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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空间
方式管理

您的整个网络
电力公用事业之类的资产密集型企业在自己广泛而复

杂的输电和配电系统中进行了大量资本投资。为了获得最

大投资回报，电力公用事业已开始通过赋予其信息系统以

地理空间功能来实现基础设施管理。电力公用事业企业发

现，那些人工和半自动化系统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它们费

时费力，容易出错，并且速度慢得令人难以忍受。公用事

业需要一个可以消除多余或重复资产管理流程并且可以完

善整个电力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工作流程的地理空间型网

络资产数据库。这种涵盖广泛基础设施的新模式还包括外

勤工作流程自动化需求，因为电力公用事业的大多数工作

队伍都从事外勤，他们的工作涉及规划、设计、修建、维

护或运营这些地理上分散的输电和配电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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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面临的挑战
面对日益变化的经营环境，各种规模的电力公用事

业现在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只有变化才是唯一不变

的。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电网时代中，配电基础设施会迅

速向自运营和自恢复功能方向发展。公用事业还将面临

既要稳妥保护环境又要满足客户的能源需求的紧迫挑

战。他们必须用更少的投入做更多的事情。在未来10到

15年内，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将看到输电、配电以及用电

计量方式方面的重大变化。为了有效控制和管理这一变

化，电力公用事业需要先进的软件解决方案，同时亦需

要勇于迎接该挑战并且富有远见的合作伙伴。这样的合

作伙伴应基于成熟的最佳实践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并且可

根据企业规模扩展的解决方案。

综合解决方案的蓝图
为实现企业集成，需要有一个可以同企业内要求位

置型资产信息的其它系统完美集成的高级基础设施管理

解决方案。这些系统包括：

• 客户信息系统

• 工作管理系统

•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 财务系统

• 停电管理系统

Intergraph® 的开放数据架构和基于标准的基础设施

管理解决方案凝聚了整个行业在数以百计的生产系统基

础上获得的最佳实践。借助 Intergraph 的基础设施管理解

决方案，可以在公司信息系统之间共享位置型资产信

息，从而帮助您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运营成本。当与工作

管理流程和系统集成时，地理空间型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可以轻松在工作设计和记录管理的人工成本方面实现高

达50%的重大节省。通过改善内部沟通和简化数据管理

流程，您可以大大提高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水平。

地理空间同 GIS 
Intergraph 的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建立在我们的地

理空间网络资产数据库基础上，旨在满足各种规模公用事

业的性能、规模和数据完整性需求。使用 Intergraph 的 

G/Technology 软件时，所有网络资产数据都被存储在一个

标准的开放型 Oracle 数据库中。您可以用非专有格式直接

访问资产数据，从而更轻松地与其它企业系统交换位置型

信息。Intergraph 系统可以满足最大型公用事业企业长期的工

作单事务需求以及性能和可扩展性需求。与普通地理信息

系统 (GIS) 不同，Intergraph 的地理空间型基础设施管理解

决方案是专为满足您的交互式图形性能需求和独特的网络

资产管理要求而设计的。

公用事业的基础设施管理需要管理由大量明确相连

的设备（设备数量有时高达数十万）构成的线性网络。

这些资产数据分散在各个地理位置，并且需借助系统的

不同地理空间视图进行管理和查找。为实现下游集成或

跨部门集成，一个准确可靠的网络模型和绝对的数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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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L ENERGY，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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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l Energy 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200多万人

提供服务。该公用事业基于 Intergraph 电力基础设施管理解

决方案选择分阶段实施一个综合的资产管理系统。该系统与

企业用户共享资产信息，并借此优化网络、增加效率和改善

客户服务。它还可以解决其它挑战，比如每年快速增长的电

力需求，以及管理暴风雨和其它意外事件造成的断电方面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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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将是不可或缺的。许多通用型GIS系统都使用简单的

图形重合来推断连接，并据此模拟公用事业的复杂网络

和线路连接。这对公用事业的数据完整性和网络建模需

求来说是不够的。

一个企业级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需要与对等系统

和企业系统（尤其是那些运营系统和财务报告系统）进

行无缝交互。Intergraph 系统基于 Oracle 数据库管理技

术为各个层面的集成提供支持。通过战略性的技术合作

伙伴关系，Intergraph 提供了同主要企业资源规划 (ERP) 

供应商之间的标准集成工具和接口，比如 SAP®
、Oracle

和基于 Oracle 的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关键应用
Intergraph 的电力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是专为在保持

数据完整性和整体系统性能的情况下管理规划、设计、

建造和维护流程方面的典型长期事务而设计的。系统应

用程序支持整个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工作流程，包括资

产管理、设计、配电/输电工程分析、土地基础信息管理

和外勤自动化。此外，这些应用程序还可以与我们的移

动工作队伍管理 (MWFM) 解决方案以及旨在用于智能电

网的运营解决方案无缝共存。这为各种规模的电力公用

事业企业提供了灵活可靠的全企业集成工具，从而可帮

助它们解决整个行业与日俱增的基础设施管理和运营挑

战。

配电资产管理
配电资产管理是指与下述方面有关的连续资产记

录：通过各种工作单流程，安装、改造、废弃或拆除您

的配电和次级输电设施。设施可能是高架设施、埋设设

施、地下设施和管道设施。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地理空间

网络的组件来表示。设施地图通常包括主线路、辅助线

路和进户线路以及从客户到电表的位置。优于普通 GIS 的

是，这个基础设施管理应用程序可以维护一个与配电资

产有关并且明确连接的数据库模型，您可以将它与其它

企业系统集成，从而实现真正的企业数据共享。

此应用程序通过准确即时地整合各个业务单元的资

产信息来提高资产利用率和信息共享水平。配电资产管

理有助于提高测绘技术人员、工程师、外勤人员以及任

何需要创建、使用、管理或维护准确配电资产信息的人

员的生产效率。

配电设计
借助配电设计应用程序，可以实现新配电设施的计

算机辅助设计 (CAD) 和现有设施的扩建或更替。此应用

程序可将局部和最终的所有设施更改发布到资产数据库

中，从而提供为了生成工作单和管理项目状态而所需的

长期事务处理能力。工作单可能是与小型扩建或修缮有

关的简单设计，也可能是与新服务有关并且在建造方面

存在多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复杂计划。配电设计应用程序

包含例行设计计算的集成和自动化。当作为设计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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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集成时，这些计算和执行标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

量，并且获得可以改善既定增添项目或服务的成本效益的最

优化设计。所支持的计算包括极负荷、压降、电缆拉张力和

路灯设计。配电设计应用程序通常包括与企业工作管理系统 

(WMS) 的集成。Intergraph 提供了一系列与主流ERP系统

（包括 SAP 和 Oracle ）之间的标准接口解决方案。

配电工程分析
配电工程分析可帮助您执行各种工程研究、分析各个

主线路或主线路和辅助线路网络。使用所选的第三方工程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负荷流或功率流研究来确定压降和电

流，并根据估计的负荷来确定过载或欠载线路。借助配电

工程分析应用程序，您可以从电力网络中提取线路数据并

在一些第三方分析程序包内使用。您可以配置该系统，从

而使其数据格式符合大多数主流分析程序包的要求。

输电资产管理
借助我们的输电资产管理应用程序，可以安装、改

造、废弃或拆除电力数据模型中的输电设施。这些设施通

常是高架输电塔，但在一些大型公用事业中，也可能是带

有冷却系统的地下设备。这个交互式图形和数据库应用程

序还可以制作输电网络地图，从而清晰而准确地提供同输

电塔、电线杆、电线电缆、变电站、变压器、开关、专用

线路和通行线路等设施有关的细节。

输电设计
借助这个交互式图形应用程序，可以实现新输电设施

的设计和现有设施的扩建或更替。工作单可能是与小型扩

建或修缮有关的简单设计，也可能是在建造方面存在多种

相互依存关系的复杂计划。此应用程序可将局部和最终的

所有设施更改发布到资产数据库中，从而提供为了设计工

作单和管理工作状态而所需的长期事务处理能力。

土地基础信息管理
土地基础信息管理可管理用于各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

绘图和设计应用程序的背景土地基础信息。此应用程序通

常包括路缘、街道中心线和街道名称等地理空间数据，但

它也可以包括公用事业公司维护的通行线路和专用线路。

土地基础信息管理还可以管理作为背景土地信息使用的航

拍图像或商业土地基础信息。

企业图像信息分发和管理
公用事业人员使用图像帮助他们了解物理网络的位置

和特征以及执行各种活动。利用 Intergraph 技术，您可以

通过一个模块化的客户端/服务器系统直接访问企业内的所

有图像。用户可以存储、管理和访问多种类型的图像和地

形数据，而不论它们位于工作流程中的哪一个位置。为执

行规划、设计、建造和维护而所需的图像可以在几秒钟内

获得，而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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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AIIAN ELECTRIC
COMPANY (HECO)，
美国夏威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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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o 为夏威夷州瓦胡岛的26万多位客户提供服务。该

公用事业当前已在使用 Intergraph 的电力基础设施管理解决

方案。该解决方案包含部分为了适应 HECo 的标准操作流

程而进行的变动。根据一项数据共享协议，HECo 可以从檀

香山市和檀香山县导入广泛的土地基础特征信息。这些数

据结合电网情报和客户信息系统一起提供了用于规划、工

程和运营的丰富地理空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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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AG,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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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ag 在奥地利的卡林西亚联邦州境内提供电力、煤气和区域

集中供热服务。该公司还维护着一个既供内部使用同时又转租给电

信提供商的通讯网络。Kelag 为24万客户提供服务，并管理着一个

长达17000公里的网络。Intergraph 用于管理电力、煤气、区域集

中供热和通讯设施的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可以通过集

成的无缝工作流程来满足该公司的信息需求，同时通过集成地理空

间数据及其它数据来帮助 Kelag 最充分地利用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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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勤自动化
我们的外勤自动化应用程序以独特方式在一个平台

上集成了移动地图系统和IT系统，从而可为各种移动外

勤应用提供支持。它包括可选的 MWFM 应用程序。后者

用于短期工作安排和管理，并旨在提高外勤人员的生产

效率。Intergraph 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包括导航、分

析、车辆跟踪和路线分析、创建作业以及管理和访问人

员/作业的实时状态。该应用程序可以用在线或离线方式

工作，并且具有信息存储和转发能力。借此，工作人员

可以灵活地在无线覆盖范围之内和之外工作。外勤服务

人员可以接受多种类型的工作单、查看最新的设施地

图、几乎可以直接向数据库添加红线信息并且同调度人

员进行即时通讯。通过即时有效的通讯、数据更新以及

使用最新的企业数据，外勤人员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

外勤自动化应用程序还支持其它活动，比如实地设计、

实地检查、植被管理和损害评估。

扩展应用

智能电网运营指挥和控制中心
Intergraph 绝无仅有地提供了在一个综合用户环境中

集成了停电管理、配电管理和 MWFM 的运营解决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创建一个共用作战图，从而将控制

室中的多个系统整合到一个用户环境中，并借此提高您

的事态认知水平。这有助于减小人为错误几率，并提高

生产效率和电网可靠性。Intergraph 提供了一整套旨在实

现运营及外勤人员调度和报告管理的集成工具。该应用

程序提供了从一个控制台实时监控配电网络的能力，借

此可以优化外勤资源的部署和增强恢复能力。其高级功

能可为自动故障分析、制定和分析切实可行的切换计划

以及管理外勤人员提供支持。这建立在我们的电力基础

设施管理解决方案基础上，并延伸了其价值，从而使整

体业务都受益。Intergraph 的智能电网运营指挥和控制

中心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您缩短停电后的恢复供电时间、

提高运营效率并增强安全。

移动工作队伍管理 (MWFM)
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是部署在实地的

移动工作人员，因此 MWFM 解决方案提供了生产效率方

面的重大好处。Intergraph 的 MWFM解决方案支持各类

外勤工作的调度、安排和移动计算，不论是计划内的还

是计划外，也不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其中集成了产

品化接口、内部网访问以及用于报告的决策支持工具等

组件。Intergraph 地理空间型移动工作队伍应用程序提

供了全面的调度和人员管理能力，包括委派和工作量安

排。您可以作出符合技能和工作要求的委派，从而帮助

您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人员安排在正确的地方。

MWFM 支持外勤人员携带的以及车载的移动设备。

技术人员可以在移动数据终端上自动收到工作任务并更

新其状态。这些解决方案提供了街道级别的路线确定、

街道和设施查询甚至车内导航等能力。该系统具有高度

可配置性，并且无需大多数定制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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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紧急响应
全球性事件使得我们开始关注安全。政府、公共安

全机构、公用事业和其它方正在付出不懈努力，以评估

关键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确定这些薄弱环节的程度并

通过与其它政府和私营实体的信息协调来确保最有效的

反应措施。不论是政府机构、大型公司还是私营实体，

要想成功地管理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对大规模的自然

或人为事件作出反应，都会遇到巨大挑战。两者都要求

实现类似成效：高效运营、形成良好的业务实践以及改

善所有资源的可见性和管理。Intergraph 的地理空间型事件

管理解决方案通过整合各种实时数据源的信息（包括智

能视频和访问控制系统）而提供一个运营方面的共用作

战图，从而提高公用事业面对这些威胁时的反应能力和

弹性。Intergraph 的解决方案可以集成运营中心的指挥和

控制环境内的物理安全系统，从而帮助您更有效地作出

响应，并实现与其它机构的协调紧急响应。所有这一切

都可以在一个事件管理环境中实现，因此进一步扩展了在

基础设施管理框架基础上构建的解决方案的价值。

商业情报和 Intergraph 的
Enterprise Web Portal

公用事业需要访问地理空间型基础设施信息，为了

支持决策和报告要求，它们还必须将这些信息同其它各

种类型的数据整合到一起。借助 Intergraph 的 Enterprise 

Web Portal 和商业情报解决方案，您的员工、客户和公

众可以迅速方便地访问位于某个地理空间背景下的综合

数据。随着网络技术从一种发布静态的公司信息的手段

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商业平台，Intergraph 的 Enterprise Web 

Portal 也成为一种用易用格式向管理人员、员工和客户提

供商业情报和其它定制内容的主要接口。它提供了实时

访问互联网或内部网服务器上多个数据仓库以及访问基

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的能力。您的员工或客户可以访问

同检查、服务中断以及任何数量的报告有关的最新信

息。

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Enterprise Web Portal 创建用于

管理层报告、空间分析和决策支持功能的执行仪表盘，

并且可根据目标受众实施信息访问控制。该解决方案是

一个真正与供应商无关的分析工具，因为它可以处理来

各种渠道的数据，这包括：

• Intergraph 的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 传统 GIS 供应商的数据格式

• Oracle、Microsoft® 和其它公司的商业数据库格式

• 来自 CAD 软件包的设计文件

• OGIS (openGIS) 格式的数据、Web 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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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商业情报解决方案背后的想法很简单-使您可以实

时在线访问不同数据源，并为您提供地理信息查询、分析

和可视化工具。借助这些工具，您可以查询、分析、评估

和作出为核心业务目标提供支持的决策，比如应急管理、

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经济发展及其它。任何配备标准 Web

浏览器的用户都可以在无需 GIS 培训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任

务和其它任务。

Intergraph 的特色
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以及工程和运营同

资产管理的集成领域，Intergraph 是公认的领导者。我们的基

础设施解决方案可实现高达50%的生产力节省，并且可

根据任何企业进行扩展，同时可以通过将资产数据同公

司其它系统集成到一起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简化工

作流程。Intergraph 解决方案兼容 Oracle，总拥有成本较低。

Intergraph 在全球拥有400多位公用事业客户，并且拥有40

多年的信息系统创新经验，Intergraph 可以提供您所需的各种

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包括产品、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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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TERGRAPH

Intergraph 是全球领先的工程和地理空间软件供

应商，其产品使得客户可以实现复杂数据的可视

化。60多个国家/地区的企业和政府依靠 Intergraph
的行业性软件将庞大数据整理成易于理解的可视化

形式和可据之采取行动的情报。Intergraph 的软件和

服务帮助客户构建和运作更为高效的工厂和船舶、

创建智能地图并且保护全球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及

数以百万计的人员。

Intergraph 的业务分为两块：化工-电力-海洋部

门 (PP&M) 和安全-政府-基础设施部门  (SG&I)。
Intergraph PP&M 为工厂、船舶和海上设施的设计、

施工和运营提供企业工程软件。Intergraph SG&I 为
国防和情报、公共安全和保障、政府、交通运输、

摄影测绘、公用事业和通讯行业提供地理空间型解

决方案。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intergrap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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