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TRC
解决方案：
公用事业输配电

TRC 实施协同三维建模技术，交付新南街变
电站

地点：
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

利用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 集成主设计模型，避免了施工延误和
成本超支

项目目标：
• 为美国国家电网公司拥有近
百年历史的南街变电站重建
和更换项目提供设计和工程
服务。

升级老化的基础设施

• 将现有条件与新变电站的施
工相结合，保证原有变电站
正常运行。
• 向客户提供二维设计交付
成果，并按预算如期完成
项目。
使用的产品：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
Descartes、MicroStation® 和
ProjectWise®

快讯
• 国家电网南街变电站的重建
和更换，确保了可靠的能源
供应并支持普罗维登斯市的
经济发展。
• 项目位于重要的拥挤地段，
设计复杂。
• TRC 实施了三维协同建模策
略，利用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
将 2000 多个不同格式的文
件集成到变电站的集成设计
当中。

ROI
•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 优化
了设计，可以将来自不同设
计平台的关键分包商信息集
成到单个主设计模型中用于
跨专业检查和碰撞检测。
• 借助完全集成的三维模型，
团队能够在装配和施工之前
解决问题，避免了现场施工
延误和成本超支。

为确保能够继续安全可靠地向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
市供电并满足未来市区发展的电力需求，美国国家
电网公司启动了更换现有南街变电站的项目，该变
电站最初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该项目包括重建
115/11.5/23 千伏室内变电站，并将其迁移到普罗维
登斯市的一个重要的拥挤地段。TRC 是一家工程设
计、环境咨询和施工管理公司，赢得了工程设计、
采购和施工 (EPC) 合同。合同要求拆除三个 115 千伏
的架空配电线路，将其改造为地下电缆线路，将现
有 27 条 23 千伏和 11 千伏的馈电线路从旧设施改线
至新变电站，并为 47 套电缆和 60 个开关设备重新
布线。
在时间紧迫且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新南街变电站的
建设面临着设计和协调方面的诸多挑战。面对这些
挑战，以及将现有条件与新变电站的施工相结合，
保证原有变电站正常运行的要求，TRC 需要采用协
同、数据可互用的技术来优化分包商、不同专业和
不同地点之间的信息共享与集成，从而满足客户要
求，交付二维设计文件。

协同技术推进集成设计
考虑到许多独特挑战不利于维持原有预算和进
度，TRC 决 定 采 用 Bentley 软 件 实 现 协 同 三 维 建
模来交付项目。作为一个大型、复杂的 EPC 项目，
在 TRC 对变电站的设计过程中涉及到大量 CAD、
Revit 与其他文件格式的建筑、结构和机械分包商
文件，以及来自 TRC 土木工程团队自己的三维文件。
借助 ProjectWise 和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TRC 利用
了来自多个办公地点的资源，合作处理了 2000 多个
CAD 文件和第三方格式文件。

利用基于 ProjectWise 的互连数据环境，实现文件
共享和安全存储，TRC 准确记录了从分包商处收到
的所有信息，从而为所有项目数据建立了单一真实
的信息源。通过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TRC 可以
整合来自各个三维设计平台的文件中的关键信息，
从而实现完全集成的设计模型，用于跨专业检
查。Bentley 的协同项目管理和建模技术促进实现了
不受地点限制的无缝信息共享和三维综合全面设计
的创建，同时 TRC 交付的二维 MicroStation 文件能
够满足国家电网的要求。
此外，使用 Bentley 的变电站建模软件还简化了设计
集成，并为优化变电站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借
助这些模型，TRC 可以向客户进行全面的变电站三
维预排演示，这种视觉表现形式增强了客户对设计
的理解，从而能够更高效地审查室内和室外设计。
这些三维模型也用于建筑效果渲染，以供规划委员
会和公众评审。TRC 利用 Bentley 的协同、数据可互
用的设计软件实现了全面的集成设计。

智能三维建模的优势
利用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TRC 能够创建一致的智
能模型，在设计完成之后的阶段也能最大程度
地提高效率。将关键分包商信息集成到 AutoCAD
和 Civil 3D 中，即可对整体设计进行审查，从而有
助于在施工之前采取主动策略来识别问题。具体
来说，就是项目团队通过将母线槽承包商的设计文
件集成到 OpenUtilities Substation 的主三维模型中发
现了偏差，该三维模型在装配之前由分包商进行
了纠正。考虑到设计的复杂性和拥挤的母线槽区
域，TRC 的 ProjectWise 管理员 Jason Poissonnier 表
示：“如果我们使用二维文件进行设计审查，在安
装母线槽之前就不太可能发现这个问题。”

“将来自分包商的
不同类型的设计文
件融入到三维模
型，真正实现全面
审查，最后发现了
许多需要重新设计
的地方，因此避免
了在之后的施工过
程中发生代价高昂
的变更。”

借助完全集成的三维模型，优化了跨专业的审查和
碰撞检测，发现了存在干扰而需要重新设计的几个
区域。在设计阶段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节省大量时
间，否则会在装配、安装或施工过程中花费大量时
间重新设计解决方案或在现场等待重新设计的装
配。通过在虚拟建模环境中工作，实现了一种主动
的设计方法，避免了施工延误和成本超支，从而确
保了项目能够按预算如期交付。Bentley 的数据互用
技术提供了集成式智能三维设计的所有优势，同时
帮助 TRC 满足客户对二维 MicroStation 交付成果的
要求。

面向未来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新南街变电站的成功交付标志着国家电网有能力在
拥挤的城市地区对其基础设施进行重大升级，从而
为客户提高可靠性并扩大输电容量。可靠的能源对
普罗维登斯市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新变电站将推
动计划内的城市增长并确保未来的 I-195 重建计划顺
利实施。为变电站供电的新设备与升级后的电力线
路将满足预期的住宅和商业用电需求增长。

——TRC 公司
ProjectWise 管理员
Jason Poisson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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