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Manila Water Company, Inc.
解决方案：
供水管网
地点：
菲律宾黎刹省国家首都区
项目目标：
• 减轻自然灾害对国家首都区
和黎刹省的 Manila Water 客户
产生的不利影响。

WaterGEMS 为 Manila Water 设施的灾害恢复和应变计划
执行优先级排序
利用 WaterGEMS，该水务公司通过总体规划减少了 3.8 亿美元的潜在损失
在灾难期间提高供水可靠性

• WaterGEMS 的关键性分析有
助于对设施的复原进行优先
级排序。

由于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带，菲律宾频繁发生地震、
火山喷发和台风，造成重大损失。Manila Water
Company, Inc.（马尼拉水务公司） 制定了自然灾害风
险防范与缓减总体规划，旨在确保在自然灾害期间
提供可靠的供水服务，其服务区域涵盖马尼拉市东
区（国家首都区）和黎刹省。利用 WaterGEMS ，可
以模拟在一个或多个串联供水系统发生故障时的工
况，同时可以模拟在非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不同
设备对系统造成危害的程度。该成果帮助马尼拉水
务提前优化了供水系统中上百个设备的运行工况，
为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整体规划提供了决策性的支持，
减少了 3.8 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如果不采取这些措
施，损失将达到 5.2 亿美元。

• 水力模拟有助于在安全可靠
的水源附近找到疏散地点。

风险资产

• 确保在此类灾害期间有可
靠、经济的供水。
• 为百余个设施的恢复措施和
应变计划执行优先级排序。
使用的产品：
WaterGEMS、Bentley Map

快讯

• 这些模拟能够识别人口中
心附近的地下应急水库的
位置。

ROI
• 最初预测表明恢复灾后供
水服务的成本将达到 5.2 亿
美元。
• 基于 WaterGEMS 模拟的预测
将节省3.8亿美元供水服务恢
复成本。
• 到 Manila Water 的特许经营
期结束时，该总计划节省了
3,000 万美元的保险成本。

为了评估对该等灾难的应对能力，Manila Water 开展
了灾害恢复与业务中断 (RBI) 研究，以确定哪些设施
最容易被损坏。RBI 研究表明，公用事业部门水坝、
水输送分配管道、水处理厂、水库及其他设施将会
遭受严重损坏。损失评估结果表明，重建这些设施
将花费 5.2 亿美元。
该公用事业公司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无法承担失去
这些重要设施的后果，完全恢复这些设施的运行能
力将花费太长的时间。RBI 研究建议提高高优先级设
施的恢复能力，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而低优
先级设施则需要通过应变计划来应对各自的损失。
最终的目标都是要缓解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在发生该等灾难期间提供可靠的供水服务，并
以最经济的成本来完成这些目标。节省的资金不仅
会让该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及其公共部门合作伙伴受
益，而且会以低关税的形式惠及到各个客户。

Manila Water拥有向马尼拉大都会东部地区提供水处
理、市政供水、市政排水和卫生服务的特许经营权，
该地区拥有着超过 600 万的居民、商业及工业用户。
该特许经营权覆盖 24 个城市和都市区域，总面积达
1,400 平方公里。政府委托 Manila Water向客户提供不
间断的供水服务，同时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
Manila Water 希望能在自然灾害期间持续提供可靠的
供水服务，这对于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生命保障
都至关重要。
菲律宾平均每年遭受 20 次台风威胁，其中 10 次会发
生地崩，5 次会达到超级风暴的程度。2009 年，菲
律宾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灾害，台风凯萨娜 (Typhoon
Ketsana) 造成 670 人遇难，经济损失达到 2.37 亿美元。
菲律宾每年还会至少经历一次破坏性地震。2012 年，
菲律宾萨马岛爆发了一次 7.6 级的地震，致使 100 多
万人流离失所，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导致关键设施
无法正常运行并破坏了供水服务。政府灾害评估部门
预测，下一次灾难性地震可能会导致多达 34,000 人遇
难，饮用水的供应中断将持续数月之久。

通过采用 WaterGEMS 创建模型，将压力和流量布置
覆盖在基于 GIS 的地图上，项目团队找到了具有可靠
供水服务的区域。

“减轻自然灾害的
不利影响就是与时
间赛跑。Bentley
WaterGEMS 帮助
Manila Water 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投资金额，
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
了其设施的恢复和应
变能力。这些成果为
其服务的客户带来显
著效益。如果没有这
种模拟功能，那么完
成和优化该总体计划
很可能被推迟，不会
这么迅速。”
— Diogenes Adelbert Voltaire
B. Evangelista，马尼拉水
务公司供水系统分析与规
划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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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恢复总计划
Manila Water 通过执行严谨的流程来优化该总计划，
旨在提升百余个设施的灾害恢复和消除能力。Bentley
的供水管网分析和设计软件 WaterGEMS 用于构建模
型并模拟整个供水系统的运行工况。该模型整合了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数据，其中包括地面高程、水量
负荷和模式、管道剖面图和其他参数。用于构建模
型的诸如自动高程和需求分配、节点分配的各种
WaterGEMS 功能，有效帮助了 Manila Water 创建精确
的水力模型。
对不同场景下的运行模拟揭示了水系统在失去一个
或多个组件时所受到的影响，进而展示了当一个或
多个系统处于关闭状态时，互连系统将会作出怎样
的反应。假设场景包括了评估疏散中心位置选项、
网络细分、水资源储备能力及其他变量。这些成果
有助于 Manila Water 识别重要设施并充满信心地对其
进行优先级排序。例如，如果主水管线的损坏导致
了压力缺失，WaterGEMS 会计算可从备用来源调用的
水量以及所需的时间。如此便可判断出哪些设施对
供水保障的影响最大，因此需要相应的恢复措施。
这种建模还会帮助该公用事业公司制定出能够应对
灾难性损失的应变计划。这些模拟会识别地下应急
水库的最佳位置，以便在互连管道系统损坏时提供
疏散中心和其他人口中心。此外，该总计划还优先
考虑那些一旦发生故障将会造成进一步破坏的设施，
以大坝为例，如果大坝毁坏，将会导致洪水决堤。

之后，Manila Water 采用了 WaterGEMS 来确保这些站
点能够在灾难发生期间拥有安全可靠的供水服务。
WaterGEMS 提供了项目成本计算、支持文档以及可供
所有利益相关者审阅的详细报告。这些计划明确指
出了不采取任何措施的风险，以及在各种偶发情况
下采取相应措施来确保获取饮用水的益处。该模型
不仅根据设施的关键性对资本支出进行了优先级排
序，而且有效减少了对非重要设施的不必要开销。
简而言之，该调查有助于让所有资源充分发挥各自
的价值。这才是利益相关者能够接受的结果。

经济合理的风险消减
根据最终的 RBI 调查预测结果，将风险防范和应急措
施应用到设施优先级排序当中将会在灾难期间减少
3.8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WaterGEMS 模拟结果表明，
建议措施将大幅减少马尼拉大都会和黎刹省的财产
损失和业务中断。更重要的是，该计划将确保为
Manila Water 的客户稳定供水。
Manila Water最初预计恢复成本将达到 5.2 亿美元，大
部分通过水费进行支付，但它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
找到了一种经济、可行的方式，将损失降至最低，
并在灾难期间提供可靠的供水服务。RBI 调查和总计
划流程为 Manila Water 提供了所需信息，使其制定出
周全的决策。该总计划的财政可行性让该公用事业
公司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相信，可以用最少的
投资，拯救宝贵的生命。

政府与公司协作
在调查和规划的过程中，Manila Water 与当地政府部
门以及国家减灾风险治理委员会展开了密切协作。
这确保了该公用事业公司的总计划与各政府机构的
应急计划保持一致。WaterGEMS 模型帮助各机构选择
最合适的位置作为疏散地点：在基于 GIS 的地图上，
由 WaterGEMS 生成的压力和流量剖面布置图创建的
视觉效果图有助于设想人口中心地区的供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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