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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Introduction 

供水管网水力模型是一个多种设施如泵站、水库、阀门以及管网等构成的自来水输送和分配的模拟系

统。整个系统通过科学的设计和合理的运行，可以节约大量的工程投资和日常运行费用，同时也提高了企

业的社会效益和现代化管理水平。 

建立供水管网的水力模型，模拟实际管网的运行状态，分析管网运行工况，是提高管网管理水平和管

网建设水平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三高宏扬供水管网水力模拟系统具有理论先进、算法优化、可靠性高、稳定性强、速度快、容量大等

特点，适合大中小各类供水企业、市政规划设计部门及大型企业专用供水系统管理部门使用。 

本系统荣获“上海市优秀软件产品”称号的供水管网建模软件和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支持项目。 

2 系统特色/System Features 

⚫ 数据库 

采用标准数据库（如 MS SQL）作为系统全部数据存储、管理手段，企业模型数据完全同步，后期数据

分析可靠无误； 

⚫ 网络管理 

实现全程的网络化管理，严密的权限分配及严格的数据签入签出，保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提供

安全的资源共享； 

⚫ 三图合一 

地图、管网、模型三图合一，每一种图分别支持 200 个层，图形对象的管理周到细致；通过独特的图

形引擎支持，图形操作速度飞快无任何阻滞感；支持全信息模型的建立； 

⚫ 一网多模 

管网层、模型层实现内部的交互，可从管网层直接生成模型层，根据需要同一个管网可生成多种规格

的模型，模型与管网相互对照，避免模型拓扑关系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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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更新 

丰富的外部数据接口、全面的基础数据管理，可实现模型数据的动态更新；  

⚫ 区块管理 

灵活的区块管理：提供多种类型的区块创建，进行区块的各种参数统计、区块流量的模糊分配； 

⚫ 扩展模式 

用水模式的创新，通过公有模式、私有模式、区块模式的多种用水量的模式建立，使得水量的时空分

配更加细节精准； 

⚫ 实时模拟 

实时的水力在线模拟：通过与 SCADA系统实时联接，实现水力在线模拟； 

⚫ WEB 发布 

同时提供 CS 与 BS 两套系统，以适合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不同的模型操控的需求，同时大大增强模型

的表现力、扩大模型的信息容量； 

3 系统功能/System Function 

⚫ 供水管网图形和资料编辑 

具有供水管网各种设施的图形对象，可以进行图形编辑和资料输入修改，实现供水管网图形资料管理。 

⚫ 供水管网水力模型生成和编辑 

将供水管网的完整信息直接转化为模型，实现网模转换。 

具有供水管网各种设施的模型对象，使模型能完整、正确地模拟实际供水管网情况。 

具有各种模型对象的拓扑图和属性的编辑功能 

⚫ 模型拓扑检查和简化 

具有模型拓扑关系的检查功能：孤立点、超近点、超近点线、孤立管线、重叠管线、连通性、参数合理性 

具有模型拓扑关系的简化功能：末梢管段简化、并联管段合并、串联管段合并、枝状网模型简化 

⚫ 用水量分配 

单点水量分配、多点水量分配、区块水量分配、全模型水量分配。在区块和全模型分配中，可以选择平均

水量、比流量等多种分配方法。 

⚫ 模型的水力模拟计算 

根据供水管网水力模拟计算理论，实现静态水力计算、动态水力计算、水龄模拟计算、余氯模拟计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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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扩散计算，计算前可以设定计算的时间步长。 

⚫ 模型校验 

设置模型校验点，将模型计算值与实际测量值作比较，检验模型的精度。 

设置与 SCADA 监测点相对应的校验点，将模型计算值与 SCADA 监测数据作比较，交验模型与 SCADA 实际的

符合程度。 

⚫ 建模工具 

方便灵活的建模小工具：单管水力计算器、通用计算器、物理量单位转换器等 

模型对象特性编辑工具：用水模式、水泵特性、阀门特性、摩阻系数、局部阻力等 

系统规范词语编辑 

操作用户权限设置 

⚫ 模型的 Web展示 

系统应用 Web技术，实现供水管网水力模型的展示分析。 

分级查询：通过对模型节点、管段的各项属性的分级着色，在空间上展开供水管网中水力或水质的分布特

性。 

动态播放：对模型的计算结果按时间顺序连续播放，将每个时刻的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可以动态展示供

水管网的时空变化。 

模型校验：将模型水力计算的结果（节点压力和管线流量）与实际测试值对比，验证模型的准确性与精度。 

综合分析：通过对模型的某些属性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供水系统的特定工况。目前主要分析内容分为“节

点流量分析”，“水厂出厂流量分析”，“管网风险分析”等。 

4 产品应用/Product Application 

⚫ 规划设计 

供水管网的中长期规划； 

新供水系统的设计，新水厂、水库、增压泵站的安排； 

现存系统的改建、扩建设计； 

⚫ 管网评估 

分析现存供水管网系统的工况，并给出相应的供水特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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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管理 

确诊管网中的异常情况； 

处理供水系统中的突发事故； 

分析工程或事故对管网的影响； 

⚫ 调度预案 

指导日常管网供水调度，优化运行成本； 

制作节假日、事故时的调度预案； 

⚫ 水质分析 

管网中余氯消耗过程分布； 

污染物质扩散过程模拟； 

⚫ 动态更新 

通过远传连接智能水表，实现用水模式的动态更新； 

通过与营业收费系统动态链接，并配合模型软件区块管理等功能； 

实现水量更新； 

实现模型拓扑结构的自动更新； 

SCADA在线连接及辅助的校验功能实现模型的快速校正； 

5 系统界面/System Interface 

5.1. NetSimu V8 界面 

⚫ 界面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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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管理 

 

⚫ 管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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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压力分级 

 

⚫ 压力分布 

 

 

⚫ 参数标注 

 



              供水管网水力模拟系统技术白皮书 

7/14 版权所有©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5.2. WebModel 2.0 界面 

⚫ 模型查询 

  

⚫ 模型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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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校验 

 

⚫ 参数表达 

 

⚫ 统计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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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作单位/Cooperation Unit 

地区 单位 合作内容 

珠三角地区 

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模、调度 

江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建模 

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 建模、调度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建模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模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建模、调度 

长三角地区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建模 

苏州市自来水公司 建模、调度 

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 软件、技术指导 

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建模 

南京市自来水总公司 建模、调度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建模、GIS 

昆山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 

其他地区 

银川市自来水总公司 建模 

青岛市海润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建模、调度 



              供水管网水力模拟系统技术白皮书 

10/14 版权所有©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软件 

济南精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 

石家庄市给水设计研究院 软件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软件 

中南市政设计研究院上海浦东分院 软件 

华东交通大学 软件 

苏州科技学院 软件 

7 资质及荣誉/Qualification & honor 

⚫ 公司资质 

1995年 2月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0年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2001年被首批评为“上海市软件企业”； 

2002年通过 ISO9001：2000版产品质量国际认证； 

2006年 5月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同济宏扬软件公司整合； 

2008年获得国家信息产业部计算机系统集成二级资质认证； 

自成立以来，连续荣获“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 三高宏扬产品版权 

2001年 8月 获《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 V1.0》著作权； 

2004年 12月 获《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 V4.0》著作权； 

2007年 08月 获《三高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 V7.0》著作权； 

2007年 08月 获《三高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 V7.0》著作权； 

2009年 获《三高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 V8.0》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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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2月 获《宏扬给水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 V2004》著作权； 

2006年 6月 获《宏扬供水管网科学调度软件 V2.0》著作权； 

2006年 6月 获《宏扬供水管网科学调度软件 V2.0》著作权； 

 

⚫ 三高宏扬产品资质 

2002年 8月 获《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产品认定； 

2005年 12月 获《宏扬给水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 V2004》产品认定； 

2006年 6月 获《宏扬供水管网科学调度软件》产品认定； 

 

⚫ 三高宏扬项目荣誉 

宏扬供水管网模拟软件，荣获 2004年度上海市优秀软件产品奖； 

南京市给水管网优化调度项目，荣获 2004年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佛山给水管网建模项目，荣获 2005年佛山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南京市给水管网优化调度项目，荣获 2005年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佛山市供水调度决策自动化的开发与应用项目，荣获 2007年佛山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中山市给水管网在线动态模拟和科学调度系统项目，荣获 2011年中山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8 方案指南/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8.1.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为了更好的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建立专门的项目团队，每个职位负责自己的工

作，由项目经理进行协调，主要的角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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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项目小组组织架构 

项目组成员职责如表所示： 

表 8-1 成员职责 

成员 姓名 单位 主要职责 

项目经理  
客户方 

负责人 

全程跟进整个项目进度；总体把握项目进展；梳理

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负责与业务主管、三高项目

经理沟通。 

业务主管  
客户方 

业务主管 

负责安排员工使用新系统，并将用户意见及时反馈；

安排和配合系统培训。负责和三高实施人员商议实

施细节。 

IT运维  
客户方 

IT运维 

协助三高针对接口的需求调研；搭建硬件环境，以

确保新系统的顺利实施；负责 IT风险评估。 

项目经理  三高 
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安排系统测试和用户培训；

负责接口需求调研和开发；负责系统的安装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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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人员  三高 
施工前条件确认，现场系统安装调试、业务系统培

训、现场技术保障。记录现场实施的各种文档。 

 

8.2. 售后服务/Service 

当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按照如下流程进行报修。 

 

图 8-1 售后服务流程 

 



              供水管网水力模拟系统技术白皮书 

14/14 版权所有©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9 联系方式/Contact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号 上海信息技术大厦 12楼 

邮编：200092 

电话：+86-21-65635776 转市场部 

传真：+86-21-65635781  

网址：www.shanghai3h.com  

客户服务热线： +86-21-55572216 

联系邮箱：3hmkt@shanghai3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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