，实现预埋件条件的直接出图。结果表明，使用本程序后生成的条件文件，可满

足管道布置专业及土建专业需求。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关键字：C#；预埋件；程序开发

基于C#语言的Intergraph Smart® 3D预埋件条件
定制

  谢明明，镇权（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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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程序操作界面及功能说明

程序执行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 程序执行流程图

1.3 出图配置

出图整体的配置是基于Smart 3D自带平面出图功能，辅之

以匹配程序开发的属性接口特点进行补充完善。

具体配置过程如图4示意：

 

图4 出图配置过程

1.4 报表配置

使用传统COM报表即可实现，通过预设的Filter对预埋件进

行类型筛选，并将条件所需要的类型、规格、荷载及注释信

息表框出来，同时考虑条件图纸土建专业的复用性，同时增

加选型列并留空，以待土建专业设计完成后补充信息。

2. 成品文件

根据开发程序进行建模及配置后自动生成的预埋件条件文件

如图5所示：

 

图5 预埋件条件文件

3. 结语

经程序实际运行验证，在实际项目中使用本程序，可高效、

准确实现相关预埋件的创建及相关数据的录入，可以自动生

成预埋件条件图，并根据预埋件类型使用不同显示方法，为

工程实践提供便利；同时，本程序的开发思路可对今后相关

程序的开发提供借鉴。

存放路径

埋件类型

埋件规格尺寸

荷载/注释信息

新建/修改模式

关于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前身是创建于1958年的化学

工业部第四设计院，现为中央企业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五环公司是一家集技术研发、工程科技、工程服

务和实业运营为一体的国际工程公司，拥有工程设计

综合甲级资质，在氨及氨加工、磷化工、煤化工、石

油化工、天然气化工、油气储运、新材料、工业环保

等领域，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工程公司之一，也是中国

对外工程承包商的排头兵，累计完成3000多项大中

型设计项目和300多项EPC项目，其中境外项目200多

项，共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320多项。

在新的发展阶段，五环公司将秉承“创建精品工程，

成就客户事业”的企业使命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管

理创新，为客户提供先进的工程解决方案和一流的工

程技术服务，与社会各界携手走向美好未来！

基于C#语言的Intergraph Smart® 3D预埋件条件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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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科技”）隶属

于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华

科技始终聚焦主责主业，以科技研发带动工程和实业发展，

积极探索实业领域绿色转型发展道路。

东华科技承接了安徽省淮北市遂溪工业园的焦炉煤气综合利

用项目。本项目以煤和焦炉煤气为原料，年产50万吨甲醇产

品。项目占地面积2806平方米，管道面积285万平方米。

项目挑战

该项目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过程包括三个部分：设计、采购和施工。三个部

分之间虽然有许多独立的数据交汇点，但三个部分之间的数

据流未打通；

（2）由于现场材料数量巨大，因此很难管理材料状态，并

支持决策，例如合理安排采购计划和配送计划；

（3）管道焊接数量统计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4）现场控制管道的焊接非常困难，因为焊工仓库、焊接

质量和焊接工艺之间未形成关联；

（5）现场施工进度计划与材料到货进度计划无法关联，无

法准确提供材料的准确需求；

（6）现场精加工项目多，交接流程管理混乱，管理难

度大。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助力东华科技搭建数字化项目

管理平台

为了更好的进行项目精准管理，助力数字化转型，东华科技

利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搭建了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以下简

称“D·EPC”）。

平台功能全过程的数据管控、智慧材料管理（Intergraph 

S m a r t  M a te r i a l s）、管道预制管理、（ I n te rg ra p h 

Spoolgen）、焊接质量管理（Intergraph Smart WQMS）、

智慧施工管理（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智慧完

工管理（Intergraph Smart Completions）、智能仓储等内

容。本文介绍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1. 全流程数据平台

D·EPC平台打通了数据流。以SmartPlant Foundation

为数据核心，将设计数据和进度信息引入S m a r t P l a n t 

Foundation，实现Smart Materials、Spoolgen、Smart 

WQMS、Smart Construction和Smart Completions之间的

数据流通及操作，实现了数据输入的多用途效果。

2. 智慧材料管理（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

为了实现材料的精细化管理，D·EPC通过Smart Materials建

立了ECEC物资编码数据库，实现了物资从请购到现场存配

的全过程在线管理。

图1 Smart Materials界面展示

典型实施案例：气化装置的建设是本项目的重点。在2020

年11月的最后十天，气化厂虽人力充足但材料短缺。利用

Smart Materials软件的预测和预留功能，项目组开展了以

下工作：（1）根据气化装置所需材料预测使用量都在已到

厂的物料中进行预留，从而确保气化装置所用物料的优先

东华科技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D·EPC）实施
经验分享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助力东华科技搭建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
（D·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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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2）根据管道编号选择气化装置的材料，以确保每条

预制管道的材料完整性；（3）如发现缺料，则复核材料采

购合同，督促厂家尽快发货。通过以上工作，解决了材料短

缺的问题，提高了管道预制的效率。解决了全厂物料到货延

迟45天对气化施工的影响，节约项目周期35天，效益显著。

3. 管道预制管理（Intergraph Spoolgen） 

该项目使用焊接管理工具——Spoolgen进行管道预制和安

装设计，并将组装制造和施工信息添加到ISO中。

图2 在Spoolgen中添加焊点后的界面

典型案例：气化厂有1202张轴测图。施工单位人工统计工

作量为15个工日，焊接接头共计7.6万个。根据这一焊接

量，将有可能无法保证项目工期。因此，项目组使用焊接软

件Spoolgen进行复测，软件自动统计只需3个工日，准确统

计焊接接头为5万个。焊接数量的准确统计为后续施工进度

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与手工统计相比，软件统计大

大缩短了统计周期。

4. 焊接质量管理（Intergraph Smart WQMS）

本项目对气化装置的焊接工艺进行管理，效果如下图所

示。实现了焊工、焊接数量、焊接质量（合格率）的一体

化管理。

图3 焊接质量管理（Smart WQMS）界面

5. 智慧施工管理（Intergraph Smart Construction）

针对11月中旬材料进场不能满足施工进度的情况，本项

目于2 0 2 0年1 2月初采用智慧施工管理软件——S m a r t 

Construction，实现了设计、采购、施工和进度管理的一体

化，将施工进度与材料到货需求进行关联比较，提前预测材

料需求，提出后续未到货材料的到货进度。同时，对项目现

场状态、焊接质量、进度和各专业工时进行可视化管理。

图4 施工现场监控视频、4D施工进度显示及局部施工进度

显示图

图5 气化装置施工进度图

典型案例：项目组在使用施工管理软件Smart Construction

之后，对管道材料的进度进行了预测和比较。通过对比发

现，管道施工现场的高峰期是2021年4月至6月，而大口径

不锈钢管道的到货时间为2021年5月，不能满足现场施工的

要求，对现场施工进度有限制性的影响。据此，项目组第一

时间联系了材料供应商，最终确保所有材料在3月初运抵现

场，为后续施工节省至少30天时间。

6. 智慧完工管理（Intergraph Smart Completions）

为解决传统竣工过程中出现的竣工子项过多、交接过程管理

混乱等问题，本项目采用海克斯康Smart Completions解决

方案对竣工过程进行管理。

东华科技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D·EPC）实施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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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完工交付界面

7. 智慧仓储管理

东华科技采用基于Smart Materials的智慧仓储管理系统，

实现了批量出入库、3D虚拟仓储、RFID及移动端使用、多

样材料报表和成本控制与分析等便捷功能，达到了“入库规

范化、出库透明化、库存透明化”的目标。利用先进的传感

器实时感应现场材料的位置信息，并可实时更新材料位置

信息，便于现场仓储管理人员快速定位查找材料。针对智慧

仓储管理系统的应用及二次开发不仅是东华科技科学高效地

进行仓储材料管理的崭新里程碑，同时也是东华科技对数字

化、标准化的进一步推进，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工程建设提

质增效都具有重要意义。

客户心声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的适用性、灵活性及先进性令我们非常满

意，同时，海克斯康提供了持续且稳定的强力技术支持，这

些都为我们的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项目保驾护航。也通过文

中提及的解决方案的应用，助力我们大大缩短了工期，降低

了材料成本和施工成本，为工程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支

撑，为我司信息化和数字化改造奠定了基础。未来东华科技

也将与海克斯康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展开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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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软件和新技术应用的迅速发展，数字化工厂

的交付模式已逐渐成为工程项目新的交付方式。对此，各工

程公司的传统设计与管理模式也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

搭建工程设计集成平台及实现工程数据的高效管理与整合，

实现工厂集成化与智能化设计，增强工程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已成为各工程公司都必须解决的难题。

1. SmartPlant Foundation概况介绍 

海克斯康信息集成解决方案SmartPlant Foundation是

SmartPlant Enterprise解决方案的信息集成平台，为用户

提供企业级的工厂信息管理解决方案。该系统是专门为满足

工程承包商、工厂业主/运营商的需求而设计的系统，能够

提高工程项目和工厂运营信息的有效性、完整性、准确性。

SmartPlant Foundation将各个工程阶段的数据集成在一

起，包括设计、采购、收购、运营和维护，实现真正意义的

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工厂信息管理，解决工厂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安全和环境问题。

2. 对象工程数据（TAG）整合管理的意义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工厂系统应该包含一套完整的文档

和数据管理系统，能够对文档和与文档本身相关的信息进行

管理；同时能够有序地管理各种数据。数据与数据间能够关

联，数据和相关的文档也能科学有机的关联结合在一起，从

而形成一个有序、关联和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

位号管理是SmartPlant Foundation解决方案的基础功能，

系统缺省定义了通用的工程位号的数据架构，在此基础上，

用户可以基于已有的架构或是根据需求进行重新定义，实现

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统一的位号类型、编码、属性，

同时对位号间关系、位号与其他工程数据（例如文档）之间

的关系进行高效管理（图1）。

图1 以位号（TAG）为核心的信息整合方案

3. 集成位号处理技术和方法

3.1 痛点描述

SmartPlant Foundation作为集成平台是非常灵活的，可以

与很多系统集成，可以通过其适配器接收来自其他系统发

布的数据，但当数据来源广泛时有时会存在Consolidated 

Data位号重复（图2）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集成设计关

联，也可以通过SmartPlant Foundation的Auto-Correlate

工作流进行。但对于最终仍有重复的位号无法通过工作流的

方式进行藕合则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此时从项目应用及管理

的角度来讲，即出现了冗余数据，通过对数据库的查询可以

摘 要：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选用海克斯康的SmartPlant Foundation作为数据管理平台，开展相关数字化交付工作。本文

主要介绍基于SmartPlant Foundation数据库采用C#语言开发进而开展工程数据处理的心得体会和技术总结，可为

项目的实施提供准确、有效的数据支撑，从而为项目数据集成交付的实现创造条件。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SmartPlant® Foundation 

关键字：SmartPlant Foundation ；数据管理；C#；位号

基于C#语言的SmartPlant® Foundation工程
项目数据集成开发浅析

  谢明明，镇权（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基于C#语言的SmartPlant® Foundation工程项目数据集成开发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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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该对象源于不同的软件（图3红框标记）发布，该数据

会影响数据的唯一性，而当批量出现时，此时通过手工整合

处理的方式则既费力且易出错。

 

图2 Consolidated Data位号重复示意

图3 Consolidated Data重复位号数据库查询

3.2 功能实现

本文介绍的方法可用于SmartPlant Foundation内位号唯一

性校验后处理。具体思路为：

给定要处理的对象类型（如设备或仪表等），访问

S m a r t P l a n t  Fo u n d at i o n数据库，将对应对象类型的

Consolidated Tag及其关联对象的Name及UID进行收集，在

C#程序中对每个TAG进行冗余判定，如果发现冗余对象，则

对该对象删除，同时将相关联对象重新关联到与其同名的非

冗余对象，在开发程序中将此两过程生成相应的XML配置文

件，后续利用SmartPlant Foundation加载工具将XML配置文

件导入SmartPlant Foundation即实现位号数据的信息整合。

总体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总体工作流程

3.3 关键点分析

（1）数据有效性判定

在数据库读取数据时要注意CDW对象可能存在Temination

的情况，故需要加上Terminationuser is Null 的这个条件，

否则可能会对Tomb数据进行处理关联，造成未知的错误。

分类进行数据提取及处理

如设备、仪表等不同Class，建议分开进行处理，这样可以

有效避免数据量过多而导致程序运行时间过长。

图5所示即为在SmartPlant Foundation数据库中读取仪表

对象相关数据的关键语句。

 

图5 在SmartPlant Foundation数据库中读取仪表对象相关

数据

（2）XML配置

SmartPlant Foundation的操作机制需要在XML配置文件中

给定具体的UID，而该对象在系统内应该是唯一的，因此建

议在C#程序中进行批处理时，对于Delete操作取被删除位

号（即冗余位号）的UID加Delete前缀组成相应UID（图6示

意），对于Correlate操作取被删除位号（即冗余位号）与

相关联对象之间的Reluid加Correlate前缀组成相应UID（图

7示意），这样即可以保证操作自身的唯一性。

 

图6 XML配置文件-Delete操作

 

图7 XML配置文件-Correlate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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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序扩展

本文介绍的程序还可以实现“别名”匹配，如Intergraph 

Smart P&ID端输入的位号为01-CW-001，而在Intergraph 

Smart 3D端输入的位号为01001/01-CW-001，即假定

Smart 3D中的位号规则中增加了工序一项，此时只需要在

匹配前选定工艺端的位号为“显示主类”，对Smart 3D端

输入的各类的位号进行辅助规则判断即可。

（4）注意事项

本文介绍的程序以CDW对象为核心进行了关系处理，在实际

项目中还需要考虑删除或重新关联位号所关联的域对象、文

档、工厂结构等关联关系，此时需要视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

数据库导出处理，具体操作与上述方法一致。

总结

使用本文介绍的工具可减少手工操作量并大大提高数据的集

成度，是对SmartPlant Foundation集成功能的有效补充。

如何不断加深对先进设计、管理软件底层数据各种关系的理

解，减少人工参与，提高设计准确性，将是我们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致力之方向。

关于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前身是创建于1958年的化

学工业部第四设计院，现为中央企业中国化学工

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五环公司是一家集技术研发、工

程科技、工程服务和实业运营为一体的国际工程

公司，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在氨及氨加

工、磷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

油气储运、新材料、工业环保等领域，是中国最

具实力的工程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

商的排头兵，累计完成3000多项大中型设计项目

和300多项EPC项目，其中境外项目200多项，共

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320多项。

在新的发展阶段，五环公司将秉承“创建精品工

程，成就客户事业”的企业使命通过持续的技术

进步和管理创新，为客户提供先进的工程解决方

案和一流的工程技术服务，与社会各界携手走向

美好未来!

基于C#语言的SmartPlant® Foundation工程项目数据集成开发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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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林德工程

网  址：www.linde-engineering.com

所属行业：工程设计、施工

所在国家：德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ESAR II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SmartPlant® Foundation

主要优势：

  管道应力模型建模时间缩短50%

  优化CAD布置与应力模型之间的一致性

  降低出错机率

  管道设计师能验证管道敷设路线和支架

林德工程隶属于林德集团，是全球工厂工程设计和施工领域的知名技术企

业。通过承接全球交钥匙工业厂房的规划、项目开发和施工，林德工程积

累了丰富的化工工程专业知识和技术。

确定目标

林德工程是世界一流的工厂承包商，拥有1000多项化工工程设计专利，

完成过4000多个工厂项目。

过去，工程师分别将相似的数据输入各自的电脑。最近，林德工程加大力

度提升数据输入和数据处理的自动化水平，以期提高准确性，减少返工

量，提升工作流程效率。

管道设计、管道应力分析和结构设计对工厂的布置和造价影响很大。为了

创建CAD管道模型，进行计算机管道应力分析，必须处理大量的数据。林

德工程认为改进数据处理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与海克斯康合作创建综

合数据接口，支持海克斯康设计软件Intergraph Smart 3D与管道应力分

析软件CAESAR II之间的双向交互。

克服挑战

林德工程决定先解决Smart 3D与CAESAR II之间的接口问题。在林德工程

的原有工作流程中，管道设计组和应力分析组共同创建和确认管道布置与

管道支架概念，向结构组提供管道载荷。但是，小组之间的数据传输并不

流畅。管道应力组需要将ISO图的管道数据重新输入CAESAR II进行建模。

另一方面，管道设计组和结构组拿到的是纸质管道应力分析结果，必须通

过手动在各自的相关应用程序中基于分析结果完成设计调整，时间长，效

Intergraph Smart® 3D与CAESAR II双向接口
帮助林德工程提高准确性，加强质量控制
工程师节约了大量管道应力模型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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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实时性差。

相关解决方案将基于一个Piping Component File（PCF）文件的接口。PCF接口采用ASCII文本格式，包含

Smart 3D模型的管道数据，包括管道尺寸、组件类型、压力、温度、厚度等。在Smart 3D中基于管道布置

创建的PCF支持将管道数据无缝插入CAESAR II。为了提高接口效率，必须在开始分析前将所有需要的数据

输入Smart 3D。CAESAR II的PCF导入功能，能基于企业数据和项目数据定制相关映射文件，能映射单位和

材料，约束型式和支管元件类型，因此，CAESAR II管道数据文件可直接用于分析。

实现成果

新的接口支持相关专业之间的无缝数据传输，减少了数据的重复输入，提升了效率。从Smart 3D到

CAESAR II的PCF接口能提供大部分管道组件和工艺设计数据，转换企业数据，像经验丰富的应力工程师一

样在CAESAR II中创建管道模型，大幅节约应力模型的建模时间。

林德工程的管道应力经理Andreas Emrich说：“在第一批使用PCF接口的项目中，工程师的管道应力模型

建模时间最多可减少50%，CAD布置与应力模型之间的准确性大幅提升，不一致错误明显减少，生产力显

著提高。”

从Smart 3D到CAESAR II之间的接口准备就绪以后，工程师着手开发从CAESAR II到Smart 3D的接口，以

无缝传输应力分析结果，同时向所有Smart 3D用户提供应力报告数据，形成清晰的修订流程。只需要几步

操作就能通过CAESAR II创建访问结果数据库（MDB文件）。相关功能包括开放数据导出向导、设置修订

号、导出管道布置数据、选择载荷工况和约束汇总输出，包括支架载荷和支架名称。获取所有管道应力数

据以后，Intergraph Smart Review Publisher将MDB数据转换为Smart Review文件。Smart Review文件可

以与管道模型合并，生成三维模型的.svf文件。管道应力分析结果在三维模型中清晰可见，有助于管道设计

师和土木工程师开展管道布置的检查、审查和验证工作。Smart Review文件系统能向其他应用程序和专业

提供数据。

双向的接口产生了多重效益，包括所有用户都可以同时使用数据，更清晰地了解整个过程，增加获取报告

数据的几率，简化应力分析结果，提高管道设计师和土木/结构工程师的绩效和准确性。

展望未来

林德工程的近期计划是增加PCF的属性来进行应力分析，开展进一步工作扩展数据传输，在Smart 3D中标

记和跟踪应力分析的调整，提供自动管道支架、布置检查和支架载荷数据，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最

大程度地节约时间，使林德工程所有实体的相关小组能够更灵活地合作，顺利解决日后在工厂设计中遇到

的各种挑战。

Intergraph Smart® 3D与CAESAR II双向接口帮助林德工程提高准确性，加强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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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盛是一家集化学中间体、添加剂、特种化学品和塑料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跨国企业。朗盛产品能保护人类、

动物和植物的健康，增加材料的耐用性和安全性，利用轻型

结构和现代移动性实现重要功能。

解决信息过载问题

朗盛拥有大量持续增加的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对朗盛的全

球业务和资产密集型的化工行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数

据不能在需要时随时随地获取，导致朗盛无法利用资产管理

推动创新，实现公司“让世界更安全”的企业目标以及在企

业运营中持续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

为了全面优化资产管理流程，利用好关键数据，朗盛认识到

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管理系统，通过集中式解决方案进行数

据管理。朗盛还需要创新的跟踪工具，对所有租赁和自有运

输设备进行跟踪。朗盛还希望管理商业数据和技术数据，更

好地发现设备对业绩的潜在影响，帮助实现符合公司高管期

望的效果。

开启数字化转型

2019年，朗盛在EAM日内瓦峰会结束后不久开始实施数字

化转型。朗盛的主要决策者就HxGN EAM演示展开了一系列

讨论，最终认为HxGN EAM是最能满足公司需求的解决方

案。2020年12月，朗盛实施HxGN EAM解决方案上线并将

朗盛通过HxGN EAM助力数据驱动的资产创新、
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朗盛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公司，在33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公司名称：朗盛

网  址：www.lanxess.com 

所属行业：化工

总  部：德国科隆

员工人数：33个国家和地区，14,800名员工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HxGN EAM

  Infor OS

  Infor ION

  Infor Document Management

  Infor Birst®

业务挑战：

  人工处理妨碍工作流程

  难以符合复杂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规范

  车队可用性可视化有限难以了解设施的可用性

  数据访问和文档更新工作量大

业务成果：

  加强团队和工厂职能部门间的协作

  提高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合规性

  提高对车队可用性、维修、生命周期和运营成本的可视化

  实现文档的实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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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车队管理的内部跟踪平台。

这使得朗盛用一个系统监控整个生产过程，还能分析数据，

获得设施运营、交货的客户满意度、车间工作流程和操作优

化方面的必要信息。

朗盛持续将其ERP系统的所有运输数据与HxGN EAM集成，

以更好地监督其车队资产，消除数据孤岛，改进运输策略规

划。到2022年，公司的所有数据都能通过Infor OS云操作平

台进行使用并与ERP系统同步。

朗盛的车队项目经理Linda Schwarma表示：“所有同事都

能访问数据，共享每一项资产的相同信息。这项功能是我们

获得的最大的益处之一。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配置系统的能

力是我们做出决定的关键，我们有很多需要集成的特殊流

程。”

扩大全局创新

朗盛在德国工厂全面实施了HxGN EAM，目前正在将HxGN 

EAM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不同国家的所有工厂。由于每一家工

厂的情况不尽相同，每家工厂都需要有“提升和转变”的方

法。好在HxGN EAM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促进协作并找到

可轻松应用于所有工厂的新的增长机会。整个公司都受益于

更具预测性的模型，以避免故障，并规定不同类型的方法、

流程和自动化策略，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绩效和可靠性。

Schwarma说：“我们的目标是所有工厂的业务流程标准

化，让所有员工采用相同的工作方式，相互从对方的创新中

受益。”

朗盛从企业资产管理到资产绩效管理的演变改变了公司生产

类资产的管理方法，使朗盛通过HxGN EAM为客户、供应商

和合作伙伴带来更大的价值。

“HxGN EAM带来了改进。EAM系统使用方便，受

到大家的喜爱。我们可以采取更好的工作方式从而

提高工作效率。”

Linda Schwarma

朗盛仓库经理，罐式集装箱和功能项目负责人

“HxGN EAM通过各种配置选项和可变的扩展模块

实现定制化实施并满足我们的各项要求。”

Siegfried Wieferig

朗盛车队管理主管

在疫情中彻底改变运营方式

朗盛在新冠疫情期间部署了HxGN EAM，彻底改变了远程工

作方式，摆脱由旧版SQL数据库决定的工作流程。在HxGN 

EAM的辅助下，朗盛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适应了疫情造成的中

断，解决了运输和供应链问题。

Schwarma说：“疫情期间，快捷的EAM系统给了我们极大

的帮助。疫情时期确实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时期，但也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时期。现在，我们能更好地安排工作，并从中受

益。HxGN EAM带来了改变。大家都喜欢简单方便的EAM系

统。”朗盛利用HxGN EAM更好地了解其所有资产的状况和

可用性，更好地满足相关需求。

“EAM系统能快速做出响应，大量节约时间。”Schwarma

提到，“我们通过Infor OS云平台实时访问数据，更好地了

解整个供应链的计划情况。”

朗盛通过HxGN EAM助力数据驱动的资产创新、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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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效益

 · 帮助操作员了解设备运行情况，提高工作效率

 · 提高工厂的安全生产水平和盈利能力

 · 初期报警量减少70%

 · 提高异常情况的响应速度和准确性

DSM Fibre Intermediates（以下简称“DSM”）是Royal 

DSM的子公司，是国际大型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尼龙原料

己内酰胺。DSM在亚洲、欧洲和北美设有工厂，每年生产

近90万吨己内酰胺。DSM也是欧洲市场丙烯腈供应龙头企

业，世界排名第三。DSM还生产很多其他产品，包括硫酸

铵、环己酮、二氨基丁烷、吡咯烷和氰化钠等。

2015年初，Royal DSM宣布将DSM Fibre Intermediates作

为独立的公司分拆出去。分拆业务包括与知名投资顾问公司

CVC Capital Partners合作成立合资企业。CVC将拥有合资企

业的多数股权。

克服挑战

在复杂的运行过程中，设备操作员主要依靠报警系统发现异

常情况。性能不好的报警系统会给工厂的安全性和盈利能力

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可惜，操作员大多适应了现状，没有充

分认识到这种风险的程度。不过，DSM的情况有所不同。

己内酰胺工厂的报警系统未经优化，操作员不能有效地工

作，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异常情况，导致各种报警问题，包括

正常运营和工厂故障期间的报警泛滥、持续报警和各种误报

警等。最终，报警系统非但不能很好地管理各项工艺流程，

反而影响了操作员的工作绩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DSM

认识到了运营风险，希望找到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为了提高操作人员的绩效，提升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DSM优化控制部启动了报警系统改进项目。其目标是通过

实施一种集成了经过验证的最佳实践、先进的技术和适应企

业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来优化报警系统。

D S M 评估了多种现行解决方案，选择请海克斯康数

字智能指导这项综合报警管理计划，将海克斯康PA S 

PlantState Integrity作为首选软件技术。DSM选择海克

斯康的原因包括：

1. 丰富的经验：过去20多年，海克斯康配合几百家化工流

程行业的客户优化了报警系统。行业权威指南《报警管理手

册》收录了海克斯康的报警系统优化经验。

2 .  单一供应商：D S M的工厂使用了很多系统，包括

Emerson DeltaV。海克斯康支持异构供应商系统，有助于

客户采用全面解决方案。

3. 专业服务：海克斯康的售后服务广受好评。海克斯康的咨

询和部署方法设计良好，有利于发现改进报警管理的机会。

DSM通过优化报警提高工厂的安全水平和盈利能力
PAS PlantState Integrity™减少报警，帮助操作员了解设备运行
情况，提高工作效率



化工

41智慧心声

海克斯康还及时提供维护和支持服务，能长期为DSM提供

服务，满足DSM的报警管理需求。

海克斯康以成熟的PAS七步实施方法为基础，制定了清晰的

计划，帮助DSM实现目标，迅速与操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关

系。海克斯康团队发现了引起报警泛滥，给操作员造成压力

的不良因素和误报警。海克斯康先进行了初始报警分析、

文档编制和合理化调整，然后在两个月内部署了PlantState 

Integrity。DSM的报警数量减少了70%。不过，DSM希望

用PAS软件进一步改进报警系统。 

DSM的高级工艺工程师Udo Dehner说：“目前PlantState 

Integrity运行正常，能让我们非常高效地分析报警和事件状

态，效果非常好。操作人员和工厂管理人员一致肯定了解决

方案的效果，也期待解决方案创造更多效益。报警系统改进

也极大地改善了操作人员的工作条件。”

DSM通过优化报警提高工厂的安全水平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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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Techin Process Technologies Pvt Ltd

公司简介：
Techin Process Technologies Pvt Ltd （以

下简称“Techin”）主要提供化工厂的设

计和工程服务，客户遍布印度国内外。

所属行业：
精细化工、特种化工、石化、罐区、服

装、土木工程

所在国家：印度、中东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ESAR II

  BricsCAD®

主要目标：

   从其它CAD解决方案转换到CADWorx

时，学习曲线短，解决方案易学易用

   使用方便，良好的培训和支持

   价格合理

   不同的解决方案能轻松集成，提升效

率，确保设计的准确性，符合设计规范

确定目标

Techin是位于印度孟买的设计工程服务公司，为客户化工厂设计项目交付各

种成果。Techin中标了为印度一家化工厂设计一个蒸馏装置的改造项目。

Techin要求解决方案能够生成非常详细的设计，支持参与项目的土木工程

设计团队、管道设计团队和机械设计团队之间的协作。业主强调设计需要

考虑安全性，并希望避免施工错误，以免影响项目造价和交付时间。

项目目标是在9个月内完成蒸馏装置，包括蒸馏塔、冷却装置、换热器和

反应器。升级改造项目将帮助Techin的业主增加工厂的化学品产量。

克服挑战

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确保设计的安全标准，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

出于这种考虑，Techin希望找到一种软件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完成准确优

质的设计。由于工期紧，Techin希望解决方案支持等多种接口和工作协

同，以提高生产力，按时交付项目。易用性和费用也是影响Techin选择解

Techin公司采用CADWorx系列解决方案提高准
确性、简化操作

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设计的化工设备和结构平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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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的重要因素。Techin评估了多个不同的

解决方案，最后决定放弃CAD解决方案，改用

海克斯康的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已经熟悉其他CAD软件的人员能轻松过渡到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Techin的设计

师和工程师参加了定制的短期课程培训，以初

步了解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经过培

训，设计师和工程师发现他们能够快速使用替

换的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解决方案，几

天后便能用软件开展工作了。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易于使用、功能丰富、灵活性强，

有助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节约时间和资源。

实现成果

项目的第一步是概念设计，包括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BricsCAD深化初步三维设

计。Techin的业主强调设计必须最大程度地减

少施工错误，同时必须满足相关安全标准和行

业标准。

Techin在蒸馏装置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业主的

要求。Techin和业主定期开会，讨论流程和需

求，审查概念设计，获取反馈，完善细节。

Techin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创建设

备和管道的详细设计。业主向Techin的设计团

队提供了工艺设计和管道等级。设计细节包括

对最小管径为1英寸（2.54厘米）的管道进行建

模。三维设计还包括土建电线架及仪表的平面

设计。

项目的第二步是应力分析。将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的文件无缝传输至CAESAR II中进

行详细分析。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能生成高度详细的设计，学习曲线短，我们的团队能立即开展工作。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

的协助下，我们也满足了业主特别强调的效率和准确性要求。”

Johnson George

Techin Process Technologies Pvt Ltd 总监

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设计的化工工艺三维管道示例

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设计的跨专业三维模型示例

Techin公司采用CADWorx系列解决方案提高准确性、简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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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 II使Techin能够根据35种国际管道标准和设备指南

进行测试。Techin先进行了应力分析，根据需要更改了一部

分路径，然后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重新建模，

最后生成的管道设计满足安全和规范应力要求。

施工结束后，Techin根据场地标记将三维设计模型提升为竣

工状态，以供业主使用。蒸馏装置的设计如期完成，满足了

客户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要求。

“放弃其它C A D解决方案，改用海克斯康

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是一个明智的决

策。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实现的三大效益是获得

集成功能、提高生产力、简化操作。”

Johnson George

Techin Process Technologies Pvt Ltd总监

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设计的跨专业三维模型示例

展望未来

Techin选择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易于使用，能进

行详细准确的设计，以及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

CAESAR II的集成性。解决方案使Techin迅速、准确地为业

主完成了化工蒸馏装置的详细设计，同时减少了错误，确保

了安全合规性。

Techin利用解决方案形成正确的设计，减少了化工蒸馏装置

项目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的返工量，根据业主的要求以合理

的费用如期完成设计。

解决方案优化了项目的各个工作流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这是解决方案实现的最大效益。解决方案之间能相互集成，

具有灵活性，帮助Techin的团队和业主提高了流程的准确性

和生产力。在项目执行期间，只要Techin提出支持需求，海

克斯康的支持团队都会立即响应。

Techin将在以后的项目中继续使用简单易用的海克斯康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软件、CAESAR II软件和

BricsCAD软件，利用它们的强大功能以合理的费用交付项

目，确保成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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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效益

 · 打破现场出入限制，一次性交付项目

 · 提高自动化工程生产力

 · 提高安全、可靠的运营能力

 · 保护基本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Vynova是一家化工企业，在欧洲五个

国家设有生产基地，主要向各行各业的

制造企业提供氯碱化学品和PVC树脂。

其产品在大量工业品和消费品的生产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

克服挑战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全 球 新 冠 疫 情 ，

Vynova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是确保持续

不间断地开展核心业务，包括按计划升

级关键系统，保障安全、可靠地进行化

学品生产。

过去13年来，海克斯康PAS Automation 

Integrity工业控制系统配置管理功能一

直是比利时Vynova公司OT资产管理项

目的核心组件。Automation Integrity

帮助工厂的自动化工程师发现和解决配

置缺陷，避免事故，防止意外停机，对

保障工厂的生产力和安全性起到了重要

作用。

比利时Vynova计划升级Automation 

Integrity，以利用其最新的增强功能。

正常情况下，海克斯康的专业服务工程

师会到现场执行升级操作。但是，为了

保护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健康，确

保能够继续运营，比利时Vynova突然实

施了现场出入限制，取消了与客户和供

应商的全部当面会议，禁止进入现场。

解决方案

海 克 斯 康 努 力 按 照 约 定 按 时 完 成

Automation Integrity的升级。事实

上，海克斯康有着丰富的远程服务经

验。多年来，海克斯康曾因地理位置、

旅行限制、人身安全等原因无法进入设

施现场而为北美、欧洲、中东、亚太和

南美70多个国家/地区的各种客户提供

远程交付服务。

在得知不能进入现场以后，负责升级的

PAS专业服务工程师立即联系了Vynova

的高级自动化经理，提出把现场交付改

成远程交付，继续完成升级。

PAS的专业服务团队与Vynova的自动化

工程师们经验都很丰富，强强联手确

保远程升级方案满足Vynova公司及现

场的信息技术和OT网络安全政策和要

求。工作内容包括：

 · 获得Vynova的书面远程访问同意

 ·  密切配合Vynova的信息技术团队和

OT安全团队确保正确地控制网络访

比利时Vynova的工程生产力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不降反增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PAS Remote Services（远程服务）打破现场
出入限制，确保安全地按时交付项目

问和凭证

 · 客户发起的安全文件传输  

 ·  使用认可的协作工具进行实时协作

和监督

 · 会议录制，以记录执行的工作

最后，海克斯康按约定的范围按时完

成了Automation Integrity的升级。

Vynova的自动化工程师对远程升级过

程和Automation Integrity的新增强功

能都很满意。升级提高了生产力，让工

程师们能够在不确定时期保障生产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负责项目的高级自动化

经理称赞道，海克斯康能力超群，远程

服务和现场服务一样出色。

比利时Vynova的工程生产力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不降反增





石油和天然气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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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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载作用下小口径设备管嘴法兰校核方法的探讨

1. 引言

螺栓法兰连接是在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中广泛应用的连接

形式[1]，由于其拆卸方便、结构简单在现代石化行业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2-4]。螺栓法兰连接按其所对应的专业可以划

分为设备用法兰（容器法兰）、管道用法兰及设备与管道相

接的管嘴法兰。设备和配管两个专业在各自的法兰设计及选

用上根据本专业的需求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设计习惯及

其所对应的国内外的标准体系，并在工程实践上得到了很

好的验证。在两专业相接的管嘴法兰处，由于设计习惯的

不同常常会产生很多交叉的问题。以国内某项目DN80的设

备管嘴法兰为例，该设备管嘴所接管道是催化剂返回线，

设备的设计温度424度，设计压力0.8MPa，设备筒体材质

为14CrMoR，接管材料为P11，管嘴法兰选用的是300LB、

RF面标准法兰。因为催化剂对管道的磨损较大，为延长管

道使用寿命，工艺专业要求管道尽量减少弯头的使用，并

将管道壁厚由Sch80升至Sch160。经计算管嘴法兰所承

受的外载分别是：径向弯矩M_L=3801N.m，环向力矩M_

c=1040N.m，扭矩M_T=1214N.m，该受力提交至设备专业

确认时发现，管嘴根部可以通过提高设备筒体壁厚或加大接

管壁厚来通过局部应力的校核，但是管嘴法兰无法通过当量

压力法的校核，需要将管嘴磅值由300LB提升至1500LB，

这结果显然是有些不合理，如果通过增加管道柔性的方式来

通过管嘴法兰校核则需要增加4至5个弯头及一定的直管段，

这就相当于增加4、5个磨损点来防止管嘴法兰泄露，这么做

显然也不够合理。在尝试使用其他校核方法解决该问题时得

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哪种方法能够解决该问题的同时还能

够得到两个专业的认可，已成为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2. 法兰的分类

2.1 设备用法兰

对于设备用法兰（容器法兰），主要是指除设备管嘴法兰

外的设备法兰。其设计准则主要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

ASME为代表的美洲法兰体系；另一类是欧盟法兰设计标准

EN1591[5]。前者的设计特征是基于法兰强度的计算，设计思

路是首先通过垫片系数m和y确定最小垫片力，确定预紧和操

作工况下法兰的螺栓荷载，最后进行法兰弹性强度校核[6]；

后者是基于法兰密封紧密度的设计方法，验证安装工况和后

续工况下法兰、螺栓和垫片的紧密度和强度计算。

对于设备用法兰，具体工程应用情况是：非标法兰占一定的

比例、法兰直径较大、在设计过程中主要以承压的强度设计

为主、基本不考虑外载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手孔、人

孔法兰及换热器管壳程连接处法兰，对于手孔、人孔法兰基

本不存在外载的作用，对于换热器管壳程连接处法兰即便有

外载作用在换热器管嘴上，相对于管壳程连接法兰的口径及

换热器的支撑方式，其外载影响效果折算至连接法兰处基本

可忽略，基于以上原因，设备用法兰在设计习惯上是暂不考

虑外载作用的情况。

摘 要：法兰按其在工程上所对应的专业可划分为设备用法兰、管道用法兰及设备与管道相接的管嘴法兰。简要说明这三类

法兰的设计特点，并介绍了设备和配管两专业在法兰校核上所侧重的方法。通过代表性的工程实例，得出外载作用下的管嘴

法兰采用各专业所侧重的不同校核方法产生的不同结果，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当量压力法，NC3658.3及EN1591法兰校核

方法的计算原理、各自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计算结果的对比、分析，为外载作用下小口径管嘴法兰校核方法的选择

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法兰校核；当量压力法；EN1591；NC3658.3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CAESAR II

  张军文（中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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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道用法兰

对于管道用法兰，在此特指用于管道与管道、管道与阀门

之间的连接法兰，该类法兰设计选用主要以标准法兰为

主。因为非标法兰使用较少，法兰的强度校核在管道法兰

中较少被使用及讨论，同时管道用法兰因管道运行过程中

管道应力分布不均，带来了附加外力及力矩[7]，附加外力及

力矩是造成管道用法兰泄露的主要原因。ASME B31.3并没

有对法兰外载荷的处理提出明确的方法和公式[8]，国内石化

行业标准仅要求对剧烈循环工况和极度危害介质的管道进

行法兰校核[9-10]。对于外载作用下法兰的校核方法主要有当

量压力法，NC3658.3，ASME Ⅷ及EN1591。多年工程经验

的积累，使配管专业在法兰校核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1.对于当量压力法保守性的认识较深刻；

2.校核方法多样性化发展，上述几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在工程

上都被认可，即采用任一方法通过法兰校核，该法兰可被认

为是安全的。

2.3 设备管嘴法兰

对于设备管嘴法兰，在此特指压力容器上与管道相接的管嘴

法兰。该类法兰的设计归属于设备专业，因其与管道法兰相

接，主要以标准法兰为主，但是在设计过程中基于设备专业

对于法兰设计的习惯，主要是基于压力作用下的强度设计，

很少考虑外载作用情况，SH/T 3074对于外载作用下的法兰

校核方法仅给出了当量压力法。对于小口径的管嘴法兰，在

使用当量压力法校核时存在大量的问题[11]。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目前主要的法兰校核方法有当量压

力法、NC3658.3、ASME Ⅷ和EN1591这四种方法。当有外

载情况存在时，设备专业常用的是第1、3两种方法来校核，

配管专业则常用的是第1、2种方法，对于EN1591，虽然都

有提及且被认可，但是因其计算的复杂性，在工程实践中较

少被使用。

3. 外载作用下法兰校核方法的介绍

3.1 当量压力法

此法出自Kellogg工程公司，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1)

式中：F——轴向力；M——弯矩；G——垫片载荷作用的直

径；P——介质压力；Pe——计算出的当量压力。

该方法被大量工程应用且证明有足够的安全性，同时也被大

量文章指出具有保守性[7,12-13]，其保守性主要有两点原因：

1）法兰接头是由法兰、螺栓、垫片组成的一个密封系统，

法兰的外弯矩是同时作用于螺栓和垫片的，作用于垫片环面

的弯矩只是法兰接头系统所受外弯矩荷载的一部分；2）当

量压力法在推导过程中把垫片的非均匀荷载转化为大小均匀

的作用在垫片上的拉应力[7]，而外力矩在当量压力折算中占

比较重，尤其是对于小口径法兰。

使用当量压力法校核上例法兰时，校核结果为许用值的

445%，需要将法兰磅值至少提升至1500LB才能在该方法下

通过法兰校核。

3.2 NC3658.3

NC3658.3的校核方法出自ASME BPVC Ⅷ Division 1 NC分

卷，适用于26寸以下的ASME法兰[12]，该方法在校核时将法

兰看做一个整体，并将其应力与法兰材料的屈服强度进行

比较[14]， 尽管[12-14]均在结论中指出该方法为更优的法兰校

核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该方法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法

兰、螺栓、垫片，密封的三元素，该方法仅考虑了前两者而

忽略垫片的影响，光从此点出发即可判断其存在一定的缺

陷性。使用NC3658.3校核上述法兰时校核结果为127.2%，

对于600LB法兰校核结果与300LB一致，使用900LB法兰时

校核结果为96.83%。虽然使用NC3658.3能将法兰磅值降至

900LB，但因其在设备专业中的认识度较低，且存在一定的

缺陷性，该方法的计算结果很难得到设备专业的认可。

3.3 EN1591

EN1591的校核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特点：1）计算方法上

较为先进，基本不存在理论缺陷性，充分考虑了法兰螺栓

垫片三者的相互影响，同时还考虑三者热膨胀变形的影响；

2）可以计算多种工况并至少需计算初始装配、压力试验及

正常运行三种工况[15-17]；3）该方法是基于法兰密封紧密度

的设计方法，既能保证泄漏率达到规定要求，又能保证法兰

的结构完整性需求，该方法使用的垫片参数由试验确定，从

而保证了设计结构的可靠性[6]。使用EN1591校核上述法兰

时校核结果为41%，300LB法兰已能满足设计要求。

4. 外载作用下三种法兰校核方法的结果对比

上述三种方法得出完全不同的三种结果，差别还比较大，

为了能够更好的反应问题，本文应用管道应力分析软件

 

 

是基于压力作用下的强度设计，很少考虑外载作用情况，SH/T 3074 对于外载作用下的法兰校核方法仅给

出了当量压力法。对于小口径的管嘴法兰，在使用当量压力法校核时存在大量的问题[11]。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目前主要的法兰校核方法有当量压力法、NC3658.3、ASME Ⅷ和 EN1591 这四

种方法。当有外载情况存在时，设备专业常用的是第 1、3 两种方法来校核，配管专业则常用的是第 1、2

种方法，对于 EN1591，虽然都有提及且被认可，但是因其计算的复杂性，在工程实践中较少被使用。 

3 外载作用下法兰校核方法的介绍 
3.1 当量压力法 

此法出自 Kellogg 工程公司，其计算公式如式 1所示。 

𝑃𝑃0 = 𝑃𝑃 + 23
456

+ 789
45:

                     (1) 

式中：𝐹𝐹——轴向力；𝑀𝑀——弯矩；𝐺𝐺——垫片载荷作用的直径；𝑃𝑃——介质压力；𝑃𝑃0——计算出的当

量压力。 

该方法被大量工程应用且证明有足够的安全性，同时也被大量文章指出具有保守性[7,12-13]，其保

守性主要有两点原因：1）法兰接头是由法兰、螺栓、垫片组成的一个密封系统，法兰的外弯矩是同时作

用于螺栓和垫片的，作用于垫片环面的弯矩只是法兰接头系统所受外弯矩荷载的一部分；2）当量压力法

在推导过程中把垫片的非均匀荷载转化为大小均匀的作用在垫片上的拉应力[7]，而外力矩在当量压力折

算中占比较重，尤其是对于小口径法兰。 

使用当量压力法校核上例法兰时，校核结果为许用值的 445%，需要将法兰磅值至少提升至 1500LB 才

能在该方法下通过法兰校核。 

3.2 NC3658.3 
NC3658.3 的校核方法出自 ASME BPVC Ⅷ Division 1 NC 分卷，适用于 26 寸以下的 ASME 法兰[12]，

该方法在校核时将法兰看做一个整体，并将其应力与法兰材料的屈服强度进行比较[14]， 尽管[12-14]均

在结论中指出该方法为更优的法兰校核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该方法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法兰、螺栓、

垫片，密封的三元素，该方法仅考虑了前两者而忽略垫片的影响，光从此点出发即可判断其存在一定的缺

陷性。使用 NC3658.3 校核上述法兰时校核结果为 127.2%，对于 600LB 法兰校核结果与 300LB 一致，使用

900LB 法兰时校核结果为 96.83%。虽然使用 NC3658.3 能将法兰磅值降至 900LB，但因其在设备专业中的认

识度较低，且存在一定的缺陷性，该方法的计算结果很难得到设备专业的认可。 

3.3 EN1591 
EN1591 的校核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特点：1）计算方法上较为先进，基本不存在理论缺陷性，充分考

虑了法兰螺栓垫片三者的相互影响，同时还考虑三者热膨胀变形的影响；2）可以计算多种工况并至少需

计算初始装配、压力试验及正常运行三种工况[15-17]；3）该方法是基于法兰密封紧密度的设计方法，既

能保证泄漏率达到规定要求，又能保证法兰的结构完整性需求，该方法使用的垫片参数由试验确定，从而

保证了设计结构的可靠性[6]。使用 EN1591 校核上述法兰时校核结果为 41%，300LB 法兰已能满足设计要

求。 

4 外载作用下三种法兰校核方法的结果对比 
上述三种方法得出完全不同的三种结果，差别还比较大，为了能够更好的反应问题，本文应用管道应

力分析软件 CAESAR II 2019 分别采用当量压力法、NC3638.3 及 EN1591 三种方法针对小口径（主要指口径

在 DN200 及以下，后续本文仅讨论该部分法兰）低磅值（900LB 及以下）的管口法兰进行校核。为简化计

算，设备管嘴定为封头顶部的管嘴法兰，外载仅考虑对法兰校核结果产生影响的轴向力、扭矩及两个方向

相等的径向弯矩，作用在管口法兰的外载按式（2-4）取值，该式与 SH/T 3074 相一致，为了更好的暴露问

题，𝑏𝑏值的取值如表 1所示有一定增大。法兰材料为 A182 F11，螺栓材料 25Cr2MoVA，150LB 至 600LB 垫片

是带定位环的缠绕垫，900LB 法兰垫片为金属垫，金属材质为 5Cr-1/2Mo。计算温度取为 300℃，计算压力

按计算温度下法兰温压曲线对于压力的 50%取值。使用 EN1591 方法时，最大垫片工作应力等关键参数取自

EN1591-2，泄漏率按较高值取值，校核准则按式（5）取值，当𝜑𝜑?@A < 1时做相应的折算(公式中各符号的

定义及取值详见 EN1591-1)，后续所列的结果均为折算后值。 

𝐹𝐹C = 2000𝑏𝑏𝑏𝑏              (2) 
𝑀𝑀" = 130𝑏𝑏𝑏𝑏E             (3) 

𝑀𝑀- = 150𝑏𝑏𝑏𝑏E             (4) 

𝜑𝜑?@A =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I1; 0.6 + 1
L[5.25 + (𝑥𝑥 − 1)E]S T      （5） 

外载作用下小口径设备管嘴法兰校核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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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 II 2019分别采用当量压力法、NC3638.3及EN1591

三种方法针对小口径（主要指口径在DN200及以下，后续

本文仅讨论该部分法兰）低磅值（900LB及以下）的管口法

兰进行校核。为简化计算，设备管嘴定为封头顶部的管嘴法

兰，外载仅考虑对法兰校核结果产生影响的轴向力、扭矩

及两个方向相等的径向弯矩，作用在管口法兰的外载按式

（2-4）取值，该式与SH/T 3074相一致，为了更好的暴露

问题，b值的取值如表1所示有一定增大。法兰材料为A182 

F11，螺栓材料25Cr2MoVA，150LB至600LB垫片是带定位

环的缠绕垫，900LB法兰垫片为金属垫，金属材质为5Cr-

1/2Mo。计算温度取为300℃，计算压力按计算温度下法兰

温压曲线对于压力的50%取值。使用EN1591方法时，最大

垫片工作应力等关键参数取自EN1591-2，泄漏率按较高值

取值，校核准则按式（5）取值，当φ_max<1时做相应的折

算（公式中各符号的定义及取值详见EN1591-1），后续所

列的结果均为折算后值。

 (2)

 (3)

 (4)

 (5)

式中：FA——轴向力；M L——径向弯矩；M T——扭矩；

D——接管的公称直径。

表1 “b”值的取值

法兰等级 “b”值

150LB 0.6

300LB 0.7

600LB 0.8

900LB 1.8

图1—11为计算结果。从图1外载作用下当量压力法的校核

结果中可以看到，用该方法校核时，其结果呈现出以下几个

特点：1）对于小口径的法兰，校核结果都是不通过；2）对

于150LB的法兰超标较为严重，最低的也超了300%；3）当

法兰口径升高时，超标值呈下降趋势，并逐渐回归至一个相

对来说比较合理的结果。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小

口径法兰，垫片载荷作用的直径过小，外载尤其是力矩通过

该值转换的当量压力过大，从而造成校核结果的失真，这也

是为什么在很多项目中一般不会用当量压力法来校核小口径

法兰。

 

图1 外载作用下当量压力法的校核结果

从图2外载作用下NC3658.3方法的校核结果中可以看出，用

该方法校核法兰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除了DN200、

150LB的法兰外，其余校核结果都是通过，校核结果较为理

想；2）当法兰口径升高时，各校核方法超标值呈波动式变

化。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该校核方法仅考虑外载对于

螺栓及法兰的影响，小口径法兰螺栓面积较大，可承受相对

这一口径法兰所对应的较大外载，同时螺栓的面积不是一个

线性的增长，有些同样磅值不同口径的法兰对应同一规格和

数量的螺栓，如300LB的DN65、DN80和DN100的法兰对

应的都是8组M20的螺栓，有些不同磅值同样口径的法兰对

应同一规格和数量的螺栓，如DN65和DN80口径下，300LB

和600LB法兰对应的都是8组M20的螺栓，这就造成同样磅

值不同口径的法兰或者是同一口径不同磅值的法兰能够承受

相同或较为接近的外载，这一结果明显不合理。在校核过程

中还发现，校核结果与外载中的力矩成线性关系，内压的变

化对于校核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NC3658.3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性，该方法因其对于小口径

法兰校核结果较为理想而被广泛使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应

注意内压占比的影响。

 

图2 外载作用下NC3658.3方法的校核结果

从图3外载作用下EN1591方法的校核结果中可以看到，用

该方法校核法兰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校核结果全

 

 

是基于压力作用下的强度设计，很少考虑外载作用情况，SH/T 3074 对于外载作用下的法兰校核方法仅给

出了当量压力法。对于小口径的管嘴法兰，在使用当量压力法校核时存在大量的问题[11]。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目前主要的法兰校核方法有当量压力法、NC3658.3、ASME Ⅷ和 EN1591 这四

种方法。当有外载情况存在时，设备专业常用的是第 1、3 两种方法来校核，配管专业则常用的是第 1、2

种方法，对于 EN1591，虽然都有提及且被认可，但是因其计算的复杂性，在工程实践中较少被使用。 

3 外载作用下法兰校核方法的介绍 
3.1 当量压力法 

此法出自 Kellogg 工程公司，其计算公式如式 1所示。 

𝑃𝑃0 = 𝑃𝑃 + 23
456

+ 789
45:

                     (1) 

式中：𝐹𝐹——轴向力；𝑀𝑀——弯矩；𝐺𝐺——垫片载荷作用的直径；𝑃𝑃——介质压力；𝑃𝑃0——计算出的当

量压力。 

该方法被大量工程应用且证明有足够的安全性，同时也被大量文章指出具有保守性[7,12-13]，其保

守性主要有两点原因：1）法兰接头是由法兰、螺栓、垫片组成的一个密封系统，法兰的外弯矩是同时作

用于螺栓和垫片的，作用于垫片环面的弯矩只是法兰接头系统所受外弯矩荷载的一部分；2）当量压力法

在推导过程中把垫片的非均匀荷载转化为大小均匀的作用在垫片上的拉应力[7]，而外力矩在当量压力折

算中占比较重，尤其是对于小口径法兰。 

使用当量压力法校核上例法兰时，校核结果为许用值的 445%，需要将法兰磅值至少提升至 1500LB 才

能在该方法下通过法兰校核。 

3.2 NC3658.3 
NC3658.3 的校核方法出自 ASME BPVC Ⅷ Division 1 NC 分卷，适用于 26 寸以下的 ASME 法兰[12]，

该方法在校核时将法兰看做一个整体，并将其应力与法兰材料的屈服强度进行比较[14]， 尽管[12-14]均

在结论中指出该方法为更优的法兰校核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该方法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法兰、螺栓、

垫片，密封的三元素，该方法仅考虑了前两者而忽略垫片的影响，光从此点出发即可判断其存在一定的缺

陷性。使用 NC3658.3 校核上述法兰时校核结果为 127.2%，对于 600LB 法兰校核结果与 300LB 一致，使用

900LB 法兰时校核结果为 96.83%。虽然使用 NC3658.3 能将法兰磅值降至 900LB，但因其在设备专业中的认

识度较低，且存在一定的缺陷性，该方法的计算结果很难得到设备专业的认可。 

3.3 EN1591 
EN1591 的校核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特点：1）计算方法上较为先进，基本不存在理论缺陷性，充分考

虑了法兰螺栓垫片三者的相互影响，同时还考虑三者热膨胀变形的影响；2）可以计算多种工况并至少需

计算初始装配、压力试验及正常运行三种工况[15-17]；3）该方法是基于法兰密封紧密度的设计方法，既

能保证泄漏率达到规定要求，又能保证法兰的结构完整性需求，该方法使用的垫片参数由试验确定，从而

保证了设计结构的可靠性[6]。使用 EN1591 校核上述法兰时校核结果为 41%，300LB 法兰已能满足设计要

求。 

4 外载作用下三种法兰校核方法的结果对比 
上述三种方法得出完全不同的三种结果，差别还比较大，为了能够更好的反应问题，本文应用管道应

力分析软件 CAESAR II 2019 分别采用当量压力法、NC3638.3 及 EN1591 三种方法针对小口径（主要指口径

在 DN200 及以下，后续本文仅讨论该部分法兰）低磅值（900LB 及以下）的管口法兰进行校核。为简化计

算，设备管嘴定为封头顶部的管嘴法兰，外载仅考虑对法兰校核结果产生影响的轴向力、扭矩及两个方向

相等的径向弯矩，作用在管口法兰的外载按式（2-4）取值，该式与 SH/T 3074 相一致，为了更好的暴露问

题，𝑏𝑏值的取值如表 1所示有一定增大。法兰材料为 A182 F11，螺栓材料 25Cr2MoVA，150LB 至 600LB 垫片

是带定位环的缠绕垫，900LB 法兰垫片为金属垫，金属材质为 5Cr-1/2Mo。计算温度取为 300℃，计算压力

按计算温度下法兰温压曲线对于压力的 50%取值。使用 EN1591 方法时，最大垫片工作应力等关键参数取自

EN1591-2，泄漏率按较高值取值，校核准则按式（5）取值，当𝜑𝜑?@A < 1时做相应的折算(公式中各符号的

定义及取值详见 EN1591-1)，后续所列的结果均为折算后值。 

𝐹𝐹C = 2000𝑏𝑏𝑏𝑏              (2) 
𝑀𝑀" = 130𝑏𝑏𝑏𝑏E             (3) 

𝑀𝑀- = 150𝑏𝑏𝑏𝑏E             (4) 

𝜑𝜑?@A =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I1; 0.6 + 1
L[5.25 + (𝑥𝑥 − 1)E]S 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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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通过，除DN200,150LB法兰达到60%外，其余结果均在

45%以下；2）校核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可言。产生这

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该校核方法考虑因素较多，基本上对于

法兰校核结果产生的因素都涵盖了，因此无法呈现出一个明

显的趋势。

 

图3 外载作用下EN1591方法的校核结果

图4-7是不同磅值下三种方法校核结果的对比，从图中可以

看出，对于小口径法兰，EN1591的校核结果最小，其次是

NC3658.3，最后是当量压力法；EN1591的校核结果至少要

比NC3658.3低至少30%以上，说明即便是将外载值增至一

个较大值，使用EN1591的方法校核时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

结果。

 

图4 三种校核方法针对于150LB法兰的校核结果对比

 

图5 三种校核方法针对于300LB法兰的校核结果对比

 

图6 三种校核方法针对于600LB法兰的校核结果对比

 

图7 三种校核方法针对于900LB法兰的校核结果对比

图8-11给出了介质压力变化或外载条件变化时使用EN1591

校核方法的校核结果对比。从该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外载

增加一倍（其余条件不变）还是压力提高50%（其余条件不

变），校核结果较之之前的结果增幅都不大，不超过10%。

从这一结果中可以得出：1）外载或外压的变化对于校核结

果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2）内压或外载变化的影

响对于不同的法兰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如900LB DN200的

法兰对于压力变化的影响更为敏感；3）对于小口径低磅值

的标准法兰，法兰本身留有较高的安全裕量，能够保证法兰

本身在满足内压条件的同时承受较大的外载。

 

图8 150LB法兰用EN1591方法校核外载提升前后结果对比

外载作用下小口径设备管嘴法兰校核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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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300LB法兰用EN1591方法校核外载提升前后结果对比

 

图10 600LB法兰用EN1591方法校核外载提升前后结果对比

 

图11 900LB法兰用EN1591方法校核外载提升前后结果对比

5. 结论

（1）对于小口径法兰，当量压力法中垫片压紧力作用中心

圆直径的取值过小，从而造成外载尤其是力矩通过该值转换

的当量压力过大，进而造成校核结果的严重失真，对于该范

围内的法兰不推荐使用该方法来校核。

（2）NC3658.3的校核方法仅考虑外载对于螺栓及法兰的影

响，对于小口径法兰，螺栓面积较大，可承受相对这一口径

法兰所对应的较大外载，但是螺栓的规格和数量受限于法兰

面尺寸的影响，不能呈现出一个线性的增加，这就造成同样

磅值不同口径的法兰或者是同一口径不同磅值的法兰只能承

受同样的外载，同时该校核方法的校核结果与外载中的力矩

成线性关系，对于内压的变化不产生任何影响。该方法存在

一定的理论缺陷性，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内压的影响。

（3）EN1591的方法校核结果比上述两种方法都低，外载

或内压的变化对于校核结果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对于小口径低磅值的法兰，法兰本身留有较高的安全裕量，

能够保证法兰本身在满足内压条件的同时承受较大的外载，

这一结论也与目前工程实践的结果相吻合（国内外项目中对

于小口径低磅值的法兰较少校核外载的影响，实践中也基本

没有出现法兰泄露的问题）。该方法在设备和配管两专业获

得的认可度较高，能够很好的解决管嘴法兰校核问题，但因

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而较少被使用，随着CAESAR II 2019版将

该方法的引入，该方法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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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Sinopec Engineering 

Incorporation，简称SEI）成立于1953年，是我国

首家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工程设计单位。SEI拥有

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工程监理甲

级等国家顶级资质证书，能够提供以能源化工工程

设计为主体，能够提供从工程研发、技术许可、工

程咨询、工程设计、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管理到工

程总承包的一站式服务业务，业务覆盖石油炼制、

石油化工、煤制油与煤化工、天然气净化液化与储

运、生物能源等领域。公司现有职工2100余人，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3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6

名，行业设计大师10名，正高级职称近150人，高

级职称1400余人。

SEI始终秉承“用精品工程为人类绘制石化宏伟蓝

图”的使命，先后完成了2800多套石油炼制与石

油化工装置的设计建设，创造了辉煌的工程业绩。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76项，其中特等奖3项、

一等奖10项，国家级优秀设计奖50项、优质工程

奖14项、优秀工程总承包奖19项，两次荣获在国

际工程咨询界享有盛誉的“菲迪克”奖。

SEI在全国勘察设计企业、工程总承包企业百强排

名中多次排名第一，在国际权威的《工程新闻记

录》（ENR）和《建筑时报》联合推出的“中国

工程设计企业60强”排名中，SEI连续六年蝉联

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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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ergraph Smart 3D接口

按照GBT 51296-2018《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

国内各石油化工设计院都要求自己的管道、总图、建筑、结

构、设备、电气专业做本专业的三维模型。因为中国已经开

始全面的数字化设计，所有专业的施工图审查都要求使用本

专业内三维设计类软件。比如总图的飞时达，建筑的天正建

筑，结构的PKPM、YJK，设备的SOLIDWORKS，电气的天

正电气等。

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本身有Civil、Equipment、

Structure模块，主要做常规的土建、设备、钢框架等三维

模型。单论建模的话，Smart 3D软件肯定没有各专业设计

软件丰富和专业，很多人是不愿意再多学一种软件的。所

以Smart 3D软件设置了数种接口支持工厂对象的导入与导

出，通过采用合适的接口、合适的操作，可以有效的提高模

型设计效率。

1.1 PBS（Plant Breakdown Structure，工厂分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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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项目管理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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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配置信息。对象名称的导入导出，可以实现对象的批

量命名。

1.3 建构筑物结构（Structure）

Smart 3D和Tekla之间的结构模型导入导出接口（.stp）是

免费提供的；Smart 3D和PKPM的结构模型导入导出接口，

需要购买海克斯康数字智能开发的接口，将PKPM的JWS

文件转成igt文件。有些专业软件可以生成.stp文件，使用

Smart 3D和Tekla之间接口；有些专业软件可以和PKPM互

导，如PDB、ETABS、SAP2000、Staad Pro、YJK、MIDAS 

Gen、Revit、Abaqus、广厦、Perform3D、PXML、

Bentley等，先转换成igt文件，再导入Smart 3D。

这两种方式都需要人工制作不同软件构件截面和材质代码映

射表，导入的结构模型和使用Smart 3D创建的结构模型一

样，可以进行编辑、删除、属性查看、出报告等操作，可用

于数字化交付。

使用专业设计软件导出的IFC文件，通过Intergraph Smart 

InterOp Publisher转为ZVF格式，参考到Smart 3D中。这种

方式导入的模型一般达不到项目最终的数字化交付要求，只

能供三维配管设计使用。

1.4 设备（Equipment）

设备导入导出是Smart 3D新增的功能。可以通过Smart 3D 

ObjectSearch将项目中的设备信息进行输出，设备的数据保

存在EXCEL表格中，可以方便的修改设备参数，实现在一些

项目间复用。对Standard Equipment的导入效果较好。

1.5 外形参考文件（Shape）

Smart 3D的造型能力相比专业设计软件较弱。Smart 3D在设

备模块设置了Import Shape功能，可以导入sat、vue、dgn外

形参考文件。外形参考文件的导入文件大小有些限制，而且

是作为一个整体导入的，不能局部移动、隐藏\显示。

摘 要：中国石油石化工程建设已经进入数字化交付应用阶段。海克斯康系列软件产品已经成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主要

石油化工企业首选的数字化交付平台。石油化工设计院通过海克斯康软件产品二次开发、与专业软件公司合作开发接口，发

掘数据、模型、文档三要素的数字化产业价值，提高智能化工厂建设效益。本文介绍了国内石油化工设计院Intergraph Smart 

3D接口的应用情况，展望今后石油化工工厂数字化交付中结合新技术，提升数字化及智能化水平的前景。 

关键词：数字化交付；石油化工工程；接口二次开发

使用接口提高Intergraph Smart® 3D石化工程
数字化交付效益

  王炳元，张驰飞，贺菲（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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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软件开发

目前，国内石油化工设计院比较认可探索者软件开发的结构

数据接口TS3D。其他专业设计软件公司很少打通和Smart 

3D的数据接口，而且单一软件和Smart 3D接口的开发费用

很高，限制了海克斯康系列软件产品的推广。

昆仑工程大连分公司开发了一种广泛兼容性的接口软件

KLDL_JK，能在大多数专业设计软件三维模型零件表面生成1

微米厚的壳体，将三维壳体批量导入Smart 3D。因为绕过了

专业设计软件内部花样繁多的族、类等定义，使用接口导入

的三维壳体在Smart 3D中不是参数化的。三维壳体在Smart 

3D中可供碰撞检查、定位测量，可以移位、隐藏/显示、删

除、复制，但编辑尺寸需要从专业设计软件中重新导入。

飞时达总图设计

软件可以生成地

坪三维模型，导

入Smart 3D能够

解决目前设计项

目中普遍采用平

板模拟及效果粗

陋的问题。

天正建筑是建筑专业进行节能模型审查主要使用的软件，

门窗等模型库比Smart 3D丰富，外形与施工图一致，使用

KLDL_JK导入Smart 3D能省掉翻模工作，且数字化交付效

果好。

结构专业常用的PKPM、Staad Pro、YJK、MIDAS Gen等专

业软件，也无需购买专业软件接口，制作构件截面、材质

映射表，使用KLDL_JK一键即可将外形导入Smart 3D，完

成碰撞检查。数字化交付项目中，对构件属性信息有较高

要求时使用Tekla接口导入，对节点板没有明确要求时使用

KLDL_JK导入，减少了90%的节点板映射工作，且数字化

交付效益非常好。

Tekla接口导入梁柱，KLDL_JK导入节点板

电气专业习惯用二维方法设计电缆槽盒，一般采用天正电

气、浩辰、博超等电气二三维专业设计软件。电气工程师在

专业软件中出图算料，在专业软件中翻模后，使用KLDL_JK

导入Smart 3D，进行碰撞检查。

3. 数字化工厂运维接口

数字化工厂运维也逐渐成为未来的趋势。在一些数字化工厂

方案中，将为业主提供AR眼镜，实时读取各设备与管道的

运营参数作为终极目标。

在数字化设计的过程中生成的设计数据会被运营人员读取，

并与现场实时运营数据进行比对以确认运营情况。在5G移

动信号的加持下，工厂运营人员可通过移动终端、AR眼镜

与智能终端等连接到数字化工厂运维数据库。目前，国内互

联网公司均有成熟的工业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例如腾讯云

图、网易有数等。

4. 结束语

海克斯康为流程工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行业数字化解决方

案，为提高设计、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建设管理信息的数字

化水平，推动行业总体发展，进一步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印发的《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实现石油化工工

程从传统二维设计交付向三维数字化交付转变，提供了很好

的数字化交付平台。对Smart 3D接口的开发和应用，不仅

能提高设计院数字化交付和三维设计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创

造数字化产业价值，提升建设智能化工厂的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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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mart 3D与第三方结构设计软件的集成，Leon Geng.

道路路缘石模型化时协调曲率半径和变高

使用接口提高Intergraph Smart® 3D石化工程数字化交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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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Intergraph Samrt 3D已经在石油化工等设计行业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设计人员使用Samrt 3D进行工厂的设计，从

建模到生成报表和图纸等设计文件，其中包括管道轴测图。

当90%模审后，需要从管道轴测图上抽取管道材料，一方面

轴测图上的材料更准确，另一方面便于现场施工的材控。

Samrt 3D生成的管道轴测图可以保存成sha格式的文件，使

用SmartSketch软件提供的API接口进行二次开发，对管道

轴测图文件进行处理，生成轴测图索引、管道材料明细和综

合材料表。

同时，还可以生成轴测图错误报告，如缺少材料描述、缺少

材料编码、没有管线号、图号重复等方面的问题，便于设计

人员图纸查错更迅速精准。

另外，还可以给轴测图添加设校审人员签名、添加管道特性

参数、对轴测图文件进行换名等等。

2. 实现技术

2.1 编程语言

采用微软式界面的V B. N E T面向对象编程开发工具，对

SamrtSketch相关的API进行引用，使用面向对象、模块

化、结构化方法进行编程。

2.2 数据库

采用微软式界面的SQL Server数据库系统，创建项目数据

库，不同的项目创建不同的数据库。对生成报表的数据进行

分析，定义表结构。

文件信息表IsoFileX：由SID、文件名、Sheet名、管线号、

图号、页码等组成；

材料数据表IsoSrcXX：由SID、位置、内容等组成；

材料明细表IsoMatXX：由SID、编码、口径、数量、单位、

描述、类别、名称等组成；

材料类别表MatTypes：由类别、名称等组成。

此外，还有处理日志表IsoLogXX、签名设置表IsoSignX、管

道特性表LineList等。

2.3 API引用

SamrtSketch引用：SamrtSketch Object library。

其它引用：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8 library、

Microsoft Office 15.0 Object library、Microsoft Excel 15.0 

Object library等。

2.4 EXCEL报表模板

对不同的报表定义不同的模板，生成报表时直接填写数据

即可。

3. 处理过程

为每个区创建一个文件夹，将要处理的轴测图文件（sha）

拷贝到该文件夹中。具体处理过程如下图所示：

摘 要：采用VB.Net语言编程及SQL Server数据库，通过调用SamrtSketch提供的API接口对Intergraph Smart 3D生成的管

道轴测图（sha）进行处理，读取图签和材料表的数据，生成轴测图错误报告，以及轴测图索引表、管道材料明细表和综合

材料表。

关键词：Intergraph Samrt 3D；SamrtSketch；VB.Net；SQL Server；API；轴测图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SmartSketch

Intergraph Smart® 3D管道轴测图批量处理程序
的开发

  禹良标（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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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打开和读取文件

调用SmartSketch提供的接口打开（Open）轴测图文件，读取

Sheet对应层（Layer）的图签和材料文本（TextBoxes）信息。

Dim oAppl As SmartSketch.Application

Dim oDocm As SmartSketch.Document

Dim oSheet As SmartSketch.Sheet

Dim oText As SmartSketch.TextBox

oAppl=CreateObject("SmartSketch.Application")

oDocm=oAppl.Documents.Open(cDir+"\"+cArea+"\"+cFile,True)

oSheet=oDocm.Sheets(i)

oText=oSheet.TextBoxes(j)

Call oText.GetOrigin(x, y, z)

通过判断oText所在图层Layer及x,y的坐标读取图签和材料文

本的信息。

3.2 生成文件和材料信息

对读取的图签和材料文本信息进行处理，生成轴测图文件和

材料信息。

3.3 添加设校审签名

调用SmartSketch.Sheet的对象SmartFrames2d的方法

AddByOrigin添加一个SmartFrame2d对象，然后调用

SmartFrame2d对象的CreateLink方法添加签名的图形文件。

Dim oFrame As SmartSketch.SmartFrame2d

oFrame=oSheet.SmartFrames2d.AddByOrigin(StyleNam

e,x,y,Top,bottom,Left,right)

oFrame.CreateLink(ph+"\images\"+cName+".bmp")

3.4 添加管道特性数据

根据轴测图的管线号读取管道特性表中该管线的数据，通过

SmartSketch.TextBox对象的方法调用和属性设置在轴测图

的Background Sheet中添加管道特性数据。

Dim oText As SmartSketch.TextBox

oText=oSheet.TextBoxes.Add(x, y)

oText.Edit.SetSelect(0,0,igTextSelectAll)

oText.Edit.TextSize=0.0025

oText.Edit.Language=2052

oText.Edit.Font="宋体"

oText.TextBoxAlignment=igTextAlignCenter

oText.VerticalJustification=igVerticalTextCenter

oText.HorizontalJustification=igHorizontalTextCentert

oText.Text=cText

oText.BringToFront

3.5  报表生成

通过检查文件信息表、材料明细表、处理日志表等内容生成

错误报告；

根据文件信息表的内容生成轴测图索引表；

根据材料类别设置，从文件信息表、材料明细表生成轴测图

的材料明细表和综合材料表。

4. 结语

通过SamrtSketch提供的对象和接口二次开发，实现了对

Smart 3D轴测图的批量处理，减轻了设计人员的负荷，调

高了设计效率，保证了项目进度。

随着对Smart 3D、SamrtSketch等软件的深入研究和进一

步开发，将解决设计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可以与设计

管理系统进行密切的嵌入开发，实现工程公司的设计协同和

过程管理，减少错误，提高设计质量。

参考文献：

[1] Intergraph SmartSketch Programming Help.

[2] [美]Paul Kimmel，Visual Basic .NET技术内幕，电子工

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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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化交付在“中国制造2025”这一智能时代的

国家战略背景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两化”深度融

合，积极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是我国传统

石化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1]。到2025年，

70%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将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全

国建成5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在

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化工设计项目要求数字化交付，并

为智能工厂提供数据基础。数字化的设计过程正在取代传

统的设计过程。

数字化交付项目设计具有以下特点：（1）采用智能工厂设

计软件对工程建设阶段产生的静态信息进行数字化创建；

（2）面向（工厂）对象的设计思路；（3）成果数据化，即

以数据库形式存在，并在数据库上建有可视化模型；（4）

信息相互关联并且可访问；（5）规范化、标准化[3]。

数据分析是使用数据分析技术方法对数据材料进行处理，将

原始数据转变成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信息的过程[4]。

但现阶段的数字化交付项目设计管理，仍属传统管理模式，

在多种管理场景下，依靠管理者的经验判断来辨别现状、分

析原因和预测发展。而因其模型、数据和工厂分解结构等工

作模式相关的特点，以及数字化转型期的智能图纸转化与设

计同时进行所导致的工期紧张问题等，使得数字化交付项目

设计过程比传统设计过程更难把控；另一方面，数字化交付

项目设计过程中会在数据库中创建大量数据，如果能采用数

据分析技术对其进行信息挖掘，将能更好地体现这些数据隐

含的价值。还因数字化创建过程中软件规则层面强制性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数据较为“干净”，大大降低了数

据清洗难度，也是其适用于数据分析的一大优势。

本文，通过对某使用Smart P&ID进行数字化设计的设计管

理过程中的典型场景进行分析，尝试将数据分析与数字化设

计的设计管理相结合，探索了设计管理的数字化新模式。

摘 要：数字化交付是当前热点的化工设计新业务形式，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其适合于应用数据分析手段。本文介绍了数

据分析在使用Intergraph Smart P&ID进行工艺设计的数字化交付项目设计管理中应用的思路、方法和步骤，并选取在运行的

某数字化设计项目设计管理业务场景，使用了Smart P&ID软件的报表（Report）功能获取工程对象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并

对数据进行了实例分析，探索了一个数字化设计管理的新模式。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P&ID 

浅谈数据分析在Intergraph Smart® P&ID数字化
设计管理中的应用

  潘磊，代国兴，刘育嘉（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原为化工部第九设计院，现隶属于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吉林

省吉林市，简称“吉林工程”（JCEC），拥有员工超过1200人。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专注于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医药、电力、建筑、市政、环境等领域的基本

建设和数字化交付。秉承“以一贯的精心入手，以一流的产品出手”的设计理念，坚决贯彻“创新设计、规范管理、

打造品牌、报效社会”的质量方针，采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技术，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竞争

力，设计出具有科学性、创造性、新颖性及实用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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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分析在数字化设计项目设计管理中应用的思路和方法

2.1 数据分析方法论

数据分析方法论一般系指数据分析的思路，具体是指数据分析的开展方面及所包含的内容和指标。数据分析与设计管理相结

合时，应贴近设计管理具体业务，才能使数据分析具有正确的方向；且要应用恰当的分析理论，才能得到正确的分析方法

论。设计管理关注的常见问题及基本的数据分析方法论如表1所示。 

2.2 在设计管理中数据分析的实现

确定数据分析思路后，在数据分析的实现阶段，还需进行

以下步骤：（1）数据准备；（2）数据处理；（3）数据分

析；（4）数据展现；（5）撰写报告。具体到数字化交付项

目中，数据准备就是从工程对象数据库中采用报表或编程的

形式来获取数据。工程对象数据库中的数据，在进行数字化

创建时即已遵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且用于设计管理分

析的数据大部分是数据库内建的二次数据，因此所得数据较

为“干净”，在数据处理阶段无需太多清洗。数据分析和数

据展现可采用EXCEL、Python语言、R语言、SPSS等多种

分析工具，本文采用EXCEL，其功能适用且使用广泛，便于

数据分析管理模式的应用和推广。

3. 实例分析

当前数字化设计转型期的数字化设计项目相比传统设计项目

常多出数字化创建的设计步骤，工作量巨大，需要管理者投

入更多精力。传统设计方式的成果以文档形式展现，具象而

易于管理。但数字化设计项目设计成果集成在工程对象数

据库中，显然依托不足；且可视化二维模型以图纸为单位

离散存在，并受软件、网络等因素影响，逐图检查完成情

况会带来较大管理负担，也难以对模型及数据的完成质量

实现小颗粒度的把控。本文选取采用Smart P&ID软件进行

二维设计的某数字化设计项目设计管理过程中的“设计工

作量评估”场景，围绕其进行数据分析并加以拓展，做了

以下的实例探索。

3.1 关注周期内设计工作量及设计者工作状态评估

工作量是绩效考核的重要方面。传统设计管理对于工作量评

估多采取工作成果按标准折算的方式，而现运行的数字化设

计项目在进行数字化创建时的工作量评估多依靠管理者经验

结合设计者自我简报。笔者认为在数字化项目管理实践中，

可充分挖掘工程对象数据库的数据价值，对数字化创建的工

作量进行量化分析。其数据分析过程及内容见表2。 

表1 设计管理关注的常见问题及基本的数据分析方法论

序号
设计管理

关注方面
内容 指标 分析逻辑

1 工作量评估 设计者完成的工作量 工厂对象或模型对象数量
设计者完成的工厂对象数量或模型数量越

多，对应的工作量越大

2 工作状态衡量
设计者的效率、准确

性、工作饱和度

工厂对象平均消耗工时及其离散程度测度

指标

设计者完成工厂对象所消耗时间与标准值

比较反映工作效率；核心外工时反映工作

饱和度；图例使用正确率反映准确性等

3 设计质量 设计成果的完成质量 错误量或错误率
错误率越低，质量越高；重要内容可直接

采用错误量衡量

4
设计者综合能力

及胜任度评估

设计者的工作相关能

力及其胜任度

工作量、消耗工时、工作态度、技能水

平、专注度、效率、错误率等

综合考虑设计完成和技术质量情况的多项

指标

5 项目进展趋势

项目进展预测，按趋

势是否能达到进度控

制要求

全部工厂对象数量、已完成工厂对象的数

量、已消耗工时项目

项目进展的累计计划工日和实际已消耗工

日按时间序列作图得到项目进展曲线，两

条曲线应当趋势一致且平稳，并按趋势应

在控制点之前提前到达总工日控制线

6 项目周报
一定周期内项目进展

情况

周期内已完成工厂对象的数量及各方面必

要指标
阶段性的综合分析报告

浅谈数据分析在Intergraph Smart® P&ID数字化设计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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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字化创建工作量评估的数据分析过程与内容

序号 步骤 实现方式 内容

1 分析方法论 逻辑树分析法 设计者完成的工厂对象数量或模型数量越多，对应的工作量越大

2 数据获取

以S m a r t  P & I D软件报表或通过

SQL、VB语言编程等方式，获取工

程对象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所得

数据以EXCEL文档形式存在

软件报表方式需事先定制“工厂对象”报表模板；SQL方式需要数据库管理

权限；VB编程需要通过Smart P&ID软件的LLAMA库文件建立数据库对象进

而实现，代码略[5]。至少需获取工程位号（Item Tag）、图例符号（Rep File 
Name）、设计者（Last Modified By）、编辑时间（Last Modified Time）、

图纸名称（Rep Drawing Name ）、工程对象唯一ID（SP_ID）等属性字段数

据，用以分析和追溯，见图1

3 数据处理
采用筛选、排序等功能对数据进行

处理和清洗，或增加辅助字段

按编辑时间过滤和选取关注周期内的数据；删除无关数据；可增加辅助字段

“周次”，进一步将数据按子周期分组

4 数据分析 数据透视表

按设计者、图纸名称等字段分类、汇总，得到期望报表。具体为关注周期内按

设计者分组的工厂对象类别完成量计数汇总表。见图2。不同周期或子周期内

工作量的浮动情况，能够纵向反映出设计者的工作状态及设计精力分配情况

5 数据展现 图表
对周期内不同设计者的工厂对象完成量做柱状或条状对比图，可横向对比不同

设计者工作量。见图3

6 撰写报告
Word文档文字报告、EXCEL表格

结论报表、PPT汇报材料等
根据管理者实际需求采取合适的形式及深度

本文通过Smart P&ID软件的报表功能实现数据获取。在

Smart P&ID软件中，使用“Edit Report”功能，定制所需

报表模板，添加分析所用字段，见图1。以此模板生成的报

表，见图2。

 

图1 Smart P&ID软件工厂对象报表模板的定制

图2 以Smart P&ID软件内置模板生成的工厂对象报表

对此报表进行数据清洗后，使用EXCEL数据透视表功能，得

到设计者单月完成工作量汇总表，并做条状对比图，见图

3。此项数据是设计者绩效评价的基础。

 

图3 设计者单月完成工作量汇总表及对比图

3.2 拓展分析

3.2.1 工厂对象作业耗时的数据清洗

为清除无效数据干扰，首先对工厂对象作业耗时采用分组对

比法，使用EXCEL条件格式的“数据条”功能，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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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用EXCEL数据条功能辅助工厂对象作业耗时分析

可知：（1）77.43%的对象在1分钟内完成，反映该项目通

常情况下一般对象的完成难度；（2）3分钟内完成的对象

达到了91.10%，提示可对3分钟内的相关数据取平均值，代

替③中不能反映真实作业效率的较大偏离值，以消除干扰；

（3）完成时间超出12分钟的只占总数的2%，提示设计者

可能遇到困难，或存在软件闲置、未关闭计算机等不良作业

习惯，需管理者关注。管理者可根据图号、SP_ID、图例类

型等追溯到具体对象，加以分析和纠正。

3.2.2 设计者工作状态分析

在数据透视表中，行字段选为“编辑时间”，列字段选为

“设计者”，汇总值选为“SP_ID”，可得到设计者单月

每日工作量走势图，见图5。将原始数据中作业耗时超出

12分的数据视为无效工作时间舍弃，并用12分内的平均值

“1.47”代替，作图得到设计者单月每日有效工作时间走势

图，见图6。

 

图5 设计者单月每日工作量走势图

 

图6 设计者单月每日有效工作时长走势图

读图可见，设计者的工作量与其“有效工作时长”正相关，

两者走势基本一致。6月25日为法定假日，当日数据出现零

值，且前一天数据也整体较低，而随后的周末两天出现了加

班数据，反映出设计者在节假日前较为放松，但会选择节假

日期间的部分时间加班且工作投入度和效率普遍较高。图5

和图6结合可以看出四种走势，用以评估设计者工作状态及

设计精力分配情况，对其分析见表3。 

表3 设计者工作状态走势分析表

序号

设计者工作状态走势

分析工作日 周末

完成量 有效工作时长 完成量 有效工作时长

1 少 少 多 多 设计者可能身担其它工作，需加班方能完成本项目任务

2 多 多 少 少 设计者工作精力配置较为合理，工作日作业负荷不高，无加班习惯

3 多 多 多 多 设计者主要设计精力在本项目，但仍需加班，本项目任务过饱和

4 少 少 少 少
设计者工作日和周末均投入较少精力在本项目，工作不饱和，可能缺乏工作热

情，管理者须给予关注

浅谈数据分析在Intergraph Smart® P&ID数字化设计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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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可据此帮助设计者分析自身工作状态，或调整过饱和

设计者的任务量分配。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亦可对项目未来

进展趋势做出预测。

3.2.3 工厂对象耗时分布分析

以每张图纸的“工厂对象占总计百分率”对“工厂对象耗时

分类”作图，可见耗时较多但并未达到长时闲置程度的数据

集中在公用工程流程图，见图7。提示公用工程流程图的绘

制难度高于工艺流程图，管理者在评估工作量时，应在图纸

难度系数上给予适当考虑。此结论与实践中的经验一致。

 

图7 每张图纸工厂对象耗时分布曲线

3.2.4 图纸完成质量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也可衡量图纸完成质量，本文给出简要示例，

如用数据透视表生成图例选用情况报表，见图8。据此报表

可发现不符合项目统一规定的图例，以及误用图例的图纸和

责任人，供设计者依此整改。

 

图8 图例选用情况报表

4. 结论

本文选取使用Smart P&ID的某数字化设计项目，围绕“工

作量评估”这一设计管理课题进行数据分析并拓展，得到以

下结论。数字化设计项目适合以数据分析作为设计管理手

段；EXCEL软件的数据处理及图表功能丰富，足够用于数字

化设计项目设计管理的数据分析，使用数据透视表可对数据

实现快捷分析和展示，其作为常见的通用办公软件与Smart 

P&ID结合，降低了使用门槛；对设计管理进行成功的数据

分析，关键在于采用正确的数据分析方法论和恰当的数据分

析法，需要分析者对设计管理的业务具有清楚的了解。

本文对设计者工作状态评估中所使用的方法论模型还需进

一步优化，对于设计者的胜任度或能力评价可使用雷达图

分析。在本文所述场景下，还可应用实施矩阵、发展矩阵和

改进难易矩阵（气泡图）关联分析法等进行分析。如数据量

较大时，也可采用Rand函数抽样。通过Smart P&ID软件的

LLAMA库，利用VB或VB.NET语言、以及SQL可以获取一些

Smart P&ID报表不便获取的数据，且如能对Smart P&ID软

件进行二次开发，定制符合本文所述场景的插件，也能更好

地命中设计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此外，Python语言等其

它分析方法也具有独特的优点，如能与EXCEL结合，可以更

好地挖掘工程对象数据库中的数据价值。这些思路和方法，

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覃伟中.传统石化企业的智能工厂建设探索[J].中国工业评

论,2016(01):38-43.

[2] 龚信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 N ] .中国工业报 , 

2021-12-29(003).

[3]GB/T 51296-2018 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 [S].

[4] 米尔顿.深入浅出数据分析[M]. 第1版.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0.9:1-1.

[5] I n t e r g r a p h  C o r p o r a t i o n . S m a r t P l a n t ®  P & I D 

Programmer's Guide[Z].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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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海沥青”）位于山东省滨州市。

中海沥青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油

资源的可靠保障下，在中海油气开发

利用公司和山东滨化集团等股东的大

力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营业

务涉及原油加工、产品销售、技术支

持服务等领域，销售市场覆盖全国20

多个省市。

中海沥青本次承接的项目为含酸重油综

合生产设备的精密分馏装置，该装置原

料来源为其年产20万吨的加氢改性装

置生产的加氢柴油，旨在生产合格的低

凝低芳烃变压器油和轻质白油。

厂区东西长143.6米，南北宽66米，总

面积9477.6平方米。装置由反应部分

（包括新氢压缩机和循环氢压缩机）、

分馏部分和公用部分组成，共计100多

台设备和600多条管道。其中，100余

条管道需要CEASER II进行详细的应力

计算。

项目挑战

此项目中，管道能够承受的最大设

计压力值为18Mpa（g），设计温度

420℃。由此可见，反应系统的管道属

于高温高压管道系统，而给水泵管道

系统属于高压高频振动管道系统。因

此，中海沥青需要对该部分的管道进

行详细的应力分析，以确保设备安全

运行。

CAESAR II助力中海沥青实现效

益提升

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分析，中海沥青最终

选择了海克斯康的CAESAR II软件来进

行分析计算。

本项目中高温管道系统主要包括反应管

道系统、底重沸器管道系统、传热管道

系统；高压振动管道系统主要包括给

水泵管道系统和压缩机管道系统。而

CAESAR II能够完美满足高温高压管道

的应力建模和分析的需求。

以CAESAR II为基础，对管道系统进

行静力分析、固有频率分析，并将流

体脉动分析结果带入动态分析，以确

保管道系统的一次应力和二次应力不

超过管道的许用应力值，管口的应力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CAESAR II助力中海沥青实现
精密分馏装置应力分析

  陆阳（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满足设备的许用应力，防止管道因应

力过大或金属疲劳而损坏，防止管道

因推力或扭矩过大而导致法兰泄漏和

变形。

不仅如此，基于分析数据可对管道走向

和支架进行调整和优化，找到最合理的

配管方案。既满足了管道柔性和管口应

力的要求，又能使管道系统的固有频率

远离共振区，从而确保管道应力满足安

全生产的要求。

项目成果

由于该项目装置采用了中海油炼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简称“炼化研究院”）自

主研发的催化剂技术包，由中海油石化

工程有限公司监管，由中海沥青负责装

置建造和工业应用。因此，该项目的安

全、成功运行弥补了中海油炼化版块的

短板，展示了中海油在炼化领域从工程

设计、施工、施工监理、催化剂研发和

制备等方面的完整技术实力。

客户心声

目前，该设备运行平稳，我们对海克斯

康的技术实力和服务水平表示充分的肯

定和感谢。CAESAR II的分析结果不仅

确保了设备的安全运行，还有效助力了

持续化的效益创造。在CAESAR II的基

础上，我们在高温高压管道和高压振动

管道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未来，我

们也期待与海克斯康展开更多、更深入

的合作。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CAESAR II助力中海沥青实现精密分馏装置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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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I n t e r g r a p h  S m a r t  3 D三维设计软件作为海克斯康

SmartPlant Enterprise的基本组成部分，已经在石油化工

等行业的设计中被广泛使用，其中在建模、抽图、切图、报

表等方面的功能也都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不仅提高了设计

效率，还加快了项目进度。

同时，Smart 3D也是一个工厂三维设计的开发平台，用户

可以根据设计的需求进行二次开发，解决存在的问题，满足

实际需要。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对模型中的管线、管段及管件

进行校对和审核、提条件、材料请购，甚至还要对不同阶段

的数据进行对比等，要求是不一而足。

为了满足设计人员的要求，需要对通常的做法进行调整和改

变，综合各类报表的数据，将模型中管线、管段和管件的属

性先提取生成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处理生成不同要

求的报表。也就是说，先生成管线、管段和管件明细表，然

后再生成延长米、仪表条件、综合材料、油漆保温等报表。

2. 实现技术

2.1 编程语言

采用微软式界面的V B. N E T面向对象编程开发工具，对

Samrt 3D相关的API进行引用，定义管线、管段和管件等对

象的类，对类的属性和方法进行封装。包含如下几个类：

管段 P i p e r u n I n f o s 、管子 P i p e S t o c k I n f o s 、管件

PipeComponentInfos、特殊件PipeSpecialtyInfos、仪

表PipeInstrumentInfos、垫片PipeGasketInfos、螺栓

PipeBoltSetInfos等。

2.2 数据库

采用微软式界面的SQL Server数据库系统，创建项目数据

库，不同的项目创建不同的数据库。对生成报表的数据进行

分析，定义表结构。包含如下几个表：

管线表PipeLine、管段表PipeRunX、管件表PipePart等。

另外，根据拓展应用延长米一览表生成的需求，创建一个

视图PipeLineX_V，对管线、管段和管件的数据进行分类

汇总。

2.3 Smart 3D的API引用

S a m r t  3 D 相关 A P I 引用包括： S y s t e m M i d d l e 、

C o m m o n M i d d l e 、 C o m m o n R o u t e M i d d l e 、

ReferenceDataMiddle，其它引用包括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8 library、Microsoft Office 15.0 Object 

library、Microsoft Excel 15.0 Object library等。

2.4  Stand-Alone开发模式

Samrt 3D二次开发主要有Modal Command、Graphic 

Command、Step Command、Stand-Alone Application等

几种模式，这里采用独立运行Stand-Alone的模式。

摘 要：采用VB.Net语言编程及SQL Server数据库，对Intergraph Samrt 3D进行二次开发，通过调用Smart 3D提供的API接

口读取Smart 3D模型中的管线、管段和管件等对象的属性数据，生成相应的明细表。在此基础上，根据明细表中管线、管段

和管件的物理尺寸参数生成管线管段的延长米一览表，为生成管道油漆保温材料做好数据准备。

关键词：Intergraph Smart 3D；VB.Net；SQL Server；API；管线；管段；管件；延长米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3D管线、管段和管件明细表
生成及拓展应用

  禹良标（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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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cel报表模板

管线管段管件明细表及延长米一览表都采用EXCEL文件格式

的报表，需要事先创建好报表模板，报表生成时直接填写数

据即可。

3. 管线、管段和管件明细表生成

3.1 程序界面设计

主要由项目号、区域、单元的选择，报表存放路径输入、输

出报表选择开关和程序运行过程显示等组成。如下图所示：

 

3.2 管线明细表

由管线号、介质、顺序号、材料等级及管道特性参数等组

成，如下图所示：

 

3.3 管段明细表

由管线号、管段号、管径、材料等级、保温类型、保温材

料、保温厚度、操作温度等组成，如下图所示：

 

3.4 管件明细表

由管线号、管段号、短码、唯一码、CC码、位号、数量、

管径、壁厚、端面形式、压力等级、面到面长度、面到中心

长度、坐标、描述等组成，如下图所示：

 

4. 拓展应用：延长米一览表生成

在管线、管段和管件明细表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类汇

总，最终生成按管线、管段、口径等分类的延长米一览表。

4.1 程序界面设计

主要由项目号、区域、单元的选择，管线、管段和管件明细

表文件名输入等组成。如下图所示：

 

4.2 延长米一览表

由管线号、管段号、口径、材料等级、保温类型、保温厚

度、口径、长度等组成，如下图所示：

 

5. 结语

通过这个程序的开发，不仅生成了管线、管段和管件的明细

表，满足了设计人员校对和审核的要求，而且在此基础上生

成了管线延长米一览表，为油漆保温表的生成做好了数据准

备，解决了以往采用管子长度计算油漆保温材料存在的问

题，相关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通过这个程序的开发，对Smart 3D对象及其彼此之间的关

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仪表条件、综合材

料、油漆保温、寸口数、工程量计算等报表的生成，以及不

同阶段的材料数据对比、管线表与模型数据对比和更正等方

面的程序开发。

参考文献：

[1] TSMP4001-Smart 3D Programming I.

[2] TSMP4003-Smart 3D .NET API-Cours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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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美]Paul Kimmel，Visual Basic .NET技术内幕，电子工

业出版社，2002.

Intergraph Smart® 3D管线、管段和管件明细表生成及拓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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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概述

塔里木60万吨乙烷制乙烯项目，是利用中国石油寰球公司自

主研发的乙烷裂解制乙烯技术建成的大型乙烯生产装置，是

中国石油利用上下游能源一体化的优势，在国内布局的国家

级示范工程，开国内乙烷裂解制乙烯技术之先河，对破解国

内乙烯及下游衍生物产能不足、推动能源转型升级、打造石

油化工行业新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集团公司炼化业务转型升级重点工程，智能化工厂的高要

求在设计阶段就提出了明确目标，生产过程安全部分的报警管

理、回路性能监测与优化则被明确为智能工厂建设的基础。

1.1 生产过程安全分析

在生产过程中，扰动是在持续不断产生的，再大的事故都是

由小的扰动解决不善而累积发生的，可以说生产过程其实就

是解决扰动的过程。

解决扰动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通过常规控制

回路自动进行调整，如果常规回路调节失效，就会进入生产

异常即报警状态，然后由操作员进行人工干预，如果干预失

败，则启动安全联锁程序，进行安全停车止损等；如果上述

每个环节都能做好，则生产过程安全和优化问题迎刃而解。

1）常规控制回路是保障生产稳定、高效和安全的基础，因

此常规控制回路必须具备良好的控制性能。

2）控制回路解决所有扰动/波动是不可能的，一旦进入异常

状态即报警，需要操作员进行及时人工干预，因此需要一个

可靠高效的报警管理系统。

3）人工干预失败，SIS系

统会自动联锁安全停车，最

大限度地避免损失，因此需

要保障SIS系统的可用性。

2. 生产过程安全解决
方案的考虑

技术方案的确定需要兼顾

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实

际应用中的最佳实践，本项目结合下面原则进行技术路线的

选择：

① 建立生产过程安全的一体化应用平台，协同解决控制回

路的性能提升和报警响应处理问题，做到业内一流水平。

②  实现对所有控制回路的性能在线计算与监测、故障诊

断，锁定故障原因，给出解决方法；实现用户对控制回路

PID参数的自主优化。

③ 通过报警设计分析，从根源上解决无效报警/错误报警

问题。

④ 创建报警专家知识库MAD（Master Alarm DataBase）和

报警处理在线帮助，提升操作员的报警响应水平。

⑤ 能够实现控制工程师和操作员人才队伍专业素养有效提升。

2.1 技术方案设计

本项目最终选择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PAS PSI作为一体化应

用平台，完成从生产过程出现扰动到人工处置的全过程进行

摘 要：生产过程安全与优化越来越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中的重要部分，塔里木乙烷制乙烯项目在生产过程安全与优化

系统选型、应用实践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在生产过程安全和效率提升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会给其他企业在这个领域的

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产过程安全；回路性能监测；故障诊断；PID参数整定；报警设计分析；报警与事件分析；报警规范；报警专家知

识库；一体化应用

生产过程安全与优化技术在塔里木乙烯项目中
的实践

  杨松柏1，赵国玺2（1. 独山子石化塔里木乙烷制乙烯；2.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图1 生产过程风险管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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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和优化，从而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可控与高效，系统

硬件架构图如下：

图2 塔里木乙烷制乙烯项目硬件架构示意图

本项目涉及塔里木乙烯现场浙大中控的4个生产车间、4套

DCS系统，每套DCS系统配置一台OPC服务器，同时提供

OPC DA和OPC AE Server，PAS PSI则通过该OPC服务器采

集控制回路实时生产参数、报警和事件数据等。

所有需要的数据，一次采集、同步使用，真正做到数出一

门、时间同步。

2.2 对乙烷制乙烯报警的处理方法

2.2.1 从根源上解决无效报警问题

通过分析报警设计数据（即组态数据），发现设计问题，纠正

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报警和错误报警；如报警优先级设计

纠正、报警分类问题、重复报警问题、机泵报警设计问题等。

图3 报警类别分析与汇总

如图3，该装置共组态了2201个报警：

• 低报，574个；低低报，542个

• 高报，542个；高高报，543个

低低、高高大约占50%，当低低报发生时，低报就是无效报

警；当高高报发生时，高报就是无效报警。

低低报、高高报发生时的处理方法只有和低报、高报的处理

方法完全不同时，才有低低、高高报警设置的必要。因此，

90%以上的低低、高高报警是不需要的，只能给操作员带来

更多的干扰和工作量。

报警设计分析工作，在生产装置投产前即可完成。

2.2.2 通过对报警、事件分析完成无效报警的识别与消减

装置投产后，通过对已经产生的报警、事件进行特征分析，

快速识别无效报警，进而对无效报警进行消减，避免无效报

警持续产生。本项目中对无效报警的特征分析、识别与消减

方法归纳如下：

表1 不同种类的无效报警的消减方法

序号 无效报警类别 消减时机 消减方法 备注说明
1 Top 10报警 投产后 找到Top 10报警位号及具体报警，定点解决 通过无效报警分类分析，归类后特定方法消减
2 反复报警 投产前/投产后 通过设置报警死区、滤波时间或报警延迟 大多数反复报警可以在投产前解决

3 重复报警 投产前/投产后
对重复报警，只保留操作员日常打交道的位
号报警即可

投产前可以基本解决重复报警问题（设计重复）；少量
关联性重复报警在投产后对报警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

4 跨班报警 投产后
找到跨班报警位号及具体报警，具体分析解
决方法

投产后，对报警分析得到，即报警在该班发生没有处
理，持续报警到下一个班次

5 僵尸报警 投产后
跨班报警持续存在24小时以上无人处理，视为
僵尸报警，僵尸报警可以通过屏蔽或删除解决

投产后，对报警分析得到

6 瞬闪报警 投产后
报警发生然后在10秒内消失的报警；具体看
无效报警归类，特定方法消除

快速产生、快速消失，操作员在DCS系统界面很难捕
捉、观察到这类报警，但这类报警有可能是潜在风险提
示，因此需要慎重对待分析

7 报警泛滥 投产后
捕捉、分析报警泛滥的起始时间、持续时
间、终止时间、报警数量与位号参数等等，
归类特定方法消减

报警泛滥是生产过程中最不愿见到的情况，生产事故多
在此间发生；合格的报警系统应该基本消灭报警泛滥的
出现；报警泛滥主要是无效报警过多引起

8 骚扰报警 投产后 骚扰报警严格上不是报警
报警本身意义不大，但会对操作员形成严重干扰，危害
很大

9 系统报警 投产后

生产过程安全与优化技术在塔里木乙烯项目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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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PSI系统对报警的不间断分析、持续分析，消减无效报

警，快速达到了项目预定的结果。

2.2.3 创建塔里木乙烯的报警专家知识库

报警专家知识库的建立基于对每个报警的合理化解析，如：

1）报警值

2）报警原因

3）报警后果

4）报警优先级

5）报警最大响应

6）报警正确的处理方法和程序

7）报警相关内容

8）用户自行扩展内容

通过“合理化解析”优化过的报警系统，是专家共识，最接

近报警管理的理想状态。

报警专家知识库的创建为操作员如何解决报警问题提供支

持，有机会让每个工作人员成为问题处理专家。

报警专家知识库是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创建的最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报警专家知识库已经成为其最佳实践和工作核心

之一。

       图4 基于报警专家库知识库的在线帮助

2.2.4 控制回路性能计算与监测

回路的性能评估不再只做定性分析，而是做定量计算；不再

只用鲁棒性衡量回路性能，而是同时计算回路敏捷性即响应

指数，通过鲁棒性与敏捷性的最佳平衡实现回路真正优化。

同时增加控制回路的服务指数的计算，把对回路的人工干

预、报警等因素加入性能计算，以识别假性的优良回路。真

正实现回路的综合性能指数的准确计算，如下图：

图5 控制回路综合性能指数计算原理

塔里木乙烷制乙烯项目对上述三个指数的权重进行了重新

定义，实现了对回路综合性能指数的准确计算和实时监测

的能力。

同时自动进行控制回路的故障诊断，如：硬件问题（仪表、

阀门）、PID参数设置问题，并给出指导建议，指导用户解

决问题，帮助用户把握PID参数整定时机。

2.2.5 PID 参数优化

控制回路的性能监测与故障诊断，可以识别控制回路存在的

真正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确定何时进行PID参数

整定与优化。

图6 PID参数整定原理示意图

PAS PSI系统自动进行PID回路模型建立，在PID参数整定

时，允许选择更适合的PID参数整定方法，从而帮助用户得

到最优化的PID参数，最优化的PID参数得到后，可以允许用

户采用手动或自动方式对PID参数进行投用。投运后，生成

新旧PID参数应用效果对比报告。

3. 项目实施效果

3.1 报警系统方面的改善

无效报警基本得以消除，报警系统得到逐步改善，基本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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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可控水平，如图7，平均每天报警数量变化。

图7 报警消减结果

3.2 控制回路改善

PAS系统对每个回路进行性能计算与监测，同时可以对回路

进行故障诊断，发现回路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指

导用户解决问题。如液位控制回路37LIC07002C被系统诊断

出的问题，为响应缓慢，即敏捷指数过低（约为0.363），

诊断指导方法为进行PID参数整定。

图8 回路故障诊断结果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和指导方法去进行PID参数优化：

PID参数在优化前为：P=10，I=20，D=0，其控制精度为：

>±32mm，波动很大。

而在优化后的参数为：P=2.7，I=208，D=0，其控制精度

为：~±3mm，波动减小约10倍，生产稳定性大为改善。

下图是CLPI回路综合性能指数的改善情况：

 

图9 乙烯装置平均回路综合性能指数的改善

在塔里木乙烷制乙烯、昆仑数智和海克斯康数字智能工程师

的共同努力下，乙烯装置的平均回路性能指数从0.6左右快

速改善到0.9以上，为卡边控制和卡边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4. 经验总结

我们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经验，对

控制回路的性能改善、报警系统的提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特别是新建项目，报警管理的大部分工作在DCS组态完

成即可进行，可以为装置开车带来很大帮助。而回路性能监

测与故障诊断部分在投产之前完成，装置一经投产，即可快

速实现对控制回路的持续性能分析与监测、故障诊断，更好

实现装置运行改善。

生产过程安全和效率始终是一切智能化的基础，是数字化转

型的基础，也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优化目标。无论

何时，最基础的生产过程安全与效率，都是企业的定海神

针、是企业不懈追求的最基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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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Intergraph Smart 3D作为近二十年来

出现的先进的三维工厂设计软件，凭借其面向数据库、设计

规则驱动等特点简化了工程设计过程，深受用户喜爱，在流

程行业中应用广泛。绝大多数使用过该软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管理员与材料人员都对其配套工具Bulkload Utility（后文简

称Bulkload）不陌生。作为官方提供的唯一具有图形用户界

面的参考数据库（Catalog Database）导入工具，Bulkload

在整个工程设计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大型化工项目遍地开花。工程公司经常会承担多个

装置的设计工作，这就要求Smart 3D管理员与材料工程师

同时管理和维护多个参考数据库，任务繁重且易错。Smart 

3D原生的Bulkload由于只支持单一数据库的导入且不具备

数据存储功能在现有复杂紧迫的工程环境下显得捉襟见肘，

迫切需要一个可以满足多数据库批量导入且具有数据复用功

能的全新Bulkload程序。

2. 程序设计思路

Smart 3D原生的Bulkload一次只支持向一个参考数据库中

导入数据，其工作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这种设计面临的

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向多个参考数据库中导入相同的数据文件

时只能串行执行，大大降低了管理员的工作效率。因此，新

开发的Bulkload程序（后文简称Bulkload+）设计思路的出

发点就在于将数据导入文件和参考数据库信息隔离开，使得

多个参考数据库的并行导入成为可能。此外，Bulkload+程

序还要能够将相对固定的装入文件定制成模板，方便管理员

对装入文件进行灵活配置、组合以及复用。新增数据存储功

能，使得管理员能够更加轻松的管理装入文件并进行溯源。

Bulkload+程序工作的逻辑关系见图2。

 

图1 Bulkload工作逻辑

 

图2 Bulkload+工作逻辑

3. 程序设计与实现

3.1 程序整体架构设计

Bulkload+程序主要由前端UI交互界面、数据库连接、命令

摘 要：Intergraph Smart 3D产品自带的Bulkload Utility是一款极为重要的工具，它提供了图形界面方便用户向参考数据库

（Catalog Database）完成数据的导入。但在如今的大型化工项目中，Bulkload Utility的用户界面已经无法适应于单一数据

库的频繁数据导入，以及多个数据库的批量数据导入。本文将介绍通过命令行（Command Line）模式运行Bulkload Utility

的原理，基于Python语言重新设计图形用户界面（GUI）以达到批量导入操作，同时方便用户对导入文件进行更好的管理和

复用。

关键词：Bulkload Utility；批量数据导入；Python；图形用户界面

基于Python对Intergraph Smart® 3D Bulkload 
Utility的重新设计与实现

  刘宇轩（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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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用、数据处理和存储四个部分组成。UI交互界面主要负

责一系列交互功能的实现，包括导入文件的选取和配置，装

入步骤的选择和装入模板的定制，项目参考数据库相关信息

的编辑与配置，日志文件的存储等；后端数据库连接主要负

责调用Python中Pyodbc模块连接SQL Server和Oracle数据

库，获取项目所在服务器数据库的相关参数信息；命令行调

用主要负责在Python环境下执行特定格式的控制台命令输

入，通过命令行的形式调用原生Bulkload程序完成向参考数

据库中的数据导入；数据处理和存储部分则是对用户在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与存储，构造并生成

特定格式的数据交换文件。

 

图3 程序整体架构设计

3.2 关键技术

3.2.1 GUI应用程序开发工具包——PyQt5

Qt是一个跨平台C++图形用户界面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它

既可以开发GUI程序，也可用于开发非GUI程序，比如控制

台工具和服务器。PyQt5则是Qt公司在Qt应用程序框架的

基础上开发的一组结合Python编程语言的开发库集合，其

将Qt类中的1000多个组件实现为一组Python模块，支持以

Python的方式开发Qt应用程序。不仅如此，PyQt还支持诸

如Windows、Linux、UNIX、Android、macOS和iOS等多个

平台，开发快捷友好，应用前景广泛[1]。

PyQt5拥有超过300多个类，在本次开发中主要涉及QtCore

和QtGui这两个模块。QtCore模块包含核心的非GUI功能。

该模块用于时间、文件和目录、各种数据类型、流、网址、

MIME类型、线程或进程[2]。QtWidgets模块提供了一整套UI

元素组件来创建经典桌面风格的用户界面[3]。该模块可以显

示数据和状态信息，接收用户输入，并为应该组合在一起的

其他小部件提供容器。

3.2.2 多线程并发编程技术——Threading

Threading模块是Python支持的多线程编程的重要模块，该

模块是在底层模块_thread的基础上开发的更高层次的多线

程编程接口，提供了大量的方法和类来支持多线程编程。它

具有非常丰富的多线程功能模块，主要包括常用线程函数、

线程对象、锁对象、递归锁对象、事件对象、条件变量对

象、信号量对象、定时器对象、栅栏对象等[4]。Thread是其

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类，可以通过该类创建线程并控

制线程的并发运行。

在Bulkload+程序中执行多数据库批量导入操作时，使用

Threading模块进行多线程并发编程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

率，减少管理员的等待时间。一个处理器同时处理多个任

务，在硬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尽可能多的提高CPU的资

源使用率。

3.2.3 Python应用程序打包——PyInstaller

PyInstaller模块可以将Python应用程序及其所有依赖项冻

结（打包）成独立可执行程序，用户无需安装Python解释

器或任何模块即可运行打包的应用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被

分发在Windows、GNU/Linux、Mac OS X、FreeBSD、

Solaris和AIX平台上运行[5]。其优势在于使用简单，仅通过

一行命令即可完成程序文件的打包。功能完善且兼容性高，

正确捆绑了主要的Python软件包，例如Numpy、PyQt5、

wxPython、Matplotlib等[6]。

Bulkload+程序将使用PyInstaller模块进行Python源文件的打

包，生成的独立可执行文件将被部署在服务器端。用户可通

过发送桌面快捷方式在本地运行客户端，方便部署和更新。

3.3 程序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3.3.1 UI界面及功能设计

本程序采用PyQt5中的Qt Designer进行UI交互界面设计，主

要包含四个模块功能：程序运行主界面、方案模板定制界

面、导入文件配置界面以及项目信息选择界面。

（1）程序运行主界面：该界面由三块功能部分组成，分别

日
志
记
录

导入文件选择

装入步骤配置

装入模板定制

参考数据库选择

应用层

数据存储

数据复用

数据构造

读写数据库

数据层

前端UI Python PyQt5

数据库
MSSQL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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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案模板的选择、添加与编辑，导入项目的选择、添加与

编辑以及日志文件存放路径的选取。

 

图4 程序运行主界面

（2）方案模板定制界面：该界面提供了导入方案的选择、

添加与编辑功能。用户使用过的导入方案都将被存储在步骤

池（Step List）中，通过对导入方案的选取、组合和命名，

用户可以定制出个性化的导入方案模板。

 

图5 方案模板定制界面

（3）导入文件配置界面：该界面继承了Smart 3D原生

Bulkload程序的界面设计和布局，方便用户以最低的学习成

本过渡到新程序。新增的命名栏可以将导入方案以用户自定

义命名的方式存入方案模板定制界面的步骤池中。

 

图6 导入文件配置界面

（4）项目信息选择界面：该界面也是在延续Bulkload原有

界面导入对象数据库选择区域风格的基础上新增了命名栏，

使得用户可以按自己的习惯给项目命名并将其存入主界面的

项目清单框（Project List）中。

 

图7 项目信息选择界面

以上界面窗口均通过QtWidgets模块的QMainWindow类

实现，而界面上的线条、标签、按钮、下拉选框以及列表

框等通过QFrame、QLabel、QPushButton、QCombox、

QListWidget等类一一实现。

3.3.2 数据处理和存储

数据处理和存储作为Bulkload+程序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管理着程序全生命周期内的用户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类与梳理，可将其分为三大类：一是方案模板（Plan）、

导入步骤（Step）和项目配置（Project）等信息，这部分

信息以数据字典的形式存储在JSON格式文件中；二是导入

文件的路径。由于命令行输入对文件格式有特殊的要求，

所以导入文件信息都被标准化处理后记录在LST文件中；三

是日志（Log）文件。每条日志文件都被打上了唯一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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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模板+导入步骤+项目信息+日期），被存放在一个独

立的文件夹中，用于对装入记录的回溯与追踪。以上所有数

据记录都被存放到程序运行位置同级目录下指定的独立区域

内，详细结构如图8所示：

 

图8 数据存储结构

3.3.3 命令行构造与执行

程序最后的运行是通过命令行调用的方式实现的。为了保证

程序的顺利执行，必须构造出符合规范要求的命令行输入。

官方给出的应用示例如图9所示：

 

图9 命令行导入应用示例

其中命令行参数的对应关系见表1[7]：

表1 命令行参数对应关系

选项 描述

-i 输入Excel文件（.XLS）或由.XLS文件条目组成的.LST文件

-ci
输入Codelist文件（.XLS）或由.XLS文件条目组成的.LST
文件

-l 日志文件（.LOG）

-ds 数据库服务器名

-dn Catalog数据库名

-ss Schema服务器名

-sn Catalog Schema数据库名

-a Append模式：1表示Append

-u AMD（Add/Modift/Delete）模式：1表示开启该模式

-r Replace模式：1表示Replace

-f Flavors模式：1表示创建Flavors

-sp Symbol路径

-pt 申明数据库类型（MSSQL/Oracle）。默认是MSSQL数据库

-st
申明Catalog Schema数据库类型（MSSQL/Oracle）。默

认是MSSQL数据库

-un 用户名

-pd 密码

-bv 更新对象结构类型和Catalog视图：1代表更新（默认为1）

在参照命令行参数关系对应表的基础上，结合前文提到的数

据存储的方式和结构，可以构造出命令行输入的字符串，代

码片段如图10所示：

 

图10 命令行输入构造

构造好命令行输入后，使用多线程并发编程技术即可实现命

令行队列的并发执行。

3.4 程序测试及效果

程序测试分为用户界面交互功能测试、数据导入功能测试与

批量导入效率测试。

3.4.1 用户界面交互功能测试

用户界面交互功能测试主要测试按钮功能、数据记录功能以

及错误提示功能。测试结果显示各功能都能正常运转，尤其

是错误提示功能可以更好地指引新用户熟悉软件，避免一些

不规范的使用操作。测试结果如图11和图12所示：

 

图11 交互功能测试（编辑提示）

基于Python对Intergraph Smart® 3D Bulkload Utility的重新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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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交互功能测试（删除确认）

3.4.2 数据导入功能测试

程序执行结束后会自动弹出窗口提示导入已完成，用户可以

通过点击“是”按钮直接打开日志文件查看导入结果。测试

显示数据导入相关功能正常运行，结果如图13和图14所示：

 

图13 数据导入功能测试（导入完成提示）

 

图14 数据导入功能测试（日志文件）

3.4.3 批量导入效率测试

通过对比往单个参考数据库和两个参考数据库中导入相同数

据的耗时，可以分析出批量导入效率的提升情况。首先模拟

Bulkload程序往单个参考数据库中导入数据，整个过程耗时

约为50秒，运行记录见图15： 

 

图15 Bulkload程序往单个参考数据库导入耗时

接着使用Bulkload+程序同时往两个参考数据库中导入数

据，整个过程耗时约为55秒，运行记录见图16：

 

图16 Bulkload+程序往两个参考数据库导入耗时

经过大量的导入测试与比对，在忽略电脑本身运行状态起伏

的情况下，往参考数据库中批量导入的耗时不受数据库数量

增加的扰动，基本与往单一数据库中导入耗时持平。由此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与Bulkload程序相比，Bulkload+程序对

批量执行工作效率的提升是十分显著的，且成线性增长，即

参考数据库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单次导入的平均耗时便缩小

1/N（N+1），效率提升1/N。（N表示参考数据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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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Bulkload vs Bulkload+导入耗时

4. 总结

本文设计的全新Bulkload+程序，基于Python语言重新设计

了图形用户界面，解决了原程序不能同时向多个参考数据库

批量导入的问题，极大节省了导入时间。同时在导入文件流

程上进行了优化，使得管理员能更加灵活的定制模板，具有

较好的实用性和拓展性；此外，界面设计简约且指引完善，

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设计风格，新老用户都可以轻松适应

该程序。导入数据记录完整，方便复用与溯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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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操作员在保持安全、可持续盈利的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近四十年来，工控系统部署到了所有生产企业，并帮助

企业在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方面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工控

系统的应用也让操作员的责任范围扩大到3-4倍，但报警系

统的设计却未得到过应有的重视。大量的报警任意配置，设

计不当的报警系统和过高的报警率使操作人员不堪重负，并

且阻碍了操作员的有效反应和应对异常情况的能力。因此，

报警治理已经成为生产企业无法回避的重要工作。

一、报警系统的国际标准与指南

随着ASM（异常情况管理）联盟在1994年的成立，工业行

业开始认真解决报警问题，而与报警系统相关的生产事故频

发，促使与报警系统相关的国际标准和报警管理指南及其一

些重要的报警管理工具的发布。通过这些标准和指导帮助用

户解决报警问题、保证生产安全：

1. 1 9 9 9 年由 A S M 参与编写 E E M U A （ E n g i n e e r i n g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User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No. 191，2007年修订。本指南对报警系统的设计、维护和

持续改进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目前已经过试验和测试。本指

南的目的是协助工业报警系统的设计、开发、采购、操作、

维护和管理。

2. 2005年4月11到13日，ASM在CCPS第20次年会上发布：

Achieving Effective Alarm System Performance: Results of 

ASM Consortium Benchmarking against the EEMUA Guide 

for Alarm Systems；ASM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根据EEMUA

指南评估北美地区ASM成员设施中警报系统的性能。

① 评估成员是否达到了EEMUA关于报警系统性能的建议

② 将性能与环境指标联系起来，如工厂复杂性、警报合理

化程度、工厂操作的性质等

3. 2 0 0 6年，PA S出版关于报警的工具书《T h e  A l a r m 

Management Handbook》，对报警管理产生巨大影响，是

报警管理领域影响最大的专著。

① 阐述了对国际标准与指南的理解（EEMUA 191、ASM、

IEC61508/IEC61511等）

② 结合国际标准与指南，根据报警管理项目的经验，与用

户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发了报警规范与报警KPI评价体系

③ 给出如何避免报警设计错误指导

④ 提出报警管理七步实施法则，并被ISA推荐为最佳实践

⑤ 对不同类型的报警的展示、处理等给出了详尽的指导和

具体解决办法等

4. 2007年，ISA与PAS共同出版《Alarm Management：

Seven Effective Methods for Optimum Performance》，

该书主要内容来自于PAS出版的《The Alarm Management 

Handbook》，把PAS提出的报警管理项目实施七步法推荐

为最佳实践。

5. ANSI-ISA-18.2-2009 Management of Alarm Systems for 

the Process Industries，从2003年开始进行报警管理标准

制定，历经7年时间完成。ISA18.2明确了对报警的定义：报

警是一种声音和/或可视方式，向操作员指示设备故障、工

艺偏差或需要响应的异常情况。ISA18.2涵盖了整个报警系

统全生命周期的10个阶段，如下图：

摘 要：中国石油石化工程建设已经进入数字化交付应用阶段。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系列软件产品已经成为中石油、中石化

等国内主要石油化工企业首选的数字化交付平台。石油化工设计院通过海克斯康软件产品二次开发、与专业软件公司合作

开发接口，发掘数据、模型、文档三要素的数字化产业价值，提高智能化工厂建设效益。本文介绍了国内石油化工设计院

Intergraph Smart 3D接口的应用情况，展望今后石油化工工厂数字化交付中结合新技术，提升数字化及智能化水平的前景。 

关键词：数字化交付；石油化工工程；接口二次开发

现代企业的报警治理
  张敏1，庞彦斌2，赵国玺3（1&2.兰州石化自动化研究院；3.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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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18.2是一项重要的标准，毫无疑问，它将极大地提高制

程工业的安全性。它验证并体现了行业专家和领先的制造公

司多年来倡导的实践：

① ISA-18.2的基本目的是提高生产安全性

②  失效的报警系统经常被记录为导致重大工艺事故的因

素；ISA-18.2所解决的报警系统问题已广为人知

③ ISA-18.2不包含已被证明的具体方法或详细实践的例子

④  该标准侧重于有效的警报管理的工作流程要求（“必

须”）和建议（“应当”）

⑤ ISA-18.2与通常的ISA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指定某

种硬件如何与其他硬件通信或控制组件的详细设计，它是关

于人们的工作流程

⑥ 报警管理实际上是关于工作流程的，不合格的报警系统

不会自己产生

⑦ ISA-18.2是根据严格的ANSI方法，基于开放、利益均

衡、应循程序和共识开发的一致标准

⑧ ISA-18.2适用于石油、石化、炼油、发电、管道、矿业与

冶金、制药和其他类似的采用现代DCS系统报警功能的行业

6. EPRI（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与PAS共同撰

写电力行业报警标准与规范。

7. 2010年12月，API（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发

布了《Recommended Practice RP1167: Pipeline Alarm 

Management》（简称API-1167）。管道报警管理标准要

求管道运营商采取措施解决报警相关问题，本文件审视了

PHMSA法规和API-1167的范围、法规影响和其它细节。

API-1167是在ISA-18.2之后18个月发布的，与ISA-18.2非常

类似且不相互矛盾。

8. 2 0 1 0 年， P A S 出版《 T h e  A l a r m  M a n a g e m e n t 

Handbook》第二版。

9. 2014年，IEC62682标准发布，它详细说明了基于可编程

电子控制器和基于计算机的人机界面（HMI）技术的报警

系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般原则和程序。IEC62682采用

ISA-18.2文件并对其进行了修改，IEC62682与ISA-18.2的主

要区别在于表述的不同。

10. ISA的标准是五年一周期进行审查，ISA-18.2发布于

2009年，2014年开始进行审查，2015年修订完成。在修订

时ISA18.2吸取了IEC62682的内容，但同时也保存了其中不

同的部分，总体来说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大改变。

11. 行业标准与规范，2021年中石油发布报警系统的应用规

范，国家标准制定也在进行中。

上述这些标准与指南，对报警进行了严格定义，对报警系统

的应用、评价给出了详细的指导，理解上述报警管理指南、

报警国际标准和报警项目最佳实践，才能找到彻底解决报警

问题的真正办法。

二、报警管理的误区和价值

在ASM成立之前，报警管理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被企业认

为是风险缓解项目，而且投资回报无法确定。因为从直观上

看，报警管理项目是用“避免的事故”和“避免的事故的严

重程度”来衡量其价值的，而现实的种种原因造成“避免的

没有发生的事故”有时候是难以确切定义和得到共识的。因

此很难证明报警管理项目从“没有发生的事故”中省下了多

少钱或避免了多少损失！就像SIS系统一样，如果生产从来

没有触发安全联锁，SIS也无法提供价值证明。

上世纪90年代，一家大型炼油厂实施的一个全面的现场报

警管理改进项目提高了可靠性，并因此从该项目中获得了

超过1亿美元的收益。此后，报警管理成为一个广泛的、行

业关注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其价值并开始

改进计划。

企业的报警系统被分为五个等级，每达到一个等级，都需要

相应的技术手段：

现代企业的报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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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系统等级 等级特征描述 配套技术手段

过载型（1级）

持续的高报警率，在生产异常时性能迅速恶化。正常情况下，报警

系统也很难使用

•操作员对报警系统的信心低，重要报警长时间被忽略或难以识别

•很多报警设计的没有意义或价值很小

•没有采用过有效技术手段

•报警设计等问题没有研究和解决

•或只作简单的报警统计、查询

被动型（2级）

与过载型报警相比有些改善，在大部分时间里，报警系统对操作员

来说仍然是无用的干扰。报警优先顺序是不可靠的

•报警系统对生产被动/故障能提供一些早期预警

•有些报警的设计没有意义或用处很小；报警抑制仍然不可控

•通过报警设计分析，解决了一些设计上的错误

• 通过简单报警、事件分析等手段识别无效报警、消

减无效报警

稳定型（3级）

与被动型报警相比，在平均报警率和峰值报警率方面都有改进。在

正常运行中功能良好，但在异常工况期间用处不大

•警报系统在正常运行期间是可靠的，但在异常工况期间基本无效

• 操作人员对报警优先级的适当性有信心，并根据优先级能一致快

速地做出反应

•通过报警归档与合理化解析，对每个报警进行检查

•所有报警设计错误得到纠正

•通过建立在线变更审核，避免无序修改

稳健型（4级）

在可预见的工厂运行情况下报警可控的

•报警系统在所有工况下都是可靠的，包括异常工况

• 操作人员对报警系统有高度的信心，并能及时理解和响应所有的

报警

•动态报警技术，报警配置自适应

•报警搁置等技术，边界管理

预测型（5级）
报警系统始终是稳定的，并在正确的时间向操作员提供正确的信

息，以避免异常工况或将任何异常工况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除了上述4个级别的技术手段之外

•重要报警的提前预告能力等

三、解决报警问题

如何提高报警管理水平，改进自己的报警系统，已经不需要

再从零开始摸索，ISA推荐的报警管理项目的七步法，可以

帮助企业全方位解决报警问题。

1. 开发企业的报警规范

报警规范是针对报警的定义、设计、实施和修正的一套综

合性指导方针，规范明确“如何正确执行与设定报警”，

从而为报警必要性选择、报警优先级设置、报警组态、报

警响应、报警处理方法、系统监控以及许多其它与报警相

关的主题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规则。它是企业实施报警管

理的行动纲领和必须服从的原则，是避免盲目进行报警管

理项目的保证。

报警规范对报警设计、报警的实施条件、方法、步骤和每一

步的实施效果都进行规范，对与报警相关的所有因素进行评

估，保障报警设计的正确性。

2. 建立报警系统的KPI评价体系

KPI用于长期监控报警系统关键指标，以寻找趋势并跟踪警

报系统的改进。KPI提供了定义、衡量、记录和报告影响业

务的关键性能指标的能力，KPI数值结果是通过自动运行预

定的计算得到，这些计算基于预定义的公式和相应的条件。

ISA18.2/IEC62682、EEMUA191等国际标准和指南都做出

了指导，但标准KPI只是对合格报警系统的最低要求，未必

全部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需要额外定义特殊的KPI来满足

企业的特殊需求。比如常见的复合KPI——操作员负荷指

数，对操作员的工作负荷与人员安排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3. 通过报警和事件的大数据分析，消除无效报警

报警规范和报警KPI体系创建之后，即可开始通过专业工具

对报警进行分析，快速识别错误和无效报警，快速消除。

3.1 报警设计分析

对于新建工厂，在生产投用之前可以通过上述分析，迅速发

现报警设计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在投产之前进行处理，这

样将大大降低投产的风险和难度。对于在役的生产企业，报

警设计分析可以帮助用户快速、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报警的产

生问题。

习惯性错误设计非常普遍，而报警设计分析是从根本上解决

报警问题的主要手段。

3.2 所产生的报警与事件的特征分析

即可通过对报警与事件的大数据分析帮助用户：

• 识别无效报警、并消除无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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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无效报警首先就需要对无效报警进行有效的归类，找清

楚无效报警的特征，如：

① 反复报警，这是数量比较多的无效报警的一类，即一分

钟出现3次或以上的报警

② 重复报警，即多个报警表达的是同一个东西，一个报警

在多处重复

③ 跨班报警，即报警发生后，在一个班次没有响应处理，

而继续出现在下一个班次

④ 僵尸报警，报警在分析观察预设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变化

或干预，跨班报警随时间延长会成为僵尸报警

⑤ 报警泛滥/报警潮，报警泛滥期间容易产生恶性事故，造

成报警泛滥的原因主要还是无效报警引起的

⑥ 瞬闪报警，快速出现，又快速消失的报警，在DCS报警界

面上只是瞬时出现，很难捕捉

⑦ 骚扰式报警，如一些诊断式永不停歇的报警等

⑧ Top 10报警，Top 10分析找出最频繁的报警位号和产生的

报警数量与报警细节，Top 10报警大多也是无效报警过多的

情况

• 对操作员的报警处理行为进行分析

① 报警确认时间，报警发生后，操作员需要多长时间去完

成报警确认

② 报警参数变更分析，分析为什么出现这些报警修改，什

么时间进行了修改

③ 哪些报警在何时被屏蔽等

如下图，报警、事件和操作参数可以进行一体化监视与分

析，识别生产事故/波动与操作员操作之间的关联，避免以

后同类事故发生。

4. 报警合理化分析，固化专家知识，建立报警专

家知识库

报警的归档与合理化解析是根据前面的报警规范进行具体执

行的，可能许多现有报警需要彻底返工——审查每项报警的

组态和用途。

通过这种方法设计的“合理化”报警系统，才有可能接近报

警管理的理想状态。

① 对于全新系统（即新建未投产），报警的归档与合理化

解析的作用是确定适当的报警组态方法

② 对于在役系统（已经投产），报警的归档与合理化解析

的功能包括对系统上组态的每个报警点以及可能组态报警的

其它点进行彻底检查

通过报警合理化解析工作，建立起属于企业专有的报警专家

知识库，为操作员提供报警处理的在线帮助，帮助任何一个

操作员有机会成为报警问题处理专家。报警专家知识库的建

立，将大幅提升操作员的生产异常处理效率和成功率，同时

降低操作员的劳动负荷。

报警专家知识库还将被用于动态报警的管理、报警潮的抑

制、报警变更的在线审计和强制复位以及变更管理等技术。

5. 对实施报警变更管理，避免人工失误造成风险

报警变更管理是报警系统维护的重要工作，报警系统一经改

进，即有必要确保配置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更，除非

这种变更得到了特别授权。未得到授权的任何变更都不能被接

受，变更审核、强制变更复位是解决非法变更的技术保障。

如图所示，正常情况下，报警专家知识库里面的报警信息与

DCS系统中的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一旦有人没有经过审批非

法对报警专家知识库内的报警进行修改，或是对DCS系统中

现代企业的报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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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警进行修改，报警管理系统自动审核、自动对报警专家

库和DCS系统报警信息对比，可以很快发现问题，生成例外

报告，通知相应的预设工作人员进行处理，避免人为错误

（有意还是无意）带来的风险。

另外，对设置了阈值的报警，报警的变更是不允许超过阈值

的，否则将构成很大的潜在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系统

自动对这类修改进行复位，以避免生产风险。

6. 通过动态报警解决非正常工况下报警问题

生产装置永远是动态的，它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有不同的

运行状态，而每个运行状态对报警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而，控制系统中的报警设置本质上是为了支持单一的工作

状态即稳态生产状态而设计的，这就导致在非正常工况下很

多报警变得毫无用处，带来很大的潜在风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报警系统在特定的定义和控制条件下能

够进行相应的设置更改，以有效支持每个工作状态，且具备

如下三个功能：

① 重要报警的预警：对特别重要的报警，在其发生之前的

一个时间点或满足某个条件的情况下，提前对该报警进行预

告，让用户提前做出响应

② 报警的搁置：即对某些报警进行暂时的抑制，记录报警

抑制的原因、控制报警抑制的允许时间或条件，并对所有抑

制的警报提供完整的报告和跟踪

③ 基于状态的报警设置改变：即将报警系统调整到匹配设

备当前的运行状态，正确识别设备的当前运行状态，然后自

动对当前状态下的报警进行相应的正确配置

④ 对报警潮的抑制

7. 报警管理系统的控制和维护

一旦报警管理系统部署完毕交付用户，报警管理系统会与

DCS系统同步运行：

① 按要求实时进行报警与事件的自动数据采集

② 按要求对报警与事件进行自动分析，自动生成报表，自

动通知工作人员

③ 按要求自动进行报警变更的审核，自动进行错误变更的

复位动作

④ 发现变更问题自动生成例外报告，标识错误

生产过程和传感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报警行为自

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当下正常工作的报警可能会在未来变成

虚假报警或发生故障。因此，报警管理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帮助用户进行持续的报警改善。

四、结束语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行业领袖企业在报警管理上投入

了大量金钱和努力，来减少操作员的工作负荷，提高生产安

全和生产效益。几个特大事故与报警系统的深入关联，兼之

EEMUA191报警管理指南的发布，和2009年ISA-18.2报警

标准的发布，再到2014年IEC62682标准的发布，以及一些

著名企业在报警管理项目上的丰厚回报，报警管理项目几乎

成为与DCS系统一样的企业标准配置。

报警管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因素

的任务。流程企业在生产运行时需要依赖操作员做出重要决

策，而有效的报警管理有助于支持正确的决策过程。因此警

报管理一直被视为流程行业中的最佳实践。

另外，随着国内企业对报警管理的价值和效果认识越来越深

入，报警管理会成为国内企业安全隐患治理的重要内容，国

内生产企业对报警治理会增加更多的投入和资源，报警管理

将不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报警系统的行业标准正在快速

完善，相信关于报警系统的国家标准将会在短期内发布。

参考资料：

《Alarm Systems,A Guide to Design, Management and 

Procurement》，PUBLICATION No 191，第三版.

《Alarm Management Handbook》，2005年出版、2010

年再办，作者：Bill Hollifield.

ANSI/ISA–18.2–2009 Management of Alarm Systems for 

the Process Industries，Approved 23 June 2009.

EEMUA’s Publication 191: Alarm Systems: A Guide to 

Design, Management, and Procurement.



石油和天然气

81智慧心声

Amiantit是中东地区的大型管道制造企

业，在全球拥有18个生产基地。

1993年，Amiantit的子公司Amiantit 

Fiberglass Industries Limited（以下

简称“AFIL”）放弃了当时的主流应力

分析软件SIMFLEX，开始使用CAESAR 

II。从那时起，AFIL使用CAESAR II在沙

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地

完成了超过44个项目，其中包括GRP

（玻璃纤维增强树脂塑料管）、GRE

（玻璃纤维增强环氧树脂管）、HDPE

（高密度聚乙烯）和DI（球墨铸铁）管

道系统。

Eastern Petroleum Company（以下

简称“SHARQ”）委托AFIL/Amiantit

为沙特阿拉伯东部最大的单体乙二醇

公司名称：Saudi Arabian Amiantit 

Company（以下简称“Amiantit”）

网  址：www.amiantit.com/en

所属行业：施工、石化

所在国家：沙特阿拉伯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ESAR II

生产项目提供分析服务。鉴于项目的

巨大规模和特殊要求，Amiantit首先用

CAESAR II对几个三通作了测试。测试

很成功，表明CAESAR II功能强大，能

轻松处理各种材料，包括本项目中GRP

管这样的正交各向异性材料，充分说明

CAESAR II就是适当的解决方案。

迅速及时地交付项目成果

项目时间紧、任务重。Amiantit非常清

楚，如果不能解决工期问题，项目成

本势必会大幅增加。为了赶上进度，

Amiantit使用CAESAR II准确快速的组

件分析功能，在生产和制造的过程中，

同步进行应力分析。

排除所有可能的故障

项目的一个难点是确保准确模拟和分析

11公里GRP管，包括地上部分和地下

部分。CAESAR II的梁单元必须能够准

确地模拟160英寸（约4米）的正交各

向异性材料。

要准确地模拟160英寸（约4米）的正

交各向异性材料，是为了防止在弯头、

三通和异径管的安装过程中出现故障，

导致产品损耗、工时浪费以及维护、重

新设计和重新安装产生额外时间和费用

等情况。故障还可能导致停机，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

Amiantit的工程组经理Sadath Khan

说：“CAESAR II能清除所有可能的失

效，特别是T型三通部位的失效。通过

使用CAESAR II，我们能确定布局，发

现过应力超标部位，找到问题所在，解

决问题。如果没有CAESAR II，我们就

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精确的自动计算产生的效益

管段型式复杂，直径大（100~160英

寸（约2.5~4.1米）），很难装卸和运

输。如果装卸时不小心，还有可能导致

管段损坏甚至散架。CAESAR II的功能

先进齐全，能够准确地关联各种尺寸的

管段，并为复杂管段提供了简单的重心

计算，有助于确保装卸安全和速度。

Amiantit的项目经验表明，CAESAR II

能够准确地分析各种直径、各种压力等

级的管线，在各种载荷工况下的情况。

CAESAR II 在Amiantit的SHARQ项目中发挥重
要作用

CAESAR II 在Amiantit的SHARQ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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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德希尼布能源公司

网  址：www.technipenergies.com

公司简介：德希尼布能源公司是一家

专门从事能源转型的大型项目工程技术公

司，员工遍布38个国家。

员工人数：15,000多人

所属行业：能源

所在国家：法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EcoSysTM

主要目标：

  提高项目的整体执行生产力

  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内更好地优化资源

  改进预测，提高可预测性，改善决策

主要优势：

  提升生产率

提高项目的整体执行生产力 

  改进资源管理

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更好地优化资源

  提高效率

数据中心型平台让不同的专业实现信息的共

享和标准化，无需浪费时间查找和验证信息

  改进预测

改进预测，提高可预测性，改善决策

确定目标

项目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还要兼顾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利润率的提

高，这是全世界工程建设公司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

程技术公司，德希尼布能源公司（以下简称“德希尼布能源”）深谙只有

更好地预测和了解项目绩效，才能在当前的经济艰难时期找到出路。

德希尼布能源的管理层对未来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型企业级

解决方案，创建一个跨专业、跨部门的单一验证项目管理数据源。德希尼

布能源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方案的范围包括：

 ·  整合设计、估算、成本控制、采购、施工分包、计划和合同管理等各

阶段的项目执行和数据管理

 · 整合从设计到采购及最终施工分包的工程量和成本管理

 ·  实现基于估算自动生成工程量及成本预算，同时实现成本控制数据自

动回归估算

克服挑战

由于历史原因，德希尼布能源的项目绩效管理设置存在较大的问题。企业

内组织架构稳定，但不同部门的数据模型各不相同。例如，成本控制和估

算使用不一样的成本分解结构。

实现集成环境的第一步，是致力于德希尼布能源领导小组认定的数字化转

型的关键条件，即确定主数据，商定适用于整个公司的单一数据模型。这

是逐步实现项目控制过程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

除了调整、建立共享数据模型，德希尼布能源还着手提高整个企业精益工

作流程的标准化水平。

德希尼布能源公司采用EcoSys™逐步实现项目
控制过程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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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尼布能源成本控制与风险管理总监Yann Guyot说：“可

以想象，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拥有15,000名员工的企

业来说，数字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项持续数年的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成本控制数字化，正在着力采取措施全面

实现项目环境的数字化。”

接下来的工作包括实现施工分包、估算、计划和合同管理的

数字化。

实现成果

德希尼布能源选择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EcoSys企业级

项目绩效解决方案支持项目控制过程的数字化转型。

Guyot指出：“我们在世界各地所

有项目中部署了EcoSys。EcoSys实

施灵活，能让我们逐步实现数字化

转型：我们先用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实现成本控制和材料管理

的数字化，为后续的数字化工作制

定了工作计划。”

成本控制

过去10年，德希尼布能源一直使用

EcoSys软件进行成本控制。成本

控制的第一步是预算，并集成ERP

中的合同承诺及实际数据，然后加

入改进的预测和项目组合管理。

EcoSys还能在招投标过程中跟踪

人员的商业费用，辅助招投标成本

管理。EcoSys的自动化接口能让

公司轻松计算预测，制定项目控制

计划。

数量管理

德希尼布能源还整合了EcoSys与

S m a r t  M a t e r i a l s解决方案，用

Smart Materials管理技术数据和

技术生产数据。材料的数量信息与

EcoSys集成，供成本控制部门使

用数据。成本控制部门能自动访问

材料申请数据，更好、更准确地开

展预测。成本控制部门还能访问采

购订单信息和材料表，进行实时比较，了解材料表的变化

情况。

Guyot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上10天时间收集数

据，才能审查和分析出材料表的变化情况。集成EcoSys和

Smart Materials以后，我们只需要10秒钟就能得到相关信

息。”

施工分包

项目控制数字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施工分包。过去，同一企业

内和不同项目之间不会共享施工工程支付项目的数据分解结

构。数据存在Excel表格中，需要人工查找单价表，很难了

德希尼布能源正在为数字化规划创造条件

德希尼布能源以优质的项目、工程和技术服务，促进全球能源转型

德希尼布能源公司采用EcoSys™逐步实现项目控制过程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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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手中是不是最新、最正确的信息，再用这些数据来预测

项目成本，导致预测过程冗长而耗时。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德希尼布能源一方面使用EcoSys提升

数据的数字化和标准化水平，形成集中平台，另一方面调整

数据分解结构，与公司在其它方面使用的数据分解结构保持

一致。

估算

由于缺乏估算和成本控制的共享平台，估算曾经也是德希尼

布能源面临的一大难题。德希尼布能源打算采用项目执行团

队使用的成本分解结构建立估算单价库。

这种做法有两大优势：

 ·  能在估算表和项目预算之间快速转换，更好地了解项目

绩效；

 ·  自动反馈：EcoSys每天生成数据，员工无须再核对Excel

表格中的数据，能生成更可信的报告，节约工作时间。

计划

德希尼布能源正在推进任务计划和不同部门使用的数据结构

的标准化，为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就用

EcoSys和Primavera P6建设历史计划数据和项目执行信息

平台。

展望未来

Guyot表示：“EcoSys解决方案的使用体验很好。它很灵

活，能与多种系统集成，集成性能良好。EcoSys帮助我们

提高了整体效率，让我们更好地优化资源，不用再浪费时间

寻找和验证数据。” 

除了正在推进的成本控制、施工分包、估算和进度计划数字

化，德希尼布能源还整合了EcoSys与其他内部工具，为将

来打造完全协同的项目环境打好基础。

对于准备进行项目控制过程数字化转型的其他工程建设公

司，Guyot提出的建议是：“首先，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是

对数据和工作流程进行标准化建设和重组，要进行数字化转

型的公司务必明确目标，准备好在公司内部面对相关困难。

其次，真正的转型需要时间。不过，只要选择适当的解决方

案，比如EcoSys，就能逐步实现数字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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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凭借PV Elite实现合规，创
最短工期记录
从锁具公司发展成为一家跨国制造企业

公司名称：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

网  址：www.godrej.com

所属行业：石化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PV Elite

戈德瑞吉成立于1897年，起初是一家

锁具安保公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家

大型跨国制造商和供应商，产品种类丰

富，包括美容用品、家电、装卸设备和

工艺设备等。1976年，戈德瑞吉工艺

设备部成立，主要从事工艺设备的制

造，产品广泛应用于炼油、石化、化

肥、油气、化工、制药和电力等行业。

承接最大压力容器项目

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承接了公司有史以

来最大的单体设备项目，设备重达882

吨（相当于800公吨）。客户要求对设

备进行整体设计、整体制造，并以整体

方式运出孟买港。项目设备是聚丙烯反

应釜，客户是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设备

用于位于沙特朱拜勒工业城的欧洲石化

公司第三聚丙烯化工厂。

PV Elite实现准确性与合规

在实施本项目之前，戈德瑞吉工艺设备

部的工程师已经接触过使用PV Elite软

件进行压力容器和换热器设计和分析的

用户，了解PV Elite软件不仅能根据国

际标准进行工程设计，还能进行机械设

计和合规计算，通过导入生成装配图。

符合当地标准的设计和制造

聚丙烯反应釜采用陶氏化学技术，高

156英尺6英寸（约47.7米），内径从

18英尺（约5.5米）到最大29英尺6英

寸（约9米）。反应釜壁厚在3英尺3/8

英寸和4英尺1/8英寸之间（约84毫米

~105毫米之间）。PV Elite的数据库全

面包含钢结构、管道、法兰、螺栓等

内容，帮助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根据

ASME U2钢印标准完成了圆顶聚丙烯

反应釜的设计、制造、供货和测试。

操作和运输分析

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结合操作工况以

及沙特阿拉伯朱拜勒地区的风载荷工

况和地震载荷工况等外部边界因素，

使用PV Elite设计和制造一体式聚丙烯

反应釜。他们还用PV Elite进行了设备

的运输和支座分析，以确定载荷及支

座要求。工程师还能用PV Elite将反应

釜从垂直的操作设计状态翻转到水平

运输状态，以计算运输载荷以及理想

的支座位置，并不需要重新设计反应

釜。这也是PV Elite超过很多同类解决

方案的地方。

创最短工期记录

有了PV Elite，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不

仅满足了客户的要求，还极大地缩短了

合规计算时间以及必要的风载荷工况和

地震载荷工况分析时间，从而促使戈

德瑞吉工艺设备部能够达到更多客户

的要求，增加客户满意度。戈德瑞吉

工艺设备部的市场营销副总经理Rajiv 

Kulkarni说：“我们主要从事复杂容器

的设计和制造。PV Elite能让我们灵活

地设计完全达到相关标准规定的冷却塔

和换热器。除了TEMA管壳式换热器，

我们还能分析位于冷却塔内的带换热器

管束的容器。”

戈德瑞吉工艺设备部凭借PV Elite实现合规，创最短工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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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莫特麦克唐纳

网  址：www.mottmac.com

所属行业：化工、石化、陆上油气

所在国家：英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ESAR II

莫特麦克唐纳公司（Mott MacDonald）的主营业务包括工程、设计、管

理和技术咨询，以及项目和施工管理服务，主要为全球油气和石化企业提

供服务，拥有1400多名员工。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型液化气陆上管道项目的工程服务

莫特麦克唐纳中标SpieCapag公司的项目，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天然气生产

和加工设施的445公里陆上管道提供工程设计服务。项目的运营商是埃克

森美孚公司的子公司Esso Highlands。

承建的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首都莫尔兹比港以外的设施进行液化，然后向

亚洲的主要液化天然气客户出口。根据澳大利亚的标准要求，项目包括所

有天然气和凝析油的集输设备和基础设施。项目负责方是莫特麦克唐纳位

于印度孟买安泰里的石油石化公司。

解决各种压力状况和地域挑战

管道的管径范围是DN20~DN850，涉及压力范围12500~56100KP，温

度范围-46~80摄氏度。管道需要穿过断裂带、地震频发等地质灾害的崎

岖地带。工程师必须解决风、地震、不同土壤特性和不同工况耦合造成

的应力。

应对多项变化，减少模型数量

项目需要对应力模型进行多次修正，快速完成返工。CAESAR II的灵活性

和强大功能帮助莫特麦克唐纳顺利完成了工作。CAESAR II在同一个模型

中根据ASME B31.4分析管道响应，同时根据ASME B31.3分析关联管道的

响应，减少了模型数量，节约了时间和相关成本。

莫特麦克唐纳用CAESAR II顺利完成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管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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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地分析动态等效条件和静态等效条件  

莫特麦克唐纳用CAESAR II创建场站地震谱，进行动态分

析，对载荷条件进行最优组合，分析可能的振动模式。项目

涉及多种土壤条件，莫特麦克唐纳使用CAESAR II模拟地上

和地下管道的应力情况，以确定虚拟锚栓的位置，节约了材

料、成本和时间。

用Isogen提高准确性

莫特麦克唐纳用CAESAR II内嵌的Isogen模块生成ISO图，提

供支架类型、管道布置变化等设计输入信息，极大地提高了

准确性，减少了错误、工时和成本。

加快设备建模，节约时间

设备、收发球筒通常不在管道应力工程师的工作范围之内。

在土建团队设计收发球筒装置基础的同时，工程师分析了基

础设计荷载的组成，创建了收发球筒的模型，加快了基础设

计速度，进一步节约了时间。

成功应对设计规范的变化

莫特麦克唐纳利用CAESAR II灵活的建模和分析功能处理不

断发生的变更，实现了各个里程碑，顺利解决了项目挑战，

如期完成项目，为公司创造了额外的收入。

“CAESAR II让我们自信地完成了项目，获取了

优异的成果。Isogen模块帮助我们迅速生成准

确的ISO图。”

Gaurav Bhende

莫特麦克唐纳

印度公司副总工程师

莫特麦克唐纳用CAESAR II顺利完成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管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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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L&T千代田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L&T千代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TC”）是印度L&T 

Hydrocarbon Engineering有限公司与日本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

（Chiyoda Corporation）的合资企业。成立25年以来，LTC承接了

油气、炼油、石化和化肥领域的多个世界级项目，足迹遍布全球多

个国家。

员工人数：1000多人

所属行业：油气、石化、化工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Intergraph Smart Electrical with Import Manager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with additional models

  SmartPlant® Foundation

  SmartSketch

  CAESAR II

  PV Elite

主要优势：

   能进行实时碰撞检查，形成工程数据的单一信源，减少返工量

   能在不同的现场复用设计数据和模型，支持在跨国大型工程项目

中进行高效的工作协同

   提高设计效率，确保费用优化

   创建数字项目库，帮助量化后续项目，促进投标过程的费用优化

确定目标

L&T千代田有限公司是印度L&T  H y d r o c a r b o n 

Engineering有限公司与日本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

社的合资企业，是世界著名的设计和工程咨询机构。

LTC希望找到合适的整体解决方案套件，实现以数据

为中心的工程方法。LTC的主要目标包括：

 · 确保项目进度，生成优质的交付成果

 · 支持实时碰撞检查，减少返工量

 · 优化成本

LTC在全球多个国家执行了多个炼油、石化和油气综

合项目。本案例分析主要介绍LTC执行的印度炼油项

目和中东国际炼油项目。

克服挑战

在这两个项目中，顺利完成项目的关键在于优化成

本，提高工程设计效率，确保赶上业主提出的严格的

进度计划。

LTC希望解决方案供应商能够帮助他们：

 · 生成质量稳定的智能管道仪表流程图

 · 以标准化方式集中管理全球不同现场的工程数据

 · 在生成智能三维模型时加强版本控制

 · 支持设计的实时碰撞检查，避免返工

L&T千代田有限公司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
方案改善全球工程项目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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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不同部门和项目之间完成复用设计

这些功能在LTC为印度某石油公司执行新建项目的详细工程

设计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项目期间，LTC在基础设计基础上生成了相关文件，包括

土建、机械、工艺和电气工程等文件。工程部门在项目期间

相互合作，共用中央数据库，并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促进

了不同专业之间的数据复用。

此外，LTC还用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为中东某陆上油气企

业执行其国际炼油厂的扩建项目。在该项目中，LTC与中东

和印度的多个项目组合作，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在不同现场

执行项目的详细设计。项目的主要挑战是解决设计协同和集

成问题，这是LTC首次在这样的大型跨国项目实施中使用海

克斯康解决方案。

在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的协助下，LTC创建了集成环境的

智能管道仪表流程图和三维模型，并且在全球不同现场使用

这些模型。解决方案能在共享数据的同时保持版本控制的一

致性和实时碰撞检查，使LTC在不同办公地点节约了大量时

间，带来了良好的全球工作协同体验。

海克斯康的技术服务和全球开发团队提供实时支持，帮助

LTC顺利完成了详细设计阶段。

实现成果

25年来，LTC一直采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执行项目，使用过

三维设计套件以及最新版的三维分析、图表、数据管理、集

成等各种解决方案。LTC选择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套件执行这

些项目是因为方案功能齐全，包括数据中心和实时碰撞检查

功能，同时还能提升整体效率。LTC使用的解决方案包括：

 ·  Intergraph Smart P&ID：LTC使用Smart P&ID创建不同

项目的智能管道仪表流程图。LTC优先选择Smart P&ID

解决方案，是因为它具有可定制的、逻辑性强的命名原

理和控制功能，支持全球工作协同，创建管道仪表数据

的单一信源，能生成各种报表，有助于项目执行，开展

各种下游活动。

 ·  Intergraph Smart 3D：Smart 3D支持不同场地的全球工

作协同，帮助LTC提高设计安全性和设计效率。全球工作

协同使不同的现场几乎能实时获取信息，同时保证信息

的安全性和可控性。LTC特别满意Smart 3D的快速建模

功能、自动待办事项列表以及实时碰撞检查功能。

 ·  SmartPlant Foundation：LTC将SmartPlant Foundation

作为中央数据库，形成工程信息的单一信源。LTC能迅速

找到信息，同时提高了数据的一致性和效率。

在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的协助下，LTC创建了智能管道仪表流程图和三维模型，并且在全球不同现场使用相同模型*

L&T千代田有限公司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改善全球工程项目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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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ESAR II & PV Elite：LTC将CAESAR II作为应力分析的

标准化工具和最佳解决方案。LTC还使用PV Elite设计压

力容器。

 ·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LTC用Smart 

Instrumentation生成仪表索引、回路图、工艺数据更新

等成果。Smart Instrumentation具有增强功能，能将数

据导入Excel，还具有报表功能，极大地促进了LTC的项

目工作。

 ·  Intergraph Smart Review：LTC使用Smart Review交互

审查和分析各个项目的复杂的大型三维模型。软件使用

方便，位号报告功能和碰撞检查功能有助于降低风险，

提高效率。

LTC能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之间准确、高效地交换数据，提升

了各个项目的工程效率。

展望未来

LTC和海克斯康拥有20多年合作历史，期间不断通过合

作改进解决方案。未来，LTC还将研究如何从海克斯康和

AspenTech最新的合作解决方案中获益。

LTC和海克斯康希望在后续项目中开展全球合作和本地合

作。LTC AGM-IT的Samirkumar Patel先生说：“我们与海

克斯康之间的合作历史源远流长，20多年来使用过海克斯康

的各种软件，包括工程解决方案、设计解决方案、分析解决

方案和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海克斯康的产品潜力巨大，能生

成优质的交付成果，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和费用，满足工程

行业的多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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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

尼纳斯石油主要从事特种环烷油和沥青的生产活动，在瑞典、

德国和英国设有4家炼油厂。本案例分析着重介绍瑞典尼奈斯

港炼油厂的情况。尼奈斯港炼油厂是北欧最大的特种环烷油供

应商，也是全球知名的特种环烷油生产企业。

此前，尼奈斯港炼油厂的文档管理系统非常陈旧，毫无智能可

言。尼奈斯港炼油厂认识到需要引进一个新的以数据为中心的

解决方案，实现文档和资产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还需要包含强大的位号管理功能。

尼奈斯港炼油厂希望通过资产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提高工程和运营效率，降低风险，同时实现跨专业合作。

克服挑战

此前，尼奈斯港炼油厂的文档管理系统没有自动化工作流程。

工程部和运营部在日常工作中很难进行版本控制，文档的准确

性也无法保障。旧的文档管理系统也没有位号管理，需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找到所需文档。即使找到了也不知道文档是否为最

新版本，文档内容是否可信，是否能与其它专业、其它部门及

其它资料保持一致。

此外，工程部门将文档移交给操作和维修部门也是一项挑战，

因为文档不会自动、一致地体现任何一方所做的更改。

实现成果

尼纳斯石油部署了海克斯康工程和资产生命周期信息管理解

尼纳斯石油利用海克斯康智能工具实现炼油厂
资产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的数字化

公司名称：尼纳斯石油

公司简介：尼纳斯石油是总部位于瑞典的跨

国公司，在多个细分市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不

同于其他以石油为能源的石油公司，尼纳斯石油

的业务以特种环烷油（NSP）和沥青为主。

员工人数：200多人，尼奈斯港

所属行业：炼油业，包括基础油、沥青、加

工油、变压器油、橡胶油和轮胎油

所在国家：瑞典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

  Intergraph Smart 3D

  SmartPlant® Foundation

   SmartPlant Enterprise for Owner Operators 

(SPO)

  HxGN SDx（试点）

主要优势：

   单一版本的工程信息源，有利于控制版本，提

高准确性，加快决策速度，提高决策质量

   无需浪费时间查找资料或在现场进行文档验

证，从而提升效率

尼纳斯石油利用海克斯康智能工具实现炼油厂资产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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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实现了工程设计基础和文档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能够统一管理不同系统和专业之间的

位号和工程设计数据。未来尼纳斯石油会将海克斯康解决

方案与JD Edwards EnterpriseOne（ERP系统，包括维护

和仓库管理功能）进行集成，最终目标是让海克斯康资产

生命周期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成为工程数字孪生平台，为所

有专业提供数据。

尼纳斯石油工程部在内部和外包棕地项目中都使用海克斯康

解决方案。例如，外部EPC总包在实施新建硫磺回收装置现

场项目时，用海克斯康软件进行设计和施工。EPC总包使用

的独立数据库包含1200多个文档和1300多个位号。由于使

用了海克斯康软件，项目竣工后，EPC总包的文档和位号就

能够无缝移交到尼纳斯石油的工程环境中。

海克斯康软件是尼纳斯石油工程团队在尼奈斯港炼油厂

使用的日常工具。工程团队用

Intergraph Smart P&ID创建项目

版P&ID图，用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创建仪表相关接

线、回路、仪表清单及数据表信

息。工程团队在日常工作中用海

克斯康软件创建的ISO图包括材料

表信息，可供安装和施工使用。

海克斯康智能工程设计软件使尼

纳斯石油得以轻松管理变更，因

为在SmartPlant Foundation中

能够查看到最新的项目和运营的

数据及文档。

SmartPlant Foundation起到数

据交换中心的作用，能存储海康

斯康设计软件和第三方软件的所

有设计数据和文档，包括供应商

文档。SmartPlant Foundation

管理着20~30万个不同格式的文

档以及69000多个位号，满足工

程部、维护部、健康安全环境部

以及运营部的日常使用需求。

变更管理自动化工作流的设置

使每一项变更都要经过团队相

关人员的审批。尼纳斯石油目

前在SmartPlant Foundation

中实现了文档传输工作流。未

来与外部各方共享的文档也将在上传之前通过SmartPlant 

Foundation进行验证和控制。

在集成设计中使用海克斯康软件提高了数据管理的透明度，

让全公司的系统和部门都能够获得相关数据，同时工具软件

的数据能够轻松发布到SmartPlant Foundation中并加以使

用，提高了文档和数据的整体质量，发布时系统对数据进行

检查，保证已发布的数据值得信赖。

尼纳斯石油选择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的原因在于方案全面覆盖

炼油厂的各个专业，能实现安全、无缝的信息交换，为公司

提供了互联的、单一版本的工程运营信息源。所有数据都经

过检查与审核，加速并简化了工程部与运营部之间的移交工

作。SmartPlant Foundation的文档集中管理功能进一步简

化了版本控制，提高各部门效率。举例来说，当炼油厂维护

海克斯康集成解决方案增加了尼纳斯石油工程团队之间数据管理的透明度

尼纳斯石油工程部在内部和外包棕地项目中使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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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帮助我们提高了整体效率。

人人都能适时获得正确的信息，让版本控制、位

号管理以及工程和运营之间的移交变得更快、更

方便。”

Phil Woodall

尼纳斯石油SmartPlant Enterprise解决方案主管

“工程数据和文档管理数字化的关键在于掌握正

确的工具和正确的配置。另外，请务必为软件配

备相应的硬件，购买能够实现各部门间协作的工

具。”

Phil Woodall

尼纳斯石油SmartPlant Enterprise解决方案主管

组需要某台设备的资料时，可以搜索对应的位号，就能立刻

找到最新的、准确的相关资料。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为尼纳斯石油创造的主要效益包括：

 · 单一版本的工程信息源，有助于控制版本，提高准确性

 ·  无需浪费时间查找资料或在现场进行文档验证，提升了

效率

 ·  所有资料均完整、可信，保存在同一共享数据库中，改

进了工程部与维护部之间的数据移交

 · 可即时获得相关设备资料，以提高运维效率，改进决策

 · 适时迅速获取相关资料，降低运营风险

 ·  工作流控制下的变更管理，具有可审计的追溯性，确保

合规性

展望未来

尼纳斯石油希望接下来在所有炼油厂标准化海克斯康软件的

使用，同时在开展海克斯康新一代资产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HxGN SDx的试点使用工作。尼纳斯石油还跟海克斯康合作

推出SDx Integration，以期实现以对象为基础的自动化信息

交换，加强位号、文档及相关数据的控制，更快地生成设计

文档。

尼纳斯石油利用海克斯康智能工具实现炼油厂资产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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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状态报警方案解决焦化装置问题
实践证明PAS PlantState Integrity™动态报警解决方案效果显著

中东某大型炼油厂新建的五炉焦化装置在正常循环运行期间

经常发生不相关、不正确的报警。鉴于这种报警系统性能太

差，公司希望找到一种设计合理的报警系统解决误报麻烦。

焦化简介

炼油厂焦化装置的作用是处理渣油，把渣油加工成较有用的

产品，剩下固体碳“焦炭”。焦化装置包括若干焦炭塔、加

热炉和附加设备，循环处理渣油。

焦化工艺如下：

 ·  先将烃类进料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方便投入准备好的

焦碳塔中裂化

 ·  接着是稳态裂化，生产产品期间，形成副产品焦炭填充

焦碳塔

 · 进料流转到另一个准备好的焦碳塔

 · 清焦：用水蒸汽吹扫充满焦碳的焦碳塔，去除残留产品

 ·  对充满焦炭的焦炭塔进行水淬，通过自动高压水洗去除

焦炭

 · 重复上述过程

每台焦化装置的子装置都带有大量的仪器，涉及数百个传感

器，都有可能发出报警。运行周期的每一种状态都有可能出

现不同的异常情况。每一个焦碳塔的配套设备也有多种运行

状态。

克服挑战

在一种状态下提醒操作员发生相关问题的报警设置并不适合

其它状态。在DCS系统中，每一种传感器的报警设置都是固

定的，焦化装置在运行期间会产生几百种滋扰报警、无关报

警或不具操作性的报警。操作员基本上根据焦碳塔的当前运

行状态识别和忽略这类报警，很有可能出错或漏掉真正重要

的异常情况。

这是炼油厂业主无法接受的，业主希望报警系统能针对实际

运行状态可靠地警示异常情况。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面的状态报警解决方案，自动监测所有

设备的当前运行状态，自动将报警设定值、优先级和抑制状

态实时改成适合当前状态的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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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除了基础的报警管理功能以外，通常还需要比较高级的功

能。海克斯康PAS PlantState Integrity™解决方案采用模块

化设计。炼油厂业主需要激活Dynamic Alarming Module

（动态报警模块）许可证。动态报警模块包括状态报警，以

及较为高级的报警搁置功能和报警泛滥抑制功能。

状态监测

在状态报警中，对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定义。主报警

数据库存储每一个独立过程状态的正确的报警参数（设定

值、优先级、抑制状态、逻辑条件）值。状态监测有全自动

模式（监测值的逻辑组合）、手动模式（操作员输入），以

及在操作员确认状态变化后自动进行的“辅助轮”模式。定

期循环运行适合全自动模式。

焦化装置的加热炉/焦碳塔组合能定义五种状态：

创建各单项设备的状态监测算法（SDA）。状态监测算法

使用的逻辑涉及多个传感器，每15秒通过OPC读取一次

值。SDA包含错误处理逻辑，能对传输错误值的传感器进

行处理。

设备状态发生变化以后，独立的State Enforcer组件通过

OPC将正确的报警设置写入控制系统。 

受影响的报警

五个加热炉/焦碳塔的每一种组合都有36种不同的温度报

警，系统能够自动更改相关设置、优先级或抑制状态。

另外，将下列系统中的几十种报警变更为状态型报警：

 · 五个锅炉给水系统

 · 稀释蒸汽控制

 · 炉燃气

 · 燃气密封性测试（消除自动化测试周期中的错误报警)

 · 双列稀释蒸汽产生

 · 球形乙烷汽化器

 · 乙炔反应器

 · C7分离器

 · 清焦空气压缩机

常见故障报警

常见故障报警（CTA）是根据多个相关输入源的报警状态

发出的单一报警，能避免对同一事件发出多次报警。常见

故障报警的实施比较复杂，需要避免和清除重复报警。用

PlantState Integrity状态解决方案创建常见故障报警要比根

据DCS创建常见故障报警结构简单得多。

在本例中，炼油厂创建了6种不同的常见故障报警，每种常

见故障报警平均包含32个输入报警。诊断图显示了特定输入

源引起的报警。这样进一步减少了不必要的报警。

失效保护

看门狗定时器是实施PlantState Integrity状态解决方案的标

准组成部分，负责监测动态报警模块与DCS之间的通信丢

失。一旦检测到丢失，会提醒操作员，并将DCS报警设置恢

复为预定的默认值。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

效果——最佳运行状态

自从实施PlantState Integrity动态报警模块以来，焦化装置

的所有报警都能正确警示需要操作员干预的相关运行阶段的

异常情况。报警率大幅降低，操作员对报警系统的信任进一

步加强。

关于状态报警、不涉及平台的状态监测算法的创建建议、停

机状态的报警设置以及类似内容的完整说明请参见《报警管

理手册》第二版，网址：www.pas.com

总结

焦化装置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单值DCS报警系统具有内置局

限性，会影响报警性能。工业生产过程中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例如多台设备，用不同的原料，用同一设备生产不同的

产品等。实施成熟的状态报警系统能恢复报警系统的作用，

确保操作员始终了解真正的异常情况。

启动 停炉默认 
（正常裂化或热蒸汽待机（HSSB）运行）

清焦 Hssb行程

PAS状态报警方案解决焦化装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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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SSTenergomontazh

网  址：www.sst-em.ru

所属行业：油气

所在国家：俄罗斯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poolgen

  Intergraph Smart® Isometrics

主要优势：

  大幅降低电伴热系统设计的人工成本

  简化设计阶段的变更管理，提高效率

   审查灵活度更高，能更灵活地向客户提

供内容

  更方便地对照源数据验证文档的合规性

确定目标

俄罗斯SSTenergomontazh是一家主要从事电伴热、保温隔热和工程设计

的公司，经委托为维索茨克港的液化气生产运输站提供电气工程服务。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应业主要求，为业主按时提供电供暖系统、管道和设备

的无碰撞的、准确的文档。与此同时，SSTenergomontazh希望降低人工

成本，提高文档处理的灵活性，避免在用业主的源数据验证文档时产生额

外的成本。

克服挑战

项目的主要挑战在于SSTenergomontazh必须使用不同三维设计系统出具

的多种独立的图纸文件。项目刚开始时，SSTenergomontazh缺乏合适的

配套软件，无法使用并整合不同设计系统的文件，从而也无法实现设计和

实际工程数据的集中管理。

后来，SSTenergomontazh通过使用Intergraph Spoolgen对.idf文件和 

.pcf文件进行统一并转换成.pod文件。这使得SSTenergomontazh能比较

管段和各自的伴热布置，迅速了解整个管道的情况，从而更好地了解管道

布置细节，提高设计效率。

SSTenergomontazh选择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管理不同格式的文件，提高

管理效率。SSTenergomontazh是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的老用户，非常了解

解决方案的各项功能。他们为本项目选择Spoolgen和Intergraph Smart 

Isometrics是因为这两个软件具有出色的三维功能。使用方便，带有优

质的配套培训文件，另外还有海克斯康技术支持团队在实施过程中提供

良好的支持。海克斯康软件还能根据项目状态生成各种报告，提高了

SSTenergomontazh的报告效率。

俄罗斯知名工程公司使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
决方案为液化气设施提供零碰撞电气工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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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管道ISO图示例

实现成果

业主发送给SSTenergomontazh的是.idf格式和.pcf格式文

件，需要先转换为.dwg格式。首先需要合并和比较文件，了

解伴热管线的详细情况。用海克斯康软件识别图纸文件和图

纸组之间的差异，避免设计碰撞。然后放置伴热系统，生成

各种报告，报告包含所有必要规格。

SSTenergomontazh用海克斯康软件转换业主发来的文件，

直接用文件开展工作，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软件还能根据源

数据文件的特点自动对源数据文件进行分组和合并，避免了

人工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

SSTenergomontazh实现的其他效益包括：

 · 实现流程自动化，大幅降低电供暖系统设计的人工成本

 · 自动跟踪、检测变更，降低人工成本

 ·  自动报告功能，使SSTenergomontazh能够随时随阶段

向业主发送报告，避免产生额外的工时

 ·  通过管线表文件和idf文件获取所有必要的信息，避免业

主在提供源数据时产生额外的开销

 ·  自动通过源数据（idf文件和管线表文件）获取全部数

据，节约数据验证成本和时间

展望未来

鉴于Spoolgen和Smart Isometrics在首项目上的良好使用

体验，SSTenergomontazh决定在日后的所有项目中继续使

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进行无碰撞设计，确保施工效率和工

程质量。

 

带有伴热系统的管道示例

“目前，我们有很多客户是大型设计公司，他

们可能使用不同的三维设计软件，经常向我们

提供原始文件格式的源数据。海克斯康解决方

案能从不同文件中收集必要的信息，不需要请

客户对文件作进一步处理，节约了时间和人工

成本。”

Valentin Sytnikov

SSTenergomontazh设计部门主管

俄罗斯知名工程公司使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为液化气设施提供零碰撞电气工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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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GN EAM和Visual K促进DeNovo的数字化转型
DeNovo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满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能源
需求的能源企业，主要在石化行业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名称：
Proman DeNovo能源有限公司

网  址：www.denovo.energy

     www.proman.org

所属行业：石油与能源

专业领域：天然气、上游与海上

EAM合作伙伴：Visual K

总  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HxGN EAM

  Infor OS

业务挑战：
  从头开始创建一个数字原生企业

  以有限的系统满足所有经营管理需求

  无缝集成各项一流解决方案

  符合能源部严格的监管要求和管控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

业务成果：
  全自动工单处理

  访问EAM数据和指标

   通过Power BI跨部门无缝集成EAM/财务报表

  EAM数据的全面移动化

   员工能根据需要访问整个企业从生产到

采购的全流程关键数据

  停车风险小

DeNovo拥有强大的国内经营能力和全球合作能力，以实现创新成果、满

足当前和未来能源需求而闻名。DeNovo坚持通过与全球一流企业合作来

保持全球竞争力。DeNovo希望利用HxGN EAM让员工全天候通过固定设

备或移动设备轻松访问资源、信息和工具，进一步优化企业运营。

始终以EAM为重点

“DeNovo的主要目标是根据符合公司价值观的最高标准实现安全经

营”，确保股东、合作伙伴、同事、社区、国家和环境等各方的利益都能

通过经营活动达成所愿。

DeNovo将业务扩展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时，比传统能源企业有优势的地

方在于新建了一家工厂。与大型知名能源企业相比，DeNovo的规模相对

较小，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管理和维修调度系统，对工厂的每一个组成部

分进行评估和计划，确保它们正常工作，最大程度地优化运营。在2017

年开工建设工厂之前，DeNovo就开始了评估和计划工作。

在工厂试车前，就准备好工作管理、维修计划、工作控制、材料管理，

变更管理、隔离、上锁挂牌的设计和实施流程。HxGN EAM从一开始就与

DeNovo的业务紧密结合，使DeNovo的资产持续保持稳定状态。

“系统配置既简单又复杂。我们精益求精经过多次迭代，现在，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HxGN EAM已经成为本公司集成

系统的支柱，为我们提供了灵活的架构。”

Terrence Panchoo

DeNovo能源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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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精简操作

首先，DeNovo根据行业最佳实践和规范起草一套操作标

准。接着，EAM的专业集成商Visual K充分了解各种工作流

程和需求。Visual K配置的HxGN EAM和Infor OS云平台完全

符合DeNovo的操作标准和要求。

DeNovo的技术人员可以用移动设备现场确定需要对设备采

取的纠正措施，也可以查看资产台账，查看技术图纸，提交

工单，申请需要的备件、材料或服务。可直接链接库存、采

购付款流程、工作控制和工作管理环节。

DeNovo一直很重视持续改进和数字化转型，很快认识到可

以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进一步优化EAM系统。具体来说，

DeNovo希望连接EAM和财务系统，提供更好的报表，不仅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还能满足严格的监管要求。

面对优化经营模式需求的挑战，DeNovo坚持技术战略，评

估了好几种可能满足其需求的原生云工具和供应商。因其前

瞻性的功能、领先的移动现场工作应用和集成能力，最终选

择了运行在AWS云平台上的HxGN EAM Mobile。

DeNovo在相应的时间和预算范围内完成了EAM和现有财务

系统的集成。除了实际付款，整体业务包括请购单、相关批

准、收据、发票录入、匹配和审批都用HxGN EAM和Infor 

OS（Ming.le）完成。核准的发票通过Infor ION自动发送到

SAP ByDesign进行实际付款。

现在，HxGN EAM通过Power BI与DeNovo财务系统集成，

将预算与成本中心联系起来。工程部、生产部、维修部、采

购部等所有其他部门都能访问集成数据。Terrence Panchoo

表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能得到HxGN EAM 和Visual K

的大力支持。他们一直把我们放在第一位，提供独一无二的

服务。”

云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通过EAM解决方案，DeNovo团队能使用所有可用功能，提

高效率。HxGN EAM在Amazon Web Services Cloud中运

行，为DeNovo重要数据提供保护，确保随时随地访问信息

的操作连续性。虽然目前的业务重点仍然是上游勘探和生

产，但DeNovo已经确定了另外几个能应用HxGN EAM解决

方案的能源领域。

扩展功能

 ·  Infor OS是云技术平台，通过Infor ION做接口连接DeNovo

的SAP财务系统和HxGN EAM

 ·  主管在智能手机上使用Infor OS（Ming.le）批准请购

单、采购订单和发票

 · 变更管理（MOC）平稳地使用 HxGN EAM 和 Infor OS

 ·  HxGN EAM Data Lake起到中央数据存储库的作用，实现

数据交换

 · Open CAD模块支持配置并解决图纸问题

发展基础

HxGN EAM非常灵活，不仅满足油气行业严格的特殊标准，

也符合DeNovo及其母公司的预期，为他们提供了灵活的整

体系统。HxGN EAM兼具功能性和直观性，深受DeNovo员

工的喜爱，为后续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DeNovo自我定位为一家产品和内部技术基础设施创新企

业，资产正常运行率达到99.8%，属于业内最高水平。

DeNovo认为，资产保持高正常运行率的关键是接受和使用

相关软件和技术。

“在DeNovo，移动性、效率和数据驱动不是流行词汇，

而是企业本身和工作方式的组成部分。DeNovo选择用

HxGN EAM实现信息技术战略的核心内容，即实现并嵌入

上述功能。EAM和Visual K对我们来说不仅是软件供应商

或渠道合作方，还是真正的合作伙伴。他们了解我们的业

务和工作方式，通过实施适合的产品和服务，为公司提供

日常支持，帮助公司实现最佳业绩和持续改进。”

Richard Shepherd

Proman技术部主管

“我们相信在DeNovo用HxGN EAM和Infor OS实现

变更管理流程的做法堪称业内第一”。

Angel Torres

Visual K公司EAM实践主管

“HxGN EAM和Visual K是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帮

助我们完成了整个实施过程，从设计直到在系统中

可自动实现的业务流程。他们是推动我们前进的重

要动力，帮助我们不断努力成为卓越的运营商。"

Terrence Panchoo

DeNovo能源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经理

HxGN EAM和Visual K促进DeNovo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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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Velesstroy Ltd

网  址：www.velesstroy.com

简  介：Velesstroy Ltd是一家俄罗

斯的工程建造公司，在全球油气、电力、

工业和民用工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员工人数：25000多人

所属行业：油气、电力、工业工程、民

用工程

所在国家：俄罗斯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poolgen

  Intergraph Smart® Isometrics

主要目标：

  提高员工的生产力，节约时间

   减少计划和安装阶段的错误，从而节约

成本

  实现信息共享的一致性

  节约文档编制时间

   使用几乎能处理来自各种行业或装置系

统数据的工具

确定目标

Velesstroy Ltd是俄罗斯一家大型建筑工程公司，在全球油气、电力、工

业和民用工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Velesstroy的设施遍布俄罗斯各地，西

至列宁格勒州，东到库页岛，北至亚马尔半岛，南到克拉斯诺达尔地区。

2017年，Velesstroy Ltd选择用海克斯康Intergraph Spoolgen解决方案优

化管道焊接和安装流程。Spoolgen是一款专为工艺管道安装做技术准备

而设计的领先的专业软件，能满足现代建造生产企业的需求。

Velesstroy Ltd的主要目标是在订购设备和材料时提高文档质量，避免出错，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希望降低施工现场的安装成本，确保良好的成本效益。

克服挑战

Velesstroy Ltd寻找新的管道焊接和安装管理解决方案是为了克服以下问题：

 ·  数据管理：无法集中获取和管理原始数据。Velesstroy Ltd过去从不同

渠道获取图纸和规范，通常这些图纸和规范都是不可编辑的，因而造

成大量的返工

 ·  变更管理：由于缺乏集成的数字化系统，很难在内部以及与客户合作

时跟踪、监测和控制设计变更

 ·  人工劳动，缺乏自动化：Velesstroy Ltd不得不使用独立的图纸和数

据，只能通过人工联系图纸和技术信息。人工编制的规格书，内容上

和图纸、图纸信息互不关联

 ·  工作流程易出错：很难发现已安装管道相关的文件和工作计划中的错

误。安装规格书也易于出错

 · 劳动力成本高：人工劳动和连续返工增加了人工费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成为Velesstroy Ltd
简化流程、提升生产业绩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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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果

Velesstroy Ltd与全球工程领域的知名企业合作，在下列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EPC）项目中使用了海克斯康解决方案：

 ·  与法国Technip S.A.和俄罗斯Yamalo-Nenets Autonomous Okrug合作为Yamal LNG建造的液化天然气厂项目

 ·  与俄罗斯NIPIGAZ和德国Linde AG合作为Gazprom Pererabotka Blagoveshchensk建造的Amursky天然气处理厂项目

 ·  与意大利Maire Tecnimont EuroChem合作为EuroChem Northwer建造的氨厂项目

 ·  与意大利Maire Tecnimont合作为GAZPROMNEFT-ONPZ的Omsk炼油厂建造的延迟焦化装置项目

 ·  与OMZ-Daelim合作为GAZPROMNEFT-ONPZ的Omsk炼油厂建造的硫磺回收装置项目

 ·  与KPJV Ltd的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和美国项目公司合作，为哈萨克斯坦的Tengizchevroi扩大Tengiz油田产能的项目

处理前使用的源文件示例

处理后的文件示例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成为Velesstroy Ltd简化流程、提升生产业绩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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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olgen持续帮助Velesstroy Ltd自动完成大部分创建管

段和图纸工作，同时也实现了可视化，提高效率。由于

Spoolgen可以处理承包商的所有输入内容，使得工作管理

得到了整体提高。

Velesstroy Ltd还发现，几乎完全不会三维设计的普通人员

也能迅速把管道划分成多个管段。软件自动生成管段与相应

的ISO图，使其更了解工作包的整体情况。

创建管段及/或安装工作包时，Velesstroy Ltd利用Spoolgen

功能高效地衡量所有制造及/或施工条件，包括：

 ·  管段的限制条件——对于现场安装的存储、运输和物流

计划非常有用。掌握管段的限制条件有助于完全按照设

计布局进行准确的组装

 ·  正确的焊接类型——车间或现场焊缝——在任何输出

（ISO图、管段和相应的报告）中包含正确的焊缝标识

Velesstroy Ltd使用Spoolgen自动生成各种报告，例如焊割列

表和材料表，与手动创建列表相比，这样能节约很多时间。

此外，Velesstroy Ltd使用Intergraph Smart Isometrics新建

或者调整管道并输出必要文件。调整的原因很多，例如，通

过“经典红色标记”接收信息时因项目偏差而产生的变更，

因PCF/IDF文件丢失或工程公司一开始就没有提供文件，

Velesstroy Ltd需要用弯管替换弯头或重绘管道图。

事实证明，S m a r t  I s o m e t r i c s和S p o o l g e n的结合在

Velesstroy Ltd的日常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Velesstroy Ltd还使用Spoolgen的预处理功能读取外部数

据，自动填充必要的属性，无需用户干预。

图形化三维展示的示例

Spoolgen帮助Velesstroy Ltd自动完成大部分管段

和ISO图的创建工作

Velesstroy Ltd取得的主要效益：

 ·  节约文档编制时间，软件只需5~20分钟处理管道，几秒

生成ISO图和管段。CAD软件可能需要30分钟到1.5小时

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

 · 兼容将来的系统——海克斯康拥有IDF/PCF标准

 · 海克斯康的两个软件都能节约大量资源（员工工时）

 ·  Spoolgen能显著减少计划和安装阶段的错误，从而节约

成本

 ·  工程设计和现场之间交换的信息保持一致，节约安装/组

装时间

 ·  海克斯康软件在变更/修订后自动生成所有输出，能在工

程设计或现场节约重要的修订时间

 · 海克斯康软件几乎能处理各种行业或装置系统的数据

展望未来

Velesstroy Ltd将继续在日常项目实施中使用Spoolgen和

Smart Isometrics，增加更多人员使用该解决方案。。

Velesstroy Ltd的生产和技术管理总监Ravil Shaykin说：

“海克斯康的软件组合能简化施工过程，让企业提升生产业

绩，是管道焊接安装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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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除了创建卓越中心，实现和促进企业级的协作以及安全性、

可靠性和绩效指标的透明度，卓越中心团队还认识到需要采

用新技术促进计划的实施。该油气公司邀请了7家供应商竞

标，评估的关键要求是形成单一的整体软件解决方案，用报

警管理、安全系统、控制回路性能和边界条件的综合控制面

板实现远程监控。油气公司还希望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促进实

施ISA 18.2（IEC 62682）标准，以便有效地持续报警管理。

油气公司选择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PAS PlantState Integrity

是因为它是唯一支持报警管理、独立保护层（IPL）监控、

控制回路性能优化及边界管理的集成应用程序套件。解决方

案第一年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几个工厂，目前在全球上游业务

的所有其他工厂进行部署。

不出意料，刚开始有个别工厂担心非本厂员工涉及运营。例

如，某厂长非常惊讶地收到卓越中心团队的通知，告知其所

在工厂有大量的安全旁路被激活。不过，他能够与卓越中心

团队合作减少工厂的旁路数量，降低安全风险。油气公司实

施卓越运营和数字化措施，采用结构化的协作方法提高能

力，满足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目标。

现在，油气公司打算扩大与海

克斯康的合作，采用更多海克

斯康产品，以加强工业网络安

全威胁防护，进一步加强运营

体系，降低绩效风险。

商业效益

 ·  报警率降低90%，操作员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SIF旁路

减少93%，标准化旁路治理

 · 监控、分析和诊断现场控制阀，改善控制回路性能

 · 可视化所有关键运行参数和安全运行限制，报告违规情况

 · 实时监控各个工厂和总部卓越中心的绩效

业主是亚太油气公司，在非洲、东盟、亚洲、澳大利亚、中

东、北美和南美20多国开展业务。公司的目标是实现卓越运

营，取得良好的健康安全环境（HSE）绩效。 

克服挑战

随着油价大跌，远远跌破100美元/桶的历史水平，监管机构

和社会更加重视经营活动和健康安全环境绩效，公司决定降

低成本，自律地交付项目，优先考虑安全性和资产完整性。

因此，公司开始落实一项新的、很有抱负的卓越运营、远程

监控和数字化计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可靠性和成

本效率。这项计划的目标既简单又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整个

上游业务的高效流程整体进行标准化。

解决这项挑战需要在不同地点、采用不同运营方式的几十个

工厂之间创新协作方式。另外还需要在公司总部新建一个卓

越中心，对工厂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绩效指标进行集中监

控，促进整个企业采用最佳实践，加强学习。卓越中心还需

要确定必要的投资，以实现该高优先级计划的目标。

PAS助力亚太油气公司促进卓越运营
PAS PlantState Integrity™实时远程监控运营，大幅提升安全性、
可靠性和成本效益

PAS助力亚太油气公司促进卓越运营





核能和发电
对商用和民用的大型化石燃料、水力或核能发电厂而言，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为它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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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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孪生、数字电站等概念越来越

深入核电设计的方方面面。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核能研发和AE

平台，将数字化概念融入设计、制造、建造、施工以及运

维等EPCS全环节，努力成为国内建设能力最强和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一流核能总承包企业。在最新项目的三维工厂布

置设计上，上海核工院采用了目前行业内先进的Intergraph 

Smart 3D 三维工厂设计软件取代传统的PDS软件。相对于

PDS软件，Smart 3D全部采用结构化的数据格式存储布置

设计信息，在后续数字化集成上具有强大优势，同时Smart 

3D提供了众多的API供用户进行自定义功能开发，兼具了灵

活性与开放性。

Smart 3D软件在使用过程中，默认提供了非常多的物项关

联关系，但是并不提供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的建立途径。由

于核电设计项目的特殊性，需要多专业并行开展设计工作。

由于各专业设计进度不同，因此时常出现专业间关联物项互

相迭代修改的情况，如支架与支架生成的埋板，埋板的修改

特别是位置的移动必然要影响到支架的设计。为了保证埋板

的修改能够及时被支架设计专业知晓，从而对生根支架做出

相应调整，必须对埋板和生根支架进行关联关系的记录。同

时在后续计算分析过程中，关联物项之间也经常需要进行属

性传递从而保证计算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对于上述情况，仅

靠Smart 3D提供的关联关系显然无法满足需求，当前情况

下用户只能通过线下记录的方式来保存各物项间的关联关系

并通过线下提资的方式进行关联物项之间的属性传递，不可

避免造成了额外工作量的投入以及引入由于人因误差造成的

漏判错判，大大影响设计效率与模型质量。

针对上述情况，作者通过对Smart 3D内部数据结构的研究

以及提供的API功能的挖掘，实现了在AutomationToolKit

平台上开发可视化用户界面，对用户自定义物项进行关联

关系创建以及对现有自定义关联关系进行管理维护，在

RuleChecker框架下开发对应规则实现关联物项关系的关联

属性自动更新，以及通过编写Windows服务实现在物项被删

除后该物项相关的所有自定义关系自动删除等功能，从而实

现了对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 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及管理

Smart 3D软件提供了AutomationToolKit平台，用户可

以在该平台上创建自定义插件实现各种自定义功能。

AutomationToolKit最大的优势在于只要在服务器上部署一

次，其他客户端均可以访问到对应功能插件，极大简便了用

户在自定义插件部署和维护上的投入。

本文中提到的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和管理功能的实现就

通过在AutomationToolKit平台上开发对应插件并且部署来

实现。

摘 要：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是中国核能行业的知名企业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中国核能行业的领军企业。

在使用Intergraph Smart 3D软件过程中，默认提供了非常多的物项关联关系，但是并不提供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的

建立途径。由于核电设计项目的特殊性，需要多专业并行开展设计工作，为了保证设计质量并提高设计效率，需要

对各种物项进行关系创建，仅靠Smart 3D提供的关联关系无法满足需求，需要额外添加各种物项关联关系用于关

联物项之间的属性传递以及后续分析计算。本文发明了一种Smart 3D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以及管理的方法，能

够实现在Smart 3D软件中对不同物项灵活创建关联关系并对其进行自动化维护，并通过编写对应软件实现了上述功

能。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3D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
及管理方法

  沈杰（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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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的核心是在S m a r t  3 D的

Model数据库中创建一张自定义的关联关系表，以便记录用

户定义的关联关系。用户通过在开发完成的界面中选择需

要关联的物项，软件自动将关联物项的oid存入自定义关联

关系表中。

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及管理插件主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及管理插件主界面

在操作过程中，为了防止用户选错需要关联的物项，采用了

StepCommand功能，在其中的每一步均预先设置了需要进

行关联的物项种类。用户首选选择物项种类，在后续选择过

程中软件自动对选中物项进行筛选，只选中对应种类物项，

便可大幅提高选择物项的效率和准确性，防止误操作产生，

如图2所示。同时在创建关联关系过程中，会动态将当前选

中物项已有的关联物项显示出来，防止用户创建冗余关系，

进一步提高用户操作的准确性。

 

图2 选择支撑物项操作界面

完成关系创建后，程序会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在建立关联关

系的物项之间进行属性的传递，从而方便后续计算分析工作

的开展。

同样，考虑到对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的管理，软件提供了对

应的管理功能。通过点击如图1所示的主界面中的“关联关

系清单”按钮，即可唤出如图3所示的关联关系管理界面。

在管理界面中，提供了筛选条件供用户快速查找关联关系，

同时提供了现有关联关系的导出和批量删除功能，便于用户

快速对已有的关联关系进行主动的管理。

 

图3 关联关系管理界面

3. 自定义物项关联属性自动更新

通过AutomationToolKit创建完成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后，

对于需要进行属性传递的物项关联关系，必然会遇到本来在

创建过程中传递完毕过一次的属性被设计人员重新修改的情

况，但是修改后对应设计人员可能根本不知道被修改的物项

与其他物项有关联关系并且对应属性要传递给关联物项，这

就会造成关联物项属性的前后不一致，从而为后续计算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埋下隐患。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制要求用户在进行物项修改过程

中，进入关联物项管理软件中确认当前物项是否存在关联物

项，如果存在强制重新更新一次，但是这种做法无疑会给设

计人员带来大量的工作投入，并且同样会引入因为遗忘带来

的人因误差。从本质上就违反了开发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软

件从减少设计人员工作投入，到提高设计效率与设计质量的

初衷。

Smart 3D软件提供的RuleChecker框架能够监控到项目中每

个物项的修改情况，因此完全可以使用RuleChecker框架来

完成全自动的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属性更新维护工作。

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属性自动更新方法流程图如图4所示。

使用了RuleChecker后，自定义物项关联属性更新工作完全

由RuleChecker框架完成，节省设计人员工作投入的同时也

保证了属性更新的高效准确，从而确保了设计模型质量以及

后续计算分析的准确性。

Intergraph Smart® 3D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及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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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属性自动更新方法流程图

4. 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自动删除

在设计过程中，必然存在设计物项的删除操作。对于存在自

定义物项关联关系的物项，如果被删除之前，尚未删除其自

定义关系，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大量不存在的错误关系被存储

在数据库中，为设计人员的后续设计工作带来麻烦。

因此本文开发的软件提供了两种针对关联物项被删除后其相

关物项关联关系的删除方法：

1）在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及管理软件界面中提供了

“去除冗余关系”按钮，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按钮触发式的完

成已经不存在物项的关联关系的批量删除；

2）通过编写定时运行的Windows服务自动检测被删除对象

的关联关系并删除。

其中检测被删除对象关联关系并将其删除的方法流程如图5

所示。

通过上述两个方法可以实现全自动的物项被删除后其自定义

关联关系自动删除，从而节约设计人员大量的工作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

 

图5 检测被删除对象关联关系并自动删除流程图

检测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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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在Smart 3D环境下用户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

的创建、管理和维护的方法，同时通过编写软件实现了上述

方法。通过使用软件，能够方便的根据用户实际需求进行

物项之间自定义关系的创建与维护，为后续设计环节以及多

专业交叉设计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Smart 3D自定义物项

关联关系创建和管理方法的实现代替了传统的线下记录以及

提资的工作流程，即大幅提高设计人员工作效率以及设计模

型的准确性，也避免了设计人员手动维护关系带来的出错风

险，为后续数字化设计工作开展提供了数据保障。

关于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家核电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简称

“上海核工院”）始建于1970年2月8日，前身是

七二八院，与中国核电同时起步，主营业务为核能

研发、设计、工程建设管理、核电站服务，隶属于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核工院创造中国核电三个“第一”。独立自主

研发设计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

总包设计中国第一个出口核电站——恰希玛核电

站；是中国第一台重水堆核电站——秦山三期的技

术总支持单位。

2007年，上海核工院被定位为我国引进消化吸收

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AP1000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再

创新的技术主体，成功完成三代非能动核电先进技

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开发“国和一号”

（CAP1400）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型号，建成世界

首批4台AP1000机组。

2019年8月，按国家电投整合核电研发、设计、工

程管理及寿期服务等相关资源，重组新国家核电技

术有限公司（简称“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

实行“两块牌子、一个本部”一体化管理，统筹

协调推进核能技术研发、运用推广及产业链协同发

展，牵头实施核能研发课题与任务，负责工程总承

包，集研发、设计、采购、建造、调试于一体，具

有完整的核岛全岛设计能力，实现以设计为龙头的

EPCS完全贯通，努力成为国内建设能力最强和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核能总承包企业。

Intergraph Smart® 3D自定义物项关联关系创建及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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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EcoSys™平台三年应用小结
EcoSys助力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建立一体化的项目管理平台

项目背景

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通知，部署完善核电上网电价机制。通

知规定，将现行核电上网电价由个别定价改为对新建核电机

组实行标杆上网电价政策。通知强调，核电标杆电价保持相

对稳定，今后将根据核电技术进步、成本变化、电力市场供

需状况等对核电标杆电价定期评估并适时调整。实行核电标

杆电价，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基础性作用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利用价格信号引导核电投资，有助于激励企业

约束成本，促进核电健康发展，有利于核电市场进一步市场

化。

国内为核电发展建立了统一、开放、有序的竞争市场体系的

同时，核电“走出去”战略也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而国

内、国际的核电竞争也为核电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提出了新

的要求和挑战。为应对形势变化，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CNPEC”）建立了一体化的项目管理平台，对各

方数据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实现EVM在项目中的实际应用，

进一步提升了CNPEC在国内及国际的全面竞争力。

该项目于2017年8月启动，于2018年12月顺利完成，并于

2018年9月进行平台上线和测试，经过试运行和优化后，于

2019年4月正式投产。

项目挑战

挑战一：EcoSys首次在中国实施

CNPEC是中国第一家使用EcoSys的企业。如何实现与海克

斯康数字智能本地技术团队的理想配合，满足解决方案本地

化应用需求，是项目组面临的实际挑战之一。通过大量且深

入全面的调研，双方通过电话、研讨会、项目进度会议等方

式，沟通并制定出符合国情和企业条件的解决方案，完成了

百余项定制化开发，例如多版本基线管理等，最终实现了系

统的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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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Pre_Processing

WBS/CBS

Budget

Change PR/PO

Schdule

Actual Cost

EVM/Forcast

Unit 
Price/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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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Budget

Owner Contract Other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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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ystem

Documemt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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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onstruction

Purchase

……

Equipment

平台系统模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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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二：全面实现挣值管理

传统的项目管理中，通常使用成本和工期管理，但是无法准

确的反映出成本和进度的绩效水平，更不能进行信息的集成

控制，就此仍会有成本过高或进度延误的现象出现。而挣值

管理（Earned Value Management-EVM）作为一种新兴的

项目集成化管理技术，能够实现产品研发进度、成本、质量

和技术的综合管理和控制，不仅可以对项目成本、进度进行

良好的预估，还可以在偏差发生时使各方做出快速、有效的

纠偏措施，进而为项目保驾护航。

过去，CNPEC曾多次尝试将EVM应用于项目管理，但由于

缺乏实践和工具，未能成功实施。在引入EcoSys解决方案

后，CNPEC通过总结以往经验、整合外部咨询、梳理业务

场景，制定了以EcoSys标准功能为核心的EVM专项解决方

案，最终实现成功部署，并应用于日常项目管理工作。

挑战三：大数据处理能力及EcoSys与SAP HANA的集成

标准/传统的接口无法与SAP ECC集成，并处理海量数据。

通过多方合作，通过引入SAP HANA实现EcoSys与大数据

技术的集成应用，以实现精细预算能力。这是国内首例将

EcoSys项目绩效管理平台与大数据管理平台的集成尝试和

成功部署，实现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数据模型，解决预算

与预算结构不一致的问题。

挑战四：项目协调难度巨大

虽然该项目时长仅15个月，但它需要与多个项目团队合作，

并在实施过程中实现各方协调。其中，SAP HANA中的数据

建模需要在SAP ECC中实现新旧代码切换和优化，这无疑是

最困难工作，同时也是EcoSys成功实施的关键前提。

EcoSys助力CNPEC实现EVM管理

EVM标准与实践相结合

EcoSys解决方案体现了EVM标准和实践的最紧密结合。这

有助于CNPEC成为中国核电行业第一家将EVM应用于全方

位项目的企业。

Nuclear Power P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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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不同层级的需求

EcoSys的KPI评估机制对程序、工作包，甚至成本核算、数

量和工时进行评估管理，充分满足不同公司和级别的需求，

如集团、科室等。CNPEC通过EcoSys的成果输出可对项目

各级的KPI、效率分析和资源利用率进行管控。

中广核EcoSys™平台三年应用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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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进度管理方式

EcoSys有各种进度管理方法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业务。它可

以将项目的所有业务纳入EVM的测量范围。

趋势预测

EcoSys包含多种预测方法、预测理论值的参考，可进行历

史预测的对比、历史数据的快照等功能，全面助力用户做出

快速准确的预测。

灵活的可配置能力

EcoSys强大的可配置功能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操作和维护

模式。CNPEC已独立配置了100多个需求，为项目的快速成

功创造了条件。

智能报表引擎

基于EcoSys内置的智能报表引擎，可以在项目进行过程中

随时进行报表配置。针对各项场景需要，CNPEC每月输出

近百份报告。目前平台输出的报表可分为项目月报、项目专

项分析报告（挣值、预算、劳动力投入、合同支持）、部门

月例会情况、管理团队月例会情况、年度总结报告等。报表

的主要使用方为项目管理、合同采购、人力资源以及其他相

关部门。

EcoSys还支持报告定制，下图为CNPEC定制报告类型。该

平台可以随时输出类似的报表，取代了以往手工数据采集和

报表排序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项目成本报告

多项目合同变更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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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项目实施17个月后，CNPEC实现了基于核电成本体系的管

理平台从无到有的建立，实现了基于EcoSys的EVM落地，

形成了管理与数据库一体化的平台，完成了核电在PM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

在过去两年中，EcoSys持续稳定运行。目前，6个核电项目

和9个海上风电项目正在平台上运行和管理。平台的数据输

出成果不仅可以满足集团级、企业级、部门级等各级需求，

还为进度、成本、财务等专题报告提供数据支持；为KPI评

估、薪资结算、现金流管理等提供决策支持。

客户心声

“EcoSys具有其类似软件所不具备的功能性和灵活性，用

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灵活的用户配置，还对系统功能

进行增强和补充。不仅如此，EcoSys的可拓展功能和本地

化研发能力也令我们满意，实现了我们对本地化和多版本基

线等需求。”CNPEC项目管理团队反馈道，“不仅如此，

EcoSys内置了丰富的项目管理方法和最佳实践，给予了我

们有利的支持和指导，而海克斯康数字智能项目管理咨询团

队成熟而稳定的技术服务也为整个项目的实施降低了风险，

提升了效率。现在，整个平台的维护时间成本由之前的3~6

个月降低至2天，这是令我们非常满意的。”

展望未来

EcoSys作为全球领先的项目绩效管理平台，将全面助力

CNPEC数百万千瓦的核电和数十万千瓦的海上风电EPC项目

实现精准、高效的项目管控。

中广核EcoSys™平台三年应用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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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Intergraph Smart 3D 是面向数据的、规则驱动

的更符合工程设计流程的软件。在我们对需要Bulk Load的

Excel进行编辑时，可以看到，里面充斥着各种“Rule”，

Intergraph Smart整个平台软件正是在这些约束下合理的运

转，力求工程设计的规范化。直观来说，这些规则包括建

模时管道等级中的元件选择、支管元件的选用、温压属性

的校验等；同时还包括在输出时模板设置的Graphic Rule、

Label Rule和Dimension Rule等等；其中有一个与我们每一

步操作都息息相关的规则——命名规则（Name Rule）。顾

名思义，就是在产生实体物项的同时为该物项起名字，这个

名字要遵循某一原则。狭义上讲，Name Generator模块就

是为其服务的，甚至官方推荐为其单独配置服务器，可见其

重要性。

数字化工程设计中，无论在设计、采购、施工、运维等各个

阶段，为提高管理精度，提升沟通效率，对于物项的命名基

本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并且在面对不同业主、不同行业、

不同项目和不同用途时命名规则五花八门，很难做到统一标

准。如果采用传统的人工分析统计方法，不仅工作量巨大，

而且很容易出现随机性错误，难以发现、纠错。Smart 3D

充分考虑到了这点需求，在每个物项（除Pipe等极少数特

例）中提供了Name Rule属性，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

满足要求的规则来命名相对应的物项，但是软件本身自带的

几个选项也就仅仅能作为示例，很难满足实际工程要求，要

想在各种输出文件中得到合规的物项名称一般有三种做法：

1）人工输入，也就是User Defined

2）采用第三方插件导入导出

3）借助二次开发，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命名规则体系

上述前两种方式的缺点显而易见，不再赘述。第三种方式是

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一些没有IT部门深度介入的

设计公司或者Smart 3D管理员本身相对欠缺开发语言基础

的情况下，二次开发也是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而命名规则

本身的多样性特点也会导致针对它的二次开发工作要伴随每

个项目，甚至是同一项目的不同阶段。鉴于以上情况，笔者

设想，能否开发出一种通用程序，通过简单的配置文件，使

提取到的各种属性按照命名的要求排列，得到正确的名称，

从而驱动Name Rule给Name属性赋值。

2. 开发思路

在Smart 3D的Piping模块中，有一个Group by Part命令，

其功能是按照用户制定的规则完成WBS的划分，并自动命

名。笔者发现此功能不仅划分原则是遵循Label的内容，

WBS的名字也可以通过Label的返回值进行驱动，这就说

明Label可以参与到命名过程中，从而使得Name Rule的开

发简化成对Label的定制。后者相较于前者存在一个巨大的

优势就是后者可以在Smart 3D本身的软件环境中利用SQL 

Label或者COM Label来完成，采用COM Label方式定制

Label可以采用界面点选或者编辑后台文件来实现绝大部分

的属性读取，而这一技能是作为Smart 3D管理员的基本要

求，从而大大降低了定制Name Rule的难度。 

另外，按照Smart 3D的习惯，参考材料描述中动态Label的

表达方式，用中括号+Label名（[XXXX]）的格式来区分普通

摘 要： Intergraph Smart 3D中Name Rule的定制目前只能依赖于编译语言完成，不易上手，面对不同的需求，往往会产

生诸多冗余的劳动，并伴随繁琐的操作和大量的维护工作。为避免类似情况，达到优化定制过程的目的，使用.NET

开发了基于Label的Name Rule程序。程序通过配置文件调用并执行Label，排列组合后得到返回值，最终赋值给对

象。经实践后表明，基本可以满足物项名称多样化、灵活性的要求，并且能够最大程度降低难度、简化流程。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项目介绍：应用于多个大型核工程设计，项目均涉及保密。

基于Label的Name Rule开发
  李立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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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和Label，以达到准确运行Label得到返回值后参与命

名的目的。

借鉴以上两种操作方式，确立了将Label返回值参与命名的

方式，并结合[XXXX]的表达方式来适配Label名称，与其他

常量进行区分。

3. 开发过程及工作流

参照Group by Part的思路，把传统的二次开发Object转换成

COM Object，根据配置文件内容，从Catalog中收集所有涉

及到的Label，对Labels逐个分析、执行等，并把返回值存

储到容器，再利用Smart 3D接口继承NameRuleBase类，

把容器中的值按照要求排列组合成有效的物项名称，最终赋

值给作用对象。

 

图1 开发过程及工作流

4. 成果展示

开发完成后，成品文件由6部分组成：

1）有效的Label（实际存在于Catalog中）

2）主程序（LabelNameRule.dll）

3）配置窗口程序

4）后台配置文件

5）用于Bulk Load的Excel表格

6）用户手册

                                  图2 成品文件

4.1输出结果

 

图3 输出结果

4.2主要配置窗

 

图4 主要配置窗口

5. 优缺点

1）定制过程可脱离开发环境，在任何有权限的机器都可以

操作；

2）一次性导入DLL后，如无特殊情况，不需要更改代码；

3）维护方便，因为都是调用同一个DLL，如有需要，只需

要对这个DLL代码进行维护即可；

4）入门基础低，管理员只需要学会定制Label，便可以定制

出符合需求的Name Rule；

5）可以随时更改Label内容，不用退出Smart 3D，Name 

Rule即刻生效。验证输出效果时无需频繁的调试；

6）内容相对灵活，只要有充足的Label储备，便可以应对各

式各样的命名规则；

7）因为Label同样可以用.NET进行开发，所以相较于传统

的.NET开发的Name Rule，适用范围和功能性方面也几乎没

有缺陷；

8）由于在执行过程中要查找引用Label，可能在大批量更改

Name Rule时影响运行效率，通过SQL Label定制的Label尤

为突出。

基于Label的Name Rule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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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经过程序在实际项目中运行后验证，使用Label对Name 

Rule进行定制是可行的，大大提升了Name Rule定制的效

率，降低了定制的难度，增强了定制的灵活性，减少了创

建、维护代码的工作量。当然，在现如今更加流行的智慧工

厂概念前景下，利用Name Rule可以随对象的放置实时运行

这一特点，如何使Name Rule发挥更多智能化作用，也是一

个不错的思考方向。笔者也希望通过此例抛砖引玉，吸引更

多的用户参与到Intergraph Smart系列软件的开发工作中，

化繁为简，为整个工厂设计行业打造一个更为舒适，更为便

捷，更为“SMART”的生态系统。

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创建于1950年，前身是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

地和基础性、综合性核科研基地。1958年，基地建

成后，以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

建成为标志，新中国进入了原子能时代。以此为基

础，原子能院在我国“两弹一艇”研制攻关中作出

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在这里创建功勋，有60

多位两院院士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国内十几个

重要的核科研和生产单位由此派生，从这里输送出

去的各类骨干人才达一万多名。原子能院也因此获

得了我国核工业“摇篮”和“老母鸡”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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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效益

 · 让操作员更好地了解设备运行情况

 · 减少操作员的工作量和疲劳感

 · 增加工艺流程的正常运行时间

 · 集中管理多点平台

 · 场地与企业绩效报告和数据面板

Contact Energy是新西兰第二大电力公司，有10个发电厂，

年发电量超2千兆瓦。发电厂有的用燃气轮机发电，有的用

地热发电，有的用水力发电，有的试验性地将终端用户光伏

发电并入电网。

克服挑战

Contact Energy的发电厂采用的技术有新有旧。操作员报警

既是电厂改进业务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Contact Energy

发现9万多个配置报警的创建方法、定义方法和使用方法不

一致。几家电厂过高的报警率、误报警和报警泛滥，使操作

员无法有效地响应报警。

解决方案

Contact Energy希望解决整个公司的报警管理问题，方案的

第一步是形成对报警系统的设计、实施和维护进行管理的

报警理念。海克斯康根据ISA 18.2标准和《PAS报警管理手

册》帮助Contact Energy建立了全面的报警理念。

Contact Energy的目标是通过一个软件平台管理安装在10个

电厂的4个不同控制系统的报警系统。Contact Energy评估

了多个解决方案，最终选择了性能稳定、功能齐全、能连接

各种平台的海克斯康PAS PlantState Integrity。

PlantState Integrity能自动生成所有电厂的报警绩效报告，

能对报警率、优先级分布、频繁报警、泛滥分析、反复报

警、僵尸报警等情况进行KPI分析。为了正确地管理变更，

Contact Energy还部署了Alarm Database（报警数据库）模

块和Alarm Audit and Enforcement（报警审核执行）模块。

实现成果

每个电厂都收到定期绩效报告，详细的定量分析首先解决

了滋扰报警，立即改善了报警情况。在4个月的时间里，

Contact Energy调整了报警设置点、报警死区、延迟时间，

改进了控制逻辑，将报警率改善了60%。Contact Energy还

减少了65%

顽固的“僵

尸”报警，

大幅减少了

操作员的报

警相关工作

量。

Contact Energy为操作员减少60%的异构控制
系统报警工作量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PAS PlantState Integrity™帮助操作员提高
工作效率，减少疲劳感

Contact Energy工艺安全数据面板

Contact Energy为操作员减少60%的异构控制系统报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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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Fusion for Energy

简  介：Fusion for Energy（以下简

称“F4E”）是负责管理欧盟对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以下简称“ITER”）计划出

资的欧盟机构。ITER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

科研合作项目之一，以证明聚变是一种可

行、可持续的能源为宗旨。

员工人数：450多人

所属行业：欧盟公共机构

网  址：
https://fusionforenergy. europa.eu

所在国家：西班牙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EcoSys™

主要优势：

   免去了手动数据操作环节，员工能够集

中精力高效地开展工作，提高了项目的

管理效率

   单一数据源，通过数据集成和自动化产

生可靠的报表

   提高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预测速度

和准确性

   标准化工作流程，确保所有项目之间的

一致性

确定目标

F4E是负责管理欧洲ITER出资的欧盟机构。ITER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合作

项目之一，以证明聚变是一种可行、可持续的能源为宗旨。F4E负责为法

国卡达拉舍（Cadarache）的ITER建设执行多个项目。F4E与行业企业和

研究机构展开密切合作，为ITER提供基础设施和机器部件。

鉴于项目的管理难度高、周期长（历时10~15年）、具有全球性，F4E需

要准确地估计和跟踪现金流和项目的生命周期。

克服挑战

在选择企业级项目绩效解决方案之前，F4E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减少员工操

作数据、收集信息和生成报表所用的时间。手工操作也会影响报表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

为了克服挑战，F4E选择用海克斯康的EcoSys企业级项目绩效管理解决方

案管理投入和现金流预测。

进度集成

合同管理员直接用EcoSys工作，在EcoSys中输入其责任范围内所有合同

的现金预测。预测与Primavera Schedules相关联，合同管理员可以把特

定日期的预测成本输入EcoSys，也可以将成本与项目进度计划中的里程

碑相关联。现金流预测中的时间随着进度计划的更新而更新，使F4E掌握

有效的现金流预测。与此同时，所有合同和预测的集中管理能形成单一数

据源。

Fusion For Energy使用EcoSys™管理欧洲的
ITER项目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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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极向场线圈工厂现场图，将生产5个线圈中欧洲负责的

4个线圈。© F4E

预算

现金流预测也用于年度预算的编制。年度预算的第一步是

在EcoSys中进行预测。F4E的中央预算团队快速复制预测

数据，进行处理后形成最终预算。每一年年初，F4E使用

EcoSys的数据对更新的预测与预算进行比较。任何进度变

化或延迟都会对预测产生重大影响，实时查看现金流预算与

基线预算的对比情况对项目状况评判非常重要。

预测

除了现金流管理以外，F4E还使用EcoSys进行项目周期估

算。为此，所有项目经理在项目结束前持续在F4E的工作分

解结构中添加所有工作的完工估算。预测结果与Primavera

的进度相结合，使预测具有有效性和实时性。F4E还将其财

务系统和风险评估与EcoSys进行集成，让所有项目经理能

在一个中央系统全面了解项目的整体成本和项目周期。

F4E的中央项目管理部门使用EcoSys全面监测所有项目的预

算。中央项目管理部门使用EcoSys数据直接对项目经理的

当前完工估算与项目预算进行比较。中央团队还每月保留数

据“快照”，查看成本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确认成本预测

是节节攀升还是稳步下降。

实现成果

F4E利用EcoSys为整个机构创造了多项良好的效益。项目管

理部门的集中式成本团队不必为了做分析而请人进行估算，

再手动整合数据。EcoSys实现了流程自动化，团队不再需

要手动输入数据，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开展更有价值的工作，

例如分析估算或评估它们的趋势。

同样，负责提供现金流预测的员工也不用再手动更新和收集

数据，重复一整套预测流程。EcoSys能自动形成预测，且

准确性更高、实时性更强。

F 4 E还将 E c o S y s 与其内部企业级商务智能系统 S A P 

Business Objects进行了集成。EcoSys和SAP的API集成使

F4E的管理层和相关方都能收到最新的、准确的状态报告。

F4E的项目管理部门主管Kevin Baker说：“EcoSys这样的

企业级项目绩效工具使我们的员工摆脱了手动数据操作和收

集工作，更高效地开展其他工作，用相同的资源创造更多效

益。EcoSys还提升了报告质量，让管理层随时随地查看最

新、最可靠的预测。”

托卡马克装置最高的混凝土结构体现了ITER施工现场中央托

卡马克基坑周围进行中的工程的壮观和不寻常。© F4E

展望未来

目前，F4E在EcoSys中管理的项目约有70个，有好几万个

估算条目和预算条目并关联Primavera。系统用户约有50

人，用户的访问权限因角色而异。

F4E和海克斯康大约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EcoSys的初始设

置，包括配置、创建必要的模型以及数据集成。继海克斯康

支持团队在EcoSys中提供电子表格模板以后，F4E自行迁移

了全部现有数据。目前由海克斯康的当地合作伙伴普华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PwC）支持F4E在EcoSys中进行新的配置和

功能扩展。

未来，F4E将与普华永道合作探索将劳动量、单位费率等详

细估算管理纳入EcoSys的方法。F4E即将部署普华永道已配

置完成的基础成本估算流程。

Fusion For Energy使用EcoSys™管理欧洲的ITER项目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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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Invenergy开始将标准操作记录作为有助于推动

趋势分析、优化维修计划的商业智能宝库。数据转入平板电脑设备，现场

技术人员能更方便地访问重要的资产信息。现场技术人员不需要返回车

间，可以直接在工作场所完成维修记录、库存事务和相关附件的处理，每

人每天可节约15分钟工作时间。

数字化资产记录优化操作

就像公用事业领域和其它领域的很多企业一样，Invenergy最早使用的

是以实体检验表为主的纸质资产管理系统。技术人员需要分步完成整

个流程，逐一勾选选项框，在写字板上手写笔记。随后文件内容会上

传到HxGN EAM，纸质文件放入活页夹存储，以保留纸质记录。这种

做法通常带来文件不易控制、难以辨认等问题。必须根据纸质工单的

审查对单个风力涡轮机进行性能审计，甚至这些文件的PDF版本也没有

搜索功能。

后来，Invenergy用清晰的移动检验表取代了纸质系统，移动检验表具有

使用方便的下拉方框，能让技术人员签字确认相关工作。

现在，记录的储存和搜索难度大幅降低，极大地改进了 Invenergy的

管理监督工作。 Invenergy能发现各风力发电机中不符合性能标准的

组件。

公司名称：Invenergy

网  址：www.invenergy.com 

所属行业：公用事业

总  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开发的风力项目数量：99

发 电 量：全球共15,608MW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HxGN EAM

业绩和效率：

   用更准确、更易查阅的数字记录取代硬

拷贝文件

   每名技术人员每天节约15分钟，每年可

节约62.5万美元财务费用

   减少20%软件许可费

   投运当年用户接受度达50~70%

HxGN EAM Mobile让Invenergy的技术人员每人
每天节约15分钟
为了用准确的资产数据管理现代化风力发电厂，Invenergy打
算淘汰纸质记录管理系统，改用数字化系统



核能和发电

121智慧心声

推动数据现场运营管理

HxGN EAM Mobile移动应用将维修工单送到技术人员手

边，让技术人员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节约宝贵的工

作时间。

维修团队可能着手维修风力发电机，但计划可能有变。例

如，塔架周围的照明出现故障时，爬上去不安全。排除意料

之外的故障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塔架可能距离维修工作

室有15到30分钟的车程。现在则可以在平板电脑上轻松查

看当日维修计划，维修团队完全可以前往下一台风力发电机

并开展工作。

新系统还能减少轮班结束时的等待时间，技术人员可以在现

场输入工作报告，不需要排队等着使用中央台式机。

逐步创新

2015年3月，Invenergy开始在密歇根州格拉希厄特县的风

电场进行数字记录转型，交付了三台平板电脑，然后在西

雅图郊外的设施进行了第二次beta测试。测试成功后，在

EAM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完善检验表、Dataspies数据筛选

和屏幕设计，在整个设施范围内实施数字记录转型。

由于新系统加速了两个测试点的维修作业，Invenergy从

2016年初开始，花了半年的时间全面推广EAM系统，每2~3

名工作人员配置一台平板设备。

在测试了几种不同的设备后，管理层选择了用起来最顺

畅、带给技术人员最佳使用体验的系统。系统全面推广以

后，Invenergy不必为每一名维修人员分配一份许可，只

需要为一个维修组配备一台平板设备，软件许可费下降

20%。

早期，Invenergy决定在每一个引进移动设备的风电场设置

当地主题专家或“超级用户”，作为问题或技术问题的第一

联络点，在相关问题升级提交到内部帮助台系统之前解答问

题。一线维修人员很熟悉这种跟专家直接接触的方式，在采

用新系统的第一年带来了50%~70%的用户接受率。

首次数字化推广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移动设备管理战略，包括

风力发电机叶片的无人机检查、安全事故管理、费用报告、

内部文件控制等。

“HxGN EAM实现了平板电脑和移动设备管理，

只要一个电话、一次点击就能增加新的应用。”

Frank Santiago

Invenergy运营支持系统总监

“我们能根据技术人员生成的数据得出某些趋

势，能在移动检验表上跟踪维修内容，在组件的

磨损超出正常速度时决定是否改用别的产品。”

Frank Santiago

Invenergy运营支持系统总监

“移动应用使数据摆脱了活页夹的束缚并形成可

报告的格式。”

Frank Santiago

Invenergy运营支持系统总监

HxGN EAM Mobile让Invenergy的技术人员每人每天节约15分钟





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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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Smart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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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3D在舾装专业中栏杆建模模块原有命令

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二次开发方法，以及在舾

装模块的应用[2-3]，最后总结了参数化栏杆二次开发的命令

及其应用。

2. 常规栏杆类型

栏杆：属于安全保护系统类，是为了防止人从舷边落水或是

从船舶上层建筑坠落到低处。保护系统是由多种部件组成

（扶手，支柱，斜撑，中间的栏杆，面板），并由各种材料

组成，形成一个水平的屏障。

2.1 可拆栏杆（见图1）

可拆栏杆主要用于邮轮机械处所内和烟囱内部平台，由于栏

杆属于可拆卸，对栏杆的重量、长度就有严格控制，既要符

合安全规范要求，又要便于可拆卸操作。可拆栏杆是由双立

柱、圆钢扶手、连接板、踢脚扁铁、螺栓紧固件组成。

2.2 分隔栏杆

分隔栏杆可分为无危险区域的分隔和有限风险区域的分隔。

栏杆都由扶手和支柱组成，扶手材料分为碳钢和非金属扶

手，由硬木制作（例如柚木），用螺丝钉固定在合适的不连

续的金属扶手上。

2.2.1 无危险区域栏杆（见图2）

该分隔系统用于平坦的区域或是无风险的空档（小于或等于

0.5m）区域，它是由各种部件组成（扶手，支柱，斜撑，

舷墙，中间的栏杆，面板），并由各种材料组成，形成一道

水平的屏障，旨在防止未经授权的人进入特定的区域，这些

区域无受伤风险因素出现，诸如建筑结构（空档）或设备

（带运动部件或马达）。

2.2.2 有限风险区域栏杆（见图3、图4）

该分隔系统用于平坦的区域或是有限风险的空档（大于

0.5m但小于或等于1m）区域，它是由各种部件组成（扶

手，支柱，斜撑，舷墙，中间的栏杆，面板），并由各种材

料组成，形成一道水平的屏障，旨在防止未经授权的人进入

特定的区域，这些区域存在有限的受伤风险因素，诸如建筑

结构（空档）或设备（带运动部件或马达）。

摘 要： 随着Intergraph Smart 3D在邮轮舾装设计生产建造中不断的推进，为了提高栏杆建模速度，提升模型质量，简化命

令模块窗口，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的错误，因此对Smart 3D栏杆进行了许多原先功能命令的参数化设

计；以及基于邮轮舾装生产设计的特殊性，进行了许多新功能的二次开发研究[1]。本文就以Smart 3D在邮轮舾装中

的参数化栏杆二次开发为例，阐明Smart 3D参数化栏杆二次开发研究及应用。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Intergraph Smart® 3D

关键词：Smart 3D；栏杆；参数化设计；二次开发

Intergraph Smart® 3D邮轮栏杆参数化设计开发
和应用

  肖浩1，陈正云2，赵小林3，张伟涛4

  （1-3.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4. 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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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可拆栏杆                 图2 无风险区栏杆

   

图3 有限风险区域栏杆             图4 有限风险区域栏杆

目前Smart 3D软件在参数化栏杆建模过程中，不能一次性

完成建模，还需要后期对栏杆进行打散，处理栏杆端切，开

孔、增加封板及栏杆末端处理，极大的影响建模效率和用

户体验。当前的二次开发模式为in-house（内置式）开发

模式，所有开发等程序、功能均需要基于海克斯康所提供

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进行，这就要求所有开发的功

能、流程均要按Smart 3D程序制定等规则来进行。同时，

这也意味着嵌入式开发等成果在运算速度及部分功能上无法

进行提升。

为了能实现基于3D参数化栏杆快速建模目的，同时改善现

有3D系统版本下存在的栏杆建模问题，需要对3D栏杆模型

库更新，并选取合适的CAD（Computer Aid Design）平台

及开发技术，开发一个彻底解决栏杆建模系统模块，才是真

正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

3. 实现参数化二次开发规则

舾装专业会在甲板及平台周围布置栏杆，且栏杆类型根据保

护区域要求而有所不同。目前3D中是先从栏杆库中选择对

应的栏杆元件，通过再次画路径的形式放置栏杆。该种模式

会有以下弊端：1、栏杆符号需通过程序开发，再次导入3D

部件库；2、需打散才能做端切处理，或者修改单个模型，

以及统计型材数量；3、栏杆库窗口以目录树形式显示，无

法快速定位，影响操作体验。用户希望放出来栏杆能自动带

有端切，且使用窗口简单明了。因此，需新开发命令实现该

功能。

3.1 几何线定义栏杆基线

基于二维线条（须在水平面上）自动快速生成栏杆，二维线

条可以是直线、圆弧线等几何线。

3.2 扶手

扶手支撑型材、立柱顶端的型材（见图5 ）红色框标记和立

柱是否位于基线的正上方可通过偏移量控制，位于基线左侧

偏移量为负，反之为正，可在模板文件中定义。

   

图5 栏杆扶手示意图

3.3 工作界面窗口设计

 

图6

3.3.1 工作界面集成式设计（见图6）

窗口左侧显示不同栏杆的杆类型，切换时可快速预览栏杆截

面附图，更有力提高栏杆建模辨识力，降低错误率，提高用

户体验。

Intergraph Smart® 3D邮轮栏杆参数化设计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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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固化所有栏杆参数值

若用户想修改可在界面中自定义设置，如：栏杆处所、立柱

偏移量、立柱间距、端部处理、端部处理规则、是否加封

板、可拆卸栏杆等参数。

3.4 端部处理

3.4.1 封板

封板直径选择规则，栏杆自由端型材需加封板封堵，板厚统

一为3mm，圆钢直径<=40mm，封板直径比圆钢小2mm；

否则封板直径比圆钢小4mm。

3.4.2 末端栏杆处理

可对栏杆首尾分别进行圆弧处理（见图7、图8），参数值可

通过偏移值（立柱中心到圆钢中心的距离）和半径值（圆钢

中心的半径）以及处理规则控制，这三个值可在配置文件中

的端部处理规则定义。

     

3.4.3 栏杆立柱端切处理

通过二次开发程序控制，按类别对立柱端切按要求调整到

库，栏杆模型生成时可自动处理端切，无需二次修改。

3.5 可拆卸栏杆参数选项

该参数只用于可拆卸的成片栏杆，只有在配置文件中有

LimitRule定义才生效。具体包含如下参数：（1）栏杆长

度，不含有端部处理的长度值，即图8中的A值；（2）栏杆

间距：栏杆之间的净距离；（3）立柱个数：单片栏杆中立

柱的个数；（4）栏杆个数：放置单片栏杆的个数。

3.6 栏杆立柱左手规则

从选择的那端开始放置立柱，且立柱位于二维几何线条的

左侧。

3.7 配置文件定义

3.7.1 通过后台配置文件形式定义栏杆模版库

栏杆模版库一般包含如下组成部分（见图9、图10）：

BOTRAIL：底部横撑；MIDRAIL：中间横撑；TOPRAIL：顶

部横撑；POSTRAIL：立柱；

POSTTOPRAIL：立柱顶部横撑；POSTTOPSALB：立柱顶部

垫板；

POSTBASESLAB：立柱底部垫板；TOERAIL：踢脚板。

   

3.7.2 模版文件格式定义

模版文件是根据后台脚本文件写入定义，并对不同的栏杆类

型定义不同脚本文件。Smart 3D实现建模并通过读取后台

脚本文件，实现栏杆多个参数的定义。

4. 栏杆建模操作展示及二次开发运用

4.1 栏杆建模操作展示

4.1.1 创建栏杆容器 

4.1.2 选择容器

创建二维几何线条 ，绘制栏杆基线。

4.1.3 点击 创建栏杆图标

框选二维线条，空格或是回车键完成确认，在路径起点或终

点处再次指定栏杆起点，并再次空格或是回车键完成确认。

4.1.4 弹出窗口（见图6）

左侧选择栏杆库类型，同时右侧可编辑栏杆相关参数值。

4.1.5 参数确认后

点击导入按钮，系统将基于二维几何线条自动快速创建栏杆

（见图11、图12、图13、图14）。

 图8图7

图10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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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数化二次开发运用

受参数化栏杆Smart 3D二次开发启发，对Smart 3D程序端

口开发自由性和兼容性，给予认可。积极对铁舾件分析总结

研究，可对所有舾装件实现二次开发，如平台实现二次开发

快速建模，人员需根据舾装件种类及其对应建模规则，设计

不同程序界面，同时利用配置文件实现灵活性和模板化。模

型类型选择上，槽钢板条和方钢条采用Member对象，花钢

板和钢格栅采用Slab对象。平台边界控制上，由用户事先绘

制封闭几何轮廓，并通过选择此轮廓，将平台边界传递给程

序，程序分析几何轮廓，在此轮廓内根据用户设定参数和内

置规则放置板材和型材，实现自动创建平台。

经过H1508船实际使用，本程序可以完成绝大部分栏杆、平

台创建，自动化以及模型完整度都比较高。相比采用常规手

段建模，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采用本程序只需1分

钟，粗估能节省85%以上工时。

5. 结语

本文对Smart 3D在邮轮栏杆参数化设计开发和应用分析

中，优化了设计栏杆参数化快速建模程序，实现了标准化和

精细化建模，提高了工作效率。进一步总结分析铁舾件建

模规则，探索程序最大化和实现规则的可行性，减少后期

手工修补工作量，同时也对程序设计中需考虑灵活性、通

用性，在最大化实现建模自动化的同时，满足一些特殊需

求。Smart 3D软件自带的程序实现参数化及二次开发的定

制性，为实现设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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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raph Smart® 3D邮轮栏杆参数化设计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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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驶向未知的海洋
造船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增效

1. 造船业面临的挑战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不确定

性，但是造船业2026年之前的年复合

增长率仍有望达到5.7%。到2026年，

行业市值将达到1780亿美元1——在船

舶新订单近年屡受新冠疫情影响后，造

船业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与此同时，客户要求对船舶设计做出根

本性改变。他们需要环保、高效、价格

合理的货物运输替代方案。与其它运输

方式相比，航运具有更高的运载量费用

比，但是，要满足客户需求和监管要求

就要设法降低传统船舶设计带来的生态

影响。

克服相关挑战的关键是改善企业的信息

使用方式。跟随其它行业的脚步实现数

字化和数字化转型——用数据提升战略

决策的准确性和速度，是未来船舶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

船企在开展数字化工作时，需要解决三

大运营挑战。

1.1 风险管理评估

成功的项目管理离不开过程初期的准确

的估算。船企在估算成本、时间和资源

需求时往往难以达到适当的准确度，从

而导致预算失效，项目超支。

在很多情况下，船企缺乏必要的信息，

无法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适当地控制

风险。如果不同专业之间没有标准化的

工作方式，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1.2 成本和进度管理

随着项目的推进，变更管理也会变成一

件让人头疼的事。相关人员需要及时了

解任何偏离项目计划的地方，及其对其

它变化因素的影响。材料成本上涨、延

迟交货和设计变更都会增加项目成本，

延迟项目的最终交付。详细了解相关情

况便于船企提前发现和量化相关问题，

从而有机会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影响。

造船厂有限的产能将进一步加剧相关

问题：一个项目建造超时会推迟其它

项目的开工时间。这种情况可能在多

个造船厂重复出现，进一步增加成本

控制的难度。

如果船企不能轻松地汇总多个来源的数

据，就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估或明智的决

近年国际形势动荡，全球不确定性增强，更突出了数字化转型对于造船业的重要性。在当前背景下，数字化和自动化

能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企业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事实证明，改善相关领域能创造良好的效益。在施工前后和施工期

间使用数字孪生改进设计和项目执行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船企不仅需要应对业务压力，还要设法降低经营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经营灵活性、提高自动化水平也有助于船

企以更环保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以往过度依赖传统工艺和旧系统的船企如今很难跟上行业的变化步伐。在当前情况下，对运营情况缺乏了解让船企比

以往更难满足客户需求和监管要求，也更难控制成本，保持盈利能力。

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船企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重新掌控项目管理和预算？

策。不了解情况就只能用“最佳猜测”

做决策，这么做的结果往往不太好。

1.3 数据处理问题

很多造船业务存在孤岛问题。例如专业

之间缺乏整合、过程缺乏端到端的可视

性会导致资源规划出现错误。同时，现

有数据的复用率低下，造成质量管理效

率低下以及材料超支和浪费。

如果船企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没有足

够的数据集成能力，就鲜有机会实现制

造和生产自动化。继续依赖非联网的手

动流程只会增加成本和风险，还可能导

致项目超支。

2. 引入企业项目绩效

因为使用的工具陈旧过时而难以获得足

够的项目信息，是船企当前遭遇各种问

题的主要原因。Excel电子表格在造船

业的使用仍然十分普遍，它们形成的信

息孤岛加剧了项目管理的复杂性。独立

的ERP解决方案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

握运营情况，但无法全面了解整个供应

链，限制了计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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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孤岛也被带进了造船项目流程。预

算、预测、成本控制等项目关键绩效指

标在不同的孤岛中产生，使用的数据集

也不完整。

企业项目绩效工具是专门为整个企业共

享项目数据而设计的工具。企业项目绩

效工具具有单一的项目数据中央存储

库，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利用中

央数据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以提高项

目绩效，加强成本控制。

3. EcoSys™企业级项目绩效平
台助力造船业迎接未来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EcoSys企业级项

目绩效平台将项目组合管理、项目控制

和项目管理软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单

一平台。EcoSys集成了项目和项目组

合全生命周期的关键流程，能提升各项

造船业务的成果。

EcoSys的众多功能特别有利于造船项

目经理开展工作。

4. 估算工具

EcoSys提供成本库估算、人工估算、

资源估算和材料估算等多种估算协助

工具。估算协助工具弥补了当前的能

力短板，能让企业计算不同的机会，

从规划前期开始就能在不同的项目之

间做出选择。

5. 组合管理

造船项目通常不会孤立存在。EcoSys

能同时跟踪多个项目和多种资源。企业

可以使用能力规划工具重新分配资源，

迅速确定要承接的最佳造船项目。

6. 卓越项目

从工期、预算到进度跟踪，EcoSys能

让企业利用NESTIX数据全面掌握项目

各环节的情况。NESTIX采用工业4.0

概念，将工作准备、组件布置和数控

（NC）相关功能与材料和资源负载平

衡相结合，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解决方

案。预测和报告工具能让企业即时做出

改进和调整——先评估变更的影响，再

实施变更。

7. 可预测性

决策者能通过及时的预测尽早修正路

线。预警功能不仅能减少项目延误，还

有助于加强成本控制。EcoSys能让企

业避免出现反复的延误和成本超支，成

为客户心中可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

伴，提升企业的声誉和信誉。

EcoSys实现了工程设计、生产和项目

绩效之间的综合数字连接。企业的所有

利益相关方都能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做

出明智的战略决策，加快造船进程，提

升造船厂的安全性，提高船舶的交付质

量和交付速度。

8. 客户案例分析

客户是一家北美现代造船及在役船舶支

持企业，主要从事船舶和海上平台的建

造、制造、改装和维护业务。目前已签

约承接某国海军若干下一代舰艇建造项

目。

在为政府客户提供服务期间，该船企

通常需要遵守EIA-748《挣值管理标

准》。《挣值管理标准》规定了范围界

定、进度目标、成本目标、基准建立和

报告的指导原则。相关指标用于衡量生

产力、帮助发现问题、实施纠正措施和

控制变更。为了顺利实施挣值管理实

践，该船企必须报告挣值，快速跟踪成

本绩效指标和进度绩效指标，提供准确

的完工估算。

为了履行相关义务，该船企开始寻找相

关软件以代替原有的内部挣值管理解决

方案。该船企要求软件具有强大的功能

和灵活性，能完全根据《挣值管理标

准》的要求处理所有相关数据、流程和

报告。该船企还要求企业项目绩效软件

能够与其Primavera P6、设计程序和财

务系统集成。

该船企对市售解决方案进行了全面评

估，最终选择了感觉与Excel类似的、

简单易用的、灵活的、具有集成能力的

EcoSys企业级项目绩效平台。EcoSys

与其它数据源之间的信息提取和交换非

常方便，这一点深受项目利益相关方的

欢迎。其它模块化程度较高的竞争系统

因使用困难而被淘汰。EcoSys能让不

同用户根据各自的需求灵活配置软件，

定制流程，减少对信息技术部的支持依

赖。这种灵活性让该船企尤为满意。

该船企使用Primavera P6创建工作分

解结构和工作包，再将工作包、基准

和实际值载入EcoSys计算挣值并向利

益相关方报告挣值。EcoSys目前处理

2500万项工作预测事务和200万项实际

事务。

EcoSys实现的效益包括但不限于：

 ·  提高工作流程的准确性、结构化水

平和统一性——只有获得适当的授

权才能操作数据

 ·  通过成本收益率流程高效、准确地

跟踪预算

 ·  根据需要创建和定制电子表格和

报告

 · 灵活的数据导出

 ·  易学易用——员工只需稍作学习就

能快速上手

 ·  与其它系统相比，EcoSys的学习和

配置对非技术用户来说非常简单

 ·  EcoSys能轻松集成其它项目/计划

的数据源

引用：

1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造船市场——

2 0 2 1- 2 0 2 8 年 全 球 行 业 分 析 、 增

长、比例、规模、趋势及预测——

DATAINTELO - https://dataintelo.com/

report/shipbuilding-market/.

扬帆起航，驶向未知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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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全资

子公司，现有员工一千余人，注册资本4.66亿元，是具有工

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承包和管理服务能力的大型工程公司。

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中海油LNG接收站工程的

EPC项目。

项目挑战

本项目涉及的管道及管道组成件约36288个，种类繁多，数

量庞大，批次众多，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间和精力来

进行管理，材料管理中易出现人为干预导致的重复劳动。

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助力项目实现数字

化交付

为了应对项目挑战，并提升项目效率，中海油石化工

程有限公司选择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的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材料管理解决方案进行大宗散材管理。通过Smart 

Materials的应用，不但解决材料管理问题，还为项目的数

字化交付提供大宗散材的基础数据。

解决方案实施

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使用S m a r t  M a t e r i a l s中的

Intergraph Smart Reference Data模块解决材料编码（唯

一码）及等级数据库、管道材料设计文件创建问题。如图1

所示：

图1 Smart Reference Data等级管理

利用Smart Materials中BOM模块、REQ 模块解决采购料单

问题，如图2、3所示：

图2 料单导入模块

图3 请购模块

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在中海油LNG接收
站工程EPC项目中的应用

  肖丽红（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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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场模块（SITE）解决现场材料接收、入库、盘库、出

库的问题。如图4所示：

图4 现场模块

利用 Smart Materials软件支持的二维码功能，实现了利用

移动手持终端读取二维码信息进行材料的入库及出库，提高

仓储工作效率。

项目实施结果

Smart Materials的现场材料管理实现了现场材料优化配

料，降低工地仓储空间需求，减轻工地仓库管理负荷；实

现了现场材料有效发放，所有收/发料信息都能根据Smart 

Materials系统追溯缘由，降低额外成本，提高材料准确发

放率，详见表1；实现剩余材料信息及时化及透明化，整合

设计材料规范，扩大材料互用机率，降低剩余物资的百分

比，详见表1。

客户心声

Smart Materials有效的降低了项目费用，缩短项目周期。

通过对材料编码、料表、请购、采购以及现场材料接收、发

放、库存、配料的管理，实现了材料从从开始的费用评估到

供应链和现场管理的有效管控，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项目利

益最大化。

Intergraph Smart® Materials在中海油LNG接收站工程EPC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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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Stressman Engineering

网  址：www.stressman.no/

简  介：Stressman Engineering是

一家工程公司，主要从事管道、容器、结

构等机械元件的机械应力分析。

所属行业：油气、造船、电力、液化天

然气、陆上、海上、鱼类养殖

所在国家：挪威、美国、墨西哥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ESAR II

主要目标：

   提高管道应力分析效率

   迅速导入已有分析，节约时间

   能轻松对接其他供应商的软件解决方

案，提高效率，确保分析和模型的准

确性

   清晰展示分析的重点和逆向设计的效果

确定目标

成立于2010年的Stressman Engineering，是一家总部位于挪威的跨国工

程公司，拥有一支专业团队致力于管道、容器、结构等机械元件的机械应

力分析业务。Stressman Engineering中标了一个业主项目，负责为业主

查明挪威某钻油平台高压泥浆循环系统发生剧烈振动的位置和原因。生产

钻油平台的是一家中国船厂。

Stressman Engineering希望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能让他们执行符合行

业标准，确保安全性、合规性和适用性的高级分析。

Stressman Engineering承接的项目涉及多个专业，目标是找到振动源，

通过大量的管道分析查明问题所在位置。解决振动问题能够降低管道系统

的应力和长期疲劳受损。本应用案例着重分析高周振动的初始问题。

克服挑战

为了找到高压泥浆循环系统的管道振动源，业主委托S t r e s s m a n 

Engineering查明振动的确切位置和原因。此前，业主的船厂已经通过

CAESAR II分析查找振动源，但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高压泥浆循环系统

不仅有多个位置的管道振动，还有重泥浆泵的剧烈震动，难以发现真正的

问题。Stressman Engineering先把船厂的初步CAESAR II分析和报告无缝

传入他们自己的CAESAR II应用程序中，然后在相关区域迅速进行建模、

比较、更新以及进一步分析。

Stressman Engineering用CAESAR II解决危险
的高压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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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 II中的高压泥浆循环系统示例

Stressman Engineering选派的工程师们都有几十年的

CAESAR II解决方案使用经验。

实现成果

项目的第一步是用CAESAR II根据系统图再次对现有文件进

行建模，确保进行准确的分析。接着导出CAESAR II文件进

行CFD评估。用第三方应用程序（DYNAFLOW的BOSpulse

应用程序）配合CAESAR I I做进一步分析，开展液体脉

动调查。然后提取BOSpulse的脉动分析数据，并将其迅

速、准确地导入CAESAR II，运行谐波分析。谐波分析使

Stressman Engineering清楚地了解管道系统的脉动响应。

刚开始，分析数据与实际振动位置进行比较，没有在预期位

置看到振动。

因此，Stressman Engineering认为需要结合所有管道支架

进行深入的分析。Stressman Engineering在另一个第三方

解决方案——SAP2000中创建管道支架模型。SAP2000是

由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INC驱动的软件，负责处理

系统中管道支架的刚度。重新运行以后，系统的固有频率

下降。

不过，管道振动仍然小于实际振动。此时，Stressman 

Engineering认为逆向设计是仔细分析业主的高压泥浆循环

系统，找出问题根源的最佳方法。

CAESAR II中的管道支架刚度建模示例

CAESAR II中的管道支架刚度建模示例

逆向设计能让Stressman Engineering查看安装过程中是否

存在管道支架遗漏，或在结构中错误添加管道支架型式的现

象，导致出现振动。

查明系统中的振动位置以后，Stressman Engineering检

查不同的支架，不断分析、再分析。CAESAR II能与第三

方应用程序相互传输数据和文件，保证数据和结果的准确

性，确保这部分工作的效率。在分析过程中，Stressman 

Engineering识别出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管道支架。根据分

析显示，在CAESAR II的分析模型中删除相关管道支架时

会出现剧烈振动，与高压泥浆循环系统当前表现出来的响

应趋同。

接着，Stressman Engineering与现场执行团队一起讨论

图纸。图纸表明管道支架应该是焊接支架。Stressman 

Engineering 认为问题是系统组装时漏了导向支架，或者是

导向支架实际起到的是承重支架的作用。最好的确认办法是

让团队成员爬到结构顶部，拍摄看到的情况。从照片来看，

“我们集成CAESAR II和第三方解决方案，轻松

准确地展开大量的分析。”

Sondre Luca Helgesen

Stressman Engineering首席执行官

Stressman Engineering用CAESAR II解决危险的高压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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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支架没有漏掉，但没有焊接到支撑结构上，致使导向

支架实际起到的是承重支架的作用。在系统运行期间，导

向支架前后滑动，导致系统剧烈振动，不仅起不到支撑系

统的作用，还加剧了振动。把导向支架焊接到位以后，系

统不再振动。

Stressman Engineering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振动

源。团队先去了中国现场启动项目，再回到挪威远程运行并

完成管道分析和建模。如果找不到振动位置和原因，将导致

疲劳断裂和结构完整性损坏，造成严重的后果。高压泥浆循

环系统是钻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控制井压的作用。

主泥浆管出现故障会导致事故、停钻、经济损失等后果。

CAESAR II中高压泥浆循环系统产生的振动示例

CAESAR II中的高压泥浆循环系统示例

“我们用CAESAR II进行逆向设计，确定并找到

了对业主的项目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Sondre Luca Helgesen

Stressman Engineering首席执行官

展望未来

Stressman Engineering选择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是因为

它们使用方便，能准确地集成第三方分析解决方案，另外还

有来自业主的指定。Stressman Engineering能对业主的高

压泥浆循环系统进行详细的建模和分析，找到振动位置，解

决振动。长期来看，项目使Stressman Engineerings的业主

免于因系统结构完整性的损坏而导致停钻、安全性降低、产

生重大经济损失等后果。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能轻松集成其他第三方解决方案，提高准

确性，增加透明度，优化了整个项目的工作流程，这是海克

斯康解决方案带给用户的最大效益。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无需

人工处理第三方数据，确保了时间效率。

Stressman Engineering将在后续的项目中继续使用海克斯

康 CAESAR II 解决方案，确保生产力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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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

Code Tech International成立于2009年，是印度的工业EPC总包企业，有

专门的团队提供撬装、管道系统、压力容器、热交换器、储罐等静态设备

以及各类钢结构的设计和分析服务。

本案例分析将介绍Code Tech International利用海克斯康系列解决方案执

行的两个项目。

 · 固定式海上平台撬装海水过滤装置设计

 · 浮式海上平台撬装制冷压缩机撬装结构设计

两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及时交付，同时为Code Tech International及

其客户降低成本。为了实现目标，Code Tech International希望找到集成

数字设计和分析解决方案，让公司能够以合理的费用，迅速、可靠地生成

准确合规的设计和交付成果。

克服挑战

第一个项目工作是为一家常水处理厂设计海水过滤装置，包括结构设

计和正面管道。其中包含只能从装置前侧进入的容器区的前面的管道

（参见图1）。水处理厂位于固定式海上平台的撬装结构上。Code Tech 

International选择用海克斯康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PV Elite执行

项目，确保以合理的费用及时交付项目。项目开始时，预计需要45天完

成设计工作，使用其它解决方案的设计时间是65天。

Code Tech International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
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改善海上工程设计

公司名称：Code Tech International

网  址：

www.codetechinternational.com

简  介：Code Tech International成

立于2009年，专业提供撬装、管道系统、

压力容器、热交换器、储罐等静态设备以

及各类钢结构的一站式编码及非编码设计

和分析解决方案。

所属行业：油气、化工、电力、水

所在国家：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市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DWorx

  CAESAR II

  PV Elite

主要目标：

  快速上手，易学易用

  减少错误和重新设计时间，提高生产力

   迅速进行准确的设计，便于生成工程交

付成果

  集成功能提升灵活性和透明度

Code Tech International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改善海上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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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面管道示例

项目开始后，Code Tech International一直按进度计划推进

项目，迅速生成工厂设计交付成果。起初由工程公司作为

中间人验收设计。但是，Code Tech International的业主运

营商客户在下一个审查阶段拒收了工厂布置，理由是设计

不符合水处理厂的规范。为了确保符合规范和安全，Code 

Tech International只能修改设计，重新敷设全部管道。好在

CADWorx拥有强大的设计修改功能，有助于迅速完成修改。

Code Tech International轻松、迅速地重建、编辑了现有敷

设线路。CADWorx和CAESAR II之间的双向集成也使特定管

线的重新分析得以迅速完成。

另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吊起组装好的、体积和尺寸巨大（4.3

米宽 x 9.5米长 x 6.4米高，重75公吨）的多层撬装结构。

CADWorx软件拥有灵活的三维建模功能，能在很短的时间

内提供多种吊装方法选项，供客户审查，帮助Code Tech 

International减少了关键吊装方案的编制时间（参见图2）。

第二个项目工作是设计海上平台的制冷压缩机撬装结构。

项目的主要难点在于撬装结构比较紧凑，很难设计管嘴。

还好PV Elite能迅速、轻松地评估管嘴的放置位置，生成最

佳设计。

实现成果

在两个项目中，Code Tech International都选择用海克斯康

解决方案解决困难，确保准确地生成设计成果，按时交付

项目。简单、灵活、强大的CADWorx Specification Editor

软件，加上公制和英制等即开即用的等级使Code Tech 

International以最快的速度根据参数轻松创建了管道等级。

在海水过滤装置项目中，Code Tech International用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进行管道布置，并按客户要

求修改设计。Code Tech International还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完成了工作范围内其它专业的设计，包括结

构、容器和电气仪表设计，此外还完成了起重和运输设计。

PV Elite用于执行压力容器设计，定义装置包含的容器和热

交换器的压力边界条件。

“简单、灵活、强大的CADWorx Specification 

Editor软件使Code Tech International以最快的

速度根据参数轻松创建了管道等级。”

M.A. Khan, Code Tech International控股人

图2 多层撬装结构关键吊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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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中进行的浮式生产储油

装置（FPSO）的撬装设计与实际撬装结构

“CADWorx具有强大的设计修改功能，能轻松

迅速地重建现有敷设线路模型，编辑现有敷设

线路，软件之间的双向集成也使特定管线的重

新分析得以迅速完成。”

M.A. Khan, Code Tech International控股人

“两个项目的顺利实施表明，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和CAESAR II的双向集成功能强

大，能应对高难度的海上项目。”

M.A. Khan, Code Tech International控股人

对于制冷压缩机撬装结构项目，Code Tech International用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创建三维管道，用CAESAR II执

行管道应力分析，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的Isogen

模块创建预制和施工所用的ISO图。两种解决方案能双向集

成，以数字方式来回传输管道数据，避免了重复的手动数据

创建工作。

Code Tech International结合使用CAESAR II和CADWorx全

面、灵活地开展工作，节约了项目时间和费用。海克斯康的

本地经销商ImageGrafix负责提供项目支持，包括最高效、

最有效的软件使用培训、技术支持和最佳实践指导。

展望未来

这两个项目是Code Tech International首次用CADWorx执

行的海上项目，他们对软件的表现非常满意。Code Tech 

International的控股人Mozammil Khan说：“海克斯康软

件最大的一项优势是使用简单、灵活性强。我们能迅速培训

员工，根据项目状态和迫切程度分配项目资源。”

“我们会在以后的项目中继续使用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

方案，确保准确迅速地创建交付成果，改善整个EPC项目的

执行情况。”

Code Tech International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CADWorx及分析软件解决方案改善海上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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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效益

 · 加快投产速度，避免不必要的停工

 · 改进异常情况处理

 · 减少操作员的疲劳感

 · 自动通知越过既定边界的变更

 · 自动管理报警和安全系统配置变更

确定目标

某新建的大型深海采油平台工程，耗资数亿美元，需要确保

平台在投产和初始运行期间的平稳性和安全性。从以往情况

来看，新建平台投产期间，报警和控制系统可能发生重大问

题，产生大量的费用。

项目业主是一家大型能源勘探与生产公司，他们下定决心要

避免相关问题，让这一巨大的采油平台顺利投产。他们请海

克斯康数字智能进行初始最佳报警配置，为操作边界的管理

提供新技术。

克服挑战

在该公司之前的项目中，过程报警系统的初始设计往往达不

到最佳标准，导致报警系统在生产中性能不良。由于一开始

没有正确地配置报警系统，之前的投产过程饱受几千个滋扰

报警、高报警率和严重报警泛滥问题的困扰。报警系统非但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使操作人员

无法发现和解决异常情况，导致不必要的停机，从而产生大

量的费用。

众所周知，投产后纠正报警问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

花费几年的时间进行返工。因此，采油平台项目的目标是从

一开始就正确配置报警系统。  

解决方案

本次部署的报警系统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没有历史报警数据

可供团队使用。团队只能以最佳实践为指导开展工作。

报警设计有四个主要目标：

 ·  将平台的设计文档转换为有意义的运行范围，反映工艺

安全性、工艺可靠性和经济运营约束

 ·  设计报警和工艺边界系统，以弥补控制系统与独立的自

动化安全系统之间的差距，准确地反映上述运行范围 

 ·  使操作员能够提前采取纠正措施，避免发生安全问题，

引起停工，产生费用

 ·  确保能够将初始测试（和后续运行）的预期变化安全、

一致地纳入复杂的控制和报警配置

PAS有效的报警和边界管理优化海上平台投产环境
新的报警和边界优化项目，以免发生问题，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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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合理化

业主聘请海克斯康作为行业专家，审核平台的报警管理内

部文件。这些文件的编制依据是国际标准ISA-18.2和IEC 

62682，以及PAS专家编写的《报警管理手册》给出的实用

建议。

业主采用海克斯康PAS PlantState Integrity™解决方案全

面记录报警、控制和安全系统，包括所有相互关系和依赖

关系。 

除了软件以外，海克斯康的专家们还完成了报警文档和合理

化综合项目，定义每个过程报警的含义，消除不必要的报

警。专家们确定，在11万种报警中只有13000种报警是必需

的，报警种类减少了88%。必需的报警包括4000种消防

和天然气系统报警；9000种生产、公用设施、钻机和船

体报警。

海克斯康把所有报警合并成一个主报警数据库，包括原因、

后果和纠正措施等宝贵信息。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系统的人

机界面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 

“平台报警系统在调试后迅速达到了相关性能要求，创公司最快记录。”

“如果没有inBound标记越界情况，就不能这么轻松地发现错误，可能会造成延迟、生产损失和不必要的停工。”

“软件能准确监测越界，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和费用，再加上全部的报警合理化工作，软件的成本早就赚回来了。我

们还会在运营期间持续享有边界管理优势。” 

项目自动化主管工程师

边界管理

边界管理包括记录安全运行范围，以反映工艺的可操作

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约束条件。业主采用海克斯康PAS 

PlantState Integrity - inBound应用程序确定和反映所有运

行范围参数的关系，参数通常存在分散且缺乏记录的情况。

PAS PlantState Integrity - inBound支持每个运行范围边界

条件的动态方程，以确定违反约束条件的时间，通知工艺操

作员。项目配置了900多个边界和2000多个约束条件。 

inBound还会在配置变更违反既定边界约束条件时发送通

知。在平台的测试和调试期间发现了控制系统的几十项设置

和逻辑变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计划中的变更说明业主并

未充分了解控制方案的复杂性。例如，某些拟议变更将报警

放在错误的传感器上，或者联锁点的设置超过环境偏移设

置。inBound识别并报告了所有不当变更，以便迅速采取纠

正措施。在运营阶段，inBound还实时显示平台相对于工艺

边界的状态，自动跟踪和报告越界情况，包括越界的成本

影响。

实现成果：最佳投产

平台报警系统性能和边界设置的优化，极大地提高了投产效

率和持续运营安全性。inBound的使用确保了在投产后的优

化阶段对报警和联锁设置进行正确的配置变更。

复杂的全新项目在报警系统的设计方面面临特殊挑战。经验

丰富的人员和正确的工具不仅能保障安全顺利的投产，还能

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正常运转。

PAS有效的报警和边界管理优化海上平台投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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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并不限于传统擅长的能源与海洋领域，海克斯康数字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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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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As-Samra

网  址：water-technology.net

所属行业：公用事业/水处理

总  部：约旦安曼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HxGN EAM，Infor SunSystems®

业务挑战：
As-Samra污水处理厂的需求情况特殊，面

临的挑战也特殊：

  人口增长快，水资源稀缺

   发电技术规模大，用废水运行水轮机，维

修需求复杂

  CMMS系统面临淘汰，得到的支持有限

业务成果：
As-Samra的团队决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提高了污水处理厂的盈利情况和能力

   大量节约了年度维修预算

   生成预算报告的时间从几天减至几分钟

长期以来，约旦都很谨慎地利用本国稀缺的水资源。2006年，约旦开设

As-Samra污水处理厂，配备最先进的设备，为首都安曼和邻近扎尔卡市

的约350万人提供服务。As-Samra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采用建设经营转让

（BOT）合同，建设周期25年，施工方为约旦水利与灌溉部，管理方为威

立雅水务公司（Veolia）与综合承包商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

As-Samra污水处理厂是世界上较早通过未经处理的水流和沼气驱动涡轮

机回收能源的污水处理厂。沼气是有机物在无氧状态下分解产生的混合气

体，主要由甲烷和二氧化碳组成。大部分净化水会用于约旦河谷的农业灌

溉，As-Samra污水处理厂因此成为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锋。

As-Samra污水处理厂每天能处理36.5万立方米废水，目前几乎满负荷运

行。As-Samra领导层也一直在努力探索其他提高污水处理厂整体效率的

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复杂的维修需求

As-Samra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有赖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几十万种不同资

产，包括管道、水泵、能源发电系统、厂内建筑、可移动设备等，资产的

运维工作量巨大。维修部有65名员工，另外还有大量额外的工作分包给

As-Samra污水处理厂利用水务解决方案提高
约旦水资源安全性
水资源在人口增长快而降雨量少的约旦尤为珍贵

“在约旦，水属于稀缺资源。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让As-Samra

污水处理厂发挥重要的作用，确保水资源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

Anas Al-Momani

As-Samra污水处理厂资产部经理（维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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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司。

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发电系统，As-Samra污水处理厂的维修

难度超过一般污水处理厂。As-Samra的运行电力中，有

87%来自5台水轮机和10台沼气发电机。驱动水轮机的是从

安曼向下流动45公里来到扎尔卡水处理厂的污水流，沼气发

电机则是提取废水中的甲烷。As-Samra污水处理厂发电技

术规模大，使用污水而非清水或灰水运行水轮机，进一步增

加了维护需求。

更具战略性的资产管理

在As-Samra污水处理厂投运初期的2006~2008年，维修团

队使用基础的CMMS系统（计算机维修管理系统）进行维修

管理。此后，CMMS系统逐渐过时，支持变少，呈现出局限

性。CMMS系统还存在应用范围狭窄、预防性维护功能有限

等问题。

As-Samra团队曾改用另一家供应商的各类工具以增强资

产管理，但整个系统缺乏凝聚力，仅能作为权宜之计。

As-Samra污水处理厂资产部经理（维修经理）Anas Al-

Momani指出：“原来的CMMS系统存在很多限制，缺乏报

告功能，无法提供从资产购买到运行和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功能，无法进行事务追溯。系统利用Excel®表格通过人工

收集签名的方法完成采购周期，库存和采购部门之间缺乏联

系。”

Al-Momani补充说，As-Samra污水处理厂的资产管理程序比

较耗时，易产生不确定性和人为错误，比如订购已经有库存的

设备或零件等。“当时，我们就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灵

活、易于计划和监控的EAM（企业级资产管理）系统。”

As-Samra污水处理厂与世界各地拥有丰富EAM系统使用经

验的合资伙伴进行了讨论。As-Samra先罗列了对高效EAM

工具的核心需求，包括采购和库存管理功能，然后彻底评估

了通过EAM实现一流资产管理和效益最大化的需求。

最后，As-Samra污水处理厂选择了HxGN EAM。HxGN 

EAM的中东合作伙伴Intertec Systems在2012年为As-

Samra部署了HxGN EAM。Intertec Systems从2001年开始

就在中东成功部署了100多次EAM。2012年底，As-Samra

污水处理厂将所有资产数据和计划迁入新系统，完成了所有

采购周期的自动化。部署工作量很大，涉及2万多个位号，

包括4000多项资产，预防性维修计划覆盖分布于4个不同地

点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

约旦领先的污水处理厂提高效率

HxGN EAM提高了As-Samra污水处理厂的预防性维修能

力，继而延长了资产寿命，大量减少了因组件故障引起的现

场事故。现在，技术人员不用再被迫应对资产故障，能更高

效地利用时间检查、维修资产、制定计划。Al-Momani和团

队计算显示，HxGN EAM能让As-Samra每年节省5%~10%

的维修预算。

维修团队继续在As-Samra污水处理厂扩大HxGN EAM系统

的使用规模和范围，在系统中加入更多资产，探索更多功

能，以最大化系统效益。

最近，A s - S a m ra污水处理厂集成了E A M系统和 I n fo r 

SunSystems（以Infor ION®为中间件的财务管理系统），能

自动将资产采购和财务交易实时转入财务记录，加强成本控

制和预算监控。整个流程实现了自动化，将生成预算报告的

时间从几天缩短到了几分钟，且不影响报告的准确性。Al-

Momani说：“报告非常准确，综合考虑了汇率变化、所有

运输成本以及零件和维修的间接成本。”

EAM系统的部署还能为As-Samra提供相关信息，使污水处

理厂满足所有卫生安全和环境要求，实现并超过相关标准。

Al-Momani说：“很多审计公司、投资人和其他相关方要求

追溯交易和资产寿命，HxGN EAM极大地简化了相关工作，

让我们满足所有严格的强制性标准。”

拥抱未来

接下来，As-Samra污水处理厂打算实施一项具有前瞻性的

数字化转型计划。Al-Momani表示，HxGN EAM将是这项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As-Samra希望在更多方面实现自动化

运行，另外通过部署HxGN EAM的Mobility模块实现工单流

程无纸化和工单自动化。

As-Samra污水处理厂还打算集成HxGN EAM和现有的微软

Power BI，增强团队生成业绩报告和关键绩效指标的能力。

Al-Momani说：“我们计划集成Power BI和HxGN EAM，提

高信息分析和业绩报表生成能力。”

As-Samra污水处理厂将持续使用HxGN EAM，不断加强资

产管理、卫生、安全和质量管理能力，以满足最高的相关标

准。Al-Momani补充说：“在约旦，水属于稀缺资源。随着

人口的持续增长，让As-Samra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水资源

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维修部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以后将继续努力实现卓越运营。”

As-Samra污水处理厂利用水务解决方案提高约旦水资源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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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城市：伦敦市

网  址：www.london.ca/residents/ 

Sewers-Flooding/Sewage-Treatment/ 

Pages/Wastewater-Treatment.aspx

所属行业：污水处理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j5 Connector for AVEVA™ Historian（实时

数据系统接口）

   j5 Dashboards, Reports and Views（j5仪

表盘、报告和审阅）

   j5 IndustraForm® Templates（j5工业表单

模板）

   j5 Mobility（j5手持应用）

   j5 Operator Rounds（j5巡检管理）

   j5 Shift Operations Management（j5 

Operations Logbook, j5 Event Manager, 

j5 Shift Handover, j5 Standing Orders, j5 

Work Instructions）（j5操作管理软件

（j5操作日志、j5事件管理器、j5交接

班、j5消息中心、j5工作指令））

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有五个污水处理厂（即阿德莱德、格林威、牛津、

波特斯堡和沃克斯豪尔）。五家污水处理厂平均每天处理27万立方米

水，水通过落水式下水道或压力干管从36个泵站流向各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厂沿泰晤士河而建，利用沉淀池去除固体，利用细菌消耗有机物

质，将氨转化为硝酸盐，利用化学品去除磷，并且通过紫外线进行消毒。

克服挑战

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以前使用无关联的纸质日志和电子表格记录及管理5

家污水处理厂和36个泵站日常产生的大量数据。纸质文件存放在各个分

散的厂站，电子表格存储在不同的计算机或系统中，查找历史资料很难，

作业员经常不得不开车去各污水处理厂和泵站的现场了解情况。

查找和查看以往的纸质日志记录很不容易，因此影响了整个伦敦市废水处

理运营网络的沟通效率。为了查看特定信息，作业员必须从旧纸堆中翻出

相应的纸质文件，再逐页扫描文件。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很多重复的信息。因为作业员认为寻找

旧记录太费时间，还不如就需要调查的问题重建一份记录。

另外，多人使用电子表格也会造成很多问题，包括难以找到电子表格文

件、同一电子表格有多个版本、缺少数据等，使跟踪经营活动和了解之前

班次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通过手动管理任务和工作计划，一般采用发送口头指

令或纸质清单的形式。因为经常使用不充分的、相互无关联的纸张和电子

表格进行沟通，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各个场地每天都面临的问题是设法搞

清楚“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和原因”。

此外，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还必须遵守安大略省第129/04号条例：安大

略省法规1990年修订版第40章安大略省水资源法项下的污水处理设施运

营商许可，第19条关于设施运营记录的保存对日志提出了大量的要求。

j5操作管理软件帮助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完成
日志与记录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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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纸张和电子表格保存日志和记录的情况下，很难按监管

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信息。为了满足法规要求，各污水处理

厂的负责人还必须保证每次输入的日志等记录至少保存两年

以上，以备环境保护和园林部门审核。

j5操作管理软件提供的解决方案

为了整合各处记录的纸质和电子表格形式的信息，实现数字

化转型，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采购了j5操作管理软件系列解

决方案，实施方是海克斯康的合作伙伴InSource Software 

Solutions。作业员习惯了使用纸张和电子表格，一开始对

这种改变心存疑虑。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j5操作管理软件

易学易用，台式电脑和移动设备均能使用，打通了工厂之间

的沟通渠道，促进了工厂之间的交流，操作人员再也不用每

次开车去现场了。

软件的过滤和搜索引擎功能可用于迅速检索和查看j5操作日

志的历史记录，可以根据需要轻松找到非常具体的信息。数

字化记录支持“唯一真实版本”，消除了信息重复问题。作

业员能在调查问题时轻松找到相关记录。

j5操作管理软件还解决了作业员在使用与运营工作相关的电

子表格时遇到的问题。信息记录在基于Web浏览器的中央服

务器上，避免了电子表格文件的重复、分散或丢失现象。多

名用户可以同时访问中央服务器，甚至还能在不同的地方使

用不同的设备在同一个j5工业表单模板上展开实时合作。

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能轻松记录各个泵站、污水处理厂和现

场办公室的经营活动。j5巡检管理和j5工作指令能计划和管

理操作检查和操作任务，加强各个场所的问责工作。

j5手持应用能让现场和场外工作人员以数字方式记录各个班

次的工作进度和重要的安全事件，能迅速升级、调查和解决

整个运营团队的问题。j5消息中心还能广播特定场所或整个

场所的操作信息和安全公告，记录并跟踪相关工作人员的确

认信息。

上述关键流程的数字化还实现了与实时数据系统的双向连

接，将人工处理过程中收集的信息与收集到的资产和设备的

工艺数据进行匹配。

当实时数据系统中查找到的数据超出安全操作范围时，还能

用j5事件管理器在j5操作日志中创建和跟踪记录。

部署j5操作管理系列解决方案以后，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的

作业员能清晰地了解41个场所的各个作业班次之前、期间和

之后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和原因”，有助于公司满

足安大略省第129/04号条例：安大略省法规1990年修订版

第40章安大略省水资源法项下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商许可，

第19条关于设施运营记录的保存要求。例如，当环境保护和

园林部门等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公司可以利用j5仪表盘、

报告和审阅高效地提交所保存的记录副本或汇总。记录以数

字方式存储，可以无限期保留，以符合法规要求。

j5操作管理软件的收益

j5操作管理系列解决方案的实施为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创造

了多重效益。软件节约了信息检索时间，有助于提高工时利

用率，减少差旅费，仅此一项就能在一段时间以后证明解决

方案的物有所值。作业员能集中访问信息，迅速响应问题，

进一步提升了工时效率。此外，透明的数字化记录提高了作

业人员的责任感，加强了他们的安全意识。

作业员再也不用考虑日志的存放地点、存储地点和记录人员

等问题，能集中精力处理更加重要的工作。

操作班长能远程监督外勤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不用再亲临

现场或出差。使用与实时数据系统相关联的j5巡检管理能增

加设备轮换和检查过程的透明度，在巡检点向现场工作人员

提供每日提醒和最佳实践指导。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偏远场

所，在以往使用纸质记录的时候，偏远场所的作业员处于孤

立状态，无法了解整体情况。

现在，作业员可以在处理偏远场所的各项工作时，使用j5手

持应用迅速了解工作现状。

解决方案还促进了知识传承和专业技术转移，既能让新员工

更快地了解日常工作，也能让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以正式的、

结构化的方式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将

使用j5交接班软件进一步加强移交工作，以确保公司的每一

个部门在每一天、每一班次都能安全运行。

“过去，我们的5个污水处理厂和36个泵站各自以纸

质日志和电子表格形式管理和记录信息。经过数字化

转型，现在我们能随时随地集中使用信息，运营情况

大为改善。”

Randy Bartholomew

污水处理作业主管

j5操作管理软件帮助伦敦市污水处理公司完成日志与记录的数字化转型



146 SmartVoice

Zinfra用CAESAR II详细分析矿山开采沉降
CAESAR II管道应力分析软件包帮助Zinfra管控管道的未来风险

确定目标

Zinfra是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从事大型工程设计、运营、维护和施工服务

的企业，业务范围广泛，包括地下管道的专业工程服务，例如对未来矿山

开采沉降造成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

矿山开采沉降可定义为上覆岩层在井巷坍塌或破坏后的调整引起的地表运

动，通常会形成沉洞或沉槽。可以结合规划、预防和维修等措施管控采矿

引起的塌陷。

Zinfra受业主委托执行两个项目，一个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另一个位于昆

士兰州。项目使Zinfra得以发挥公司在矿山开采沉降方面的专业特长。两

个项目所在之地均已指定为未来的采矿活动地，采矿活动将在项目管道下

方展开。分析还要确定项目所在地易受矿山开采沉降的影响。

克服挑战

鉴于预防在矿山开采沉降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Zinfra从一开始就确定

必须进行非常准确、详细的管道分析。

两个项目都需要根据澳大利亚第2885号标准的要求来设计和建造高压管

道。第2885号标准规定管道必须能在未来抵御各种风险。从长远来看，

不遵守标准规定将大幅增加费用。如果需要开展修葺工程，费用将尤为高

昂。修葺工程通常需要挖掘管道，在地面留出管道移动空间。挖掘管道时

需要裸露管道，需要额外考虑工作人员的安全和社区安全。

公司名称：Zinfra

网  址：www.zinfragroup.com.au

简  介：Zinfra公司隶属于Zinfra集

团，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全面的工程、运

营、维护和建筑服务。Zinfra公司的业务

涵盖工程设计、项目管理、施工、土木工

程、维护和资产运营。

所属行业：采矿、煤气、电力、水

所在国家：澳大利亚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ESAR II

主要优势：

   使用方便

   功能强大、详细且完善程度高

   高精准自动化合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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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成果

Zinfra结合员工和承包商的经验以及几家重要客户的偏好进行了评估，最终选择使用CAESAR II执行项目。

CAESAR II能轻松输入和显示必要的数据，准确定义管道系统的分析模型。CAESAR II根据国际规范和标准评

估管道系统的结构响应和应力，能让用户访问输入内容，并且在必要时逐一或整体修改输入内容。

CAESAR II能迅速建立分析模型，同时通过在模型中，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应力区间的应力云图和不同工况

在不同载荷作用下的位移动画明确指出重要部位。CAESAR II的工具和向导有助于创建膨胀节或查看工厂模

型，形成准确的分析，提出切实的设计变更建议，避免了猜测。

Zinfra的工程经理Andrew O'Neill表示，在两个矿山开采沉降项目的设计阶段就能“把事情做好”至关重

要，而CAESAR II完全能够胜任此职责。“CAESAR II功能性强，详细和完善程度高，帮助我们顺利完成了两

个项目的设计。CAESAR II的自动化合规功能尤其有用，帮助我们在分析阶段节约了大量时间。”

除了矿山开采沉降分析以外，Zinfra继续提升整体管道设计能力。因此，采用用途广泛、能处理各种项目的

CAESAR II软件是Zinfra的另一个主要优势。

“项目涉及地上管道和地下管道，以及地上管道和地下管道之间的过渡部分。我们需要解决方案能够模拟过

渡部分产生的应力，创建准确、详细的模型。CAESAR II确实是管道应用分析软件的行业标准，为客户提供

了额外功能。CAESAR II已经成为我们的卖点。”

展望未来

Zinfra拟在日后使用CAESAR II执行所有需要进行管道设计的项目。此外，Zinfra还在评估为中小型项目部署

海克斯康的工厂设计套件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考虑到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能与CAESAR 

II无缝集成，我们正在探索配套部署这两种软件，为客户提升效率。”

Zinfra用CAESAR II详细分析矿山开采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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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Burns & McDonnell

简  介：Burns & McDonnell是全球

知名的设计和施工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密

苏里州堪萨斯城，在全球设有超过55个办

事处，共7600名员工。

优  势：

   具有多项集成功能，只需创建一次数据

就能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使用

   先进的技术避免了每3~5年就为项目团

队提供软件工具培训，节约培训费用

   EcoSys与ERP系统紧密集成，并作为

ERP系统的前端，为终端用户提供更易

用、功能更强大、更熟悉的工作界面

   易于配置，能在行业发生变化、收购后

新用户加入等情况下根据需要更改系统

   EcoSys能让员工负责人随时随地管理项

目的财务情况

克服挑战

 · 替换使用困难的、陈旧的项目控制系统

 · 灵活适应十数个行业的流程

 · 在当前容纳2万多个项目的情况下，每月还能新增500个项目

解决方案

 · EcoSys企业级项目绩效软件作为项目控制的支柱技术

 · 业务流程包括预算、预测、绩效管理和专业服务概算

 ·  与海克斯康数字智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使EcoSys能够随着业务需求的

变化而发展

 · EcoSys集成其它支柱技术，减少需要支持的系统数量

Burns & McDonnell是一家工程、建筑、施工、环境和咨询解决方案综合

服务公司，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世界各地设有规划、设计、许

可、施工和管理机构，拥有7600名员工。

自成立以来，Burns & McDonnell始终秉承服务客户的理念，努力帮助客

户取得成功。Burns & McDonnell的战略计划团队在全公司实施相关流程

和技术，帮助项目团队简化项目执行，使公司更好地服务于客户。战略计

划团队旨在促进项目生命周期的全面集成，使数据创建以后就能随着项目

的进展根据需要自动流向用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战略计划团队开始建

设技术支柱，减少员工支持和使用软件系统的数量。

能够成为Burns & McDonnell技术支柱的软件需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可

用性，满足全公司的使用要求。此外，软件还需要具有可扩展性，使系统

随着业务发展而发展。Burns & McDonnell将技术支柱作为长期投资，希

Burns & McDonnell将EcoSys™作为项目管控
的支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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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技术支柱来开展集成，消除工具孤岛，避免每隔几年

就更换一次软件系统的烦恼。

在实施项目控制支柱技术之前，Burns & McDonnell原有的

项目控制系统功能少，不具可扩展性，使用困难，无法满足

要求。在遭到终端用户的反对以后，战略计划团队开始寻找

替代解决方案。

Burns & McDonnell决定与海克斯康合作，将易于配置、

灵活、易用的EcoSys作为企业级项目控制的支柱技术。现

在，所有项目团队都将EcoSys作为ERP系统的前端，以使

用更熟悉、功能更强的用户界面。

Burns & McDonnell利用EcoSys的双向集成功能与其它支

柱系统实时共享数据。EcoSys向ERP系统发送项目数据，

以便财务部门进行验证，确保数据满足业务要求。然后再用

ERP的数据更新EcoSys中的项目状态。EcoSys同时与CRM

系统集成。一旦中标项目，就能在EcoSys中轻松创建、启

动项目。

Burns & McDonnell已多次利用EcoSys的内置配置功能定制

系统，满足用户需求。例如，当新收购使用不同工作流程的

公司以后，Burns & McDonnell能针对新用户迅速创建基于

角色的屏幕和菜单，不会影响当前用户的使用。EcoSys的

项目控制取得成功以后，Burns & McDonnell扩大了EcoSys

的使用范围，将专业服务概算纳入使用范围。Burns & 

McDonnell现在将EcoSys视为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展望未来

Burns & McDonnell计划将资源管理纳入EcoSys的使用范

围，继续将EcoSys作为支柱技术，集成其它工具，实现全

面集成项目生命周期的目标。

“不管我们想做什么，EcoSys都能帮助我们做

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EcoSys做不到的。”

Patty Sullivan

战略计划团队项目经理

“在Burns & McDonnell，你不可能脱离EcoSys

去运行项目。”

Patty Sullivan

战略计划团队项目经理

Burns & McDonnell将EcoSys™作为项目管控的支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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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Interfor

网  址：www.interfor.com

所属行业：木材生产

总  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拿比地区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HxGN EAM 

业务挑战：

  协调17家工厂的EAM方法

  标准化维修流程

  在竞争激烈的商品市场中开展经营活动

业务成果：

  迅速完成17家工厂的部署

   相对非计划性维修，80%的维修工作实现计划性维修

  实现95%的工厂可用率 

  实时报告为制定预测性维护计划提供支持

  每周衡量预防性维修的合规性

在商品市场，意外停工时间越短，生产效率就越高，利润

率就越大。最近，Interfor决定在所有木材加工厂部署HxGN 

EAM，使各木材加工厂业务关键设备的维修实现自动化，以

提高各系统的可靠性，增加盈利能力。

标准化和整合提高效率

过去十年，Interfor通过收购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一些新收

购的业务需要改进预防性维修流程。Interfor全面研究了所

有设施的维修协议和流程，发现采购等环节需要标准化的维

修和整合。

Interfor在不同的工厂使用几种不同的维修系统，其中两家

使用HxGN EAM的工厂能够满足Interfor的所有业务需求。

Interfor决定对HxGN EAM进行标准化，且已经开始快速推

进HxGN EAM的部署，希望HxGN EAM能在两年内成为所有

工厂的标准。

Interfor公司应用HxGN EAM实现维修标准化，
增强盈利能力
在木材和木制品市场中，维修是决定经济收益的关键绩效指标

“时间就是金钱。我们部署HxGN EAM的速度很

快，意义重大。”

Robert Schulz

Interfor公司信息技术部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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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起到辅助维修、降低设备和资产故障的作用等明显效益

外，HxGN EAM还能让Interfor最大程度地了解采购的历史

记录和实际情况，掌握多家工厂的采购物品和购买方式，形

成整合数据，根据整合数据与供应商协商，拿到较低的协议

价格。

文化变迁

在各家工厂实现相关功能的同时，Interfor还借机推进预防

性维修战略转移，使预防性维修成为首选功能。Interfor开

始集中积累最佳维修实践和持续改进方面的知识。娴熟的维

修人员能利用HxGN EAM实时记录维修情况、测量结果，实

时提取按资产分类的报告，便于共享重要信息。维修人员还

能通过HxGN EAM与使用类似设备的工厂人员交流，利用相

关流程和经验优化维修。

实现可预测

Interfor还开始利用数据分析精确地监控设备，防止设备故

障，创建预测性维修路线图。实现预测性维修的前提条件是

了解已执行维修记录，仔细查看维修计划、零件更新情况、

相关安全要求以及员工注意事项。HxGN EAM收集并存储相

关信息，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实现信息访问。

移动支持

Interfor希望所有工厂充分利用EAM的移动功能。员工不必

保留纸质的完工任务清单，也不需要向主管提交记录进行扫

描和归档。技术人员可以用HxGN EAM轻松获得各种维修清

单和规范。执行维修时，维修内容和照片一起直接记录到

EAM系统。除了维修人员以外，计划员和调度员也能通过

HxGN EAM更好地发现造成设备问题的根本原因，加入根本

原因信息形成更准确、更完整的工单。

“在Interfor的所有工厂推广HxGN EAM的一大效

益，是每一家工厂的维修措施在采用该系统后整

体得到提升。”

Robert Schulz

Interfor公司信息技术部高级总监

“使用下来，我觉得HxGN EAM就像一个真正并

肩而行的合作伙伴。它很强大，满足从开发到支

持的全部需求。”

Robert Schulz

Interfor公司信息技术部高级总监

Interfor公司应用HxGN EAM实现维修标准化，增强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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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De Smet S. A. Engineers & Contractors

网  址：www.dsengineers.com

简  介：De Smet Engineers & 

Contractors（以下简称“DSEC”）是信

誉卓著的农业工业综合企业，主要从事

糖、食用油、生物燃料、生化制品等农业

工业业务，是国际一流的工程、采购和施

工服务（EPC）总包企业。

所属行业：能源

所在国家：比利时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mart® 3D

   Intergraph Smart P&ID

随着替代燃料需求的日益增长，DSEC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预算范围内完

成能立即投产的项目。DSEC选择用海克斯康系列产品以应对挑战。

克服挑战

DSEC是一家比利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承接替代燃料行业的工程总承包

项目，拥有150名员工，持有价值6亿美元左右的项目群。DSEC主要服务

于两大市场：糖和生物乙醇行业以及食用油和生物柴油行业。DSEC为糖

和生物乙醇行业提供其自有工艺的详细工程设计。

随着替代燃料需求的日益增长，DSEC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在有限的时间

内、在预算范围内完成总承包项目，需要很大的灵活性和准确的计划。

确定目标

DSEC选择用海克斯康系列产品应对各项挑战。为了减少安装成本和施工

时间，DSEC管道采用了预制加工，有时预制车间离工厂的实际厂址很

远，这又带来了另外的挑战。DSEC的项目经理Bernard Nokerman说：

“海克斯康在我们实施软件期间提供了高效、及时的技术支持，使我们获

益良多。我们对Intergraph Smart 3D和Intergraph Smart P&ID的集成设

计很感兴趣。”

DSEC根据项目需求选择了海克斯康系列产品，包括：

 · Intergraph Smart 3D

 · Intergraph Smart P&ID

 · Basic Integrator

 · Intergraph Smart Review

 · SmartPlant® Explorer

De Smet S. A. Engineers & Contractors用海克
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应对替代燃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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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C希望找到使用方便，能够轻松导入分包商数据的软

件，以提高生产力。DSEC还希望软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能在日后获得持续的支持。DSEC还要求总部和分公司能够

共用软件。

实现成果

DSEC用Smart P&ID生成图表，用Smart 3D集成，提高生产

力，同时支持第三方接口。Smart P&ID是规则驱动型工程

软件，用于创建智能管道仪表图（P&ID图）。Smart 3D是

兼容、全集成的解决方案，功能齐全，用于工厂设计并可以

在工厂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其竣工状态。

DSEC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管理多个在役项目，包括分布在

15个主要工艺厂房内的650台设备和3500根管道。每天使用

并同时分发实施的许可证。

Nokerman指出DSEC选择海克斯康解决方案的主要原因在

于软件：

 · 能无缝集成Smart P&ID和Smart 3D之间的数据

 · 能以通用格式（SAT、DWG、XLS）导入导出文件

 · 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

 · 易于培训

他相信DSEC能实现目标，提高生产力：“未来，我们希望

在当前开发的设备模型、规范和工作流程等的基础上加速项

目启动。”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法国公司紧密地参与了启动过程，包括培

训和管道规格书的创建。由于一切从头开始，DSEC无需迁

移数据，使用内部知识进行数据开发，只是直接导入了几家

分包商的模型。DSEC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来使用海克斯康软

件投入生产。软件开箱即用，无需定制，符合DSEC快速启

动项目的期望。Nokerman说道，“员工培训只用了几天，

而不是几周。海克斯康团队非常专业，响应速度很快，往往

超出我们的预期。”

展望未来

DSEC计划对Intergraph Smart Instrumentation进行评估，

以备将来使用。另外，DSEC还可能根据工作量扩大用户数

量。“我们希望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海克斯康的工作协同功

能。下一步，我们将改进、设置土建工程和结构部门与相关

外部工程分包商之间的合作流程，并连接至工厂。”

在D S E C希望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实现目标的同时，

Nokerman表示，有类似处境的企业应该考虑与海克斯康合

作解决自身的生产问题。“除了软件实施和用户培训以外，

与海克斯康的专业人员合作精心设计作业流程序本身也是一

项很有价值的投资。”

De Smet S. A. Engineers & Contractors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应对替代燃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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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公司通过部署PAS改变网络安全策略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PAS Cyber Integrity™提供了公司分拆后新
程序部署的基础

商业效益

 ·  全面、准确、持续地了解工业资产的网络漏洞和各级风

险（包括0等级）

 · 加强网络威胁防护

 · 改进配置和变更管理，降低生产中断和安全事故风险 

 · 为日后的数字化转型措施打好基础

业主是一家灵活的创新型美国电子材料公司，主要生产先进

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显示器和LED行业。电子材

料公司主要在北美和亚洲开展业务。虽然生产的产品属于世

界上最危险的化学品，但公司40多年从未出过安全事故。

克服挑战

2016年，电子材料公司从母公司分拆出来，从业务部门变

成了独立的特种材料公司。分拆以后，电子材料公司需要利

用有限的IT/OT网络安全团队资源，在12个月内从头开始为

14个主要生产工厂新建一个统一的企业级网络安全程序，以

免因延长与母公司签订的过渡服务协议而产生大量的费用。

一开始，新成立的网络安全团队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对工厂

的OT资产了如指掌。但是，可见性和安全控制方面的漏洞

很快浮出水面。事实证明，要获得OT资产清单和安全状况

并不容易。经常发生缺少精确的控制系统基线和配置信息的

情况。识别较陈旧设备的漏洞和补丁级别尤为困难。为了弥

补漏洞，确保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落实适当的网络安全控制机

制，团队很快开始寻找企业级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他们对解决方案的具体要求包括：

 · 自动生成准确的OT和IT网络资产清单(3~0级) 

 · 有效管理所有工厂的ICS-CERT漏洞和补丁  

 · 跟踪配置基线和变更

 · 为工厂和公司提供了解网络风险的数据面板

 ·  将OT资产清单数据融入全球专有云基础设施，以便实施

数字化转型措施

解决方案

团队选择以海克斯康的PAS Cyber Integrity为基础实施新的

网络安全程序。他们先用Cyber Integrity自动创建了每一个

工厂的详细OT资产清单，内容包括多供应商控制系统所安

装的所有硬件、软件、I/O卡、固件、配置和控制策略。有

了详细的清单数据以后，团队利用Cyber Integrity识别各个

系统的补丁级别，包括可以打的补丁以及因连接控制系统的

操作系统过于陈旧或控制系统软件本身过于陈旧而不能打的

补丁。接着，团队集中精力实施Cyber Integrity变更管理工

作流程，确保在变更控制系统配置或增加环境新系统的过程

中正确评估和管理网络风险。

新的网络安全程序在分拆一年后启动并正常运行，全面提供

资产信息，包括资产的所在地、连接情况及漏洞。现在，团

队能专心地进一步优化网络风险的评估、优先排序和补救，

以确保运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护员工和公司所在社区的

安全。基础清单和配置可视化也已落实到位，以便将来实施

数据湖、5G和人工智能等运营数字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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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用CAESAR II为印度铝企节约500工时

公司名称：西门子

网  址：www.siemens.com

所属行业：石化、天然气

所在国家：印度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ESAR II

西门子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技术解决方

案的制定和实施企业，致力于支持全

世界发展能源、医疗和工业基础设置

的需求。西门子集团在印度有17家

公司、18000多名员工、21家制造工

厂、广泛的销售服务网络以及500多

个渠道合作伙伴。西门子位于印度古

吉拉特邦瓦尔道拉市的石油和天然气

部门，主要提供中小电站的汽轮机、

压缩机和风机解决方案，迄今为止已

经为全球多个电站提供了500多台汽

轮机。

为 H i n d a l c o  A l u m i n u m 
Installation提供新增汽轮发电

机的工程设计服务

世界上最大的轧铝企业、印度铝业

巨头Hindustan Aluminium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Hindalco”）授予西门

子Hindalco 1 x 100 MW 5号汽轮发

电机组项目，项目工作包括汽轮发电

机界区内汽轮机和辅助设施的工程设

计、供应和安装，只有锅炉、土建工

程和结构工程排除在项目范围之外。

管道的直径范围为公称直径15~650

（N B），材料从A 1 0 6 G r. B碳钢到

SA335 P22合金钢管不等。文档、报

告等交付成果包括应力ISO图、合规和

应力汇总、包含约束汇总的载荷工况

报告、弹簧数据表、图形快照和挠曲

形状图等。

消除业主和供应商之间的冲

突，加快项目进度

鉴于西门子已经应用CAESAR II顺利交

付了4台类似的机组，Hindalco对项

目的完成和执行寄予厚望。CAESAR II

能有效传输数据并保持格式统一，便

于所有相关方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消

除冲突和纠纷。

尽管只有18个月的工期，西门子还是

利用CAESAR II实现了各种里程碑，包

括为土建设计和结构设计提供终版管

道布置和管道载荷，并且在最终确定

应力分析方案和材料表之前处理好变

更。CAESAR II具有自定义弹簧数据表

功能，有助于减少现场修改引起的返

工，进一步加快项目进度。

CAESAR II以准确性节约了500
工时和相关费用

CAESAR II的自定义支架、应力ISO、

导出约束汇总以及在早期共享模型，

使西门子节约了近500工时以及75万

印度卢比的费用。项目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已列入西门子的项目案例集。

负责本次项目的西门子项目工程

分析负责人K .G. Brahmbhatt说：

“CAESAR II可靠的结果、独特的支

架选择功能以及各种现场条件模拟能

力对项目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

用。CAESAR II的各项优势经过了实践

的检验。CAESAR II已经成为电力行业

广受欢迎的首选解决方案。”

西门子用CAESAR II为印度铝企节约500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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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助力大型制浆造纸公司克服运营技术远程工作困难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网络安全方案和报警管理方案为远程运营和
新时代的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商业效益

 ·  打破工厂的实际出入限制，在市场突然发生变化时安全

增产

 · 通过集中式多供应商配置管理增加运营可靠性

 · 提高工程效率，加强风险管理

 ·  统一的可视化界面，随时随地安全地访问数据，增强企

业的竞争优势

业主是纸巾、纸浆、包装材料和建筑材料生产企业，在相关

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正在实施工作方式转型，以适应数字化

和全球化趋势以及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规定和人才需求。

克服挑战

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并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功，希望在未来再创

辉煌。面临几乎持续不断的行业动荡，公司管理层决定重点

加强公司的创新、灵活性和弹性。要从一个20世纪非常成功

的制造企业转变成一个21世纪的前沿知识型企业，就要进行

数字化转型，包括支持远程运营以提高工厂的效率、安全性

和生产力，评估风险，改善工厂的网络安全。

但是，数字化转型、远程工厂运营支持以及运营技术（OT）

资产的安全保障面临很多挑战。有人怀疑数字化转型和远程

运营的可行性。还有人担心数字化转型会增加网络风险。

然后，新冠疫情爆发了。

公司需要保护员工的安全，确保工厂的可靠运营并迅速增产，

以满足全球新冠疫情期间激增的纸制品需求。同时，为了确保

长期竞争优势，公司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进数字化转型措施。

解决方案

新冠疫情爆发时，公司凭借已经取得的数字化转型和远程运

营进展快速做出响应，利用现有的海克斯康PAS解决方案安

全可靠地提高产量。

PAS PlantState Integrity™让突然居家工作的工程师们能够

继续访问需要的数据，确保运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工程师

无需前往现场就能检查操作员对关键设置做出的更改，例如

重新配置控制回路、搁置报警、禁用报警等。工程师还能迅

速发现流程异常情况，处理滋扰报警。

PAS Automation Integrity提供了集中式多供应商控制系统

配置的情况。工程师可以查看现有控制系统的配置，分析计

划内和计划外的配置变更，远程有效地检测和排除配置问

题，不需要登录多个系统。

运营技术网络安全专业人员计划部署PAS Cyber Integrity，

自动获取所有运营技术和信息技术资产及相关网络安全风险

的准确信息。在恶意网络活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掌握准确

的信息尤为重要。

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远程运营功能的支持下，公司的运营人

员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良好的弹性，为应对未来的运营挑

战做好了准备。公司

的数字化转型投资已

经取得成效。公司内

部先前怀疑数字化转

型和远程运营持的人

也改变了态度，相信

数字化、自动化和高

效是纸制品生产的未

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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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Collaborated Engineering Design 

Office Ltd.（以下简称“CEDO”）

网  址：www.cedotech.co.za

所属行业：

建筑服务、电气、制造、采矿、管道

所在国家：南非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

  CADWorx Equipment

  CAESAR II

南非西北省史蒂方丹（Stilfontein）市

的第一铀业公司，长期从事投资旧金

泥废料回收以及黄金和铀的提取加工

业务。黄金和铀的提取需要进行很多

化学操作，因此，工厂必须具有较大

的处理能力才能让投资者觉得可行。

CEDO用CADWorx和CAESAR II成功完成快速设
计项目

知业主，协助业主纠正错误，迅速提

供准确的图纸，最大程度地减少变

更。”

确保成果的准确性

“CADWorx Plant能提供准确的材料

表，自动生成管道轴测图，形成三维

模型的平面布置。业主能通过三维漫

游实时查看所有情况，能结合工厂模

型中的全部专业轻松诊断和纠正复杂

的工艺流程。”

用CADWorx和CAESAR II节约
时间和金钱

CEDO使用CAESAR II和CADWorx达成

了业主的全部要求，最大程度地减少

了现场修改，避免了不必要的费用。

同时还避免了不必要的管道，为业主

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虽然项

目的参与人数并不多，但我们只用了

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项目，

我们让业主的项目从始至终都保持正

常运行。”

CEDO中标管道设计项目

第 一 铀 业 公 司 委 托 C E D O 承 担

Chemwes金铀项目整个铀部分的管道

设计。CEDO的工作内容包括工厂设备

的建模、管道敷设和碰撞检查。CEDO

在石化设施、采矿加工厂等项目中积

累了丰富的设计和工程经验，这些经

验在本次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项

目造价2亿美元，MDM工程公司给出

的工期非常紧。

工厂产能约为8300吨/年（约950吨/

小时），铀管道总长约16公里，共涉

及350台设备，和直径DN25~350（1

英寸~14英寸）的500根管线。项目

使用的管道材料包括碳钢、不锈钢、

高密度聚乙烯（HDPE）、波利普罗

聚丙烯纤维和橡胶衬里材料，主要用

于泥浆、酸、饮用水、消防用水、蒸

汽、仪表空气等。

选择CADWorx和CAESAR II

CEDO曾经使用海克斯康产品顺利完成

过很多项目。CEDO选择用CADWorx 

Plant Professional进行管道设计，用

CAESAR II进行管道应力分析，同时承

诺快速完成本次项目。

C E D O 的 生 产 营 销 经 理 B o r o 

Radovanovic说：“我们制作了1500

多张管道轴测图，生成了80多张管

道图，包括管口方位图、泵基座图等

资料。一旦发生碰撞，我们会立即通

CEDO用CADWorx和CAESAR II成功完成快速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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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拜耳集团

网  址：www.bayer.com

公司简介：拜耳是一家拥有150多年历

史的老牌生命科学公司，在健康和农业

两大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拜耳集团有

三大业务部门：制药部门、消费者健康

部门和农作物科学部门。

员工人数：10万多人

所属行业：生命科学

所在国家：德国

涉及的海克斯康数字智能产品：
   Intergraph Smart® P&ID

   Intergraph Smart 3D

主要优势：
   通过提高工厂技术文档的质量来提升工

厂运营效率

   为项目各团队提供统一、可信的最新库

存技术数据，缩短上市时间，提高项目

执行效率

   以数据为中心的标准化数据库，有助于

建设数字工厂

确定目标

拜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学公司之一，下设制药、消费者健康和农作

物科学三大业务部门。本案例分析主要介绍拜耳利用海克斯康解决方案，

通过优质交付成果迅速、高效地实现工程与运营数据管理的标准化以及

P&ID图的数字化。

拜耳的办公场地和设施遍布全球。大部分设施使用的工程设计方案不尽

相同且比较陈旧，工作中常见“孤岛”现象。员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验证文档，把数据更新到正确的格式，这项工作影响了项目执行的效率

和质量。

拜耳工程技术公司的CAE与BIM支持主管Albert Becker说：“我们不仅需

要迅速高效地执行项目，还需要缩短上市时间。如果不能在项目一开始就

掌握可靠的、标准化的数字资产文档，我们就要投入大量宝贵的时间准备

运营数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拜耳启动了数字化项目，以引进标准化工具，让所

有现场和团队使用标准化工具来创建、编辑和管理P&ID图和三维模型。

数字化项目的目标是将旧系统中的P&ID图迁入进行集中式管理的新方案

中，确保符合拜耳的通用要求、现场的具体要求以及各种行业标准。

项目时间紧、预算少，还要包含所有必要的图纸和文档。另外设计和运维

也不再分开管理，而改为在已建和在建的通用环境中，进行统一管理，通

过这样，可以确保技术文档时刻保持最新和准确。

拜耳集团采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实现
管道仪表流程图和三维模型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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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raph Smart P&ID让拜耳摆脱了创建数据结构单一的

CAD文档这种繁琐的工作，用全部精力处理工厂资产。真正

实现了智能化数据在整个资产生命周期中的高效使用

数据迁移后须能让不同的部门使用，同时还要为全新的标准

化工程数据管理和集成工程软件部署提供依据。

克服挑战

有些现场的老旧系统已经使用了近30年，最新的操作系统已

经不再支持其中的一部分，亟待更新。此外，很多现场使用

不同的软件创建和管理P&ID图。项目团队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校验、接收文档，把文件更新为最新格式，这些工作导

致项目执行难度增加，整体生产力难以提升。

项目范围包括将不同办公场所和设施的文档迁入新的软件，

采用相同的数据格式和结构。在迁移前扩大数据的修正、审

核和合并范围。“如果缺乏标准化、数字化的项目执行能

力，工程团队就不得不用宝贵的时间审核和验证数据，从而

严重影响到效率。”

实现成果

项目的第一步是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代替不同现场使用的原有

CAD系统。拜耳的管理层先了解了不同场地的主要用户的需

求，然后制定了项目预算和工期。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拜耳决定选用具有前瞻性的海克斯康

Smart P&ID解决方案创建和管理P&ID图，供工程设计和运

营使用。拜耳选择Smart P&ID的主要原因在于该方案：

 · 具有智能软件功能，支持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

 ·  能在同一环境下，以共享数据的方式为工程设计和工厂

运营提供最新的、准确的P&ID图数据

 ·  灵活的设计集成解决方案，能满足工程环境的长期发展

需求

 · 能在虚拟环境中提供P&ID图，实现内外团队之间的合作

 · 能基于工程规则对P&ID图进行控制

接下来拜耳为不同场地和即将开始的项目创建共享配置的方

案。为了方便迁移，拜耳选择为新项目使用Smart P&ID的

标准配置，这样，新创建的P&ID图全部自动使用正确的格

式，促进了迁移工作。

与此同时，拜耳在6个关键场地开始了迁移工作，将旧的

P&ID图迁入新系统。拜耳跟海克斯康合作分两个阶段进行

迁移工作。第一阶段包括从各场地选出来的一小部分P&ID

图（30~50份），新冠大流行期间这阶段工作在虚拟环境下

完成。海克斯康在迁移首批300张P&ID图期间开发完善了数

字迁移软件，另外还请外部顾问检查了迁移文档的质量。

顺利完成试点工作以后，拜耳开始了正式迁移，迁移内容包

括5000多张P&ID图，涉及1亿多条数据记录。

“Smart P&ID迁移项目超越预期，完全实现了数据质量目

标！除了数据迁移，我们还修复了以往可能遗留的问题，真

正实现了设施的数字化展现，便于运营部门着手使用并接受

新的软件方案。”

“如果缺乏标准化、数字化的项目执行能力，工

程团队就不得不用宝贵的时间审核和验证数据，

从而严重影响到效率。”

Albert Becker

拜耳工程技术公司CAE与BIM支持主管

“Intergraph Smart P&ID能帮助我们避免前后不

一致的问题，确保交付成果质量。”

Martin Tork

拜耳制药技术文档主管

拜耳集团采用海克斯康数字智能解决方案实现管道仪表流程图和三维模型数字化



160 SmartVoice

拜耳制药的技术文档主管Martin Tork说：“Smart P&ID将

帮助我们以数字形式如实展现工厂现状，并随时更新工厂状

态。我们与海克斯康的合作非常愉快，合作期间信息透明、

沟通顺畅，我们很满意。”

展望未来

迁移完成后，拜耳的所有场地继续使用Smart P&ID创建和

管理资产技术文档，创建、编辑和管理工厂不同生命周期阶

段的P&ID图，执行新的资本支出项目。

除少量工作任务由拜耳的CAD部门承担外，大部分绘图工作

交给外部服务商（EPC总包）完成。海克斯康方案的数字化

方法加上拜耳高效的工程工作流设计，使外部承包商能够与

拜耳的内部员工在相同的虚拟环境下开展合作。虚拟环境由

拜耳提供并进行管理。这样，拜耳就能保持对自有数据的控

制权和所有权，避免了不同环境之间复杂的数据传输，节约

了时间。

拜耳启动了数字化项目，以引进标准化工具，让所有现场和团队使用标准化工具创建、编辑和管理P&ID图和三维模型

“我想给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不要分不同项目

随机的开展工程数据迁移，而是要全面、一致、

集中地执行迁移项目。”

Albert Becker

拜耳工程技术公司CAE与BIM支持主管

Tork先生表示：“Smart P&ID能帮助我们避免前后不一致

的问题，确保交付成果的质量。Smart P&ID和Smart 3D的

部署，为资产文档的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打好了基础。接下

来，我们将与海克斯康一起建立一体化互联的工程软件格

局，创建以数据为中心的综合资产文档。拜耳非常重视质保

和数据访问的便捷性，目前正与海克斯康一起优化自动化的

流程。”

当被问及启动工程数据迁移项目的关键时，Becker明确表

示：“转换新系统或迁移数据虽然需要时间，但也不难。从

我们的经验来看，审查与合并实际数据所用的时间最多，只

要以结构化的方式开展工作，就能很好地控制实际迁移。我

想给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不要分不同项目随机的迁移数据，

而是要全面、一致、集中地执行迁移工作。”

Intergraph Smart P&ID迁移项目超越预期，完全

达到了数据质量的目标！项目的成功提升了新的

软件解决方案在运营部门的接受度。我们与海克

斯康的合作非常愉快，合作期间信息透明、沟通

顺畅，我们很满意。”

Martin Tork

拜耳制药技术文档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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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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

佼者。海克斯康以“构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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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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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

限公司（北京/上海分公司）、海克斯康制造智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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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高科产业发展（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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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世创（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诺迈士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迪培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各类经营实体；AICON、AMENDATE、AUTONO-

MOUSTUFF、BROWN & SHARPE、CE JOHANSSON、CIMCORE、COGNITENS、ESPRIT、DEA、EMMA、eTALON、ETQ、

FTI、GEOMAX（中纬）、GEMAX（魔星）、GEOPRAEVENT、Hexagon’s Agriculture division、Hexagon’s Asset Lifecycle Intelli-

gence division、Hexagon’s Autonomy & Positioning division、Hexagon’s Geosystems division、Hexagon’s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division、

Hexagon’s Mining division、Hexagon’s Safety, Infrastructure & Geospatial division、Hexagon’s Solutions division、HxGN EAM、INTER-

GRAPH、Immersal、IDS GeoRad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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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青岛市华贯路885号

邮编：266114

电话：400 6580 400

传真：+86 532 80895030

海克斯康数字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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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