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将电气和三维
建模相结合，释放
更高的效率

用于造船厂、设计公司和系统集成商

CADMATIC 船用电气



CADMATIC Electrical

CADMATIC Electrical 将通过集成工作流程和高级功能来确保最大化的设计输出。

CADMATIC  Electrical是第一款全面基于数据库的综合解决方案，可满足船舶工业
电气和自动化工程的不同设计和文档需求，即所有的电气、仪器仪表和自动化工程
都使用一种设计应用程序。

主要优势：

 · 涵盖电气、仪表和自动化设计的
完整文档需求

 · 与CADMATIC其他设计应用集成

 · 多用 户和 基 于 数 据 库 的 功 能 架
构，高效的团队合作和统一的设
计风格

 · 集中式数据管理: 创建一次数据，
可以多次使用；在一个地方编辑
数据将在所有情况下更新数据

 · 最大限度地提高所有项目工作流
程的灵活性

 · 生成和重复使用的选项功能，保
证了设计工作的高效、省时

 · 数据准确性和质量保证

所有电气图和布置图都使用同一款软件

CADMATIC Electrical主要交付的内容包括，单线和
多线图、接线图、方框图、机柜和面板的2D/3D布局
图、电气布置图等CAD 及PDF图纸，还包括电缆清单、
设备清单、材料清单等CAD报表以及Excel清单。使用
CADMATIC Electrical，您可以创建电气、仪表和自动
化（EIA）工程所需的全部文档。即通过一个易于使用
的软件平台来实现所有的图纸、图表和报表的生成。

选择最适合你的工作方法

CADMATIC Electrical提供了多种工作方法，来帮助您
开发设计流程以实现最高效率，无论您的客户提出何
种要求。使用标准化的项目模块来生成你所需的文
档，可以重复使用您之前的项目又或者从头开始设计
文档。生成和重复使用是实现更快速交付和节省时间
的主要手段。CADMATIC Electrical将帮助您实现高项
目质量和激励员工的目标。

CADMATIC Electrical 是船厂、
设计公司和系统集成商最安
全的选择。

CADMATIC P&ID 电气项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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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MATIC Electrical允许数据通
过软件和文档流动。



CADMATIC Electrical与其他软件解决方
案的高度集成，将释放更高的效率

我们已经将CADMATIC Electrical开发成为
了设计工程师高效的工作台，目的是将其他
常用的重要软件与CADMATIC Electrical集
成在一起。高效全面的集成大大的加快了信
息的传递，并提高了信息数据的准确性。

在数据驱动的造船中，数字数据流确保了数
据的一致性、可靠性，并且可以跨专业、跨项
目阶段以及在姐妹船系列上的重复使用。数
据驱动并联了整个造船过程，同时最大限度
的减少或消除了手动数据处理，保护了数据
的完整性并优化了造船的流程。

综合集成设计

借助智能对象的管理和平稳的集成，实现前所未有的效率。

通过一次元素的创建或编辑，并使其在所有文档中实现更新。与其他
软件解决方案的集成降低了手工数据的处理次数，以及其允许有效
的数据使用，使得CADMATIC Electrical成为海洋工业电气设计领域
中不可或缺的强大工具。

通过便捷的导航实现对智能对象和数据的管理

在CADMATIC Electrical中，包含所有的元件，如设备、电缆
等，都可以在不同的电路图或者布置图中重复出现。对于
集中式数据管理，它被认为是具有多个事件的单个元素。
用户也只需要一次元素的创建或导入即可实现。例如，在
创建对象后，您可以通过项目数级轻松插入使用或者分配
其他文档的附件引用。

元素对象可以出现在图表、电气布置图或机柜与面板的布
局图中。而通过编辑一次引用的元素对象信息后，同一元
素的所有其他的引用都会自动更新。无论您面临的文档是
何种类型，都可以使用导航工具轻松找到所有的对象事
件。您还可以随时将文档和报告与之前的版本进行校对，
跟踪以及突出显示的修改对象，确保项目的高质量。

与Microsoft Excel的合作带来设计效率的提升

CADMATIC Electrical与Microsoft Excel的集成提供了让设计工作更高
效、数据更丰富的方法。您可以轻松的将大量的数据通过Excel文件进行
导入，或者重新导入到电气项目数据库以及图形中，而无需在电气中重复
键入信息。

如果需要，Excel强大的工具将足够保证用户能轻松的响应不断变化的需
求。所有的电气项目数据都可以在数据库工具中以数据结构和表格的形
式进行可视化。用户可以通过友好的表格视图将所有项目信息显示在一
个窗口中，稳健的品质保证将更容易实现。同样的数据在它的整体或过
滤模式下，都可以在Excel中快速轻松的打开和编辑。同样，Excel的各种
功能，如批量编辑功能，都将给电气设计带来巨大魔力。

Excel中的项目数据和模板图纸也可以用于自动生成新的电气图。标准化
的准备模板和模块的基础工作将带来未来的竞争优势。



使用CADMATIC集成软件组合进行多专业的协作

跨专业合作是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关键。 
CADMATIC Electrical与CADMATIC 产品系列深度集成： 
Outfitting、P&ID Diagram和 eShare。 

当CADMATIC Electrical与3D建模以及eShare结合使用
时，可以链接到以下内容：

 · 示意图和原理图

 · 电气布置图

 · 三维对象，如电气设备、配电盘、机柜等

 · 电气和自动化安装的制造信息

 · 供应商的数据信息

 · PLM/PDM/ERP系统的数据

将电气设计与三维模型相连接

用户从集成设计环境中带来的受益：

 · 降低成本

 · 缩短交付周期

 · 减少设计、制造和供应链中的质量问题

 · 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

 · 改善决策

 ·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 降低返工风险

使用CADMATIC Electrical将使您的电气项目与其他的CADMATIC设计应用
程序相连接，将您的工作效率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CADMATIC Electrical完全的集成到了CADMATIC 船舶设计系列解决方案
中，如Outfitting, P&ID and eShare。这也确保了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的数据
完整性和自动数据流，很大程度的减少了错误和返工并降低了成本。

Electrical

CADMATIC
三维电缆设计
从CADMATIC Electrical导
入电缆，并反向同步布线
的电缆长度信息。

CADMATIC eShare
导入PDF文档以及合并项
目数据，与CADMATIC 
Electrical共享信息。

CADMATIC 
P&I Diagram
将电气设备信息导出到
CADMATIC Electrical中。

电气文档

CADMATIC 
三维舾装模型
从CADMATIC Electrical
导入设备和位置信息，
并同步回来。



智能化的设备信息管理对于节省时间至关重要

在设计布满各种精密设备的复杂容器时，设备的管理是重要的。

设计者需要在整个项目文件去注意设备数量和其数据的准备性，
且没有出错的余地，因为错误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为了便于管理整个项目中的电气设备，CADMATIC Electrical采用
以产品模型的形式使用设备模板的技术。如此，用户可以管理所
有与设备相关的数据，如2D符号和3D模型、技术信息或附加数
据、产品数据、终端编码和铭牌等。用户可以轻松的创建和维护自
己的设备库，以及其详细的信息。且当设备添加到项目文档后，相
应的数据会自动显示到电气文档、报表、舾装三维模型中。如果需
要编辑更改数据字段或设备的值，在整个项目中所有相关事件都
会自动更新，包括图形符号。无需逐个的单独编辑。

使用自动化报表确保项目品质

在CADMATIC Electrical中所有的报表都是自动生成，
只需一次双击即可完成更新。报表可以在Excel或PDF
中以列表模式生成，也可以在CAD中以图形的形式生
成。CADMATIC Electrical中存在许多可用的报表模板。
此外，用户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数据字段轻松创建结构化
报表模板。报表工具允许使用各种过滤和排序功能来包
含最重要的数据。

可用报表类型的示例：

 · 设备清单（按标识 或物料清单）

 · 电缆和接线清单

 · 电路列表

 · 输入/输出列表

 · 文档列表等

自动化报表和设备管理

借助自动化报表和设备管理，节省了时间并降低了之前手动工作所带
来出错的可能性。

通过使用软件处理基础性问题，如生成报表或时刻更新设备信息。 
将您宝贵的时间放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



舾装

CADMATIC 船舶舾装和管道确保了
在分布式和多专业的工程项目中实
现等级驱动的三维设计，无论设计团
队位于何处，也无论三维模型范围有
多广、项目难度有多复杂，CADMATIC
软件工具都将会持续的促进、协调
和验证每个设计人员的工作。

船体

CADMATIC船体和结构设计为船体
设计提供了CAD/CAM软件解决方
案，从基础设计开始，到创建文档
进行分类，形成完整的三维详细设
计模型，并自动提取大型复杂项目
下的生产数据。

船舶解决方案产品系列

CADMATIC船舶设计软件帮助用户在设计、项目和生产的各阶段中节省了时
间。高质量的项目工程信息使得预制和预舾装块成为了可能，从减少了施工
的时间。除CADMATIC Electrical之外，还提供船舶结构和舾装设计及信息管
理的解决方案。

eShare

EShare是CADMATIC信息管理产品
系列的旗舰产品。它通过提供一种
创新且操作简单的方式来使用数
字孪生并优化业务流程，从而实现
项目设计和管理的工程解决方案。
它允许组织在一个单一且易于访问
的网站平台中共享、查找、组合和
可视化项目的信息及其资产信息。

CADMATIC Electrical基础环境

CADMATIC Electrical是基于Windows 64位且
拥有独立数据库的设计应用程序，使用的是自
身完整的Unicode CAD平台。数据库技术源于
于微软的SQL或Access。它与DWG/DXF/DRW
以及IFC个格式相兼容，并允许PDF文件和光栅
文件的导入以及导出。项目数据也可以导入或
导出到微软Excel。CADMATIC Electrical可以
独立使用，同时可以与其他CADMATIC设计应
用软件集成使用。

主要优势：

 · 跨专业协作和数据的准确性

 · 一款包含用于所有的电气、自动化和仪表文档的
多功能软件包

 · 多样化的设计流程，确保更好设计质量和节约
时间

 · 自动化带来的更高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减少了非
必要的人工工作

 · 各设计阶段之间的无缝过渡

 · 提高生产率和盈利
能力

 · 短暂的学习、启动和
实施周期

 · 多功能且久经考验
的产品：安全的选择

CADMATIC提供

 · 船舶设计综合集成的软件组合

 · 全面的海洋工业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需
求的认知和理解

 · 实施、支持和流程方面的建议

 · 灵活的许可选项



CADMATIC是船舶和海洋工程，流程工业和能源工业领先的3D设计和信息管理软件开发商和供应商。

CADMATIC 
Linnankatu 52 A

20100 Turku, Finland
+358 2 412 4500

sales@cadmatic.com
www.cadmatic.com

CADMATIC全球办事处，请参阅 
www.cadmatic.com/contactus

CADMATIC的总部位于芬兰的图 
尔库和荷兰的格罗宁根。

我们在澳大利亚，中国， 加拿大,  
匈牙利，印度，意大利，俄罗斯，新加
坡，西班牙和阿联酋都有工作人员。

我们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15个国 
家/地区拥有经过认证的经销商和合 
作支持伙伴。我们不断增长的客户 
群包括60个国家的7000多个客户 
组织。

CADMATIC 中国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025号

1808-09室
邮政编码：200235

电话：+86-21-69910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