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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供水管网漏失监测一预警一

控制系统构建及应用

供水管网漏失监测项目组1’2
(1．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北京，100089；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100085)

摘要：为保障供水管网安全运行、降低管网漏损，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合

作成立了供水管网漏失监测项目组，基于供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帕玛劳(Permalog)漏失监测记

录仪、巡视仪为支撑设备，开发了供水管网漏失监测一预警一控制系统，并在二环核心区、奥运场馆周边、

重要路口与桥区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工程示范，初步形成了供水管网漏失监测一预警一控制集成应用的综合工

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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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水管网漏损是大多数供水企业面临的重要问

题，若以管道漏失率计，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的供水

管网相对较高，而单位管道长度漏水量也较发达国

家明显偏高。近年来北京市供水管网进入高速发展

期，并以每年200多公里的速度增长。目前市区供

水管网总长为7852．84km，服务面积665．95 km2。

管网规模快速拓展为管网安全运行与漏失控制带来

了新的困难与挑战。在此形势下，如何保障供水管

网安全运行、降低管网漏失率，成为北京市自来水

集团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国大多数供水企业仍主要沿用被动检漏法、

人工音听检漏法等传统检漏方法，且存在如下主要

缺点：(1)缺少计划性；(2)受人员技术水平、工

作经验及现场条件等方面限制，检漏效果受到了一

定影响；(3)人员劳动强度大等。国外近年来开发

了基于管道破损声音信号的漏失监测记录仪，以监

测夜间用户用水量最低、环境背景噪音最小时段的

连续声音信号，并根据所信号强度、带宽、频率等

做出判断与识别，将存储信息以无线方式发送至巡

视仪，进行信号收集与处理。此设备可实现对管网

漏损的有效监测，并提高漏损点判断与定位效率。

但是，如何高效、科学、合理地利用记录仪，并以

此为基础建立适合特大型环状供水管网及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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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供水管网漏失监测、预警与控制技术系统，

国内外仍未开展过相关研究开发工作，尚缺乏大规

模的工程应用案例。

为此，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合作，基于供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以

帕玛劳漏失监测巡视仪和记录仪为支撑设备，开发

了供水管网漏失监测、预警与控制系统，并结合北

京奥运会、“两会”、“十七大”等重要政治活动，

以北京市二环核心区、奥运场馆周边、重要路口与

桥区等为示范区进行了工程示范，并逐渐延伸拓展

到北京市区管网范围，初步构建了供水管网漏失监

测一预警一控制系统的综合工作模式，为今后该技

术系统在北京市供水管网的大规模应用奠定了重要

基础。

2供水管网漏失监测一预警一控制系统构建

2．1 系统概述

在供水管网运行与漏失管理中，需要解决如下

关键问题：1)如何有效监测并及时发现漏失；2)

如何预测评价不同区域或管段的漏失概率，并对漏

失高发区采取相应的技术与工程手段；3)如何实现

管网分级分区管理；4)如何实现大量漏失监测仪器

及监测数据的管理与信息挖掘。针对上述需求，开

发了包括漏失监测、漏失预测预警、独立计量分区

(DMA)漏失控制、漏失监测系统资产管理等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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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监测一预警一控制系统。

2．2漏失监测子系统

在复杂的管网系统上科学设计布设方案，合理

安装漏失监测记录仪，是开展漏失监测的晕要基础，

直接影响区域漏失监测的整体效率。考虑到城市管

网系统的庞大、复杂、未来监测区域扩大等因素，

有必要设计一个可推广性强，能够适用于各种管网

系统的快速、有效的监测布设方法。基于上述因素，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以网络分析理论为

基础，发展设计了基于GIS的漏失监测优化布设方

案(图1)，实现J，快速、科学、有效的漏失监测优

化布设。图2给出了北京市二环中心区漏失监测记

录仪的优化布设方案。

对于北京市特大型城市供水管网，如何系统管

理大量的漏失监测信息并科学合理地指导供水企业

开展高效的信号监测、漏失排查、管道维修、管网

维护是该系统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中，在漏失监测

记录仪优化布设的基础上，建立漏失监测布设点位

的信息信号数据库是构建漏失系统的基础。正基于

此，为实现对大量的漏失监测点位和漏失监测信息

进行方便、快捷、系统性管理，以及基于漏失信号

数据的管网系统状况评估，开展城市供水管网分区

是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在日常漏失监测点信号

收集过程中，也需要在供水管网分区的基础上进行

分区监测与管理，以方便供水管理部门、应用部门

对这种地理区域性明显的漏失监测工作的有效指导

和相关信息的管理。

为此，针对计算机信息管理特点与要求，以基

于网格划分的层次模型为基础进行研究区域范围内

的较大尺度层次的管网漏失监测区分区与编码；在

此基础上，将七述分区结果进行进一步细化、调整

与完善，形成了满足工程实际中记录仪布设与信号

收集要求的漏失监测区划分，并对各监测区进行了

适应于工人操作特点的编码方法。上述管网分级过

程与方法充分体现了供水管网分级分区的理念，成

为后续北京市供水管网分级分区管理的重要思路。

2．3漏失预测、预警子系统

漏失预测、预警子系统要求实现主要三个功能：

(1)通过历史数据建立漏失概率模型，预测未来各

年份管网的漏失概率，从而确定霞点监测区域；(2)

根据记录仪报警信息以及真实排查结果，建立漏失

报警判断模型，辨别真漏和误报；(3)根据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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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GI$的管网漏失监测布设的技术流程圉

信号以及管网工况，建立漏点辅助定位模型，提高

漏点排查效率。

首先，需要建立供水管网老化失效模型。由于

管网老化过程非常复杂，很难建立基于物理机制的

数值模型，因此通常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包括贝

叶斯分析、统计回归、人工神经网络等。本研究结

合北京市供水管网现有数据情况，采用统计和决策

树方法建立管网失效可能性模型，并利用遗传算法

优化模型参数，从而确定漏失高发区，为优化漏失

记录仪在供水管网中的布设提供支持。图3给出了

利用上述模型对2008年北京市供水管道漏失可能性

预测结果。

管网漏失预警工作的开展以漏失监测信号为依

据和基础，大规模漏失监测工作开展后，其面临的

主要困难与问题在于如何有效管理并科学利用监测

历史数据信息。正由于此，漏失预警工作的核心在

于以海量监测数据为基础，对信号“真”、“伪”进

行甄别辨识，并进一步对漏失监测点位(“点”)、

管线(“线”)以及区域(“面”)的漏失状况进行

预警分析。因此，构建漏失信号数据库实现漏失记

录仪信号的管理，这是进行漏失预警的重要前提与

基础。进一步利用决策树模型对获得的海量漏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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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行处理与分析，建立了漏失信号“真”、“伪”

的判别方法(公式1)

，-f霎0．83 87却》圳P；jln(b)+l ⋯～(公式¨
1 ln(“) ．

【面面艿i丽 “8。

其中，“为信q-强度(Level)，sp为分布区间

(Spread)。当读取Permlog的“和却值后，采用上

述的公式判断实际漏失的可能性，当P≥n 5时．

可以基本确信存在实际的#乱点，应谤静去排查。

由于记录仅仪能告知可能存在漏点，无法提供

漏失点可能的位置信息。本研究以记录仪工作原理

为基础．结合声学基奉原理，在进行大量现场掘失

信号衰减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蒲失辅助定位模型

(公式2)，从Ifl『提高工人现场漏失排查效率。

k一34 4[1a(y．一6)一In(y8—6)]

一一————r—————
(公式2J

其中⋯L为管段^B之间的距离(可在GI$中直接确
定)；y．、h为A，B两点布设记录仪的b值。

2 4管网DMA榍失控制子系统

DM^(Distnct№l耐ng Area，即独立计量区】

是指供水管网中有永久性边界的相对独立的供水区

域，一般通过关闭阀门使区域内管网独立于其它市

政管网．进出区域的流量都用流量计计量。大量文

献资料及茸外发选国家、地区供求企业的管理经验

证明，对供水管网进行DMA划分、实施基于DMA

的管阿管理是进行管网漏失主动控制的根本、有效

措施。通过对供水管网进行DMA分区，可以对供水

管阿进行有效的祸失监酒控制管理和管网系统压力

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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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尽管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有较为成熟的

应用经验，但国外主要以支状管网为主，对于我国

大陆地区普遍使用的环状管网，仍缺乏城市管网

DMA分区成功实践案例，尤其对于北京市特大型环

状管网，更是没有经验町循。

在系统把握并充分把握北京市环状管网特点的

基础上，本研究确定了DMA分区的基本原则：1)

确定适宜的DMA大小。综合考虑了用户数量和管线

长度两个参数，通过调整DMA的上述两个参数来控

制DMA的大小；需尽可能结合现有管网具体情况，

尽量不要对现有管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2)保持管

网的完整性。DMA管网的完整性决定着DMA的实

际可操作性，需要在规划时保证管网的完整性，充

分尊重原有管网的结构，减少对DMA的管线改造。

北京市区部分供水管网不适合规划为DMA，特别是

二环以内老城区内的一些地方，存在很多平行管网，

划分为DMA不能保证管网的完整性，不能保证供水

的安伞性。若对这些管网进行大规模改造，则投资

会特别大。3)将供水干线排除在DMA之外。北京

市四环内供水管网属环状网与枝状网相结合的形式，

二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二环外人口密集的住宅小

区多属环状管网，在部分稍偏远的地区供水管线属

于枝状网。四环内供水干线整体呈环状结构，在划

分DMA时将供水干线排除在外，保持其原有的环状

结构以保证供水安全，只对供水支线进行DMA分

区。排除供水干线还可以避免关闭大的边界阀门，

减少对DMA水质的影响。4)输水管上有细小支线

用户情况的处理。供水干线主要铺设在主干道的人

行道或绿化带下，就近接出支线供水给两侧用户。

当从主干线接出的支线比较多且分散时，这些地方

如果划进配水管线DMA，实施时需要较多新管线连

接，投资大，因此把这类支线划入输水管DMA，用

户仍然由供水干线供水。5)保障输配水过程水质。

由于DMA分区要关闭区域边界上的阀门，这样在

DMA管网末梢会产生较多的死端，从而使末端水流

长期滞留而造成水质下降。DMA中的阀门数量越

多，水质下降程度越严重。

以此为基础，本研究选择了3个典型小区进行

DMA分区实践，探索了DMA实施流程与方法，并

进行了最小夜间流鼍测试、DMA漏失检出限、DMA

水压与水质安全性评价等工作，最终总结出针对北

京市供水管网的DMA建立流程图(图4)。

域铿弋翻雹4然灞黪翻尹，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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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4趸立DMA的流程图

2．5漏失I监测一预警一控制系统平台开发

以上述子系统的主要功能为基础，围绕管网漏

失监测、预警与控制过程中的设备管理与数据管理

需求，以城市供水管网及漏失监测中数据信息有效

利用为目标，开发了漏失监测一预警一控制系统平

台。该系统通过先进的漏失监测设备、基于C／S的

GIS技术、漏失监测预测分析算法以及信息技术融

合实现对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的信息化监控，将传统

的被动式漏失判断转变为主动的预测、监测、报警

和控制，提高管网漏损点的判断和定位效率，从而

为降低漏失监测盲目性、有效提升供水管网漏失管

理水平提供平台基础。

管网运行过程中需要管理的信息主要包括：管

线基本属性信息(管龄、管径、材质等)、管线空间

信息(布设位置、走向等)、管线关联信息(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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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管线或附属构筑物)、管线历史漏失事件(漏

失H恫、漏失类弛、精失原因、赫失水量等)、耩失
监测仪器等资产信息、漏失信号信息(强度、带宽

等)。以上述倩息管理及前述功能为依据，本研究开

发的漏失监测一顶昔一控制系统涵盖了资产管理子

系统、自动优化布没模块、漏失预测模块、漏失监

测模块、监测点管理模块、DMA分析模块等。系统

主界面如图5所示。

3供水管罔鬻失监禹一预蕾一控制系统应甩

2006年，供水管网漏失监浏项目组采取边研

究、边宴践的研发应用模式，开始在北京市中心区

大规模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2006～2009年，项

目共布设记录仪11243处，采集试验数据66988处，

其中报警2184处．经排查确定管网漏损共728趾．

其中管网暗漏16l处，闸门、消火栓、排气门等附

属设备褥损567处，约折台水量416万立方米。系

统应用使得北京市区管网DN75噩以E漏损总数逐

年下降，2006—2009年由1381处下降至1326、

1130和862处。其中2007年全年，记录仪报警895

供水管网改造与漏损控制

处，通过排在确定漏损358处，其中管网暗漏102

处、附属设备漏损256处；检暗漏数量占2007年全

年全市暗漏总数的14 2％，所柱暗漏折合水量

2，385．072一。

此外．该系统在北京市重大政治括动的供水安

全保障过程中也发挥丁重要作用。2006年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及后续试验期间，共布设记录位523

处，采集数据2016处，其中报警186处，确定暗漏

6处，附属设备漏56处。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残奥

会期间，项目组在奥运中心区、奥运比赛训练场馆，

相关寅馆驻地等开展了固定监测，共布设记录仪

4229处，采集数据22909赴，其中报警765处，确

定暗漏19处，附属设备漏146处，为平安北京、平

安奥运做出了突H：贡献。2009年围庆60周年供水保

障期间，共布设监测点3313处，其中国庆安保警戒

区及行驶路线共755处．共采集数据21993处次．

其总报警629处，通过排查确定管阿破损143处，

其中暗漏34处，闸门等设备井谓木109处。

4结论与展望

围绕北京市供水管阿特征与运行管理需求，以

记录仪为基础开发丁供水管网漏失监测一顶昔一控

箭系统．井在北京市中心区供水管网运行维护中得

到了大规漠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获得了较为

成熟的应用经验，为今后该技术系统在北京市供水

管两的大规模实拖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后将进一步

结合管网管理业务现状．逐渐实现系统应用的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从而为系统在北京市全市及

在其他城市应用推广提供基础经验。

Development and Apply of Leakage Detection，Advanc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on Beijing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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