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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的深入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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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设计业务与信息化手段的融和程度日益增加，以三维设计为核
心的数字化设计，将成为贯穿工程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主轴线。本文对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
计中的各类应用模块及应用范围进行深入研究，对随之产生的效益进行了分析，并对后续的发展
进行了展望，为全面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三维设计；变电工程；变电站；应用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3D design
in substation engineering
Li Sihao1 Sun Jianlong2 Zhou Hongwei2 Zhou Yuanqiang1 Zhou Bing1
(1. Jiangsu Electric Power Desing Institute, Nanjing 211102;
2. Econ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State Grid Jiangsu Electirc Power Company, Nanjing 210008)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n desig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means is increasing. Digital Design with the Core of 3D Design, will become
the main axis of the project throughout the life cycle. In this paper, various types of application modu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digital 3D design of substation are further researched, and the benefits are
analyz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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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三维设计是新一代智能设计平台的基
础，目前我国各行各业均广泛、深入的应用三维设

环节、多部门共同维护和使用，支撑变电站全寿命
周期的管理理念。

计技术，数字化三维技术在电力行业的普及化也是
[1]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0 年国家电网公司相关
部门出台了电网工程信息数字化移交规范，2013 年
国网经研院 发布了输变 电工程数字 化设计应用 导

变电站数字化设计的深入应用研究，是目前各
设计院研究的重点 [3-4]。

1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主要特点

则，2017 年初至今正在编制和发布的“输变电工程

1）开展多专业三维协同设计 [5]，搭建全站三维

三维设计系列标准”，对电网工程设计单位的设计成

模型，进行智能主接线设计、三维智能布置、断面

果提出了标准规范要求。近期国网组织的若干项变

剖切提取、三维防雷接地、碰撞检查和电气距离校

电站工程三维设计专题竞赛，强力推动了三维设计

验、二次逻辑原理设计、智能建筑设计、全站漫游

的进步与发展。

及施工进度模拟等，实现全站可视化、信息化、数

通过变电工程数字化设计，将能够极大的提高
[2]

变电站的设计质量、设计效率 。可视化程度大大

字化。
2）建立数字化交付系统，集设计、施工、运行、

提高，检索难度大大降低。工程信息将由设计部门

维护为一体，具备向数字化系统移交数据和文档的

数字化移交给其他生产或管理部门。数据信息将贯

条件，推动数字信息在项目全寿命周期中的顺畅流

穿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直到退役，多阶段、多

动，打破信息孤岛，并协助业主建立交付平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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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应用

2.1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平台建设
构建变电站三维数字设计平台，以包含基础模
型和标准化方案的大型网络数据库为支撑，借助三
维手段和数据智能关联机制，实现同一变电站工程
中的电气、结构、建筑、水工、暖通、总图等多专
业的协同设计。
变电站三维数字设计平台系统包含两大子系
统：①涵盖电气一次设计、电气二次设计、建筑设
计、结构设计、暖通水工设计、总图设计等各设计
专业，如基于 Bentley Microstation 平台，集成 Bentley
公司的 Substation 电气设计软件、AECOsim BD 建
筑设计软件、STAAD pro 结构设计软件、GEOPAK
场地设计软件等。并通过开发软件接口，对接如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 PKPM 建筑结构计算软件、上
海同磊土木工程技术公司的 3D3S 钢结构软件和
3DPTower 构架集成软件、南京博力斯信息技术公司
的 SmartDesigner 智能二次设计软件、北京科翼顺驰
公司的 AutoLay 电缆敷设软件等；②工程项目的全
寿命周期管理提供集成的工程管理协同设计系统，
如 Bentley 公司的 ProjectWise 系统。
在引进软件公司提供的三维设计软件的基础
上，一方面进行消化吸收，最大程度利用软件本身
的数字化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依据设计图纸施工
图深度的要求，进行深入的分专业模块化开发。由
于目前不少专业程序是基于国际开发平台，如
Bentley Substation 电气设计软件，操作习惯和方法
等与国内大多数设计院并不一致，因此往往需进行
本地化的软件定制开发工作。
2.2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应用模块
三维设计以数据库作为基础，由数据驱动图形，
达到可视化、数字化、信息化的设计目标，下面根
据我院的变电三维设计开发平台建设，按主要专业
的功能模块对数字化三维设计进行应用研究。
1）电气一次专业设计
使用集成多个功能设计模块的 Bentley Substaion
系统，对电气一次专业进行全流程的设计。可通过
计算模型模板自动生成阻抗图进行短路电流计算；
依据典型模板图库，快速绘制二维主接线图；设定
过滤参数，进行智能设备选型；通过间隔参数设置，
进行三维设备批量布置；进行设备编码，关联接线
图和布置图，保证设备的惟一性；从三维布置图中
剖切提取断面图，达到断面图与布置图相关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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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设备标注和材料统计；参数化绘制导线，并
进行导线受力分析，生成施工报表；开展全站碰撞
校验，完成电缆沟与基础、地下管线等硬碰撞校验；
开展全站电气距离校验，完成带电体与带电体、带
电体与建构筑物等安全净距控制校验；以可视化模
型完成防雷、接地、照明等辅助系统的设计；嵌入
计算模块，通过软件自动信息化流程完成计算的输
入与输出。
2）电气二次专业设计
使用 SmartDesigner 智能变电站设计大师软件，
进行电气二次智能逻辑原理设计，自动导入智能设
备的 ICD 配置文件，建立模型，通过编辑逻辑和连
接关系，自动生成 SV/GOOSE 信息流图、过程层/
站控层组网示意图、光缆/电缆联系图、光缆/电缆清
册等施工图纸。
使用 AutoLay 电缆敷设软件进行设备建模及布
置，设计电缆通道，包括通道建模、布置和定位，
电缆/光缆沟（支、吊）架、竖井支架、光缆槽盒、
埋管等布置。根据布置结果，导出埋管、电缆沟支
架等材料表及相关敷设图纸。自动统计电缆/光缆长
度，导出含长度信息的清册。
3）土建专业设计
Bentley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程序是一
套综合性的建筑设计软件，包含了建筑、结构、暖
通、给排水、建筑电气等模块。通过本程序可以快
速完成站内主控楼等建筑设计，采用参数化创建三
维建筑全信息模型，以切片方式提取平立剖施工图；
并通过噪音声环境计算，作噪音分析；进行照度计
算，布置照明设备；通过设备部件建模，开展暖通
设计和给排水设计。
STAAD pro 软件可进行结构计算及分析，对钢、
木、铝、砼等各种材料构成的框架、塔架、桁架、
网架（壳）、悬索等各类结构进行线性、非线性静力、
反应谱及时程反应分析。STAAD pro 软件具有强大
的三维建模系统及丰富的结构模板，可方便快捷地
建立各种复杂三维模型。
通过 Bentley GEOPAK 完成场地设计，基于 3D
地形进行场平及土方平衡计算，自动切片绘制地形
断面图。
通过开发软件接口，将 PKPM 建筑结构计算软
件生成的数据文件，导入 AECOsim BD 软件后直接生
成建构筑物三维模型；
将 3D3S 钢结构软件和 3DPTower
构架集成软件生成的 IFC 文件，导入 AECOsim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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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的 Structural BD 软件后生成构架、塔等三维
模型。其中，3DPTower 变电构架集成设计软件，集
成建模、分析、杆件验算、节点设计、施工图绘制
五大功能，实现施工材料精细化控制。
4）协同管理设计
使用 Bentley Projectwise 工程管理系统，此系统
有集成化、标准化、实时性、安全性和易用性等特
点。其中，集成化是将各专业设计成果集中存放；
标准化是指 所有资料图 纸按照统一 的标准模式 管
理；实时性是能保证本工程的项目参与人员获取的
信息永远是最新且同步的；安全性由工程参与人员
多级权限控制来实现；易用性是指本工程管理系统
界面因类似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实用易上手。
协同管理的流程分文档管理、协同管理、设计
配合、设计校审和成品出版六个部分。基于协同工
作模式，在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实
现对工程图纸和资料的有效管理与控制，确保分散
的工程内容的惟一性、安全性和可控制性，使分散
的项目团队成员及时沟通与协作，并且能够迅速、
准确地获取所需的工程信息。
通过协同设计管理平台，确保了本工程的可控
制性和安全性，加强了各专业之间的配合和沟通，
使整个设计过程完整、流畅。
5）成品发布应用
Bentley Navigator 平台，是模型浏览审查工具，
方便快速查看数字化三维设计的成果模型。针对复
杂工序以及施工管理，开展施工进度模拟、设备吊
装模拟、动/静态碰撞检查等，对施工进行数字化指导。
发布的成果即可以查看各种数字化信息，也可
以在 ipad 等移动应用终端上展示，实现可视化虚拟
交底。
2.3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应用范围及深度
工程的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关键是实现工程信息
在工程各阶段的流动与共享。全寿命周期的源头是
设计，在信息化设计时代，设计阶段不仅仅是完成
常规的设计工作，也是整个工程信息的建立过程，
没有设计的信息化，就没有数字化移交，也就无法
实现工程的全寿命周期管理 [7]。
因此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应在工程各阶
段均进行深入应用。
1）方案设计阶段
数字化三维设计在本阶段提供可视化效果，直
观的展现出变电站方案，介绍变电站三维设计应用
及数字化交付方面的目标，更好的体现设计想法和

创新亮点。
2）可行性研究阶段
本阶段的数字化设计侧重于地学信息应用 [8] ，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勘察数据系统以及水文信息数
据指导变电站站址选择、大件运输方案。
3）初步设计阶段
搭建全专业全员参加的数字化设计平台，开展
电气、结构、建筑、水工、暖通、总图等各专业的
协同设计。通过三维布置，在数据库里的标准化三
维方案基础上，对各电压等级配电装置场地进行优
化，以碰撞校验和电气距离校验确保尺寸优化的合
理性。实现多专业并行设计模式的协同设计。优化
总平面布置时，配电装置与建筑物优化同时展开，
电缆沟布置与设备支架布置同时展开，基础与排水
设施同时布置。避免工作质量通病，提高设计效率。
该阶段需要提交满足初设深度要求的数字化变
电站模型数据，以供评审单位、招标单位、建设单
位使用。
4）施工图设计阶段
在施工图阶段，根据中标的厂家资料，绘制三
维模型并录入模型库；在前阶段三维成品基础上，
根据实际施工图内容进行智能替换布置。在二维接
线图中，更新设备参数，并与新更换的三维设备作
智能关联。剖取各配电装置型式的断面图，并按图
纸深度要求，自动提取设备信息，作设备标注、定
位标注、材料统计等。通过各专业的三维模块工具，
三维设计二维出图，完成主要施工图卷册的出图工作。
设计完成后，通过三维渲染，输出变电站整体
渲染效果及三维动画，展现变电站三维全景，更加
准确的反映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实现虚拟交底，让
业主单位对建设效果实时掌握，同时也让施工单位
人员对一些特定的工程细节有了直观、准确的把握，
从而如实的反映设计思想、体现设计理念。
5）运行维护阶段
三维设计为业主提供传统设计产品的同时，还
交付给业主与采购、施工安装、运行、资产管理相
关的数字化设计成品，协助业主建立交付平台。工
程数据流可用于变电站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各个
阶段，增加设计成品的附加值。

3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的效益分析

3.1

出图质量和效率
采用三维协同设计手段后，直观可视性显著提
升，设计质量、设计效率有效提升，其最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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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实现了“三维设计、二维出图”，方便施工和运
行人员。三维设计基于底层数据库驱动，图形、数
据同步实时更新，具有关联性，可确保同一元素在不
同图纸中的惟一性，从而使得设计成品优良率 100%。
基于三维设计软件开展变电站设计，包含工艺
设计与布置设计两大块。工艺设计重在原理、流程，
而布置设计则重在相关位置、几何尺寸等。由于采
用基础数据库为设计依据，因此设计重点逐步倾向
于工艺优化方面，同时也实现了从设计源头实现工
艺标准化目标。
更重要的是，三维设计强调专业间的协同互动，
各专业使用统一平台进行设计，各专业设计内容实
时更新，形成高效的设计互动，成果共享，避免了
由于传统互提文件资料方式带来的信息不一致的问
题。三维协同设计效率较传统工作模式可提高 40%～
60%。
基 于 三 维 协同 设 计 的 变电 站 设 计 流程 如 图 1
所示。

1）提升设计手段
（1）三维设计以数据库作为基础，由数据来驱
动图形。实现数字化设计的目标。
（2）三维协同设计支持专业内以及专业间的协
同设计，所有的项目人员在同一个整体设计环境下，
即同一个数据库支撑，一次输入多次利用。
（3）自由灵活的 2D/3D 混合工作流，使得所有
的布置图纸都是对三维模型的全部或部分采用切面
功能自动生成，既保证了设计图纸的一致性，又保
留了原先施工图采用二维图纸的习惯。3D 模型和经
过再符号化的富含工程意义的 2D 图面能够智能联
动，更改了三维布置，二维图纸会自动更新；更改
了二维图纸，三维布置也会随之变动。
（4）三维平台具有强大的可视化功能，提供动
态漫游、高级仿真渲染等高级功能。预览建成后的
变电站全貌，增强变电站可预期性，指导工程的施工。
2）保证设计质量
（1）三维软、碰撞检查和安全距离校验功能，
能够让设计人员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碰撞检查和带电
距离等校验工作，大大提高了设计质量，在工程初
期设计阶段就能够避免一些错漏，为工程的施工、
管理带来很大帮助。
（2）三维设计通过标准设备型号库来给各种设
备赋予信息、属性。在标准设备型号库中，每一个
条目均可录入或修缮相对应设备的数据。在工程的
不同阶段、不同人员可以共享这些数据信息，这一
功能保证了各种设备或管理台帐的完整性、准确性
和惟一性。
（3）基于数据型号库中的设备代码信息，可实
现接线原理图中二维符号和布置图中三维模型的设
计数据关联，从原理图中的符号直接导航到布置图
中对应设备的模型，反之亦可。并且导航到的设备
会高亮显示，方便设计或管理人员的查询。

图1

基于三维协同设计的变电工程设计流程图

3.2

效益分析
变电三维数字化设计系统以兼容性很强的大型
网络数据库为支撑，以三维为手段，将变电设计当
中涉及到的电气、结构、建筑、水工、暖通、总图
等各专业的设计工作集成到统一的系统上。在三维
下进行准确的安全净距校验与设备材料统计等，提
高了设计精细化水平，并满足了电力公司对于数字
化移交的要求，对实现电网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跨
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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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量统计准确，变电站主要设备、设计
数据、材料数据的自动汇总统计均取自于底层数据
库，既准确又方便，避免人为的疏漏。并为材料采
购、技经统计等环节提供数据支持。
3）提高设计效率
三维设计采用多专业协同设计模式，各专业在
统一平台协同工作。系统自动存放所有结构化的工
程信息；非结构化信息则通过交互形式提交给系统；
管理平台与专业应用软件集成，直接获得软件输入
和输出信息，而形成包含数据、三维模型、图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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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的完整的工程信息。多专业协同设计模式避免
了二维模式下专业之间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
配合时容易出现的问题。同时改变了常规设计的串
行设计模式为并行设计模式，缩短项目的设计周期。
4）提高设计产品附加值
（1）三维设计方案依靠直观的界面和便捷的操
作，能够更容易在三维平台中实现布置的优化设计，
为业主提供更合理、经济的布置方案。
（2）三维设计平台具有很强的数据库功能，可
以将估算的数据精确化，分散的数据集中化，为业
主提供数据翔实的三维模型设备台账，并与变电站
的状态检修数据进行衔接，实现对设备全寿命周期
管理，为变电站后期维护改造提供方便。
（3）三维设计为业主提供传统设计产品的同时，
还交付给工程业主与采购、施工安装、运行、资产
管理相关的数字化的设计成品、设备数据、材料数
据及其技经数据。

4

变电工程数字化三维设计的应用发展

变电工程设计全面应用数字化三维技术，建立
起统一的数字化设计平台，实现设计、建设阶段的
可视化、智能化、实现信息在全寿命周期的共享，
最终向业主移交数字化变电站模型，这将是变电工
程数字化三维设计的发展方向，集中体现在基础信
息集成化、数据模型一体化、设计成果数字化、成
果应用全程化等几个方面。
4.1 基础信息集成化
拥有一体化的多元地理信息系统，该系统包括
地理空间数据、电网空间数据、电网专题数据、污
区专题数据、水文信息数据等，通过三维可视化和
信息化技术，支持变电站站址选择、站区规划及大
件运输方案确定等工作。
如结合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地球地
理信息系统 [8] 等，建立变电站三维选址平台，利用
航测、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对变电站站址进行优选。
4.2 数据模型一体化
具备方便、快捷构建多维信息模型的能力，扩
展性强。多维信息模型是数字化三维设计及变电站
全寿命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它是在三维模型的基础
上，加载了设备、材料的基本信息，如数量、参数
及技术规范、模型间相互关联关系、与外部环境的
关系、时序关系等内容，它的扩展性体现在其数字
化成果——多维信息模型可随设计、建造、运行等

工作的逐步开展而不断充实，可以在建设、生产运
维阶段赋予更详细的数据信息。
“数据模型一体化”在近几年国家电网公司推
进的通用设备应用也能起到推动作用。将通用设备
中的名称、编号、技术参数、电气接口、二次接口、
土建接口等相关要求均集成到模型属性中，充分利
用三维软件平台中强大的数据应用及管理功能，对
通用属性数据做固化处理，充分贯彻执行全流程应
用通用设备的理念。同时，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
包括最后的闭环收口环节，均可通过模型属性数据
对通用设备的执行应用情况做明确的记录和管理，
实现通用设备应用和管理的完整闭环。
4.3 设计成果数字化
具备设计过程可视化、集成化和智能化功能。
1）可视化。利用先进的建模技术，建立的可视
化三维设计模型不仅能真实、直观、全面地反映设
计意图，还能在三维的基础上进行装配、碰撞检查、
有限元分析、运动分析等高级辅助设计工作，可方
便地生成传统建设过程所用的工程图。通过三维出
图、模拟施工等方式加强设计与施工的配合，施工
图设计成品质量进一步提高；通过基础数据库、工
程数据库，对实体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使工程量的
控制更加精确。
2）集成化。数字化三维设计平台可以将不同专
业的设计软件及应用系统统一进行集成，通过集成
实现信息共享，通过集成实现建模、计算、绘图一
体化，通过集成实现“所见及所得”，保证设计质量。
3）智能化。将人工智能引入数字化设计平台，
使其具有智能校审能力从而达到设计智能化的目的。
4.4 成果应用全程化
具备虚拟现实能力。具有三维漫游展示功能，
使设计、评审、建设管理、施工建设、运行检修等
人员更加直观地了解工程方案。
在设计评审阶段，提供多种现代化模式辅助评
审。将设计模型输出为 3D pdf 格式，使用普通的
adobe reader 就可以查看三维模型；使用如 ipad 等
便捷移动终端仿真漫游三维模型；采用 VR 手段，
辅助检阅设计成品等。这些现代化的方式，将更好
的提高设计评审水平。
在施工阶段，通过对接三维信息模型，将工程
进度管理的核心要素：持续时间、可交付成果、已
完成工程量、资源消耗等内容转化为可供三维软件
模块计算统计利用的数据信息，进行施工进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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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施工进度横道图、动态施工模拟图，以指导
施工计划管理，实现工程进度的动态精准控制。
在运维阶段，利用数字化三维设计成果，集成
变电站设备在线运行监测系统的实时数据，可实现
以三维可视化的方式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动态数
据，并集中展示变电站的空间位置信息、设备主要
设计参数、巡视维修记录以及设备运行状态信息，
实现变电站智能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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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模块、应用范围等方面开展分析研究，进行了
效益分析，对目前的发展重点进行了介绍。数字化
三维设计具有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多种优势，
是常规二维设计手段无法比拟的。随着设计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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