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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成效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意壮大全球业
务并提供多样化服务方案。为此，西北勘测设计研
究院需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强化勘察与设计技术并
着力开展业务创新。

得益于集中式数据库，该公司更有信心地面向全球
舞台开展竞争。工程师的工作效率变得更高、工作
时更具协作精神，且更容易获取和共享知识。这不
仅能够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也有助于管
理层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解决方案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采用3DEXPERIENCE平台来确保
整个工程项目周期的数字连续性，从而加快设计流
程、简化协作并实现设计方案的重复使用。

“3DEXPERIENCE平台提供
了一些非常有帮助的功能，
如骨架驱动的全流程管理、
参数化设计以及模板与第
三方库的调用。这有助于
我们提升设计效率与设计
质量。”
— 杨党锋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数字
与智慧工程院院长

能源行业新展望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提供的数据，水力发电是世界上最充
沛的可再生电力源泉，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
国。国际能源署在其《2018年可再生能源》报告中称，世纪
之交以来，中国水电增长量占全球水电总增长的一半以上。但
现在，变革已初露峥嵘。
由于中国目前致力于发展服务型经济和清洁能源，因此其能源
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与过去相比将截然不同。国际能源署预
计，中国能源需求增速将放缓至每年1%左右。此外，基于水
电项目产能放缓的趋势，结合由社会与环境影响导致的大型项
目开发数量减少的现状，正促使该行业的领先企业开辟新的收
入渠道。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NWE）是享誉全球的中国设计与工程
咨询公司。该公司已预见到这些变化，并努力让自己的业务适
应当今的全球能源需求。它已从一家传统的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公司转型成为一家技术驱动型工程企业，主要从事各类可再生
能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包括水能、风能、光伏、地热）、水
处理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数字与智慧工程院院长杨党锋表示：“如
今，中国在水利水电方面新的开发需求正在放缓，我们已经觉
察到工程建设业务有所减少。这迫使我们通过自身转型，在其
他主要的土木工程市场和国际市场寻求机遇。”

的设计应用CATIA后，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成功地在水利水电
工程等复杂项目上实现了3D协作设计，帮助其扩大市场份额
和竞争优势。
基于这一成功经验，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在2016年决定使用
达索系统3DEXPERIENCE®平台，构建一个从勘察设计到工程
建设直至交付运营，贯穿工程项目完整生命周期的基于数据的
数字化工作流。

数字连续性
如今，在3DEXPERIENCE平台的协助下，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能够在一个地方对所有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在整个业务上建立
数字连续性后，每个利益相关方都能够高效、准确地掌握当前
项目的总体状况，从而支持业务决策并提高生产力。
杨党锋表示：“达索系统解决方案集成多个设计模块，避
免了在不同软件间切换以及在不同格式间进行转换。此
外，3DEXPERIENCE平台还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帮助的功能，
如骨架驱动的全流程管理、参数化设计以及模板与第三方库
的调用。我们正在使用这些功能来提升我们的设计效率与设
计质量。”

采用集中化数据平台也有助于提升该公司的决策能力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数字与智慧工程院的技术集成与研发所
所长马晓东表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大量可再生能源项
目和其他相关项目，如水电、新能源、风电、光伏和生物质
燃气。一个水电站可能涉及大量学科，大概有40到50种专业
分类。管理者未必能精通每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为了

“借助3DEXPERIENCE平
台，我们能够尽可能缩短
用来构建复杂空间结构的
时间。在3D环境中进行设
计，我们可以将开发时间
缩短两个月。”
- 陈文，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清水河项目
总工程师，供职于水环境工程院/城建

用设计打造竞争力
在许多方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规划与“中国制造
2025”不谋而合。后者的意图在于将中国发展成为全球领先
的高科技制造国。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在积极参与全球新能源
建设项目的竞争时发现，更多公司因转向使用数字化和3D设
计有效地提高了创新力和盈利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项目
的复杂性及风险，快速适应持续不断的市场变化，以应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和不断提升的行业要求所带来的双重压力。

与交通工程院桥梁所

帮助管理者全面了解每个项目，特别是我们的工程、采购和
施工总承包项目，我们需要使用可视化技术和3D技术来发现
工作细分结构风险，方便快速地展现设计进度和介绍完整的

杨党锋表示：“为了解决上述挑战，我们不得不提高我们的项
目管理水平、勘察设计技术和业务创新能力。”

生命周期概况。”

2010年开始，公司决定与达索系统展开合作，并运用3D技术
来提高设计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使用达索系统

理、仿真分析和其他系统，管理者现在能够更深入地掌握公司

马晓东补充道：“通过在统一平台上集成3D设计、项目管
的工程项目，做出明智决策。”

3D技术有助于提升效率
3D可视化与仿真正在帮助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强化工程流
程，同时提高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该公司的桥梁所是这方
面的最早受益者。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清水河项目总工程师、供职于水环境工
程院/城建与交通工程院桥梁所的陈文说：“借助这个平台，
我们能够尽可能缩短用来构建复杂空间结构的时间，切实地
帮助我们的设计人员制作3D和2D施工图纸。对某些超出我们
想象的非常规结构形状，3DEXPERIENCE平台帮助我们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构思，并理解复杂结构。”
虽然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现在借助3D环境开展设计，但是在
中国，2D图纸仍然是通过项目业主和政府审批的标准要求。
使用3DEXPERIENCE平台后，设计人员能够轻松地完成这项
工作。
陈文说：“过去，使用2D图纸准确地表达复杂结构极具挑战
性。现在，我们能够完美地将3D设计转换成2D图纸，为我们
的设计人员大幅简化图纸制作工作。”
现在，桥梁所只需要一名设计人员就能创建出复杂结构并转
换成2D图纸，而过去则需要一整支团队。
通过改变自身的设计流程，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已经成功地
大幅缩短设计周期，降低劳动力成本。
陈文说：“如果我们在2D环境中设计高度复杂的桥梁，可能
要耗时六个月。而使用3DEXPERIENCE平台并在3D环境中进
行设计，我们可以将设计周期缩短两个月。”

组建全球专家团队
如今，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员工在工作时不仅协作更紧
密，还能够更好地获取和共享知识，工作也更加投入。
杨党锋说：“由于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访问3DEXPERIENCE平
台，因此，无论我们的用户身处何地，他们都能方便地打开
设计，进行检查与审核。该软件使用简便，这对我们的大龄
校审人员来说尤为重要。而且在与我们世界各地的现场施工
团队共享设计时，它也特别方便和有效。”
通过协同设计，该公司能够充分运用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专
家，最终取得最佳结果。陈文表示：“3DEXPERIENCE 平台
将所有专业人员集合在统一平台上，开发项目框架，然后将
项目分解为工作包。通过这种方法，身处不同地点、掌握不
同领域专业知识的设计人员能够开展协作，改进每个项目的
结构设计，显著加快各项工作的完工速度。它帮助我们大幅
度降低沟通成本，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在于，通过利用公司开发完成的现有设计，工程人员
现在能够加快新开发工作的进程。例如，如果公司为某个
城市设计完成一座桥梁，现在正在其他地方建造另一座桥
梁。工程人员可以借鉴前一个项目的设计、数据和相关信
息，将有价值的部分重复应用到第二座桥梁，而不必重新
逐步验证核实。
马晓东说：“3DEXPERIENCE平台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便于
我们像搭积木一样进行再设计。它将3D设计、项目管理、仿
真计算和其他计算集成到完整模块中，有利于我们的开发工
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

上图：设计人员使用CATIA高效地进行桥梁
设计。
下图：3DEXPERIENCE平台的VR视图可以
为项目展示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

设想美好未来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50年，总部位于中国
西安，是一家享誉全球的集勘测设计、工程总承
包、投资运营于一体的科技型工程公司，是世界五
百强企业——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成员企业。
业务范围：清洁能源开发、水生态环境治理、基础
设施建设
收入：100亿
雇员人数：4000余人
总部：中国西安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nwh.cn

展望未来，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正在探索如何使用虚拟现实
（VR）等新技术来测试新的工程项目并向客户进行演示。这
种现代化工作方式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并提升客户满意度。
陈文说：“从前，我们的设计人员使用纸质图纸向项目业主
讲解新的设计概念。而后他们采用PowerPoint进行讲解。今
天，我们通过3DEXPERIENCE平台，在VR环境中向他们演示
我们的设计方案，反响很好。近期，我们在云南完成了一个项
目的设计工作，并使用VR技术向客户演示。业主表示有如身
临其境。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有助于消除他对桥梁完工景观
效果存有的任何疑虑。”
此外，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还计划在3D设计项目管理、
仿真分析和数据分析方面投入更多开发资源。这些都将由
3DEXPERIENCE平台提供大力支持。
马晓东表示：“未来我们将把项目全生命周期流程推广到设计
项目管理和仿真分析。我们实施数字化系统的最终目标是进一
步提升我们的决策能力。”
杨党峰补充道：“通过达索系统的3D体验平台，我们能够实
现设计流程的数字化，从而满足我们施工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要求。这将为数字化建设以及持续的智能运营与维护奠定坚
实基础。”

达索系统基于3DEXPERIENCE®平台的品牌应用服务于11个行业，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行业解决
方案体验。
作为一家为全球客户提供3DEXPERIENCE®解决方案的领导者，达索系统为企业和客户提供虚拟空间以模拟可持续创新。其全球领先的解
决方案改变了产品在设计、生产和技术支持上的方式。达索系统的协作解决方案更是推动了社会创新，扩大了通过虚拟世界来改善真实世界
的可能性。达索系统为140多个国家超过25万个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客户带来价值。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3ds.com/zh。

Americas
Dassault Systèmes
175 Wyman Street
Waltham, Massachusetts
02451-1223
USA

Europe/Middle East/Africa
Dassault Systèmes
10, rue Marcel Dassault
CS 40501
78946 Vélizy-Villacoublay Cedex
France

Asia-Pacific
Dassault Systèmes K.K.
ThinkPark Tower
2-1-1 Osaki, Shinagawa-ku,
Tokyo 141-6020
Japan

©2020 Dassault Systèmes. All rights reserved. 3DEXPERIENCE®, the Compass icon, the 3DS logo,CATIA, BIOVIA, GEOVIA, SOLIDWORKS, 3DVIA, ENOVIA, EXALEAD, NETVIBES, CENTRIC PLM, 3DEXCITE, SIMULIA, DELMIA, and IFWE are commercial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Dassault Systèmes, a French “société européenne” (Versailles Commercial Register # B 322 306 440), or its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owned by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Use of any Dassault Systèmes or its
subsidiaries trademarks is subject to their express written approval: images courtesy of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