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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关于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是以技术为先导，设计为基础，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

管理为主体，集科研开发、工程咨询、工程设计、设备制造、装置施工和检维修

服务于一体，拥有多项专利、专有技术，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技术服务

和管理服务的全能型工程公司。 

 

公司组织体系完善、技术力量雄厚。现有员工 2800 余人，其中行业设计大师 6

人，享受国家政府津贴 4人，高级及以上职称 497人，中级职称 886人，其他管

理和技术人员 700余人。公司拥有 310多项专利、专有技术，形成了企业独有的

核心技术优势和施工安装能力。在天然气化工、石油化工、煤化工以及合成气化

工等领域的设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设备制造、大型储罐和长输管线施工、

大型或特大型设备吊装及管道钢结构工厂化预制方面构筑了强大的差异化竞争

优势，是中国石化集团大型非标设备制造基地。 

 

1.2 关于上海汉纳软件 

上海汉纳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2 月，精于图形软件的开发及集成，目前

是 Autodesk 的授权开发商，也开发过很多基于 PTC 公司的相关软件的开发。 

 

汉纳软件业务方向，一是图形软件的集成开发，主要客户是国内大型企业，如东

方锅炉，中广核等；二是选型及订单系统的开发，主要应用于空调、电梯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技术销售应用我们的系统，按客户技术要求做出产品选型，自动出 1:1

的 DWG 产品布局图，产品报价以及各种报表等。 

1.3 项目需求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对于图纸处理目前如下一些问题： 

1. 每天有大量的 AutoCAD DWG 文件及 Word、Excel 需要转换成 PDF 并完成

签名。 

2. 现有系统图纸识别准确率偏低，整体只有 65%的准确率。 

3. 一个 DWG 文件有多个图框时，无法进行图纸自动拆分 

4. 无法提取文件或图纸中的签名信息 

5. PDF 签名时经常出现签名位置错误或不匹配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至上海核工院调查时了解到核工院的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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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是由上海汉纳软件有限公司研究开发的，很好的满足了上海核工院的无纸

化转化需求。而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核工院的需求基本一致。因此特

此邀请上海汉纳软件有限公司来宁波研究，并提供测试版本，其中一些还是特别

为宁波工程公司开发。 

 

经过 5 个月的测试，总结出此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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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架构及模块 

2.1 系统架构 

汉纳无纸化系统架构如下： 

 

2.2 模块 

所有的相关系统模块分如下 5 大块： 

1. 图纸服务器 

2. AutoCAD 处理服务器 

3. Word 处理服务器 

4. Excel 处理服务器 

5. 服务器监控器 

 

其中每个文件处理服务器上都有对应的监控管理器，用于监控各处理服务器的工

作状态，及是否调整服务器及处理进程重启等。 

2.3 项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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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纸服务器 

图纸服务器负责整个系统的数据服务、接口服务，同时提供与外部程序对接的接

口。 

 

图纸服务器有如下一些系统组成： 

1. SQL Server 

2. IIS 服务器 

3. 文件服务器 

4. HTTP 文件传输协议 

 

图纸服务器的主界面如下： 

 

3.1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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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验列表 

本列表可以查看所有的校对任务列表及完成情况。 

 

 

3.3 打印列表 

用户可以在本列表查看所有转换列表及转换结果。 

 

生成的 PDF 及相关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本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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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toCAD 处理服务器 

AutoCAD 处理服务器负责处理 AutoCAD 文件，它包括如下一些工作： 

1. 提前创建 AutoCAD 提取模板 

2. 自动拆分一个文件中的多个工程图图框 

3. 识别工程图中的相关内容 

4. 自动校验工程图是否合乎规范 

5. 自动将工程图中所有图框转换成 PDF 格式文件 

6. 提取工程图中需要提取的签名信息，并以 XML 格式与转换成的 PDF 文

件一并发送给服务器 

 

4.1 模板匹配及识别 

为用户提供模板匹配的功能，用于根据标准图框生成对应的模板，我们通过模板

去识别用户图纸是否是规范；对于字体、线型等我们提供可配置的项目，用户自

行配置是否校验。用户定制模板同时，可自定义需要提取的用户数据，在用户图

纸验证过程中我们会自动提取到有效的用户信息（例如图纸文件编号）。 

 

自动识别出该文件匹配 SHB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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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图纸拆分 

提供准确的边界算法，对于同一个 DWG 文件中存在多张图纸的情况，系统可自

动拆分、打印并合并，依据该模式还可以在文件中只提取有效的图纸内容。用户

在测试环境下图纸识别率在 99%以上。 

 

图框识别界面，此界面只对管理员有效： 

 

 

图框拆分的演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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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成大小准确的 PDF 文件 

下图中拆分识别图框时，可以准确的计算出图纸大小、打印比像素及所属模板，

详细说明如下： 

 

A3(420x297mm) -1 SHB A3，其中： 

1. A3(420x297mm)，是图框大小，也就是标准 A3 图纸； 

2. -1，是打印比例，这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 1:1 这样的字符串，说明该图已

经准确的找到匹配模板； 

3. SHB，是所属的模板名称 

 
 

对应的 PDF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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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成对应的签名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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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ord 处理服务器 

Word 处理服务器负责处理 Word 文件，它包括如下一些工作： 

1. 提前创建 Word 提取模板 

2. 文件校对，与模板进行匹配检查 

3. 自动将 Word 转换成 PDF 格式文件 

4. 提取 Word 文件中需要提取的签名信息，并以 XML 格式与转换成的 PDF

文件一并发送给服务器 

 

5.1 模板创建 

为用户提供创建模板功能，用户可以定义模板中需要提取的信息。在用户创建模

板时，提取用户当前选中的位置的内容和坐标信息。 

5.2 文件校对 

根据之前创建的标准模板，我们可以判断文件是否规范，在文件校对的同时我们

可以自动提取文件中的有效信息（如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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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成大小准确的 PDF 文件 

我们提供有效的打印 PDF 的方式，在打印之前，系统会检查文件是否符合用户的

打印要求。 

 

5.4 生成对应的签名 XML 文件 

系统根据电子签名的关键字，会定位到精确的签名位置，所有签名位置保存在

XML 文件，方便后续操作。99%以上的 Word 文件可以导出正确的签名文件及对

应的 PDF 文件，个别的不符合的文件在校对时就可以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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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cel 处理服务器 

Excel 处理服务器负责处理 Excel 文件，它包括如下一些工作： 

1. 提前创建 Excel 提取模板 

2. 文件校对，与模板进行匹配检查 

3. 自动将 Excel 转换成 PDF 格式文件 

4. 提取 Excel 文件中需要提取的签名信息，并以 XML 格式与转换成的

PDF 文件一并发送给服务器 

6.1 模板创建 

为用户提供创建模板功能，用户可以定义模板中需要提取的信息。在用户创建模

板时，提取用户当前选中的位置的内容和坐标信息。 

6.2 文件校对 

根据之前创建的标准模板，我们可以判断文件是否规范，在文件校对的同时我们

可以自动提取文件中的有效信息（如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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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生成大小准确的 PDF 文件 

我们提供有效的打印 PDF 的方式，文件自动打印，保存在用户指定位置。在打印

之前，系统会检查文件是否符合用户的打印要求，调整以后打印文件。 

 

 

6.4 生成对应的签名 XML 文件 

系统根据电子签名的关键字，会定位到精确的签名位置，所有签名位置保存在

XML 文件，方便后续操作。99%以上的 Excel 文件可以导出正确的签名文件及对

应的 PDF 文件，个别的不符合的文件在校对时就可以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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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器监控器 

监控器主要功能如下： 

1. 显示每个处理服务器的工作状态 

2. 重启处理服务器的客户端，目前支持如 AUTOCAD、WORD、EXCEL、

MICROSTATION、VISIO 等这些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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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现有系统集成 

系统提供的基于 Http 协议的接口，适用范围广泛，易于和其他系统对接，在该

系统中主要提供三个接口。 

 

1． 文件校验接口 

根据传递的文件地址（FTP、共享目录）或文件，提供对该文件的标

准化校验，同时如果校验失败，能反馈错误定位。 

2． 文档发布接口 

根据传递的文件地址（FTP、共享目录）或文件，生成对应的 PDF 文

件和图纸签名信息（JSON） 

3． PDF 处理接口 

对 PDF 文件务定制化处理 

 

9 服务器扩容 

当一个集成的处理服务器无法满足图纸及文件转化的要求时，系统可以方便复制

以的方式添加多个处理服务器，以增加处理能力。 

 

如一台服务器平均每天处理3000个文件计算，当峰值需要一天处理10000个时，

布署 3-4 台处理服务器即可满足要求。 

  

http://www.uhanna.com/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无纸化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 

上海汉纳软件有限公司                  www.uhanna.com                     021-64320059 

  第 16 页 共 16 页 

10 系统测试反馈结果 

现在已经测试 6 个月，集中测试反馈如下： 

1. 测试时间 

 测试系统部署为 2017 年 12 月初，到目前，共测试 6 个月，在测试基础

上进行功能更新，问题修复，共更新版本 119 次。 

2. 测试内容 

 文件模板制作，文件校验，文件坐标提取，PDF 打印，图纸拆分，接口（打

印/校验）测试。 

3. 测试文件 

 文件校验功能共测试文件 8611 个（AutoCAD DWG 文件 2267 个，,Excel 文

件 4945 个,Word 文件 1393 个）。 

 文件打印坐标提取功能共测试文件 14049 个（AutoCAD DWG 文件 9258

个，Excel 文件 3743 个,Word 文件 1048 个）。 

4. 准确率 

 对符合宁波工程工资标准模板的文件，正确识别页数、提取坐标、文件打

印的比例为 99%. 

 对于文件不符合标准模板（dwg 外有无效线条/图框）的文件，处理正确

率 75% 

11 展望 

为了规范 AutoCAD 的文件图框及其它规范，汉纳将会给宁波工程公司提供如下

两个模块： 

1. 标准图框：根据用户选择的图幅大小（如 A0、A1、是否加长等），自动生

成标准的图框。该工具里可以有很多其它的定制，如标注样式、各种块、

文字样式、图层等 

2. 图纸验证：验证当前图纸中所有的图框是否有 

3. 属性填充：自动将业务数据填充到图纸信息，例如图纸编号、项目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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