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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 GIS 解决方案提升天然气公司整体运营效率
客户：
Sibelga
挑战：
减少软件更新带来的成本；集成多个 GIS 系统和调
度工具简化部门之间的数据流和 IT 架构；高效管理
资产生命周期

产品、解决方案：
G/Technology ；GeoMedia
效果：
满足其加快 GIS 和数据管理的需求；灵活地配置电
力和天然气的数据模型，能够为 Sibelga 的日常运
营和资产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实时数据访问，
CASE
STUDY
网络报告及分析，项目管理等功能提升端到端的网
络管理；将资产数据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中，
大大增加了数据质量和信息的及时性

Technology） 和 GeoMedia 套件，以满足其加快 GIS 和数
据管理的需求。通过灵活地配置电力和天然气的数据模型，
海克斯康这套解决方案能够为 Sibelga 的日常运营和资产
管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该解决方案在 Sibelga 被称为“ATLAS”，用于多个
内部部门，涉及了操作、调度、资产管理、服务连接和 IT
等业务板块。此外，这套系统还可通过实时数据访问，网
络报告及分析，项目管理，仪表集成，事件响应等功能提
升端到端的网络管理。
将所有的图形和文字（包括数字）资产数据集成到一
个统一的数据库中可大大增强数据质量和信息的及时性，
从而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最终，凭借对关键资产信息数
在没有供应商支持的情况下 Sibelga 需要更新其过时

据的重点分析，Sibelga 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用户

Hexagon Safety & Infrastructure Solutions Improve
服务体验上。
的地理信息系统，他们选择实施了一个实用性 GIS 解决方
Asse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for Brussels’
案，以减少技术成本，简化数据管理，集成调度工具并提
Gas and Electric Distribution Network
升资产管理。
As the sole distribution network for gas and electricity in the Brussels capital
region, Sibelga
has a tremendous daily responsibility. With more
作为布鲁塞尔市唯一的天然气分销商，Sibelga
为居 than 1,000
employees,
the
company
builds,
maintains,
and
operates
energy
住在 19 个城市乡镇的 180 多万居民提供公用事业服务。在 infra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including public lighting, for more than 1.8 million people
整个区域内，天然气管网之间有超过 100 万个连接点， 因
in 19 municipalities.
此 Sibelga 公司管理了大量的特定基础设施数据。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Sibelga grants network access to various
在没有供应商支持的情况下，选择更新其过时的地理
energy suppliers,
and in turn, performs meter reading and data validation.
The organization
exchanges
critical information
with suppliers, regulators,
信息系统，Sibelga
需要一个全新的
GIS 解决方案，可减
municipalities, and the customers it serves to ensure reliable service.
少软件更新带来的成本。其系统的现代化升级首先需要通
过集成多个 GIS 系统和调度工具来简化部门之间的数据流
和 IT 架构。此外，Sibelga
还需要一个工具来帮助他们管
MODERNIZING
THE SYSTEM
理资产生命周期，以确保高效、精准的工作流过程。
Prior to its partnership with Hexagon Safety & Infrastructure, Sibelga faced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hallenges. By 2005, its exist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ibelga 选 择 搭 设 了 海 克 斯 康 资 源 管 理 系 统（G/
system (GIS) was obsolete and vendor support was no longer available. The
company not only needed to find a new vendor, but also reduce the cost of
software updates, integrate multiple GIS and dispatch tools, and simplify its IT
architecture to reduce discrepancies and redundancies. Sibelga also needed
504a complete asset life-cycle management tool to ensure mo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workflow proces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