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SKA South Africa
地点
南非加拿芬
项目目标 :
• 在预算限制和紧张的工期内
设计并建造一台世界级的射
电望远镜。
• 实施一个严谨有序的配置
和变更管理流程以优化
MeerKAT 的性能和可靠性。
• 促进全球多专业团队之间精
确的信息移动化和协作。
使用的产品
AssetWise

快讯
• 这台耗资 20 亿兰特的望远镜
包含 64 根不定形分支 Gregorian
碟形天线，其中每根碟形天
线的投影直径为 13.5 米。
• AssetWise 使 SKA South Africa
能够将完整的构建时配置移
交给运营和维护过程，同时
使项目管理团队继续掌控资
产基础设施。

ROI
• 使用 AssetWise 可确保随时向
分散各地的项目团队成员提
供全面且精确的数据，减少
返工并降低成本。

SKA South Africa 为一项全球性超大型科学计划
提供可靠性设计采用 Bentley AssetWise 优化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的数据管理和信息移动化
世界级望远镜
Square Kilometer Array (SKA) 项目是 10 个成员国（包括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组织共同开展的全球项目，旨
在回答有关宇宙起源和发展的基本问题。SKA 项目
是一个在未来几十年将工程和科学工作效率推向极
致的超大型科学计划，需要发展前沿技术和培养创
新能力，包括设计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以高
于当今 Internet 流量的速度处理数据。它将使用成千
上万个碟形装置和多达 100 万根天线，并将整合全
球的一系列望远镜来帮助天文学家以前所未有的精
细度探索宇宙，以比任何现有射电天文设施快得多
的速度勘测整个天空。SKA 将分两期建造，SKA1 位
于南非和澳大利亚，SKA2 会将科学基础设施扩展至
覆盖其他非洲国家和整个澳大利亚。
作为 SKA1 阶段的组成部分，SKA South Africa 将在距
离南非加拿芬小镇 90 公里的偏远贫瘠的卡鲁地区
设计和建造耗资 20 亿兰特的 MeerKAT 射电望远镜。
MeerKAT 是 SKA 望远镜的前身，现需要集成到 SKA1
的中频组件中。在被 SKA 超越之前，它曾是南半球
规模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该项目包含土木
工程基础设施（包括 160 公里的地下电缆）、大规
模碟形装置结构设计、为所有电子设备专门建造的
安置建筑、软件开发以及网络与通讯。为了优化

• AssetWise 提供严谨有序的
工程管理和配置系统，使
MeerKAT 的性能得到了提升。
根据基准规范，其性能增值
可能接近 10 亿兰特。
• MeerKAT 和 SKA 的成像能力
将改变全球的天文学和科学，
为南非带来巨大的可持续经
济效益。

AssetWise 凭借可靠性为资产的每一个阶段保驾护航，确
保在 30-50 年的有效期内以最长的正常运行时间经济实惠
地维护最终资产。

MeerKAT 的性能，确保精确的信息移动化，并提高项目
团队之间的协作，SKA South Africa 需要在这台世界级望
远镜的设计、施工、维护和运营中实施资产和信息管理
流程。

在互连的数据环境中工作
MeerKAT 望远镜由 64 个互联的接收器组成，每个接收器
包含一个天线定位器（其中每根碟形天线的投影直径为
13.5 米）、一组无线电接收器和一组相关的数字转换器。
这种设计被称为分支 Gregorian 光学布局，可确保优异的
光学性能、灵敏度和成像质量，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射频
干扰。它可以安装多个接收器系统，并提供众多运营
优势。
SKA South Africa 为 MeerKAT 提供项目管理和系统工程服
务。考虑到项目所涉结构的复杂性，SKA South Africa 与
全球各大组织和学术机构签订合同，合作设计和制造天
线、接收器、光纤网络、数字转换器和相关仪。由于多
个承包商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因而优化项目管理以
牢牢掌控设计和资产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获得精确的
信息则是整个项目团队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一个资
产信息和文档管理系统；它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一点也
不简单。”SKA South Africa 的 MeerKAT 项目经理 Willem
Esterhuyse 评论道。

“通过确保始终提
供全面且精确的
数据，高效及时
地完成工程变更
程序，我们得以
将返工率降到了
最低水平，实现
了紧张的工期目

SKA South Africa 部署了 AssetWise 来实施其资产和信
息管理系统。组织内的所有现场均可通过密码和
安全组访问该系统，外部项目团队参与者则可通过
Web 界面访问该系统。该系统通过虚拟 / 物理层次
结构来组织各个项目，工作人员借此可以轻松访问
各自环境中的项目，而安全组则提供一个受控环境，
使用户只能看到和自己相关的信息。在互连的受控
数据系统中工作，不仅优化了全球的协作和信息移
动化，还确保了数据完整性，以简化工作流，尽可
能减少返工，并满足紧张的工期要求。此外，借助
Bentley 资产性能软件的数据互用性，还可将文档和
资产数据与 SKA South Africa 的物流和维护管理系统
相集成，同时依然能够掌控 AssetWise 中的设计和资
产基础设施。

标，超越了用户
期望。”
– Willem Esterhuyse，
SKA South Africa 的
MeerKAT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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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和变更管理
灵敏度是射电望远镜的关键性能指标。为了改进
MeerKAT 的灵敏度，SKA South Africa 实施了一个严
谨有序的系统。该系统需要通过对组件、子系统
和最终安装系统进行定性分析来验证分析结果。在
Bentley 技术的支持下，SKA South Africa 能够应用最
佳实践配置管理原则，从而提高了 MeerKAT 的灵敏
度，相当于增加了 36% 至 99% 的碟形装置，同时又
不会增加预算。

Bentley 的资产生命周期信息软件为 SKA South Africa 提
供协作式受控解决方案，以便高效地维护和管理基
准、变更及资产配置。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获批准的
文档促进了信息移动化并提高了资产性能，使团队
能够及时、有效地在预算内满足项目交付要求。

建立超大型科学项目的模型方法
作为 SKA 的前身，MeerKAT 的用途不只是作为探路望
远镜集成到 SKA1 中；它还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于管
理全球的超大型科学项目面临的复杂性及挑战。SKA
South Africa 采用 AssetWise 实施了一个信息管理系统，
来提高资产数据在整个项目和资产生命周期内的整
体可访问性、质量、完整性和相关性。
该软件对于管理复杂的 MeerKAT 设计而言是一种有
用的解决方案 – 当资产进入运营和维护过程时，
AssetWise 可与其他物流和维护管理系统集成，为员
工提供数字资产的单一视图，并控制设计和资产基
础设施。

MeerKAT 已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超过 500 位国
际天文学家和 58 位非洲天文学家提交了使用建成后
的望远镜进行科学研究的提案。MeerKAT 的首幅光
图像呈现了浩瀚宇宙一隅中的 1300 多个星系，而该
区域中只有 70 个星系是我们原先已知的；该望远镜
除了管理资产配置外，鉴于 MeerKAT 的范围和规模， 只使用 64 个接收器中的 16 个便能捕捉到这一幕。
同样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流程来适应和有效传达变更。 AssetWise 为 SKA South Africa 提供了必要的协作信息
管理和资产性能技术来将这个世界级项目付诸实现。
通过 AssetWise，所有项目参与者均可得知发生的任
“我认为我们推广和管理科学项目的方式已经基本
何变更、谁进行了变更以及变更的影响，从而节省
实现工业化。”Esterhuyse 先生表示。
大量维护时间，减少返工和风险。通过集成的变更
管理系统，SKA South Africa 能够掌握所有可用的信息，
以了解变更的影响、确保变更顺利实施、根据变更
制定决策并及时高效地向所有利益相关方传达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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