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
Roy Hill Iron Ore
地点 :
澳大利亚皮尔巴拉
项目目标 :
• 通过实施最佳给排水基础设
施降低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
石采矿厂的成本。
• 满足多个最终用户的不同需
求，同时保护有限的优质地
下水。
使用的产品 :
WaterGEMS

快讯
• Roy Hill Iron Ore 正在建造澳大
利亚最大的采矿厂，包括占
地 300 平方米的供水和脱水
处理厂。
• 为降低运营支出，Roy Hill 的
水资源管理团队采用
WaterGEMS 在矿井寿命期内
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对整个集
成网络进行建模。
• 借助针对方案分析的水力模
型，该团队能够优化管道尺
寸等因素，以在不断变化的
矿井网络中将成本降至最低。

ROI
• WaterGEMS 可确保不间断的
采矿作业，从而每天避免约
2000 万澳元的潜在收入损失。
• 通过降低运行压力，系统中
80% 的管道可以采用较小的
管道以减小矿井对环境的影
响，从而在前两年节省
160 万澳元，并在矿井寿命期
内节省 1600 万澳元。
• 通过 20% 的燃油减量目标，
Roy Hill 可在矿井寿命期内
节省价值 240 万澳元的柴油，
相当于 2100 辆汽车一年的
油耗。

Roy Hill Iron Ore 对耗资 100 亿澳元的采矿厂给排水基础
设施的设计和运营进行优化
®
WaterGEMS 水力模型可在长达 20 年的矿井寿命期内节约数百万
资金

不断完善、高度灵活的脱水和供水网络
在西澳大利亚州的皮尔巴拉地区，珀斯东北方向
1200 公里处，Roy Hill Iron Ore（简称 Roy Hill）正在建造
一个大规模的露天采矿厂，该厂每年将能够加工 5500
万吨铁矿石。该项耗资 100 亿澳元的该国最大的铁矿
石开采项目包括一个贯穿 300 平方公里的供水和脱水
网络，并且该网络需要在长达 20 年的矿井寿命期 (LOM)
内不断调整，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采矿和矿石加工需求。

用耗资 5 亿澳元的计划来减少 20 年的 LOM 成本，水资源
管理团队计划优化未来系统的设计，以降低基础设施要
素在资本支出方面的潜在规模和等级，减少运营方面的
燃油和维修费用。为了实施一个经济有效的供水和脱水
系统，确保在高度动态的采矿环境中地下水位始终与矿
井底保持至少 1 米的距离，从而不致对采矿计划和作业
造成任何影响或延误，该团队需要一个全面的给水和分
析解决方案。

Roy Hill 工程服务部的水资源管理团队负责矿场原水供 集成水力建模解决方案
应和脱水系统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该团队面 该团队采用 WaterGEMS 设计了一个详细表示给排水系统
临的挑战包括满足消耗需求、保持良好水质以及确保 的完全集成的水力映射模型，包含所有可在现场建造和
实现脱水和防尘目标，同时在快速波动的采矿环境中 完工的关键项，如孔和管道。WaterGEMS 的数据互用性
尽可能减少溢水处理。随着铁矿石价格在过去几年内 使该团队能够从其他内部部门导入航拍图像和参考数据
大幅下跌，从 2011 年每吨 180 澳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跌 并以兼容格式为负责系统运行、促进信息移动化和简化
至 2016 年的 55 澳元，Roy Hill 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 决策的现场工程师和操作员生成建议布局。借助协作模
为此需要通过优化水资源管理来减少资本和运营支出。 型，该团队可充分了解网络的动态特性，这些特性涵盖
“水资源管理在现场非常重要，因此它在出资方整理 从系统扩展到随时间推移不断改变的钻井产量和质量特
出来的由 47 个条件构成的列表中位列第二。”Roy Hill 征。此外，在集成环境中对整个脱水网络进行建模还可
水利规划工程师 Craig Nelson 表示。该矿区的综合给排 加速信息移动化，帮助该团队做出明智的决策。
水基础设施目前包括提供成品矿石加工用水和饮用水
的 24 个高水质生产钻井、为矿石加工组件和防尘用品 对 WaterGEMS 的假设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提供水源的六个低水质独立钻井，以及 49 个脱水钻井。 水资源管理团队利用水力模型完成所有系统规划和设计，
在矿井寿命期内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脱水系统（原 以执行特定的假设方案。通过对当前和未来的方案进行
水和盐水）。原水脱水系统预计峰值使用量为 105 个
建模，该团队可以优化管道尺寸、压力等级等因素，以
活动钻井，盐水脱水网络预计峰值使用量为 75 个钻井。 最低的成本满足不断变化的运营需求。采用 WaterGEMS，
钻井没有永久的供电系统，全部依靠柴油发电机来运 该团队能够快速周转设计信息，以在采矿作业前满足紧
作，高峰运行期间预计将会用到 220 公里的 HDPE 管道， 张的脱水流程开发工期要求并确保业务持续运转。
直径范围可达 DN800。

“Bentley 的 WaterGEMS
软件是项目取得成功的
基石，帮助项目团队顺
利地向 Roy Hill 铁矿场交
付了不断完善、卓有成

Roy Hill 对当前和未来的方案进行了全面建模，从而
实现了采用 PN6.3 或 PN8 的低压力等级安装 80% 的管
道，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资本支出，在前两年的
运营中已经节省了 160 万澳元。此外，这种设计方法
还帮助项目团队消除了业界在考虑未来各种情况时
通常采用的任何保守做法。“在 20 年的矿井寿命期
内，这种方法有望节省大约 1600 万澳元，这主要归
功于我们所采取的系统设计方法。”Nelson 解释说。

效且高度灵活的脱水和
供水系统。”

概念验证方案可确保实现节约

— Roy Hill Iron Ore 给
排水基础设施负责
人 Simon Wind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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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aterGEMS 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方案进行建模，从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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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Hill 将每个钻井的燃油消耗率加载到具有不同的泵
和发电机尺寸的不同钻井位置的水力模型中。由此该
团队通过在模型中构建不同的需求点建立了一个概念
控制理念，并使用 Darwin Scheduler 输出了三个最佳方
案。这三个方案使用 EPS 进行检查，以证明最低水罐
水位保持不变。定期运行 Darwin Scheduler 满足了不断
变化的现场需水量或脱水网络扩展要求。随后，输出
的内容将发布到矿场，以在系统的日常运营中付诸实
施，为以节省 20% 的运营支出作为目标的优化运营奠
定基础。

实时模拟

EPS 模拟也优化了水质，这是一项重要的驱动因素，
对于采矿厂从原料到加工的整个过程而言尤其如此。
水源来自场地中的不同位置，因而水质各不相同。该
团队检查了混合不同水源后的效果，以确保加工厂的
供水达到所要求的标准。Nelson 补充说：
“这特别有用。
我们不需要建造昂贵的处理或处置设施；我们可以在
一段时间内只采用现有的设施，借此来抵消成本。”
此外，该团队在水力模型中设置了警报，以便在水质
情况超出允许的最大供水水质范围时发出指示。

虽然加工厂仍处于实施阶段，但是该团队仍然用表示
脱水和加工活动的虚拟值进行了概念验证试验。他们
使用了模型中某个给定月份内高度可变的平均需水
量，以及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数据、发电机和相关泵
的尺寸估计得到的柴油发电机的平均燃油消耗率。
WaterGEMS 的 Darwin Scheduler 确定了最节能的方法来
填充主加工池，然后将输出值与实际泵平均运行数据
进行比较。这种优化的概念验证方案确定了每月可以
节省 3500 澳元的燃油和维修费用、将泵的采用数量减
少 50%、减少 7% 的钻井场日均总运行时间，以及
减少 5% 的平均总燃油消耗。由于这些节约根据概念
验证的平均数据估算而来，该团队预计随着后续改进，
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实现 20% 的节约目标相当于在
矿井寿命期内节省约 240 万澳元的燃油和维修费用。

持续运营
随着矿石价格不断下跌，成本节约是 Roy Hill Iron Ore 采
矿厂的一个巨大推动因素。但是，如果水资源管理不
当，最糟糕的结果就是采矿作业延误。虽然优化给水
管网预计可在矿井寿命期内节省 1600 万澳元的资本支
出并有可能节省 240 万澳元的运营成本，但是采矿作
业哪怕只延误一天便会导致近 2000 万澳元的损失。
WaterGEMS 使该团队能够优化给排水基础设施，避免
管道破裂和过压，从而使采矿作业持续进行。“从供
水和脱水运营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延误过任何采
矿作业。”Nelson 表示。

借助 WaterGEMS 的 Darwin Scheduler，该团队开始在满
足供水要求的前提下努力优化给水管网的运转，实现
最低能耗。WaterGEMS 中的该功能使用遗传算法来执
行众多操作条件，以确定预设标准中的最佳组合。通
常，Darwin Scheduler 可帮助水务部门根据能源提供商
据以收费的能源价格表来优化水泵运行。但是，考虑
到 Roy Hill 使用柴油发电机，而不是与能源公司签订供
电合同，该团队不得不通过优化每个钻井的柴油发电
机的燃油消耗率来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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