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Enorsul Saneamento
解决方案
给水管网

Enorsul Saneamento 优化巴西奥林达的给水系统，减少
漏失
Bentley 的 WaterGEMS 帮助确定解决方案及解决方案优先级，在 43 个计量
分区中进行了实施

地点
巴西，伯南布哥州，奥林达市
项目目标
• 降低奥林达给水管网的漏失。
• 创建计量分区 (MCZ)，以解除间断
供水。
• 获得覆盖更大范围的供水能力。
使用的产品：
WaterCAD®、WaterGEMS®

快讯
• 水力建模提供了有关如何优化运
营、减少漏失以及满足当前和未
来需求的决策所需的诊断分析。
• 由于本项目的出色表现，水力建
模已演变成为公共给水管理的一
项基本手段。
• 给水管网优化将有助于克服该
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实现用水
安全。

投资回报
• Enorsul 采用 Bentley 的给水建模软
件完成了本项研究，并在 10 个月
内发布了报告，比指定周期缩短
了 8 个月。
• 这一总投资 1.3 亿巴西雷亚尔的给
水优化项目将实现每年 1,980 万巴
西雷亚尔的投资回报。
• 给水系统优化项目的成本将在 6 年
半内收回。

奥林达的用水安全
巴西伯南布哥州的可持续水项目可帮助城市供水从缺水
状态过渡到用水安全状态。国家水务公司 Companhia
Pernambucana de Saneamento S.A. (Compesa) 负责向历史名
城奥林达供水，那里的泉源水库和深井受到了干旱
的影响。由于给水管网失去了 56% 的供水，该公
司需要减少漏失，加大对缺水地区的供水。Compesa
聘请 Enorsul Saneamento 在总投资 1.34 亿巴西雷亚尔
的项目中对给水系统进行优化，以期减少 56% 的漏
失。Enorsul 利用 WaterGEMS 对系统进行建模，以确定
各个解决方案及其优先级，在 43 个计量分区中进行实
施。水力建模将研究周期从 18 个月缩短到 10 个月，
使得团队得以提前启动改进工作。总计 1.3 亿巴西雷
亚尔的投入预计将在 6 年半内收到回报，并在两年内
取消水配额供给。

如果所有城市的净化水都能进入水龙头，那么整个
城市人口就能获得全天不间断的供水。Compesa 与技
术驱动的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公司 Enorsul 签订了一份
为期 5 年的合同，通过设计和实施方案来优化供水管
网的运营，以发现和减少漏失，最终解除间断供水。
Enorsul 受命解决库容、管道计量、供水压力和分区
优化等问题。该工程的覆盖范围约为 426 公里，涉及
5,598 个供水点，影响人口约 23 万人，约占全市人口
的 70%。

漏失造成缺水
奥林达由葡萄牙于 16 世纪建立，是巴西保存最完好
的殖民城市之一。它的历史城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区被划为历史名胜
区。巴西称这个城市为文化之都，其一年一度的狂
欢节庆祝活动可以与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相媲美。
奥林达的古老历史也反映在它的水厂中，该市一半
以上的净化水由于渗漏而流失，水压变化无常，从 5 米
到 70 米不等。
奥林达给水管网的水源来自水库和管井，2012 年，巴
西东北部遭遇旱灾，水库和管井都受到了影响。这
是该地区近 40 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由于该市东北部
地区缺水，必须实行间隔供水计划，也就是每 4 天向
28 个供水区中的 7 个供水一次。在 72 小时供水周期
中，平均日供水时长为 11 小时。至少有 7 个街区通
过管道直接分流获得供水，切断了这些地区与配水
管网的连接。

WaterGEMS 水力模型再现了不同区域的给水方案，并
评估了各种假设模拟

水力模型反映现实情况
奥林达的供水系统由 8,205 根管道、储水罐、深管
井、增压泵、流速计和其他组件组成。Enorsul 使用
WaterGEMS 创建了系统的水力模型，运用“假设”
方案来确定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分析所产生的供水
效果。该项目团队编制了计量记录，执行了现场调
查，并收集了文件、计划和工程图纸，以更好地了
解系统和管网拓扑结构。更新了可用的 CAD 数据，
并将系统的物理特性加载到给水模型中，包括管道
长度、直径、材料、粗糙系数、高程和局部水头损
失。团队还利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地理参考数
据定义了管道拓扑、需水量和其他属性。通过将地
理参考数据与现场测量数据相结合，对模型进行了
校正，确保了水力模型能够准确地反映实际给水系
统的状况。

“借助 WaterGEMS 和
WaterCAD，我们可以对
奥林达给水系统的改进方
案进行评估。这些改进措
施将使该地区 25 万多名
居民、工人和游客受益。
这两个软件的使用为制定
详尽的减少漏失战略打下
了基础，使得我们能够以
230 升/秒的速度回收净化
水。实施此战略可以帮助
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而
Bentley 正是这一过程的关
键贡献者。”
—— Enorsul Saneamento
环境与污水处理工程师，
Vanessa Finamore Mi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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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使用该模型测试了有关减少漏失和实现可接
受的管网压力的各种建议。利用 WaterGEMS 生成的水
力模拟结果，比较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各种分区优
化和合并方案。对各区域的模拟给水方案进行了监测
和控制，并评估了其对库容的影响。Enorsul 通过模拟
运营变化以及在关键点施加干预，确定了管网的最佳
解决方案。这些模拟还根据人口增长和由此产生的水
需求的假设，预测了管网性能随时间的变化。分析认
为，到 2021 年，奥林达的人口将增长 5%，到 2037 年
将增长 22%。该项目团队的分析确定了哪些地方必须
增加供水，哪些地方可以减少供水，以便为目标人口
提供全天不间断的用水。

长期决策支持
水力模型为每种方案都生成了即时的结果，提供了规
划奥林达供水管网长期修缮所需的数据。项目团队
分析了从当前到 2037 年的情况。Bentley 软件为流程
各个阶段的数据管理、项目设计、可视化和修改提
供了各种资源。这些资源促进了 Enorsul 项目团队、
奥林达管理团队和 Compesa 运营管理团队之间的沟通
和决策。
Enorsul 与奥林达的运营和维护团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以讨论可以采取用来减少漏失的措施。水力建模清
楚地表明了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改进，以便能以最
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效益。最理想的方案是解决管
网缺陷，这样，给水系统就有可能到 2021 年将损失
从 56% 减少到 36%，到 2037 年进一步从 36% 减少到
29%。

Enorsul 根据模拟结果建议新建 48 公里的管道，以及
替换 60 公里的废弃管道。改进措施包括安装 130 个
截止阀，25 个减压阀，43 个测距仪，2 个增压泵，以
及建造 5 个容积为 2,000 立方米的储水罐。这些干预
措施将进一步把 28 个计量分区分成 43 个计量分区。
这一改进项目预计将减少管网漏损，使 Compesa 每
秒可回收 230 升水。这将使该水务公司能够在两年内
取消间隔供水。

投入将在 6 年半后得到回报
水力建模省去了现场测试的费用，还展示了建模在
管理短期和长期给水管网方面的价值，包括规划和
管网调度改造。在使用 Bentley 的供水管网水力模型软
件后，Enorsul 在 10 个月内完成了研究并发布了报告，
比指定工期提前了 8 个月。这使得该项目可以提前实
施，提早减少漏失。通过优化管网，Compesa 能够减
少需要处理的水量，并且能提供全天不间断的供
水，同时还可以显著降低公共设施的运营成本。
Compesa 预计，在这一投资达 1.3 亿巴西雷亚尔的供
水优化项目中，每年的投资回报将达到 1,980 万巴西雷
亚尔。按照这一速度，项目成本将在 6 年半内收回。
作为世界银行资助的伯南布哥州可持续给水项目的
一部分，经过优化的奥林达给水系统将进一步实现
巴西的可持续给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目标。通过采用
现代化的手段管理城市水资源，修缮给水管网，减
少水资源浪费，可以克服缺水问题，实现该地区的
用水安全。充足的供水将减少健康风险和医疗费
用，降低消防和公共安全等应急费用，并提高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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