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RISE Structural Design, Inc.
解决方案
制造
地点
日本
项目目标
• 执行管道应力分析并提供准
确的评估，满足业主的安全
和成本要求
• 确保熔炉周围的管道能够在
300 到 900 摄氏度的温度下
正常运行
• 通过多专业协作和数据共享
同步结构和管道分析与设计
使用的产品
AutoPIPE® Advanced、STAAD®

快讯
• 在多专业设计团队之间进行
有效的协调对于避免延迟至
关重要。
• RISE 使用 STAAD 的 pipelink
功能创建管道和结构相结合
的模型，自动在管道支撑点
处连接梁。
• 弹簧支架确保管道极具灵活
性，可应对极端温度。

ROI
• 应用程序的处理速度帮助设
计团队在更短的时间内分析
更复杂的模型。
• 使用 Bentley ISM 解决方案改
善了低效工作流程，例如检
查各部门之间在设计策略上
的差异。
• 与使用其他软件选项相比，
Bentley 的应用程序将耦合
分析所用的时间和成本减少
了 10 倍。

RISE Structural Design 使用创新技术执行甲醇厂的
管道应力和结构分析
AutoPIPE 与 STAAD 集成，提高生产效率并保持项目进度

在结构设计和管道分析方面经验丰富
RISE Structural Design, Inc. 的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专
门从事海外工厂、建筑和管道设计的结构设计与分
析。该公司在地震诊断领域颇负盛名，基于在提供
安全耐用的结构设计与管道分析方面积累的丰富经
验确定情况并制定方案。

队使用 STAAD 的 pipelink 功能创建管道与结构相结
合的模型。通过该操作会自动在管道支撑点处连接
梁，这将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设计团队使
用 AutoPIPE 进行耦合分析时，用户可以轻松将管道
荷载分析的结果传输到 STAAD 进行结构分析。

RISE 在日本一个甲醇厂负责管道应力分析项目，并
对工厂熔炉附近的管道执行管道应力分析，熔炉
温度在 300 到 900 摄氏度之间。该公司负责提供准
确的评估并降低钢材的成本，其中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安装弹簧支架，确保管道系统能够灵活应对熔炉
的极端温度。在结构和管道等各设计团队之间进行
有效的协调对于避免延迟至关重要。以前，项目
中涉及的每个专业都独立进行分析并在不同
条件下使用，这就很难创建三维数据，并
增加了分析时间。传统脱节的工作流不适用于
RISE。
RISE 需要能够消除部门之间生产效率障碍的解决方
案，使各部门都可以连接到管道模型。通过将管道
模型与结构模型相耦合，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连接到
管道支架的结构的运行状况。这对于弹簧支吊架和
恒力支吊架的选择非常有效。综合的功能使设计变
得更加简单、安全和经济。

AutoPIPE 提高设计分析速度
然而，整合模型面临着诸多挑战。设计团队必须考
虑不同部门模型中的数千个交叉和连接。为了解决
这一挑战并保证设计进度按计划完成，项目团队
采用了 AutoPIPE，该软件可以管理数千个节点和管
段。该应用程序的处理速度快，能够帮助设计团队
结构在更短的时间内分析更复杂的模型。此外，团

通过管道与框架模型，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连接到管道
支架的结构的特点。

“我们使用 AutoPIPE 和 STAAD 之间的 pipelink
集成功能，在短时间内创建了管道和结构模型，大
大降低了设计成本，”RISE Structural Design 技术顾
问 Nobuaki Koremoto 表示，“我们公司既有管道分析
部门，又有结构分析部门，将两个部门之间的障碍降
至最低，我们就可以有非常出色的耦合分析流程。”

“只有 Bentley 的应用程序能为我们
提供对管道和结构执行耦合分析所
需的可靠性能。”
———RISE Structural Design 技术顾问，
Nobuaki Koremoto

“我们使用
AutoPIPE 和 STAAD
之间的 pipelink 集成功
能，在短时间内创建了
管道和结构模型，大大
降低了设计成本。
我们公司既有管道分析

Bentley 解决方案改善低效工作流程
RISE 使用 Bentley 的集成结构建模 (ISM) 解决方案进
行耦合分析，改善了低效工作流程，包括检查各部
门之间在设计策略上的差异、调整计划和降低项
目交付成本。集成模型有助于提高分析效率，如
果项目团队使用传统脱节的数据工作流，效率可
能会下降。这一决策降低了设计成本。Koremoto 补
充道，管道应力分析团队使用 Bentley 应用程序进
行耦合分析比使用其他软件节省了 10 倍的时间和
成本。“我们相信，通过逐一克服各工程公司面临

的实际和组织问题，将耦合分析作为标准设计方法
会为工厂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带来巨大的效益。”今
后，Koremoto 计划使用 Bentley 的应用程序进行耦合
分析，以实现高质量的设计。“我们希望利用这些
优势，在未来继续积极开展耦合分析，使耦合分析
成为标准设计方法。”

部门，又有结构分析部
门，将这两个部门之间
的障碍降至最低，我们
就可以有非常出色的耦
合分析流程”
——RISE Structural Design,
Inc. 技术顾问，
Nobuaki Kore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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