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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 PPM（原为鹰图 PPM），以下简称为 PPM。PPM 是全球领先的工程类

软件研发企业和供应商，主要产品是鹰图智慧解决方案（Intergraph Smart 

Solutions）。我们的软件和服务帮助工厂、船舶及海洋工程以及其他领域的客户

更有效地建立工厂或工程项目并进行运营。 

海克斯康 PPM 致力于面向工厂、船舶和基础设施单位，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企业级

工程设计和管理软件系统的开发及应用服务。经 ARC*评定，PPM 在石油天然气

（总量）、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发）、石化、电力、金属和矿产、船舶及海洋

工程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均居全球第一。不仅如此，海克斯康 PPM 连续十余年被

ARC*评为世界第一的工业一体化工程设计解决方案供应商。据《工程新闻记录》

**统计，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工程公司均为鹰图智慧解决方案的用户。 

海克斯康 PPM 拥有领先的市场份额，并积累了数十年软件研发和行业专业知识。

在此基础上，海克斯康 PPM 通过不断创新，开发出优秀的软件系统，致力于将最

先进的工程技术尽早提交客户使用（Future of Engineering – Today）。 

海克斯康 PPM 在中国大陆地区注册企业为“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北

京/上海）”。 

 

*ARC（Advisory Group）咨询集团——业界领先的工业和基础设施研究咨询公司，经过对供应商企业的营利情况调查结
果进行行业排名，并在其最新发布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工程设计工具全球市场前景分析》中公布调研结果，《前景分析》
的首次发布是在 2006 年。 

** ENR（Engineering News-Record）中文名称译作《工程新闻记录》，是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杂志，隶属
于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A6%E6%A0%BC%E5%8A%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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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lant Enterprise Solutions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一、概念 

数字化工厂，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工厂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为核心业务对象。为

了更加系统、科学、高效地管理核心业务对象，提高工厂运营决策水平，EPC 及

业主运营商通过数据集中型软件对核心业务对象的规划、设计、采购、建设、运

维、延寿/退役等阶段进行统一管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工厂数字化信息载体即为

数字化工厂。 

海克斯康 PPM（简称“PPM”）深刻理解数字化工厂的内涵，专注于服务各类工

厂类企业，基于工厂核心业务对象和工厂工程数据结构标准，为工厂类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企业级设计及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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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阶段 

海克斯康 PPM 为数字化工厂的设计提供完整的集成化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二维、

三维、专业分析计算、设计信息管理等产品类别，覆盖平面设计、系统设计、布

置设计、仪表设计、电气设计、材料管理、方案漫游、信息管理、数据移交等工

作，跨越前端设计、初步设计、详细设计、数字化移交等阶段；助力综合、工艺、

仪表、电气、管道、建筑、结构、动静设备、给排水、暖通、消防、电信等十余

种专业的设计工作。 

海克斯康 PPM 数字化工厂设计解决方案用于解决工厂设计的核心工作。通过统一

的集成性数据管理和数据交互，实现工厂数据与规则驱动的智能化设计；提供精

准的工厂信息模型和材料信息；提高工厂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率；实现工厂设计的

数字化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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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阶段 

数字化工厂施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进度、劳动力、材料和其他复杂可变的客观

因素，集成化的施工建造计划是大型工厂施工项目准时、成功完成的核心。 

海克斯康 PPM 数字化工厂施工解决方案，衔接工厂设计、采购、施工和运营整个

价值链，将来自设计、采购、预制、现场材料管理和劳动力计划等动态信息进行

融合，实现集成化的施工制造计划和管理。通过更好的计划与追踪，节省施工时

间；通过反映施工进度、风险和变更成本的报告，提高决策能力；通过最大限度

实现工厂模块化制作，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建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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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维阶段 

数字化工厂在建设期积累了大量相互关联的工程信息，如果能够以先进的软件管

理平台为依托，对建设期工程信息进行科学管理，形成工厂信息体系，将可为工

厂运维及其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信息支撑。 

海克斯康 PPM 数字化工厂运维解决方案，包括与工厂全生命周期相关（包括工厂

运维）的关键工作流程。 

海克斯康 PPM 数字化工厂运维解决方案，以规划、创建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信息平

台为核心，通过建设工厂运维规范和标准信息、采集工厂运维实时过程信息、建

立工厂运维对象与三维信息模型的关联关系、集中管理维护工厂运维数据等相关

工作，实现基建期数据（工艺流程图、三维信息模型、设备位号、材料清单等）

和运维数据（运行状态信息、设备维护数据、监控数据等）的统筹管理，从而为

工厂 ERP 系统、知识库、设备管理系统等运维管理系统的实施和建设，提供高质

量的信息支撑和三维可视化的载体，大大提升工厂运维管理系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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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役阶段 

随着工厂产业升级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工厂改造、扩建、拆除等工作，将面临图

纸年代久远、技改和运维数据不完整等问题，业务人员难以掌握工厂现状，从而

严重影响工厂改造、扩建和拆除等工作。 

海克斯康 PPM 数字化工厂延寿/退役解决方案，基于激光扫描点云和逆向工程技

术，将工厂实际物理情况转为数字化三维模型，与工厂数字资产（图纸、模型等）

进行比对，助力工厂改造、扩建和拆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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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化化工行业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在炼油厂建设中，涵盖炼油厂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工厂信息解决方案有助于优化

建设过程、降低投资成本；同时有助于提高信息复用、降低运营成本。 

海克斯康 PPM 在该领域涵盖了完整的信息解决方案产业链，产品业务包括炼油厂

前期工程、设计、施工、运维、延寿/退役等阶段，具体功能包括前期数据采集和

规划、设备资料管理和建模、工艺系统设计、三维布置设计、三维信息模型浏览、

仪表设计、电气设计、设计流程管理、材料精细化管理、施工可视化管理、数字

化交付、炼油厂信息集成管理等，为设计企业、建设企业、总承包工程公司、业

主等相关方提供了一站式数字化工厂信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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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在智慧电厂建设中，涵盖电厂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工厂信息解决方案有助于优化

建设过程、降低投资成本，同时有助于提高信息复用、降低运营成本。 

海克斯康 PPM 在该领域涵盖了完整的信息解决方案产业链，产品业务包括电厂前

期工程、设计、施工、运维、延寿/退役等阶段，具体功能包括前期数据采集和规

划、设备资料管理和建模、工艺系统设计、三维布置设计、三维信息模型浏览、

仪表设计、电气设计、设计流程管理、材料精细化管理、施工可视化管理、数字

化交付、电厂信息集成管理等，为设计企业、建设企业、总承包工程公司、业主

等相关方提供了一站式数字化工厂信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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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行业智慧船厂（Smart Yard）解决方案 

在船舶和海洋工程建设中，涵盖船舶和海洋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工程信息解

决方案有助于优化建设过程、降低投资成本；同时有助于提高信息复用、降低运

营成本。 

海克斯康 PPM 在该领域提供了 Smart Yard 智慧船厂解决方案，产品涵盖了船舶

及海洋工程从初步设计、基础设计、详细设计、加工设计、建造管理、运维、延

寿/退役等各个阶段，具体功能包括前期船体初步设计、工艺流程设计、仪表设计、

电气原理设计、三维布置设计、工装设计、信息管理、物资采购管理、施工建造

管理、车间管理、项目费控成本管理和数字化交付等，并能实现数据级集成，为

项目管理方、设计方、制造方、船级社等相关方提供了数字化工程全生命周期信

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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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智慧 BIM 协同管控平台解决方案 

在建筑行业项目建设中，应用海克斯康 PPM 智慧 BIM 协同管控平台解决方案，

有助于连通设计与施工，协同项目不同参与方，实现建设与运营的无缝衔接。 

智慧 BIM 协同管控平台解决方案是以 BIM7D 理论为基础，以赢得值理论为管理

依托，遵循国际/国内 BIM 应用标准， 集成海克斯康 Leika 硬件技术和解决方案，

为建筑行业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能够优化设计、施工模式，控制建设

周期及投资成本，同时，基于 BIM 提高信息复用、降低运营成本。 

智慧 BIM 协同管控平台解决方案覆盖了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规划（项目定义、勘察、

预审）、设计（概念设计、政府报批、详细设计）、施工（安装设计、施工深化、

施工组织）、完工、运营等阶段，具体功能包括多专业模型整合、工程量管理、

碰撞检查及施工模拟、预算和成本控制、材料管理、施工组织管理、文档管理、

数字化交付等，为业主、设计、施工承包、监理等相关方提供了透明、连通、简

便的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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