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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iere Energy, Inc. 
利用 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抓住新商机，
支持业务转型 

Cheniere 与 Cohesive Solutions 合作部署 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解决方案，在升级的萨宾帕斯设施上实现复杂资产的维护转型。 

分享文章 
      

 

 

 

业务挑战 

为利用美国页岩油大爆发这一绝佳商机，Cheniere Energy 决定将其萨宾帕斯接收站从进口和重新汽化液化

天然气转型为液化并出口液化天然气。显然，这一过程更为复杂。 

 

 

转型 

Cheniere 与 Cohesive Solutions 合作部署 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解决方案，在升级的萨宾

帕斯设施上实现复杂资产的维护转型。 

 

 

成果 

 

业务挑战 

适应全新业务模式 

短短几年内，美国能源行业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型历程。随着页岩油革命空前提高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产

量，美国从一个石油和天然气供给一度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产出国。 

 

页岩油大爆发戏剧性地重塑了天然气市场，Cheniere Energy 的案例是一个最好例证。该公司以前一直在萨

宾帕斯建设进口接收站，进口液化天然气并将其重新汽化，从而满足国内需求。当页岩油大爆发来临时，

Cheniere 采取了一项大胆的举措。它开始在萨宾帕斯接收站构建液化功能，将其转变为全球首个双向液化

天然气设施，既能够液化并出口天然气，也能进口并重新汽化国外采购的液化天然气。 

  

在萨宾帕斯接收站添加液化功能的决定改变了整个商业格局。过去 40 年间，该公司已然从一个单纯的液化

天然气进口商，发展为在美国本土 48 个州范围内建造的首个液化装置的所有者。 

 

因此，该公司已准备好在美国天然气生产商与全球客户和市场之间重新建立纽带。为确保成功，Cheniere 

采取了各种必要措施来保证其液化操作的正常运营。 

提升 

使维护工作满足资产需求，

进而提升效率 

最大化 

实现运行时间最大化、提高

安全性并促进合规 

降低 

通过更加智慧的维护和库

存管理，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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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应用总监 Ahmad Mousselli 阐述道：“天然气液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牵涉到大量的生产线，我们

称之为“线路”，它们由数千个需要全天候运营的高科技部件组成。让所有这些资产按照合理的工序运营对我

们来说很关键，因为停工可能会中断生产，影响盈利能力。 

 

随着运营范围的扩大，我们显然需要对库存和工作管理流程做出一些重大变动来保持设施高效运行，并且要高

度重视安全和环境责任，这是 Cheniere 业务运营的基石。” 

 

停运计划经理 Ivan de Lorenzo 补充说：“我们知道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定可靠详实的业务流程，因此我们

花费了数月时间来详细规划所有相关的维护、采购和财务流程。工作量非常之大，但为了能更加顺利地过渡到

全新业务模式，这样做很值得。” 

 

 

“在 Maximo 中，我们找到了支持液化天然气运营转型所需的平台。” 
—Cheniere Energy 运营应用总监 Ahmad Mousselli 

 

 

转型故事 

日臻完善的资产管理 

Cheniere 最初计划重新配置其现有的企业资产管理 [EAM]  系统，但做了大量评估后，公司认为单靠系统无法

提供所需级别的灵活性和功能性。Cheniere 转而决定采用全新的 EAM 平台，用来全程支持其重新设计的业务

流程。公司选择的解决方案是 IBM Maximo for Oil and Gas，该解决方案来自 IBM Watson IoT（物联网）

产品服务组合。 

 

Cheniere 与 IBM 顶级业务合作伙伴 Cohesive Solutions 通力合作，指导项目顺利实施。Ahmad Mousselli 

解释说：“Cohesive 深厚的业务和运营知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拥有为其他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实施 

Maximo 解决方案的丰富经验，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完成项目。” 

 

Cheniere 制定了一个紧凑的实施计划，力求在一年时间内完成项目。与此同时，该公司还要重新实施其 

Oracle E-Business Suite Financials 应用，这让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Cohesive 副总裁 Russ Anderton 谈到：“Cheniere 完成的项目确实很了不起：我个人从未见过哪家公司能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并行实施这么大规模的项目。同时实施 EAM 和 ERP 系统确实十分艰巨。Cheniere 的成功

有力地证明了该公司在业务流程设计、项目管理和变更管理方面的投资，说明了它并没有单纯着眼于项目的技

术层面。” 

 

Ivan de Lorenzo 补充说：“在整合方面，必须考虑多个业务方案和配置选项。时间十分紧张，我们需要快速

响应才能处理未知变更和临时变更。多亏 Maximo 的灵活性和 Cohesive 雄厚的专业知识，这一切才变成可

能。” 

 

现在，Cheniere 已经在整个资产生命周期（从库存控制和工作管理到监视和维护）内建立了一致且优化的业务

流程，而这一切均依托 IBM  Maximo for Oil and Gas 的有力支持。Maximo 解决方案与该公司的 Oracle 

Financials 应用在不同层面进行整合，进而对涉及财务和运营数据流的各种流程进行无缝端到端管理。 

 

例如，创建工单后，Maximo 工作流程会对该工单执行审查、财务审批、规划和调度，直至完成。如果工单需

要完成采购操作，那么 Maximo 会创建一个采购申请，并立即传送到 Oracle Financials 进行审批。Oracle 接

着将处理采购订单和发票管理流程。 

 

Cheniere 还利用 Maximo 的报告功能，让团队更准确地了解资产、工作安排和运行性能。 

 

Ivan de Lorenzo  解释道：“我们为 Maximo 用户（尤其是维护人员）量身定制了 50 多份报告。这些报告包

含日常和每周的工作安排，对他们非常有用。Maximo 中的报告十分灵活且便于掌握，我们的很多用户都已经

生成了自己的报告。同时，我们也在利用 Cohesive 的一个解决方案设置关键业绩指标，这便于我们从战略和

战术角度查看业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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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丰硕 

实现卓越运营 

Cheniere 改进了业务流程，能够深入洞察公司范围的活动，从而让效率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更高的运营
质量，尤其是在维护规划和调度方面。 

 

Ivan de Lorenzo  解释道：“我们能深入了解资产和维护活动，同时拥有复杂的工具和机制来全面管理这些活
动。最终实现了出色的运营控制和问责，尤其是在规划和调度方面。例如，服务请求和工单工作流程能够自动
将各项工作传送至特定的团队或个人，缩短了响应时间，加强了运营问责。” 

 

Ahmad Mousselli 补充说：“IBM Maximo 是一个大型解决方案，明显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能更准
确地分析资源可用性，更快地将工作分给合适的人员，进而降低了返工率，缩短了响应时间。这最终意味着我
们能更快、更高效地满足业务需求，最大程度减少代价惨重的宕机，让我们的设施更加安全地运行。” 

 

Cheniere 围绕丰富的资产长期运行数据搭建了一个存储库，最终实现了预测性维护，优化维护和维修工作，
进而延长资产寿命，避免了意外宕机，并降低了成本。 

 

Ivan de Lorenzo  说道：“我们目前利用 Cohesive 集成到 Maximo 中的 OSIsoft PI Historian 解决方案，
对资产运行时进行实时监控。一旦积累了几年的历史数据，并建立了一些基准和有关维护时间间隔的其他指标，
我们就能够优化维护规划，从而更高效地协调资源，实现最长的设备正常运行时间。” 

 

Ahmad Mousselli 总结说：“过去几年是 Cheniere 大刀阔斧进行转型的几年。有了 IBM Maximo 软件为新
的运营流程提供支持，我们便有了坚实的基础来继续开发领先的液化天然气平台，这个平台有可能改变美国乃
至全球天然气市场的格局。 

 

 

关于 Cheniere Energy, Inc. 

Cheniere Energy, Inc. 是一家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能源公司，主要经营液化天然气相关业务，在路易斯安那州拥

有并运营萨宾帕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 Creole Trail 管道。通过其子公司 Cheniere Energy Partners, L.P.，

Cheniere 在萨宾帕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开展了液化项目。Cheniere 还在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附近建

成了一家液化天然气液化工厂，探索与现有液化天然气业务直接相关且为数不多的商机。 

 

 

 

解决方案组件 
 

• 资产和运营管理 

 

 

采取下一步行动 

Cohesive Solutions 是一家业务解决方案和咨询公司，帮助广大企业通过应用企业资产和业绩管理解决方案来

提升业绩和盈利能力。Cohesive 将数十年来的行业经验、久经考验的交付方法和业内最佳的软件技术融为一

体。 

IBM Watson IoT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提供全球最深入广泛的平台之一，可彻底改变资产的流式数

据的作用，而特定于领域和行业的解决方案则可为企业、政府和个人带来全新的价值。有关 IBM Watson IoT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internet-of-things 

 

查看更多客户案例或了解有关 IBM Watson IoT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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