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VEVA E3D Design
最先进的三维设计解决方案，可为船舶提供准确、无冲突的船体设计和舾装设备
基础设计。帮助您按时按预算交付高质量的项目。

海事项目的交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船只的尺寸和复杂性不断增加，项目交付周期缩短，需要实施
并行工程，并且设计规格不断变化，加上巨大的成本压力，导致全球分布的设计和生产流程以全天
候不间断运行，因此需要一种更加先进和统一的工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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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实船体数据的多专业装备设计。

AVEVA E3D Design 概况

船舶设计工程师和建造工程师需要：

 y 快速发现设计变更

 y 与世界各地的多个设计团队合作

 y 在设计阶段尽早实现三维协同

 y 发布和修改直接映射到三维模型的工程图

 y 在设计阶段有效管理设计更改，以建立一致、无错误的三
维模型

 y 获取有关“施工状态”的实时反馈数据

如果以上任何一项出现问题，则会在制造和生产阶段造成昂
贵的返工。

AVEVA E3D Design的海事功能包括 AVEVA Hull Basic 
Design ModuleDesign Module（AVEVA船体基本设计模
块）, 用于船舶船体结构的初步设计，并支持有关海军建筑特
征、空间管理、舾装设计和制图的关键决策。

AVEVA E3D Design与包括 AVEVA Marine, 在内的AVEVA
解决方案集成在一起，提供了广泛的功能。一体化的设计还
促进了与许多第三方系统的接口集成，使其能以最小的风险
合并到现有的技术基础架构中。

https://sw.aveva.com/engineer-procure-construct/engineering-and-design/hull-structural-design
https://sw.aveva.com/engineer-procure-construct/engineering-and-design/hull-structural-design
https://sw.aveva.com/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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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HVAC、电缆桥架和其他结构的准确无冲突设计
AVEVA E3D Design是唯一用于船体和装备基础设计的三维海事系统，可通过远程设计同步功能创建面向生产的完整、无错
误的船舶三维模型。

AVEVA E3D Design的优势：

 y 实现无冲突的多专业三维设计并快速生成准确的工程图和报告，满足严苛的项目进度要求

 y 快速开发船体基本设计模型，以进行设计认证和初步分析

 y 降低新建和已建项目的成本和商业风险，同时缩短工期。

 y 自动将船体设计划分为多个空间，从而可以有效设计最复杂的船体设计对象与空间属性之间的逻辑依赖关系有助于在船体
布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维持设计初衷。

 y 提供一流的项目执行能力，并与AVEVA全球用户社区合作

高效的装备和船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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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的目录功能使您可以快速选择预定义的参数和对象，
并将其放置在模型中，然后自动检查是否存在冲突以及是否
符合可配置的设计规则。

新的空间管理模块可促进工作分配、设计审查、报告和设计
分析，从而提升协作效率。

随着设计流程的推进，系统可以突出显示和跟踪更改，从而
更容易识别、管理和向各个部门传达更改信息。

最终可以形成一种准确、高质量的设计，可最大限度减少建造
成本和时间，并避免可能导致生产返工的错误。

提高生产率
 y 直接从项目模型实时地自动创建图纸和其他生产信息，从
而最大程度减少了修订工作

 y 由于设计了生产概念、设计规则和全面的生产检查，因此
零件在装配时实现首次生产正确无误

 y 集成到设计环境中的照片级激光扫描数据允许快速、直
观、准确地进行船只改造设计，并随着施工进度，根据设
计意图查看施工状态

 y 材料和资源的最佳利用，实现最高效率

增强协作
 y 使全球设计团队能够彼此合作，好像同处在一个办公室

 y 使用一个通用模型数据库，通过在船体和装备部门之间实
现更好的沟通避免了设计冲突

 y 建立设计库文件或常用模块库文件，以供新项目使用

减少设计工时
 y 借助用于首次建模和修改的高效图形用户界面，减少设计
工作量和工时

 y 直接从AVEVA E3D Design创建海事工程图，以有效制作
装备和船体基本设计图。

 y 在创建基于“整体布局”工程图时提高生产率。例如，可以
自动创建防火计划。

 y 根据船舶的三维体积启用高级定制功能

 y 通过设计规则和检查功能实现精确的首次设计，减少了设
计迭代次数，最大限度减少设计返工

 y 在设计阶段，高效、全面的冲突检测可消除成本高昂的现
场返工

 y 与Hull Structure（船体结构）集成，供参考和渗透

 y 高效的船体基础设计，用于初步船体结构建模，支持结构
分析和设计认证

高效协作和出色的生产率

业务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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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tensive catalogue enables predefined parametric 
components and objects to be quickly selected and 
positioned within the model, then automatically 
checked for clashes and for compliance with 
configurable design rules.

The new Space Management module enables more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as it facilitates work distribution, 
design review, reporting and design analysis.

As the design evolves, changes can be highlighted and 
tracked which make it easier to identify, manage and 
communicate the change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sult is an accurate, high-quality design that 
minimizes construction costs and time, and avoids 
errors that can lead to costly rework in production.

Improve productivity
 y Automatic, just-in-time creation of drawings and 

other production information direct from the project 
model minimizes revision work

 y Parts fit right-first-time in production for outfitting 
due to design for production concept, design rules 
and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hecks

 y Photorealistic laser scan data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environment enables rapid, intuitive 
and accurate design of vessel modifications, and 
ver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status against the design 
intent as constructions progresses

 y Optimum materials and resource use for  
maximum efficiency

Increase collaboration
 y Enable global design teams to work together  

as if in a single office

 y Use of a common model database avoids design 
clashes by enabling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ll and outfitting disciplines

 y Build libraries of design assemblies or commonly 
used modules for reuse on new projects 

Reduce design man-hours
 y Reduce design effort and man-hours with the highly 

efficient graphic user interface for both first-time 
modelling and modifications

 y Create marine drawings directly from AVEVA E3D 
Design to enable effective production of outfitting 
and hull basic design drawings. 

 y Increase productivity when creating General 
Arrangement-based drawings. For example, fire 
insulation plans can be created automatically.

 y Enable advanced customization, based on 3D 
volumes of the ship

 y Accurate-first-time design with design rules and 
checking functions, with fewer design iterations and 
minimized design rework

 y Efficient, comprehensive clash detection  
enables costly on-site rework to be eliminated  
in the design stage

 y Integration with Hull Structure for references  
and penetrations

 y Efficient hull basic design for the modelling of the 
preliminary hull structure, leading to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design certification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and high productivity

Business benefits

Clipped and detailed view of how you can model all your outfitting elements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Detailed view of machinery, piping and structures designed in  
AVEVA E3D Design.

在同一个环境中详细显示所有装备要素的建模方式。

在AVEVA E3D Design设计中详细显示机械、管道和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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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特性

您可以详细处理的框架的单独视图

合规性
 y 对照原理图和工程列表进行比较和更新，提高设计质量并
缩短工时

 y 变更突出显示、跟踪和状态管理可确保高效遵守设计规
则、最佳实践和合同要求

 y AVEVA E3D Design是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可支持不同大
小的项目规模或复杂性

易于采用和快速的项目启动
 y 直观、易于部署的员工培训方法，能迅速部署并达到最高
生产率

 y 在几小时内即可设置新项目，而不是几天，而且可实现高
效的系统管理

更快、更直观的用户界面
完全交互式的装备以及易于使用的三维设计环境为项目的每
个设计师提供了现代化的三维图形交互工具。用户界面的图
像清晰度增强了三维协调功能，使整个设计完全可见。

易于配置
用户可以对AVEVA E3D Design进行客制化，以满足个人、行
业或项目的要求，或者添加更多的设计规则或自动化功能。

基本设计船体建模⸺面板概念
基本设计船体建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面板概念，其中包括统
一面板和克隆面板。

面板是一种功能性结构，尺寸多样，从小巧的类似支架的结
构到骨架肋板、大梁、舱板和舱壁。面板及其面板部件、型
材、托架等是AVEVA E3D Design中的基本建模单元。关联
的零件从面板自动生成。

以对象为中心的数据管理
设计人员为整个船只构建了一个高度智能的数据库，通过放
置目录中的参数化组件实例建立了专家设计部分。每个对象（
例如阀、泵或管道）都与大量的属性和关联数据关联。您的
团队以这种方式创建的项目数据库将成为具有巨大价值的数
字资产，对您的业务规划和建模有重要意义。

设计质量保证
无论是在单个设计对象之间，还是在设计对象以及施工结构
的激光扫描之间，智能冲突检测和突出显示都可以帮助设计
人员在工作时避免冲突。

空间管理
自动将船舶的船体设计划分为多个空间，从而可以高效设计
最复杂的船舶。设计对象与空间属性之间的逻辑依赖关系有
助于在船体布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维持设计初衷。设计人员
可以调整设计环境，以满足项目要求，并灵活增加新的报告和
控制功能。

三维视图中的船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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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中的激光数据
通过将最新的点云激光数据直接添加到现有工程图中，可以
避免浪费在旧船建模上的大量时间。

在上下文中访问完整的数字资产
Design in Context通过将Digital Asset中的相关内容提
供给AVEVA E3D Design中的设计团队改进了设计流程，提
高了设计决策的速度和可靠性。Design in Context功能可
建立与集中式数字资产存储库的直接连接。在AVEVA E3D 
Design中选择对象时，“上下文”面板会动态更新相关的可用
内容列表，例如数据表、供应商文档、采购订单、规划图和计
算表。

然后，可以通过新的嵌入式通用查看器，根据选定的对象打
开此内容，以确保按照所有可用信息做出决策。

Surface Manager

Surface Manager与AVEVA E3D Design完全集成，无需其
他许可证。设计人员可以从各种格式导入表面，并以图形方式
显示船舶几何形状，以检查表面质量并在缺陷影响设计之前
对其进行修复。

变更管理
常规的设计问题、修订和变更控制过程都可以有效得到应
用，即使在具有数百个用户的项目中也是如此。AVEVA E3D 
Design提供了强大的变更管理功能，使设计人员能够有效地
做出变更，轻松查看变更内容并在变更生效时自动开启变更
跟踪。

与AVEVA工程工具集成
设计流程可将工程信息转换为三维模式。利用AVEVA E3D 
Design，可以导入来自工程和原理图应用的数据，并自动创
建相应的三维对象，以准备在模型中定位。

原理图、工程图和三维数据之间的三向关联可确保所有的更
改或不一致之处均被报告和传达，直到被接受或纠正。符合
行业标准，这使AVEVA E3D Design能够处理源自许多第三
方应用程序的数据。

AVEVA E3D Design能与AVEVA Marine协同运行，使您能
够创建完全可碰撞和可绘制的船体模型。

将激光扫描数据集成到设计环境
可以快速导入单个结构、模块或施工现场当前状态的激光扫
描，以对照设计模型进行验证。识别并解决不合规问题，并使
用设计模型来确保项目按工期进行⸺该模型可逐步更新以
准确反映真实的施工状态。

集成到三维模型中的激光数据

查看截取的机械室视图和船上各个甲板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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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与模型集成的二维图纸

有效利用设计自动化和规则
AVEVA E3D Design通过规则配置可实现广泛的设计自动化
功能。这些规则支持工程边界和访问权限。它们支持基于规
则的设计自动化，具有高效率优势，同时确保相关的部门仍
具有变更设计的权限。

在三维设计解决方案中，按照预先配置的规则自动布置管道
和电缆桥架是一种常见的功能。但这种方法很少能创建最佳
设计。通过AVEVA E3D Design，设计人员可以在自动布线之
间进行切换，以节省简单工作或重复性工作的时间；直观的手
动调整工具可对路由进行精修，以实现高质量的整体设计。

无与伦比的设计重用功能
AVEVA E3D Design允许在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数据共享和
重用，将其作为一种标准。先前的装备项目中的设计和组件信
息可以在多个项目中重复使用或共享。更改管道尺寸或规格
的实用程序允许快速调整新项目。

自动交付成果和可配置化
所有可交付成果⸺工程图、管道等轴测图，BoM或报告⸺
直接从确定的三维设计模型生成，从而确保其准确性和完整
性。AVEVA E3D Design的DRAW模块还包含能与设计模
型交互的高级二维绘图工具，使客户能够快速、轻松地添加
注释、说明、草图和尺寸，而无需另外使用单独的二维绘图系
统。

自动电缆布线
此标准功能支持仪表化，使电缆能够根据预定义的规则自动
敷设到电缆桥架中。这些规则定义了诸如桥架填充水平、路
由选择和信号/电源线分离之类的参数。

可以从AVEVA Electrical and Instrumentation获得电缆
定义，或通过Microsoft Excel从第三方系统导入。可以用相
同的方式获得准确的电缆长度（包括多余的余量），以创建
BoM。

导入功能
通过Microsoft Excel的常规导入功能，可以在线分析来自外
部来源的大量数据，并将其批量加载到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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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VA E3D Design Mobile可随时随地查看和批准实时AVEVA E3D Design

高效管理分包工作包
工作分包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尽管它要求管理与分包商的接
口并在验收之前验证其工作。AVEVA E3D Design提供了独
特的Extract功能，使分包商可以独立工作，开发一个设计
包，而不影响主项目模型。工作被批准后，可以将其自动合并
到项目模型中。

附加产品

培训对于新采用AVEVA E3D Design的用户，可以通过以下产品
从该技术中直接获益：

 y 用于系统管理和配置的AVEVA Administration

 y 用于定义工程规范和组件目录的AVEVA Catalogue

特别推荐以下可选产品来扩展功能和效率：

 y AVEVA Bocad支持所有类型钢结构的详细设计

 y AVEVA Global可用于管理分布式的多地点项目

 y AVEVA E3D Design Mobile可随时随地查看和批准实时
AVEVA E3D Design。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aveva.com 或联系我们： 
contact@aveva.com

为支持我们的客户，AVEVA提供培训，以帮助客户进一步了
解AVEVA E3D Design。

另外，如果您希望使用更灵活的方法，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安
全AVEVA Cloud环境中在线提供自助培训。如果您感兴趣，
或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的培训页面： https://
www.aveva.com/en/services_and_support/aveva_
product_training

http://www.aveva.com
https://www.aveva.com/en/services_and_support/aveva_product_training
https://www.aveva.com/en/services_and_support/aveva_product_training
https://www.aveva.com/en/services_and_support/aveva_product_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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