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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协议 

这是一个用户和 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法律协议。接受此软件的用户同意受本协议的条款约束。 

软件许可 

授权或许可：购买 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产品，授权许可用户将软件程序连接到单一终端计算

机（例如：有单一 CPU 的计算机）。非网络版用户或其它版本用户不可以同时在多台计算机使用单用户版

本软件。网络版本只可用于一个物理地址（基于同一邮件地址），并且不能在广域网环境中使用。购买的网

络版网络许可数量是允许同时使用软件用户的 大数量。在 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期内，用户必须同

意在 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评估期以外不得使用本软件。在购买的许可范围以外，用户不得利用管

道的特性、类型和数量。 

版权：本软件和文档受美国版权法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保护。用户处理此软件像任何其他受版权保

护产品一样，除非用户制作拷贝软件只为备份或存档用途，或者将软件转移至单一的硬盘，并且保持原始

盘只为备份或存档用途。作者没有做出明确的书面许可，用户不得拷贝本软件书面材料。 

其它限制：用户可能没有出租或租赁软件，但可能长久地转移软件及相关材料，用户未保留任何

副本，并且领受者同意本协议的条款。当这种转移行为发生了，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 KYPipe 有限责任公

司，而且领受者必须同意本许可协议条款。 

免责声明 
虽然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所取得的成果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使用这些程序得到的结果，作者和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文件和程序的使用 
该文件是提供给从 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软件使用的个人或公司。除了备份副本，没有明确的作者

书面许可，该程序的磁盘或文件不能复制，销售，分发。对于希望在网络上、多台电脑或不同地点使用程

序的用户而言，可能获得网络副本和多次拷贝折扣。请向 KYPipe 有限责任公司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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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PIPE2008 
 

您的pipe2008软件包包含3个主要配件; 

1 -程序 CD  

2 -光盘 ＃ 2 

3 -硬件锁（外表有趣的，绿色的东西） 

当该程序 CD插入到驱动器中，菜单画面会弹出提示让您安装 pipe2008或运行音频/视频

教程。程序光盘包含 pipe2008软件的 新版本。在我们的网站 www.kypipe.com 的 suppot

︱Download 专区中支持 新版本的下载。 

通过软件 CD可以看 PIPE2008的视频教程 ，但有时可能会要求您插入 CD ＃ 2 。  

第三个配件-硬件锁，是 重要的。这个钥匙是您的软件许可证。如果钥匙丢失，您可能需

要重新购买软件。 

只要您愿意，我们可以转换硬件锁到第2版和后续版本，提供用户较少的麻烦和更多的灵活

性。如果您购买的是非网络版本的软件，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软件安装在各种类型电脑如（办公

室，笔记型电脑，家用电脑）。只有计算机插入了硬件锁才可以运行本软件。您如果需要为客户

做一个演示，例如，您可以非常方便地从您的主机上拔下的硬件锁，插入到您的笔记型电脑即可。

网络硬件锁采用相同的操作方式，并许可通过服务器运行单一的版本。 

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工作来加强和提高软件的各项性能，软件许多的特性和变化均来自于

用户的反馈。如果软件使用后，结果看起来不正确或者您有新特性的建议，请给我们发电子邮

件或者电话告知我们。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 NT4操作系统 ，您将需要使用并行端口硬件锁。 

NT4操作系统不支持USB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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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Pipe2008 图像界面和基本问题 
 

第 1章：安装和一般信息 
 

安装说明（独立版） 
 

首先，不要先插入硬件密钥到您的电脑。这在运行软件安装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先安装驱动程

序），然后再安装硬件锁。 
 

1.插入Pipe2008安装CD到您的CD驱动器中。 
 

2.如果Pipe2008安装程序没有自动启动，进入Windows打开您的CD驱动器，并运行安装命令，
通过这样安装pipe2008软件。 

 
3.安装完成后插入硬件密钥到您的电脑。如果电脑有多个 USB插口，您使用哪个插口都没有关

系，如果您使用的是并行端口锁并且当有其他并行端口锁连接到您的机器时，请务必在栈中将

我们的放置在 前面。（ 接近电脑）。 
 

4．当你的硬件锁在插入状态时，您电脑的操作系统会识别它，并且您会发现一些驱动器已经被

安装或配置完成了。 
 

那就对了！现在您就可以设置运行 PIPE2008了。 
 

如果软件运行起来不正常，那么打电话到Aaron Basil 859-263-5767或Bill Gilbert 
859-257-4941，我们将会帮助您启动和运行。 

 

网络版安装说明 
 

PIPE2008 网络许可不允许在广域网中使用。这就是说，你不可以使用网络锁在多个建筑物，

公司，或邮件地址中运行 PIPE2008。 
  
 

客户机 
 

首先，不要先插入硬件密钥到您的电脑。这在运行软件安装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先安装驱动程

序），然后再安装硬件锁。 
 

1.插入Pipe2008安装CD到您的CD驱动器中。 
 

2.如果 Pipe2008安装程序没有自动启动，进入 Windows打开您的 CD驱动器，并运行安装命

令，通过这样安装 pipe2008软件。 
 

3．打开控制面板，并运行 Wibu-Key（中加密狗）应用程序。 
 

4．请按一下标示网络的键盘。 
 

5．在子系统（subsystems）选框中确认只选中 Wk-Local 和 Wk-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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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服务器的搜索列表下拉框中（屏幕右下角），本机 IP 地址类型，实际上是控制物理的

wibukey 。单击 ADD[添加]按钮，以把服务器列于清单中。 （服务器的 IP地址应该是静态） 

服务器安装-客户机代理服务器 
 

如果安装了PIPE2008的机器作为一个客户的话，那么对于网络而言，这台机器是要作为关键服

务器，请按下列步骤执行： 
 

1．安装完成后插入硬件密钥到您的电脑。如果电脑有多个USB插口，您使用哪个插口都没有关

系，如果您使用的是并行端口锁并且当有其他并行端口锁连接到您的机器时，请务必在栈中将

我们的放置在 前面。（ 接近电脑） 。 
 

2．当您插入硬件锁状态后，您电脑的操作系统会识别它，并且您会发现驱动器已经被安装或

配置完成了。 
 

3．点击[开始]-[程序]-[wibu-key]并选择网络服务器。 
 

4.这时您的屏幕上应该会出现一个小图标，点击滑鼠右键按钮（出现一个菜单），并选择安装服

务（INSTALL AS SERVICE）。 
 

5 如果您不想在此图标始终在您的屏幕上，点击滑鼠右键按钮（出现一个菜单）并选择设置成

任务栏（SET INTO TASKBAR）。 

 

 

服务器安装-独立服务器 
 

要配置新的机器作为pipe2008许可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新机器（ 推荐使用Windows XP，NT或WIN2000操作系统） 
 

2．使用Windows浏览器浏览CD中的wibu目录。 
 

3．运行wkrt - us.exe程序。 
 

4．安装完成后在您的电脑中插入硬件密钥，如果电脑有多个USB插口，您使用哪个插口都没有

关系，如果您使用的是并行端口锁并且当有其他并行端口锁连接到您的机器时，请务必在栈中

将我们的放置在 前面。（ 接近电脑） 。 
 

5．当你的硬件锁在插入状态时，您电脑的操作系统会识别它，并且您会发现一些驱动器已经被

安装或配置完成了。 
 

6．点击[开始]-[程序]- [wibu-key]并选择网络服务器。 
 

7. 这时您的屏幕上应该会出现一个小图标，点击滑鼠右键按钮（出现一个菜单），并选择安装

服务（INSTALL A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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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果您不想在此图标始终在您的屏幕上，点击滑鼠右键按钮（出现一个菜单）并选择设置成

任务栏（SET INTO TASKBAR）。 

 

****重要提示-作为服务器的机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硬件锁处于插入状态。机器重启后

网络许可后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某些问题导致软件工作不正常，那么请电话告知Aaron Basil 859-263-5767或Bill 
Gilbert 859-257-4941 ，我们将帮助您启动和运行。 

计算机配置要求： 
 

Pipe2008 低系统配置要求是 

Pentium处理器    

CD - ROM驱动器 

VGA显视器 

128M的内存     

20M空闲硬盘空间 

WindowsNT4 （仅使用并行端口锁） ， XP， 2000或更高版本 
此软件不能在老版本的Windows中运行。 
为了获得 佳运行性能，使用Pipe2008时，推荐的 低系统配置是： 

（1）Pentium III 500  

（2） CD-ROM驱动器 

（3） VGA监视器（ 17“或更大）  

（4） 512M的内存 

（5） 20M空闲硬盘空间 

（6） Windows XP或Windows 2000 
额外的内存可以提高具有多个背景图的大型系统的运行性能。我们所有用于Pipe2008咨询

顾问方面工作的内部系统至少要128内存。 
更新pipe2008 
您可以通过访问我们网站（http://www.kypipe.com），到support|download专区中将

Pipe2008更新为当前版本。浏览Pipe2008目前 新的界面。因为我们经常不定期地更新界面

（修正汇报的“错误”或添加新功能），您可以通过定期访问我们的网站来更新您的软件。 
显示设置 
为了看起来舒服，建议运行pipe2008时，将显示器设置尽可能高的分辨率。我们建议以下设置： 

 

显示器尺寸             设置 

14寸或 15寸      1024 × 768  

17寸             1280 × 1024  

21寸             1600 × 1200 
我们建议您显示设置为256色以上。如果您使用的是256 色模式并导背景图，可能会出现

背景图片的颜色失真。你可以通过下面步骤来校验/设置分辨率和色数： 
在Windows桌面上任意空白的地方（桌面背景，不是窗口的顶部），点击鼠标右键，在出现的菜

单中选择属性，显示出属性对话框。点击设置，出现屏幕滑块，通过移动滑块来选择想要的分

辨率。有一个标记为“颜色”的下拉列表，验证此设置高于256色（8位）。如果不是这样，请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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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更高色的模式（大于8 bits每像素），然后点击确定。 

第2章：联系我们-软件开发和支持团队 
下面这些人参与了Pipe2008系列模型及以前的模型的开发，例如：KYPIPE、SURGE、KYGAS、

KYSTEAM、and KYFIRE (GoFlow) ，直接提供本软件技术支持。 

过去20年的不断研究和发展使得我们拥有 先进的水力建模能力，高水平研发的突出成果包括： 

1．通过利用求解管网方程组的Newton-Raphson线性化的方法开发了用于管网水力分析

全方程组方法。这对于解决复杂的以及有时不良的水力关系方程提供稳健的算法。 

2．开发了增强型管网方程，可以对设计，运行及校准参数进行直接计算。 

3．开发了对简单或者复杂管网中瞬态流进行分析的功能强大的通用方法。 
4．利用遗传算法优化管网水力、水质校准和运行。 

5．开发出一个有效的时均水质模型。 

6．水力模型中包括诸如自动调节阀（压力和流量调节），变速泵，流量计，

以及控制阀门和泵开关状态的设备等等。 

7．将稳态管网模型进一步发展，适用于可压缩的流体(气体和蒸汽)。  
多年来，我们的一心致力于水力建模。肯塔基大学的学术和技师团队，在该领域或许是世界上

领先的专家组。他们快速开发水力建模技术，供实践的工程师和操作员使用，在这方面他们

是非常成功的。 

近几年，高水平的计算机工程师和工程软件开发商纷纷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开发出先进

的图形界面，大大提高了KYPIPE和Surge的建模环境。这些工程师们与我们的水力建模专家小

组密切合作，开发出范围广且非常先进的功能，简化和加快了必要的建模工作，并推出了额外

的软件功能。通过采纳广大用户群的建议和观点，我们在水力和水质建模的各个方面开发了一

个真正优秀的软件环境。到目前为止，KYPIPE4和Surge的人机工程学和软件功能，无论在何

地都是 好的。 

新的Windows先进的绘图环境，PIPE2008已开发出其他几种模型如：气体模型（GAS） ，蒸

汽模型（STEAM） ，消防模型（ GOFLOW ）和水锤分析模型（SURGE）。 

我们的专家团队直接向软件用户提供支持，这样就很好地保障了技术服务的质量，这样也促进

了用户与我们的软件开发团队的密切联系。使用过我们老版本软件的工程师会发现软件增加了

许多新的特点和功能，恰恰就是他们希望的以及对我们提出的建议。 

请访问我们的网址 
www.kypipe.com 

您 好定期地浏览我们的网站，检查是否有可下载的软件更新。 也可以下载Pipe200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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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版，以及操作指南视频。 

第3章： Pipe2008概述和指导教程 

概述 
PIPE2008 是一款具有布设复杂管道系统模型的强大的用户图形界面的软件。结合工程分析手

段进行运行和分析并具有多种显示结果的方法。建立的模型完全由管线、末端结点和内部结点

组成。使用此方法，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创建和调整管道系统并定义相关数据。 
PIPE2008可以导入各种矢量和光栅格式的文件作为背景图。另外，也可以使用比例网格线。在

创建管线时，使用比例背景图或网格线能精确地确定它们的尺寸（计算长度）。 

支持管道统中各式各样的设备，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表和记录表，允许用户对其进行

设置。通过这种方式，PIPE2008的功能相当强大，它提供了大量的地理信息系统（GIS）记录，

可以为水力和水质模型更新数据文件，并具有设备管理的功能。下面的图表说明了PIPE2008

的一些功能。 

 

音频/视频教程（ AVI）和帮助文件 
有40多个音频/视频教程，几乎涵盖了有关PIPE2008应用的各方面。PIPE2008附带的两张光

盘中都包含有教程，此外，在 PIPE2008主菜单中的Help下可以找到Help File，其中包含

了大量的建模信息以及Pipe2008的各种相关信息介绍。您可以从索引[INDEX]中查找，也可

以从Contents [内容]中查找相关主题。 
指导教程 
插入PIPE2008 CD，浏览视频教程。菜单弹出后点击start［开始]。如果没有弹出菜单，那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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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Windows资源管理器查找CD驱动器，并运行Pipe2008 Tutoria［PIPE2008 教程]。当Tutorial 

Subject菜单弹出后选择Pipe2008:KYPipe、Pipe2008: Surge或其他。 

第一个名为Pipe2000 Overview的教学视频对PIPE2008管道系统的布设及相关数据的录入作一个

概述。看完这段讲解以后，一些用户可能希望点击Select Video来观看后面的视频资料如：

Information Windows［信息窗口］，Elements［系统元件］，Building a Model 1［建模1］，Building 

a Model 2［建模2］， Laying Out a System［布设管道系统］， and Graphical Data Entry［图

形数据录入］。大多数用户需要按顺序浏览这十个视频文件。 

看完前十个视频教程后，查找本手册第九章中的Quickstart Tutorial Example［快速入门教程

示例］。在看后面四个视频（从快速入门例子1到4）时，参考此章节的内容。当看完上述十四个

视频后， 好再浏览帮助文件中的content下的信息。   

KYPipe和Surge的用户应研究本手册第13章以及Demo子目录中的示例。Pipe2008：KYPipe用户应

该再浏览Pipe2008: KYPipe Advanced［Pipe2008: KYPipe高级教程］，然后浏览附带的Hydraulic 

Model Example［水力建模示例］和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 Example［长周期模拟示例］。

水锤分析软件的用户应该浏览 Surge Analysis Example［水锤分析示例］和Adding Surge 

Protection To A Model［为模型添加水锤防护］。 

第四章：PIPE2008帮助文件 
 

若想创建管道模型，输入数据以及对其进行分析，必须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操作。本手册包含了

标有*的部分。 

关于 PIPE2008在线帮助 

如何访问和阅读重要信息 

概述 

什么是 PIPE2008 ？ 

初识 PIPE2008 -音频/视频教程*  

有一些音频/视频短片，讲述了 PIPE2008的使用方法 

管网元件*  

管道系统模型的组成部件有哪些？ 

布设管道系统*  

如何利用 PIPE2008创建管道系统模型？ 

背景图像 

可以利用多种类型的背景图，从而加快和提高您的模型开发和使用能力。 

快速入门的例子* 

教我如何使用 Pipe2008创建管网系统。 

PIPE2008的操作* 

菜单、标签和按钮的相关信息  

信息窗口 *  

可以输入和显示管段与节点数据的窗口 

数据要求*  

有关数据要求和单位的信息 

阀门和消防栓 

阀门和消防栓的相关信息 

用水量分配/水表 

PIPE2008具有针对用水量分配的先进功能。 

一些特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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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大量的时间，工作颇有成效。 

管网分析 

如何进行管网系统分析？ 

PIPE2008介绍 
如何查看数据和浏览分析结果？ 
数据文件/情景管理 

Pipe2008数据文件包括 Demand and Change Pattern选项方便 Scenario Management。 

数据表格 

PIPE2008数据可以在与 Excel兼容的电子表格中进行访问和处理。 

集合和组合 

怎样使用这个强大的功能？ 

高级功能 

给我展示一些其他的高级功能。 

长周期模拟（EPS） 

查看一些长周期模拟的例子。 

校准 

使用 Pipe2008和其它校准方法进行的优化校准。 

水质 

利用 EPANET Pipe2008来解答水质问题。 

设备管理 

Pipe2008中有很多有效的设备管理功能。 

参考手册 

关于建模和 KYPipe分析引擎的详细信息 

实用程序 

Pipe2008中还有什么其他应用程序吗？ 

乡村供水管网系统 

一个特别设计的管网分析方法，能反映出乡村供水管网系统的用水量模式。 
Pipe2008 : Surge 

pipe2008瞬变流模型 

pipe2008 ：Gas 

pipe2008可压缩流体模型 

Pipe2008 : Steam 

Pipe2008饱和蒸汽流模型 

Pipe2008 : GoFlow 
Pipe2008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模型 

演示文件* 
Pipe2008:KYPipe 和Pipe2008:Surge演示文件 

第5章： Pipe2008教程（音频/视频） 
Pipe2008可以非常迅速和直观地创建模型。本软件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文件，通过目录页

或者索引可以访问到相关的主题。在PIPE2008教程中可以找到有关Pipe2008操作的多媒体演示

（音频/视频文件）。插入Pipe2008 CD，开始浏览教程。当菜单弹出后，选择Start Tutorial。

如果没有弹出菜单，则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来浏览您的光盘驱动器，并运行Pipe2008子

Tutoria。   

当Tutorial Subject菜单弹出后，可以选择KYPipe2008, Surge2000, Goflow2000,Ga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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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2000 或者Storm2000。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点击Tutorial Subject来切换到不同的主

题。对于KYPipe2008的用户，有个标题为Pipe2008: KYPipe的高级教程。  

教程菜单有Play［播放］和Pause［暂停］按钮，还有一个滑块，拖动滑块您可以在任何时

候向前或向后拖动视频。根据它们的功能不同，下面的列表对音频/视频文件进行了分组。我们

建议您在使用Pipe2008之前，先浏览Pipe2008操作手册和建模的相关视频教程。在您运用他们

提出的这项功能的同时， 好也看些视频文件。 

概述 

· Pipe2008概述     Pipe2008概述和视频教程 

Pipe2008图形用户界面 

·按钮                使用图形窗口左边的按钮 

·顶部标签            使用图形窗口顶部的标签 

·主菜单              使用主菜单（窗口顶部） 

·信息窗口              使用信息窗（窗口右侧） 

建模 

·元件                模型元件-管段和节点 

·建模 1              建模操作 

·建模 2              建模（继续） 

·布设系统            布设管道模型系统 

·图形数据输入        图形数据输入 

·快速入门的例子 1-4  快速入门的例子（4段剪辑） 

·变化                更多的数据可以进行多重模拟 

背景图 

·网格和矢量背景图    使用网格或矢量文件做背景 

·缩放和光栅背景图      缩放和使用光栅文件做背景 

·位图图像            导入和显示位图图像 

长周期模拟(仅用于 Pipe2008: KYPipe) 

·长周期模拟          长周期模拟概述 

·EPS 水箱         设置系统数据和水箱的例子 

·EPS控制转换        EPS控制转换 

设置数据输入方法和精度（不适用于气体或蒸汽模型） 

·管型               设置管型数据 

·附件                 设置附件数据 

·精度和滑块           设置单位的精度和滑块 

展示数据和结果  

·等值线                 生成和标记等值线 

·图形标签             使用标签来显示数据和结果 

其他应用（可能对于一些类型系统不适用） 

·群组编辑              群组的选择和编辑 

·水表                  使用水表对用水量进行分配 

·材料和耗电费用        计算材料和耗电费用 

·管线和水力坡度线      生成管线和水力坡度线剖面图 

Pipe2008: KYPipe 高级教程（切换至 Tutorial Subject） 

·计算约束条件参数        参数计算 

·泵曲线和系统曲线      生成泵曲线和系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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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DD 曲线进行乡村供水管网分析  运用 大用水量要求（PDD 曲线）进行

水力分析 

·水力模型的例子        水力模型的例子 

·长周期模拟例子        长周期模拟例子 

·校准- 1 -6 节          对系统进行校准 
Pipe2008: Surge［水锤分析］ 

·水锤分析 1 介绍       水锤分析第一部分的介绍 

·水锤分析 2 介绍       水锤分析第二部分的介绍 

·水锤几何模型的要求   水锤模型误差——几何尺寸要求 

·水锤模型部件          水锤模型误差——部件 

·由 KYPipe 转换成 Surge 转换稳态（将 KYPipe 转换成 Surge 的例子） 

·水锤控制设备         添加水锤控制设备的例子 

·水锤模型部件的特性     水锤模型部件的特性 

·水锤控制的部件       水锤控制的部件 

·不同数据的输入（变化） 不同数据的输入（变化） 

·水锤分析的例子       水力模型的水锤分析 

·对模型进行水锤防护   对模型进行水锤防护 
Pipe2008: GoFlow［Pipe2008 消防模型］ 

·消防模型元件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布局 

·快速入门示例-系统布局 

·快速入门示例-数据输入 

·快速入门示例-分析和结果 
Pipe2008: Gas［Pipe2008 气体模型］ 

·Pipe2008 : Gas 概述 
Pipe2008: Steam［Pipe2008 蒸汽模型］ 

·Pipe2008: Steam 概述 

第六章：管网系统元件 
插入pipe2008 CD，查看Element［元件］教程。  
管网系统由以下两个元件构成： 

1  管线 
2  节点 

所有的模型都是利用这两种元件来建立的。下面的图片以及接下来的叙述对一些重要定义进行了
说明： 

 

管线 
管线为沿任意路径，具有相同基本性质的管。一条管线可能包含一条或多条管段。管段为一

条直线走向的管，且无内部节点。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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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位于管段的两端，它包括所模拟的全部的管网系统设备。  
• 内部节点 - 位于两管段之间。  

•   末端节点 - 位于所有管线的末端，可以与其他管线相连

接。表示盲端或与供水设备的连接。 
•   文本节点 - 可置于图中的任何位置，为图形添加标注信息。    

*在模型中，末端节点计入节点数中，而内部节点和文本节点不计入其中。 

内部节点 
内部节点位于具有相同性质的两个管段之间。通常情况下，中间节点是会发生方向变化的内部
节点，而其它内部节点（阀门， 消防栓，在线水表，计量仪器，止回阀）则是位于管线上的设
备或模型元件。从建模的角度来看，虽然内部节点提供了附加的建模功能，但是基本上是一种
被动的节点（他们不会直接影响计算）。内部节点的类型可以变化，他们随时可以变成末端节点。
然而仅仅当由两个性质相同的管段连接时，末端节点才可变为内部节点，。 

1 .Intermediate Node［中间节点］ -  
此处没有设备-通常是代表一种布局的调整。如欲删除所有中间节点，参见“Deleting 

Intermediate Nodes［删除中间节点］”。 

2．On/Off Valve［开/关阀］ -                                 
表示截止阀，此类非主动阀门的局部阻力损失不会自动出现在管网分析和报告中。为了表泵阀

门的局部阻力损失，用户可以将利用管线附件或者主动阀来代表局部阻力损失。 

3．Hydrant ［消防栓］-  
表示消防栓。 

4．In-Line Meter ［在线水表］-                 

表示管线上的在线水表。用于总流量的长周期模拟报告。 

5．Metered Connection［水表连接］ -    
表示水表连接的位置，可以定义水表的ID，从而与水表数据报告相对应。 

6.Check Valve（Directional［止回阀（有方向的）］  

表示管线中的防倒流装置。在管线中必须选择正确的方向（允许流体在指定方

向流通）。 

7.Customized Device［自定义设备］ -           
两个附加的内部节点可以用来表示任何所需设备（如微量排气阀）。 

末端节点 
末端节点位于所有管线的两端，末端节点既可表示被动连接，如交点以及给水装置的连接；

也可表示主动元件，如水泵。一条或多条管线可以连接至共同的末端节点。对于非定向末端节

点（交点，水池，水箱，变压供给装置，和喷洒器），管线可以以任意方式连接。对于定向末端

节点（水泵，损失元件以及调节阀），进出口连接点会有所显示，管线必须与元件两侧适当连接，

只有这样，显示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泵和损失元件（不包括调节阀）可以直接（在一侧）连接

至水池。当元件的一侧没有管线连接时，便这样建模。那么该侧便视为具有恒定水头的水池，

且必须为水池的水头输入一指定的值。所有末端节点的类型都可以变换，如果将一个非定向节

点变为一个定向节点，管线会随意连接。因此，必须检查方向是否正确，而且管线的连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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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连接的两个管线的基本性质（除了管长和局部阻力损失系数）完全相同时，端节点可

以转变成内部节点。如果性质不同，那么只有当两条管线的性质可以一样的时候，端节点转才

可以转变成内部节点。 

1.Junction［联接节点］-                            
一条或多条管线的连接点。 

 

2. Reservoir［水池］  -                      

一条或多条管线连接至恒定水位的水池。在模拟过程中，水池的水位保持不变，除非输入不同

的数据。 

3．Tanks［水箱］-                                   
一条或多条管道连接至具有可变水位的储水节点。对于EPS（长周期模拟）可以计算出水位的变

化。 

4．Variable Pressure Supply［变压供给设备］-                           
一条或多条管线连接至供水设备，其供给压力取决于供水流量以及提供的压力流量数据。  

5．Sprinkler［洒水设备］（出水流量随压力而变）-  

一条或多条管线连接至一个点，这个点的流出量取决于配水系统的压力。可以定义连接管道的

特性（长度， 直径，高程变化）。这个装置可以模拟泄漏或压敏用水量。 

6．Pump（Directional）［泵（有方向的）］ -                                  

一条或多条管线连接至泵。必须设置泵的方向和并确保管线的连接正确。 

7．Loss Element［水头损失元件（有方向的）］-                     

该元件与泵的不同是，泵采用的是扬程，而该元件采用的是水头损失。 

8．Regulator（Directional）［调节设备（有方向的）］-                       

一条或多条管线与该设备连接，它可以保持下游压力（调压阀），上游压力（持

压阀）或流量（流量控制阀）。必须设置该设备的方向，并且确保管线连接正

确。 

9．LE Library（Back Flow Preventer）［LE库（防倒流装置）］-  

特殊的水头损失元件，并由生产商提供水头流量数据。                                                

10．Active Valve［主动阀］  -                                

可以打开和关闭的阀门，在管网系统分析中包含了该元件的局部水头损失。 

第7章：背景图象和网格 
PIPE2008允许您同时使用几种类型的背景图像来引导你进行管道系统的布设，并提供了一

个比例尺寸来确定管道的长度。有关背景图使用的说明详见第11章。 
Grids［网格］ 

您可以建立任何间距的网格线。间距可以随时改变。点击Map Settings / Grid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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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该特性。 

 

光栅文件 
光栅文件是一种图形文件，其中每一个像素有一个指定的颜色。摄影的图像通常就是以光

栅文件保存的。光栅文件的背景层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打开或关闭。点击Map Settings /    

Backgrounds标签就可以找到此特性。这些图可能覆盖整个或部分绘图区。支持很多文件格式 

(.bmp, .tif, .bml, .shp, .jpg, .mif)。其它的文件格式可以通过PIPE2008 中的

To TIFF来转换成(.tif)格式。 

光栅文件需要一个坐标参考文件，可以通过PIPE2008中的Map Link［图形链接］模块来

修改该坐标参考文件。 

 

矢量文件 
矢量文件是用来描述线的大小，长度，颜色和位置（矢量）的文件。矢量文件通常用来表示

诸如地段图和CAD图等。矢量文件的背景层根据您的要求开启或关闭。点击 Map Settings / 

Backgrounds标签就可以找到该特性。这些图可能覆盖整个或部分的绘图区。目前支持许多二

维文件格式，包括AutoCAD的DXF格式和DXG，也支持MicroStation DGN格式。实绘坐标是

用来在图莆中定位管道系统的坐标位置的。不过，图是可以移动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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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建立管线系统 
Pipe2008可以为您开发管线系统提供一个简单直观的界面。所有的开发都是在‘Layout

［布局］’模式下完成的。当您不在建立或修改你的模型系统时，您应该选择不同的模式(通常

是‘Fixed［锁定模拟］’)，这样您就不会无意中修改已建立的系统。管线布局和后续的修改按

以下操作进行。插入Pipe2008软件的 CD，查看教程“building model 1 and 2”。 
1选择一个节点或管线-将鼠标放在节点或管上左击（点击鼠标左键）。 

 

2 添加管段和节点-选择起始节点（已有的）将鼠标放在末端节点的位置（新建节点）右击（点

击鼠标右键）。 

 

3．新增管段-选择起始节点（既有）点击鼠标到末端节点的位置（已有节点）右击（点击鼠标

右键）。 

 

4．移动节点-将鼠标放在节点处按住鼠标左键-将节点拖曳到新的位置。 

 

5.添加内部节点-将鼠标放在管线上理想的位置左击（点击鼠标左键） 。点击“insrt[插入]”

（管线信息窗口），并从弹出列表中选择内部节点。 

 

6．改变节点类型-选择节点并点击当前节点类型选择工具（在“name［名称］”下方），从节点

类型弹出式列表中选择（节点信息窗口）。 

 

7．删除内部节点-选择内部节点，在节点信息窗中点击'DEL'[删除]。****注意，消除内部节

点会使原来节点两侧的连接管段结合成一条管段。欲删除模型中所有的中间节点，参见

‘Deleting Internal Nodes[删除中间节点]’。 

 

8.删除末端节点-选择末端节点，点击节点信息窗口中的'DEL' ［删除］。 ****注意，这也将

删除连接该节点的所有管段。如果你不想这样，那将节点类型改为交点即可。 
 

9.删除管段-选择要删除的管，点击管段信息窗口中的'DEL' ［删除］。 

10.改变节点方向-对于定向端节点（泵，损失元件及调节装置），选择节点并点击节点信息窗口

中的 。节点图标中的标志将改变方向。你可以通过这样做来纠正您的模型，或改善定

向节点的外观。 
11.改变管道的方向-正确的管道方向（参照水流方向，等）是由节点1至节点2。为了倒转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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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请点击 （管道信息窗口中）。这对于确保带有止回阀的管道方向的正确

是非常必要的。 

12.改变管段连接-对于连接至定向节点的管段，单击靠近定向节点的标志 （管道信息窗

口中）。你会发现管段接改变到了定向节点的另一侧。 

当您布置模型系统（使用操作 2）时，中间节点会自动插入在管线走势改变的位置。如果一

个或者多个管道相连接，或者两个连接的管段性质不同，中间节点会自动变为交点。 

 
 

第9章：快速入门教程示例 
第 1 步-初步准备 

第 2 步-系统布局 

第 3 步-分析系统和审查结果 

第 4 步-额外模拟 

插入 Pipe2008 软件 CD，查看“QuickStart Example 1-4”[快速入门的例子 1 -4 教程]。 

 

这将引导您完成布局的建立，数据录入和简单的管网的水力分析。我们推荐您在运行

PIPE2008 时，显示器采用尽可能高的分辨率，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我们建议 Windows 
95/NT 采用下列设置： 
显示器尺寸           显示设置 
14 英寸或 15 英寸   1024 × 768  
17 英寸            1280 × 1024  
21 英寸            1600 × 1280 
 
第1步-初步准备 
初始步骤包括文件选择，背景的准备及系统数据的选择 
a 文件选择 
您可以使用现有的数据文件，或者如本次示范，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点击“file［文件］”（顶

部的菜单栏） ，并选择“new［新建文件］”。 
b 系统数据的选择 
屏幕上出现新建文件设置。此设置中，你至少需要指定流量单位和要使用的水头损失方程。 
点击“Units［单位］”的下拉列表并选择“GPM［加仑/分］”。默认的水头损失方程（海曾-
威廉方程）和默认的数据特征都是可以接受的。 
点击“MAP［图］”返回至 pipe2008 的图形窗口。 
c 背景准备 
您可以导入一幅绘制的图，使用网格线或选择不使用背景。为了这次演示，我们将使用网格

功能，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布局，并让 pipe2008 计算管的长度。 
点击“Map Settings/Grids[图设置/网格线]”- 默认网格的设置是 1000（主要网格线）和 100（次

要网格线），我们使用它们为我们作演示效果较好。 
点击“major grid［主要网格］”和“minor grid［次要网格］”复选框，则会显示背景网格线。 
点击“Maps[图]”返回pipe2008的图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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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系统布局 
出现在屏幕上的绘图区域显示了一个由 100 英尺的网格线围成的大约 1000 x 1000 英尺的范

围。这个区域非常适合做演示。通过点击左侧的“zoom in（+）［放大］”和“zoom out（-）［缩

小］”可以显示更大或者更小的区域。 
 

 
图1 管道系统实例 

如上图所示，我们想要布设的系统是用 100 英尺的网格系统绘制的。这是一个环路，由水池

A(HGL = 300)供水，并排放至水池 B (HGL = 250)。节点的高程均有标出，这是由两个水库

之间的水库的高程决定的。文本框内标注了管材、管径和粗糙度。以所示点（a）及（b）为

参考，在下文中进行讨论。管道系统模型的建立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完成。 
a.布设管和节点 
整个管道系统可以用鼠标进行布设，点击鼠标右键{RC}增加管段和节点，点击鼠标左键{LC}
选择节点。以下操作可以完成系统的布设： 
1）在网格线交叉处，点击鼠标右键生成第一个节点 
2）将鼠标向右移动 300 英尺（3 块）击鼠标右键（a 节点）  
3）将鼠标向上移动 200 英尺击鼠标右键 
4）将鼠标向右移动 200 英尺击鼠标右键  
5）将鼠标向下移动 200 英尺击鼠标右键  
6）将鼠标向左移动 200 英尺（返回既有节点）击鼠标右键 
7）选择（b）处节点，将鼠标向上移动100英尺，再向左移动100英尺，点击鼠标右键。 

现在所有的管段和节点都已布设完成了。注意：所有节点要么是交叉点，要么是中间
节点，并且PIPE2008已指定了管段和节点的名称。 
b.改变节点类型            
选择与所示类型不同的节点，将它们改为正确的节点类型。选择节点，点击下拉列表中的节
点（节点信息窗口-“name［名称］”下面），从列表中选择所需要的类型。 
1）选择水池 A 所在节点，点击鼠标左键，将节点类型更改为“reservior［水池］”。 
2）选择水池 B 所在节点，将节点类型更改为“reservior［水池］”。 
现在，系统看起来应该和下图所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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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管路系统布设 

c.提供数据 
选择每一根管道和每一个端节点，并提供数据。 
1）选择每一根管道并且点击“pipe type［管段类型］”（管段信息窗口），从下拉列表进行选

择。将水池 A 后的管选为“ductile［球墨铸铁］”：250:6,其余的选“PVC［聚氯乙烯］”:150:4。
注意：软件自动提供了默认的粗糙度系数值。提供合适的“fittings data［附件数据］”（例如

900 的管道弯头）。 
2）选择每一个“reservior［水池］”，提供所示的水力坡度线值 (HGL)和高程值。 
3）选择每一个交叉点和中间节点，并提供高程。 
d.保存数据文件 
定义一个文件名，保存数据文件。 
点击［file文件］（主菜单），选择另存为，并提供在弹出的菜单中指定文件名。如QSI（快
速入门例子1）。 
第3步-分析管道系统并审查结果 
a.检查数据和运行分析 
1.单击“analyze［分析］”（主菜单）并选择“error check［错误检查］”。如果指出有错误，

那么将其改正。 如果显示“no error［没有错误］”，则继续进行。 
2.单击“analyze［分析］”（主菜单）并选择“analyze system［分析系统］”，在弹出菜单上点

击 “Analyze［分析]”，接受默认值（用 KYPIPE 分析，使用本年度时间）。 
b.审查结果 
可利用“result labels［结果标签］”所得出的示意图或表格式的结果输出来审查计算结果。 
1）点击“report［报告］”（主标签），通过滚动窗口查看数据和结果的表格式汇总。如果无

法启用“Page Up［上翻]”和“Page Down［下翻］”键，您可以在屏幕上任意地方单击鼠标来

激活。点击“map［图］”（主标签）回到系统图界面。 
2）点击主菜单中的“label［标签］”，选择“pipe results［管段结果］|pipe result A［管段结果

A］”和“node results［节点结果］|node result A［节点结果 A］”来显示屏幕右下角的结果选

择条中所描述的节点结果，显示所得的结果。您可以点击 P 选择器来改变管段的结果（例

如“flow［流量］”），点击 N 选择器来改变节点结果（例如“pressure［压力］”）。对于管段

和节点而言，“Loss［损失］”和“HGL［水力坡度线］”分别是一种非常有用地选择，因为它

们非常有助于系统运行状况分析。打印输出正是基于这些选择，如图 3 及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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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情形1 -压力和流量 

 

 
图 4 情形 1 –水头损失和水力坡度线 

第4步-一些附加的模拟 
修改数据进行一个新的模拟是非常简单的，介绍如下： 
a.年限基准粗糙度 
重新进行分析，点击“use current year［使用当前时间］”复选框，删除此项要求，并输入 2023
年（距现在 25 年后）。这次分析表明，由于使用年限增加，管道粗糙度发生了明显改变，而

且从水池 A 到水池 B 输水能力的也明显下降。显示出流量和压力的打印输出能说明这个问

题（图 5）。参见“age-based roughness calculation［年限基准的粗糙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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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情形2 -25年后（2023） 
 

b.添加一台泵 
 
我们要在距离水池 A100 英尺的主管线上添加一个 40 马力（有效马力）的泵，在管线上需

要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并点击“insrt［插入］”（管道信息窗口-按钮），选择“intermediate 
node［中间节点］”。现在选择中间节点（鼠标左键单击该节点），并将节点类型改为“pump
［泵］”。选择泵并将泵类型设为“constant pwr［恒定功率］”，输入 40（马力），高程为 210
英尺（节点信息窗口）。现在对系统进行分析并注意泵的运行效果，该泵提供约 136 英尺扬

程，使流量增加了一倍。打印输出显示的流量和压力如图 6 示。 

 

图6    情形3 –添加泵 

第10章：所需的系统，管道和节点数据 
下面的这些数据都是做水力分析所必须的，都包含在本章中。 

Units［单位］ 

System data［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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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 data［管数据］ 

End node data［端节点数据］ 

所有节点 

交叉点数据 

泵数据 

水箱数据 

水池数据 

调节装置数据 

供压装置数据 

损失元件数据 

洒水装置数据 

主动阀 

单位 – Pipe2008 : KYPipe 

流量 长度 直径 粗糙度(Darcy
Weisbach) 

速度(Darcy
Weisbach) 节点流量

高程/水力

坡度线 
压力

Cms m  mm m/s*s Cms m kPa

L/s  mm mm m/s*s L/s m kPa

Cfs  In ft/1000 ft/s*s Cfs ft psi 

Mgd ft  ft/1000 ft/s*s Mgd ft psi 

Gpm ft  ft/1000 ft/s*s Gpm ft psi 

 

流量 速度 水头损失  泵流量 

Cms m/s  m Cms 

L/s  m m L/s 

Cfs  ft ft Cfs 

Mgd ft/s  ft Mgd 

Gpm ft/s  ft Gpm 

损失元件 - 指定单位的流量与压降（英尺或米）表 

洒水器常数-（流速用gpm（或升/秒） ） / （洒水器压降用psi（或千帕））^0.5。  
例如：流量=10gpm，压降= 4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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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0 gpm/(4psi)^0.5 = 5 

 
阀门系数-（每1psi压降（或千帕）所对应的流量gpm（或升/秒））   

例如：流量= 1000gpm @压降1 psi 

Cv = 1000  

 
阀门阻力系数-（水头下降值，英尺（或米 ））/ （流量，cfs（或cms））^2 

例如：流量=1000gpm（2.228cfs），压力降=15英尺 

R = 15ft/(2.228cfs)^2 = 3.022 

调节装置设置  PRV［调压阀］,PSV［持压阀］–与压力相同(psi or kpa) 

             FCV –流量控制阀 

系统设定 
系统设定的菜单是： 

 
对于 Kypipe 和 Surge[水锤分析]而言，系统流量单位有十种选择，在 system data[系统数据

|simulation specs 模拟设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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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单位 CFS（立方英尺/秒） 
GPM（加仑/分钟） 
MGD（万加仑/日） 
Liters/Sec（升/秒） 
CMS（立方米/秒） 
Liters/Min（升/分钟） 
Lb/s（磅/秒） 
BPH（桶/小时） 
kg/s（公斤/秒） 
USER（用户自定义单位） 

用户流量单位 其中的一个选项是User。如果选中User，点击user units［用户单位］

按钮，就会出现下面的窗口。用户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定义流量单位，然后提供换算系数：

对英制的立方英尺每秒或者国际单位制的立方米每秒的换算。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选择

了吨/小时，并已提供换算系数112.32吨/小时/立方英尺/秒。所有其他单位都是一样的，

均在英国或国际单位制基础上进行选择。见Units[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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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段数据 

 
属性框 1                   属性框 2                   属性框 3 

对于已经选定的管段，在上面管段属性框内输入数据，如上图所示。不过，我们建议您利

用第一个属性框内的“Pipe Type”按钮来输入管段数据（length［管长］除外）。下面

将讲述这种方法： 
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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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pipe data 按钮会出现如上图所示的 select pipe type［管道类型选择］菜单。该菜单允许

用户在列表中选择任意一项，该项目里面包括了管径，管材压力等级和粗糙度系数。准备如

下图所示的 pipe type table［管型表］能大大加快管段数据的输入速度。在 Setups/Defaults［设

置/默认]菜单下的 Pipe Type［管段类型]便可访问该菜单。 

定制管型数据 

 
 

插入Pipe2008软件CD观看pipe types教程。  

Pipe type table［管型表］（如上图所示，可以通过 Setup/Defaults/Pipe Type 命令进行

访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节省了数据输入的时间。一旦在模型系统中要使用的

不同的管段类型（或者使用默认）已经在管型表中设置好了，则只需在管段信息窗口中选择

该管型，管材，管材压力等级以及管径便设置好了。 

快速载入一个新的管型附表 - 本软件提供（附表子目录）一些默认的管型附表，并且可以

方便地载入。对一个既有的模型系统，当附表载入后，附表中管和已经输入模型系统中的

管会一起出现在目录中。 

有关和管径的注意事项:  模型系统的分析过程中，利用的是该表中的actual diameter［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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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内径）。如果未指定实际管径，那么在分析时会默认为nominal diameter［公称直径］。

公称直径是由管道信息窗口[Pipe Information window]中读取的管径值。 
除fitting data［管段附件数据］外，对一个选定的管道，您可以输入参考年（通常是软件的

安装年），然后点击pipe type 并从出现的列表中选择，这样您便可以在管道信息窗（下面）

中设置管段的全部特性。  
这样便设置了管材，管材压力等级，管径，粗糙度系数和管长比例。管道粗糙度系数是基

于管段的使用年限计算而得的。为了 有效地利用软件的这一功能， Pipe Type Table应包含

您在模型系统使用所有的选项（管材、管材压力等级和管径）。因而，您首先应该编辑当前

pipe type table（如上），或者载入一个已存的表以便选择。对于新的管，管粗糙度系数是基

于表中的数值进行计算的，而已使用10年的老管道的估算或计算所得的10后的值均需进行

校准。如果必要的数据（参照粗糙度和10年粗糙度）已经录入于表中，并且每根管道（管

道信息窗）都确定了参考年限，那么每根管段都会被指定基于年限的粗糙度系数。软件提

供了一个单选按钮来决定10年粗糙度系数是以估算为准（不校准），还是采用校准计算所得

数据。 
Pipe type table中包含下列项目： 
Material［管材］ 

管壁材料（如聚氯乙烯，球墨铸铁等） 
Rating［压力等级］ 
管材的压力等级 
Nominal diameter［公称直径］ 
管内径四舍五入后取整（例如6"） 
Actual diameter［实际直径］ 
管的实际内径（例如6.078"） 
Unit cost［单位成本］ 
单位长度的管的成本 
Reference roughness［参考粗糙度系数］ 
用于基于年限的粗糙度系数计算的 初的粗糙度系数（通常对新管道而言）（在年限为0 时

应用）。 
Estimated 10-year roughness［估算的10年后粗糙度系数］ 
基于年限的粗糙度系数计算所估计的10年后管的粗糙度系数。参见age-based 

roughness［基于年限的粗糙度系数］-估计10年后的粗糙度系数以及Tools［工具］计

算10年后的粗糙度系数。 
Calibrated 10-year roughness［校准的10年后的粗糙度系数］ 
基于校准数据的管10年后的粗糙度系数 
校准组 
一个表示要进行校准的或者其他分组应用的管段组 

管壁反应速率 
由于管壁材料的化学反应而使得其成份减小的速率。参见Quality［质量］。 
总体反应速率 
总体流内的成份减少的速率，参见Quality。 
管径（直径） 
管径可以直接输入，那么输入的数据将被用于水力计算。如果使用pipe type进行选择，

那么将有下以情况： 
Nominal diameter［公称直径］ – 该值是输入于管道信息窗中的管数据框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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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diameter［实际直径］- 如果pipe type表中已经提供该数据，那么它便用于

分析计算，为管的实际直径（内径）。如果没有指定实际直径，那么系统分析过程中会自动

默认公称直径。该数据是录入到pipe type表中的。 

管材和管材压力等级 
管材是指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亦见material cost［材料成本］。 

管材压力等级是指管所能承受的 大压力等级。 

可以在Setups/defaults菜单下的pipe type窗口设置管材，管材压力等级以及管的粗糙度

系数，以便于在布设的管道系统可以直接由管类型表中选择管的数据（不用再为每根管输

入数据）。见pipe type（setups/defaults菜单下） 
管长 
在布设管道时，管长比例便设定了。如果输入管的长度值，那么原有比例值将被替代，且

输入的管长值将视为固定值（F复选框被点中）。选中该复选框，便可以在移动相连节点时

保持管的长度不变。 

粗糙度系数 
粗糙度可以手动输入，此值取决于所应用的水头损失方程（system data［系统数据］）。如

果使用pipe type选项，粗糙度系数会自动输入而且还会提供reference roughness［参考

粗糙度系数］。如果一并提供了10年粗糙度系数和参考年限（属性框2），管粗糙度系数值便

计算而得。本章节的 后面的Hazen Williams和Darcy Weisbach表中列出了管道粗糙度系

数常用值。 

住宅水表 
可以指定连接到每根管子上的住宅水表的数量（属性框 2）。如果提供了 average residual 

meter demand［平均住宅水表流量］(System Data/Other 菜单下)，那么该数据可以用来计

算流量分配。该数据也可以用来乡村供水管网分析计算，计算每根管道的连接装置数量。 

局部阻力损失元件（附件） 
属性框3中提供了局部阻力损失系数的输入来表达管段附件引起的水头损失。在fittings

［附件］框内，每种附件 多可以选择3个。对于其它配件（其它K），你也可以输入阻力损

失系数的累计值。用这种方式输入的损失系数会被累加，并用于水力分析计算。 

管道系统中的许多元件（如阀门，交叉点，弯头，水表等）都会引起水头损失而且可能会

很大，因此进行系统水力分析时应将其考虑在内。是否要将其考虑其中主要取决于该损失

与沿程损失的比例，判断必须由用户决定。通过使用局部阻力损失系数（K）这样一个概念

来计算这些损失，K是一个无量纲的物理量，乘以速度水头得到元件的集中水头损失。因而，

水头损失通过下面公式计算：  
hLM  = Sum KV*V /2g 

式中，HLM是以英尺（米）计的水头损失。V是以英尺/秒（米/秒）计的线速度。K代表管道

中所有局部阻力损失系数的总和，g=32.17英尺/秒平方(9.807米/秒平方)。当水流状态发

生变化时，局部阻力损失系数也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元件而言，我们总

是将局部阻力损失系数视为常数。KYPIPE为每根管输入一个K值，以此来计算局部阻力损失。

在minor loss coeffients table［局部阻力损失系数表］中给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K值。 

 

 
 

对一个特定的元件而言，根据已知数据（制造商提供）来计算K值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特定

水流状况下，已知水流过某一元件的压降便很容易计算K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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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元件，如果仅使用 K值不能充分地代表水头损失-流量的关系，那么有必要输入几组

水头损失-流量的数据并利用曲线来拟合这些数据。对这种方法，KYPIPE有特定的元件（损

失元件）。为了应用这种方法，应输入 3对水头损失-流量值。 

定制附件属性框 
插入 Pipe2008软件 CD ，查看 fitting教程。 
见minor loss table［局部阻力损失表］应用fittings菜单。 

 

附件数据表 
设备选择图 

管道系统模型要求输入与管线相连的所有附件的阻力系数之和 (K's)。查找每根管道的阻

力系数并将其累加是相当费时的过程。软件中提供了fitting selection chart［附件选择

表］，在这表中你能从下拉列表中10个常用附件中选择合适的附件（每样 多可以选三种），

这样便能自动找出阻力损失系数并计算。fitting table［附件表］中

(Setup/Defaults-Fittings)提供了一些附件及其相应的阻力损失系数的综合列表，你可以

在其中进行添加或者修改列表。对于附件选择表中的十个附件，您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插入

或者删除附件前的*来修改附件列表。本软件也提供了一个附件局部阻力损失系数的表，以

供参考。亦见Pipe Data Boxes［管道数据框］。 

 

Fittings data table是为用户准备的，可以输入多达75个附件的名称和局部阻力损失系数。

软件提供了75个附件的符号（数字，字母，字符），用户可以在列表的任何位置输入附件，

并采用合适的符号。 
 

可以为数据的准备而制作、保存、导入不同的表格。一个列表将被指定为默认的，并自动

应用于新建文件中。软件为 PIPE2008 用户提供了默认 fittings setup table［附件设置表］。 

 

按此按钮便会弹出文件选择窗口以载入先前保存的附件列表。 

 

按此按钮弹出文件选择窗口以将当前附件表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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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按钮便会清除附件列表中的所有输入。 

 

点击此按钮便将当前附件表保存为默认表格，并应用于新建系统。 

 

按此按钮便会重新将默认附件导入至附件表中。 
 

请注意，如果原先的默认文件已丢失并需要修复，可以在 Pipe2008光盘中找到文件名为
fittings.bak的备份文件。 
附件表中的输入条目包括： 

Fitting type［配件类型］ 

附件说明（例如：标准弯头） 

符号 
与附件相关的一不可编辑的单个字符（数字，字母等），用标记管线上的附件。 

局部阻力损失 
附件的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K）。 
局部阻力损失系数表格 

 
常用附件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 
附件类型                               局部阻力损失系数 
弯头： 45®标准弯头                          0.35 
       45®长半径弯头                        0.20 
       90®标准弯头                          0.75 
       90®长半径弯头                        0.45 
       90®直角弯头或斜接弯头                1.30 
       180®回弯头                           1.50 
三通： 标准三通 
       作为弯头使用 
       作为弯头使用，接入支管 
       支线流 
联接器： 
管接头                                    0.04 
闸阀：  全开                              0.17 
        3/4 开度                           0.90 
        1/2 开度                           4.50 
        1/4 开度                           24.00 
隔膜阀：全开                             2.30 
         3/4 开度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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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开度                          4.30 
         1/4 开度                          21.00 
直通阀： 斜座阀：   全开                    6.40 
                    1/2 开度                 9.50 
         组合座     全开                    6.00 
                    1/2 开度                 8.50 
         塞形阀瓣:\：全开                    9.00 
                    3/4 开度                 13.00 
                    1/2 开度                 36.00 
                    1/4 开度                 112.00 
角阀： 全开                                 3.0 
Y 型阀或泄水阀： 全开      3.0 
旋塞阀：a = 5â                               0.05 
         = 10â                               0.29 
        = 20â                                1.56 
       = 40â                                 17.30 
       = 60â                                 206.00 
蝶阀：a = 5â                                 0.24 
       = 10â                                 0.52 
       = 40â                                 10.80 
       = 60â                                 118.00 
止回阀： 
       旋启式止回阀                          2.00 
       斜盘式止回阀                          10.00 
       球形止回阀                            70.00 
底盘                                         15.00 
水表： 盘式水表                              7.00 
       活塞式水表                            15.00 
       旋转式水表（start-shaped disk）          10.00 
       涡轮式水表                            6.00 
hLM 　M V2/2g 

Hazen-Williams Table  
海曾威廉粗糙度系数 
        管材            管龄             管道尺寸                 C 
Cast Iron［铸铁］        新管             各种尺寸                 130 
                        5年              12″及以上              120 
                                         8″                      119 
                                         4″                      118 

10 年            24″及以上                113 

                 12″                      111 

                 4″                       107 

20 年             24″及以上               100 

                 12″                      96 

                 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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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            30″及以上                90 

                 16″                      87 

                 4″                       75 

40 年            30″及以上                83 

                 16″                      80 

                 4″                       64 

50 年             40″及以上               77 

                 24″                      74 

                 4″                       55 

焊接钢                 与 5 年管龄的铸铁管 C 值相等 
铆接钢                 与 10 年管龄的铸铁管 C 值相等 
木制排气管             平均值，不计管龄影响                        120 
混凝土或               大尺寸，工艺良好，钢模                      140 
混凝土衬砌             大尺寸，工艺良好，木模                      120 
                       离心浇筑 
瓷化                   性能良好                                    110 
塑料或拉制管                                                       150 

1.852

1.852 4.87

4.73
LP

LQh
C D

=       使用英制单位的 Hazen Williams 方程： 

 L-ft［英尺］, Q-cfs［立方英尺/秒］, D-ft［英尺］ 

1.852

1.852 4.87

10.675
LP

LQh
C D

=     使用公制单位的 Hazen Williams 方程： 

L-m［米］, Q-cms［立方米/秒］, D-m［米］ 

Darcy-Weisbach Table 
DARCY WEISBACH 方程中的ε值 
注:需要时，乘以 1000 以得到以毫英尺或毫米计的 ε值 
管材                         ε(ft)                   ε (m) 
铆接钢                      0.003 - 0.03              0.0009 - 0.009 
混凝土                     0.001 – 0.01              0.0003 – 0.003 
铸铁                       0.00085                  0.00026 
镀锌铁                     0.0005                   000015 
沥青铸铁                   0.0004                   0.00012 
型钢或锻铁                 0.00015                  0.000045 
拉制管和塑料管              0.000005                   0.0000015 
 

2

2LP
fLVh

gD
=                  Darcy-Weisbach 方程式 

2

0.9

0.25
1 5.74log

3.7

f

D R

=
⎧ ⎫⎛ ⎞+⎨ ⎬⎜ ⎟

⎝ ⎠⎩ ⎭

    Jain –摩擦系数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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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摩擦系数 
R =雷诺数 
ε = 粗糙度系数 (英尺或米) 

 
节点数据 

 
所有的节点（端节点和内部节点）至少有下图所示的两个数据框。左边的数据框用来输入高

程，还包括基于不同节点类型的附加数据 

 

交点数据 

 
单流量类型 
什么是联接点？ -联接节点是与一个或多个管段连接的端节点。对于连接两个管径或粗糙度

不同或者设置了流量的节点必须设置成联接节点。 
 

节点流量（指定的单位）- 以指定的单位（顶部工具条提示）赋于该节点的流量（消耗），

用户可以使用一个或者多个（ 多五个）需求类型，而且这种选择可以是用户自己定义的

（如下图示，在 System Data / Preferences[系统数据/首选项]下选中 multiple demand types[多
种流量类型]属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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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流量类型 
Demand type［流量类型］ –代表具有相同模式的一组流量的整数。流量类型通常区分用

户类型（住宅，商业，工业等），但是具有一些共性。Demand pattern［流量模式］是用来定

义模拟中所包含的情形的每种节点类型的乘法系数。 

水箱数据 

 

 

 

 

 

 
 

可变面积                              固定直径 

水箱节点是什么？ 
水箱节点表示连接到储水水箱的端节点。水箱的水位在长周期模拟中是变化的。对于常规
模拟，水箱模型被设计成一个按水箱数据框中所定义水位且保持不变的水池。 
 
水箱数据 - 要求输入下面的这些附加数据： 
 

Maximum level［ 高水位］ 
水箱的溢出水位。在这个水位，水槽没有水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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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level［ 低水位］ 
水箱的 低水位，在这个水位，水槽没有水流出。 

Initial level［初始水位］ 
水箱的初始水位（长周期模拟时，时间为零时的水位）。对常规模拟，这是FGN的水力坡度
线。 

Inflow［入流］ 
时间为零时，从外部水源流入水箱的流速。用指定的流量单位（注意上面属性条）注意：
这并不代表从管网中流入水箱的流量。 
 

No feedpipe/feedpipe［无给水管/有给水管］ 
有一按钮可以指定一条向水箱中供水的给水管。如果指定给水管，那么输入向水箱的可用
空间中供水的管的名称（节点图框）。应将此管建模成一向水池中排水的管。当然，这并不
是为了识别将水箱连接至管网的管段。 

***********附加属性框************ 
Fixed diameter［固定直径］（水箱） 
如果水箱具有固定直径，那么选中此项。该直径的单位应该是英尺（或者国际单位制中的米） 

Shape ID［形状编号］（水箱） 
水箱形状表的标识符。多个水箱可以使用相同的编号。 
*备注：如果一个 Shpae ID的所有 12数据空间都用于形状编号，那么空间 1必须平等 0，

和空间 12必须等于 1，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计算插值。 

水箱外形数据 
水位可变的水槽可以设为直径恒定或者直径可变的容器。对于直径恒定的水箱（左选框），

选中 fixed diameter 并输入 diameter（英尺或米）。对直径可变的水箱（右选框）参

照以下流量单位输入总 volume［体积］。 

流量单位                     体积单位 
CFS                          立方英尺 
GPM                         加仑 
MGD                         加仑 
L/S                           升 
CMS                         立方米 

对于可变直径的水箱，指定其形状编号。编号与所示的表是相关联的，表中包含了水箱内
水深/总水深、体积/总体积的比率。建议输入九对数据，深度/总深度的比率从0.1-0.9，
这些数值便为表中数据的默认值。 

水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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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水池节点? 
水池节点是一个水头稳定的节点，像湖泊或者水位稳定的蓄水池。所需的唯一数据是
水池水位的HGL［水力坡度线］[英尺或米]（水池标高与压力水头的和）。注意：如
果泵或者损失元件的一侧无任何连接，便假定它们连接至水池，那么需要输入水池的
HGL。 

水力坡度线[英尺 (米)] 
水池的水力坡度线 (水池标高 + 压力水头 = HGL)  是基于指定的数据而得出的。 

模拟井 
模拟用泵吸水的吸水井时, 可以利用水池或者也将泵作为端节点(在管线的末端输入数据). 不
论是水池还是泵作端节点，都可以将井中水位标高作为水力坡度线。泵的标高等于井中泵叶轮的
标高。 

泵的数据 

 

 

 

 

 

 

 
恒功率式泵        表格式泵                        额定工况式泵 

什么是泵节点? 
泵节点代表了管网中的泵。选择泵节点，点击节点信息窗口顶部 的
on/off［开/关］按钮来打开或者关闭泵。 
泵的水力坡度线［英尺（米）］ 
只有当模型中泵的一侧没有任何连接时才需输入该参数，表示与其相连的水池的 HGL［水

力坡度线］［英尺（米）］。 

泵类型 

www.kypipe.com.cn



 

 

选择泵类型时，您可以选择通过数据表格来描述的泵，恒功率工作的泵，给出额定工况的泵或

者由泵文件描述的泵。 

对于数据表格选项，会出现两个选框(上面中间的图) ，而对于其它选项只出现一个选框(上面

左边的图或上面右边的图) 。 

泵方向 

这个按钮可以改变泵的方向  

泵设置  
这个命令允许用户指定几种泵的布局；单台泵，并联或者串联。通过指定一组泵是并联或

串联，那么所有的泵都采用此数据框中的设定。如果用户想说明是由不同尺寸的泵串联或

并联的，那么必须在模型中分别设定。如果用户指定了并联或串联的泵，就会出现下面的

选框（可能需要按More按键来查看）。对于通过这种方式定义的串联或并联的泵，每个泵

和和泵连接管道的阻力都会被定义。查看Resistance Calculations and Resistance Tool［阻力系

数计算和阻力系数工具]。 

 
恒功率泵 
功率 
恒功率泵的功率 (使用马力或KW) 。 

Effcny (效率) 

以% 表示的效率(0＜e＜100）仅用于恒功率泵和文件形式表示的泵。效率用来计算电能的
消耗，在水力分析中是不作考虑的。  

数据表列式泵 
泵转速 [rpm 转/分] 
变速泵的转速比（运行速度/额定速度）。不适用于恒功率泵。 

泵编号 
是一用户为特定元件（泵，水头损失元件或者供压设备）输入的且用来标识不同的水头压
力/流量数据的一个整数，不同类型的泵可以使用相同的编号。 

泵数据 
将扬程（压力）/流量的泵数据输入至水头/流量数据表有几种可选方法。注意，通过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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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切换按钮可以选用不同的单位。大量的数据应该按着流量递增的顺序输入，流量
是按指定单位输入的。如果您希望进行电能消耗计算，那么您还要输入泵的效率。 
1.  可以输入单一的（扬程/流量）点，该点将被认为额定工况点（HR，QR）。
两个附加数据点会自动生成（1.2HR,0）和(0.65HR, 1.5QR)，那么基于这
三个点泵的动力特性曲线便生成了。 

2.  输入三个数据点就可以生成动力特性曲线。 
3.  输入四个或者更多的点（ 多到12），利用工作点附近的三个点生成动力拟合曲线。 

效率数据（输入一百分数，从 0 到 100）不是必须数据，只用来计算电能消耗。你可以输入

三个效率点（对应于扬程/流量数据点），则会生成效率曲线。如果你只输入了一个效率点，

那么泵效率将按照您的输入视为定值。 
 
额定泵 
Rtd Prs (额定压力) – 泵的额定工作压力 (psi or kpa)。 
 
Rtd Flow (额定流量) – 泵的额定工作流量 (使用指定的单位) 
 
注意： 对该泵使用三个数据点便可以生成扬程-流量曲线。  
1.) 截断压力= 1.4*(额定压力), 截断流量= 0,   
2.) 额定压力, 额定流量 
3.) 0.65*(额定压力), 1.5*(额定流量) 
 
文件式泵 
 
此类泵主要是用于 Surge[水锤分析]。 

调节设备数据 

 

什么是调节设备? 
方向节点提供了压力方向和流动方向，调节设备的两侧必须有管道连接。可以模拟五种类型

的调节设备，如下图示。注意，调节设备 PRV-1［调压阀-1］，PSV-1［持压阀-1］和 FCV-1
［流量控制阀-1］处于全开状态，或者当不能维持在设定值时关闭。更多地详细资料请查阅

KYPipe Reference Manual［KYPipe 参考手册］。 

设定值 
为调压阀提供压力设定 (psi or kpa)，流量调节阀提供了流量设定（用指定流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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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设备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调节设备类型，选项包括： 
PRV-1 压力调节阀（正常工作） 
PRV-2 压力调节阀（总是提供设定值 – 如果入口压力小于出口压力，压力增加） 
PSV-1 持压阀（正常工作） 
FCV-1 流量调节阀（正常工作） 
FCV-2 流量调节阀（总是提供设定值 – 如果入口流量小于出口流量，流量增加） 
需要对压力调节阀（PRV）进行下游压力设置(psi or kpa)，对持压阀（PSV）进行上游压

力设置(psi or kpa)，对流量调节阀（FCV）进行流量设置（采用指定的流量单位）。 

方向  
该按钮改变调节设备的方向。重要提醒：务必保证调节设备方向正确，并且两侧均与管段

正确连接。如果要改变调节设备与某管段的连接位置，那么选择该管道。在other data ［其

它数据］属性框中，点击调节设备节点旁边的绿色转向箭头。 

供压设备数据 

 

什么是供压设备节点?   
供压设备节点是端节点，代表与供压设备的连接，其有效压力取决于流量。大部分与现有配

水系统的连接都应模拟为可变压力供给设备。对于可变压力供压设备，必须提供压头（压力）

/流量数据。通常能够说明供压设备的数据是通过消防栓流量测试而得的。必须制作压头（压

力）/流量数据表，并且为每个可变压力供压设备编号。 
elevation［标高］ 
指所连管段的标高。. 
Guage dif［压力计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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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连管道和压力计之间的高差。 
Rated［额定］ 
选中该选框，用消防栓流量测试数据定义供压设备。查看下面的 rated pressure supply［额定压

力供给设备］。 
Main supply供水干管 
这是 GoFlow 特征，查看 GoFlow 节点。 
* * *  附加框  * * * 
什么是扬程/流量数据表？ 
是说明泵，损失元件或供压设备工作特性的压头（或压力）/流量数据表。也可以输入效率

值，此输入仅为了计算泵的能耗，在其它应用中是不计效率的。注意有一个在压头 [英尺（米）]
和压力[psi (kpa)]之间的切换按钮。每张表都有唯一的整数标识（编号）。 

供压设备编号 
压头（压力）/流量数据表的整数标识。 

供压设备数据    
对于可变供压设备，有两种输入压头（压力）/流量数据的方法。注意利用压头（压力）切

换按钮来选择此项输入的单位。按流量递增的顺序输入多个数据点，按指定单位输入流量

（如图窗口上方属性条所示）。 
1.  第一项输入的是水箱压力（压头），零流量。第二项输入的是残余压力（水头）和残余
流量（以指定单位）。通常数据是通过靠近供压设备的消防栓的测试得到的。依据AWWA中
的相关理论，生成曲线。 
2.  输入三个或者更多的压头（压力）/流量数据点，生成工作特性曲线。 

 
额定供压 
Static pr［静压］ 
这是在压力供给系统中测得的静态压力。 
Res Pr 
这是消火栓测试压力。 
Res Flow 
这是消火栓测试流量。 

主动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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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部节点            作为端节点          有阀流量系数而不是局部阻力系数 

什么是主动阀？ 
主动阀是这样一类阀门，它可以根据建模的需要打开，节流或者关闭。和开/关阀不同，主

动阀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与阀的类型和阀杆位置有关，该值经过计算而计入分析中。阀门全

开时，由阀门局部阻力损失系数或者阀门的流量系数来表征阀门特性；非全开时，则由当前

有效过流面积与全开过流面积的比值来表示。蝶阀的典型数据如下表示。该表中阀门流量系

数（Cv）作为阀杆位置的函数给出。在指定阀杆位置，用有效面积比（也是 Cv/Cv 100%
比率）来计算 Cv（等于局部阻力损失 K） ，模拟过程中，用户可以在 Change Data 中改

变该比值来模拟阀门设置的改变。 
蝶阀具有代表性的流量系数 

 
Pipe2008 提供了几种标准阀门类型的数据。为了使用这些数据，选择阀类型，提供阀门全开时

的阻力系数R 100%或阀门全开时的流量系数Cv 100%二者之一，以及苦于stem position［阀杆

位置］的比率。对于其它阀门，选择Other并提供有效面积比(Cv) 。 
Elevation［标高］ – 这是指阀的标高（英尺或米） 
R 100% (CF 100%) – 这是指阀门开度为 100%时的阻力系数。阻力是降压（用英尺或米）除

以流量的平方(以 cfs or cms 计)上的。例如，一个全开的阀门，流量为 500 加仑/分时产生了 1.2
英尺的压降，那么阀门的全开阻力系数为(1.2 /(1.114^2) ) = 0.97。在 System Data/Preferences
［系统数据/首选项］中，提供了一个复选框（如下图示），允许使用全开阀门流量系数(Cv 100%)，
该数据通常是由制造商提供的。 

 

初始比率- 这是阀杆的 初位置与完全打开时的阀杆位置的比率（0代表关闭，1代表完全打开)。
在该数值的基础上，计算出局部损失系数并用于基本分析。对于 Other，打开比率表示有效面

积比（或者是 Cv/Cv 100%的比率）。 
Grade［水力坡度线］ – 仅当主动阀的一侧没有与管相连时，才出现这个参数。这是指与其

相连接水池的 HGL［水力坡度线］[英尺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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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类型 –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阀门类型。对所有的阀类型（除了Other［其他］），初始

比率指的是阀杆初始位置和全开时的阀杆位置的比率。比率为0.4是指阀杆已经由关闭位置向全

开位置移动了40%。对于Other［其他］，打开比率表示有效面积比(或者Cv/Cv 100%这一比率)。 
主动阀表格 
在 Other Data | Active Valves［其它数据| 主动阀］下，有以下表格。这些数据代表了各类主

动阀有效打开面积比(Cv/Cv 100%)与阀杆位置比的关系。 用户也可以输入自定义的阀门相关数

据。这些额外添加的阀门将会出现在节点信息数据窗中的valve type［阀门类型］的下拉选框内。 

 

损失元件数据 

 

什么是损失元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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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元件节点是定向的端节点，该节点产生水头（压力）损失。损失元件以由水头/流量数据表
格中提供的数据得出的水头/流量曲线关系工作。损失元件是一个定向节点，每一侧都可以与多
管相连。方向标识以及连接方向必须与正确工作时一致。 

通过使用 按钮可以改变方向，这样做仅仅是为使模型更加美观（只要操作是正确的）。

如果损失元件的一侧没有与管相连，会假定该侧连接至水池，必须输入水库的 HGL［水力坡

度线］值。 
* * *  附加 选框  * * * 

什么是水头/流量数据表？ 
是水头（或压力）- 流量的数据表，该表描述泵，损失元件或供压装置的工作特性。也可以输入
效率值，但它仅用于计算泵的能耗，其它情况下应该忽略。注意有一个可以在扬程[英尺（米）]
和压力[psi (kpa)]之间切换的按钮。每张表都有唯一对应的整数标记（编号）。 

损失单元编号 
水头（压力）/流量数据表的整数标记。 

损失元件数据 
对损失元件来说，有两种输入水头（压力）/流量数据的方法。注意运用水头（压力）切换按钮
来选择该输入项的单位。*重要*：按流量递增的顺序输入多个数据点。按照你所选用的单位输入
流量（见顶部工具条）。 
同样也按照水头递增的顺序输入水头（压力）数据。Pipe2008内部为该数据分配了一个负号( - )

表示水头损失，从而也满足h1>h2>h3要求。效率数据就不合适了。 
1 可以输入一组水头（压力）损失/流量数据。该数据用来生成水头损失系数，有了该数据，那

么水头损失便与流量的二次方正比例关系。 
2 可以输入三个或更多的数据点，从而生成模型的水头损失/流量曲线。 
注意：任何输入的水头（压力）都假定为负值（代表水头损失） 

洒水器数据 

 
什么是洒水器节点？   
洒水器是端节点，流体通过洒水器排入大气中。 
洒水器数据  -  必须提供洒水器常数(Ks) 。洒水常数的确定基于以下计算公式：  
Q = Ks√Δp   其中Q 是流量 (加仑/分钟或升/秒) ， Δp 是压降 (psi 或kps)。无论指定哪种

流量单位，这些单位都适应（见sprinler constant［洒水器常数］）。 
一些Ks的标准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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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径    流量系数 
1/4 英寸      1.4 
3/8 英寸      2.8 
1/2 英寸      5.6 
5/8 英寸      11.2 
3/4 英寸      14.0 
洒水器连接- 可以为与洒水器连接的管道定义以下参数： 
 

 

长度  (英尺或米) 

直径 (英寸或毫米) 

标高变化(英尺或米) 
标高变化 
这指的是节点标高减去洒水装置标高所得的值。为负则说明洒水器孔的标高低于连接节点的标

高。若无连接管，忽略这些数据。 

(entries = 0). 

真空破坏器数据 

 
KYPipe 系统中的一个元件。在系统中，使用该设备用来防止高点真空的形成。管道直接通大气，

压力等于大气压，只需输入标高。如果激活真空破坏器，流量会减少，在真空破坏器以外，管道

为非满管流。 

排水设备 / 消防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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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元件模拟了管道的一部份，该部份通过孔口向大气中排放。它模拟了一种排水设备或消防栓。

该元件通常是关闭的，但它开放后就可以冲洗管道系统或者提供水流。常数是这样定义的： 
Q= C √P 
式中，Q是以gpm (或 l/s) 为单位表示的流速， P 是以psi (或 kPa)为单位表示的孔口内部压力。  
根据这一定义可知，常数表示于1磅/平方英寸（psi）压力下，以加仑/分钟（gpm）计的液体流

量。 
排水设备/消防栓数据  -  必须输入常数 (C) 。 主菜单中的工具中有一个洒水器/排水设

备常数计算器。 
排水设备/消防栓连接 – 可以通过以下输入定义洒水器的连接管： 

长度  (英尺或米) 
直径 (英寸或毫米) 
标高变化 (英尺或米) 

 

标高变化 
这是节点标高减去洒水装置标高的所得值。为负说明排水设备的孔口标高低于连接节点的标高。

若无连接管，忽略这些数据。 

(entries = 0)。 

第十一章:  PIPE2008 图形用户界面操作 
 

这部分详细介绍了Pipe2008图形用户界面（GUI）所提供的大部分操作。GUI 中的主要区域如下
图示。这些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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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区：开发并以图的形式显示管道系统的区域。 

按钮:  这些按钮可以控制GUI的绘图窗口以及GUI的工作模式。  

主菜单: 控制GUI的操作并提供建模功能。 

标签: 提供了特定的应用的数据设置以及各种图形设置和操作的途径。 

信息窗口: 提供所选管段及节点的数据和结果。 

主菜单 

 
在窗口顶部的主菜单提供了许多功能，这些功能可以用来控制 Pipe2008 的各项操作。 

File［文件］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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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子菜单控制所有文件转换和输出 
New［新建］ 
该命令可删除当前载入的数据文件，并使 PIPE2008 准备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注意：这会重

新调入默认的数据列表（附件，管型等）。下图所示的菜单允许您设置一些常用的系统选项。过

后也可更改使用这些菜单设置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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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打开］ 
点此按钮可以弹出一个文件菜单，允许您重新调入一个您先前已经保存好的PIPE2008数据文件。 
Import KY［导入KY］ 
该选项会弹出一个文件选择窗口，允许您从老版本的KYPIPE中将一个KY数据文件直接调入
Pipe2008。见Import KY。 
Import DT2 File［导入DT2文件］ 
如果丢失了p2k和 BK1 (备份)文件，就可以利用该选项。每当做完一次分析，就会随时产生一
个DT2文件。可以导入该文件，也可以重新恢复基线数据。变化、流量模式和一些Surge[水击] 装
置将不会再生成。几个导入选项例如：EPANET或者 Watercad都是两步导入， 第二步就是导入
生成的DT2文件。 

保存 
该选项使用当前文件名来保存您的PIPE2008数据文件。 
另存为 
该选项会弹出一个文件菜单，允许您用一个新的文件名来保存PIPE2008数据文件。 

Pipe2008 实用程序 
该选项会产生一个实用程序菜单，用来输入或输出数据。见Pipe2008中Utilities / Data 

Exchange。 

Print［打印］ 
该选项可以将当前的页面发送至打印机。 
Print setup［打印设置］ 
该选项允许设置您的打印输出。 
Exit［退出］ 
利用该选项可以退出PIPE2008。 

打印 

File | Print［文件|打印］命令会把视窗中的图像送到打印机。当前所用的所有显示特性（标签，

等值线等）也被打印输出。不过，打印尺寸和质量是通过下面的窗口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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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打印机会出现在Printer Name［打印机名称］区，也可以选择安装好的其它打印机。始终确

保在您的电脑中，您正在使用的打印机已经设置成默认打印机（不只是在该选区）。只有在消

防模型在序，Pipe2008打印机才会有生成PDF文件这一选项。从下拉选框中可以选择纸张大小

和打印方向。 
  

Quality［质量］ –通过指定每行中的总点数（例如：proof =1800个点），该选项能决定打印

的质量。对于日常应用，推荐使用Proof 或Draft High 设置。 Presentation 选项是 高设置，

建议用于 8 1/2" x 11"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对于大于8 1/2" x 11"的纸张，High Quality选
项可以使其得到高质量的喷墨打印和激光打印效果。Large Scale 选项仅用于使用绘图仪的情

况（36"宽或者更宽）。请注意：采用Large Scale选项会生成100MG的临时文件。 

Page setup［页面设置］ 
Pipe2008 打印选项中，点击 File | Page Setup［文件|页面］，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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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背景］–通过该选项可以隐藏或者显示背景图。“lighten［显示］”是默认设置，

该默认设置会使系统和背景图对比度处于 佳值。 
Print to BMP file［打印为BMP［位图］文件］ – 当运行该项命令后，会在P2K文件所在

的文件夹中产生一个位图文件，下一次您就可以使用Print命令进行打印。 打印时，BMP文件生

成，且采用Print选项框中设置的分辨率。当使用默认打印机进行打印时，不会再生成打印输出，

只生成BMP文件。当您使用绘图仪或其它打印外设来打印建模图形时，这是非常有用的。为了得

到 好的打印效果，确保色彩模式至少是256。 
Font scale factor［字体缩放因子］-在 Map Labels［图标签］中设置的字体乘以此因子便为

当前字体大小。分辨率较高时，字体比较小，因此在设置 font scale factor 时要考虑这种情况。

对于已经利用图形窗口上的尺寸按钮确定好大小的管段标签而言，该选项不起作用。 

Edit［编辑］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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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o last map change［取消上次图形更改］ 

取消图形更改 ( 多三次)。不包括在信息窗口中输入的数据 

Redo last map change［恢复上次图形更改］ 

恢复图形更改( 多三次)。  不包括在信息窗口中数据区域中输入或删除的数据 

Apply［执行修改］ 

该选项将数据文件的修改更新至数据表。 

Undo to last apply［恢复至上次的执行修改］ 

使用该选项可以使数据文件恢复至执行完上次修改后的状态。。 

Cut［剪切］ 

该选项能将当前选中的内容从数据表中删除掉，并将其置于Windows 的剪切板。该命令仅适用

于在数据表中操作。 

Copy［复制］ 

该选项能将当前选中的内容复制到Windows的剪切板。该命令仅适用于在数据表中操作。 

Paste［粘贴］ 

该选项能使存放于剪切板中的数据表内容复制到当前在数据表中选择的位置上。 

生成模型系统 
仅用于Goflow模型。以用户设定的特性的多种网格线类型（网状，树状，环状）为基础生成喷

水灭火系统。 
删除中间节点 
该命令允许用户删除系统中所有的或部分中间节点。如果用户要删除所有的中间节点，系统就

会提示输入要删除的总数量。对于要独个删除的一些节点而言，它们的选择是以管段的长度为

基础的。例如：如果用户要删除20个中间节点，那么Pipe2008会自动寻找本系统中 短的管段，

删除那个管段上的一个中间节点，然后再寻找下一个 短的管段，不断重复该操作，直到删除

20个中间节点为止。 
North arrow［指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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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观察和打印，在图中放置一个指北针。 
Screen capture［屏幕捕捉］ 
允许用户在视图中捕捉一个位图。用户需做如下选择。于是一个具有文件名和数字的位图

（filename_1.bmp）便被存于文件夹中（例如：:\Pipe2008\Models\filename_1.bmp）。 

 
Data tables［数据表］ 
该选项可以使窗口切换至数据表格。 
Map［图形］ 
该选项窗口切换至绘制的系统模型图。 
Move/scale entire system［移动/缩放整个系统］ 
该选项会弹出如下所示的对话框，允许您移动，缩放或旋转管道系统。 

 

使管道正交化 
该特性可以使所选的管道正交化至 近的水平或垂直位置。必须同时选中要移动的管上连接的

节点。 
自动正交化 
利用该选项时，新节点上建立的所有管会正交至到 近的水平或垂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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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 pipe［重复建管］ 
选择节点和管。从选择的节点开始，系统将会在相同的方向复制所选中的管。所选节点将为第

一个节点，新建节点则为第二个节点。在布设网格类型系统时，该命令非常有用。 
Select all end node junctions［选择所有端节点］ 
用组选模式选择所有的管线末端节点，也就是仅与一根管相连的点。 
Select all nodes［选择所有节点］ 
在模型中，用组选模式选择所有节点。 
Select all pipes［选择所有管段］ 
在模型中，用组选模式选择所有管段。 
Help［帮助］ (主菜单) 

 

 

Contents［目录］ 
该选项会弹出PIPE2008的帮助文件目录。 
Search for Help On［搜索帮助］ 
该选项生成索引，利用该索引，用户可以在PIPE2008帮助系统中搜索特定主题。 
How to use help［如何使用帮助功能］ 
该选项会弹出如何使用PIPE2008帮助系统的有关信息。 
Units［单位］ 
该选项会弹出用于PIPE2008：kypipe和其它2000系列模型中的单位表格。对于某个特定的P2K
文件，其所使用的单位是以系统建立时所选用的流量单位为基础的。  
Demo examples［示例］ 
利用该选项可以到pipe2008文件夹下的demo文件中选择特定的示例文件，这些示例文件一步一
步地介绍了Pipe2008的各种特性。 
About［关于］ 
该选项会弹出PIPE2008应用程序的有关信息，包括版本和用户被授权的管段数。 

 
亦见Pipe2008 Help File Contents ［Pipe2008帮助文件目录］ 

View［视图］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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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node，find pipe［查找节点,查找管段］ 
准确输入节点或者管道的名称，以将其选出并显示在屏幕上。名称是区分大小写，识别空格，
且可识别符号。 
这六个命令也可以通过操作位于屏幕左侧的按钮来实现。 
Zoom out［缩小］ 
该选项使得显示的图形按比例减小。 
Zoom in［放大］ 
该选项使得显示的图形按比例放大。 
Zoom selected［全屏显示］ 
该选择使得显示的图形发生改变，以所选节点和管段的区域 大化 
Pan［平移］ 
该选项允许您移动图形窗口，操作方法是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 
Zoom window［框选放大］ 
该选项允许您拖出一个选框窗口，改变显示图形，使选框窗口内的图形 大化。 
Zoom all［显示全部］ 
该选项会改变所显示的图形，使整个管道模型系统在整个显示窗口中尽可能放大。 
Show meters，valves，hydrants，device1，device2，intermediate nodes[显示水表，阀

门，消防栓，设备 1，设备 2，中间节点] 
不管这些指定的元件是否显示在模型的图形上，这些选项都是选定的。 
显示文本 
该选项会弹出下面的列表，该列表允许用户选择文本节点的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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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分析］ (主菜单) 

 
Error check［错误检查］ 
该选项将智能化地审查您的数据文件，并检查系统布设或数据的错误。 
Connectivity check［连续性检查］ 
在系统中选择管段后，执行该项检查使系统中的其它管段与所选管相连接。此项功能对于检查

从其它文件（例如Excel，AutoCAD）中新导入的数据是非常有用的。在数据表（点击屏幕绘图

区左侧的Table按钮）中会提示未连接的管段。在data table［数据表］中，选择管。选中selected 

items only［所选中的管］，列出未连接的管。另外，在hidden data［隐藏数据］菜单下，查

看～selected［所选］栏，未连接的管均标为“1”。 

OCS Screen（analysis）［运行控制系统窗口（分析）］ 

operational control settings［运行控制设置］窗口下有几个hydraulic analysis［水力分

析］选项。 

Analyze［分析］ 
该选项会弹出如下窗口，该窗口允许您执行系统的分析。 

 
Analysis year［分析年份］ –用来计逄管道粗糙度年份。见Age-Based Roughnesses［基
于管龄的粗糙度］。 
Sort numerically［数字分类］– 对报告中的结果进行数字分类。见 Sort Numerically［数字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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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sets of result［调入结果］–主要用于EPS［长周期模拟］ 或者Surge[水击] 分析，当有

许多的案例时，在输出报告限制案例的数量是非常有用的。 

Load all times［调入全部时段的结果］ – 将全部的或部分结果调入数据报告中。 
Inventory/cost［清单/费用］ –见cost and inventory calculations［费用和清单计算］ 
该选项执行计算并如下列表输出： 
1)  对每种管类型；所用总长度和管段的数量 
2)  对每种类型的管的总费用 

3) 系统中所有管的费用 

4) 系统元件的清单 

Power cost［能耗成本］-见cost and inventory calculations［费用和清单计算］ 
该选项执行计算，将您系统中运行的泵的费用（电能）制成表 。这些计算建立在每台泵的效率

以及电费成本基础上。由于费用计算是基于运行时间的，所以该选项仅适用于 EPS［长周期］

模拟。 

Move［移动］(主菜单) 

 
这些选项能使整个显示图形按指定的方向大致移动。屏幕左侧的箭头按钮也可以执行相同的操
作。 

Labels［标签］ (主菜单)  
查看Pipe2008光盘中label［标签］录像。 

 
 

通过这些选项可以快速地选择建模图形和打印输出上的节点和管的信息标签。使用Other Pipe 
Labels［其他管标签］和Other Node Labels ［其他节点标签］命令，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 
请注意在结果选择方面，利用屏幕底部的results selector bar［结果选择工具条］来设置要显示
的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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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node）name［管道 (节点) 名称］ 
显示管道（节点）名称 
Pipe（node）title［管道 (节点) 标题］ 
显示管道（节点）标题 
Pipe diameter and roughness［管道直径和粗糙度］ 
显示管的直径和粗糙度 
Pipe material and rating［管的材料和压力等级］ 
显示管道材料和管的压力等级 
Pipe（node）result［管道 (节点) 结果］ 
显示所选管和节点的结果。使用在屏幕底部的Result Selector boxes [结果选择框]来选择要显示
的结果。 

 
下拉选框"P"提供一列管道结果，用户可以从中选择要显示的结果。下拉选框"N"提供一列节点结
果。"A" 和"B" 选择器用来选择用户要显示其结果的模拟的案例（如果模拟中存在元件参数的变
化或者指定了EPS［长周期模拟］）。对于既有入口也有出口结果的节点，可以在Node Result 
box[节点结果选框]中选择要显示的结果。 
Pipe (Node) Labels Off［关闭管（节点）标签关闭］ 
关闭所有的标签 
Other Pipe (Node) Labels[其它管（节点）标签] 
让用户进入Map Settings/Labels[图设置/标签]工具条进行高级设置（字体，大小，颜色和其它等）。 
Node Elevation[节点标高] 
显示节点标高 
Junction Demand and Type[节点流量和类型] 
显示节点流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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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Management (Main Menu)[设备管理（主菜单）] 

 
Pipe Break[管段断裂] 
该选项允许您选择某一管段并模拟管段断裂。 
Pipe Break Report[管段断裂报告] 
提供阀门的报告，该报告包含破裂模拟。 
Analyze Hydrants[分析消防栓] 
见Hydrant Flows[消防栓流量]。该选项允许您选择消防栓，并取得给定压力下的流量信息。 
Graph Hydrants[消防栓图示] 
提供所有已选择的和分析的消防栓图示。 

Hydrant Report[消防栓报告] 
提供所有已选择的和分析的消防栓报告。 
Flush Pipes/Flushing Report[冲洗管道/冲洗报告] – 见Flushing（冲洗）。 
Facilities Report[设备报告] 
允许用户选中一个设备并为其生成详细的报告。 
Pump Curves[泵特性曲线] 
见 Pump and System Curves[泵和系统特性曲线]。详细讲述了如何利用泵特性曲线确定系统中

的泵以及如何生成系统特性曲线。 

管断裂的模拟 
为了模拟管的断裂，点击屏幕顶端的主菜单中的Facilities Management［设备管理］，并选择

Pipe Break[管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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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出现一个特殊的光标符号，可以选择一根管段用于模拟。受管段断裂以及开关阀门（必须

关闭以隔离断裂管区）影响的管段会高亮显示。 

 
也可以在Pipe Break Report[管段断裂报告]中查看结果。只要模拟了管段断裂，就可以再点击

Main Menu [主菜单]中的Facilities Management [设备管理]选项，选择管段断裂报告，报告显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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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出现的地址是输入的 Node Title[节点标题]（查看 Node Images [节点图]）。点击 Map [图

形]返回到图形屏幕。为了图形屏幕中清除管段断裂，点击左边垂直工具条中的 Clear [清除]。 

Fire Flows [消防水耗](计算的) 
Fire Flow Calculations[消防水耗的计算] 
可以计算消防栓，节点的单独或共同消防水耗。因此，计算消防水耗时并不要求系统中必须存

在消防栓。但是，如果模型中有消防栓，则记录消防栓测试数据，保持消防栓记录等等附加功

能都是可以实现的。在计算消防水耗时，必须指定两种压力。 

消防水耗的 低压力:  它是所有可用的消防栓和节点可接受的 低的压力。在一个节点（通

常是消防栓的位置或者是用来分析的节点）会达到该 低压力限值，并且可以确定 大消防水

耗。考虑了所有的节点，并且会对所计算的消防水耗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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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压力限制:  输入数据代表了静压值，这样在进行 小压力检查时不再使用静压低于此值

的节点。于是，检查 小压力要求时，静压值低的泵吸入节点或者清水井连接点则被排除在外。 

可以对单个消防栓或者节点来进行消防水耗分析，也可以通过组选模式对一组消防栓或者一组

节点进行消防水耗分析，或者对于模型系统中所有的消防栓和所有的节点进行消防水耗分析。 

为了进行消防水耗分析，首先选择（高亮）消防栓或者节点。如果希望对所有的消防栓和节点

进行消防水耗分析，则不需要单独选择任何消防栓或者节点。Analysis Setup window[分析设

置窗口]中已经给出了分析全部消防栓和节点的选项。点击Main Menu[主菜单] 中的Facilities 

Management[设备管理]菜单，并从下拉框中选择Analyze-Hydrants[分析-消防栓]。 

 
Analysis Setup [分析设置]选框出现了（您也可以直接在主菜单中点击Analysis[分析]，然后

选择Fireflow Analysis [消防水耗分析]）。消防水耗分析会被默认选择。在选框的底部数据

区为分析指定所需维持的 小压力（默认值是20）。然后在窗口的底部，从四个选项中为消防

耗水节点选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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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Analyze [分析]。分析完成后，有几种查看结果的方法。消防栓的分析和节点的分析稍有

不同。 

Showing Fire Flow Results[显示消防水耗结果] 
Hydrant Report[消防栓报告] 
有许多方法显示消防水耗的结果。一部份只适用于消防栓节点，而其它结果既适用于消防栓也适

用于节点。完成消防栓（不是节点）的分析后，Pipe2008 生成一个消防栓报告。为了查看该报

告，可以点击在 Main Menu [主菜单]中的 Facilities Management[设备管理]，再选择 Hydrant 

Report[消防栓报告]。报告如下图所示。该报告包含了测试数据和提供的附加用户自定义数据- 

地址，商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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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耗图示 
对于消防栓分析，Pipe2008 会生成消防水耗图示。点击Facilities Management [设备管理]，

并且选择消防栓布置图，出现如下的图表。还可以为计算所得数据或测试数据绘制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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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low Labels[消防水耗标签] 
另外一种非常有用的，用来显示消防水耗分析结果的方法如下：在图形屏幕上，点击Main Menu[主

菜单]中的Labels[标签]，显示node result A［节点结果A］。使用节点Results Selector[结

果选择器]工具条，显示流量结果。 

 
当分析完成后，在每个消除栓附近就会出现消防水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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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low/Hydrant Report[消防水耗/消防栓报告] 
Report [报告] 中的Fireflow/Hydrant Report[消防水耗/消防栓报告]如下图所示。对节点处

消防水耗计算也生成同样的报告。当系统中的节点（非指定的消防栓）的压力低于指定的消防

小压力（例如通常为20psi）时，那么该节点和该节点处流量列于 后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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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节点处的消防水耗的额外考虑 
对于节点进行的消防水耗分析，有几种查看结果的方法。其中 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使用用图形

标签来查看。点击Labels | Node Results| Fireflow，静压如下图所示： www.kypipe.com.cn



 

 

 

消防水耗和静压力结果标签会自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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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节点消防水耗计算完成后，会生成两个user data［用户数据］项，静压和消防水耗。结

果存储在这些用户数据目录中。用上面介绍的方法显示图形标签，是显示用户数据项 简单的

方法。 
在图中的消防水耗和静压。用户可以点击Map Settings[图形设置] | Labels[标签] ，选择

Fireflow[消防水耗] 和/或 Static Pressure[静压]，作为要显示的节点标签，如下图所示。

该选项可以执行更多的功能，可以和其它标签一起组合显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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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一个节点的Fireflow/Hydrant Report [消防水耗/消防栓报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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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和系统特性曲线 
Pump Curves[泵特性曲线] 
Pipe2008 具有绘制泵特性曲线（扬程/流量数据）的功能。泵特性曲线数据由用户输入。点击主

菜单中 Facilities Management，然后再选择 Pump Curves [泵曲线]，便可轻松地绘出泵特性曲

线。 

 

带有四个曲线图 Type [类型]选项（下拉选择器）的图表显示出来： 
Multiple Curves[多重曲线] – 一次 多能绘制五条曲线。可以通过在窗口底部的五个下拉选
框来选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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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s Below 1.0[速度低于1.0] – 对于在下拉选框中指定的泵曲线，该选项可以显示所选曲
线，即速度低于1.0的那些泵曲线。 
Speeds Around 1.0[速度约为1.0] -对于在下拉选框中指定的泵曲线，该选项可以显示所选曲
线，即那些速度在1.0左右的泵曲线。 
Speeds Above 1.0 [速度高于1.0]-对于在下拉选框中指定的泵曲线，该选项可以显示所选曲线，
即那些速度高于1.0的泵曲线。 
Grapph［曲线图］ – 刷新曲线图 
Print[打印] – 打印曲线图 

BMP[位图] – 在P2K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内生成名为Pump1.bmp (或者Pump2， -3等等.)的泵曲线

位图。 

Max/Min[ 大值/ 小值] – 如果不使用Use Default[使用默认]选项，对曲线图可以指定 大
和 小的扬程和流量。 

 

System Curves[系统特性曲线] 
系统曲线是由一系列扬程/流量数据生成的，它描述了管道系统中特定节点的工作特性。系统曲

线非常有用，例如，可以确定基于管压力等级的 大的系统流量，还可以确定该位置对泵的性能

要求和泵大小。为了得到系统特性曲线，首先选择需要生成特性曲线的节点，并输入节点名称，

期望的节点 Flow Rate[流量]以及 System Data|Other[系统数据|其它]窗口下的 System 
Head Curves Data[系统扬程曲线数据]中的 Available Head[有效扬程]，如下所示，在该

位置，有效扬程等于水泵进水端的有效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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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利用Analysis Type[分析类型]中的 System Head Curves [系统扬程曲线]对系统进行分

析，如下所示。 

 
分析完成后，可以利用Facilities Management[设备管理]下的 Pump/System Curves [泵/系统曲

线]选项查看系统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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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性曲线出现，用户可以在系统中选择其他任意一台泵，来评估基于系统曲线的泵性能。

通过生成一个新的泵ID，用户也可以生成一个新泵特性曲线并与系统特性曲线进行比较（用户

可以点击一个既有泵，给其一个新的ID[编号]表，并输入一些泵特性曲线数据点。如果要进行

模拟，将ID改回原来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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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工具] 
Pipe2008提供了许多工具来进行一些有用的计算，主要有以下工具，在数据设置窗口中可以进

行示例说明（with the setup screen depicting sample data）。其中很多工具是用于Surge[水击]
分析的，下面有标注说明的。 

 

 
10 Year HW Coefficient[10年海曾威廉粗糙度系数] 
该工具利用Pipe2008的时间计算功能计算10年后的海曾威廉粗糙度系数，需要提供新管的粗糙
度系数以及某个已知年份的粗糙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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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Pipe Type[管类型]以及Age-Based Roughness [基于年份的粗糙度]。 
Air Slam Pressure Surge[空气撞击压力冲击] (Pipe2008 : Surge[水击]) 

 

该工具是用来计算空气通过微量排气阀/真空阀排气时所产生的水击压力，计算伴随着微量排气

阀/真空阀气体排放的水柱撞击压力。可以提供屏幕上显示的所需数据，撞击前的空气压力的上

限，该工具可以在所指定的 大空气压力范围内计算水击压力。 

 
Air Valve Orifice Size[空气阀孔口尺寸] (Pipe2008 : Surge[水击]) 
该工具可以计算在指定压降下，达到指定体积流量所需的空气阀孔口尺寸。这有助于用户选择空

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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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der Precharge [气囊充气量](Pipe2008 : Surge[水击]) 
该工具允许用户利用封闭调压塔计算所得的结果来确定气囊式调压塔的大小，并确定理想的充

气压力。 
隔膜式调压塔提供的结果跟封闭式调压塔一样。见 Bladder Tanks［隔膜式调压塔］。 

 
Calculator[计算器] 
该工具用来做简单的数学计算。 
Force Calculations[力计算] (Pipe2008 : Surge水锤分析软件) 
该工具允许用户生成动态力文件，该文件能用作各种管道应力程序的输入。Quick Reference 
Guide[快速参指南]按钮提供了如下所示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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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Properties[气体特性] 
对各种各样的气体，该工具提供的作为温度函数的气体特性。 

 

Generate Intermediate Pump File[生成中间泵文件] (Pipe2008 : S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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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两个标准泵文件中内插的数据，该工具会生成一们中间比转速的泵文件。见pump file［泵
文件］。 

 

 
Hose［软管］和 Nozzle [喷嘴] 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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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rtia/Specific Speed[转动惯量/比转速] (Pipe2008 : Surge) 
通过利用泵的性能以及有效数据的曲线拟合，该工具能计算出马达或泵的转动惯量。亦见 Pump 
File[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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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ting［调整］（regulating［调节］）阀 (Pipe2008 : Surge) 
用在使用 Pipe2008: Surge]版本 2 或者更高版本来模拟调节阀的情况下。该工具允许用户计算

利用主动阀作调节阀所需的数据。常规应用中，总是假定在瞬态分析过程中调节阀保持 初的设

置。使用主动阀以及该工具所提供的数据，该类阀门可以在指定时间内由初始设置调节到 终设

置。为了使用该工具，用户需对初始和终止状态进行稳态分析，并输入如输入屏幕中所示的输入

阀门工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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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HP［马力］或KW［千瓦］) 计算 

该工具可以计算指定工况下泵的有效功率。见Constant Power Pump[恒功率泵]。 

 
Profile Import[管道侧面图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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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p File Characteristics[泵文件特性] (Pipe2008 : Surge) 
基于指定的泵文件数据，该工作能计算出水泵在指定流量和流速下的扭矩和扬程。该工具可以用

来生成泵文件中的扬程/流量曲线数据点。见 Surge 中的 pump file［泵文件］。 

 

Pump Selection[选择泵] 
用户定义泵扬程和流量。该工具在既有的由用户输入的泵特性曲线或者默认文件中搜索，并找
到 接近的匹配曲线，并将其显示在泵曲线图中。 
Residual Pressure Adjustment[残余压力调整] 
当消防水耗实验点距需要残余压力的位置比较远时，可以使用该工具。 

 

Resistance Calculations[阻力计算] 
该工具利用各种所得信息进行有用的阻力计算。  

该工具所进行的阻力计算主要基于以下参数： 

a) 局部水头损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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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阀门流量系数 

c) 孔径数据 

d) 连接到水箱 

e) 扬程-流量数据 

f) 管道横断面 (并联或者串联) 

输入主动阀，调压塔，水击消除装置，水击泄放阀，并联或串联的泵的数据，便可以确定它们的

阻力。 

 

Select Pump File[选择泵文件] (Pipe2008 : Surge) 
基于泵的额定工况数据，该工具选择合适的泵文件用于事故停泵的水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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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e Track[升压追踪] (Pipe2008 : Surge) 
水锤分析完成后，该工具可以追踪升压的起因。这样有助于找出产生极端压力的事件或元件。 

 

www.kypipe.com.cn



 

 

 

Sprinkler/Blowoff Constant[洒水器/排水设备常数] 
该工具提供了几种计算洒水器/排水设备常数的方法。洒水器/排水设备常数定义为：压力降为1psi
或 1m 时，通过该设备流量（以 gpm or l/s 为单位）。 

 
Units Converter[单位转换器] 
该工具提供了多种参数和单位的转换因数。 

 

Valve Stroking [阀门行程](Pipe2008 : Surge) 
该工具计算以管线特性和阀门关闭时间为基础计算 优的两阶段阀门关闭过程。参考水锤分析
软件中的Active Valves[主动阀] ，了解如何产生瞬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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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Speed[水锤波速] (Pipe2008 : Surge) 
以管道的管材，液体以及一些约束条件为基础，该工具可以计算出的管道内压力波的速度。见

wave speed［水锤波速］。 

 

Drawing Area[绘图区] 
这是主绘图区，在此区域可以看到您所建立的模型系统图。该区域是建立或编辑管道系统的主要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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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s[按钮] 
Operating Modes[操作模式] 
PIPE2008 有四种操作模式，您可以在显示屏幕的左上角点击相应的按钮来选择合适的操作模

式。 

 
Layout[布设模式] –在布设模式下，您可以添加节点或管段，也可以移动个别节点。只有在需要

添加管段或节点时，才可以用这种模式进行操作。 
Fixed[锁定模式] – 在这种模式下，您不能添加或移动节点，也不能添加管段。您可以改变节

点类型，也可以输入或编辑节点数据。当系统布设完成后，您应该总是采用这种模式进行操作，

这样就会避免不小心改动系统。双击该按钮进入到Fixed 2[锁定2]模式。在Fixed 2[锁定2]模式中，

您可以添加管段和节点，但是既有节点是不能移动的。 
Text[文本模式] – 该模式是用来添加，修改或者删除Text nodes[文本节点]的。 

 
Group[组选模式] – 该模式主要用于进行Group Operations[组操作]，例如组选或组编辑。您
可以移动一组节点，或者删除一组节点和管段。在Group Mode[组选模式]中，你可以使用以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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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清除] – 在Group Mode下, 点击该按钮可以清除所有已选择的元件（within group mode，
click this to clear all selected elements）。 
G Box[框选] -在Group Mode下，该按钮允许用户可以按住鼠标框选多个元件。 
此工具条中其它功能如下： 

 
Refresh [刷新]- 该按钮用来刷新屏幕显示内容。需要在等值线图存在的情况下改变缩放尺寸（重

新计算等值线）或者更新标签时，可以采用此操作。 
Table［表格］- 进入data table［数据表格］ 

亦见Panning Controls[平移控制]。 

Panning Controls[平移控制] 
这些按钮能让您迅速地一次将一大块图形在屏幕的任意方向移动。 

 
头两个按钮是直接进行放大或者缩小。 
Z All [显示全部]– 该按钮可以对整个绘图区进行缩放，将整个图都显示在窗口中。如果视图看

起来有些混乱，您可以关闭节点或管段的标识。 
Z Win[框选缩放] – 允许用户在绘图区拖拽一个方框来对其所选内容进行放大。 
Z Sel[选择缩放] – 跟Group Mode一起使用。将组选的高亮的所有元件缩放至整个视图窗口。 
Z Prv[返回至上次缩放视图] – 允许用户返回至上次的缩放视图。 
Pan[平移] –用户点击鼠标，便可将图形拖动至视图中的合适位置。 
箭头按其自身的方向平移视图（图中剩余的部份与箭头相反的方向），平移的距离为屏幕视图的

一半。 

TABS[标签] 
MAP SETTINGS[绘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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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Settings[绘图设置]标签下有5个影响图形外观的属性窗口。 
Colors/Sizes[颜色/大小] 
 

 
Colors / Sizes标签是用来设置图中节点和管段的显示属性的。 如果您是采用了高分辨率(> 

1280 x 1024)，或者背景图比较复杂，改变这些设置能让您更加容易浏览系统图形。 

Pipe Color[管的颜色] 
设置绘制管段的颜色。 

Node Exterior Color[节点外部颜色] 
设置用来突出节点的颜色。 

Node Interior Color[节点内部颜色] 
设置节点的填充颜色。 
Background Color[背景颜色] 
设置图形基色。主要设置在其上绘制系统的“纸”的颜色。 
Pipe Size[管段尺寸] 
设置代表管段的线的厚度（用像素）。 
Node Size[节点尺寸]  
设置用来代表节点的图形尺寸。 
Selected Item Color[已选各项元件的颜色] 
在Group Mode [组模式]下，允许用户选择当前所选的元件的颜色。 
Node Image Size[节点图像大小] 
设置位图图像大小，该信息被储存在每个节点中。通常这些图像都是节点处的数码照片。 

Backgrounds[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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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s[背景] 
该标签是用来控制载入或者显示的背景图像的。PIPE2008可以输入背景图或者以各种矢量和光

栅格式绘图。使用比例背景图或者网格线可以为准确地确定管线尺寸（计算其长度）。 
Add Map[添加图] 
点击该按钮会弹出一个文件选择器，允许您为要建的管道系统选择一个图像文件作为背景。您

可以一次载入多个图像文件。例如，您可能想使管道系统下覆盖一层图，下面再覆盖一张航空

照片。  
 

Remove Maps[删除图] 
使用该按钮将会从您的数据文件中删除背景图。您必须首先

点击您想删除的图形的名称，然后再点击该按钮。 
 

To Top[到顶层] 
该按钮会改变图片在屏幕的绘制顺序。列表中的文件名称的顺序按照它们的绘制顺序安排的。当

您在其它图上叠加另一张图时（不正确的叠放顺序会使得其中有的图被遮蔽），此项功能是非

常重要的。  为了将其中一张图移动到列表的顶部，首先点击该图形的名称，然后再点击该按钮。 
Properties[属性] 
该按钮允许您编辑所选图像的属性。通常情况下，您是不需要更改这些设置的。为了进入属性，

您首先必须点击您想修改的图像的名称，然后再点击此按钮（此处有错p110）。 
Scale Background to Pipes[缩放背景图，使其与管段比例匹配] 
此按钮允许您改变背景图的比例，从而与管道系统的比例匹配。这样会改变沿X方向位移，沿Y
方向位移以及背景图的比例因子。在您保存Pipe2008文件时，这些设置会一起被保存。记住，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系统比例重设，那么这些设置就会随之改变。见Scaling Background Maps[缩
入背景图]。 
Scale Pipes to Background［缩放管段，使其与背景图比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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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按钮允许您改变管道系统的比例大小，使其与背景图比例相匹配。注意，此命令会改变那些

没有锁定（查看Pipe Data Boxes[管段数据框]-长度）的管段的长度。坐标轴也会改变。该选项

也会通过旋转管网模型来确定系统相对于图形的方向。查看Scaling Background Maps[缩放背景

图]。 
Make Maps Visible / Hidden[显示/隐藏背景图] 
首先点击列表中图像的名称，然后点击该按钮，您可以使在绘图区选择的图像出现（可视）或

者不出现（隐藏） 
Zoom to Selected Map[对所选图像放大] 
首先点击列表中图像的名称，然后点击该按钮，您可以使当前所选图形尽可能放大，而且其中

包含了您选择的所有图形。 
Zoom to All Maps[显示所有图形] 
点击该按钮，您可以使当前图形尽可能放大，而且其中包含了所有的背景图。 
Zoom to Maps and Pipes[对管道和图放大] 
点击该按钮，您可以使当前图形尽可能放大，而且其中包含了管道系统和所有的背景图。 
Start MapLink Utility[启用图形连接工具] 
MapLink Utility允许用户生为特定的背景图成一个参照文件，记录此背景图下的比例和位置。见

MapLink[图形连接]。 
X-shift[X方向的位移] 
此项输入使得所有的背景图像沿着X轴，以指定的距离（坐标单位）移动（向右为正）。 
Y-shift[Y方向的位移] 
此项输入使得所有的背景图像沿着Y轴，以指定的距离（坐标单位）移动（向上为正）。 

Scale Factor[比例因子] 

此项输入使得背景图像以该数值为比例进行缩放(数值 <1 ，尺寸变小)。见Scaling Background 

Maps[缩放背景图]。 

Show Text on DXF and DWG maps (slower)[在DXF和DWG图上显示文本（较慢）] 

当使用 DXF 和 DWG 文件作为背景时，用户可以选择在此文件中显示或者隐藏文本。记住，选

择显示文本会使运行比较慢。 

Grids[网格] 

www.kypipe.com.cn



 

 

 
该窗口可以控制背景图上的网格的颜色和尺寸。背景图像上可以使用主网格线和辅网格线。主

网格线的尺寸通常比辅网格大一个数量级。通过为两种网格线选择不同的颜色，可以在图上形

成一种好的视觉效果并确定其在背景图上的位置。 
什么是网格线? 
网格线是水平线或者垂直的定比例直线线，该水平线或者垂直线可以在图中显示或者打印输出。

您也可以设置网格的比例，并且使用设置好的网格按比例布设管道系统。 
Major Grid[主网格线] 
该复选框决定是否显示主网格线。 
Major Grid Value[主网格线值] 
该下拉选框允许您设置主网格线的间距。 
Major Grid Color[主网格线颜色] 
该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并允许您选择主网格线的颜色。 
Minor Grid[辅网格线] 
该复选框决定是否显示辅网格线。 
Minor Grid Value[辅网格线值] 

该下拉选框允许您设置次要网格线的间距。 

Minor Grid Color[次要网格颜色] 
该按钮生成一个窗口，在该窗口中允许您选择次要网格线的颜色。 

Mark Origin[标出起点] 

该复选框决定是否要图中标出起点。 

Origin X, Origin Y[X轴起点，Y轴起点] 
该选框允许您设置图形起点的X坐标和Y坐标。 

Origin Color[起点颜色] 
点击该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并允许您选择起点的颜色。 

Labels[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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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该项便会弹出一个选择和自定义标签的菜单。 多只能显示4个标签（包括名称和标题）。

两个可以从列表中选择，该列表中包括了大部分可用的数据和结果。这些标签选项包括： 

NAME[名称] 
选中该属性框显示管段（节点）名称。 

TITLE[标题] 
选中该属性框显示管段（节点）标题。 

LABEL SELECTION BOXES[标签选择框] 
两个选框，可以弹出管段（节点）信息的选择窗口。您可以从列表中进行选择。注意，对于节
点而言，只有与节点相关的标签才会显示出来。例如，HGL［水力坡度线］只出现在水池所在
处。 

LABEL CHECK BOXES[标签复选框] 
该复选框位于Label Selection Box [标签选择框]左侧，可以打开（关闭）选项。 
SELECTED LABELS ONLY[仅显示所选元件的标签] 
激活该复选框，将只显示已被组选的管段（节点）标签。以GROUP MODE选择一组管段（节

点）。  

BOX COLOR[选框颜色] 
弹出一个颜色选择窗口来定义选框的颜色。 

CHANGE FONT[更改字体] 
弹出字体表来选择字体，字体类型，大小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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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LABEL IN BOX[将节点标签置入框中] 
该复选框用来在标签周围拖出方框。 

SHOW "ZERO" LABELS[显示“零”标签] 
如果选择该复选框，值于零的节点标签（node labels which are equal to zero）（也包括无标高
数据的节点）将会在图中显示。 

LABEL TYPE (pipes)[标签类型（管段）] 
Label in Box[标签在框中] –管段标签将在框里水平显示。 
Angled Text[文本倾斜一定角度] – 沿着管道排列标签。对较大系统而言，生成这样的文本显
示方式将会比生成其它类型的文本排列方式慢。 
Horizontal Text (fastest)[水平显示文本（ 快）] – 使标签文本呈水平放置。 
Angled (if space permits)[以一定角度显示（如果空间允许）] – 沿着管段显示文本。仅对
于那些字体大小和缩放水平与管段长度相配的标签文本，才会以些种方式显示。 

Emphasis / Contours – Nodes[强化显示/等值线-节点] 

 

该标签用来为节点建立等值线或强化颜色。图中等值线显示的某一特定数据范围内的节点。颜

色强化显示是根据节点的数值而设置节点图的颜色的。  
Refresh[刷新] – 请注意，屏幕图中Refresh[刷新]按钮会重新生成等值线。这非常有用，例如，

图放大后，在 高分辨率下重新绘制等高线。 

Value[色彩值] 
这些是用来确定每种颜色的范围值的。每个范围都是由某个 大值以下值组成的，小于等于某

个目标值的值具有同一个目标颜色。例如，高程≤20的节点将会显示黄色，高程＞20的节点而

≤40的节点将会显示紫色，等等。 

Color[颜色] 
这些是用来填充落在某个范围值以内的节点的颜色的。 

Pump Status[泵状态] 
当选重该复选框时，就会出现如下图示菜单。选中后，Node Contours [节点等值线]将会被Pump 
Status Emphasis[泵状态强化显示]代替。 所有的非泵节点都会用第一种颜色。在基线数据中被

关闭的泵（通过Node Information window[节点信息窗口]设置成“关闭”）将会采用第二种颜色。

在模拟过程中已经被关闭的或者发生倒流的泵将会使用第三种颜色。流泵将会使用特定的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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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ing [流泵]颜色进行强化显示。 

 

Selector Boxes[选择框] 
点击这些选择框，您使可以为左侧的选项设置目标颜色。 

Auto Fill[自动填充] 
该选项自动设置数据框内的数值，自动根据在Parameter[参量]选框内选择的数据类型建立等大
小的数据范围。 

Range Fill[范围填充] 

该按钮会填充数值框，从而在 小值和 大值之间建立均等数值范围。注意，在您按下Range 

Fill[范围填充]按钮之前，您应该在第一个数据框内输入 小值，并且在顶部选框（top box）中

填入 高值。  

Default Colors[默认颜色] 

重新设置系统默认颜色。 
Number of Items[范围项数] 
此命令设置用户指定的范围数。 

Show Contours check box[显示等值线复选框] 
选择该复选框可以在图形中显示定义好的等值线 

Show emphasis check box[显示强化显示复选框] 
选择该复选框可以使图中节点根据其范围值显示相应颜色。 

Label Contours check box[标签等值线复选框] 
选择该复选框可以生成等值线，且标有相应有参数值。 
Show Key check box[显示注释复选框] 
选择该复选框，会在图中出现显示等值线标注。 
Parameter[参数] 
该选项会选择用于设置范围的数据项。注意，如果选择了一个结果，主菜单上的 A 选框就用来

表示你所指定的结果。（在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 [长周期模拟]或 Changes [改变]）。 

Contour Style[等值线填充风格] 
该弹出选框允许用户选择等值线内的填充风格。可用选项有：对角线，交叉线，实体或者线条填充。 
Key Location[注释的位置] 
该弹出选框允许用户选择注释所在的图形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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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Key Font Size[标签/注释字体大小] 
该选框允许用户选择注释和等值线标签的字体大小。 

Show Intermediate Contours[显示中间等值线] 
该复选框适用于线性等值线，并且允许显示插入的附加等值线。 

Intermediate Contour Spacing[中间等值线间距] 
在与指定 Parameter 相同的单元内设置中间等值线间距。 例如，如果等值线表示是标高，范围

1 为从 556 到 671，且等值线间距为 20，那么范围 1 有 6 个中间等值线。 

Pipe Emphasis[管段强化显示] 

 

此标签项用来设置管段的强化颜色。Color emphasis［颜色强化］根据管段的数据值设置相应的

颜色。 
Value[数值] 
这些数值被用来确定每种颜色的范围。小于或等于目标值的数值被设定为同一目标颜色。如上

面给出的例子，高程≤20的节点将会显示黄色，高程＞20并且≤40的节点将会显示紫色，等等。 

Color[颜色] 
这些是用来填充管道的色彩，而该色彩是由某一特定范围的数据所决定的。 

Selector Boxes[选择框] 
点击这些选框，您可以为左侧数值范围设置目标颜色。 

Auto Fill[自动填充] 
该选项能自动为数值框赋值，为Parameter选框所选的数据类型建立等值范围（that span the 
data type selected in the parameter box）。 

Range Fill[等范围填充] 
点击该按钮后，value选框中便有数据填入，从而在 小和 大值之间建立等值范围。注意，在

您按下Range Fill键之前，您应该在第一个数据框内填入 低值，并且在顶部选框（top box）中

填入 高值。 
Number of Items[范围数] 
此选项可以设置用户指定要显示的范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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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emphasis check box[显示强化显示复选框] 
选择些复选框后，图上的管段便按照划分范围着色。 
Parameter[参数] 
利用该选项选择设置范围的数据项。注意，如果选择一个结果，则可以利用主菜单上的“A”选

框来确定您所指定的结果（在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 [长周期模拟]或Changes [改变]）。 
Show Key checkbox [显示注释复选框] 
利用此复选框可以在图形上显示已生成的定义管段强化颜色的注释。 
Key Location[注释位置] 
该弹出选框允许用户选择注释位于图形上的哪个角落。 

Key Font Size[注释的字体大小] 
该选框允许用户选择注释的字体大小。 

Legend[图注] 

 
Show Legend On Map[在建模图上显示图注] – 查看建模图时图注可见。 

Rectangle Around Map[增加图框] – 图形周围增加框如下图示。 

Show Legend On Prints[打印时显示图注] –打印时，打印内容包括图注。 

Crop Around Rectangle[沿矩形框裁切] –从图形边缘处插入可任意选择的矩形框，且可以裁

切掉出现在选框以外的背景或管段。 

Always show Time/Case in Title for Animations[动画演示时总是显示时间/案例] –用于

View | Animate[查看|动画]  

Title[标题] – 可以在建模图中增加标题 

Title In Box[标题位于框内] – 标题四周增加的一个矩形框 

Transparent Box[透明框] – 可以让背景或管段显示在标题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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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字体]-设置标题字体 

Background[背景] –允许用户设置标题框中的背景颜色 

Show Time/Case[显示时间/案例] – 在标题条中显示时间/案例 

Legend［图注］– 用户可以输入合适的文本。  

Divide With Lines[用直线分隔] –在每行文本之间画一条线(通过点击Enter键进行分隔)。 

Transparent Box[透明框] – 允许背景和管段显示在图注框内。 

Include distance scale［包括线性比例尺］- 为图形添加比例尺。 

Show Logo [显示图标]- 用户可以生成一个文件名为Logo.bmp的位图文件，存放在Pipe2008 文

件夹中。选择该复选框便可在legend中显示些图标。   

Logo Size[图标大小] –通过五个设置的选项设置图标的大小。 
Font[字体] – 设置图注的字体。 

Background[背景] – 允许用户设置图注框中的背景颜色。 

Key Locations[图注位置] – 图注可以被放置在建模图形四个角中的任何一个角上。 

 

SYSTEM DATA[系统数据] 

 

在system data下有5部分，它们可以控制影响模拟过程的整体性能和输出。点击上面任意的入

口可以得到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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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Specs[模拟设置] 

 
该窗口可以控制一些关于将要进行的分析模拟的重要信息。 
Specific Gravity[比重]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总是假定输送流体为水（比重=1）。通过插入一个非零的输入来选择使用

其他液体。该输入值就是要利用的液体的比重（液体密度与水密度的比）。注意，如果使用是不

同于水的液体，需要利用一个合适的水头损失方程（通常使用 Darcy Weisbach 方程）。 

 
Units[单位]  
查看 Units/User Units[单位/用户自定义单位]。为对于流量和相关的输入数据及结果输出选择英

制或公制单位。或者允许用户自己设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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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ion[方程式] 
选择Hazen-Williams方程， Darcy Weisbach 方程或者Manning方程计算粗糙度。  
见 Hazen Williams 和 Darcy Weisbach。 
Kinematic Viscosity[运动粘度] 
当指定利用Darcy-Weisbach 方程式计算水头损失时，在此处输入运用此关系时所需要的运动粘

度。对于其它液体（如有需要，可以是水），必须使用Darcy-Weisbach 方程，而且必须输入运

动粘度值（用ft*ft/s 或者 m*m/s为单位）。如果使用该选项，运用Darcy-Weisbach方程且以毫

英尺或毫米为单位时，必须输入管粗糙度值。  
Maximum # of Trials[ 大试算次数] 
除非在此指定一不同的限值，否则该限值被默认为20。达到该限值是不大可能的，但必须设置

此值以防止意外的收敛问题（这有可能是因缺乏数据或者止回阀或者泵在非常接近边界条件的

情况下工作）。也尝试分析一种不可能的情况，可能导致不收敛。如有需要，该选项也可以减少

计算次数。  
Accuracy[精度] 
该参数决定了何时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它被定义为在先前试验中得到的管道中流速的总（绝对）

变化除以总（绝对）流速，一般设置为0.005，除非在此改变此数值。如果此处空白，就使用默

认值0.005，一般而言，该默认值可以提供一个相当精确的结果了。 

System Type[系统类型] 

 

用户可以选择正在分析的系统类型。基于所作选择，计算参数和输出的结果会反映出所选系统

类型。例如，对于Gas[气体]和Steam[蒸汽]，不需计算水力坡度线和水头，但需计算密度和压力。 
Change Pattern and Demand Pattern[改变样式和节点流量样式] 
利用Select Pattern [选择样式] 下拉选框，从用户建立并保存的所有样式中选择一个选项。一旦

选择完成，当前样式文件名会在Pattern Name box [样式名称框]中显示。要清除该样式，使用

Clear Pattern[清除样式]按钮，或者选择一个新样式。查看 Setup/Defaults[设置/默认]菜单下

的Change Patterns[改变样式] 或者Demand Patterns[节点流量样式]，了解建立和使用

样式的信息。 

Other[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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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窗口可以控制一些将要进行的模拟分析的附加信息。 

Pipe Scale Factor (XY)[管段比例因子（XY）] 

通过输入该因子，可以改变管段的X，Y或平面比例长度。 这非常有用，比如，改变长度单位（从

米改变为英尺）。它也可以用来缩放既有的管道系统，使之成为一个比例不同的新添的背景图。 

Pipe Scale Factor (Z)[管段比例因子（Z）] 

该输入被用来为Z坐标设置比例因子，因而在计算管段比例长度时，要考虑高程（例外情况是，

如果用户将管长设为锁定模式的话，那就不会这样做）。 

默认值是零则意味着在计算管段长度时，没有考虑高程。通常，该比例因子应该和管段的x及y

比例一样的。然而，单独设置Z比例因子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在特定的坐标系下运用矢量背景

来布设管道系统的情况。 
Average Residential Meter Demand[平均住宅水表流量] 
该输入决定了您想加于每个住宅水表（在Pipe Data Boxes[管道数据选框]中设置）的流量，这

通常指每一住宅的日平均流量，使用指定的流量单位。 
Simulation Memo[模拟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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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属性框可以用来储存任何有关模型和分析的基本信息。输入的内容会在输出报告中列出。 
System Head Curves Data[系统扬程曲线数据] 
见Pump and System Curves[泵和系统特性曲线].。在这可以设定用来计算系数扬程曲线的

节点和流量数据。  
Method for Determining Flushing Flow[确定冲洗水流量的方法] 
见Flushing[冲洗].  在进行管道冲洗分析前，从三个选项中选择一项。 
Attribute for Node Temperature[节点温度特性] 
查看 temperature Dependant Liquid.[液体的温度特性]。当运行 Temperature-Dependant［温

度特性］分析时，必须对为温度赋值的 user attribute 进行设置。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 (EPS)[长周期模拟
（EPS）] 
EPS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长周期模拟] 

 
该窗口可以设置控制长周期模拟的数据。关于EPS的更多信息请参阅Reference Manual 
[参考手册]  
什么是 EPS?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 (EPS)长周期模拟（EPS）]是指在一个指定的时间段内进行水力或

者水质分析。将会计算出水箱水位的变化，并且控制开关会在合适地时候被激活。 
Use EPS[使用EPS] 
该勾选框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长周期模拟。 
Total Time[总时间] 
是长周期模拟所需要的总时间（以小时为单位）（通常是24小时）。 
Computational Period[计算周期] 
这是在模拟（通常为1小时）的时间周期（以小时为单位）。 
Report Period[报告周期] 
这是指在EPS模拟过程中，多长时间（以小时为单位）生成一次报告。 
Default Power Cost[默认能耗费用] 
设置默认能耗费用（以美元/每千瓦时），用来分析泵的运行费用。 
Intermediate Reports[中间报告] 
该复选框决定了在EPS模拟过程中，是否应该生成一个中间报告。例如，如果您的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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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报告周期]设置为1小时且水箱在1.5小时排空，如果选中此复选框，那么将会在1.5小时生

成一个结果报告。 
Starting Time (hrs 0-24)[模拟开始时间（0-24小时）] 
Report的结果中会标出指定的模拟开始时间，与案例号相邻且位于每个结果的 前面。 

Report Time Style[报告时间类型] 
如Starting Time [开始时间]所标出的，将时间设为所选类型。 

 

Reports[报告] 

 

该窗口可以控制哪些信息出现在分析结果的列表中。 
Show Junction Titles[显示节点标题] 
选择该复选框可以使节点标题显示在列表式的输出结果中。 
Show Data Summary[显示数据摘要] 
选择该复选框可以压缩列表中的数据摘要（如果没有选择if this is not selected）。 
# of Simulations Bypassed[略过模拟#] 
如果您改变了常规模拟的设置，该选项允许您跳过若干模拟计算。注意，虽然略过了一些模拟，但系统设

定的改变仍会执行。 
# of Max / Min Output Values[# 大/ 小输出值] 
如果在三个选项内任意一个选框内提供了数据值，那么就会在结果表列的 后生成关于参数的

大/ 小值附表。输入的数值符合显示的条目数量，并且不应当超过总条目（节点或者管道）

数量的一半。因而如果在Pipe Velocities [管速]边上输入10，于是，会在报告的 后面，有10个
高的和10个 低的流速值形成的列表 

Pipe Output[管段结果输出] 
Full[全部] –报告中包括所有管段的结果。 
Selected[所选的] – 在报告中仅显示已选的管段的结果，。  
None[无] – 在报告中不会显示管段的结果。 
Node Output[节点结果输出] 
Full[全部] –报告中包括所有节点的结果。 
Selected[所选的] – 在报告中仅显示已选的节点的结果。利用attribut for selected来选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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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ion[高程] – 报告中仅包含非零高程的节点结果。 
Demand [流量]- 报告中仅包含被赋于流量值的节点结果。 
None[无] – 在报告中不显示任何节点的结果。 
Attribute for Selected Pipe Output[已选管道的输出属性] 
在下拉选框中，列出了许多管段属性，是一列管段的用户自定义数据。 

 
在Group Mode [组模式]下，在Pipe Information Window/Edit Pipe Set Box [管段信息窗口/
编辑管段设置框]（见Sets and Groups）中可以为这些属性赋值。一些已赋属性值可以被显示，

并且可以在User Data Box [用户数据框](Pipe Information Window[管道信息窗] – 点击顶端的

User Box[用户框])中进行编辑。如果您没有合适的管段或节点属性值，或者您想创建一个新的

属性，User Data Box就是添加属性的工具。 
使用Selected Pipe Output[输出所选管段结果]，选择您想要的表达管段的属性。例如，如果您

仅希望带有闸阀的管段结果出现在报告中，选择Fittings[附件]。然后，在数据框中输入闸阀（见

Pipe Data Box[管道数据框]）的标志G。分析完成后，报告中仅包括在pipe data box的fittings中
指定闸阀的管段。 
另外一个例子，选择约束组。为了使用该项属性，使用Group Mode选项和Edit Pipe Set Box［编

辑管段设置框］指定的Constraint Group，当选择了该属性选项后，赋给那个constraint group
数将会作为一个选项出现在Value的下拉框中。 
参见Selected Output[选择输出]，将其作为学习使用该项特性的一个例子。 

Attribute for Selected Node Output[已选节点的输出属性] 
在下拉选框中，列出了许多节点属性，是一系列节点的User Data。 

 
在Group Mode [组模式]下，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Edit Node Set Box [节点信息窗

口/编辑节点设置框]（见Sets and Groups）中可以为这些属性赋值。已赋的属性值可以被显示，

并且可以在User Data Box (Pipe Information Window[管道信息窗] – 点击顶端的User Box[用

户框])中进行编辑。如果您没有合适的节点或管段属性值，或者您想新建一个属性，User Data 

Box[用户数据框]就是添加属性的工具。 

使用Selected Node Output[输出所选节点结果]，选择您想要的表达节点的属性。例如，为了

使用Constraint Group属性，使用Group Mode选项和Edit Node Set Box（查看Sets [设置]和

Groups [组]）指定Constraint Group。选择该属性后，赋给constraint group的数将会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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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项出现在Value[数值]下拉选框中。 

见Selected Output[选择输出]，将其作为一个例子来学习使用此属性。 

Preferences[首选项] 

 
该窗口可以控制一些系统首选项。 
Prefixes[前 ] 
您可以为管段或者节点名称选择一个前 ，当添加这类元件时，前 会自动加上。推荐使用默

认的P和J。如果使用数字作名称，去掉前 。注意EPANET仅使用数字名称。 
Snap To Grid[对齐网格] 
选中Use Snap Grid[使用对齐网格] 复选框后，布设管段时，节点会自动对齐到 近的网格线交

叉点。 用户可以定义节点对齐的Grid Size[网格大小]。如果用户在Grid Size[网格大小]栏输入

100，那么每个生成的节点会对齐到 近的100英尺（或米）网格线。用户可以返回，通过指定

网格大小以及使用Snap all now按钮调整对齐既有的管道系统。 
Multiple Demand Types[多流量类型] 
当勾选该选框后，用户可以对每个节点输入多个流量类型。选择某一节点后，出现如下图所示

的节点信息属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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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指定了不同的流量类型，在Demand Pattern [流量类型]表中为每种流量类型分配一个流量

因子。  
Do Not Automatically Layout Intermediate Nodes[不自动布设中间节点] 
勾选该选项后，在布设管段时，不会用交叉节点来代替默认的中间节点。 
Show Full Path in Title[在标题中显示完整的路径] 
勾选该选项后，所打开的文件的完整路径会显示在Pipe2008的蓝色标题条内，而不仅仅是显示

文件名。 
Use Valve Coefficient (CF) instead of Resistance (R) for Active 
Valves[对主动阀采用阀门流量系数（CF）而不是阻力数据（R）] 
勾选该选项后，会使用通常由制造商提供的阀门流量系数。见Active Valves [主动阀]。 
Do Not Save Previous Results[不要保存先前的结果] 
除非勾选了该选项，否则会自动保存先前的结果。保存或者不保存先前的结果对文件大小有影

响。水锤分析具有大量分析计算结果，所以尤其应该选择该选项。如果先前结果保存了，这些

结果可以在Node/Pipe [节点/管段]图表或者数据表格中查看。见Node Results Boxes或者 Pipe 
Results Boxes。 

Skeletonize/Subset［节略/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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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Skeletonization Module［节略模块］ 
该功能同Group Mode功能一样，被用来选择管段的子集。然而，这些已被选择的管段可能用来

对系统中的指定部分进行模拟分析。当对系统进行水锤分析时，该功能尤其重要。进行完整的

系统模拟分析，但是报告中仅显示部分输出结果。见Selected Output [选择输出]。 
为了选择管段组，用户首先在下拉选框中选择Pipe Attribute for System 
Skeletonization/Subsetting [系统节略/子集的管段属性]，然后输入那个属性的Minimum 
Value[ 小值]和Maximum Value[ 大值]。输入任意一个或者输入两个都是可以的。通过点击

Show System Subset [显示系统子集]，用户可以查看到高亮的子集。利用Use System Subset for 
Analysis[使用系统子集来分析]选框来选择要进行分析的那部分系统。如果不选择该选项，就会

对整个系统进行分析。 

OTHER DATA[其它数据] 

 
OTHER DATA标签包含了为高级模拟和装置设置数值的窗口。 
Control Switches[控制开关] 

 
什么是控制开关? 
该建模功能允许您指定一个开关来打开/关闭某设备（控制元件），或者打开/关闭基于配水系统
某些位置的压力或水位的管段。 此功能通常是用于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但是也能应
用于常规模拟。 
对于通过水箱中的水位来控制的泵，总共有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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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水位超过高水位时，泵关闭，而当水位低于低水位时，泵打开。 
2 当水位超过高水位时，泵打开，而当水位低于低水位时，泵关闭. 
3 当水位介于高水位和低水位之间时，泵打开. 
4 当水位介于高水位和低水位之间时，泵关闭. 
在这个例子中，泵是被控制的单元，而水槽是感应节点。Control Switches 标签为控制开关提供

了交互设置窗口。 
从Other Data / Control Switches标签下可以获得Control Switch Data[控制开关数据]。重要提

醒: 您应该从压头或水力坡度线中选择开关单位。例如，对于水箱中的水位通常要选择 
Head[水头]。记住，Head [水头]是参照感应节点（水箱节点）高程的水位。为了建立控制开

关，提供如上图所示的输入。.   
Switch Units[切换单位] 
用户选择正确的用来定义切换值的切换单位。模型系统指定了三个选项：压力，水头和水力坡

度线。 
controlled element[控制元件] 
控制元件可以是任何管段或者下列端节点类型中的一种：泵，损失元件，水池，洒水器或者供

压装置。 
on/off[开/关] 
选择合适的选项。 
sensing node[感应节点] 
此节点可能是输配水系统中的任意一点。然而请注意，定向节点有两侧，并且显示的名称指的

是上游（基于方向指示符）。您可以通过在名称前加一个~符号便转换为下游（例如~ Pump-1
是指泵1的下游）。 
below / between[之下/之间] 
为切换水平选择合适的选项。 
1. 低水平-以上面选择的单位输入低切换值。  
2. 高水平l –以上面选择的单位输入高切换值。 

Constraints[限制条件] 

 

Constraint Data[限制数据] 
提供了设置和应用限制条件的模板。如上图所示，需要5个输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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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单位（压力，水头或者HGL） 

2. 提供需要维持的值。 

3. 选择要维持一定压力（水头或HGL）的节点。 

4. 选择要计算的参数。 

5. 选择管段，节点或者（节点，管段）组。 

如果选择了组，那么还需要两个附加输入。I 

1. 组名称（通常是限制组） 

2. 使用的条目的属性。 

Pipe2008可以建立和恢复组和Constraint。输入的组数据提供给所有的节点和

管段。您应该对你希望使用的任意组分配一个共同的整数。这为设置限制条件

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识别组的方法。 

更多关于 constraint 的详细介绍请查看 Direct Parameter Calculation – Constraints[直接参数计

算-限制条件]。 

Calibration Data[校准数据] 
何为Pipe2008的 优校准？利用Pipe2008 优校准可以调整粗糙度系数和阀门设置（在您指
定的范围内），使模型计算与现场实测数据（消防栓流量，压力和管道流量） 小化。 

需要什么样的现场实测数据?  需要进行几个现场测试，每个测试都包含节点（或其旁边）处

的，管内流体和消防栓流体的测试压力。应该记录每次试验的边界条件（节点流量，水箱水位，

泵和阀状态）。如果消防栓没有位于一个既有的节点附近，那么您应该在 Pipe2008 模型中的那

个位置上增加一个节点。 

怎样设置校准数据？ 每个现场试验代表一个案例。Pipe2008 的运行计算必须先进行设置，
设置由变化数据来表达的每个现场测试的边界条件。因而，案例2代表对于该次现场试验的边界
条件（节点流量，水箱水位，泵和阀状态）。每次试验的实测数据是输入在如下所示的calibration 
data screen［校准数据窗口］中标有junction pressure data［节点压力数据］，Junction Flow 
Data[节点流量数据] and Pipe Flow Data[管段流量数据]的属性框中的。输入所有现场测试数
据的编号，从而使所测数据与相应的边界条件相关联。下面详细介绍了Calibration Data Screen
中的每项输入。 
什么是管段组，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Roughness bounds［粗糙度边界］中所说的each pipe 
type group［每个管段类型组］是指具有相同性质（如管材，尺寸和/或使用年龄）的管段组。
您可以将其分成10个组，并且在特定组中的每个管段都有按相同方式（具有相同的值或者相同
的乘数因子）。选择管段组的 好方法是进入Group Mode[组模式]，使用Set Selector[设置选
择器]功能。 使用该功能，您可以很容易地选择所有的6英寸管，或者所有的6英寸PVC管线，或
者粗糙度值在90-100之间的管段，等等。选择合适的组完成较好的校准是很重要的。如果您选
择了一个组，然后使用Edit Group [编辑组]功能来为该组分配一个唯一Calibration Group编
号（0-9）。设置了Roughness Bounds后，变化范围从0-9的Pipe Type（组）会与Calibration Group
的分配相对应。确保已选的“Pipe Type[管道类型]”属性已经设置成Calibration Group，该
设置一般是默认的（Calibration Data [校准数据]屏顶部）。  

Som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一些重要的考虑事项] 
1 粗糙度边界可以是绝对边界（比如 80-120），这样优化模块会为该组中的所有管段粗糙度找

到唯一的 佳值。然而，如果您输入的粗糙度边界值为 0-2，那么该值会被视为一个乘数因子， 

并且会为已赋的粗糙度乘以一个指定边界内的一个值。使用乘数的优点是管道会保留反映基于

初为粗糙度赋值时所用的判断方法的粗糙度值。 例如，如果同一管段组中的两根管的初始分配

粗糙度为 90 和 110（由于年代不同），如果采用绝对边界，那么他们粗糙度将调整成一个新数

值（93）。但是如果使用乘数因子，则调整后的数值为 81 和 99（乘数因子为 0.9 时），这仍然

反映了初始粗糙度值的不同。 

2 如果执行校准分析，所有结果（除一两个现场测试结果外）均比较一致，您可以不使用这数据

再进行一次校准。拟合性不好也可能说明数据本来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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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进行 优校准之前和设置校准运行（包括反映测试案例边界条件的change data［变化数

据］）后，你可能希望执行一次运行计算，以确定未校准的模型能不能比较好的预测现场测试

结果。该校准会提高模型的准确性。为此，将消防栓流量添加到每次测试的change data中，并

将其作为节点流量变化，计算所得的节点压力和管道流量会与相应的现场测试数据相比较。校

准完成后，将会为校准模型比较相同的结果。 

 
Attribute used for "Pipe Type"[ “管段类型”属性] – 默认的输入是“calibration group”。

该输入用来告诉程序怎样区分管段组。用户可以利用限制分组联合法（如直接法中所述）而不

用通常校准组（前面讨论的）来指定关联的校准组。 
Demand Tolerance % [节点流量误差%]- Demand Tolerance %允许用户指定一个与系统总

节点流量相关的校准误差。当定义了一个非零数值后，校准算法会试图调整系统总节点流量（指

定误差范围内）来减少实测数据和系统模型预测数值（例如压力和流量）之间的偏差。通常希

望公差为零，也就是系统的节点流量完全已知。然而，一些情况下，系统节点流量的测量存在

不确定性，这样便可通过节点流量误差来考虑该不确定性。举一个例子，如果用户指定1MGD
的系统流量误差为5%，那么在校准过程中，校准运算允许总的系统流量在0.95MGD和1.05MGD
之间变化。 
Fireflow Tolerance %[消防水耗流量误差%] – Fireflow Tolerance %允许用户指定与每个

单独 “消防-水耗”相关的校准误差。当定义一个非零数后，校准运算会试图调整（用指定的公

差）所有 “消防-水耗”数值（如junction Flow Data[节点流量数据]中所定义的）来减少在实测

值和模型预测值（例如压力和流量）之间的偏差。 
Roughness Calibration[粗糙度校准] – 通过Roughness Calibration[粗糙度校准]菜单用户可

以选择是否要校准管段粗糙度系数（默认），或者单独使用年数因子。为了单独确定使用年数

因子（为一组关联管），用户必须首先指定每根管（在常规管段数据里）的粗糙度，该粗糙度

值是建立在10年前实测值基础上。于是程序会确定相关联的使用年数因子，利用该因子可以得

到既有现场实测数据（例如压力和流量）。一旦获得了这些因子，它们就可以用来预测将来粗

糙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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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Pressures Data[节点压力数据] - Junction Pressures[节点压力] 菜单用来指定与所

选择的节点相关联的观测压力。菜单的第一栏被用来识别与节点压力相关联的变化数据，。第

二栏用来指定所选节点编号，第三栏用来指定所测得的压力（psi 或者 kpa）。对于每组变化数

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所测压力值。例如这样的问题，获得了两个独立的压力读数，

每一读数对应一套不同的边界条件，相应地，节点压力菜单中包含两组独立的压力读数，每个

读数都和一个不同的改变（边界条件）相联系。  
Junction Flow Data [节点流量数据]- Junction Flow Data[节点流量数据] 菜单是用来指定与

junctionpressure菜单中输入的节点压力相关的流速测值。要重点强调的是，在节点流量菜单中

输入的节点不必和压力菜单中输入的节点相对应。例如，一个特定的现场测试的消防流量试验

值可能包括一个节点的所测流量，而另一节点测得是残余压力。另外，每个菜单中节点数量中，

不必一一对应。比如，用户可以输入某个单独节点的压力，而消防流量则来自于多个节点。相

反地，用户可以指单独某个节点的流量，而其压力为多个节点测得的压力。  
与Junction Pressures Menu中的一样，第一栏用来识别与节点流量相关的变化数据。 对每套变

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流量测得值。第二栏用来指定已选的节点编号，而第三

栏用来指定所测得的流速。例如，Junction Pressures Menu中记录的每个测得的压力都得到了

一个流量读数。  
Roughness Bounds[粗糙度限值] – 一旦已经输入了各种现场实测的数据，用户可以指定决策

变量[例如管道粗糙度和节点流量]可以假定的边界或限值。Roughness Bounds菜单用来设置和

每个管段组相关的粗糙度系数值的边界。菜单的第一栏是用来指定特定Pipe Type组的编号。后

两栏用来指定与该管段组相关的管段粗糙度系数的上限和下限值。边界值可以采用实际的Hazen 
Williams粗糙度值，4-140，或者如果使用一个小于0.5的值，它将被视为乘数因子。例如，上限

和下限值是120-90，那么100-70便是分别为管段类型组1和组2假定的粗糙度值。 
Pipe Flow Data[管道流量数据] – 除了利用节点压力以外，用户还可以使用校准模型来调整模

型参数，以符合特定管道内的流速测值。 数据通常来自于装有流量计的管段。可以通过使用Pipe 
Flow Data菜单来输入该数据。和前面使用的菜单一样，Pipe Flow Data菜单也包括三栏。第一

栏用来识别与管道流量相关的变化数据。对每套变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流量

测值。第二栏是用来指定所选管道的编号，而第三栏用来指定所测得的流速。举例，如果没有

得到管段流量观测值，那么Pipe Flow Data中亦无数值。 
System Demand Bounds[系统流量限值] - System Demand Bounds菜单是用来为每一套边

界条件（例如每组变化数据）设置总系统流量的。倘若流量保持空白， 系统会根据初始节点流

量总和变化数据中作所的流量调整来确定系统总流量。System Demand Bounds菜单的第一栏

用来指定与第二栏要输入的总系统流量相关的边界条件（变化）。如Calibration of Hydraulic 
Networks”的3.1.2章节中所讨论的，可以在Demand Tolerance %中指定这些值的整体公差。 
Loss Coefficient (K) Bounds[损失系数（K）限值] - Loss Coefficient Bounds菜单是用来设

置与管道相关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值的限值的。菜单的第一栏是用来识别特定管道的编号。后

两个选栏是用来指定与此管相关的管道粗糙度系数的 高和 低值，0-100。这些参数可以作为

管道粗糙度的附加值或者调整替换值。 

为了建立 Calibration Group[校准组], 查看Sets and Groups[设置和组]。 

Quality Data[质量数据] 
见EPANET 
见Pipe2008 : KYPipe - Water Quality Analysis Demo[水质分析演示]下图中数据区中已经输入

了例子中的数据。查看EPANET，以了解该例子的详细介绍以及如何进行行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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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s - Meter Records File[水表-水表记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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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见Metered Connection Data[水表连接数据] 
Residential Meters[住宅水表] 
该表中包含了水表连接的信息。数据被存储在一个Excel格式文件中，该文件可

以在外部生成或者更新。运用这些功能，就可以使用水表记录的数据来生成水

表记录文件和更新您的模型。 

Library Elements[元件库]  

 

BFPs/Pumps/Air Vacuums[锅炉给水泵/泵/空气真空阀] 
元件库编辑器是一个Back Flow Preventers[倒流防止器]的综合列表，当用户为系统选择BFP时
便会参考此表。在Pipe2008中选择BFP时，要 重要考虑的是流量和水头损失数据的单位。BFP
默认的数据表中，所有的数值都是用英制单位，水头损失单位用英尺，流量单位用gpm［加仑

每分钟］。因而，为了正确使用Pipe2008中提供的BFP选项，Pipe2008数据文件必须使用英制

单位。为了能在文件中用SI[国际公制单位]来使用 BFP，用户应该直接在BFP编辑数据表中用国

际公制单位输入数据（水头损失用m，流量用l/s）。当在编辑表中输入完数据后，用户可以创建

并且保存一个独立的数据表格。 
Other Elements[其它元件] 
该部分编辑器是一个可写入的电子表格，和BFP电子表格相一样。可以新增，改变和删除数值。

可以创建，保存单独的数据集，甚至可以将其作为默认值。 

Active Valves[主动阀] 
Active Valve Table[主动阀表] 
在 Other Data | Active Valves[其它数据|主动阀]命令下，会出现下面的表格。这些数据代表了

对于各种各样主动阀的打开面积和全开比率（阀杆位置）。用户还可以为用户自定义阀门输入

数据。这些额外的阀门包括在Node Information Data[节点信息数据]窗口中的Valve Type[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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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选框中。 

 

SETUP / DEFAULTS[设置/默认] 

 
在Setup / Defaults [设置/默认]下有5个部份，每部分均有可供用户调整的信息列表。PIPE2008

使用这些信息来提供了各种默认的数据。每一个列表均以文件名保存的，并且可能开发多种版

本。还提供了SAVE[保存] 和 LOAD[载入]命令，从而可以利用任何可用的信息列表。 

Pipe Type [管段类型] 

 
 

The Pipe Type Table[管段类型表]（如上图示，在Setup/Defaults / Pipe Type[设置/默认/管道类
型]中）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能为数据的输入节省时间。一旦Pipe Type Table[管道类型
表]中设置好了系统中要使用的不同的Pipe Types[管道类型]（或使用默认设置），使用Pipe 
Information window [管道信息窗口]中的Pipe Type Selection[管道类型选择]便可设置管材，
管的压力等级和直径。 
Quick Load a New Pipe Schedule [快速载入新管道一览表]-可以调入许多默认的管道一览
表。当为一个既有系统载入一览表时，一览表中的管段以及已经输入系统中的所有管段将会一
同出现在表中。 
有关直径的说明：系统分析会考虑该表中输入的Actual (inside) Diameter[实际（内部）直径]。
如果未指定Actual Diameter，于是分析时会默认选择Nominal Diameter[公称直径] 。Nominal 
Diameter值可以从管道信息窗口中读取。除了设置数据以外，输入Reference Year[参考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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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安装年）然后点击Pipe Type[管道类型]并在出现的列表中选择合适数据，这样便可在管

道信息窗口（下面）中设置已选管段的特征参数了。 

 

该命令可以设置管材，管的压力等级，直径，粗糙度，并且确定了长度比例。粗糙度的计算是

基于管道的使用年龄的。为了有效地利用此项功能，Pipe Type Table[管段类型表]应该包括系统

中的所有的选项（管材，压力等级和直径）。因此，您应该首先编辑当前的 Pipe Type Table (上
图)或者调入之前的管段类型表，使各选择项可用。 
新管粗糙度的计算是基于表中的数值的，或者是管龄为10年的管的估计值，或者基于校准后得

到的具有10年管龄的管的计算值。如果所需数据（参考粗糙度和10年粗糙度）输入到表中，并

且输入了管道的Reference Year [参考年代] (管道信息窗口中)，那么基于年份的粗糙度值就会被

分配给每根管。提供了一个单选按钮来选择10年粗糙度值是要建立在估算值（未校准）还是校

准后的计算值基础上。 
Pipe Type Table中包含下列条目： 
Material[管材] 
管壁的材料（比如 PVC，球铁，等等） 
Rating[压力等级] 
管道的压力等级 
Nominal Diameter[公称直径] 
管道内径的四舍五入值（例如6英寸管道）。 
Actual Diameter[实际直径] 
管道的实际内径（例如6.078英寸）。 
Unit Cost[单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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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段单位长度的成本。 
Reference Roughness[参考粗糙度] 
用于基于管龄（用于管龄为0时）的粗糙度计算的初始粗糙度（通常对于新管道）。 
Estimated 10-Year Roughness[估计10-年粗糙度] 
对于那些基于管龄的粗糙度计算的管所估计的使用10年的粗糙度。见Age-Based Roughness [基
于管龄的粗糙度]  - 来估算和计算10年粗糙度。 
Calibrated 10-Year Roughness[校准10-年粗糙度] 
基于校准的管的10年粗糙度。 
Calibration Group[校准组] 
用于校准的管段类型组。 
Wall Reaction Rate[管壁反应速率] 
由于沿管壁发生的化学反应所导致的材料减少速率。 
Bulk Reaction Rate[体积反应速率] 
体积流量减少的速率。 
Wave Speed[波速] 
管道中压力波的速度。 

Fittings[附件] 
插入Pipe2008 软件CD来查看Fittings的教程。 
也可以查看Minor Loss Table[局部损失表]，了解Fittings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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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tings Data Table[附件数据表]  
Fitting Selection Chart[附件选择表] 
管道系统模型需要输入所有与管段相关的所有附件的阻力系数（K’s）之和。对每根管道而言，

查阅这些数据并将其累加是一个相当费时的过程。软件提供了一个Fitting Selection Chart [附件

选择表]，您可以从列有10个常用附件（每种 多选三个）列表中选择合适的附件，系统会自动

寻找损失系数并且做出计算。Fittings Table[附件表] (Setup / Defaults – Fittings[设置/默认-设备]) 
中提供了一个附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损失系数的综合性列表，并且您可以添加或修改此列表。

通过插入或者删除在附件类型前的 * ，您可以很轻易地改变Fittings Selection Chart中的10个附

件。另外，还提供了附件的Minor Loss Coefficients[局部水头损失系数]表作为参考。查看Pipe 
Data Boxes [管道数据框]。 
Fittings Data Table[附件数据表]是为用户准备的表， 多可以输入75个附件的名称和局部阻力

损失系数。提供了75个附件的符号（数字，字母，字符），并且用户可以在列表任意位置输入

一个附件，以利用合适的符号。 为了数据准备，可以准备，保存和调入不同的数据表。一个列

表会被指定为默认表，并自动应用于新建文件中。为PIPE2008用户提供了默认的Fittings Setup 
Table [附件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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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按钮会弹出一个文件选框，用来载入先前保存的附件列表。 

 
该按钮会弹出一个文件选择窗口，将当前附件保存到文件中。 

 

该按钮可以清除附件列表中的所有输入。 

 

该按钮可以使当前附件表被存储为新系统的默认数据表。 

 

该按钮可以重新调入默认的附件列表。 
注意，如果初始的默认文件丢失且需要恢复， Pipe2008 光盘中有一个文件名为fittings.bak的备
份文件。 
表格中的输入内容包括： 

Fitting Type[附件类型] 
附件的说明（例如，标准弯管）。 

Symbol[符号] 
与附件相关且用来标注管线上的附件的的不可编辑的单个字符（数字，字母等）。 

Minor Loss[局部阻力损失] 
附件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K）。 

Sliders/Precision[鼠标滑轮/精确度] 

 

该屏幕控制大多数数据和结果的单位和特征，以及与所提供的每个流量单位相关的数据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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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lider）。使用该屏幕时，条目中显示是红色的是不能直接进行编辑的，对于这些参数项，

要么使用System Data/Simulation Specs[系统数据/模拟设置]屏幕进行设置，要么取计算所得数

据。 尽管编辑该文件的功能提供了很多灵活性（例如标签精度），可是大多数用户还是会发现

默认值是可接受的，并且没有必要修改这一数据。  
Load, Save, Save As Default, Load Default[载入，保存，保存为默认值，载入默认值] 
用户可以将Sliders/Precision[滑轮/精度]设置保存为一个.unt 文件。这些按钮用来l载入一个既有

的后 为.unt 的文件，将设置保存为.unt文件，保存为默认设置，或者载入默认（初始的默认.unt
文件或者用户指定的一个文件）。注意：如果初始默认文件丢失了，需要恢复，Pipe2008 CD
中有一个名为units.bak的备份文件。 
Item[参数项] 
此标题下有两个数据区，第一个是下拉选框，在这用户可以选择参数项，其中可以设置Slider[滚
轮]值和Precision[精度]。另一个数据区是用红色显示的units [单位]，红色意味着单位不可以在该

数据区直接输入。为了为一个参数项设置单位，到System Data/Simulation Specs [系统数据/
模拟设置]I屏幕中进行设置。 
Min Slider Value[ 小滚轮值] 
数据游标的 小值 
Slider Increment[滚轮增量] 
I数据滚轮的增量 
Max Slider Value[ 大滚轮值] 
数据滚轮的 大计算值。 (用红色显示，不可以直接进行编辑) 
Precision[精度] 
一个下拉菜单提供了精度的选择 

Change Patterns[变化样式] 

 
在Setups and Defaults / Change Patterns[设定和默认/变化样式] 下可以进入该窗口。

Change Pattern窗口中定义了不同案例（常规模拟）或时间（EPS）的各种节点和管段的变化。在

Change Type［变化类型］下选择pipe或node，就可以查看如上图所示的Change Pattern。可

以保存，导入Change Pattern，将其用于可兼容的基线数据文件。 
Change Pattern的建立通常是通过选择单个的节点或者管段，并且将数据输入到在信息窗口中

显示的Pipe Change Box[管段变化选框] 或者 Node Change Box [节点变化选框]中实现的。也

可以使用上图所示的Change Patterns窗口来输入或者编辑Change Pattern。  
用户可以任意分配时间案例编号（0和0以上，不必是整数），变化将以数字顺序而不是输入顺

序进行计算。Sort[分类整理] 按钮可以用来按数字次序放置改变值。查看Demand Patterns/ 
Important Notes ［节点流量样式］，［重要节点］。也查看Data Files / Scenario Management[数
据文件/情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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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Patterns [节点流量样式] 

 

该表可以为模拟中的每种节点流量类型（类型1，本案例中）和时间/案例定义一个流量乘数因子。

对于EPS模拟，提供了等间隔的乘数，该常数通常设置为 Computational Period[计算周期] 
(System Data – EPS)。 
Power Cost[能耗费用]是耗电（美元/千瓦时）的费用，并被用来计算EPS模拟中泵的运行电能

费用。在System Data –EPS中可以定义默认值。在该表中输入的值会覆盖默认值，并且允许您

在整个模拟周期内定义一个可变的价格。本次例子里，在您定义一个新的值之前， 0，1和2小
时中成本为0.08美分/千瓦时，，而3，4和5小时时成本为0.05美分/千瓦时等等。 
表中空白的输入项会默认地取 近一次输入的数据。如果第一次未进行任何输入，乘数因子会

默认为0。 
Important Notes for Steady State Simulations[稳态模拟中的重要节点]: 
对于非EPS模拟，在查看Report中或者在Node/Pipe Results[节点/管段结果]图表中的结果时，

Case 0总是基线案例（没有应用变化或者节点流量乘数），而不管表中的第0栏中是否输入了节

点流量因子。如果在第0栏中输入了节点流量因子，那么会计算该因子并且将其作为案例1输入

结果。不论用户在该表格，Change Data或者Change Pattern中输入什么样的Time/Case编号，

案例将会以数字顺序进行整数编号。换个例子，如果用户建立了三种变化，编号为1，1.5和2，
然后分别在第0，2，3栏中输入该节点流量因子，结果会报告如下： 

Case 0:  Baseline case[案例0：基线案例] 

Case 1:  Demand factor in column 0[案例1：第0栏中的节点流量因子] 

Case 2:  Change 1[案例2：变化1] 

Case 3:  Change 1.5[案例3：变化1.5] 

Case 4:  Change 2 and demand Factor 2[案例4：变化2以及节点流量因子2] 
Case 5:  Demand factor 3[案例5：节点流量因子 3] 
如果进行一个EPS模拟，没有基线案例。那么case0是time0，且会使用第0栏中输入的节点流量

因子。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AWWA) [美国自来水厂协会（AWWA）]提供了一个24小
时流量曲线的典型例子。该流量模式，命名为AWWA.dmt ，在您的Pipe2008 文件夹中可以找

到。下面的Pipe2008 Demand Pattern表中描述了乘数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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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Setup[表格设置] 

 
Table Setup主要用于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定义出现在Data Tables中的数据项，另一个是定义出

现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下的User Data box[用户数据框]中的数据项。  
通过在数据区内分别输入1或0，便可实现每个节点数据项的on或off。当查看和设置Primary数据

时，在数据区指定1或0则决定该数据项是否会显示在该节点类型下的data table中。当查看和设

置user数据时，这也决定了该数据项是在该节点类型下用作User Data以及它是否出现在data 
table中。 
节点类型All，指Data Tables中的显示全部节点的那个选项。  
查看Data Tables，以了解data table选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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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信息窗口 
 

Pipe2008屏幕右侧便为Information Windows［信息窗口］，它可以显示 近选择的节点或者管
段数据。这些窗口用来输入和修改数据，或者查阅结果。显示信息的类型和窗口大小由顶部按
钮控制。 

Node Information Window[节点信息窗口] 
Node Information Window – 
对于已选择的节点，该窗口会自动在屏幕右侧显示。该窗口由四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都可以

利用合适的按钮进行单独的选择。它们是： 
Data (node data)[数据（节点数据）] – 用来输入和显示节点数据的两个选框。 
Rslt (results) [结果]- 显示所选节点的结果概要，结果图和结果表可知的三个选框。 
Chng (change) [变化]- 输入和显示可用变化模式（仅端节点）下的某节点的

特定变化的选框。 
User[用户] – 输入和显示可由用户自定义的附加数据的选框（端节点和内部

节点）。 
Node Information Window Controls [节点信息窗口控制]- 下面这些控制按

钮出现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的顶部。 

 
Del (delete)[删除] – 该命令会删除已选节点和所有与其相连的管段。如果所选的节点是内部节

点，那么只会删除内部节点，并且将两根连接的管合并成一根管。 
On (Off / On)[开（关/开）] – 该按钮可以将节点打开或关闭（不是交叉节点或者内部节点）。 

More[更多] – 该命令会为另一栏信息框提供位置 
Less[更少] – 如果没有足够的位置显示所有信息框，此命令会为移除一个信息框以腾出位置。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显示所有的信息框，那么这些信息框会从第一个到 后一个循环显示。 

 
Data Rslt Chgn User [数据结果变化用户]- 这些用来显示或者隐藏数据和信息部分。 
Copy  Paste [复制 粘贴]-  见Copy和Paste。 该命令允许用户复制已选节点的节点类型和数
据，并将其复制到其他节点。不能复制或粘贴节点名称和高程。 

 
这些按钮可以分别放大，缩小所选节点或节点组的标签文本大小或将其变回默认大小（如Map 
Settings | Labels[图形设置|标签]中的设置）。在Text模式下，会对已选文本节点的文本执行相

同操作。如果大小不取默认值，标签会随着图形放大或者缩小而比例变化。（和DXF文件中标

签一样）。 

 
第一个按钮允许用户设置已选节点的标签的位置。将会出现一个“十字准线”，用户可以将十

字准线的中心对准标签想放置的位置并且点击。第二个按钮恢复标签位置至默认设置的位置。

在Text模式下，会对已选文本节点的文本执行相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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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按钮允许用户为所选节点（布局模式）、所选节点组（组模式）或者所选文本节点（文本模

式）的文本选择颜色。 

Node Data Boxes [节点数据框] 

 
框1                            框2 

节点有2(或3)个Data选框。所有节点都有如上图所示的属性框。. 一些要求为属性框1中添加数
据，而其它要求额外属性框。  
有以下这些节点的Node Data框： 

Intermediate Nodes[中间节点] 

Valves[阀门] 

Hydrants[消防栓] 

Check Valves[止回阀] 

Inline Meters[在线流量计] 

Devices 1 and 2[装置1和装置2] 

Text Nodes[文本节点] 

* * *  选框  1  * * * 
Node name[节点名称] 
由Pipe2008分配的文字数字式名称。用户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可以选择使用数字或者特定的字
母前 （System Data / Preferences[系统数据/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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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type[节点类型] 
点击此处选择或者修改节点类型。注意：将端节点改变成内部节点需要特定的条件。 

Node elevation [ft. (m)][节点高程（用英尺或者米为单位）] 
基于选定的基准面的节点高程。 

* * *  选框  2  * * * 
Node Title[节点标题] 
可以在显示在屏幕，线图以及数据表格中的符号数字信息。 
节点图是什么? 
所有节点的可选位图（包括文本节点），可以在图中显示，或者在屏幕中扩大显示细节。该位
图可以描绘任何用户感兴趣的东西-照片，细部图，操作说明或者其它任何显示。提供了下面的
按钮。  
Show on Map[在图中显示] 
当选择此选项，位图会显示在图形窗口中。 

Show All[显示全部] 
当选择此选项，所有位图都会显示在图形窗口中。 

Lrge[放大显示] 
当选择此选项， 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会显示放大的位图。 

Full[全屏显示] 
当选择此选项，位图会被放大到全屏显示。 
Print[打印] 
选择此项来打印位图。 

Load[载入] 
选择此项为该节点载入合适的位图(BMP)文件。 

Move[移动] 
点击此处，可以将位图移至图形的不同象限。 

Clear[清除] 
点击此处，清除该节点的位图。 
下面的节点都有定制的Data Box  1[数据选框1]，可以处理附加信息。标志有 
* 的节点也有data table的附加信息框。  
Junction Data[节点数据] 

Pump Data  * [泵数据] 

Loss Element Data  * [损失元件数据] 

Reservoir Data [水池数据] 

Tank Data  * [水箱数据] 

Pressure Supply Data  * [供压装置数据] 

Regulator Data [调节器数据] 

Sprinkler Data [洒水器数据] 

Metered Connection Data [仪表连接数据] 

Node Images and Text Nodes[节点图像和文本节点] 
Node Images[节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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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中，可以调入和显示任何节点（包括text node）的图像文件。该特性极大地强化了您的

模型，并且具有多种用途。这包括主要的修饰信息，比如水箱的照片或者功能性信息，如截止

阀位置的详图。 
这是附的一个泵的照片，当泵在graphical system [图像系统]中被选择后，就会显示该照片。 

 

这是一个地图，野外作业人员使用后能快速地找到指定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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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该地图被扫描成位图文件，使用Load [载入]按钮，该位图就会附加给所选节点或单元。在
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通过在Full，large和small（如这儿显示）之间的切换来查看选项。
点击Print按钮可以打印该图像。点击Clear[清除]按钮可以将图像从节点中移除。点击Move[移动]
按钮会改变位图相对于节点的在图中的象限位置。 

 
Text Nodes[文本节点] 
文本节点可以放置在图中的任何位置，用来提供信息。它们很容易添加，移动和删除。 

Node Results Boxes [节点结果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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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什么? 
Nodes Graph[节点结果图表]  -  所有案例下，所选节点或者节点组的结果图。用户可以创
建一个标题和X，Y的标识，设置Y向比例，捕捉图象并生成位图，将图象粘贴至剪切板。当一
个BMP创建完成，文件将会以NdGrf1.bmp (或者 NdGrf2, -3 , 等等.)格式保存在P2K文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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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如果勾选了Previous Result [先前结果]，会同时生成上次的结果会和当前结果的曲线图。
为了查看这些选项的按钮，将图扩大至 Large[大图]或Full[全屏]。  
Results Table[结果表格]  -  显示所有案例（时间）下的节点或者节点组的选择结果（压力，
水头或者HGL）。数据可以以Excel或者到ASCII 格式文件输出。如果勾选了Previous Result，
会将上次的结果会和当前结果一起在表中输出。为了查看这些功能的按钮，将图象扩大至
Large[大图]或Full[全屏]。  
Node Results[节点结果] -  所选节点和所选时间或案例的节点结果概要。注意，对于既有入口
又有出口的节点的结果，用户可以选择图形标签上显示的结果，node results框中的结果或者
result table中的结果。Node graph［节点结果曲线图］中也会同时显示入口和出口的结果。如
果选择了很多节点， Node Graph[节点图]中只会显示选择的结果（入口或出口）。在入口和出
口结果之间进行切换时，点击Refresh[刷新]按钮来更新图形显示。 

Controls[控制]: 

Large[大图] 
扩大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的表格或图表。  

Full[全屏] 

将表格或图表扩大至全屏。  

Print[打印] 
打印表格或图表。 

Setup[设置] 
进入菜单自定义表和或图表。 

Node Change Box[节点变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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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is[这是什么]? 
Node Change Box允许您编辑，修改和查看指定时间（或案例中）下的所选节点的变化。为了
进入该窗口，点击Node Information window顶部的CHNG 按钮。上面的属性框要求所选节点在
case（time）=3时的节点流量为1000，而在case（time）=4时节点流量为100。Change Pattern 
[变化样式]窗口中总结了所有的变化。  
Time / Case[时间/案例] 
选择变化发生的时间或者案例。 
Clicking on the middle column[点击中间栏] 
下方弱出一个参数表，选择要改变的数据（为节点类型而定制）。 

Value[数值] 
变化完成后，为数据项选择新的数值。 

Node User Data Box[节点用户自定义数据框] 

 

User Data[用户定义数据] 
点击在 Node Information window顶部的User按钮进入User Data Box[用户定义数据框]（确认

有足够的位置放置该属性框，如没有，点击More或者点击鼠标来浏览并选择属性框）。 

 
User Data是由用户定义的节点信息。通常，user data是用来识别constraint计算或水质模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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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组的一个属性。User Data也可以为selected output定义节点组。可以通过点击New 
Item[新项]以及编辑输入标题来添加新的属性或者自定义信息。其它属性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
编辑或者删除。System Data/Reports下的attribute for selected node output中会反映出在该属
性框中添加或编辑的user data属性。  

 
通过使用group mode（查看sets和group mode），可以定义user data组。对单个节点而言，只

要选择数据项便可在User Data Box中编辑user data。 

Pipe Information Window[管段信息窗口] 
 

Pipe Information Window-  对于所择的管道，该窗口会自动出现在屏幕的右侧。该窗口由四

部分组成，通过使用合适的按钮，可以对每部份单独进行选择。它们是： 
Data (Pipe data) [数据（管段数据）]-  输入和显示基本管段数据的三个框。 
Rslt (results) 结果（结果）- 用来显示所选管段的结果的概要，结果图和结

果表三个框。  
Chng (change)改变（改变）-用来输入和显示此管段在可用变化模式下的具体变化的属性框。 
User用户 – 一个用来输入和显示用户自定义的额外数据的框。 
Pipe Information Window Controls [管段信息窗口控制]- 
Pipe Information Window的顶部有以下按钮。 

 
Del (delete)[删除] –这将会删除全部的已选管段和连接中的所有内部节点。  

 
Insrt (insert) [插入]- 这将会在所选择的管段上，鼠标所指的位置处插入一个内部节点。可以从
弹出的八种内部节点类型中任选一种。 

 
More[更多] – 这将提供位置空间来显示别的信息框。 

 
Less [更少]- 这将删掉一排信息框的位置。 

 

如果空间不足以显示所有选框，这些图标可以由上一个属性框进入下一个属性框。 
Data Rslt Chgn User [数据结果变化用户]- 这些是用来显示或隐藏这些数据和信息。 
Copy  Paste [复制 粘贴]-见Copy and Paste。 该命令允许用户复制已选节点的节点类型和

数据并将其复制到其他节点。不能复制或粘贴节点名称和高程。 

 这些按钮可以分别放大，缩小所选节点或节点组的标签文本大小或将其

变回默认大小（如Map Settings | Labels[图形设置|标签]中的设置）。在Text模式下，会对已选

文本节点的文本执行相同操作。如果大小不取默认值，标签会随着图形放大或者缩小而比例变

化。（和DXF文件中标签一样）。 

 第一个按钮允许用户设置已选节点的标签的位置。将会出现一个“十字准线”，

用户可以将十字准线的中心对准标签想放置的位置并且点击。第二个按钮恢复标签位置至默认

设置的位置。在Text模式下，会对已选文本节点的文本执行相同的操作。 

该按钮允许用户设置所选节点（layout模式）、所选节点组（group模式）或者已选文本

节点（text模式）文本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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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 Data Boxes[管段数据框] 

 
框1                         框2                        框3 

这些选框是用来输入或者编辑管段数据的。如果系统中的管段有非零的长度，直径以

及粗糙度值，将不能执行该分析。 
 

* * *   选框  1  * * * 

Name [名称] 
当添加一根管时，就会为此管指定一个名称。用户可以对此名称进行修改。  

Pipe Type[管段类型] 
按下该按钮可以弹出一个选框，其中包括管径，管材和压力等级。选择管类型后，许多默认的

数据是可用的。您应该在Pipe Type Table (Setups/Defaults - Pipe Type)为要模型系统输入数

据，或者直接使用默认表。也可以分别地输入管径，管材和压力等级。 

Pipe Diameter [in.  (mm)] 管径[英寸.（毫米）] 
指的是管的公称直径。如要定义分析过程中用的Actual（内）Diameter，使用Pipe Type表。 

Pipe Material[管材] 
管壁的材料。 

Pipe Rating  [psi  (kpa)]管的压力等级 
管的压力等级。 

Pipe length  [ft.  (m)]管长 [英尺或米] 
管线总长度包括所有管段。为了使长度固定，选中标有 F的选项。这样，在分析中进行任何缩
放或节点移动时，管段的长度将不会改变（但是图形外观可能看起来是有改变的）。 

Pipe Roughness[管的粗糙度系数]  
该值取决于运用的水头损失表达式（如map屏幕的顶部属性条中的标注）。如果您选择了一个
管道类型并定义了参考粗糙度系数和估计10年粗糙度系数，而且还提供了参考年份，那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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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计算基于管龄的粗糙度。为了固定该粗糙度系数，选中标有F的选项。这样，在分析过程中粗
糙度是固定的，而且在基于管龄的粗糙度计算过程中也不变。  

Fittings[附件] 
点击该按钮可以进入Fittings Table [附件表]，说明造成压降的弯头，T型管，阀门等等。用户可
以Other K［其他K］属性框中输入任意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与所有附件相关的局部阻力损失
之和以及用户输入的任意额外阻力损失都会出现在该属性框，即Sum K's。注意，分析计算过程
已经考虑了沿程水头损失，用户没有必要再输入一个等量的沿程损失。 

Closed (pipe)[关闭的（管段）] 
勾选该选项表明关闭管段。如果任何管上的任何一个阀门被关闭，则应将管设置为关闭。 
* * *  选框  2  * * * 
Node 1,  Node 2[节点1，节点2] 
管的端节点（这些是不能被编辑的）。 

点击此按钮以改变连接位置（仅用于方向节点）。 

Reverse (nodes) [反转]（节点） 
点击此按钮改变节点顺序。带有止回阀的管段必须按正确顺序地列出节点（允许的流动方向）。 

Residential Meters[住宅水表] 
连接到管线的住宅水表总数。注意：在System Data / Other[系统数据/其它]中输入Average 
Residential Meter Demand [平均住宅水表流量]（每台水表）。 

Reference Year[参考年份] 
用在基于管龄的粗糙度系数计算中（通常就是安装年份）。 
Pipe Title [管段标题] 
这是管段的标题（可选的）。标题可以有32字符长，并且对每一根管道不必唯一。  

* * *  选框  3  * * * 
Fittings Table [附件表] 
该选框显示了一张选择常用附件的表格，损失系数是自动计算的。在该属性框内为管线选择合
适的附件（每样 多可以选3个）。顶部出现了每个已选附件的符号。在Settings / Defaults - 
Fittings [设置/默认-附件]窗口中，用户可以定义附件表格。见Fittings[附件]。  

Other K[其它 K] 

在Fittings Table [设备表]中输入的用来说明此表中没有的附件的损失系数（总和）。 

Sum K's [总和K's] 
K's是所选附件的全部阻力损失系数以及所输入的其他K值的总和，该值计算得出，并用于数据
文件中。 

Pipe Results Boxes[管段结果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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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able[结果表格] 
结果表是用来显示所有案例（时间）的管段或者管段组（group mode）的所选结果类型（流速/
流量/水头损失或者hl/1000）的。数据也可以以Excel或者ASCII 格式的文件输出。如果选中了
Previous Result框，上一次的分析结果和当前的结果一起在结果表中输出。为了查看这些功能
的按钮，可以将表的窗口扩大至Large[大图]或Full[全屏]。 
Pipe Graph[管段结果图] 
显示所有案例的所选管段结果的曲线图。用户可以创建一个标题和X，Y的标识，设置Y向比例，
捕捉图像并生成位图，粘贴图像至剪切板。当一个BMP创建完成后，文件将会以NdGrf1.bmp (或
者 NdGrf2, -3 , 等等.) 为文件名保存在P2K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中。如果勾选了Previous Result
项，上次的分析结果会和当前结果一起输出在曲线图中。为了查看这些选项的按钮，将图像扩
大至Large[大图]或Full[全屏]。  

Pipe Results[管段结果] 
已选案例的已选的管段的结果概要。 

Controls:[控制] 

Large[大图] 
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扩大结果数据表格或图表。 

Full[全屏] 

将数据结果表格或曲线图扩大至全屏。   
Print[打印] 
打印表格或图表。 

Setup[设置] 

进入一个菜单来定义表格或图表。 
注意：通过使用屏幕底部的Result Selection[结果选择]工具条，可以选择结果类型和案例（时间）。 
Pipe Change Box[管段变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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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Pipe Change Box允许您编辑，修改和查看特定的时间（或案例）下所选管的变化。通过点击Pipe 
Information窗口中的CHNG，便可进入该属性框（如果显示的区域太小，您可以点击More ）。
上面的属性框中的例子要求管在案例（或第5小时）时是关闭的，而在案例（第8小时）时是开
着的。所有的改变都在Change Pattern window中进行了总结。 

Time / Case[时间/案例] 
为发生的变化选择时间或案例。 

Clicking on the middle column点击中间栏 
弹出一个参数列表来选择要改变的数据。 
Value[数值] 
当执行变化时，为数据项选择新数值。 

Pipe User Data Box[管段用户数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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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Data[用户数据] 
点击 Pipe Information window（确认有足够的位置放置属性框，若没有，点击More或者点击鼠

标来选择合适的属性框）。 

 
User Data[用户数据]是由用户指定的管段信息。通常情况下，user data是用来识别管组的
constraint计算, 校准计算，或者水质模拟的一个属性。User Data [用户数据]也可以为selected 
output（见Selected Output and Reports（System Data））定义一组管段。通过点击New Item 
编辑输入标题可以添加新属性或自定义信息。其它属性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编辑或者删除。
在System Data/Reports窗口下的Selected Pipe Output中反映了本框中添加或编辑的User 
Data属性。  
使用Group Mode（见Sets and Group Mode［设置和组模式］）可以定义Uuser Data Group［用

户数据组］。对单个管道，在User Data Box[用户数据框]内仅仅通过选择数据项就可以编辑用

户定义数据。 

第13章:  KYPipe 和 Surge演示 
例子 
KYPipe - Regular Simulations[常规模拟] 

KYPipe -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长周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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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Pipe - Other Capabilities[其它功能] 

Surge[水击] 

Surge Protection[水击防护] 

Optimized Calibration[优化校准] 

Water Quality (EPANET)[水质] 
 

图1中所示的是小市政配水管网系统中的一个简单管网系统。利用该系统来演示如何使用KYPipe
进行常规模拟和长周期模拟以及如何用Surge进行水锤分析。通过使用在DEMO子目录中提供的
数据文件可以演示了许多建模功能。我们建议你在演示这些文件的时候，将屏幕分辨率设置为
1024×768或者尽可能更高。 

 
图 1  管道系统布设示例 

KYPipe - Regular Simulations[常规模拟] 
 

点击主菜单的中File，再点击Open并且在浏览器中选择文件Demoreg （在DEMO子目

录中）。这样您就会得到如图1所示的管道系统。 Demoreg文件建立了基线分析（案例0）
和两个附加的情景（案例1和2）。  
Case 0 – 泵以正常流量运行 
Case 1 – 泵是关闭的，由水箱为系统供水 
Case 2 – 泵是关闭的，指定节点J-13处的消防流量为650 g.p.m。 
点击主菜单中的Labels，选择Junction Demands和Type，您可以查看指定的正常流量模式。 
为了执行分析，点击主菜单中的Analysis，选择Analyze System，并确保在点击Analyze
前已经选择了KYPipe 。一旦完成分析，您可以点击Report来查看制成表式的报告。利用

KYPipe的几个功能来查看图表式的分析结果有许多优点。 

www.kypipe.com.cn



 

 

1) Results Labels[结果标签]: 点击Labels, Pipe Results和Pipe Result A， 然后再点击Node 
Results和Node Results A。将会显示出每条管的流速 (单位用 g.p.m.) 和每个节点处的压力（单

位用p.s.i.）的基线数据（案例0）。图2显示您可以使用在屏幕底部的Results Selector工具条来

为节点(N选框的下拉菜单)和管段(P选框的下拉菜单)选择不同的参数， 并且可以利用A案例/时
间选择框中的键头来查看案例1和2的结果。 

 
图2  结果标签， case0 

2) Contours[等值线]: 用等值线来显示结果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显示case2的等值线来说有些项功

能。确认在N选框中选择了Pres[压力]并且在A 选框中选择了Case 2[案例2]（在Results 
Selector[结果选择器]工具条中）。依次点击Map Settings [图形设置]，Emphasis/Contours [强化

/等值线]，再选择Pressure (参数)。等值线的值应设为20，30，40，50和60。点击Show Contour 
[显示等值线]，然后点击Map [图形]（顶部的工具条中）返回到图形中。压力等值线应该显示出

来了（如果没有，点击Refresh按钮），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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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等高线， case 2 
3) Profiles[轮廓线]:轮廓线可以显示管线和水头的轮廓，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为了显示

该轮廓线，点击Group按钮，选择起始节点（J-13），上部中心-盲端和一个端节点（清水井）。

下一步，依次点击主菜单中的Analyze，Profile [侧面图]，Create Profile from Leftmost Selected 
Node [从所选的 左边节点开始创建轮廓线]。将会显示如图4所示轮廓线。如果选择了Show 
Envelope[显示包络线]，则会显示出三种案例中的水头包络线。如果选择Time/Case[时间/案例] A 
and Time/Case[时间/案例] B，就会出现案例A和案例B（结果选择器工具条）的轮廓线。您还可

以提供一个水头上限或者下限，并查看水头是否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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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轮廓线，case 0 

KYPipe -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长周期模拟] 
 

点击Files，Open，然后再选择Demoeps文件。该文件以小时增量为基础建立了24小时的EPS [长
周期模拟]。选择System Data[系统数据]，然后选择EPS来查看模拟。采用了以AWWA提供的数

据为基础的24小时流量模式。点击Setup/Default[设置/默认] 和Demand Pattern[流量模式]可以查

看该流量模式。 点击 Map返回到图形窗口。对于本次模拟，泵是由Tank 1[水箱1]（T-1）中的

水位控制的。当水位下降到753英尺以下时泵开始运行，当水位达到753英尺泵停止运行。点击

Other Data 和 Control Switches来查看该设置。 

 
 

 
图 5   System Data /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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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Setup/Defaults / Demand Patterns- AWWA 流量模式 

 
图 7  Other Data / Control Switches 

分析系统(点击 Analyze并选择 Analyze System)。应该从子菜单中选择KYPipe。分析完成后，

可以使用图表式报告，标签，等值线和前面所介绍的轮廓线来查看模拟结果。另外一个查看结果

的方法对EPS非常有用，使用Node Graphs [节点图表]，可以如下使用此功能。选择一个节点并

且打开Rslt按钮（屏幕右侧的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关闭其它三个按钮，您将会看到

节点结果的Node Graph [节点结果图]，通过在N处的选框中选择合适的参数可以确定要显示的

Results Tables [结果表格]。点击Full [全屏]来全屏显示Node Graphs [节点结果图]和Results 
Tables [结果表]。点击Small[缩小]返回到图形窗口。如果您在Group [组]模式下执行这些操作，

您可以同时得到多个节点的结果图表。通过选择一根或者多根管道，管段结果图和表和获得方式

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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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已选节点的结果图和结果表 

KYPipe - Other Capabilities[其它功能] 
演示文件也可以演示Pipe2008的其它功能。 
System Curves[系统曲线]: 
系统曲线是泵的安装位置（节点）所需的水头和流量的曲线图。KYPipe可以生成系统曲线，该

系统曲线可以根据所选择的泵的曲线绘制，来帮助进行泵的选择。为了进行说明，载入Demoreg 
文件。利用泵(J-13)下游的某个节点来绘制系统曲线，并且可以通过点击System Data 和 Other
按钮来查看设置。所需数据出现在System Head Curve Data[系统水头曲线数据]中，并且包括用

来生成系统曲线的节点（J-3）和 大流量（2,000 g.p.m.）。点击Map，显示图形。 为了生成

系统曲线，应该将泵关闭，所以选择泵（在Layout Mode[布局模式]下），然后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的左上角点击On/Off[开/关]切换开关。泵上会显示一个红色的X，这表明泵是关闭的。

为了生成系统曲线，依次点击Analyze, Analyze System, 在点击Analyze前选择System Head 
Curve。分析会执行11次模拟，模拟的流量以200 g.p.m.为增量从0到2,000递增。在Report [报
告]（选择report并利用鼠标滑轮到 后）的 后会对系统曲线的结果进行总结。点击Main Menu
中的Facility Management以及 Pump Curves。 当图表出现后，勾选System Curve来显示系统曲

线。为了显示泵曲线，也可以使用窗口底部的下拉选择框。显示的图形如下图示。系统曲线和泵

曲线上的的交点代表了泵的工作点。如想返回图形窗口，关闭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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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ystem Data / Other – 设置系统水头曲线 

 
图 10 – 系统曲线 

On/Off Valves - Pipe Break 
[开/关阀门-管段破裂] 
Pipe2008 模型包括开/关阀(Ä) ，该阀可以用来控制任意管线的开或关。在Layout Mode[布设模

式]下，选择一个阀并点击Node Information Box [节点信息框]左上角的On/Off 。阀上的红色X
表明泵和相应的管段是关闭的，并且关闭的管段是用细虚线显示的。在Group Mode[组选模式]
下，您可以选择多个阀门，并且在Edit Node Set [编辑节点设置]框中勾选On or Off来设定所选

阀门的状态。 
Pipe Break[管段破裂] 功能可以找出需要关闭哪些阀门来隔离您在管道系统中指定的位置，点

击Facility Management并且选择Pipe Break便可实现此功能。然后将Ø标志移动到需要隔离的位置

点击即可。屏幕将会显示要隔离的区域和要关闭的阀。为了获得要关闭的阀的报告，点击Facility 
Management和Pipe Brea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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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管道断裂模拟 

Images[图像]: 
 

位图图像(.BMP 文件)可以和每个节点相关联。此项功能允许用户为每个节点提供附加信息。可

以为文件Demoreg 中载入三个这样的图像。在Layout模式下，点击系统的上部中心处的阀门。

在左侧的Node Title框中的Full [全屏]，您会看到一张手绘的草图，其中显示了阀门的位置。点击

左上方的Small [缩小]返回至图形窗口。点击泵左侧的阀门并且不断重复这过程，可以看到详细

的阀门示意图。点击泵并不断重复此过程可以看到泵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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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节点图像 – 数值图 

 

图 12a  数值图 – 大尺寸 

Hydrants[消防栓]: 
Pipe2008模型可以包含五个消防栓。对于消防栓，Pipe2008具有一些特殊的建模功能，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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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试验数据图和运用模型计算消防水流量。Demoreg文件中包含有八个消防栓。如果你没有看

到消防栓，那么点击View [视图]和Show hydrant来激活显示功能。在Layout模式下，在系统上部

中心位置选择消防栓。在Node Information窗口中，您将会看到相关的消防栓数据（标高，静压

力和残余压力，和剩余流量）。确保Data 按钮是打开的（其它的按钮应该是关闭的）。压力和

流量的输入是用于现场测试的。点击Graph，就会出现一个基于实验数据或者计算数据基础的曲

线图。选择Test Data后您将会看到AWWA[美国自来水厂协会]推荐的消防水耗数据图，该图反映

了在压力为20 p.s.i时，消防水耗大约在840 g.p.m。如果您将选项改为analysis data[分析数据]，
您将会得到一个基于模型计算的类似的曲线图。通过进入Group模式并且选您要计算的消防栓，

再选择Fireflow Analysis [消防水耗分析]选项来进行分析，便可得到这些计算数据。 

 

图 13 消防水耗图 

Calculation Year (age based roughness)[计算年份（基于管龄的粗糙度系数）]: 
Pipe2008允许用户对将来某个时间进行模拟，并在用户提供的Pipe Typ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管的

粗糙度系数。该数据包括一个Reference Roughness [参考粗糙度]（通常是新管道的粗糙度）和

一个估计的10年粗糙度。为了利用该功能，为每根管输入一个参考年份（这一年的管段粗糙度

是参考粗糙度-通常指的是安装管的这一年）。对于Demoreg 文件而言，所有管的参考年份均为

2001年。对于新的球墨铸铁管道，输入的参考粗糙度值为130，并且依管段的尺寸的不同，10
年估计粗糙度值范围为119-122 。您可以通过点击Setup/Defaults和Pipe Type来查看此数据。依

次点击Analysis，Analyze System，并且关闭Use Current Year [使用当前年]开关，这样便会利用2026
年（如下所），从而便可做一个2026的数据分析（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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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管道类型表中显示粗糙度值 

分析完成后，您可以查看report，可看到计算的粗糙度值（106-113），您会注意到，由于粗糙

度值的增加，在节点J-13处，压力值从2001年时的大约20 p.s.i.降低到2006年时的5.6 p.s.i.。 

 

图 15  计算的粗糙度值 

Pipe2008 : Surge［水锤分析软件］ 
依次点击File，Open，然后选择文件Demosurg。除了Surge分析所要求的附加数据外，该文件与

Demoreg 文件完全相同。为了进行演示，关闭泵，这会产生一个瞬态，该瞬态以泵的稳态运行

开始，以泵的关闭及水箱供水结束。对于稳态的KYPipe演示，这些便是Demoreg文件的案例0
和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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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个附加的管段数据项-波速。在Layout模式下，点击一根管，再点击Data按钮（管道信息

窗口中），您会看到显示的波速(Wv Spd)。可以在此处直接输入数值，也可以使用Pipe Type（自

动输入的）中的值。软件提供了波速计算工具。在主菜单中点击Tools，然后点击Wave Speed，
选择Ductile Iron [球墨铸铁]，使管径为8英寸壁厚为0.25英寸，这样就会计算出波速值大约为

4,100 ft/s 。 
重新查看System Data，注意Surge分析的不同之处。依次点击System Data和Simulation Specs，
需要输入的是units［单位］和equations［方程式］。其余的取默认设置，但是您可能想覆盖这

些默认设置，特别是本次模拟中将通常默认为10秒的Total Simulation Time [总模拟时间]改成了

20秒。点击Other进入第二个系数数据窗口。应该为Screen Plot Node [屏幕绘图节点]提供一个

节点，使其在进行瞬态计算时显示在屏幕上。这样做的 好方法是，在您进入该窗口前选择节

点，然后点Use Selected Node [使用已选节点]。点击Ma返回到图形窗口。 
Change data［变化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它们定义了瞬态发生的原因。在这个演示中，进

行了2秒停泵模拟，由第1秒开始进行模拟。点击泵，然后在Node Information 窗口中点击Change 
Data (Chng)按钮（关闭其它按钮就会出现node changes属性框）。您将会看到泵转速比的变化

设置，在第一秒时为1（速度/额定速度），在第三秒时斜降为0。同时注意到为该泵指定了一个

止回阀。点击Data（Node Information窗口中）来查看Surge Device Data [Surge设备数据]框，

在这已选择了止回阀，亦定义了关闭时间和阻力系数 
已经对于演示文件运行了Surge分析，在这可以看到更多的结果数据。 有效的方法是查看压力

（或水头）-时间曲线图，以及显示水头包络线的管线包络线。另外，也生成了瞬态和稳态结果

的表格式结果报告。 

Time Plots[时间曲线图]: 
选择一个节点并且打开Rslt［结果］按钮（Node Information窗口中）。出现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的一个结果选框是Node Graph [节点结果曲线图]。你需要关闭其它按钮来查看该框中

的结果曲线图。对于该演示，选择节点J-13（左上角中心处），点击Full 来全屏显示瞬变压力

曲线图。注意，本次瞬态模拟中，在第8秒时出现气蚀（30英尺水头）。点击Small返回图形窗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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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s[包络线]: 
 

点击Group按钮（左侧）并且选择节点J-13 和水池，在这些节点间生成管线的轮廓线。依次点

击Analyze，Profile和Create Profile from Leftmost Selected Node，便会生成轮廓线。点击Maximize [
大化]。确认已选择了Show Envelope [显示包络线]和Time/Case A [时间/案例A]。如果您提供Y轴范

围为： 小高程为500， 大高程为1000（关闭Default Y Axis [默认Y轴]选项），包络线调整到

合适比例。您可以通过点击A选框（Results Selector-窗口底部）中 右侧的箭头来查看水头的

变化。该步长按增量为总模拟时间的5%向前进行的。关闭profile窗口。  
Tabulated Reports[列表式报告]: 
点击Report进入两个列表式报告。通过点击Load/Swap [载入/转换]，您可以在初始稳定状态条件

下的结果报告和瞬态分析报告之间进行转换。比较引人兴趣的是出现在瞬态分析报告 后面的

大/ 小水头。 

 
图 17  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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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大和 小水头 

Surge Protection[水锤防护] 
由于在许多节点上的瞬态压力很低且达到了水的汽化压力，在泵的下游设置闭式调压塔进行第二

次水锤分析。当泵失去动力且水流量相应地极剧减少时，调压塔提供流量来弥补管内流量的损失，

从而也减小了水击压力，另一个演示数据文件可以说明此种应用。File，Open，选择Surgtank。

你可以看到一个显示调压塔的泵区域的放大图。除了调压塔外，该文件和Demosurg文件完全相

同。在该位置插入一中间节点并且将其Node Type [节点类型]改为Closed SurgeTank [闭式调压

塔]，便实现了调压塔的添加。点选调压塔，再点击Data按钮（node information窗口中），那么

调压塔的数据便出现在包含Device Data [设备数据]框的两个框中。该调压塔是一个四英尺高的

圆柱形容器，并且 初其一半体积是充满了空气（62.8英尺3）的。入口和出口阻力系数为0.1，

表示流量为1立方尺/秒时水头损失为0.1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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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调压塔和数据 

点击Zoom All [显示全部](Z All) 按钮来显示整个模型系统。执行完分析后，选择节点J-13来查看

压力调压塔的防水锤效果。点击Rslt [结果]按钮（其它按钮应该是关闭的）并且点击Full [全屏]

来查看全屏显示的图。如前面演示中所介绍的，您也可以创建包络线图或者列表式输出结果。 

 

图 20  节点结果图 

KYPipe - Optimized Calibration[优化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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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File和Open，然后选择DemoCal文件来查看Pipe2008 Optimized Calibration modul [优化校

准模块]演示。在您浏览演示之前，您可能希望浏览“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图21展示

了管网示意图，并在管网上显示了四个消防栓水耗试验的试验结果。 

 
图 21  消防水耗试验结果 

这些包括每次试验的残余流量和压力。执行校准时，这四个消防栓转按要求转换成节点来建立校

准数据。演示中，假定每个消防水耗试验的边界条件是相同的，基线节点流量和水箱水位被用于

DemoReg文件中，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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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水箱水位和基线节点流量 

因而，不必要为四个单独的消防水耗试验输入变化数据。仅需的附加数据是calibration data，如
图23所示。 

 
图 23  消防水耗数据和校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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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如下参数定义了四个已选的Calibraiton Groups［校准组］的粗糙度边界值： 

 
运行了两上案例的计算。第一个案例结果如图24所示。  

 
实测值和目标值之间百分率偏差= 1.422% 
实测值和计算值（未校准）之间百分率偏差= 14.02% 
决策变量的 佳值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0 =115.  [140.0<  >100.0]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1 =95.   [140.0<  >80.0]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2 =96.   [140.0<  >90.0]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3 =132.  [140.0<  >100.0] 
节点 (消防) 流量 对变化 1 按 5.00% 增加 
节点 (消防) 流量 对变化 2 按 5.00% 减少 
节点 (消防) 流量 对变化 3 按 4.03% 减少 
节点 (消防) 流量 对变化 4 按 5.00% 增加 
实测的或者目标压力值 (磅/平方英寸 或者 千帕): 

 
    试验        节点        实测       佳 
    案例        编号        压力       压力 
  ---------------------------------------------------------------- 
      1         J-17        39.0 (43.6)    39.0 
      2         J-20        36.0 (37.5)    33.9 
      3         J-19        31.0 (34.5)    31.0 
      4         J-18        28.0 (35.7)    28.1 
 
 
 数据和时间： 星期一 十一月 26 08:22:52 2001 
 
 
  ------------ 管网校准已完成 ------------- 

 
 
图 24  第一个案例结果 

本次校准中，消防水耗的误差为5%，这意味着消防水耗是在实测残余流量的基础上+/- 5%，说

明了测量中有微小的误差。校准运行后生成一个校准，即校准后 优压力和实测压力值间差异

仅为为1.4%，而对于未校准的模型其差异大于1.4%。对于第二个案例，所用消防水耗误差为零，

正如所料，获得了很大的差异值4.5%。这些结果都在图25中显示。 
实测值和目标值之间的百分率偏差= 4.534% 
决策变量的 佳值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0 =103.  [140.0<  >100.0]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1=101.  [140.0<  >80.0]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2 =92.  [140.0<  >90.0] 
Hazen William 系数：对于组编号 3 =140.  [140.0<  >100.0] 
实测的或者目标压力值 (磅/平方英寸 或者 千帕): 

 
    试验        节点       实测            佳 
    案例        编号       压力            压力 
  ---------------------------------------------------------------------- 
      1         J-17        39.0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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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20        36.0           32.6 
      3         J-19        31.0           31.0 
      4         J-18        28.0           31.6 
 
数据和时间： 星期一 十一月:  Mon Nov 26 08:19:49 2001 
 
 

  ------------------ 管网校准已完成 ------------------- 
 
 

图 25  第二个案例结果 

KYPipe - Water Quality Analysis[水质分析] 
通常使用EPS文件来执行水质分析。这是用来决定在经过一段时期（通常24小时）后水质参数

的变化。仅需要一个附加的窗口来建立水质分析模型。为了查看这些数据，依次点击File，Open，
并且选择Demoqual文件。点击Other Data和Quality来查看数据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26  水质数据 

利用所示的通用值（而不必为每个管输入值）来设置所有管段的Bulk and wall reaction［容积和

器壁反应速率］。EPANET 要求容积和器壁反应速率的单位是以“每天”计的。如果容积/器壁

衰减速率为零，则程序会分配一个默认值。将simulation time［模拟时间］选为144小时，从而

提供足够的时间使计算结果达到重复的状态。对于该例，选择了一个Chemical [化学的]分析并且

化学的名称输入为Chlorine [氯]，来确定氯的残值。我们可以选择计算水龄（选择Age）或者追

踪水源（选择Trace [追踪]）。另外一个有用的输入数据是在每根管道中氯的initial 
concentration[初始浓度]。如果您可以什么都不做，则该参数会自动被分配数值为零。然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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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合理的估值，会得到更为迅速和精确的解。氯浓度为2ppm[百万分之二]，初始浓度值为

1ppm[百万分之一]，通过下面的方式便可实现该值的输入：在Group Mode下使用Gbox来选择

整个系统，然后在Edit Node Set [编辑节点设置]中给定初始浓度值为1.0。当上述步骤完成后，

每个节点的User Data应该如下图所示地显示数据。 

 
图 27  带有初始浓度的用户定义数据 
依次选择Analyze / Analyze System，Water Quality便可进行水质分析。一旦分析完成，就可以

查看计算结果。图28显示了 大和 小的含氯水平的结果。通过在N Box [N选框]（Results 
Selector [结果选择器]）中选择Chlorine，以及labels下的Node Results/Node Results Min and Max 
[节点结果/节点 小和 大结果]，可以获得以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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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小/ 大氯残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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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所选节点的氯残余量 

第II部份:  Advanced Topics[高级主题] 

第1章：Pipe2008文件 

Backup Files[备份文件] 
每次保存Pipe2008文件时，备份文件会自动生成。每次保存， Pipe2008文件的老版本会被保

留并且被赋于该文件扩展名BK1。接下来的每次保存，文件被重命名为BK2，然后是BK3，等等。

对于每个Pipe2008文件的四个备份副本均可在任一次中被保存。通过在Open File Box [打开文

件选框]中的File Type [文件类型]下拉选择器中选择Backup Files [备份文件]，便可载入这些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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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ing[打印] 
Print[打印] 
点击File | Print [文件|打印]命令会弹出如下所示的窗口。您可以修改一些用在打印中的输出属

性（标签大小，等值线尺寸等等）。请注意，使用Max Resolution [ 高分辨率]会产生非常大

的临时文件，并且会使打印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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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上一次使用的打印机会出现在Printer Name [打印机名称]选区内。点击Select Printer [选择打

印机]来设置paper size［纸张大小］，margins［页边距］和orientation［打印方向］。会出现

如下的窗口。在窗口菜单中，可以通过点击Printer [打印机]来选择其它已安装的打印机。

“Pipe2008 Printer”选项仅作特殊的应用。  
Print to Bitmap[输出位图] – 当选择此选项后，会在P2K所在文件夹中生成一个相同名称的BMP
文件。打印时，利用print属性框中指定的分辨率可以创建位图文件。这对于使用绘图仪或者其它

方法打来打印图的情况是非常有用的。 

 
Print Preview / Print to Scale[打印预览/按比例打印] 

初，Print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打印机配置工具]会打开，如本页的顶部所示。当指定打印机

设置以后，点击Print Preview或者Bitmap Preview [位图预览]，就会出现随后的预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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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示案例中，该纸张的打印方向为竖向。白色区域代表纸张，而这恰恰决定了除了个别打印

机页边距限制以外打印输出应该怎样显示。当选择横向打印，对于大多数纸张尺寸而言，输出

图像会充满整个窗口。点击Proceed [继续]，将打印命令发送给打印机或者创建位图。一个具有

相同文件名的位图会在P2K文件所在文件夹生成。 

 

显示下面的窗口： 

 

Printable Length of Paper in Inches (usually about 10.8)[用英寸表示的纸张可打印的长

度（通常大约10.8英寸）] – 与Desired Print Scale［期望打印比例尺寸］一起应用。如果您

指定该值，那么您能指定一个Desired Print Scale，单位是每英寸。当两个数据区内都输入了数

值后，打印的图像会进行缩放来反映此项设置。而且随后缩放按钮将不再起作用。 
Desired Print Scale (Units per Inch) – 忽略个别锁定的管长数据，这些是您所建系统所用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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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正如图形屏幕（英尺或者米）的X，Y坐标轴所显示的单位，打印纸的每英寸。 
Show Map Scale Legend[显示图形比例标注] – 如果您要设置在打印输出中显示的标注（Map 
Settings |Legend [图形设置|标注]），那么选择该选项框后，便会以一个新的长度比例来取代默

认标注。  
Optional Text for Map Scale Legend[图形比例标注的可选文本] – 当需要标注（查看上面介绍）

时，可以在该区中新增一个标题。 

 

在print preview窗口中使用的缩放水平可以在打印输入中得到反映。如果指定了打印范围，这些

命令将不可用。 

 

这些平移按钮可以用来改变图在纸张中的位置。print preview窗口白色区域中的图像反映了 终

的打印输出。 

 

将图像发送至打印机或者创建位图 

查看Report - Printing [报告-打印]。 

Report Printing[报告打印] 
点击该按钮便可打印输出结果表格。几个打印设置选项是可用的。 

 

为了显示logo［图标］，以“Logo.bmp”为名称将图标图像保存到您的Pipe2008文件夹中。 

www.kypipe.com.cn



 

 

 

在发送至打印机前，推荐使用Change Printer Options [改变打印机选项]来指定打印机的设置。 

 

Copy and Paste Pipes[复制和粘贴管] 
合并管网。将两个或者多个模型的所有或部分管合并。 
您可以选择一组管段和节点， 然后将它们连同属性一起复制到另一个的管道系统（另外一个P2K
文件）中。使用GBox或者在Group Mode下单个地选择节点和管段来选择系统中您想复制的那

部分。在主菜单中的Edit菜单下，选择Copy。关闭此文件并打开您想将管段和节点粘贴到的文

件，在Edit菜单下选择Paste。这样会将节点和管道粘贴到与原文件相同的坐标位置。但是，如

果您进入Layout模式，选择一个节点然后粘贴，便会粘贴至那个节点。虽然两个节点在同一个坐

标点，但是被粘贴的东西不会连接至粘贴到的系统或者覆盖其中的一部分。粘贴完成后，您可以

在被粘贴的管段或节点附近点击并将它们拖动到合适的位置。如果起初点击和拖动操作不奏效，

那么有必要先取消选择再重新选择其中的一个节点。 

第2章：图形屏幕和背景图 
亦见scaling background maps［缩放背景图］ 
Adding Maps – General Information [添加背景图 – 基本信息] 
在Pipe2008中，光栅(jpg, gif, bmp, 等等.)文件和矢量(dwg, dxf)文件都可以被用作背景图。使用

矢量文件，坐标系和尺寸比例都已建立，用户不需要再设置，不过如果用户希望的话也可以进

行设置。利用X Shift[X方向移位] ，Y Shift[Y方向移位]以及Map Setting | Background[图形设置

|背景图]下的Scale可以修改矢量图的尺寸比例或位置。如果光栅文件添加到即有的模型中或者

如果用户想参考坐票系，需要设置背景图的位置。这些都可以通过使用Map Link来设置。见

Scaling Background Maps［缩放背景图］。 
Map Link［背景图链接］ 
利用Map Link创建参考文件。 
Map Link是Pipe2008的一项功能，可以用来创建参考文件或光栅文件，并将它们用作
Background Map［背景图］。 
参考文件指定Raster Background Map［光栅背景图］的位置和尺寸比例。根据文件类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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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有多种不同的文件扩展名，如下： 

file type [文件类型]          reference file[参考文件] 

bmp                        bmpw or bpw 

jpg, jpeg                     jpgw or jgw 

tif, tff, tiff                        tfw 

gis                          gsw 

lan                          lnw 

bil                           blw 

bip                          bpw 

bsq                         bqw 

sun                         snw 

rs, ras                       rsw 

rlc                           rcw 
通过点击Pipe2008目录中的Map Link[图形连接]图标就可进入Map Link[背景图连接]程序。没有

参考文件就不能添加Raster Background Map [光栅背景图]。可以使用另一个光栅背景图的旧参

照文件，但一般来说 好创建新的参照文件，使旧的Raster Background［光栅背景］位置在以

后或现在的应用中不会改变。 
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参考文件，输入Map Link Utility [背景图链接功能]，在 File菜单下，点击Load 
Map [载入背景图]。选择完图形文件后，会提示您指定图形的位置。如果您是对一个既有的系统

添加背景图并且您知道该系统的坐标系，您可以大致确定放置图形角点的位置（记住，坐标系

单位是英尺）或者一个角点位置并假定一个比例尺寸。这不是必需的步骤，仅仅是为了加快map 
scaling［缩放图形］的过程。一般而言，建议选择Position Options［位置选择］下的Specify Corner 
and Scale［指定角点和尺寸比例］；对于Lower Left Corner［左下角］（默认选择），输入0，
0作为X和Y的坐标，1，1为X和Y轴的尺寸比例。指定一个位置（任意位置）便可创建一个参考

文件。您现在可以退出Maplink，Background Map［背景图］已经添加完毕且可以在pipe2008
的Map窗口了查看浏览。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查看ScalingBackground Maps [确定背景图比例

尺寸]来为背景图重设位置和比例。如果您看不到图形，利用Pipe2008的Map Settings / 
Background [图形设置/背景图]工具条下的Zoom to Selected Maps，或者将图形拖到在您在Map 
Link [背景图链接]中指定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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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背景图链接功能  
视图选项 

 

View [视图]菜单下，有标准的Zoom In和Zoom Out选项 
编辑选项 

点击此处会弹出下面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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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列表 
这是当前已载入Map Link中的图形列表。 

Move/Resize Maps[移动/调整图形大小] 
点击此处会弹出如上所示的Specify Map Location Box［指定图形位置框］，允许用户利用坐标
和尺寸比例或通过参考文件来指定背景图的位置。 
Zoom to Selected Map(s)[缩放到所选图形] 
这将会使Map Link中的视图窗口缩放到Map List [图形列表]中所指定的图形中。 
Make Visible/Invisible[使可视/不可视] 
可以决定Map List［图形列表］中所选图形是否可以显示在map link的窗口中，而不用从Map List
中删除。 
Aligning new raster maps using [使用Map Link来对准新的光栅图] 
在创建一个新模型时，用户可能想将许多背景图覆盖到Pipe2008的Map窗口中，并利用它们来

铺设管道系统。利用Maplink可以立即将许多光栅图相互对齐。（为了使背景图与即有管段对齐，

查看Scaling Background Maps）为此，导入合适的图形，如上为其指定一个临时的位置。然后

在Edit Maps [编辑图形]下，选择Move/Resize/Edit Maps [移动/调整尺寸/编辑图形]。接着选择

Move/Resize Map [移动/调整图形尺寸]，Map List中的目标图形为高亮状态。按照对齐图形的要

求，改变坐标和比例尺寸。 

Properties[属性] 
在Map Settings | Backgrounds [图形设置|背景图]下，点击［property］按钮可以进入如下所示

的窗口。Map Properties[图形属性]窗口显示了所选图形的标题，范围和能见度状态。对于光栅

类型的图形，可以指定透明度以及透明度的颜色。此功能对于多层图形是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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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ing Background Maps[缩放背景图] 
添加和缩放矢量图：   到新的Pipe2008文件 
                     到已有的Pipe2008文件 
添加和缩放光栅文件： 到新的Pipe2008文件 
                     到已有的Pipe2008文件 
Vector Files [矢量文件] (dwg, dxf, etc) 
矢量文件是指在AutoCad或者具有类似的坐标和比例尺寸的环境中创建的文件。Pipe2008可以

识别这些参数并且将它们作为默认处理。为了使用不同的设置，必须在Pipe2008中按照这样做。

对于矢量文件，通过使用在Map Settings | Backgrounds下的X Shift，Y Shift和Scale可以完成这

样的操作。 
矢量文件 – 新 Pipe2008 文件 (未输入任何管段): 
1. 当需要新增一个矢量文件时，在Map Settings / Background [图形设置/背景]下，只需点击Add 
Map[添加图形]然后选择合适的文件。如果比例尺寸和坐标系是合适的，那么开始布设管道系统。  
2. 如果矢量文件的比例尺寸与您在创建Pipe2008模型时要用的标尺不匹配（例如：米vs英寸）

的话，可以在System Data / Other [系统数据/其它]中使用Pipe Scale Factor [管段比例因子]来设

置成想要的比例。如果比例因子是未知的，那么在背景中布设一条已知长度的管段。如果您的背

景中已经有一个的话，使用图形标注比例（如下面例子中所示）。点击该管段。比较Pipe 
Information框中的比例长度与您想要的管道长度。将此比例（期望长度/比例长度）用作System 
Data / Other中的Pipe Scale Factor [管段比例因子]。在下面例子中，我们希望的管段长度是1英
里或者5280英尺，对应了标注上所示的比例。经过缩放后（Pipe2008分配的）的管道长度是72.481
英尺，所以Pipe Scale Factor将是5280/72.481，等于72.85。在Scale Factor [比例因子]框中输

入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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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矢量文件的坐标系与您想在Pipe2008模型中使用的坐标系不匹配，首先确认如上设置

了比例因子，然后再背景图中放置一个坐标已知的节点。相应地，在Map Settings / Background
中设置X Shift和Y Shift（在X坐标位置从9移到5，那么X偏移是-4）。注意，这样做会影响到已

经载入您系统的其它图形，当添加新图时，这是必须要考虑的。 
矢量文件 – 既有的 Pipe2008 文件: 
1.  如果您为一个既有的系统模型添加一个矢量文件做背景，在Map Setting / Background中点

击Add Ma，并且可以在Map窗口中查看背景（可能需要使用zoom to selected map）。如果生

成矢量文件时所使用的坐标系和比例尺寸与您在其中创建Pipe2008模型的是一致的，那么该图

形应该和管道系统对齐。如果有差异，运用上面条目2和条目3介绍的方法来设置坐标系和比例

尺寸。 
光栅文件 (bmp, gif, tif, etc) 
Pipe2008运用一个参照文件来指定背景图的固定位置和比例尺寸。当和Raster文件一起使用时，

Map Settings/ Backgrounds窗口下的缩放比例选项是与视图相关的设置。 用这种方法设置的比

例和位置可以和Pipe2008中的P2K 文件一起被保存，但是需要和其它背景一起来操作。因而需

要固定和分离的参照文件。在取得要记录在固定参照文件中的比例尺寸和坐标系的过程中，比

例选项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Map Link创建参照文件。注意，有一些光栅文件是不被Pipe2008支持的，利用To TIFF可以

将其中的大部分转换成.tif格式的可用文件。 
新 Pipe2008 文件 (未输入任何管段): 
1 如果以前没有使用过背景文件，那么便没有参照文件。因而，当将背景文件添加到Pipe2008
中（Map Settings | Background | Add Map）时，它将会被默认放置于原点（0，0）位置。当

仅用一个背景图形时，该默认位置是可以的而且有必要指定坐标数据。为了给背景图指定一个

不同的坐标位置，点击Map Link来创建一个参照文件。在File下的Map Link中，点击Load Maps，
选择需要的文件。当出现Specify Map Location Box后，系统给出三个选项。选择前面两个中的

一个来设置新坐标系。下一步，用户需要为图形设置比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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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缩放背景。有两个确定光栅背景图比例尺寸的简易方法。如果图形有图注，您可以在图形上

放大图注，沿标尺放置一根管段，比较管段的长度和标尺长度，计算长度的比率（期望长度/比
例长度）。不然，在图中放置一根已知长度的管段（例如，从Main Street［主街］和1st Street
［第一条街］的交叉点到Main Street［主街］和2nd Street［第二条街］交叉点间的长度，已知

为350英尺）。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想要的管道长度是1英里或者5280英尺，该长度符合图注

中所示的比例。比例管段（Pipe2008赋予的）长度是72.481英尺。Pipe Scale Factor将为5280 / 
72.481 ，等于72.85。 

 

3.  如果您仅使用一张背景图，您可以在Scale Factor［比例因子］框内输入比例值（我们例子

中是72.85）。否则返回进入MapLink，创建一个固定参照文件。调入图形。在Position Options 
[位置选项]中选择Specify Corner and Scale [指定角点和比例尺寸]。确认Lower Left角已设置为

0，0（除非想指定不同的坐标）。在Xscale和Yscale选框中输入步骤2计算所得的比例值。 
4.  您的图现在已经按比例设置完成。您可以开始布设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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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Pipe2008模型: 
1 以前没有使用过背景文件，将不会有参照文件。因而，当在Pipe2008中（Map Settings | 
Background | Add Map）加入背景文件时，它将会被默认放置在原点（0，0）位置。 

 
2.  选择新添加的背景（高亮显示），点击Zoom to Selected Map［缩放至所选图形］。通过点

击Map返回到您的模型中。  
3.  如果您有一个已经建立好的模型，背景图和管网不会自动对齐。给背景图建立正确的位置的

好办法是利用Scale Background to Pipes选项。。为此，使管道系统两个对角节点相关联并确

定它们在背景图中的相应位置。在Text Mode [文本模式]（您屏幕图形左侧的垂直任务工具条）

中，在图中您想要增加系统节点的位置上增加两个文本节点，并赋予它们与相应的系统节点一样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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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一步，在Map Settings / Background中，选择Scale Background to Pipes。在图形窗口中

查看结果。如果对背景和管道的不满意，重复步骤3。并对目标文本节点进行放大以求准确。  
5.  现在，图形都对齐了，但是坐标值和比例尺寸数据必须被保存在参照文件中，这样即使在随

后的操作中新增图形，Pipe2008也会识别该图的位置。  
a.  在Map Settings / Background下，查看并记下X-Shift，Y-shift和Scale。  
b.  然后，将这些参数分别地设置回0，0，1。  
c.  下一步，删除该图形。   
d.  返回Map Link。 
6.  在Map Link中，再次载入您的背景图。重复步骤1，输入从步骤5得到的x值，y值和比例值。

然后将参照文件重新设置到步骤3中所创建的位置。 
7.  按照步骤1的方法在Pipe2008中添加背景图。图形和管网模型现在应该是对齐的。 

Legend[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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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Legend On Map［在图形中显示图注］– 当观察图形时，使图例可见。 

Rectangle Around Map［图形周围的方框］– 在图形四周增加一个框，如下图所示。 

Show Legend On Prints［在打印中显示图注］ – 打印图形中包括图注。 

Crop Around Rectangle［矩形裁切］– 从图形的边缘插入选框，裁切出现在框外的背景图或

者管。 

Always show Time/Case in Title for Animations［总是显示动画时间/案例标题］ – 创建Map

窗口动画时，会显示时间或者案例编号。 

Title［标题］ – 为图形添加标题 

Title In Box［为标题加框］ –在标题四周加框 

Transparent Box［透明框］ –允许在标题框内显示背景图和管。 

Font［字体］ – 设置标题的字体 

Background［背景］ – 允许用户设置标题框内的背景颜色。 

Show Time/Case［显示时间/案例］ – 勾选后，会在Title box[标题框]中显示时间和案例。 

Legend［图注］ – 用户可以输入合适的文本。   

Divide With Lines［用线分开］ – 在文本中每条线之间画一条线（通过敲击Enter [输入]键分

隔） 

Transparent Box［透明选框］ –允许背景图和管穿过legend框中显示。 

Include Distance Scale［包含距离标度］ – 对于图形增加一个比例标尺。 

Show Logo［显示图标］ – 用户可以创建一个位图，文件名为Logo.bmp，保存在Pipe2008文

件夹中。选中此项后，该图标会显示在Legend中。 

Logo Size［图标大小］ – 从五个设置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来设置图标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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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字体］ –设置图注的字体。  

Background［背景］– 允许用户设置图注框的背景颜色。 

图注位置 – 可以将图注放置在图形窗口的四个角中的任意一个上。 

 

Animate, for Map Screen[动态模拟，图形窗口] 
在主菜单的View下。选择此项会弹出如下所示的动态模拟菜单。如果一个文件有多个案例，通

过在Animation菜单中指定Step [步长]和Delay [延迟]，可以在图形窗口中一个接一个地显示这些

案例。  

 
Step决定了显示哪些案例。比如，如果希望隔一个案例显示一个案例，可以将Step设为2'。时间

延迟指得是以秒计的两个案例显示的时间间隔。箭头可以改变动态模拟的方向。点击Reset［重

置］可以终止模拟，并将画面带回case0。 点击Create Movie [创建视频]按钮会生成一个AVI
文件，且可以在某些视频播放器中播放。在使用动态模拟可以利用等值线以及管段强化显示功

能。 

North Arrow[指北针] 
在主菜单中的 Edit | North Arrow下，使用该功能可以在图形上添加一个指北针，以方便浏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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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Screen Capture[屏幕捕捉] 
允许用户捕捉一个屏幕窗口的位图。用户要利用以下选项进行设置。于是一个带有有文件名和

编号的位图（文件名_1.bmp）便会被保存在文件夹中（例如：

c:\Pipe2008V2\Models\filename_1.bmp）。 

 

Pump Status[泵状态] 
在Map Settings | Emphasis/Contours | Node Emphasis/Contours下。  选中该复选框后，会出

现如下所示的菜单。选中该复选框后，Pump Status Emphasis [泵状态强化显示]会替代Node 
Contours [节点等值线]。所有不是泵的节点会用第一种颜色进行强化显示。在基本数据中被设置

为关闭的泵（在Node Information窗口设置为“关闭”）会用第二种颜色。在模拟中被关闭的泵，

或者发生倒流的泵均会用第三种颜色进行强化。正常运行的泵会用指定的Pump Flowing颜色进

行强化。 

 

第3章:  模型布设 

Units for Simulation Specs[模拟设置中的单位] 
Units[单位] 
对于Kypipe和Surge，在System Data | Simulation Specs下有10个系统流量单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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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流量单位     CFS (立方英尺/秒) 

GPM (加仑/分钟) 
MGD (百万加仑/天) 

Liters/Sec (升/秒) 

CMS (立方米/秒) 

Liters/Min (升/分) 

Lb/s (磅/秒) 

BPH (桶/小时) 
Kg/S (公斤/秒) 
USER (用户定义单位) 

User Units［用户单位］ 上面的选项中有一个是USER[用户]。如果已选择了USER，点击

User Units [用户定义单位]就会出现下面的窗口。用户可以随意地选择流量单位，然后输入所选

单位对于英制单位（立方英尺每秒）或者公制单位（立方米每秒）的转换系数。在下面的例子

中，我们选择的单位是吨/小时，于是提供吨/小时-立方英尺/秒的转换系数为112.32。其他所有

单位基于英制或者公制，保持不变。查看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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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ing Intermediate Nodes[删除中间节点] 
Pipe2008 具有在系统中删除全部或部分中间节点的功能。该功能非常有用，因为当利用从

GIS[地理信息系统] 或者AutoCAD中获得的数据创建模型时，偶尔会带入大量的中间节点。 
•  在主菜单中, 选择Edit, 和Delete Intermediate Nodes。 
•  点击Yes，便可以删除所有的中间节点。 
•  如果选择No，会出现下图。 

 
•  输入要删除的中间节点数量，点击返回。 
•  在本例中输入值为15。Pipe2008会在所有的管段中搜寻，选择15个 小的，然后逐一删除

其中的中间节点。 
该过程可以重复操作，直到用户对模型的外观满意为止。 

Skeletonize[简化] 
亦见Skeletonize/Subset 
Skeletonization Module[简化模块] 
这是专业版本的功能。Pipe2008有一个模块可以简化管道系统，而且可以保持系统总流量不变。

主要功能包括如下： 
1.  删除分支管线。 
2.  删除小于等于指定尺寸的管。 
当管道删除后，系统流量会转移到简化模型中。除非特别指定，通常不删除泵、水箱、水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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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器。通过将管段用户数据项（skeleton）定义为2（删除管道）或1（保留管道），用户也可

以指定需要删除或保留的管段。  
为了简化管道系统，选择Analyze | Skeletonize [分析|简化]并为简化模型提供一个名字。将会出

现下面的菜单。 

 
按所示的例子来简化模型，并继续。 
一旦获得了简化模型，如果可能的话，运用EPS模拟来比较简化模型与原始模型的性能是个不错

的想法。 

Input and Editing Shortcuts[输入和编辑的捷径] 
dynamic drop down data list[动态下拉数据列表] 
大多数下降数据列表（数据框右侧有一个向下的箭头按钮的均可用）都是动态的。这意味着当

输入新数据时，它们会添加到下拉列表中，并可用于以后的输入。例如，如果您需要的管段

Reference Year参照年数据（安装年）没有出现在下拉列表中，输入该数据，下一次打开该列

表时，它就会显示该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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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data entry[系列数据的输入] 
当您选择一根新管或者一个新的节点时，它们的参数输入位置保持不变，这样便可以轻松地输

入特定的数据参数。例如，如果您想输入节点标高，您可以选择节点并输入其标高。然后您可

以选择其它节点并直接键入合适的标高值。 
data sliders[数据滑块] 
某些数据输入框下面带有一个滑块，可通用其来选择一个数值。用户可以设置滑块的数值范围

和增量（在Setup/Default – Units中）。箭形键可以将选中的滑块移至下一个 小值（ 大值）。

下面这个例子用滑块来设置管长。 

 
orthogonalize Pipe[管道正交化] 
在主菜单中的Edit下，选择节点和管段，通过将所选节点移至 近的水平或竖直的位置，此功能

可以将管正交。 
auto orthogonalize[自动正交] 
在主菜单中的Edit下，该功能可以使在新节点上生成的所有管段正交至 近的水平和竖直的位

置。 
repeat pipe[重复建立管段] 
选择节点和管段。从所选的节点开始，在同一个位置会对所选管段进行复制。对于新管道而言，

所选节点是节点1，而新节点是节点2。在布设网格类型系统时，该功能非常有用。 
copy and paste pipes[复制和粘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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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一组管和节点，将它们（以及相关属性）复制到其它系统(另一个.p2k 文件)，或者

在同一系统内进行复制。运用GBox或者在Group Mode中分别地选择节点和管道，或者选择您

想复制的部分系统。在主菜单的Edit中选择Copy。 关闭本文件，打开您想将复制的内容粘贴到

的文件（或者在现有文件中选择合适的位置）。然后在Edit中选择Paste，粘贴后的管段和节点

的坐标和原文件中的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您进入Layout模式，并选择一个节点进行粘贴，只

会在那个节点上发生粘贴。而且即使两个节点处在相同的坐标位置，被粘贴的内容不会与它要

粘贴至的系统连接或者覆盖其中的一部分。粘贴系统完成后，您可以点击附近的已粘贴的管道

和节点，并且将它们拖到希望的位置上。如果点击和拖动不理想，有必要取消并重选节点。 

Undo / Redo[取消/恢复] 
该命令在主菜单中的Edit下。 
Undo Last Map Change[取消上次图形的改变] 
取消图形改变（ 多可以进行3次）。不包括在Information windows中数据区输入的数据。 
Redo Last Map Change[恢复上一次图形的改变] 
恢复图形改变（ 多可以进行3次）。不包括在Information windows中数据区输入或删除的数
据。 
Apply[应用] 
该选项使数据文件的改变更新至数据表中。 
Undo to last Apply[取消上次应用] 
该选项使得数据文件恢复至执行上次Apply时的状态。 
Text Node Data[文本节点数据] 
运行Pipe2008 tutorial来浏览图像视频。 
Creating and Locating Text Nodes［创建和定位文本节点］ 

 
为了创建一个Text Node［文本节点］，选择Text操作模式（位于Map窗口左手侧的竖向工具条

内）。将鼠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左击。这会生成一个小方形标识（定位框）来标记文本的

位置。点击和拖动该框可以改变文本的位置。在相关的Node Data Box中，输入标题，也就是文

本节点位置中显示的文本（也可以空置不填）。也可以在Node Image Box［节点图像框］中载

入位图并在屏幕中显示（查看Node Images [节点图像]和Text Nodes [文本节点]）。 后，为文

本节点位置分配一个标高，这在创建等高线时是非常有用的。 

 

Viewing Text Nodes[查看文本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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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菜单中的View [视图]下，选择Show Text [显示文本]。会出现如下选项： 

 
为了选择一个文本节点（移动，编辑，或者删除），必须激活第一个选项，显示定位器。然后
仅需指向定位框并左击选择。 

Hydropneumatic Tank[液压气动水箱] 
怎样在Pipe2008中为液压气动水箱建模。 

 
对于常规模拟，该水箱仅是一个具有固定水力坡度线值（等于水位加上压力水头）的节点（FGN）。 

 
对于EPS模拟，应该将该水箱建模为一个同等作用的直立管， 小值为 低水位加上 低压头，

大值为 高水位加上 高压头。水箱的直径是由高水位到低水位的水的总体积确定的，并用
该体积与等同直立管的 高水位至 低水位的长度相比来确定的直径。 

 
例子： 
直径为20 英尺的水箱 
低水位 = 40 英尺, 低压力 = 20 psi.  因而 低值= 40 + 20(2.31) =86.2 
高水位 = 60 英尺, 高压力 = 50 psi.  因而 高值= 60 + 50(2.31) =175.5 
水容量（体积） = (60-40)*面积 = 6280 立方英尺 

同等直立管高度 = 175.5-86.2 = 88.3 英尺 
同等直立管直径 = 6280/88.3 = 面积.  因而同等直立管直径= 9.5英尺 
数据应该输入如下： 

 
LPS Tank［LPS 水箱］ 
用于KYPipe和Surge。 
LPS 水箱是具有固定直径的水箱，水箱的底部安置一台有编号的泵（可变速率）。它是只可以

排水。选择该元件后，可以得到的结果包括出口压力，水头和流量。该类水箱与常规水箱不同，

它不需要输入 大和 小标高，而需定义相对于参考位置的高程。如有可用值，也可以定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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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 
对于内置泵，需定义泵转速，泵处的水力坡度线和泵编号。 
若想查看LPS水箱的level，到 Report 中查看Tank Report [水箱报告]。 

 

第4章:  data file/scenario management［数据文件/情
景管理 

数据文件由下面部份组成： 
1. Baseline Data[基线数据] 
2. Demand Pattern[流量模式] 
3. Change Pattern[变化模式] 

 
Baseline Data[基线数据]- 基线数据包括所有与配水系统相关的管段和节点数据。它也包括

System Data和Other Data中的所有数据项，还包括模拟类型。 
 

Demand Pattern[流量模式]- 该数据定义了一次或者多次（或案例）的每种流量类型的乘数因

子。也包括对每次（或案例）的能耗费用。运用该数据和流量数据（基线流量数据）以及仪表

数据（如果可用）一起来计算每次模拟的流量。 
Change Pattern[变化模式]- 该数据定义了某一时刻（案例）模拟中，管段和节点数据的变化

模式。这包括了开/关状态的变化，水池水位的变化，阀门设置变化，以及其它各种管段和节点

数据的变化。通过选择合适的管段或节点，提供具体的时间（或案例）以及在Node Change Box 
[节点变化属性框]或者Pipe Change Box [管道变化属性框]中输入新数据，可以将此数据建成图

表。 
保存数据文件后，这三部分均并包含在其中。并且过后打开时，可以应用相同的数据。如需要，

Demand Pattern和Change Pattern数据可以单独保存并使用唯一名称。随后可以打开这些数据

文件并将其载入当前的模型中。这种方法为scenario management提供了强有力的功能。 
使用现有数据文件  
利用当前的Baseline Data [基线数据]文件，指定的Demand Pattern数据文件（或没有）以及指

定的Change Pattern数据文件（或不使用）来执行模拟。进入Demand Pattern（或者Change 
Pattern）窗口（Setups / Defaults），点击Load [载入]并选择合适的文件，便可指定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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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或者Change Pattern)文件。每一个数据文件有一个名字，并且显示于左上角。 
可以选择任意Demand Pattern和 Change Pattern数据文件的组合，只要它们与Baseline Data
以及彼此兼容即可。这意味着参考的时间（案例）是兼容的，并且并入Change Pattern中的特
定的管段和节点都包括在Baseline Data中。该方法对于管理模拟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Scenario Management 
Pipe2008有很多可以帮助用户进行Scenario Management的工具。在Change Pattern和
Demand Pattern标签下有下拉式菜单，用户可以选择许多已保存的模式。Pipe2008 CD 中包含

了多种默认的模式，用户可以将其增加到他们文件的目录中以便使用。 或者用户可以创建模式，

并将其保存以用于Scenario Management。 

第5章:  管网分析 
Error Check[检查错误] 
Analyze System[分析系统] 
 
一旦完成系统布设和数据的录入，便可着手进行分析。  
点击Analyze（Main Menu）并选择Analyze。 

 
自动检查错误，改正所有提示的错误。如果Error Check未发现任何错误，则继续进行分析。 

 
出现Analysis Setup [分析设置]菜单。 

 

选择Analysis Year [分析年份]（使用当前年份或者输入一个不同的年份）和Analysis Type [分析

类型]，然后点击Analyze。注意，所选的 Analysis Type [分析类型]必须是适用于数据文件和

PIPE2008配置的。 
你现在可以查看模拟结果。推荐先查看列表式的结果输出（点击Output标签）检查分析引擎标

记的错误并查看基本结果。然后继续，并输出结果（压力/流量标签，等高线，色码等等）。 

Operational Control Settings[操作控制设置] 
Operational Control Settings Screen[操作控制设置窗口] 
该屏幕提供了一些非常高级的查看和修改影响系统运行的设置以及利用这些设置进行分析的功

能。  
重要提醒：当运用这些功能进行分析时，只考虑在Operational Control Settings [运行控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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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设置，不会识别输入到主数据文件中的Change Data和Demand Pattern Data。因而，比如

说：当利用Operational Control Settings窗口来进行EPS模拟时，如果有要求的话，记得使用Edit 
Demand Factors [编辑流量因子]按钮来建立流量数据。 

 

点击Analyze | OCS Screen (Analysis) [分析 | OCS屏幕（分析）]，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此窗口中查看或者修改下列设置。 
 

水箱水位和开/关状态  
泵转速（或功率）及开/关状态 
阀门设置（阀门打开的百分比）及开/关状态 
调节器设置 
一旦查阅和修改（如果有必要）完设置，就可以进行各种水力分析。选择Analysis Type，点击

该按钮对此进行控制。 
Analyze System Using Settings［利用设置分析系统］ 
Analysis Types是： 
1)  Normal Simulation［正常模拟］：为此数据文件指定的模拟（常规或者EPS）。 
2) One Case (Select Time)［一个案例（选择时间）］：使用GDF（总流量因子）对Time:Demand 
Factor属性框中显示的时间所进行的常规模拟。   
3)  24小时EPS (Select Starting Time［选择开始时间］) ，在Time：Demand Factor[时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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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子]框内显示的时间开始的24小时EPS。   
 

定义了选项2 和3的Time:Demand Factor列表，点击Edit Demand Factors [编辑流量因子]可以

对此进行编辑。出现如下属性框： 

 
您可以载入并保存24小时Demand Factor文件（.dmd扩展名）。提供了一个例子文件

（AWWA.dmd），其数值如上图示。这些数据是由AWWA [美国自来水厂协会]提供。 
 

利用下面的选框提供了一些附加用户定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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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Settings From File［从文件调入设置］和Save Settings to File［将设置保存至文件］
- 可以使用.ocs 为扩展名来保存或载入这些设置。 

 
Analyze System Using Settings［运用设置分析系统］–以此窗口指定的条件为基础，进行
分析。 

 
Apply Settings to Map Data［对图形数据应用设置］- 使用所示设置修改基本数据文件。 

 
Reset Settings from Map Data［重新设置图形数据］ – 这将覆盖所修改的Map数据设置。 

 
使用SCADA 数据更新设置- Load SCADA Settings [载入SCADA设置]选项允许您将您的模型

与SCADA数据连接，并运用这些数据更新您的设置。于是，你可以在当前时间的基础上进行水

力分析来获得实时数据。SCADA 数据是Pipe2008文件夹中的名为SCADA.ocs的文件中的。数

据文件的格式是： 
a Node Name 
b on/off 
c setting 
为每种设置重复 
例如： 
T-1  
on 
735 
Pump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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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0 
该文件将水箱T-1设置为 735 英尺，将泵Pump-1-1设置为关闭。 

Cost and Inventory Calculations[费用和编目计算] 
Power Cost [能耗费用] 
Inventory/Cost[编目/成本] 
在Pipe2008 CD中查看Cost Video［能耗视频］。 
Power Cost[能耗费用] 
可以将Power Cost [能耗费用]计算设置为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的一部分。为了计算泵运

行的能耗，选择感兴趣的泵（高亮显示）。在节点信息窗中，可以将泵的效率（百分数计）连

同ID一起输入。  

 
在System Data的 EPS下，指定一个默认的电能成本（%千瓦时）。必须勾选Use EPS［利用

EPS］选项。也可以输入其他的EPS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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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PS模拟中，指定成本后，能耗费用分析是自动进行的。因而，为了查看Power Cost[能耗费

用]的计算结果，在主菜单Analyze下选择Analyze。 

 
可以在Report[报告]中查看结果（在Report下），其中有每个计算周期的费用（增支成本），

累积总费用，以及模拟的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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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tup/Defaults，Demand Patterns下指定变化率，便可以模拟电价可变的情况。名称为Power 
Cost的行是提供给该数据的。 

 
Inventory/Cost[编目/费用]  
为了计算管材费用，必须在Setup/Defaults、Pipe Type下为系统中的每种管类型指定Unit Cost
［单价］。如果建模时选用了英制单位，那么该值就代表每英尺管段的费用。而对于公制单位，

指的是每米管段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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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运行分析，在主菜单中的Analyze下选择Inventory/Cost。 

 
在Report[报告]下可以查看模拟结果以及编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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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轮廓线] 
轮廓线功能允许用户在系统中选择两个或者更多的节点，创建高程和水力坡度线相对于管道距

离的的曲线图，且可以显示和打印。为了运用此功能，首先必须选择起始和终止节点，之间的

节点会高亮显示来指定一条路径。这是在Group Mode下完成的。一旦已经选择了节点，就在主

菜单中点击Analyze，然后选择Profile。将会出现下面三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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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Profile from Last Selected Node[从 后选择的节点开始创建轮廓线]将会从高亮显示的

后一个节点处，沿着指定的路径返回绘制剖面图。 
Create Profile from Leftmost Selected Node[从 左边选择的节点开始创建轮廓线] 将会从图形

左边的节点处，沿着指定的路径从那开始绘制剖面图。 
Clear Profile[清除轮廓线] 取消选择所有高亮显示的节点。 
如果可以的话，通过此菜单也可以进入之前保存的Profiles。一旦选择了前两个中的一个，会出

现一个跟下图类似的曲线图。 

 

 
此处有一些用户可以设置的显示选项。  

Colors[颜色] – 点击旁边的颜色框来改变该项目的颜色。 

Animation[动画显示] –对于有许多案例和时间的模型系统；轮流显示结果。 

Arrow[箭头] –基于指定的步幅和延迟时间创建幻灯片。 

Step[步幅] – 允许用户跳过结果步幅，例如，如果输入了2，动画会每隔一个的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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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延迟] –以秒计的显示每个结果集合的时间。 

Create Movie[创建电影] –生成后 为.avi 的电影文件，该电影文件可以被用作其它用途。 

Font Size[字体大小] 允许用户设置轮廓线标签的字体大小。 

Default Settings[默认设置] 会将所有选项重置为默认设置。 

Save BMP[保存位图] 生成文件名为Profile1.bmp (or Profile2, -3, 等等)的位图，并将其保存

在P2K文件所在文件夹中。 

X Label[X标签] 用户指定的X轴的标签。 

Y Label [Y标签] 用户指定的Y轴的标签。 

Title[标题] 用户指定的轮廓线图的标题。 

Print[打印] 使用所选选项生成图表的打印输出。 

Save[保存] 允许用户 多保存10个轮廓线图。为了打开一个已存文件，可以在主菜单中选择

Analyze并且点击合适的轮廓线图。 

Copy to Clipboard[复制到剪贴板] 将轮廓线图复制到剪贴板。  

Min Elevation and Max Elevation[ 小标高和 大标高] 允许用户设置Y轴范围。 

Time/Case A, and Time/Case B[时间/案例A，和时间/案例B] 允许用户打开或者关闭水力

坡度线，显示结果A或B。 

Show Internal Nodes[显示内部节点] 包括图中所有的内部节点。 

Use Profile Title[使用轮廓线图标题] 保存轮廓线图时，在Title区内用给定的名称覆盖其中的

标题。 

Show Envelope[显示包络线] 允许用户显示水力梯度包络线。 

Actual Pipe Lengths[实际管长] allows the user to toggle the x-axis between displaying each 
pipe link in equal sections for easy reference or displaying the pipelinks in proportional lengths
［允许用户在X轴之间切换显示，要么显示每条管线即为了便于参考每根管道连接的平直段显示

或者管链比例长度显示之间切换］。 

Reverse Profile[倒转轮廓线图] 倒转图的X轴。 

Default Y-axis[默认Y轴] 为当前轮廓线图选择合适的Y轴范围。 

Pressure[压力] 使轮廓线图显示压力线，而不是默认的水力坡度线。 

Monochrome[单色] 使图形按灰色阴影显示。 

Legend[图注] –创建一个图注，该图标参考轮廓线图上所显示的所有项目。 

Travel Time[传播时间]– 对于已选时间/案例A，计算并显示通过管道断面的传播时间。 

Refresh[刷新] 当选择了改变时，可以用来重绘图形。 
Lower Head Limit and Upper Head Limit[水头下限和水头上限] 可以在图中添加水头线

的上限和下限来作参考。绘图时使用的标志如下： 

 节点 

 设备，例如PRV 

www.kypipe.com.cn



 

 

泵 

 水箱或者水池 

 内部节点 

  高程vs管段水平距离图 

水力梯度线（或者压力）vs于管段水平距离图 

水头上限和下限图 

强化显示菜单 
Show cavition[显示气蚀]– 当此项勾选后，压力值低于指定气蚀值的管段会高亮显示。 
Lower Head Limit / Upper Head Limit[水头下限/水头上限] – 勾选后，在图中会按照指定

的数值绘制边界线，并生成水击包络线。 
Show Pipe Ratings[显示管的压力等级] –勾选后，在图中会显示出每个管的压力等级。 
Pipe Ratings Factor[管的压力等级系数] –管段压力等级乘以该系数后显示在图形上。例如，

为了说明图中的管承受实际管的压力等级的130%倍，输入1.3。  
Show Where Pipes Exceed Rating [显示哪些管的承压超过其压力等级]– 勾选后，在图中

（使用管道等级系数）重点显示压力超过指定的压力等级的管段。 

Age Based Roughness[基于年份的粗糙度系数] 
在Pipe2008 CD中查看Pipe Type [管道类型]视频。 
查看Pipe Type Data [管道类型数据]，以了解有关此项功能的更多信息。 
该功能将管的粗糙度系数和管的使用年份联系在一起，而不管您选择了怎样的水头损失计算公

式（Hazen-Williams， Darcy Weisbach，或者 Manning）。这样不仅可以每年自动更新模型

的粗糙度系数，而且还能自动利用未来某年相应的粗糙度系数来进行模拟。该功能不仅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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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精度，而且由于粗糙度系数的调整是直接与管段使用年份相关联的，所以该功能还对以后

的模型数据的调整进行了改善。为了使用该功能，您必须提供参考粗糙度系数（新管）和10年
后的管的粗糙度系数的估算值。Pipe2008中也有一个工具来帮助进行该计算。 
Age Based Roughness Calculations[基于年份的粗糙度系数计算] 
通过Pitometer Associates已经获得了有关管段老化的基本数据，并且已经绘制成为以管型为基

础的HazenWilliams Cvs相对于时间的图。 管的老化速率取决于管的类型和水的特性，并且不

同条件下会有很大的不同。图1中列出了一些典型的数据。Pipe2008已经开发使用了C的非线性

变化与管龄的关系曲线。通过使用新管的粗糙度系数和10年的老管的粗糙度系数便可计算得出。

基于此项技术绘制的图如图2所示，用140作为新管的粗糙度系数，然后分别用130，120。用110
作为10年的粗糙度系数。图2也显示出3个城市的数据，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并入Pipe2008中的技

术所做的分析是非常接近于现场测试数据的趋势的。通过在图3中比较现场测试数据曲线和由

Pipe2008针对某一案例生成的数据曲线，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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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2008开发了用于Darcy Weisbach 和Manning 方程的基于使用年份的粗糙度系数模型，并

且它们所得出的水头损失计算结果跟通过Hazen Williams方程和现场测试数据所得结果非常相

似。所有的计算都使用新管的粗糙度系数和10年管的粗糙度系数估计值。下面的比较显示出，

Pipe2008中基于管龄的粗糙度模型使得所有的水头损失方程都给出了相似的计算结果。 
Comparison of Pipe2008 Aging Calculations ［Pipe2008老化计算比较］ 
例子数据 
D = 12 英寸 
Q = 4 立方尺/秒 
L = 1000 英尺 
以Hazen Williams方程的初始粗糙度系数140为基础，随后为Darcy Weisbach和Manning方程选

择相应的初始粗糙度系数，从而初始水头损失计算应该是一致的。  
Co = 140 (Hazen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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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 0.3 millifeet (Darcy Weisbach) 
no = 0.0094 (Manning) 
10年粗糙度值用来提供一个老化速率，于是在50年内，三个水头损失关系式应该给出可比较的

结果。这些数值为： 
C10 = 122 
e10 = 0.9 
n10 = 0.0106 
下面的表中比较了三种不同关系式下水头损失计算情况。表中显示的粗糙度值是通过使用并入

Pipe2008自动年代计算程序得到的。 

 
10年粗糙度系数估算值 (C 值) 
Pipe2008使用10年粗糙度系数来计算基于年代粗糙度模拟中的粗糙度系数。您可以运用下面的

表快速计算出10年粗糙度系数，使用新管的C值和基于管龄的另一个C值。 

 

 
10年粗糙度系数计算因子 
10年粗糙度由下式计算得出： 

C10 = C0 - (C0 - Cx)  x  Factorx 
式中，C0 是新管道的粗糙度系数， Cx 是x 年后的粗糙度系数。Factorx 是从上面表中查出的
基于x年的因子。 
例如： 
C0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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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 = 120 
x age = 25 years 
由表查得，25年的因子为 0.4692 

 
C10 = 140 - (140 - 120)  x  0.4692 
C10 = 130.6 

乡村供水系统（ 高用水量要求）  
 见 Rural Water Systems[乡村供水系统] 
Quick Guide to Running Rural Analysis[乡村供水系统分析快速入门] 
乡村供水系统分析 ( 高用水量要求) 

 
如果乡村供水系统不用来提供消防用水，那么对于为少数用户供水的长支线进行特殊处理显得
非常必要。通过支线来供应住宅用水的要求取决于每根支线连接的住宅（生活用水）的数量。
这些要求应该建立在概率考虑的基础上，并且当连接的数量增加时，每个供水连接的用水需求
就减少。可以用被称作Peak Demand Diversity Curves [峰值用水量多样性曲线]（PDD）来计算以
每个分支管线上的供水连接数为函数的用水量。额外的常规用水量可以增加到节点上，并且用
于分析计算中。应该这样设计供水支线的尺寸，使其能满足用这种方法计算所得的住宅用水量。 

 
以每个供水连接上的固定用水量以及供水连接数为基础的传统的管网系统配水方法往往会高估

总用水需求，而低估了为少数 Rural Analysis.[乡村供水管网分析]连接供水的支线用水需求。

基于此方法上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PIPE2008包含了特殊的功能，可以识别所有的分支管线，并允许每条支线上的连接数量可以作

为数据输入，并计算所有的支线的住宅用水需求。然后进行流量分配以及压力计算，来满足这

些用水需求。这项功能被整合入PIPE2008工作环境中，并使用KYPIPE的数据文件（除了PDD
曲线的数据以外），不再需要其它数据（见Running the Rural Analysis。 
应该注意，RURAL Analysis的目的是确保分支管线具有合适的尺寸，可以满足用水高峰时的

流量需求。对EPS或者多场景进行RURAL Analysis是不合适的。 
在标题为"Using PIPE2008 for Branched Rural Water Systems"[运用PIPE2008计算分支

乡村供水系统]章节中对RURAL Analysis [乡村供水管网分析]的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包

括了两个例子（例1和例2）。关于PDD曲线系数的详细介绍在标题为"Domestic Flow 
Requirements"[生活用水流量需求]章节中。这些都是为满足用户的需求。 

Running Rural Analysis快速入门 
1.  建立Pipe2008 模型 (在New File Specification [新文件设置]框中，勾选Rural Data [乡村供水管网数据]

选项)。 

2.  输入水表的数量来说明每根管上的住宅用水连接数。 
3.  在junctions处输入固定用水量。 
4.  运行Rural Analysis 
a)  选择 Analyze | Analyze 
b)  勾选Rural Analysis，点击Analyze  
c)  Peak Demand Allocation [ 大（峰值）用水需求分配]窗口出现 
5.  确定使用了合适的PDD曲线系数。然后输入合适的系数，或者输入3个数据点（让软件来计

算系数）。确认填写完整屏幕左下侧的信息选框。 
6.  如果您想对环形区域应用PDD配置，那么勾选PDD应用于环形。 
7.  点击Run Preprocessor [运行前处理]（如果需要查看Allocations）。 
8.  点击Hydraulic Analysis [水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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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现在可以查看你图形窗口中的结果或者利用report。 
注意：如果您没有选择应用环形选项，那么rural程序仅将PDD Curve Allocations用于分支管线。

如果您想在选定的环形区域应用此方法，您必须通过在名为Rural的User数据项中分配数值9来
将其他部分排除在外。另外，您也可以在环形中您想断开的地方插入一个全开阻力系数（阻力

100%）为0的主动阀，它将断开环形管网来进行配水，然后再重新连接进行水力分析，而这是

进行分析的正确方法。对于其它PDD Curve Allocation选项，查看下面名称为Special 
Considerations [特别注意事项]的部分。 
Rural Water Systems[乡村供水系统] 
查看 Rural Water Systems (Peak Demand Requirements[ 大用水需求])。 
Using PIPE2008 for Branched Rural Water Systems[运用PIPE2008计算分支乡村供水系

统] 
概述 

PIPE2008 可以进行特殊的水力分析（RURAL Analysis [乡村供水管网分析]），得出分支乡村

供水系统的特殊用水需求。水力分析计算中包括两个特殊的要求： 
1)  所有的支线的流量需求均满足。流量需求基于两个因素。 
a)  该管线上的住宅用水连接总数量。使用 大用水需求差异曲线来计算需要的用水量，以满足

基于此数量的 大生活用水量。 
b)  该管线提供的需满足固定用水需求的流量（畜牧等等）。 
2)  配水系统的供给必须满足所有固定用水量和基于指定的12小时平均生活用水需求的生活用

水量以及由配水系统提供的生活用水连接总数的用水总和。另外，固定用水量和12小量平均用

水需求的总量必须传输至所有的管网分支部分的主要节点。这个要求也是建立在连接那个节点

的所有分支部分所提供的总量的基础上的。.   
可以用两个方法输入用水量数据： 
1) domestic demands[生活用水量]:  连接至每根管的生活用水连接的数量在管段数据中输

入的。输入住宅水表数量（例如:15个住宅水表可以理解为15个连接至该管段的生活用水连接）。

分析完成后，生成一个名称为“Rural Connections [乡村供水管网连接]”的用户数据项，它显

示了每根管上的水表的数量，并且可以被用作各种报告和显示选项。 
2) fixed demands[固定用水需求]: 这些用水需求包括牲畜用水，在指定节点上是作为正常用

水需求来输入的，并用正常方式来处理。  

Domestic Flow Requirements[生活用水需求] 
基于每根管道(Nc)的供水连接数量，运用此种形式的 大用水需求差异关系可式可以计算出要求

的生活用水量Qd1 ： 

 
式中，系数A，B和C由现场测试数据和其它相关信息确定。 
PDD曲线是基于概率考虑的，并且认为对每个连接使用固定平均用水需求不能充分地说明生活

用水量。设计应该以预期的 大生活用水量为基础，该需求是取决于每根管段所供给的生活用

水连接的数量。随着连接数量的增加，每个供水连接的用水量降低，因为所有用户同时处于用

水量 大状态的概率降低了。这可以用下面表来说明，表中计算是基于典型 大用水量多样性

曲线系数。 
大用水量多样性曲线利用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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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生活用水流量需求示例 
连接编号                          流量需求               每个连接的所需流量 

 
另外，必须为输配水系统指定平均生活用水量D（加仑/每分钟）。D是建立在 大用水流量需求

的基础上的，并且使用D是为了确保供应给整个系统和输配水系统中存在分支供水的节点都有充

足的生活用水流量。 
前处理模块 

如果用户希望运行RURAL分析，那么前处理模块执行以下操作： 
 

1)  找出所有的支线并计算每根支线上的生活用水连接总数量，同时还要计算每根支线的 大生

活用水量（使用 高用水量多样性曲线）。 
 

2)  找出支线部分的主要节点并计算通由该节点供水的生活用水连接总数量。基于该数量，利用

平均生活用水需求来计算该节点的生活用水量需求。 
 

3)  利用平均生活用水量需求（D），在端节点上均等地分配所有非支线管的生活用水需求量。 
 

前处理模块为节点生成一个生活用水量矢量，从而保证满足每个支线上的用水需求。经KYPIPE4 
程序审核通过并对该矢量加以利用，允许在满足这些用水需求的情况下进行水力分析。 

KYPIPE4 – RURAL分析 
KYPIPE4 利用前处理器生成的生活用水量矢量来满足下列要求： 
a) 在没有分支管线的区域，对所有的端节点平均分配所有的生活用水连接，并且以平均生活用

水量D为基础为其加上生活用水量。 
b)  在输配水系统中开始出现分支管的所有主要节点处，要求为那个连接点处输送大小为Nc * D
的生活用水流量。Nc表示在输配水系统那个分支管线上的生活用水连接的总数量。生活用水流

量需满足分支管线上的所有固定用水需求量。 

c)  使用流量对每条支线进行分析，其中包括由 大用水量多样性曲线给定的和和基于该管上的

生活用水连接数量的生活用水流量需求。也包括了基于由该管供给的所有固定流量需求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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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d)  所有供水管线的总流量等于所有固定用水总量与大小为Nc * D的生活用水量的和，在这Nc 
是输配水系统中生活用水连接的总数量。 

运行 RURAL 分析 
对于新建的文件，在New File Specifiation［新建文件设置］选框中勾选Rural Data [乡村供水管
网数据]选框。这样会生成一个名称为Rural的用户定义数据项，该数据项可以被用作计算PDD
曲线的特殊选项。 
运行调整后的程序的步骤如下： 
1)  通常按以下指导准备KYPIPE 数据文件： 
a)  在节点处输入了所有固定用水量。 
b)  通过为每根管输入一个合适的住宅连接数量来确定支线上的生活用水连接。 
2)  点击Analyze︱Analyze并且选择Rural Analysis。会出现下面的窗口。您可以使用显示的

系数，或者您希望改写默认显示的系数，提供下面的数据：  

A, B, C – 瞬时 高用水流量曲线系数 

D – 平均生活用水量（每个连接的平均 大流量） 
 

 
有一个基于连接数量N和总流量Q的计算器，可以用来确定系数A,、B和C的值。Q是N个连接的

总流量需求。Health Department of Mississippi［密西西比卫生署］推荐的一组数据如下： 
     N       Q（gpm） 

1        12.3 
50       67.4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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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based on D must be assured when N >“[当N>  时，必须假定基于D基础上
的流量] – 当勾选了此选项并且输入了N值，则无论N（连接的数量）何时超过该数值，Q（流
量）始终等于D。 
选择Print Decimal Values[输出小数值]使配水结果精确到更高的小数位。 

PDD Applies to Loops[将PDD应用到环形管网]将配水过程同时应用到环状管网和树状

管网。 
3)  点击Run Preprocessor[运行前处理器]。执行此命令并生成一个有用的摘要，该摘要是所
有分支管线（带有生活用水连接数量）以及所需 大用水流量的摘要。点击View Allocations 
[查看配水结果]来查看或者打印该摘要。 
4)  运行专门的水利分析（点击Hydraulic Analysis [水力分析]）。 
5)  当所有的分析完成之后，返回到PIPE2008屏幕中，可以正常查看或者打印表式结果或者图
式结果。 

 
特殊的考虑 

如果乡村供水管网区域的输配水系统中包括并联管道或者其它环形管道，有必要利用一种特殊

的功能来获得需要的结果。确定支线部分是从所有终止节点开始的，沿着连接返回，直到遇到

一环形或者无支线的管段部分为止。通过这种方式，便可确定所有分支部分并且将输配水系统

的其余部分便视为不存在支线。分配系统中环形管网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你想做分支处理的管段

被当作无分支管段。图1举例说明了一些可能导致该种状况的管路布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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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排除管道的布局 

为了处理分支管线上的环形，可以利用Rural =9 (用户定义数据)的方法设置将所选的管。如果没

有出现该数据项，在User Data框内使用New Item [新条目]选项来创建该项。同时，在System 
Data | Other下，一定要指定使用的属性（在’Rural’和’Calibration’之间进行选择）。也能被用来

排除泵。于是寻找分支管段部分时会忽略标有 “9”的管（排除管），但在分析中仍然包含这

些管。如果这步完成了，推荐将生活用水连接分配到其它管线，这样这些用水要求便包括在全

部的支线计算中。当执行这样的水力分析时，在保持 高用水量多样性曲线的同时将流量按水

力学原理分配给并联管线或环形管线。 
 

对指定类型为8的管段，使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流量要求（除非必须满足基于D因子的 小流量

需求）。 

 
(式中，N是由管线上的连接数量，A、B和C是PDD曲线系数) 
对指定类型为7的管段，乡村供水管网前处理器仅会计算出基于D因子的该管道的 大流量，而

不考虑从3ABC曲线得到的 大用水量。例如，如果某管线给17个用户供水，而且D是1.1gpm，

那么通过该管线的流量将会是17×1.1 = 18.7gpm。 

应用示例 
给出了两个应用例子。第一个代表了分支乡村供水管网系统，第二个代表了一个市政和乡村联

合供水管网系统。为了说明应用特殊功能来分析支线的效果，使用RURAL Analysis和传统分

析法（生活用水需求量仅基于每个连接上的平均生活用水量）来求解这些例子。 
例1 – Branched Rural Water System [支线乡村供水管网给水系统] 
图2所示的是一个简单的管网例子。该例代表了典型美国中西部乡村供水管网系统。该系统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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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池和泵站（位于左下角）供水，有一个高位水箱（中间）和一个加压泵（右侧）。标号方

案如图3所示。 图4是一个示意图，显示了每个管段的生活用水连接数量和所考虑的固定（牲畜）

用水量。由一个有40个生活用水连接的小型社区由其中一条管线供水。管的长度，直径，粗糙

度系数，标高和其它重要的数据都在数据摘要（提供的表2）中表式列出。 

 

图 2   例1示意图 

 
图 3   节点和管的标签显示 

www.kypipe.com.cn



 

 

 
图 4   生活用水连接和固定（牲畜）用水量 – 例 1 

表 2  例1的数据概要(KY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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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RURAL Analysis来计算生活用水流量需求］。 

 
除了将住宅水表数量输入来作连接数据外，按常规方法输入其他数据。选择RURAL Analysis，

首先利用前处理器来分析每条分支管线的连接数量以及所得的生活用水需求量。前处理器的结

果输出如表3所示，其中包含了用于Peak Demand Diversity Curve的系数和平均生活用水量（1 

g.p.m.）。分支管线的计算的摘要如下： 

表 3   连接和生活用水流量需求– 例 1 (KY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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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行Hydraulic Analysis。压力和流量的结果如图5所示，还有制成表式的结果输

出（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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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流速和压力图 – 例 1a 

表 4    表式结果 – 例 1a (KY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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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作些说明对于明确生活用水流量需求的特殊处理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1） 管段23中流速（14.8 g.p.m.）是基于该管线上的3个生活用水连接的，并对应于表1中给

出值。 
（2）管段11中的流速（20.2g.p.m.）代表了该管上的四个生活用水连接的16.2 g.p.m.加上为下

游节点（12）所分配的固定（牲畜）流量4 g.p.m.。 
（3）节点2、3、4和5都代表了与一个或者多个分支管线的主要连接，并且必须为这些节点输送

1 g.p.m 的12小时平均生活用水量。这是除了由那些节点提供的任何固定用水量和无分支管线

的生活用水量。例如，在节点4，非分支管线连接（管道3和管道4）提供了9.5 g.p.m. (82.7 - 

73.2)的净用水量。 

分支管线为4个连接点供水              - 4.0 g.p.m. 
节点4处的固定用水量                 - 4.0 g.p.m. 
管段3和4的生活用水流量需求的1/2     1.5 g.p.m 
                                 9.5 g.p.m. 
（4）由水池和水箱供给的总流量为146 g.p.m 。这代表了固定需求之和（37 g.p.m.）和基于107
个总连接（每个连接1 g.p.m.）基础上生活用水量107 g.p.m.。 
b)  仅仅基于平均要求基础上来使用生活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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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判断该方法造成的影响，运用传统方法对同样的例子进行了分析，即对应用在端节点上的
生活用水量和该管线上的生活用水连接数量仅使用平均用水量。所用的用水量模式如图6所示。
注意，总用水流量是146 g.p.m.，其中包括基于107个生活用水连接的107 g.p.m.（使用12小时
平均用水量g.p.m./连接）加上39 g.p.m. 的固定（牲畜）用水量。生活用水量自始自终作为可用
管线下游节点的固定用水量来应用。图6中显示的用水量包括原始的固定用水量。 

 
图 6  传统方法计算而得的用水量- 例子1b 

然后，进行常规KYPIPE4分析。本次水力分析结果的压力和流量图如图7所示。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提供了相同的总供水量，流速和压力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很多地方用此法计算所

得的压力要高很多。这是因为，与利用 高用水量多样性曲线计算而得的用水需求相比，利用

传统方法会会严重低估仅为几个生活用水连接供水的管线的 高生活用水流量。可能基于传统

方法的设计不足以导致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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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压力和流量图 – 例子1b 

例 2 – 市政联合和乡村分支供水系统 
图8中显示了该例子的一个示意图，其中标出了管和节点的标签。示意图的左侧为一个小型市政

系统，是不可以缩放的。图9显示了生活用水连接和固定用水需求。  在市政区域共有196个生

活用水连接，还有额外的固定用水流量15 g.p.m. 。管19通往乡村供水系统和提供76个生活用

水连接以及50gpm的固定用水流量的大多数分支供水的区域。管道长度、直径、粗糙度系数、节

点标高和其它重要的数据在（表5）提供的数据汇总中制成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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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mple 2 示意图 

 

图 9   生活用水连接和固定用水流量 
表 5   例2数据汇总  (KY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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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 RURAL Analysis 
对于乡村供水地区，我们希望使用用水流量多样性曲线对其进行分析，而且其中确实有一些需

要处理的环状管网。正如前面所描述，可将已选管段设定为类型9，这样当确定分支管线布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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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水流量要求时便可以忽略这些管。为此，生活用水连接应该被分配给其它连接管线上。

管35、44、45和46无生活用水连接，并被指定为类型9。表6显示了使用RURAL Analysis所获得

的支线结果，并且证实了所有的地区都已经按预期（忽略指定的管链）完成分析。 

表 6   连接和生活用水流量需求 -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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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进行Hydraulic Analysis，压力和流量结果如图10所示，还有表式的结果输出（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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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压力和流量结果图 – 例子2a 

表 7   表式结果 – 例子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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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以下注解： 
1） 在节点11中提供了134 g.p.m.的总流量，在此处分支管线与环状管网连接。该流量需求是基

于以下考虑的： 
支线部分提供76个用水连接                      - 76 g.p.m. 
支线部分的固定用水量                          - 50 g.p.m. 
管14和管15生活用水量的1/2 -                     8 g.p.m. 
                                           134 g.p.m 
2)  管19的流量为114.7 g.p.m. 基于以下考虑： 
76个连接用水需求（用水多样性曲线）                     - 64.7 
 
该管提供的固定用水需求                            - 50.0 g.p.m. 
                                              114.7 g.p.m 
3)  并行管15和管14的组合流量为36.5 g.p.m. 。这表示分配至管25的总和为24.5 g.p.m.的生活

用水量（基于为12个连接供水）以及这些管提供的固定用水量12 g.p.m.。基于液压的考虑，将

36.5 g.p.m.的总用水需求在两根并行管中进行分配。该方法中，并行管中保持了利用用水量多

样性曲线设置的生活用水流量需求。 
b)  使用传统方法 
在传统方法基础上，通过配置生活用水量而确定的用水需求模式如图11所示。图12表明了使用

该方法获得的压力和流量。再一次说明了，该方法获得的一些压力值比用RURAL Analysis得出由

大用水量多样性曲线给定的生活用水量的方法得到的值要高很多。 

www.kypipe.com.cn



 

 

 
图 11   传统方法算出的用水量– 例子2b 

 
图 12   压力和流量图 – 例子2b 

Locate Remote Sprinkler[远程喷水设备定位] 
该输入选项为Pipe2008 : KYPipe 用户讲述了如何进行Locate Remote Area Analysis[远程区

域定位分析]。对于GoFlow用户，查看GoFlow 输入选项。 

为了运行分析，点击 System Data | Simulation Specs，然后在Sprinkler 1 and Sprinkler 2[喷

水装置1和喷水装置2]按钮下设置相关的喷水装置数据。需要输入Remote Region [远程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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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运行分析前，确保所有系统中的喷水装置是打开的。该项要求可以使用Group模式来完

成。 

 
Pipe Schedule［管的规格］： 从下拉列表中为Pipe Type[管道类型]选择要用的管的规格。您

可以在此列表中增加一些管的规格。注意：在输入数据前，选择或者提供合适的管的规格表是

非常重要的。查看Pipe Type [管的类型]。 
Sprinkler Data［喷水设备数据］ 
Default Sprinkler K［默认喷水器系数 K］：  主要喷水设备的系数K。 
Minimum Required Density［ 小流量密度要求］：  喷水设备的流量密度要求（单位为用

加仑每分钟/平方英尺或者合适的公制单位）。用于Required Capacity分析。 
Maximum Area Per Sprinkler［每个喷水装置的 大面积］： 每个喷水设备

的 大覆盖面积。喷水设备的需要流量是该项和前一个输入项的乘积。 

Remote Region[偏僻地区] 
只有要确定边远地区水力特征时才需要此数据。这些输入大多数都是不需加以说明的。 
Width to Height Ratio［宽高比率］：  这是用来确定偏远地区的宽度和高度。所示数据：高

×1.2宽=1500或者高=35.4，宽=42.4。 
ESFR – 如果勾选了该选项，那么Remote Region参数会基于以下窗口建立，使用ESFR（早期

压制，快速反应），偏远地区12台喷水设备组成且按4 x 3排列布置。要求指定一个设计压力。 

 
喷水设备2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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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otal Flow Requirements［系统总流量需求］：这是一个可选的（非强制性的）输

入，指的是输送至立管的总流量。它不会对水力计算产生影响。  
Pump Cutoff Factor［泵的关阀系数］：  用额定压力×该系数（默认值是1.4）来计算泵的

断电压力。 
Pump 1.5 Qr Factor［泵1.5倍额定流量系数］： 定义了1.5倍额定流量下的压力为额定压力

×该系数。 
Outside Hose is at Main Supply［外部水管位于主干线上］:  勾选Outside Hose的该选框后，

外部软管便安装在供水主管上。如果该项未勾选，下一个选框要求您为Outside Hose定义节点。 
Outside Hose Demand［外部水管用水量］：  如果外部水管在主干线上，用gpm单位表示

的外部水管的用水需求值。 
Inside Hose at Node［内部水管所在节点］：  主要内部水管所在的节点位置。 
*注意： 节点（联接）流量会定义在那些节点位置的水管用水需求量。 这些要求可以加在喷水

系统的任意节点上。 
KYPipe用户可以获得Summary and Supply Plot［摘要和供水图］。点击进入Analyze | 
Summary/Supply[分析|摘要 /供水图]窗口。 
为了生成Sprinkler Report［喷水设备报告］，点击进入System Data | Reports [系统数据|报
告]中并勾选Sprinkler Report。在Report [报告]工具条下可以创建并浏览报告。 

Water Quality Calibration[水质校准] 
点击进入Other Data | Quality Calibration窗口。对于已经定义了水质数据的系统可以使用校准模

块。使用测得的浓度数据，如下例图中所示。利用Group模式创建两上或者更多的管段组。为

Bulk and Wall Reaction Rates [容积和器壁反应率]分配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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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开始运行分析。生成Water Quality Calibration [水质较准]报告。报告内容包括Bulk and Wall 
Reaction的计算值，如图所示。这些都不是自动应用于系统中的。如果用户希望使用这些值，

他们可以利用Group [组]模式来加以应用。 

 

Temperature Dependent Liquid Analysis[液体温度特性

分析] 
创建一个新文件(File| New)， 当File Specification[文件设置]窗口打开时，勾选如下图所

示的Temperature[温度]选项，会生成一个数据项，这样温度数据便和系统中的节点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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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既有管道系统，创建一个名称为温度的用户数据项。可以给用户数据项赋一个不同的名

称，但是一定要在System Data | Other窗口下的Node Temperature[节点温度]选框中进行指定，

如下图所示。见Us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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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温度的数据已经分配给每个节点。要执行分析，点击Analyze | Other Analysis，然后选

择Temperature Dependant Analysis [分析温度特性]。要查看结果，使用Map Labels [图形标

签]并/或生成一个等温线。 

 

Required Capacity[所需容量] 
该Help［帮助］输入项为Pipe2008 : KYPipe用户讲述了如何进行Required Capacity分析。对

于GoFlow用户，见 GoFlow输入项。 

该分析首先确定了在系统中哪一个喷水设备容量 小或者密度 低，然后在指定的需求容量基

础上运用该元件对系统进行分析。  
要运行分析，点击进入System Data | Simulation Specs， 在Sprinkler 1 and Sprinkler 2 [喷水

设备1和喷水设备2]按钮下设置相关的喷水数据。  
关于Sprinkler 1 and Sprinkler 2的信息，可以查看本章中的Locate Remote Sprinkler Area。 

KYPipe 用户还可以获得Summary and Supply Plot。点击进入analyze | Summary/Supply 

Plot。 
为了生成Sprinkler Report，点击进入System Data | Reports窗口，选择 Sprinkler Report。 
可以在Report下浏览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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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 Branch Diameters[计算支管直径] 
该功能允许用户在平均耗水和 大用水量系数或者通过为计算同等流量而提供A，B系数的基础上

来修改分支管线的直径。注意，为使用此项功能，必须用连接（住宅水表）数量来表示用水量。 

 

计算出结果之后，可以在报告查看新的管径。退出之前，会提示用户新计算得到的直径是否应

用于系统中的管段。回答“Yes [是]”就会改变基本的管道数据。 

第6章:  Sets and Group Mode[集合和组模式] 
选择一个集合 
编辑一个集合 
集合显示 
在Pipe2008 CD中查看Groups的视频。 

Pipe2008提供了一些高级功能用于定义和利用管道和节点组。这些功能可以让您非常迅速地完

成一些复杂操作。  

这些操作的例子包括： 

选择直径小于6英寸并且流量低于100 gpm 的全部管道。 

将所有节点的标高增加20英尺。 
什么是组选模式? 
组选模式是用于集体选择、集体编辑、结果集体显示（表和图）的一种模式。 
什么是集合? 
集合是在Group Mode下所选的节点或管段的集合体。 
怎样选择一个集合? 
Set selection (on-screen)[集合选择（屏幕上）] 
在Group Mode（点击屏幕左侧垂直工具条中的Group按钮）下，通过在元件上用鼠标左键或右

键点击，可以将管段和节点加入集合或从其中删除掉。 
Set selection (box)[集合选择（框）] 
在Group Mode下，利用该信息窗口（set selection）中的参数或属性便可选择管段或节点或者

取消对它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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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选择所有12英寸和压力等级为150psi 的PVC管段。  
1)  选择diameter［直径］(从下拉参数列表中) , 从所列数据中选择12英寸，并且点击New Set [新
集]。  
2)  下一步选择material［材料］，选择PVC，并且点击Select from Set [从集合中选择]。  
3)  选择rating［压力等级］150，然后点击Select from Set[从集合中选择]。. 
对于节点而言，列表中包括了可用来选择节点的所有属性。在该列表后面的user data项会变化： 

 
对管段而言，列表中包括了可以用来选择节点的所有属性。该列表后面的user data项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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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ox (组选框) 
该按钮允许用户画一个框（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这样便进入了Group Mode，并且在选

框中的所有节点和管段便成为一个集合。您可以使用屏幕内的选择来向集合中添加或从其中删

除项。 
您怎样编辑集合? 
在Group Mode下，在Edit Pipe (or Node) Set窗口可以成组地编辑所选节点或管的集合。 

 
可能会有三种变化类型： 
1)  将已选集合打开或关闭。 
2)  将所选的节点集体改变为其它节点类型（如果改变的要求已经履行）。从item to edit下拉列

表中选择操作。 
3)  使用下列操作中的一项来改变已选节点或者管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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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value[新数值] 
b)  Add / Subtract a designated value[增加/减少设定值] 
c)  Multiply / Divide a designated value[乘以/除以一个指定值] 
d)  指定Exclusive Value (这样会将所选数值分配给所选集合，并且将集合以外的具有相同值的

元件值改为0)。 
对节点而言，该列表中包括了可以编辑的所有属性以及可以改变的节点类型。该列表中的User 
data项会变化： 

 
对管段而言，该列表中包括了可以编辑的所有属性。该列表中的User Data项会改变。 

 
怎样利用set来进行选择性显示说明： 
Selected Labels Only (Map Setting / Labels Tab)［仅显示所选标签（图形设置/标签）］当

该选框是激活状态时，仅显示所选集合的标签（Group Mode）。 

Selected Results［所选结果］ 

在Group Mode下，Node (Pipe) Graph and Results Table［节点（管段）图和结果表］将包含

指定的节点或管段集(结果图中 多有10条曲线，结果表 多有50列)。 

Group Operations[组操作] 
在Pipe2008 CD中查看Groups视频。  
PIPE2008提供了一些高级功能可以选择集合（管段或节点集），并且可以有选择地显示这些集

合的标签，编辑相关的数据或者改变集合的节点类型。这些操作都是在Group Mode下完成的。

您可以进行的操作包括如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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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速度在8英尺/秒以上的所有管段。 
 

2.  显示6英寸的且在1970到1980之间安装的所有PVC管。 
 

3.  显示压力在30到40 psi 之间的所有节点。 
 

亦见Sets and Groups。 

第七章:  user data［用户定义数据］ 
亦见Pipe User Box[管段用户属性框] 

Node User Box[节点用户属性框] 

What is User Data?［何为User Data］ 

Defining User Data and Pipe Type List［定义User Data和Pipe Type列表］ 

Inputting User Data.［输入User Data］ 

Adding User Data Items［增加User Data Items］ 

Using User Data to Maintain Records［使用User Data保持记录］ 

Labeling User Attributes［标注User Attributes］ 

Group Selections by User Attributes［利用User Attributes进行组选］ 
什么是user data? 
User Data提供了建立和查看节点和管段设置数据记录的方法。User Data是次要数据，通常情

况下不用其来执行水力计算。一旦定义完成，可以用user data来创建等值线，标签图，选择组，

颜色强化显示以及Pipe2008其它功能。有几个重要的用于特定分析的默认User Data项。 
Bulk Rate［容积反应速率］ –水质分析所需的水质管道参数。 
Wall Rate［管面反应速率］ – 和上面一样。 
Limited Output［有限输出］ – 各种模块使用的一种代码，用来指定结果表和文件中的管段和

节点。通常该代码设置为1来指定结果输出。见Selected Output。 
Wave Speed［波速］ – 管道中声波的传播速度- 为Surge瞬态分析所需（查看Surge - Pipe 
Data）。 
Calibration Group［校准组］– 指定的一组管道（0-9），用在Optimized Calibration［优化校准］

来指定要进行粗糙度系数调整的管段组（见Calibration Data）。 
Defining User Data and Pipe Type List［定义User Data和Pipe Type列表］。除了Limited 
Output外，上面的每个参数都可以在Pipe Type Table中进行定义。如果这样做且数据为分析模

拟所需，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工作。（例如，选择Pipe Type后，在Pipe Type数据中定义Wave 
Speed，那么该数值便自动输入到pipe type列表中了。） 
Inputting User Data［输入User Data］。如下图所示，点击Node (or Pipe) Information窗

口中的User，就可以查看Us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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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数据项下方的数据框便可以为User Data输入数值。如果该数据之前已经被定义过了，它会

直接出现在该选框中。点击“wave speed”下方空白框，将会弹出数据输入窗口，如下图所示。

键入数据并点击OK。 

 
应该注意，点击下拉箭头可以进入所有正在编辑的参数项的数据值下拉框，如下图示： 

www.kypipe.com.cn



 

 

 
增加项目时，它们会显示在下拉列表中。 
Adding New User Data Items［增加新的User Data Items］。通过直接点击New Item [新项]
（不是下面的数据框），您可以添加任意的User Data属性，生成如下图所示的Attribute Type[属
性类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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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按所示输入Attribute Name[属性名称]（例如Zone）并且选择Attribute Type（日期用

Date，其他用List）然后点击OK。现在在User Data框内会出现一个名为Zone 的新User Data项。

注意，您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改变既有User Data项的名称。 

Using User Data to Maintain Records［使用User Data来保持记录］。可以使用如下图所

示的User Data来输入管道系统中的设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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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了一些已选的消防栓的user data。  
标记User Attributes。一旦新增了User Data项，对其它操作而言（例如图形标签），该属性

变得有效。例如，如果想显示某些设备的address［地址］，您可以从Node Label的下拉列表中

选择该属性，如下图所示。 

 
您将会获得如下图所示的地址标签显示图。 

www.kypipe.com.cn



 

 

 
Group Selections by User Attributes［按user attributes进行组选］。如下图所示，对于

Group Set Selections来讲，可以利用属性。因为Set选择可以选择一定的范围并且可以通过多

层的选择来筛选集合，该样就能利用Pipe2008按几种标准来选择和显示项目组。例如，用户可

以选择由ABC生成的，在1980年至1999年期间安装的而且在 近两年内没有维护的所有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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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提供了高级的数据维护和选择功能。 

第8章:  用水量分配/ 水表 
Pipe2008 提供了各种高级功能，可以处理、分配和改变用水量。您可以直接将用水量分配到某

个节点，或者您可以在模型中加入水表， Pipe2008会将用水量分配至邻近的节点。见Using 
Meters [使用水表]。下列定义用得到。 
Demand［用水量］–与节点或连接水表相关的基线用水量，可以在Junction Data或者Metered 
Connection Data进行设置。 
Demand Type[用水量类型] –将用水量和特定用户类型（住宅用水、商业用水、工业用水等等）

联系起来的一个整数（或用R来代表Residential）。在Junction Data或者Metered Connection 
Data进行设置。 
Demand Pattern[用水量模式] –要分析的每个用水量类型和案例或者时间（EPS）的乘数矩阵。

每个案例（时间），用相关乘数因子乘以基线用水量。见Demand Patterns。 
 
Pipe2008有三种处理分配用水量的方法： 
1  No Specified Type[未指定类型] –所有流量的默认Demand Type［用水量类型］为1，并

且Demand Pattern只包括一排乘数（type=1）。用户不用输入用水量类型数据。确定未选择

System Data | Preferences下的Multiple Demand Types。 
2  Single Demand Types[单一用水量类型] – 可以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基线用水量和一个

用水量类型。在系统中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不同的类型。Demand Pattern中每种用水量类型都有

一排，确认未选择System Data | Preferences下的Multiple Demand Types。 
3  Multiple Demand Types[多用水量类型] – 对于Multiple Demand Types，选择System 
Data / Preferences[系统数据/首选项]下的Multiple Demand Types[多重用水量类型]。每个节点

多可以分配5个不同的基线用水量和用水量类型。可以按需要使用不同的用水量类型，Demand 
Pattern中每种指定的类型都有一排。 

Demand Specification［用水量设置］ – 概述 
需要某些数据来说明边界压力和流量参数，其中 重要的是节点处（用水量）流入或流出输配

水系统的流量。一些系统的分析没有指定流入或者流出量（用水量）。然而，对于大多数系统

而言，需在指定的节点指定用水量需求，并确定了该状态下的压力和流量分配。在任何节点处，

可以指定外部的流入（负）或者流出（正）水量。对于每个不同的案例或者时间（EPS），必

须输入由初始值开始的用水量变化。 
用水量的变化也是非常重的数据。PIPE2008 中允许使用与流量类型的任意编号相联系的多种

总用水量因子，让您很容易创建多用水量模式。用这种方式，使用不同的用水量因子代表不同

类型的用水量变化（需水量变化是定期模拟改变时发生的或者贯穿EPS模拟整个过程中），您

可以改节点处的需水量，该需水量可能代表住宅用水，商业用水的或者工业用水等。 
如果要计算压力（或者压力水头），那么必须指定节点的标高。计算流量分配时并不需要节点

的标高值，它只影响节点处的压力计算。所以，仅当需要计算压力值时，才需要指定标高。如

果需要精确地表现等压线，需要知道标高。 
在每个FGN处，包括可变水位的储水箱（仅用于EPS），初始HGL（压力水头+标高）是必须指定的运行

条件。这意味着对于常规模拟，必须指定水池的水位和储水箱的初始水位。而且，如果在具有恒定水力坡

度线的节点处有压力要求，那么这些要求会计算由FGN保持的HGL设定值。如果系统中有调压阀或者持压

阀，必须指定HGL。调节的压力会计入HGL（压力水头+标高）的计算中。 

Meter Based Demands[基于水表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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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ipe2008 CD 中打开Tutorial，查看Meter视频。 
查看 Residential Meters[住宅水表]。 
查看 Metered Connection Data.[水表联接数据] 

 
不采用传统耗时的手动的节点用水量分配，PIPE2008中有用图表示与用水记录相关的的水表联

接选项。用这种方法，模型计算时，用水量会自动分配到相邻的节点，这样就帮用户省去了冗

长的计算。这样便可以使用当前的读数随时方便地更新模型。 当然，传统方法中会在节点处指

定附加用水量。该功能提供了下面两个选择： 
1） 所有的水表联接都可以单独地进行说明。每个水表都可以与某一理想位置上唯一的图形标

志相关联，或者一个图形标志（水表联接节点）可以代表一组水表。 
2） 住宅水表连接数是每个管道连接以及用水量大的用户的单独水表联接的输入项。住宅水表

联接的平均用水量可以用来计算住宅用水量，然而附加输入（System Data）和水表用水量是和

非住宅水表记录结合在一起的。 

Metered Connection Data[水表连接数据] 

 
查看Pipe2008 CD 中的Meter视频。 
什么是水表连接节点？ 
这是一个内部节点，在这可以用ID来识别单独的水表连接。对每个水表都分配了用水量和用水量

类型。这些用水量都分配给了相邻的节点。Metered Connection Data保存在Meter Record File 
[水表记录文件]中，该文件可以外部更新。 
Add[添加] 
点击此处，在下面列表中添加一个水表。 
Delete[删除] 
点击此处进行删除  
Selected Meter (list)选择的水表（列表）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特定的水表。 
ID[编号] 
为水表提供一个编号 
Typ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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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用水量类型（或者键入类型）。 
Demand[用水量] 
以指定的流量单位输入水表用水量。 

Meters - Meter Records File 

 
亦见Metered Connection Data  
Residential Meters 
此表中包含了水表连接的信息。数据存储于Exce格式文件中，该文件可以外部生成或者更新。

运用此功能，可以利用水表记录数据来创建水表记录文件以及更新您的系统。 

Residential Meters[住宅水表] 
水利设施建模中，其中 耗时的工作就是为节点分配用水量。用水量代表整个系统的水表水量

并且必须和节点相结合。PIPE2008将水表纳入模型中，并利用逻辑计算来分配相关用水量。 一
个快捷的方法是提供连接到每根管线上的住宅水表数量以及代表每户住宅平均值的平均

Residential Meter Demand（System Data/Other），并将它们作为输入数据。另外，也可以提

供任意位置的单个水表连接的数量。PIPE2008 自动将与水表相关的用水量分配至相邻的节点。 
此项功能不但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且可以为水表记录提供链接，这可以允许水表的用水量自

动更新。 
可以将住宅水表安装在管道上，代表管线上的生活用水连接数量。在Pipe Information窗口中的

Other Data [其它数据]框中输入该数据，如下图示。注意，住宅水表数量可以是一个非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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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平均生活用水连接用水量分配给系统中的每个住宅水表。在System Data | Other中输入

数据。管线中住宅连接的总用水量平均分配到管两端的节点。 

 

Demand Patterns[用水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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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为每个用水量类型（类型1，此例中）和模拟中的时间/案例定义了用水量乘数因子。对于EPS
模拟，乘数因子是间隔提供的（在Time Inc选框中设置）。通常情况下，在计算的周期内（系统

数据-EPS），这些间隔应该与Computational Period (System Data - EPS)具有相同的时间增量。 
Power Cost[电费]指的是电价（美分/千瓦时），在EPS中用来计算泵运行的耗电费用。在System 
Data - EPS中可以定义默认值，在此表中输入数据来覆盖默认值并且可以定义模拟过程中的变化

率。在这个例子中，在0，1，2小时电价是0.08美分/千瓦时，在3，4，5小时电价是0.05美分/
小时，等等。直到指定新的数值。 
表中留空的输入区会默认取上一次输入的数据。如果第一个输入项是空白的，那么乘数默认为

1.0。 
Important Notes:[重要提示] 
当在Report中或者在Node/Pipe Results或者non-EPS模拟图中查看计算结果时，不管不否将用

水量因子输入至列（时间）中，案例0总是一个基线案例（没有变化或者未应用用水量乘数因子）。

第0列仅在EPS模拟中可用。 不管在该表中，或者在Change Data中，或者在Change Pattern中

用户分配的Time/Case[时间/案例]数，都会按数字顺序来用整数对案例进行编号。换句话说例

如：如果用户创建了3个变化，编号标记为1，1.5，2和3，然后在1，2和4列中输入用水量因子，

结果将会如下报告： 

案例 0:  基线案例 
案例 1:  第一1以和变化1中的用水量因子 
案例 2:  变化1.5 
案例 3:  变化2和用水量因子2 
案例 4:  变化 3 
案例 5:  用水量因子 4  
如果执行了EPS模拟，就没有基线案例。因而，案例0是时间为0的情况并且会使用第0列中输入

的用水量因子，这对EPS模拟是可用的。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美国自来水厂协会] (AWWA)提供了24小时用水量经典曲

线。该用水量模式（文件名为AWWA.dmt）在Pipe2008 文件夹中。 下面的Pipe2008 Demand 
Pattern描述了乘数因子。 
在此为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或者多重案例场景的模拟设置用水量模式。  
对EPS模拟而言，用水量表以案例0开始从而与时间0（通常相当于午夜）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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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见Data Files/Scenario Management。 

第9章:  Design Tools[设计工具] 
Constraints[约束条件] 
在the Pipe2008 CD 中打开Tutorial来查看Contraints视频。 
KYPIPE 中执行直接参数计算的能力使管网建模取得一大进步。运用这样的功能，您可以很容
易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而以前总是需要不断地尝试和评估或者甚至有的实际上都无法进行
尝试。约束条件是指特别强大的KYPIPE 建模能力，用来计算各种设计或者操作参数，从而在
指定的节点上准确地产生指定的压力。为了利用该功能，需要完成下面三个步骤： 
1. 选择节点和要维持的压力。 

2. 从下列选项中选择用来计算的参数： 

泵转速 

泵功率 

水箱 / 水池 设置 (HGL) 

PRV 设置 (HGL或压力) 

阀门设置 (阻力损失系数) 

管径 

管的粗糙度系数 (或总量因子) 

用水量 (或总量因子) 

3. 为参数计算选择合适的管、节点或者组。 
 

例如，您可以直接计算使节点J-27保持82psi时所需的泵-3的功率。可以建立多个常数。 
注意：您可以尝试建立不可行的参数，解决方案将无法实现。 
PIPE2008中加入了特殊设置菜单来简化对强大功能的使用（查看下面的Constraints Data）。 

Constraint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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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ipe2008 CD中打开Tutorial，观看Constraints视频。 

Constraint Data 
提供了约束条件设置和应用的模板。如上图例子所示，需要输入5项。 
1. 选择单位(压力、水头，或HGL) 

2. 提供要维持的数值。 

3. 选择一个需要保持压力（水头或HGL）的节点。 

4. 选择一个用来计算的参数。 

5. 选择管、节点或组。 

如果选择了组，那么还需要输入两个附加项。 

1. 组名称 (通常是指约束组) 

2. 使用项的属性。 
Pipe2008 提供了建立或者恢复组和一个Constraint的功能。为所有的节点和管提供了组数据的

输入。您应该为您想访问的组分配一个常用的整数。这为识别组和建立约束提供了便利。 

System Curves[系统曲线] 
系统曲线是一组水头/流量数据，描绘了管道系统中给定节点的性能。系统曲线非常有用，例如，

基于管道压力等级来确定系统可以处理的 大流量，对于确定泵需求以及该位置的泵规格也是

非常有用的。需要将水箱、水池或者喷水装置安装在执行系统曲线计算区域。通过将流体导入

该区域来利用系统曲线计算，所以流体到的地方需要有固定水力坡度线。 
为了获得系统曲线，等一步选择要生成曲线的节点，并且在System Data|Other [系统数据其它]
中的System Head Curves Data [系统水头曲线数据]选框中输入Junction名称，在此节点处要

求的Flow Rate [流率]以及Available Head [有效水头]。Available Head等于该位置处泵吸水

端的有效水头，并且如果在水池或其他具有恒定水头的位置计算系统曲线，推荐输入此数值。 
重要提示:  确定没有流量是来自于泵或者指定节点的上游供水端。通常通过关闭上游的泵来实

现。 

www.kypipe.com.cn



 

 

 

然后利用Analysis Type下的 System Head Curves来分析系统，如下图示： 

 
分析完毕后，点击Facilities Management中的Pump/System Curves来查看系统曲线。 

 

会出现系统曲线，用户可以选择系统中的任何其他泵来与系统曲线作比较。查看Pump Curves，
了解其它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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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间接）创建系统曲线 
运用较少的步骤，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来生成系统曲线数据。可以如Pump Data中所介绍的和上

面所叙述的将此数据设置为ID。为了生成系统曲线，执行下列步骤： 
1  在生成系统曲线的点，创建一个节点或者使用既有节点，并且输入一系列流入量（负用水量）。

利用Node Change Box中所述的Change数据来完成该过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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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系统分析。得到节点处计算所得水头（点击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的Rslt按钮）图

或表，在该节点处有强加的负用水量。该数据连同输入的流量数据一起生成系统曲线。 

 

3 现在可在节点信息窗口中输入该数据，作为与ID相对应的扬程/流量数据，并且如下绘成曲

线图（选择一个泵节点，将数据表选定为pump type和打开ID表）。 

   
4.  现在可以将该数据和其它已选编号的数据一起用来显示系统曲线图和合适的泵曲线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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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曲线的交叉点。 

 

Pump Selection［泵选型］ 
在Tools | Pump Selection下，用户可以定义泵扬程和流量。该工具会搜寻所有由用户输入的或

者默认文件中的既有泵曲线，并且找到 相配的曲线。 相配的曲线于是会在泵曲线图中显示

出来。 

第10章: data talbes［数据表］ 

 
亦见Data Tables - Quickstart Example［数据表-快速入门示例］ 
Data Table[数据表]是电子表格，是可写入格式的，可以为Pipe2008文件输入，编辑和处理(see 
Excel Import)数据。一般，不推荐采用这种方法处理数据，但是数据表的使用提供了一些附加的

选项和功能。点击在图形屏幕左边垂直工具条上的Table按钮，可以访问数据表。通过点击ALL 
[所有]按钮来可以在直接编辑数据表格（对于既有元件）或者在高级电子表格编辑器编辑数据表

格。注意，新管段和节点只能在高级编辑器中进行添加。 查看Data Tables- Quickstart Example[，
来了解怎样使用数据表编辑器输入系统数据。 
主要有6个表格：联接点、泵、水箱、水池、节点和管段。点击相应的按钮或者在下拉选框中打

开这些表。点击ALL，进入高级编辑器。点击Map，返回至map窗口。也可以将其它管网元件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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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到数据表中。这些元件项都列在下拉选择框中。 

 
Junctions［联接点］ – 所有Junction Nodes的总称。见Junction Data。 

 
用水量1，2等等. – 这些列中包括在该节点处的每个用水量类型的基线数值（用指定的流量单

位，gpm, cfs等等）。许多用户不会选择使用Multiple Demand Types [多用水量类型]（见Junction 
Data）并且每个节点只有一个节点流量。该案例的默认列是Demand 1。如果指定了多用水量类

型，每个节点 多有5个不同的用水量类型。  
用水量类型1，2等等 –Demand Type列中包含了每个用水量类型组的整数标志符。每个节点

只有5种不同的用水量，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按照用户要求提供尽可能多的用水量类型。整

数0永远指的是Residential用水量，所有其它整数都是用户自定义的组（例如：1可以表示轻工

业用水，2为重工业用水等等）。 为节点的每个用水量分配一个Demand Type，这样用户就可

以按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中的方法成组地对用水量进行操作。 
泵 – 所有泵节点的总称  
见Pump Data 

 

Speed/Power（转速/功率）– 对于一个有编号的泵（意味着泵曲线与泵相关），该参数是指该

泵的转速（一个乘数因子，正常转速时是1）。对于恒功率泵（无编号），该参数指的是功率，

用马力或者千瓦。 
Efficiency［效率］ – 用于恒功率泵（hp 或 kw），单位为0-100%。 
Type［类型］ – 有四种泵类型。输入0是指有泵曲线的泵，输入1是指恒功率泵，输入2是指文

件形式的泵，输入3是指额定泵。 
ID – 当用泵曲线来识别泵时，会为曲线数据分配一个ID。在此列中输入ID（整数，1 - 250）。

对于恒功率泵，该列是空白的。若想编辑泵曲线，可以在图形窗口的Node Information Window
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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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 – 所有水箱节点的总称 

 
Max Level[ 高水位] –水箱充满时的 高水位（标高用英尺或米）。 

Min Level[ 低水位] -  水箱排空时的 低水位（标高用英尺或米）。 

Initial[初始] – 模拟开始时水箱内水位标高。 

Inflow[流入] – 指从外部水源流入水箱的流量（用指定的流量单位如mgd，cfs等等）。 

Volume (Diameter)[体积（直径）] – 如果水箱直径恒定，在此列中输入直径（以英尺或米）

（作为负值）。要不然输入水箱的体积（立方英尺或者立方米）。 
Shape ID[形状编号] – 对于直径不是定值的水箱，在Map窗口中的Node InformationWindow
中输入和编辑反应水箱注水和排空时的体积变化的形状数据。为该分配一个Shape ID。该ID[编
号]在此列中输入。  
Reservoirs[水池] – 所有水池节点的总称。 
见 Reservoir Data。 

 
Grade[水力坡度线] –水面标高（或者水池标高加上供压装置的压力水头）单位用英尺或米。 
Nodes[节点] – 所有节点的总称（包括泵、水箱、水池等等）。 

 
项目1 - 5, 等等. – 因为该屏幕是几种节点类型的汇总，项目1 – 5中包含了节点的具体数据。

通过单个数据表格查看这些数据。  
~Type[~类型] –该列中数据是Node type标识符。节点类型是使用下列整数进行识别的：1 – 联

接点， 2 – 水箱， 3 – 水池， 4 – 泵， 8 – 喷水设备， 9 -调节装置， 11 – 损失元

件， 12 - 主动阀， 13 – SDO (用于 Surge)， 14 –供压装置， 16 – 元件库， 17 – 喷

水装置或洒水装置，18 – 雨水装置。其它节点类型是中间节点，并且应该在图形窗口中进行

输入和编辑。当在编辑器中添加节点时，必须输入Node Type。中间节点如下：5 – 止回阀， 6 

– 消防栓， 7 –开/关阀， 10 – 水表， 15 –中间节点。 
~Reference[~参考] – 仅限内部使用。 
项目6 - 10 – 具体节点数据。打开单个数据表格来查看这些数据。 
~Not Used[未使用] - 仅限内部使用 
~Result Index[结果索引] -仅限内部使用 
Result[结果] – 包含当前结果，只读格式。 
Image File[图形文件] – 节点可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位图文件，可以在Map屏幕中显示。此列

包含了该节点图像的完全路径及文件名称，包括.bmp的扩展名。 

Pipes[管] – 所有Pipe Links的总称。 
见Pipe Data [管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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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1 –第一个连接端节点的名称。对于装有止回阀的管道，节点顺序应该按允许的水流方向。

新管段只可以在高级编辑器中添加（All按钮）。当添加一个新管或者在编辑器中改变当前数据

时，一定要指定节点1和节点2并确定~index1和2栏是空白的。 另外，当在编辑器中添加管段时，

输入的节点必定是端节点（不是中间节点）。  

~Index1[索引] – 不编辑 

节点2 – 这是沿着管线中水流方向的（可以是中间节点并且不必是下一个Junction Node）第

二个节点的名称。当使用高级编辑器来添加管段时，总是输入端节点。即使在本列中列出了中

间节点，在分析时，Pipe2008只识别管线上的 End Node [端节点]。要查看管线列表，选择Hidden 

Data[隐藏数据]并且查看Nodes窗口。对于在Node2 Column中列出中间节点的管段，端节点会被

列于名称为Links的列中。 

~Index2[索引2] – 不编辑   

Length[管长] – 管的长度，单位用英尺或米。 

Diameter[管径] – 管的直径，单位用英寸或者毫米。 

Roughness[粗糙度系数]– 按照指定的分析方法(Hazen-Williams等等.)确定的管段粗糙度系

数。 

Minor Loss K[局部阻力损失系数 K] – Fittings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之和（在分析中要考虑

长度影响）。 

~Length Fixed[固定长度] – 此列中的1意味着长度是固定的，否则，长度会如图形屏幕中出

现的那样被缩放。 

~Selected［~已选］–仅限内部使用 

~Roughness Fixed [固定粗糙度系数]- 此列中的1意味着粗糙度系数是固定的。该命令将管从

粗糙度系数校准或者基于管龄计算中排除掉。 

Material/Rating [管材/压力等级]- 管材和压力等级， 输入如“PVC200”（例子）。当输入

管材时要保持相同的格式，用"|"将管材和压力等级分开（上面的反斜线符号），然后输入压力

等级。 

Reference Year[参照年份] – 这是用于粗糙度系数计算的参考年份，通常是安装年份。 

# of Meters[水表数量] – 连接到管线上的住宅水表数。 

Fittings[附件] –输入的每个附件的标志。有默认的标志，但是这些可以由用户定义。 

~Reference[参照]-仅限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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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Index[结果索引] -仅限内部使用 

Result[结果] -仅限内部使用 

该点以后的所有数据都是用户自定义项。 

Calibration Group[校准组] – 用户自定义数据项。 

Bulk Rate［容积反应速率］ – 水质（EPANET）数据。 

Wall Rate［壁面反应速率］ – 水质 (EPANET) 数据 
All 
这是高级电子表格编辑器。它可以用来添加管段，节点等等。在此模式下可以添加附加列。格

式与单个数据表格相同（包括User和Hidden data）。可以运用高级编辑器来从其它电子表格中

导入数据。查看Excel Import [Excel导入]。要编辑一张表，点击All，然后点击屏幕底部的工具

条可以访问相关表格。在高级编辑器中可以保存或者载入文件。 

Map[图形]  

返回Map Screen[图形窗口]中。  

Selected Items Only[仅已选项]  

这个选项表示只显示已选的行。这些行首先在Group Mode下从Map中选择，然后会出现在数据

表中。 

Primary Data[主要数据]  

该选项会仅显示与每个数据表相关的主要数据。 

User Data[用户自定义数据] 

该选项仅显示每个数据表中的User Data。User Data是系统中用来说明组的数据，用来进行

Selected Output或者如Calibration[校准]或 Constraint计算（见Reports (System Data)]，Sets[集

合]和Group Mode[组模式]，Pipe User Box［管道用户框］和Node User Box［节点用户框］。

对于联接点、泵、水箱、水池和节点数据表，第26列及以后的列留作User Data。对于Pipes数

据表格，第22列及以后的列是保留的。 

Primary and User[主要的和用户的]  

选此便会显示Primary and User Data。在以上关于数据表的说明中，除管段外，所有数据表都

显示了Primary and User Data，其中也包含了Hidden Data。 

Hidden隐藏  
选此会显示数据表中的所有列。其中包括Primary Data，User Data和一些附加项例如通常不利

用此数据表格进行编辑的节点坐标。有个例外就是用户可以通过数据表输入所有的数据，而不是

图表式，这种情况下则必须要输入坐标数据。 

常用标题栏： 

Index［索引］ – 在所有数据框中，index是电子表格中的行编号。 

Name［名称］ –管网元件的字母-数字参照。Pipe2008中会分配默认的名称，但是也可由用户

进行编辑。注意，不要在编辑器中更改元件的名称，在图形中更改！ 

Elevation［标高］ – 这是管网元件的标高。对于端节点如水箱，水池和泵，这指的是该节点

处的管线标高。单位用英尺（或米）。 

Title［标题］– 这是一个用户分配的参照， 多可由255个字符组成。字母数字信息可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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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p屏幕上（点击主菜单中的Labels [标签]，然后点击Pipe或者Node Title）和打印输出中。 

Off状态– 该列中的1表泵管网元件是关闭的，0是表示打开。 

下面所有的都是User Data项： 
Constraint Group[约束组] – 当建立约束条件来定义一组管段参数使用的一个整数标识。

见Sets and Group Mode或者查看Pipe2008 CD 中标题为Group Editing的视频，了解怎样建立

Constraint Group。约束组也可以在数据表中进行编辑，但还是推荐在Map窗口中采用Group Mode

来创建组。 

Initial Concentration[初如浓度] –用于EPANET分析，这是氯或者其它化学添加剂的浓度，

用ppm[百万分之几]表示。  

Initial Age[初始年代] – 用于 EPANET 分析， 这是开始对水进行EPANET 模拟时的年代。

是由用户定义的。可以使用多个Initial Age列，例如：Initial Age 1, Initial Age2,。 

Limited Output[限制输出] –可以将Limited Output视为已选管道或者节点的属性之一（见

Reports (System Data)）。预留该列仅仅是为指定要用的管网元件组提供了一种附加的方法。

Selected Output特性是可以用来生成一个结果输出报告，来显示一组结果。这对于解决大型系

统输出报告冗长的问题是特别有用的。除非在新建文件时有别种设置（在New File 

Specifications Screen [新文件设置窗口]中出现一个复选框），不然Limited Output列会默认

显示在列表中。和其它组类型一样，可以在Map Screen [图形屏幕]中（见Sets and Group Mode）

利用Group Mode [组模式]来创建Limited Output组。也可以在数据表中创建或编辑组。包含在

Selected Output中的元件可通过一个整数进行识别，每个独立的输出组采用不同的整数。在

System Data / Reports screen中为每个分析选择不同的组。亦见Selected Output。 

Data Table - Quickstart Example［数据表 – 快速入门例

子］ 
亦见Data Tables。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使用数据表来输入一个简单系统的数据的例子。该例中，我们利用Quickstart 
Example Pipe2008 Quickstart 
Guide 中Quickstart Example的数据。要输入初始数据如下：  

 

该系统是建立在100英尺的网格线上的，第一个节点水池A在坐标（0,0）处。另外，提供了下面

的等级数据：从水池A引出的管采用球铁，管径250，其余管采用PVC管，管径150。 
为了输入管道数据，点击Map窗口的Table进入Data Table。选择Hidden data，这样坐标列会和其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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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数据项会出现在Nodes表中。点击Pipes，然后再点击All进入高级编辑器。在此屏幕的Pipes标签下输

入数据。运用Pipe2008中的名称顺序传递功能是个好主意，比如将管段命名为P-1， P-2等等，联

接节点J-1，J-2等等，以及水池R-1，R-2等等。然而，当用字母-数字数据输入编辑器中，保持

连贯性是 重要的。数据如下所示： 

 
注意到~Index列是空置的，而且在该点管段2和管段3的中间节点（对齐变化）被忽略了。在编辑

器中输入新管段时，仅在Node1和Node2列中输入了端节点，没有中间节点。数据输入完毕后，

Placing the Intermediate Nodes［布置中间节点］必须在图形窗口中完成。布置完中间节点后，

Pipe2008会自动添加必要的数据。注意习惯上输入管材和管的压力等级。在~Length Fixed列输

入1则会使得在长度列中输入的长度固定，即使在图形屏幕中移动与其相连的节点，长度也不会

改变或者按比例缩放。  

下一步必须输入节点数据。我们从输入Reservoir数据开始。退出编辑器，选择Reservoir然后点

击All回到编辑器中。此步骤很重要，因为该操作让高级编辑器知道输入的数据类型，相应地为

节点下的列标题添加标签。因而可以避免弄混为每种Node Type输入数据的类型。如果不做这步，

那么会出现包括所有Node Types的节点编辑表格，列名称将会是Item1，Item2等等，而不是Grade，

Demand等等。点击Nodes标签。为Reservoir输入的数据如下： 

 

注意，与距离相关的坐标是以英尺为单位的，使得Quickstart[快速入门]例子中的坐标计算更

加直接而简单。非常重要的一项是Junction Type。在~Type列中，输入一个整数标识符，可以

为分析计算区分Node Types。这些是都End Nodes类型，可以由用户输入（其它数字留给中间

节点，用户不可以在数据表中输入）。 

1 –Junction 
2 - Tank 
3 - Reservoir 
4 - Pumps 
8 – Sprinkler 
9 -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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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Loss element 
12 - Active valve 
14 - Pressure supply 
17 - Rack sprinkle 

 
下一步，输入Junction数据。退出编辑器，点击Junctions然后再点击All，在高级编辑器内弹出

Junction确定的列标题。如下，在Reservoir数据后面输入其余的数据（注意Junctions的不同列

标题）： 

 
现在，在Map窗口中浏览上述数据时，除了管段2和管段3上布置两个中间节点外，其布局和

Quickstart例子中的非常相似。在Map窗口中，选择两个管段之一（由于它们落在窗口中的同一

位置，所以在该点不能对它们进行区分），在Pipe Information window中点击Insert，添加一个

Intermediate Node。点击并拖动该节点至合适的位置。 

 
对管段P-3 重复相同的步骤，直到系统布设完成。布设完成后再浏览数据表时，您会发现输入

的数据说明了排列的变化。 
后，使用高级编辑器为系统添加一台泵。点击Pumps，然后点击All，进入高级编辑器中的

Nodes。Quickstart Example需要一台 40 hp的恒功率泵，距管段P-1上的Reservoir A (R-1)100
英尺，标高为210英尺。在其它节点后面输入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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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ype列中输入1 是很重要的，表示恒功率泵（0则表示由泵曲线确定的泵），在~Type列中输

入4则表示该Node Type是Pump。包含泵的布局现在可以在图形屏幕中浏览，该例已经可以进

行分析了。 
更多关于数据条目的详细说明，查看Data Tables[数据表]。 

Excel 导入 
亦见： 
Copy and Paste Pipes 
Pipe2008 Utilities / Data Exchange 
Utility Programs 
Export[导出] 
点击File | Pipe2008 Utilities | Excel Export。这将会生成一个和P2K文件同名的xls文件。有关数

据列标题的说明，见下面介绍或者Data Tables。   
Import[导入] 
转换的过程涉及从一个源电子表格中将信息复制到目标电子表格中。您可以在Pipe2008中或者

Excel 中进行操作来访问两个电子表格。 
1.  创建目标电子表格 简易的方法是，进入Pipe2008 ，创建一个New File或者直接调入一个

既有文件（既有文件会覆盖现在的数据）。如果您想在Excel中进行操作，可以利用Pipe2008主
菜单中File/Data Exchange [文件/数据交换]下的Export to Excel。如果您想在Pipe 2000中操作，

那么在主菜单中选择Edit/Data Tables选项。当数据表出现后，点击All按钮，进入高级用户电子

表格编辑器。 
现在应该在电子表格编辑器内，并导入了Pipe2008 P2K文件准备开始编辑。注意，您现在可以

访问P2K文件中所有的信息。您可以手动编辑文件或者您可以从其它电子表格中直接将数据复制

到文件中。  
2.  如果正在Excel中进行操作，调入源电子表格，从而可以同时访问源文件和目标文件。如果

正在Pipe2008中操作，那么另外创建一个Pipe2008例子，并且如前面所述进入高级用户电子表

格中。现在利用主菜单中的File/Read选项，并且调入Excel 文件（记住将文件类型设置为

Excel）。注意，您现在调入到Pipe2008例子中的文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P2K格式文件。注意当

您退出高级用户电子表格编辑并返回到Pipe2008例子中时，会存在一些无意义的数据，这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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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先退出该Pipe2008例子并且不保存对文件所做更改。 

3.  在目标电子表格编辑器中，前3张工作表命名为REFERENCE、NODES和PIPES。选择NODES工作

表。该工作表上的列标题应该是NAME, ~X, ~Y, ELV, ITEMS1等等。从源电子表格中将节点的列

信息复制到目标电子表格的相应表列中。目标电子表格中的前5列应该包括Node Name、X 

coordinate、Y coordinate、Elevation和Demands。 

如果还有其他的节点相关信息，可以将它们放在26列或26以后的列。这些信息可作Pipe2008中

的User Data使用，而且可以用来编辑，或者用作模型图标签或者制作等值线，也可以以DFX 

(AutoCAD)文件或者ArcView文件输出。 
非常重要的提示： 目标电子表格中的第14列（标题应为TYPE）对于节点值为1，泵为2，水池

为3，水箱则为4。如果该列是空的，Pipe2008会删除整行数据。对于每个节点，将该项设为1，

当你返回Pipe2008图形编辑器中时，将非联接节点的节点变为合适的节点类型。 

4.  现在选择PIPES工作表。工作表中的列标题应该为NAME，NODE1， ~INDEX1，NODE2， ~INDEX2

等等。  从源电子表格中将管道信息列复制到目标电子表格的合适表列中。目标电子表格第一

列应该为Pipe Name，第二列为Node 1，第四列为Node 2，Length、Diameter和Roughness分别

在第六、第七和第八列。管材在第15列中。 

如果还有其他与管段相关的信息，可以将其置于26列或以后的列。这些信息可作Pipe2008中的

User Data使用，也可以用来编辑，或者用作模型图的标签或者制作等值线，也可以以DFX 

(AutoCAD)文件或者ArcView文件输出。 

非常重要提示：  应该在电子表格中的第11列和第14列（应该标志为LENGTH FIXED [固定长度]

和ROUGHNESS FIXED [固定粗糙度]）输入1。这样做是为了让Pipe2008利用第6列和第8列中的管

长和粗糙度系数。如果在第11列中没有数值，那么Pipe2008会基于节点坐标来计算管长的。 

5.  如果节点数据行或者管段数据行有空置的，立即删除这些行。 

6.  如果正在Excel 中进行操作，保存所做工作并退出。现在启动Pipe2008，选择File/Data 
Exchange，将 Excel导入您的文件中。  
如果您在Pipe2008中进行操作，点击File/Write]命令并以Excel格式来保存您的工作成果。现在

关闭高级电子表格编辑器。这会让你回到Pipe2008的数据表模式中。点击Map按钮回到Pipe2008
图形编辑环境。 
7. 点击Z all按钮来执行Zoom All命令。如果无法看到系统中的节点和管段，那么返回步骤6来检

查所做工作。 
8. 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增加水箱、水池、泵和RVs ，或者直接点击一个节点并将其改为这些

元件。然后编辑这些新元件的数据。 
9.  添加系统数据，改变模式以及想要的用水量模式。保存新的P2K 文件。 

Table Setup[表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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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设置用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设置出现在Data Tables中的参数项，另一个目的是设置出

现在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的User Data内的参数项。    
在数据区分别输入1或0，便可控制每个节点的参数项是“开”或“关”。在查看和建立主要数

据时，在数据区中输入1或0来决定某参数项会不会出现在Data Table中。在查看和建立User数
据时，确定该参数项是否以User Data用于该节点类型以及是否会出现在数据表中。 
节点类型，All，指的是Data Tables中显示所有节点类型的选项。 
见Data Tables，了解Data Table选项的相关信息。 

第11章:  阀门，消防栓和管道冲洗 
 

阀门 
Pipe2008 可以模拟具有形形色色功能的各种各样的阀门。它们是： 

On/off valves［开/关阀］ 

pipe break simulations［管道破裂模拟］ 

active valves［主动阀］ 

regulating valves［调节阀］ 

check valves［止回阀］ 
 

见Pipe2008 User’s Guide ［Pipe2008用户指南］ 

消防栓, 消防水耗和管道冲洗 
消防栓，消防水耗和管道冲洗 

Pipe2008 模拟防火消防栓并提供了编绘现场实测消防用水数据曲线，计算消防水耗以及使用模

型维持记录的功能。 

Hydrant Test Data and Fire Flow Plots［消防栓测试数据和消防水耗图］ 

Fire Flows (calculated)［消防水耗 (计算值)］ 

Flushing Pipes Module［冲洗管道模块］ 
Hydrant Test Data and Fire Flow Plots 

www.kypipe.com.cn



 

 

 
什么是Hydrant? 
Hydrant是一个内部节点，用来模拟消防栓。可以提供测试数据，并且可以获得一个或者多个消

防栓测试数据曲线图。 
Elevation – 消防栓的标高（英尺或米） 
St Prs (Static Pressure) –现场实测的静态压力。（用户参考数据，不用于水力分析计算。） 
Rsdl Prs (Residual Pressure) – 在消防栓流量试验过程中，现场实测的残余压力。（用户参考

数据，不用于水力分析计算）。 
Rsdl Flow - Residual Flow -在消防栓流量试验过程中，现场实测的残余流量。（用户参考数据，

不用于水力分析计算） 
Graph [图]- 该命令会生成消防栓试验数据或者计算流量数据曲线图。详情请见Fire Flow 
Graphs [消防水耗图]。 
Measured Data[实测数据] – 允许用户输入试验数据以作参照或者基于试验数据绘制消防水

耗图。在Node Results框中，该选项显示基于试验数据的消防水耗。 
Calculated Data[计算数据] – 该选项隐藏了试验数据输入区，所以Pipe2008消防水耗计算模

型在Node Results框中用图显示。 
消防水耗 (计算值) 
消防水耗的计算 
可以计算消防栓、联接节点或者两者的消防水耗。因而，计算消防水耗并不模型中必须建立消

防栓来。不过，只有在模型中加入消防栓才可以实现绘制消防试验数据，维持消防记录等等附

加功能。当进行消防水耗计算时，必须指定两个压力。   

Minimum pressure for fire flows［消防水耗的 小压力］：这是在可用的消防栓和节点处

可接受的 小压力输入值。一个节点（通常是分析的消防栓或者联接节点）会达到此限值（通

常为20 psi），并确定 大消防流量。必须考虑到所有的节点，而且对计算所得的消防流量做

相应的调整。 

Static pressure limit［静态压力限制］:  该输入定义了静态压力值，这样节点静压低于此值

的所有节点将不会在 小压力检查过程中。这样在检查 小压力需求时，会将静压比较低的泵

吸入侧节点或者清洁井排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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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于单个消防栓或节点，利用Group Mode选择的消防手栓或节点组或者系统中的所有消防

栓和节点进行消防水耗分析。 

为了运行消防水耗分析，选择（高亮显示）有疑问的消防栓或节点。如果需要对所有的消防栓或

节点进行分析，则不需要选择任何消防栓或节点。在进行过程中，Analysis Setup窗口中会给出

分析所有消防栓或节点的选项。点击主菜单中的Facilities Management，从下拉选框中选择

Analyze Fire Flows[分析消防水耗]。 

 
出现Analysis Setup选框（您可以直接在主菜单中点击Analysis，并选择Fireflow Analysis）。

消防水耗分析会被默认选定。在选框底部的数据区为分析指定需要维持的 小压力（默认是

20psi）。然后为窗口的底部的Fireflow Nodes［消防水耗节点］从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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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Analyze。分析完成后，有许多查看结果的方法。对于消防栓分析与节点分析稍许有些不同。  
Showing Fire Flow Results［显示消防水耗数据］ 
Hydrant Report［消防栓报告］ 
有很多展示消防水耗结果的方法。其中一些仅适用于消防栓节点的计算，而其它则对消防栓和联

接节点的计算都是可用的。当完成消除栓（不是联接节点）分析后，Pipe2008会生成Hydrant 
Report［消防栓报告］。在主菜单中点击Facilities Management，然后选择Hydrant Report，就

可以查看了。显示的报告如下所示。报告中会包含试验数据以及提供了地址、制造商等等附加的

用户定义数据。 

 

Fireflow Graphs[消防水耗图] 
对于消防栓分析，Pipe2008会生成Fireflow Graph［消防水耗图］。点击Facilities Management
然后选择Graph Hydrants。显示的图如下所示。您既可以绘制计算所得数据图，也能绘制试验

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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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low Labels［消防水耗标签］ 
另一个显示Fire Flow Analysis结果的有效办法如下。在Map屏幕中，点击主菜单中的Labels，
显示Node Results A。 对于节点，使用Results Selector，显示流量结果。 

 

消除栓分析完成后，消防栓旁边会出现消防栓流量结果。 

 
Fireflow/Hydrant Report［消防水耗/消防栓报告］ 
Report中包括Fireflow/Hydrant Report，如下图所示。对于节点和消防栓的消防水耗计算，会生

成相同的报告。当系统中的某个交叉联接节点（而不是指定的消防栓）的压力低于Minimum 
Pressure for Fire Flows中指定的压力时， 后两列会标出该节点及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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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Fireflows at Junction Nodes［节点处消防水耗的额外考虑

事项］ 
对于在Junction Nodes处执行的分析，有几种查看结果的方法。其中 简便方法是以图形标签进

行显示查看。点击Labels（在主菜单中）| Node Results |Fireflow and Static Pressure［节点结

果|消防水耗和静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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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动出现Fireflow and Static Pressure结果标签。 

 

节点消防水耗分析完成后，会生成两个User Data项，Static Pressure and Fireflow。结果储存

于这些User Data项中。用上述方法显示图形标签是在图形上显示Fireflow and Stat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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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User Data项的一条捷径。您也可以如要显示的标签一样，到Map Settings | Labels中选

择Fireflow和/或Static Pressure，如下所示。该选项有更多的用途，例如可以用来合并其它标签。 

 
后，如下所示，报告中含有一个节点的Fireflow/Hydrant Report。 

 

冲洗管道 
Pipe2008 管道冲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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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2008 提供了对管道冲洗进行分析的功能，分析过程中可以识别具有特定流速的管。为了利

用该功能，用户应该按以下进行操作： 

1)  选择计算管道冲洗流量的方法。该选项是在System/Other date窗口中，如下所示。 

2）关闭阀门以隔离想要隔离的区域。 

3)  在Group Mode下选择液体流经的消防栓（一个或更多）。 

4)  运行Flush Pipe Analysis（点击Analyze | Analyze，进入 Analysis Setup[分析设置]窗口）。

选择Flushing Planner然后点击Analyze。  

5)  查看结果。如果必要的话，做些调整，然后重新进行分析。 

可以用来进行管道冲洗流量计算的方法如下所示。 

 
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数据输入要求，下面所示的Hydrant Data［消防栓数据］窗口

对此进行了说明。 

 
1.  Hydrant Constant Calculated from Hydrant Data［由消防栓数据计算出的消防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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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该法是利用消防栓试验数据来计算消除栓常数的。消防栓常数由该方程定义： 
 Qr =Kh (Pr)^0.5 
式中，Qr 是以gpm (rps)为单位的残余流量，Pr 是由消防水耗试验得到的相应的压力。消防栓

常数利用现场实测数据来表现消防栓和连接管的属性。对于所示例子，消防栓常数是： 
Kh= 578/((45)^0.5) = 86 
2.  Input Hydrant Constant［输入消防栓常数］ 
如果试验数据不可用，可以利用消防栓和连接管的属性来计算消除栓常数。这是与消防栓连接

的弯头的直径、长度，消防栓孔口尺寸以及消防栓孔口和其与输配水系统连接处的高差的函数。

有一个基于此数据的消防栓常数计算工具。 
3.  Input Flushing Flow［输入管道冲洗流量］ 

该选项要求用户为每个消防栓输入冲洗流量值（gpm），该值会用于管道冲洗分析中。 

 
Running a Flushing Scenario［运行一个冲洗场景］ 

 三种方法的步骤是相同的，建立的方法说明如下： 

1)关闭管段来隔离想要隔离的区域。图中用红色的x和虚线管段标记已关闭的阀门。要关闭

阀门，选择阀门，然后点击ON/OFF切换按钮（节点信息窗口中）。注意在Group Mode下可以有

效地实现该项工作。在该模式下，选定所有要关闭的阀门然后选择Off按钮。注意，选择管段然

后点击Closed按钮也可以关闭管段。关闭的管段会用虚线表示。 

 

2) 进入Group Mode，选择要流入的一个或者多个消防栓。现在你可以准备进行分析。 

3) 运行冲洗管道分析（点击Analyze | Analyze） 您会得到如下所示的窗口。此时，您需要
选择合适的冲洗速度（Display Velocity［显示速度］）并且为该场景提供一个标题。一旦运行
分析，您会注意到在左上角显示有一个红色的Clear Flush。 在此模式中，您可以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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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关闭哪一个阀门 

2) 选择哪一个消防栓 
3) 消防栓数据（消防栓常数和冲洗流量） 

 
可以反复进行分析和数据调整，直到获得想要的结果。此时，您可以打印如下所示冲洗管道图。 

 
Pipe2008 显示冲洗式管道 
您可以打印Pipe2008冲洗报告（Facilties Management/Flushing Report），其中列出了冲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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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段。因为输配水系统中的其它管段可能达到冲洗速度，您可以控制报告中只显示感兴趣的管
段。为此，在查看Flushing Report前，应该选择感兴趣的那部分，并选择仅包括“Selected Pipes”
的选项，如下一页所示。  
当您完成一个场景分析后，您可以再点击Clear Flush，开始一个新的场景。 

 

 
Pipe2008 冲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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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Facilities Management (Main Menu)［设

备管理（主菜单）］ 

 

 

Pipe Break［管段断裂］ 
见下面的Pipe Break。 该选项允许您点击一根管来模拟管段断裂。 
Pipe Break Report［管段断裂报告］ 
提供一个必须关闭来模拟管断裂的阀门的报告。 
Analyze Hydrants［分析消防栓］ 
见11章的Hydrant Flows。该选择允许您选择消防栓并计算设定压力下的流量信息。 
Graph Hydrants［消防栓图］ 
提供所选的和分析的所有消防栓的图。 
Hydrant Report［消防栓报告］ 
提供所选的和分析的所有消防栓的消防栓报告。 
Flush Pipes［冲洗管道］ 
见第11章的Flushing Pipes。 
Flushing Report［冲洗报告］ 
见看Flushing Pipes。  
Facilities Report［设备报告］ 
允许用户点击一个设备或者一组设备并生成一个详细报告。 
Pump/System Curves［泵/系统曲线］ 
见Pump and System Curves，如下面和第9章所述。详细叙述了怎样利用泵曲线来确定系统中

的泵，以及如何生成系统曲线。 

Pipe Break Simulation［管段断裂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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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模拟管段断裂，在窗口顶部的主菜单中点击Facilities Management，然后选择Pipe Break。 

 
会出现一个特殊的光标标志，并且可以选择一根管来进行模拟。受到断裂和以及必须关闭来隔

离断裂管的on/off阀影响的管段会高亮显示。 

 
可以在Pipe Break Report中查看模拟结果。一旦完成管段断裂模拟，就可以在主菜单中点击

Facilities Management，选择Pipe Break Report，会出现如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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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地址是Node Title输入（见Node Images）。点击Map返回到图形窗口。为了清除图形窗

口中的管段断裂模拟，点击图形窗口左侧的Clear。 

Pump and System Curves［泵和系统曲线］ 
Pump Curves［泵曲线］ 
若想查看有关泵数据输入的信息，见Pipe2008 User’s Guide中的 pump data。Pipe2008 提供

了绘制泵曲线（水头/流量数据）图的功能。泵曲线数据是由用户输入的数据。点击主菜单中的

Facilities Management，并选择Pump Curves便可以轻松地得到数据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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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下面的图： 

 
有四个图形类型选项（下拉选择器）：  
Multiple Curves［多重曲线］ – 一次 多可以绘制5条曲线。利用窗口底部的5个下拉选择框

中可以选择想要的曲线。 
Speeds Below 1.0［转速低于1.0］ – 对于在下拉选框中指定的泵曲线，该选项显示了所选曲

线并且泵曲线转速低于1.0。 
Speeds Around 1.0［转速约为1.0］ -对于在下拉选框中指定的泵曲线，该选项显示了所选曲

线并且泵曲线转速约为1.0。 
Speeds Above 1.0［转速高于1.0］ -对于在下拉选框中指定的泵曲线，该选项显示了所选曲线

并且泵曲线转速大于1.0。 
Graph［图］ – 刷新图 
Print［打印］– 打印图 

www.kypipe.com.cn



 

 

BMP -  生成一个名称为Pump1.bmp (or Pump2，-3， 等等.) 的位图，该位图和P2K文件位于

同一文件夹中。 
Clipboard［剪贴板］ –将图形中的图复制至剪贴板，以便将其粘贴到其它地方。 
Efficiency［效率］ – 勾选此选项后，会显示第一个选择的泵的效率图。 
Use Default［用户默认］ – 勾选此项后，图的流量和水头采用默认范围；未勾选，则使用

Min/Max［ 小/ 大］内的数值。 
Min/Max Flow, Min/Max Head［ 小/ 大流量， 小/ 大水头］– 用户可以在图中输入流量

和水头的范围。 
System Curves［系统曲线］ –见第9章：Design Tools［设计工具］ 

Find Pressure Zone［寻找压力区］ 
允许用户在系统中定义和并强化显示压力区。选择Define Pressure Zone［定义压力区］后，会

提示用户在压力区中选择要定义的管段。并给该区分配一个数字，然后给用户一个选项来强化

显示该区。利用Pipe Emphasis功能来完成此操作。 

 

Pipe2008 数据库 
所有节点和管线的数据都储存在与EXCEL相兼容的表格中，该表可以用户自定义来包括任何想要

的数据。 因此，PIPE2008可以用来为输配水系统中的所有装置保持全部的清单和维护记录。除

了处理的大量标准设备外，可以显示两个附加设备并将其与数据表格相关联。这提供了具有水

力/水质模型组合建模功能的基本AM/FM（自动制图/设备管理）功能。见Excel Import。 

第13章:  EPS (长周期模拟) 

 

打开Pipe2008 CD中的Tutorial，观看EPS视频。 

亦见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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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Demand Patterns，查看24-小时流量模式的例子。 

见第二章中Animate，for Map Screen。 

何为EPS?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 (EPS)是指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执行的水力或水质分析，会计算水

箱水位的变化并且在合适的时候激活控制转换开关 。 

Use EPS［利用EPS］ 

该选框决定了是否要进行长周期模拟。 

Total time［总时间］ 

这是长周期模拟需要进行的总时间（通常是24小时，以小时为单位）。 

Computational Period［计算周期］  

指模拟之间相隔的时间段（以小时为单位，通常为一小时）。通常设置成与Demand Pattern表

中时间增量相同的值。会在图和表中显示每次的计算结果。然而，Report Period[报告周期]（下

面所述）决定在报告中的时间间隔。 

Report Period［报告周期］ 

指在EPS模拟中，多长时间（用小时）应该生成一次完整的报告。不会影响表或图中的结果。而

且在Change Pattern表定义的变化和系统变化（例如，水箱充满）也会出现在报告中。通常将

报告周期设置为与计算周期相等。 

Default Power Cost［默认电价］ 

设置默认电价（美元每千瓦时）来进行泵运行费用的分析。 

Intermediate Reports［中间报告］ 

该选框决定了在EPS模拟过程中，是否在中间事件时生成报告。例如，如果您的Report Period设
定为1小时，而水箱在1.5小时排空，勾选该选项会在时间为1.5小时时生成一个附加的报告。 

Starting Time［开始时间］ (0-24小时) 

会在Report结果中标记指定的开始时间，紧邻每部分结果前面的案例编号。 

Report Time Style［报告时间类型］ 

和前面提到的Starting Time一样，将时间置为所选类型。 

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 (EPS) 例子 
打开Pipe2008 CD中的Tutorial，观看EPS 视频。 

亦见EPS。 

见Demand Patterns，查看24小时用水量模式的例子。 

一旦完成建模并可以进行常规模拟，设置EPS就相对容易多了。要求4种附加数据类型。它们包括： 

1. EPS Data［EPS数据］(在 System Data下 –总有此要求) 

2.  Tank Data［水箱数据］ (在 Node Information Window中) 

3.  Demand Pattern Data［用水量模式数据］ (在Setup/Defaults下) 

4.  Control Switch Data［控制转换数据］ (在 Other Data下). 

我们用DataFiles子目录中的Mex_EPS 例子来说明几个EPS 建立过程。 用户要按照下面的例子，

对系统做显著的改变来创建EPS模拟。在Pipe2008 CD中打开Tutorial来查看EPS视频，Extended 
Period Simulations（EPS），EPS-Tank，和EPS-Control Switches。 

案例1: 

我们要建立一个24小时模拟，其中用水量保持恒定而水箱水位变化。我们需要EPS Data和Tank 
Data来完成。水箱是一个直径40英寸的圆柱体，其 高， 低和初始水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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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执行分析，并研究结果（Report）。这表明：水箱大约10小时内被充满并且剩下的模

拟时间内一直保持充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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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我们建立一个Demand Pattern，其中8小时的demand factor［用水量因子］为1.0，下一个8小
时的为1.5， 后8小时的为0.5。建立的Demand Pattern如下图所示： 

 
EPS数据保持跟案例1中建立的一样。分析会计算响应该Demand Pattern时的水箱动作。这在水

箱水头图中如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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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泵由水箱水位控制。当水位降至185英尺时泵工作，当水位超过215英尺时泵关闭。设置了一个

控制转换开关来完成此项工作，如下图示。 

 
而且，将连接至水箱的管线直径增加到了12英寸，。因为当泵关闭时，4英寸直径的管线太细不

能满足系统用水。下面所示的水箱水头图描述了创建泵的几个开/关循环的控制转换开关对泵动

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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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Switch［压力开关］ 

查看Pipe2008 User’s Guide中的Control Switches。  
 

软件为EPS提供的一个功能是压力开关，该功能允许由某个指定节点处的HGL（标高+压力水头）

来控制管线或元件的开-关状态。如果在EPS分析中，指定节点（参考节点）处的HGL达到所定

义的开关值，指定管道（参考管道）或元件的开-关状态会发生改变。在开与关的状态之前切换

时，可以为下一个转换开关指定一个新的HGL值或者使用同样值。可以运用该功能，例如，如

果在某个位置的压力（或者HGL）降到指定值以下时就会开启加压泵。下图对此进行了描述。 

 

无泵的管线2 初是开着的，并且如果在A处的HGL 高于转换值（200英尺），则管线2将始终

保持开的状态。如果在A处的HGL降至200英尺以下，线路2将关闭而线路1会打开，并将加压泵

引入管线中。当转换值改为250英尺时，加压泵会继续工作直到A点处HGL达到250英尺。到那

时，线路2会打开而线路1将关闭，转换值也会变回200英尺并继续该过程。可以利用该特点，通

过在平行管线中使用具有不同特性的泵来对其进行循环操作。此应用可以描述如下：如果A点处

HGL降至200英尺以下时，低压泵关闭而高压泵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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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态会持续，直到HGL超过250英尺，此时高压泵会关闭而低压泵开启。第三个应用描述如

下：压力开关利用水箱中的水位来控制与储水箱相连的泵的状态。与水箱（A）相距不远的节点

的HGL基本上和水箱的水位标高相同。在所示案例中，而当水位降至190英尺时，原来关闭的加

压泵会开启并保持开启直到水位达到200英尺。 

 

第14章:  Calibration［校准］ 
亦见 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优化校准数据］  

Calibration Examples［校准例子］  

Calibration of Hydraulic Networks［水力管网校准］ 

Optimized Calibration［优化校准］ 

Calibration Demo File［校准演示文档］ 

水力模型的校准是建立一个好的水力模型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Pipe2008提供了进行有效

校准的高级功能。Pipe2008包括用于优化校准的一个 先进的模块。 

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 [ 佳化校准数据]对Pipe2008中为Optimized Calibration[ 佳

化校准]分析信息的创建和输入进行了描述。对一些校准的方法进行了讨论，并且名称为

Calibration Examples［校准例子］的部分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说明。其中包括了利用仅供Pipe2008

用户使用的Optimized Calibration的隐式方法。校准的详细信息在名为Calibration of 

Hydraulic Networks [水力管网校准]的章节中。 

Optimized Calibration[ 佳化较准]章节对功能强大的Pipe2008 Optimized Calibration[优

化校准]进行了简要的讲述，而且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 [ 佳化校准数据]章节对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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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Pipe2008数据要求进行了概述。 

Optimized Calibration 
什么是优化校准? 
在调整PIPE2008模型使其符合实际管道系统的过程中，校准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该步是必要的，

因为不经校准，计算机模拟而得的数据可能会与系统现场实测数据有偏差（经常相差很大，甚

至达到40%）。而一个经过优化校准的模型一般得出的结果与现场实测值仅差2%。 
读数偏差通常是因为采用的管道粗糙度系数不准确。管道粗糙度系数表示管道内表面引起流动

阻力值。对于新管道，这些数据是精确的，但是老管道的粗糙度系数通常取自统计图表，由该

表预测不同管材随着使用年限而发生的变化。问题是该统计表是基于平均条件而建立的，而个

别系统中液体的酸度和污染程度会不同会使实际粗糙度系数与表中粗糙度系数有很大差别。粗

糙度系数的误差很容易转变成系统结果上的巨大误差。在许多情形下，一个未校准的模型提供

的计算结果比一个有根据的推测精确不了多少。 
传统方法（经验主义）是被我们称作GTS迭代法的方法。首先要猜测正确的粗糙度系数值，然

后在模型中用该值试验，而当结果仍然有显著偏差时，您却以为得出了正确结果。该方法是无

效的，不仅仅因为很费时间，而且这通常会导致不准确的校准。即使找到了在某一条件下完全

符合现场测试数据的粗糙度系数值，但可能会发现在关闭一个阀门或者改变泵的转速后，模型

便再一次有了很大的误差。为了精确地校准模型，校准程序必须解决联立方程来确保正确地调

整模型，以满足在所有条件下的实际系统要求。  
PIPE2008 利用了基于遗传算法的先进的优化方法（隐式）来将管的粗糙度系数、阀门设定、水

箱水位、用水量分配以及其它数据进行优化调整，来提供一个校准的模型。程序将现场实测数

据（通常消防水耗数据）和同时考虑所有试验数据的模型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减至 小，来提供

优的校准。程序直接利用KYPIPE数据文件及少量的附加数据（校准数据）。PIPE2008可以为

您节省大量的时间并通过优化校准为您提供更好的模型。 校准是如此重要，由于他们发表的有

关此课题的论文，两个PIPE2008的研发者被AWWA授予（1997年）年度 佳科技论文奖。 

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 
亦见     Calibration Examples［校准例子］ 

 Calibration of Hydraulic Networks［水力管网校准］ 

Optimized Calibration［优化校准］ 

建立优化校准 

什么是 Pipe2008优化校准? Pipe2008优化校准调整粗糙度系数和阀门设置（在您所指定的边

界中），从而将模型计算值和现场实测值（消防栓流量、压力和管道流量）之间的差异减至

小。 

需要哪些现场测试数据?  需要进行一些现场测试试验。每个试验都包括节点处的测试压力、

管道流量和消防栓流量。必须记录每次试验的边界条件（用水量，水箱水位，泵和阀门状态）。

如果消除栓不是位于一个既有节点附近，那么应该在Pipe2008模型中该位置处添加一个联接节

点。 

怎样建立校准数据?  每个现场试验都代表了一个案例。首先必须建立Pipe2008计算模型，其

中用变化数据来表示每个现场测试的边界条件。所以，案例2代表了现场试验的边界条件（用水

量、水箱水位、泵和阀门状态）。 

在如下所示的标有Junction Pressure Data［节点压力数据］，Junction Flow Data[联接流量数

据]和Pipe Flow Data[管道流量数据]的属性框下的Calibration Data Screen中输入每个试验（案

例）（压力、消防栓流量和管道流量）的现场实测数据。输入所有现场实测数据的案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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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实测数据会与相应的边界条件相联系。Calibration Data Screen[校准数据窗口]中的输入详

述如下： 

什么是管段组，如何对其进行分配？ Roughness Bounds[粗糙度边界]数据中所提及的每个

Pipe Type Group[管段类型组]代表一组有共同性质的管道，如管材、管径和/或使用年份。您

多可以指定10个管段组并且采用相同的方式调整特定组中的每个管段的粗糙度系数（调整为相

同的新数值或者相同的乘数）。选择管段组的 好的方法是进入Group Mode，并使用Set 

Selector功能。运用此特性，您可以轻易地选择6英寸的所有管或者6英寸的所有PVC管或者粗糙

度系数在90-100之间的所有管，等等。选择合乎逻辑的组来得到准确的校准是很重要的。一旦

您选择了一个组，然后使用Edit Group功能来为该组分配唯一的Calibration Group编号（0-9）。

当设置Roughness Bounds[粗糙度边界]时，范围为0-9的Pipe Type[管道类型]（组）会和您的

Calibration Group[校准组]分配相对应。确保为“Pipe Type[管道类型]”所选的属性已设置为

Calibration Group［校准组］，该设置是默认的（Calibration Data窗口顶部）。  

一些重要的考虑事项： 

1.  粗糙度边界可以是绝对边界（如80-120），而优化模块会为该组中所有管找到一个 佳粗

糙度系数值。然而，如果您为Roughness边界输入的数值从0-2，那么此数据会被视为一个乘数

并且会利用指定边界范围内的一个因子来乘以管段组中指定的粗糙度系数。使用乘数因子的优

点是当对初始粗糙度系数进行赋值时，管段会保留按应用评断标准来反映误差的粗糙度系数。

例如，如果在同一管段组中的两根管的 初指定粗糙度分别为90和110（由于年份差异），如果

是利用绝对边界，它们会在边界值范围内被调整为一个单一的新数值（93）。然而，如果使用

一个乘数因子，那么调整后的值可能为81和99（乘数为0.9），这仍然反映了初始分配值造成的

粗糙度误差。 

2.  如果进行了校准并且发现仅除了一两个测试外其余所有的数据都和现场实测数据拟合地很

好，您可能想不使用这些数据来重复校准。拟合不好则可能表明数据是有缺陷的。 

3.  在您运行优化校准之前，建立了校准运行（其中包括Change Data [改变数据]，即反映不同

试验案例边界条件的数据）之后，您可能希望进行一次模拟来确定未校准模型能否较好的预测

现场测试数据。这会根据校准来改善模型。为此，只需将消防栓流量作为用水量变化添加至每

次测试的Change Data中。计算的节点压力和管道流量可以和相应的现场实测数据做比较。校准

完成后，将这些相同的结果跟校准模型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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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 used for "Pipe Type" ［“管段类型”的属性］ – 默认的输入是“Calibration 
Group”。该输入是用来告知程序如何在随后的管段粗糙度边界中将一组管段和其它组区分开来。

可以不使用常规校准组（如前所述），用户可以使用约束条件分组（如隐式方法中）来指定与

之相关联的校准组。 
Demand Tolerance %［用水量公差%］ - 提供Demand Tolerance[用水量公差]%单元是为

了让用户指定一个和总系统用水量相关的校准公差。指定一个非零值后，校准算法会对总系统

用水量做出调整（用指定的公差），试图减少测量值和模型预测值（例如压力和流量）之间的

偏差。通常希望公差值为零，这就是说，系统用水量是完全已知的。然而，在某些情形下，会

存在一些与系统用水量测量值相关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形下，利用用水量公差来考虑这些不

确定性。举例来说，如果用户指定系统用水量为1MGD，而且公差为5%，那么在校准过程中，

校准算法允许总系统用水量在0.95MGD和1.05MGD之间变化。 
Fireflow Tolerance %［消防水耗公差 %］ - 提供消防水耗公差%单元是为了让用户指定与

每个独立的“消防-流量”测值相关的校准公差。指定一个非零值后，校准算法会试图对任何“消

防-流量”值（如Junction Flow Data中指定的值）做出调整（用指定的公差），来减少实测值和

模型预测值（例如压力和流量）之间的偏差。 
Roughness Calibration［粗糙度校准］ –Roughness Calibration菜单是用来指定您是否希望

校准管段粗糙度系数（默认），或者单独的年份因子。为了确定独的年份因子（为相关的管段

组），用户必须首先为每根管道（使用正规管道数据）指定基于10年观测值的管段粗糙度系数。

程序会确定与之有关的生成既有实地观测值（例如压力和流量）的年份因子。一旦获得了这些

因子，就可以利用它们来预测将来粗糙度系数。   
Junction Pressures Data［节点压力数据］ –节点压力菜单可以用来指定所选节点的实测压

力。利用菜单的第一列来判断哪节点压力与哪组变化数据相关联。 
利用第二列来指定所选的节点编号，而第三列用来指定实测压力（psi 或者 kpa）。对每组变

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种不同的压力实测值。举例，得到两个独立的压力读数，各对应

一组不同的边界条件。结果，节点压力菜单包括两个单独的压力读数，并且每个都和不同的变

化（或边界条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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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ction Flow Data［节点流量数据］ –Junction Flow Data菜单是用来指定输入至Junction 
Pressure menu中的节点压力相关的流量。应该强调的是，在节点流量菜单中输入的联接点不必

与在压力菜单中输入的联接点一致。 例如，特定的现场实测的消防水耗试验数据可能包括一个

联接点处的实测流量以及其它联接点处的实测残余压力值。另外，每个菜单中的节点编号不必

一一对应。例如，用户可以输入一个联接点的压力值以及多个联接点的消防用水量值。反之，

用户也可以指定一个联接点的流量值以及多个联接点的压力实测值。 

和Junction Pressures Menu一样，第一列是用来判断与联接点流量与哪组变化数据相关。对每

组变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流量观测值。第二列用来指定所选联接点的编号，

而第三列用来指定所测流量值。例如，记录在Junction Pressure Menu中的每个实测压力值都

获得了一个流量读数。 

Roughness Bounds［粗糙度边界］ – 一旦输入了各种现场实测数据，用户可以指定决策

变量（例如，管道粗糙度系数或节点用水流量）可能具有的边界或限值。Roughness Bounds[粗

糙度边界]菜单是用来设置与每个管段组相关的粗糙度系数值的边界。菜单的第一列用来标识特

定的Pipe Type组的编号。其后两列用来指定与该管段组相关的管段粗糙度系数的上限和下限。

可以按照实际Hazen Williams方程式中的粗糙度数值，40-140来表达边界条件，或者如果数值

小于0.5，则视为一个乘数。 例如，上限和下限值为120-90，而且100-70会分别被假定为管段

类型组1和组2的粗糙度系数。 

Pipe Flow Data［管道流量数据］– 除了使用联接点压力以外，用户也选择使用校准模型来

调整模型参数使其与指定管道中的实测流量值相匹配。该数据通常来自于装设有流量计的管线，

可以使用Pipe Flow Data菜单来输入该数据。与先前的菜单一样，Pipe Flow Data菜单也有3列。

第一列用来判断管线流量与哪一组变化数据相关。对于每组变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

不同的流量观测值。第二列用来指定所选管段的编号，而第三列用来指定实测的流量值。举例，

没有获得实测管道流量值，因此Pipe Flow Data菜单中也就没有值。 

System Demand Bounds［系统用水量边界条件］ –System Demand Bounds菜单用来设置

每组边界条件的（例如，每个变化数据集合）总系统用水量。如果用水量项留空，程序会以初

始节点用水流量以及在变化数据中所做的用水量调整为基础确定总的系统用水量。System 

Demand Bounds菜单中的第一列用来指定在第二列输入的总系统用水量相关的边界条件组（例如，

变化集）。在Demand Tolerance%中可以指定这些数值的通用公差值，如3.1.2章节中所述。 

Loss Coefficient (K) Bounds［阻力损失系数(K) 边界条件］ –Loss Coefficient Bounds

菜单用来设置与管相关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的值。菜单的第一列是用来判别特定管段的编号。

其后两列是用来指定与该管段有关的管段粗糙度系数的上限和下限值，0-100。除了管段粗糙度

系数外，可以使用这些参数，或者将这些参数做为管段粗糙度系数调整的替代。 

若要建立Calibration Group，请查看Sets and Groups。  

Calibration Examples［校准例子］ 
亦见  Calibration of Hydraulic Networks［水力管网的校准］ 

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优化校准数据］ 
 Optimized Calibration［优化校准］ 

运用PIPE2008 校准输配水管网模型 
通常，有三种利用PIPE2008来校准一个输配水系统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1）Empirical 
Approach［经验法］（反复实验），2）Explicit Approach［显式方法］（运用PIPE2008的系

统的constraint功能），3）Implicit Approach［隐式方法］（利用优化）。尽管后面的章节对这

些方法进行了论述和说明，不过应该强调的是通常推荐使用隐式方法，尤其是对于大型系统或者

涉及许多不同现场实测值的系统。功能强大的PIPE2008 功能是建立在遗传优化（GA）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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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可以利用很少的工作来生成优化校准系统。除了非常简单的系统，利用经验方法来校准实

际的输配水系统是很不合适的。显式通常可以用在较小的具有一两个现场实测值的较小系统中，

但非常不幸，该方法无法将所得参数值约束或者限制到预定范围内。结果，该方法可能产生不合

实际的参数值，除了在相关现场测试中测得的值外，这些参数值对于边界条件可能是无效的。 
为了举例说明每项技术的应用，在PIPE2008中准备了一个简单的16-管段系统，并且为每个应

用程序都保存了适当的数据（见图1）。相关的三个文件名称为：empirical.p2k，explicit.p2k，
以及 implicit.p2k。校准该系统时，进行了两个消防水耗实验。第一个消防水耗实验取自联接节

点3（用水量低峰期）（例如，水箱在210英尺时充满，而用水量等于日均用水量的50%）。在

消防水耗实验期间，观测到联接节点3处流量为1750gpm，残余压力为14.4 psi。在联接节点3
处分配2000gpm的总用水流量便可模拟该情形，且该值代表了测得的消防水耗和基线流量之和

（例如，2000 gpm = 1750 gpm + 500 gpm×0.5用水量低峰因子）。第二个消防水耗实验取自

联接节点7（用水高峰期）（例如，水箱在190英尺时排空，而用水流量等于日平均用水流量的

200%）。在消防水耗测试期间，观测到联接节点7处流量为900gpm，残余压力为15.4 psi。在

联接节点7处分配1500gpm的总用水量便可模拟该情形，且该值代表了测得的消防水耗和基线流

量之和（例如，1500 gpm = 900 gpm + 300 pgm×2.0用水量高峰因子）。 

 
图1 示例系统 

1. Empirical Approach 
使用经验研究法的过程中，模型创建者努力通过系统地变更不同的模型参数（例如管道粗糙度，

节点的需求等等）来校准模型，直到模型结果（例如压力和流量）接近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各

种不同的负载或者各种不同的边界条件下的现场测试值。通过在Map环境下显示特定管段或节点

的压力或流量值或者从Report窗口中查看模拟结果，都可以对现场测得数据和模型预测数据进

行比较。在PIPE2008 Map环境下或者点击Map窗口环境下的Table按钮进入Pipe和Node数据表格

中都可以改变模型参数。通过Demand Patterns和Change Patterns菜单可以分别对用水量和管

道粗糙度系数做整体的改变。（见图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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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水量模式菜单 

 

图 3. 变化模式菜单 
为了正确地校准模型，建模者必须精确指定进行现场测试时的与系统相关的边界条件。在使用

PIPE2008校准用水量分配模型的过程中，通过访问Setup/Defaults菜单中的Demand Patterns和

Change Patterns单，就可以解决此类问题。通过使用这些菜单，每个时间/案例都会与一个或

多个进行现场实测的特定时间点相对应。Demand Patterns菜单可以用来指定进行特定的现场实

测时的总用水量。同样地，Change Patterns菜单可以用来指定既有组件（例如泵，管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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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以及进行相同的特定现场实测时的特定元件（例如水箱，联接节点等等）的数值。例

如，假设正在使用两个不同时间点收集来的两组数据对一个特定的模型进行校准的情况。此案

例中，建模者会将第一次测得的边界条件输入为Time/Case 1，第二次测得的边界条件输入为

Time/Case 2。假设例子中的时间/案例1对应一个用水量低峰期（使用整体用水量因子0.5），

而时间/案例2对应一个用水量高峰期（使用整体用水因子2.0）。如前所示，在图2中键入数据

就会反映这些条件。另外，假设时间/案例1在联接节点3处总用水流量为2000 gpm （基线用水

量加上消防水耗用水量），两个相应的水箱都是充满状态（也就是等级=210），而时间/案例2

在联接节点7处的总用水量为1500 gpm （基线用水量加上消防水耗用水量），相应地水箱是排

空状态（也就是等级=190）。可以使用Change Pattern菜单来表达该情形，如下面图4所示。在

这个特定的案例中，仅有的边界条件的变化是与节点数据相关的。如果每个时间/案例在管段数

据中都有相关的变化，那么通过分别在Change Pattern菜单中的Pipe Change Type选项中进行

输入，就会反映出这个差异。 

 
图4 示例系统的边界条件 

一旦用户输入了与每个现场实测相关的数据，就可以运行PIPE2008，并且模型的计算结果也可

以与实测结果相比较。当所得结果超出了可接受的误差范围时，可以调整模型参数（也就是管

道粗糙度系数和/或节点的用水量）并重新运行，直到模型的计算结果被确认为是可接受的。 
2. Explicit Approach 
利用Explicit Approach时，建模者可以运用高级参数确定功能（使用Constraints）并通过让模

型自动调整管道粗糙度系数或者节点的用水量来与系统中一个或者多个节点的实测压力相匹配

的方法来校准模型。与empirical approach一样，建模者必须精确地指定与现场测试时的系统相

关的边界条件。 当同时收集了所有的现场数据时，可以利用Map环境中的节点和管段菜单来指

定相关的边界条件。如果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现场测试（作为是正常情况下和例子中的情形），

可以通过访问Setup/Defaults菜单中的Demand Patterns（见图2）和Change Patterns（见图4）
来指定边界条件。和前面一样，每个时间/案例都对应一特定的时间点，即做一个或者多个现场

测试的时间点。如管网的例子，输入与消防耗水量测试1和2相关的用水量低峰和高峰边界条件，

而且案例1的因子为0.5（用水低峰） 而案例2的因子为2.0（见图2）。如前面图4所示，为与两

个条件（用水低峰低时水箱在210英尺时充满，用水高峰期时水箱在190英尺充满）相关的水箱

水位建立边界条件。在案例1中的联接节点3（Q=2000 gpm）分配的用水量以及案例2中的联接

节点7（Q=1500）分配的用水量代表了试验时每个联接节点处的基线流量和消防耗水量之和（也

就是Q3 = 2000 = 1750 消防水耗 + 500 基线用水量×0.5 用水量因子，Q7 = 1500 = 900 消
防水耗 + 300 基线用水量×2 用水量因子）。 
运用显式方法来校准具有多个测试值的输配水系统，两种方法是有可能的：1）Sequential 
Approach［顺序排列法］，2）Average Approach［均值法］。两种方法中，管段（或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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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分并整合成单独的校准组，每个校准组都与一个特定的压力测值相对应（例如：constraint）。
通过如图5所示的constraint菜单将每根管段（或节点）分配到一个具体的约束组来完成操作，如

图5所示。 
一旦管段（或节点）分配给不同的约束组后，就可以使用constraint菜单为每次现场测试建立单

独的压力参数。例子中，两个现场观测的Constraint菜单如图6和图7所示。为了加强一个特定的

constraint，用户必须首先将constraint打开（通过使用鼠标点击“Apply this Constraint”选框），

于是出现了勾选标记。只要通过Analyze System菜单来分析系统便可运行constraint。 

 

图 5.  约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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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消防水耗实验1的Constraint菜单 

(联接节点3处的压力测值为14.4) 

 
图 7.  消防水耗实验1的Constraint菜单 

(联接节点7处的压力测值为15.4) 
2.1. Sequential Approach［顺序排列法 ］ 
通过使用顺序排列法，为不同的约束组分配了不同管段组，如图5中的例子图解说明。每个约束

组都和图6或图7的约束条件相关。 这就是说，分配到约束组1 的管段会被调整，尽力符合约束

条件1，并且分配到约束组2 的管段也会被调整来符合约束条件2。一旦管段（或节点）被分配

到同的约束组，运行第一个constraint（如图6所示），从而获得第一组管段的新的管段粗糙度系

数值（见图8）。[注意：在运行第二个constraint时，要确定已经取消了第一个constraint，这样

相关的“Apply this Constraint”选框中将不会有勾选标记]。获得这些数据后，就可以使用它们

来改变与第一个约束组（通过Map环境或通过Table菜单）相关的管段初始值。一旦做出这些改

变，开始进行第二个constraint（如图7所示），并且获得了第二组管道的新的粗糙度系数值（见

图9）。[注意：在运行第二个constraint时，要确定已经取消了第一个constraint，这样相关的“Apply 
this Constraint”选框中便不会有勾选标记。]理论上讲， 这样的方法可以得出一组改善的整个

系统的校准因子，改变单个约束组的粗糙度系数值的顺序排列过程，可以修正与早期校准相关

的水力条件，因而将错误引入了先前的校准数据组中。将该问题 小化的一个方法是通过交替

地更新和修正与一个constraint相关的参数来继续进行重复这个过程，然后通过应用第二个

constraint来调整其余的参数。 终，可以得到一组改进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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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在当前例子中，仅考虑了两个约束条件。然而，没有办法可以防止将此过程扩展

为具有一个以上constraint的问题。在此情形下，第一个参数据是强制的，而所有其余的参数是

不受限制的。下一步，第二个constraint又是强制是，而其余的参数是不受限制的（包括第一个）。

重复该过程直到所有的constraint都被应用为止。 后，可以和两个constraint的例子一样，再次

重复进行此过程。 

 

图 8.  案例1的顺序排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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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案例2的顺序排列结果 

2.2. Average Approach［均值法］ 
不用先将管道分为多个校准组（每个校准组与特定constraint相关），可以顺序地将每一个单独

的constraint应用到系统中所有的管段。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得到每个constraint的单独的全局粗

糙度因子。对于例子，这意味着会对所有的管段校准两次，一次是为第一个constraint而另一次

则是为第二个constraint。 后，仅通过将每个constraint应用所得的单独校准数值进行平均但可

得到 终的参数值。例子中所采用的平均值法的constraint菜单如图10和图11所示。例子问题的

结果如图12和13所示。首先使第一个constraint处于强制状态运行Pipe2008，然后使第二个

constraint处于强制状态来重新运行Pipe2008，就可得到这些结果。从这些结果中，通过将分别

利用constraint1和constraint2得到的89和90取平均值，就可以得到 终粗糙度系数值89。 

 

图 10.  消防水耗实验1的constraint菜单（均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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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消防水耗实验2的constraint菜单（均值法） 

 

图 12.  案例1的平均结果 

 

图 13.  案例2的平均结果 
3.0  Implicit Approach[隐式方法]（优化校准） 
使用隐式方法时，建模者可以利用PIPE2008内置的校准（ 优化）算法来自动调整所选模型的

参数（例如：管道粗糙度系数、系统用水量）来满足现场实测条件（例如压力和流量）。 
为了运用内置的校准算法，用户首先必须准备必要的校准数据。与显式方法类似，用户首先将管段（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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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分成单个的校准组。这样，每个校准组都相应于一个单独的现场测试（例如：在相同的边界条件和相

同的时间下所测得的一组压力和流量）。与前面的例子一样，利用两个独立的现场测试：1）用水低峰期

时，联接节点3的消防水耗测试结果 2）用水高峰期时，联接节点7的消防水耗测试结果。在将校准程序应

用于例子时，将一半管段分配给校准组1（与消防水耗测试1相关），将另一半管段分配给校准组2（与消

防水耗测试2相关）-见图14。与显式方法一样，利用Demand Patterns和Change Patterns菜单来指定

与每个单独的现场测试（压力或流量）相关的边界条件。如该例， Demand Patterns菜单的布局就和

显式菜单的应用是一样，如图5所示。此例的Change Patterns菜单如图15和图16所示。然而，

在隐式案例中（与显式案例相区别，如图6所示），不在Change Patterns菜单中输入单独的消

防水耗数据，而是这些数据是直接输入到独立的校准菜单中的（如图17）。 

 

图 14.  例子的校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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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例子中案例1的变化模式菜单 

 

图 16.  例子中案例2的变化模式菜单 

3.1  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优化校准数据］（校准菜单） 
见Optimized Calibration Data［ 优化校准数据］ 
一旦校准组分配完成，而且通过Demand Patterns和Change Patterns菜单输入了相关的边界条

件，用户就可以准备输入其余的进行模型校准所需要的数据了。从Other Data菜单中进入

Calibration菜单，并在其中输入相关数据，如图17所示。图17中所示的数据是与Example 
Program中的校准设置相符的。正如从图17所看到的，Calibration菜单被分成6个子菜单。在六

个子菜单上有几个输入单元，用来指定与校准过程有关的附加变量。每个输入项的介绍如下： 
3.1.1 Pipe Attribute［管段属性］ 
第一个输入单元为Attribute used for Pipe Type。默认的输入是calibration group。该输入用来告

诉程序怎样在随后的管道粗糙度边界条件中将一组管段与其它管段区分开。 不使用常规校准组

（如前面所述），用户可以使用约束分组（和显式方法中一样）来指定相关的校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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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校准菜单 

3.1.2 Demand Tolerance%［用水量公差%］ 
Demand Tolerance%单元可以使用户指定一个与总系统用水量相关的校准公差。当指定一个非

零值后，校准算法会试图对总系统用水量做出调整（运用指定的公差值），以求减小实测值和

模型预测值（例如压力和流量）之间的偏差。通常，总是希望公差为零，也就是说，系统用水

量是完全已知的。然而，在一些情形下，总有一些与系统需求用水量测量有关的不确定性，这

样，可以通过用水量公差来考虑该不确定性。举例说明，如果用户要指定一个流量为1MGD且公

差为5%系统用水量，在校准过程中，校准算法允许总系统用水量在0.95 MGD 和1.05 MGD 之
间变化。 
3.1.3 Fireflow Tolerance%［消防水耗公差%］ 
Fireflow Tolerance%单元是为了让用户指定与每个独立的“消防-流量”测试相关的校准公差。

指定一个非零值后，校准算法会试图调整所有“消防-流量”值（例如指定联接节点流量数据）

（用指定的公差），以求减少观测值和模型预测值（例如压力和流量）之间的偏差。 
3.1.4 Roughness Calibration［粗糙度系数校准］ 
Roughness Calibration菜单是用来指定您是否希望校准管道粗糙度系数（默认），或者单独的

使用年份因子。为了确定单独的使用年份因子（为相关的管段），用户必须首先为每根管段（使

用正规管道数据）指定基于10年观测值的管段粗糙度系数。程序会确定产生现有现场实测结果

的相关的年份因子（例如压力和流量）。一旦获得了这些因子，就可以利用它们来预测将来的

粗糙度系数值。 

3.1.5 Junction Pressures Menu［联接节点压力菜单］ 
Junction Pressures菜单被用来指定与所选联接节点相关的实测压力值。菜单的第一列是用来判

断联接节点压力与哪一组变化数据相关。第二列用来指定所选的联接节点编号，而第三列则用

来指定所测压力值（psi 或者 kpa）。对每组变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压力测

值。举例，获得两个独立的压力读数，每一个读数都应用于一个不同边界条件。因此，联接节

点压力菜单包含了两个单独的压力读数，并且每个都和不同的变化（或边界条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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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Junction Flow Data Menu［联接节点流量数据菜单］ 
Junction Flow Data菜单是用来指定与Junction Pressure中输入的联接节点压力相关的流量测

值的。应该强调的是，在联接节点流量菜单中输入的联接节点不必与压力菜单中输入的联接节

点一致。 例如，对特定的现场测试的消防水耗试验数据可以包括一个联接节点处的所测流量值

以及另一节点的残余压力值。另外，每个菜单中的联接节点编号不必一一对应。例如，用户可

以输入一个联接节点的压力测值以及多个联接节点的消防水耗值。反之，用户可以指定一个联

接节点的流量以及多个联接节点的压力测值。 

和Junction Pressures Menu一样，第一列是用来判断联接节点流量与哪一组变化数据相关。对

每组变化数据，用户 多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流量测值。第二列用来指定所选联接节点的编号，

而第三列用来指定所测流量值。例如，对于记录在Junction Pressure Menu中的每个测得的压

力值，都可以获得一个流量读数。 

3.1.7.  Roughness Bounds Menu［边界条件菜单］ 
一旦输入了各种现场测试数据，用户可以指定决策变量（例如，管道粗糙度系数或节点用水量）

可能具有的边界或限值。Roughness Bounds菜单是用来设置与每个管段组相关的粗糙度系数值

的边界的。菜单的第一列是用来判别特定的Pipe Type组的编号。其后两列是用来指定与管段组

相关的管段粗糙度系数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可以用实际Hazen Williams粗糙度系数值（如

80-120）。例如，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120-90，而且100-70会分别被假定为管段类型组1和组

2的粗糙度系数值。 

3.1.8. Pipe Flow Data Menu［管道流量数据菜单］ 
除了使用联接节点压力外，用户也可以使用校准模型来调整模型参数使其与指定管道中的所测

流量值相配。利用Pipe Flow Data可以输入此数据。与先前的菜单一样，可以使用Pipe Flow Data

菜单有三列。第一列用来判断管段流量与哪一些变化数据相关。对于每组变化数据，用户 多

可以指定四个不同的流量测值。第二列是用来指定所选管段的编号，而第三列是用来指定测得

的流量值。举例，没有获得管段流量测值，那么Pipe Flow Data菜单中也就没有数值。 

3.1.9.   System Demand Bounds Menu［系统需求边界菜单］ 
System Demand Bounds[系统用水量边界]菜单是用来为每组边界条件（例如，每个变化数据集

合）设置总系统用水量的。如果用水量项留空，程序会基于初始节点用水量以及变化数据中所

做的任可用水量调整来确定总系统用水量。System Demand Bounds菜单的第一列是用来指定与

第二列中输入的总系统用水量相关的边界条件组（如，变化组）。可以在Demand Tolerance%中

为这些数值指定一个全局公差值，如3.1.2章节中所述。 

3.1.10 Loss Coefficient (K) Bounds［阻力损失系数 (K) 边界］ 
Loss Coefficient Bounds菜单是用来设置与管段相关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的边界的。菜单的第一

列是用来标识特定管段的编号。其后两列是用来指定与该管段相关的粗糙度系数上限值和下限

值。除了管段粗糙度系数的调整外，可以使用这些参数，或者用这些参数来替代管段粗糙度系

数的调整。 

3.2 Model Application［模型应用］ 
一旦必要的数据已经输入到相关校准菜单中，就利用顶部的命令工具条中的Analyze选项来运行

校准分析。出现Analysis Setup菜单后，用户应该从可应用的Analysis Types中选择“System 
Calibration”。一旦上述工作完成，使用鼠标按下Analyze按钮（见图18）就可以开始校准分析。

程序开始运行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显示了校准的运行状态。校准分析完成后，会在屏

幕中（见图19）会出现一个显示校准完成的信息框。退出代码0表示程序正常结束。此时，用户

应点击“Yes”退出结束菜单并且返回至正常的菜单环境。现在可以点击Report标签进入Report
窗口，检查校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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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分析设置菜单 

 

图 19.  校准结束菜单 
3.3 Calibration Results［校准结果］ 
该例的校准结果如图20所示。正如图中所看到的，校准的结果为管段组（类型）1的粗糙度系数

为120，管段组（类型）2的粗糙度系数为90。利用这些管段粗糙度系数结果会使联接节点3和联

接节点7处的压力分别为14.4psi和15.4psi（优化压力）。这些数值和实测值14.4psi 和15.4 psi
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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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例子的校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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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用水量的空间分配 

3.2.2  用水量的时间分配 

4  收集校准数据 

4.1  消防水耗测试 

4.2  遥测数据 

4.3  水质数据 

5  评估模型结果 

6  进行宏观的模型校准 

7  进行敏感性分析 

8  进行微观的模型校准 

8.1  解析法 

8.2  模拟法 

8.3  优化法 

9  展望 

10  总结和结论11  参考文献 

1  概述 

自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便可利用计算机建模来分析和设计用水分配系统。然而从那以后，该

项技术的复杂性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电脑的广泛应用成为计算机建模不断发展应用

的主要原因。这项技术的出现使得自来水公司和工程师可以分析现有用水系统的运行和工作状

态，也可以调查所做改变（Ormsbee 和 Chase, 1988）造成的影响。然而，这些模型的有效性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输入数据的精确性。 
1.1 管网介绍 
在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实际输配水系统的建模和模拟之前，必须以计算机可以分析的形式来表达

实际的输配水系统。这通常要求首先利用节点 – 链接这一特征来表示输配水系统（见图1）。

这种情况下，链接代表单独的管段，节点则代表系统中两个或者更多管段（链接）相连接的点，

或者向系统中输水或者从系统中取水的点。 

www.kypipe.com.cn



 

 

 
图1 节点 – 链接说明 

1.2   管网数据要求    
与每根管段相关的数据包括管段的编号、管长、管径和管段粗糙度系数。与每个节点相关的数据

包括编号、标高、和用水量。尽管大家公认流出系统的水量是随着管线的各种用水连接的不同而

不同的，建模中通常将管线一半的用水量分配给上游节点，另一半用水量分配给下游节点，这是

可以接受的，如图2所示。 

 
图2 用水量负荷简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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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管网中的管段和节点数据以外，还要必须得到描述所有水箱、水池、泵和阀门的物理数据。

所有水箱和水池的物理数据通常包括水箱的几何数据以及初始水位。所有泵的物理数据通常包

括平均有效功率或者用来描述泵流量/扬程特性的曲线。一旦获得了管网模型的必需数据，就应

该使用和所选计算机模型相兼容的格式输入这些数据。  
1.3  模型参数 
一旦计算机管网模型的数据已经收集和编码完成，在应用实际模型之前，应该确定相关的模型

参数。通常情况下，与水力管网模型相关的主要参数包括管段粗糙度系数和节点用水量。由于

很难得到两个参数的既经济又可靠的测量值，通常通过模型校准来确定 终的模型数值。模型

校准包括主要管网模型参数（也就是管道粗糙度系数和节点需求）的调整，直到模型结果大致

接近实际测得的的现场数据为止。 通常，管网模型的校准应该包括七个基本步骤（见图3）。

下面对每个步骤都做了详细介绍。 
 
 
 
 
 
 
 
 

图3 管网模型校准的7个步骤 
2  确定模型的指定用途 
在校准水力管网模型之前，重要的是先确定模型的指定用途（如，总体规划的管段尺寸、运行

研究、设计方案、修复研究、水质分析研究）和与之相关的水力分析类型（与长周期相对的稳

态）。通常分析类型是直接与指定用途相关的。例如，管网水质和运行研究要求长周期的分析，

然而一些规划或者设计研究可以运用研究现状分析(Walski, 1995)来进行。对于后者，模型可以

预测指定运行条件和用水流量下的系统的即时压力和流量值。这类似于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为

系统拍照。在长周期分析中，模型预测一个长周期内的系统压力和流量值（代表性为24小时）。

这类似于为系统特性创建电影。  
使用模型的指定用途和相关的分析类型提供了有关收集的现场数据的类型和质量以及流量和压

力的测量值与模拟预测值之间吻合程度的一些指导 (Walski, 1995)。用于稳态分析时，可以使用

不同运行条件下及不同时间收集到的多个静态流量和压力测量值来校准模型。另一方面，进行

长周期模拟时，模型要求采集较长时间段内的现场数据（例如，一到七天）。 

通常，水质分析或运行研究对模型校准的要求比一般的规划研究的要求高。例如，运用地形图

确定地面标高可能适用于一种研究类型，而另外一种研究类型则可能需要实地勘察。当然，这

可能取决于所用地图中的等值线间距。这些考虑明显地影响了用来收集必要模型数据的方法和

随后的校准步骤。例如，当在一个相当陡峭的地区工作时（例如，等高线间距大于20英尺），

人们可能会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来确定关键点的高程，而不是简单地在两个等高线间进行内

插。 
3  确定模型参数估计值 

校准水力管网的第二步是确定主要模型参数的初始估计值。尽管大多数模型有与几个模型参数

相关的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通常 具不确定性的两个模型参数是管段粗糙度系数和分配到

每个节点处的用水量。 

 

 

确定模型的指定用途 
确定模型参数的初步估计值 
收集校准数据 
估计模型数据 
进行宏观校准 
进行敏感性校准 
进行微观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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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段粗糙度系数值 

可以使用平均文献值或者直接进行现场测量来获得管段粗糙度系数的初始估算值。许多研究人

员和管的生产厂家都开发出了提供管段粗糙度系数估算的表格，该粗糙度系数是各种管段特性

的函数，比如管材、管径以及管龄（Lamont[拉蒙]，1981）。这一类具有代表性的表格如表1所

示（伍德，1991）。尽管这些表格对于新管很有用，而对于老管的适用性却随着管龄的增加而

明显下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水管积垢、水化学反应等原因造成影响。所以，除了新管以

外，其它所有管道的管段粗糙度系数初始估算值通常都是直接从现场测试中得到的。甚至当使

用新管时，采用现场测量值来验证粗糙度系数值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模型中使用的粗糙度系数

实际上是代表了许多次要因素的复合系数，比如附件局部阻力损失和系统简化等次要因素。 

 

 

表1 常用海曾-威廉管段粗糙度系数 

3.1.1 管道粗糙度图 
 

可以利用图4中所示的过程来建立特定输配水系统的粗糙度系数的列线图。为了通过现场测试来

获得管段粗糙度系数的 初估计值， 好能以与管龄和管材为基础，将输配水系统分成许多相同

区域（参见图4a）。然后，在每个区对管段的不同参数进行测试，以获得单个管道粗糙度系数

的估计值（参见图4b）。一旦构造出定制的粗糙度系数列线图，（参见图4c），就可以为系统

中其余的管段分配粗糙度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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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将管网分成具有相同管材和管径的多个区域 

图4b 选择每个区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管 

 
图4c 粗糙度系数与管径和管龄的函数关系图 

3.1.2  管段粗糙度系数现场估算值 
通过选择 小有三个消防栓的直管段，可以在现场估算管段粗糙度系数值（见图5a）。选择管

线后，可以使用两种方法(Walski, 1984)中的一种来估算管段粗糙度系数：1）并联管段法（见图

5b）或 2）双消防栓法（见图5c）。在每种方法中，首先确定测试管段的长度和直径。接着，

隔离测试管，使用差式压力计或者两个单独的压力表来测量流量和压力的降值。直接利用

Hazen-Williams [公式或者Darcy-Weisbach公式来大约计算出管段粗糙度系数。通常，并联管段

法用于短的管线和确定阀门及相关附件的局部阻力损失。而对于较长的管线，通常采用双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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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而且，如果并联管道中的水温度升高或者如果在并行管线中发生了小渗漏，可以导致相关

的水头损失的测量误差 (Walski, 1985)。 

 
图5a 管段粗糙度系数测量图 

 
图5b 并联管段法 

 
图5c 双压力表法 

3.1.2.1 并联管段法 
应用并联管段法时涉及的步骤总结如下： 
1)  测量两个上游消防栓(Lp)之间的管长，单位用米。  
2) 确定管径(Dp)，单位用mm。通常这是指管的公称直径。大家都知道，由于水管壁厚的变化

以及管道中水管积垢原因，实际直径不同于公称直径。然而，正常的校准做法就是通过粗糙度

系数来整合管径中的各种影响因素。然而应该承认，尽管这样方法不应显著地影响整个系统的

流量和水头损失，但会对管线内的流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转而会影响水质分析的结果。 
3）使用一对平行管连接两个上游消防栓，（通常一对消防水龙带）两者之间装一个差压装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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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差压装置可以是一个差压计，一个电子传感器或者一个压力计。Walski (1984) 推荐使

用充气压力计，因为它的简单、可靠、耐久而且便宜。（注意：当将两个水龙带联接到差压装

置时，确定水龙带中没有流体流过，如果水龙带中有漏洞，计算的管段水头损失会产生误差，

其值等于通过水龙带的水头损失）。  
4) 打开两个消防栓检查所有的联接，确保没有泄漏。 

 
5) 关闭 后一个消防栓的下游阀，并且打开消防栓上的小喷嘴使液体不断地流出隔离管部分。
在进行流量和压力测量前确认排水已经达到平衡条件。 

 
6)  确定在下游消防栓中较小喷嘴的排水量Qp (l/s)。通过利用手握的或喷嘴展开式皮托管来测
量消防栓喷嘴的排水压力Pd可以实现此任务。一旦确定了排水压力Pd (in 千帕)，就可以使用下
面公式将其转换成排放流量(Qp) 。 

 式1 

式中，Dn是喷嘴直径，单位用mm； Cd 是喷嘴排放系数，该系数是喷嘴类型的函数（见图6）。

（注意：当利用大的主管时，有时并不能从较小的喷嘴中得到足够大的水量来产生明显的压降。

在这种情形下，您需要使用更大的喷嘴）。 

 
图6 消防栓喷嘴排水系数 

7) 计算完排放量后，确定管线内的流速Vp (m/s)，在这给出以下公式： 

     式2      

8)  确定通过消防栓的流量以后，通过读取差压计来测量通过隔离管的压力降。将实测的压力降

用米表示(Hp)，除以管段长度Lp，便得到水力坡度或者摩擦比降Sp。 

                        式3 

9a) 一旦得到了这四个测量数据，就可以运用下面的公式得到Hazen-Williams粗糙度系数(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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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 
9b)为了计算实际管段的粗糙度系数（必须首先使用Darcy-Weisbach公式计算出摩擦系数f，如

下所示(Walski, 1984)：） 

             式5 
式中， g 为重力加速度常数(9.81米/秒2) 
一旦已经计算出摩擦系数，必须确定雷诺数。 
假设标准水温为20℃ (680 F)，则雷诺数为： 

             式6 
一旦确定了摩擦系数 f 和雷诺数R，就可以将其插入Colebrook-White公式来计算管道粗糙度系
数，如下： 

  式7 
3.1.2.2. 双消防栓法  

除了利用一对静压计测量管段的压力降外，双消防栓法和并联管段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图5c
所示。这种情况下，管段的压力降就是两个消防栓处的水力坡度的差值。每个消除栓处的水力梯

度为实测的压头（m）与相对参考点（消防栓喷嘴）的标高之和。对于双消防栓法，可以运用下

列公式计算通过实验段Hp (m)的水头损失。 

      式8 
式中，P1是在上游压力计的读数（kPa），Z1是上游压力计的标高（m），P2是在下游压力计
的读数（kPa），Z2是下游压力计的标高（m）。  
通常应该利用经纬仪或者水平仪来确定两个压力计之间的高差。因此，应该确保选择可以在一

个共同点看得到的两个上游消防栓。这样做可以将确定两个消防栓的喷嘴间的高差时要求的转

弯点减至 小。作为差值测量一种替代方法，有时也可以使用地形图来获得消防栓标高的估算

值。然而，除非等高线间距设置为1m或者更少，否则并不总能用地形图来估算标高差值。可以

代替直接标高测量法的方法是，只需在测试前测量两个消防栓上的静压读数，然后再将所测压

差值转换成相关的高差值即可（例如：Z1 - Z2 = 2.31×[P2(静态) - P1(静态)]。 
3.1.2.3.  总体的意见和建议 
管段粗糙度系数实验中使用的消防栓压力通常是利用 Bourdon 管式测压计来测量的，该测压计

是利用一个轻巧的消防栓帽安装在消防栓的一个排放喷嘴上的。Bourdon 管式测压计有不同的

等级（例如 2A, A, 和 B），取决于相对测量误差。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消防水耗实验使用 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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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测压计已经足够了。对 大精度的要求，您可以选择以 5kPa (1 psi)为增量的测压计， 大

读数不大于预期的 大压力的 120%（麦肯罗等人，1989 年）。另外，为了消除在压力计中瞬

变影响， 好使用压力缓冲器。压力缓冲器是一个小型阀，置于测压计和消防栓帽之间，作用

类似一个压力瞬变抑制器（Walski，1984）。 
在进行管段粗糙度系数测试之前， 好对测试地点进行视察。调查该区域时，确保消防栓具有

足够的排水量。另外，确保选择不会将水排放到附近的交通线上的喷嘴。而且，当利用非常接

近交通干线的消防栓工作时， 好树立交通标志并使用交通路标，保证测试安全进行。作为进

一步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所有的人都穿着高度醒目的服装。 好为实验人员装备对讲机和无

线对话机，以利于协调实验操作。  
前面所概括的方法在较小管线中效果非常好（也就是直径小于16英寸），而用于较大管线时，

这些方法的效率就降低了。通常情况下，开启的消防栓不能生成足够的流量来确定有意义的水

头损失。对于这类较大的管线，通常必须在非常长的管道中进行水头损失实验，并且使用厂房

或者泵站流量计或者通过改变水箱水位来确定流量（Walski, 1999）。 

3.2 节点用水量分配 
校准分析中要确定第二个主要参数是对分配到每个节点的平均的（稳态分析）或者暂时变化（长
周期分析）的用水量。通过识别与每个节点相关的影响区，识别供水区域的用水量单位的类型
以及用相关用水量系数乘以每种类型的数量就可以得到节点用水量的初始平均估计值。另外，
也可以首先确定与每种供水区域用地类型相关的面积，然后用每种类型的面积乘以用水量系数
来得到估算值。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结果的总和就是联接节点用水量的估计值。 
3.2.1 用水量的空间分配 
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获得节点用水量的初始估计值，这些方法取决于每个公共设施的归档数据

以及其精确程度。确定这类用水量的一个方法是利用下面的步骤：  
1. 首先，确定用于模型校准的系统日用水量（即TD）。通过确定流入（从泵站和水箱）和流出

系统（通过压力调节阀和水箱）的水的总体积流量的净差值来完成系统质量守恒分析，并以此

来得到系统的总用水量。 
2. 第二步，运用流量计的日记录，通过将用水量在为流量计区域供水的各种节点间的分配来分

配所有主要流量计算流量（即MDj，其中 j =节点编号）其余的用水量会被定义为总残余用水量

（也就是TRD），通过从总系统用水量中减去实测用水量之和便可以得到总残余用水量。 

                 式9 

 
3. 第三步，确定与每个节点相关的用水服务区面积。 常用的影响划分方法是将联接到参考节

点的管段一分为二 ，如图7a所示。 
4.  一旦确定了与其余联接节点有关的用水服务区面积，可以生成每个节点处的初始用水量估计

值。首先在服务区内标识不同用水量单元类型的编号，然后将每种用水量编号乘以相关的用水

量因子（见图7b）。另外，也可以首先标识与每种服务用场地类型相关的面积，然后用每种类

型的面积乘以用水量因子（见图7c）。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结果的总和就是在节点处的用水

量估计值。理论上讲，第一种方法更加精确，而后面方法则更加方便。可能从各种水源手册中

得到单元用水量因子的估算值 (Cesario，1995)。利用由单位用水量方法的反复应用所得到的有

利结果便可得到不同用地类别的单位面积用水量因子的估算值。 
5.  一旦得到了每个节点j（也就是IEDj）的初始用水量估算值，运用下面方程式就可以获得改

进的用水量估计值（也就是RE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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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10 

6.  一旦获得了每个联接节点的改进的用水量值，就可以通过将改进的用水量及每个节点处由流

量计测得的流量相加便可得到节点用水量的 终估计值。 

                       式11 

3.2.2 用水量的时间分配 
可以利用两种方法之一来估计用于长周期分析中的模型用水量随时间而变化的值，取决于水力

模型的结构。一些模型允许用户将每个联接节点处的用水量分成不同的使用类别，利用用水的

用水量系数便可以对此进行调整。另一个模型要求整合每个节点的使用类别。对于后一种情况，

通过将具有给定类型的节点移至单独的组中便可得到节点用水量的空间-时间变化，于是可以运

用节点用水量因子对此进行统一调整。通过检查各种用水类别的历史测量记录和进行输配水系

统的质量增加平衡计算，就可以得到用水类别的用水量因子或者节点用水量因子。通过随后的

模型较准就可以对所得空间用水量因子结果做出更好的调整。 
4 收集校准数据 
估计完模型参数以后，可以估计模型参数的精确性。通过运行利用估计参数值和测得的边界条

件然后比较模型结果和现场实测数据的计算机模型就可估计模型参数的精确性。这样的测试中

通常会利用消防水耗实验、泵站流量计读数，以及水箱遥测所得数据。  
收集模型校准数据时，了解测量误差带来显著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校准管道粗糙度系

数时，系数C表达如下式：  

                  式12 

如果V和h的数量级和与之相关的测量误差（对于V 和 h）的数量级相同，那么收集来的数据从

本质上说对模型校准是毫无无用处的。这就是说，基本上任何C值都会提供一个“合理的”模型

校准（Walski，1986）。然而，如果利用管线内的流速小于测量误差（例如，小于1英尺/秒）

时的数据来校准模型的话，将不可能精确地预测负荷条件下的流量和压力（即大流量和流速）。

解决该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么确保减小测量的误差，要么保证速度或者水头损失值远远

大于相关的测量误差。通常情况下后一种方法是比较可行的，利用消防水耗测试所得数据或者

收集高负荷期间的流量和压力读数。 
4.1  消防水耗测试 
对于收集水力管网模型校准所用的排水和压力数据而言，消防水耗测量是非常有用的。通常使

用普通压力计（可以测量静态和动态水头）和皮托计（用于计算排水量）来进行这些测试。进

行消防水耗测试时，首先要选择至少两个独立的消防栓来进行数据采集。一个消防栓被视为压

力或者住宅消除栓，而另一个消防栓被视为流量消防栓。进行消防水耗测试的一般步骤总结如

下（麦肯罗，等人，1989 年）： 

1. 在住宅消防栓处设置一个压力计，测量静压。  

2. 确定流体从消防栓的哪一个排放出口流出才使其不利影响（水泛滥、破坏交通等等） 小。 

3. 为了避免产生伤害，确保排水的消防栓 初是关闭的。 

4 从排水消防栓的喷嘴处卸掉消防栓帽。 

5 为了确定合适的排水系数，测量喷嘴的内径并且确定喷嘴的类型（也就是圆形，直角边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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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伸出型）（参见图6）。 

6.  在实验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减少侵蚀和交通影响。 

7.  简单地冲洗消防栓，冲掉消防栓侧面和筒内的沉积物。 

8a.  在皮托管上使用夹钳，将皮托管连至出水喷嘴上，然后慢慢打开消防栓。 

8b.  如果使用手持皮托管，慢慢打开消防栓，然后将皮托管置于排水管中心

处，小心直接将其放置流体中。 

9.  一旦建立了流量平衡条件，同时读取皮托管和住宅消防栓处的压力表的读数。 

10.  读取数据完成后，关闭排水消防栓，从两个消防栓上卸下设备，并重新装好消防栓帽。  
 

为了得到模型校准的充足数据，从若干个消防水耗实验中采集数据是相当重要的。在进行每次

实验之前，采集相关的系统边界条件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水箱水位的信息、泵状态

信息等等。为了得到恰当的模型校准，通常希望住宅消防栓中测得静态和动态压力读数的差值

应该至少为35kPa （5psi），下降了140kpa（20psi） (Walski，1990a)。如果消防栓的排水不

足以产生这样一个压降，可能有必要进行检查仪表，并开启附加的排水消防栓。在一些例子中，

使用多个住宅消防栓（一个在流动消防栓附近，一个在起自水源的主干线以外）是有非常益的。

从这些附加消防栓收集的信息有时对于追踪关闭的阀门是非常有用的（Walski，1999）。 
4.2. 遥测数据 
除了静态测试数据以外，经历长周期（有代表性的24小时）收集到的数据对于校准管网模型是

非常有用的。 常见数据类型包括流量、水箱水位、以及压力等等。取决于与系统相关的仪表

和遥感勘测的发展水平，很多数据可能已经作为正常运行的一部分被收集了。例如，大多数系

统会收集和记录每小时的水箱水位和平均泵站排水量。这些数据对于核查不同的联接节点上的

用水量分配特别有用。如果该数据是现成的，在用作校准前需检查其精确性。如果这些数据不

是现成的，建模者可能必须安装临时的压力计或流量计来获得这些数据。如果在至水箱的管线

上没有流量计，可以通过水箱水位的变化读数中推断出流入或者流出的流量。 
4.3  水质数据 

近几年，开始使用传统和非传统成份来作追踪剂，来确定经过输配水系统各个部份的行程时
间（Grayman，1998，Cesario，A. L.，等人.，1996，Kennedy，等人，1991）。 常用的此
类追踪剂是氟化物。通过控制在水源处（通常如水处理厂）的注入速率，将一个脉冲导入流体
中，并且可以监视其在系统中的位置。可以确定从水源到采样点的相对传播时间。测得的传播
时间从而为水力管网模型校准又提供了一个数据点。 
另外，也可以像EPANET样的水质模型来模拟输配水系统(Rosman, 1994)。这样，水质模型被
用来预测系统中各点的追踪剂浓度。由于所有的水质模型结果依赖于其所代表的水力分析结果，
实测和预测浓度之间的偏差提供了次要的评估手段，即评估所代表的水力模型是否适当。  
5  评估模型结果 
运用消防水耗数据时，通过将所测水消防水流量分配为模型中的节点用水流量，利用模型来模

拟一个或多个防火消防栓的排水。模型所得的流量和压力预测值与相应的实测值做比较以评估

模型的精确性。使用遥测数据时，通过模拟数据采集日的运行条件，用模型模拟水箱水位的变

化和系统压力。预测的水箱水位与实测值相比较以评估模型的精确性。在使用水质数据时，行

程时间（或者组份浓度）与模型预测值作比较以评估模型精确性。  
可以运用各种标准对模型的精确性进行评估。 常用的标准是绝对压差（通常以psi计）或者相
对压差（系统的绝对压差与平均压差的比）。大多数情形下，推荐使用相对压差标准。对于长
周期模拟，通常将水箱水位的预测值和实测值进行比较。某种程度上，模型的校准级别是与模
型的指定用途相关的。例如，水质分析或与一般规划研究相对的运行研究通常需要较高级别的
模型校准。 后，模型应该被校准到这样一个程度，即相关的应用决策不会受到明显的干扰。
在设计应用背景下，模型通常被校准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作为结果的设计值（例如管径、水箱
和泵的尺寸和/或位置，等等）应该一样就好像使用正确的参数值一样。确定这些临界值往往需
要进行模型敏感性分析（Walsk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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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型的应用问题，很难为全部模型校准制定单一的准则。依笔者之见，小于10%的 大的

状态变量（也就是压力梯度、水位、流量）偏差对大多数的规划应用是允许的，而小于5%对于

大多数设计、运行、水质应用而言则是非常理想的。尽管在美国没有官方发布该类准则，但已

经由Sewers and Water Mains Committee of the Water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

水务局的污水渠及主水管委员会] （1989）发布了一套“Performance Criteria [性能准则]”。

对于稳态模型，其准则如下： 

1. 流量满足： 

a. 当流量大于总用水流量的10%时，为实测流量的5% 。 

b. 当流量低于总用水流量的10%时，为实测流量的10% 。 

2. 压力满足： 

a 对于85%的实验测量，采用0.5 m (1.6ft) 或 5% 的水头损失。  

b 对于95%的实验测量，采用0.75 m (2.31ft) 或 5% 的水头损失。 

c 对于100%的实验测量，采用2 m (6.2ft) 或 15% 的水头损失。 

对于长周期模拟，准则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内执行三种独立的稳态校准，并且实测的和预测

的平均水池储水体积差值应该在5%以内。可以直接从报告中得到另外的详细内容。 

模型应用和现场实测结果之间的偏差可能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包括：1）错误的模型参数（指

管道粗糙度系数值和节点用水量分配），2）错误的管网数据（指管径，管长等等），3）错误

的管网几何关系（指管段连接到错误的节点上等），4）错误的压力区边界条件，5）边界条件

的错误（指错误的PRV值设定，水箱水位、泵曲线等等），6）历史操作记录的错误（指在错误

的时间开启和关闭泵），7）测量设备误差（压力计没有校准等等）8）测量误差（比如在测量

仪器中读错值）。通过细心地收集数据，有可能消除 后两个产生错误的原因或者至少可以使

这两种错误减至 小。其它误差的消除通常需要重复应用模型校准过程的 后三步-宏观校准，

敏感性校准，和微观校准。下面的章节对每一步均进行了描述。 

6  进行宏观的模型校准 

当一个或多个实测的状态变量值与模型预测值不同且差别很大时（即大于30%），而且很可能，

造成这个偏差的原因会使管段粗糙度系数或者节点用水量的估计算超过误差允许的范围。造成

这些偏差的原因很多，包括：1）关闭或者部分关闭阀门，2）不正确的泵曲线或水箱遥感勘测

数据，3）错误的管道尺寸（例如，用6英寸而不是12英寸等等），4）错误的管道长度，5）错

误的管网几何关系，6）错误的压力区边界，等等（Walski, 1990a）。 

充分地找出此类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有系统地浏览与模型相关的数据，来确定它们的准确性。

大多数情况下，一些数据比其它数据更不可靠。这样的观察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查找问题的

起点。模型敏感性分析提供了另一个确定差异原因的方法。例如，如果假设一个阀是关闭的，

此假设可以通过在模型中关闭此管线并且计算出此时压力结果来进行验证。通过对具有与实测

泵的排水流量大小相同符号相反的吸水量的泵进行模拟，有时可以解决泵曲线数据中可能存在

的误差（Cruickshank, 和Long, 1992）。当然，这是假设实测流量（和感应水头）的误差小于利

用泵曲线带来的误差。无论如何，只有当模型的计算结果和实测条件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通

常是小于20%误差）后，才能进行微观校准的 后一步。 

7  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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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微观校准之前，进行系统的敏感性分析是非常有益的，这样可以有助于确定模型误差

可能的源头。通过将不同的模型参数改变一个不同的量然后测量相关的影响可以实现此过程。

例如，当前许多的管网模型都有一个分析选项，其功能是进行多重模拟，以此将全局调整因子

应用于管道粗糙度系数或者节点用水量。通过检查这些结果，用户可以开始确定哪一个参数对

模型结果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并通过微观校准确定随后的微调的可能参数。 

8  进行微观模型校准 

当模型结果和现场实测数值吻合得很好以后，应该进行微观的模型校准。和前面介绍的一样，

在 后校准阶段两个已调整的参数包括管道粗糙度和节点用水量。在许多情形下，将微观校准

分成单独的两步是很有用的：1）稳态校准，2）长周期校准。在稳态校准的过程中，调整模型

参数使其符合与静态测试相关的压力和流量。通常通过消防水耗测试来得到这些数据。在长周

期校准过程中，调整模型参数使其符合随时间而变的压力和流量以及水箱水位轨迹。大多数情

形下，稳态校准对于管道粗糙度系数的变化比较敏感，而长周期校准则对用水量分配的变化更

为敏感。因而，一个可能的校准方法就是首先使用消防水耗测试的结果来微调管道粗糙度参数

值，然后使用流量/压力/水位遥感勘测数据对用水量的分配进行微调。 

以往，模型校准通常利用经验的或者反复试验的方法。对于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输配水系统而

言，使用这样一个方法是极其耗时和麻烦的。当然，麻烦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建模者的

专业技能、系统的大小以及现场测试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将复杂的系统分成较小的部分，然后

使用增量的方法校准模型参数，可以将麻烦减至 小。有时，将除一个水箱外的所有水箱都关

闭，并收集多个数据组可以使多水箱供水系统的校准变得比较方便（Cruickshank，和 Long, 

1992）。 近几年，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水力管网模型自动校准的算法。这些技术是以分

析方程式（Walski，1983）、模拟的模型（Rahal 等人，1980；Gofman 和 Rodeh，1981；Ormsbee 

和 Wood，1986；以及 Boulos和Ormsbee，1991）、以及 优化方法（Meredith，1983； Coulbeck，

1984， Ormsbee，1989；Lansey 和 Basnet，1991；以及Ormsbee，等人，1992）的应用为基础

的。 

8.1  解析法 

通常，基于解析方程的技术要求通过节略和使用等效管道对管网进行大大的简化，因而，此项

技术可能只能使用户接近正确的结果。相反地，仿真和 优化方法两者都要利用一个完整的模

型。 
8.2. 仿真法 
仿真技术是建立在通过增加一个或多个管网方程来求解一个或多个校准因子这一基础上的。利

用附加的方程式或方程组来定义附加的实测边界条件（如消防用水的排水压头）。通过增加一

个额外的方程，就可以再解决一个未知数。 
仿真法的主要缺点是每次仅可以处理一组边界条件。例如，将仿真法用于具有三组测值的系统

（所有实测都是在不同的边界条件下得到的，也就是不同的水箱水位、泵状态等等），就会得

到三种不同的结果。若想获得单一的校准结果则需要运用两种方法中的一种：1）顺序排列法，

或2）均值法。应用顺序排列法，系统被分割为多个区域，其编号与边界条件组的编号相对应。

在此情形下，使用第一组观测值来获得第一个区域的校准因子。然后固定这些因子，再确定第

二个区域的另一组校准因子，等等。平均值法中，通过对每个独立的校准得到的校准因子取平

均值，而获得 终校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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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优化法 
仿真法的一个主要的替代方法是优化法。使用优化法时，校准问题就成为一个非线性优化问题，

包括受线性和非线性以及对等和不对等的约束条件约束的非线性目标函数。运用标准的数学标

记法， 相关的优化问题可以表示如下： 
小化： 

                              式13 

限制条件： 

                        式14 

               式15 

                       式16 
式中， X 是决策变量的矢量（管段粗糙度系数，节点用水量等等），f（X）是非线性目标函数，

g（X）是隐式系统约束向量，h（X）是隐式边界条件的向量， Lx 和 Ux 是在隐式系统约束条

件和决策变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通常，目标函数可以这样表示，使实测和预测的压力及流量值间的偏差 小化。数学表达下如

下： 

   式17 

式中 OPj为节点j,处的实测压力， PPj 为节点j处的预测压力， OQp 为管段p的实测流量，PQp 
为管段p的预测流量，α和β是正规化度量衡。 
问题的隐式的边界约束条件包括压力边界约束条件和流理边界约束条件。可以运用这些约束条件

来确保在校准过程中的结果校准不会产生不切实际的压力或流量。对于一个给定的联接节点压力

向量P，这些约束可以用如下数学表达示表示： 

                式18 

同样地，对于给定的管道流量向量Q ，这些约束条件可以表达如下： 

                      式19 

可以使用显式边界约束条件来为校准问题中的显式决策变量设置限值。通常，这些变量包括：

（1）每根管的粗糙度系数，（2）每个节点的用水量。当给定管道粗糙度系数C时 ，这些约束

条件可以表达如下： 

                    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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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对于给定节点的用水量向量D，这些约束条件可以表示如下： 

                             式21 

隐式系统约束条件包括节点的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节点的质量守恒方程式Fc Q）要求任

何节点处液体的流入或流出量总和减去任何外部用水量Dj 必须等于零。对每个节点 j 可以表示

如下： 

                   式22 

式中 Nj为联接到节点的管段数量， {j} 连接到节点j 的管段组。  
能量守恒约束条件Fe（Q）要求任何路径或环形K的沿程水头损失（HLn）和局部水头损失（HMn）
之和，减去由泵添加到流体中的能量，再减去已知两点之间水力（Dek）坡度差值等于零。对于

任何环形或者K路径，该关系可以表达如下： 

          式23 

式中 Nk 为与环形或者K型路径相关的管段数量， {k} 是与环形或者K型路径相关的管段组。应

该强调的是，HLn， HMn，和 Epn，都是管段排水量Q的非线性函数。  
通常，隐式和显式边界约束条件都直接并入非线性问题公式中，并且可以运用两个不同的方法

之一来处理隐式系统的约束条件。在第一种方法中，直接将隐式系统约束条件并入非线性方程

组中，并运用正常非线性程序方法来求解。第二种方法中，从优化问题中删除方程组，并运用

数学仿真法进行外部评估（Ormsbee， 1989；Lansey和Basnet，1991）。这种方法考虑到了

小得多而且更易处理的优化问题，因为运用外部仿真模型使得这两组隐式方程组（组成了起始

问题的线性和非线性同等约束条件）更加合理（见图8）。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运用隐式优化算

法生成决策变量向量，然后将该值传给一个低水平的仿真模型，以此对所有隐式系统参数进行

评估。来自于仿真模型的反馈信息包括用来确定每个约束状态的数值，还有用来评估与目标函

数有关的数字结果。 
优化算法 

1 生成满足方程式15的决策变量X 

2 将X代入优化算法 

3 On return evaluate Equation12 and 14 

4 更新X，以满足方程式15 

5 检查是否收敛，停止并返至第2步，继续 

 
 
  
 
 
不管选择了哪种方法，必须用一种非线性优化法来解所得数学方程式。通常，建议使用三种方

法：（1）梯度算法，（2）模式搜索法，和（3）遗传优化算法。 
 

仿真算法 

1 满足方程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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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算法需要第一个或第二个衍生信息，以便对目标函数做出改进。通常，通过运用补偿法或

者拉格朗日乘数法来处理约束条件（Edgar和Himmelblau，1988）。模式搜索法采用非线性启发

式算法，该算法使用目标函数值仅为了通过搜索区域确定连续路径（Ormsbee，1986，Ormsbee 
和 Lingireddy，1995）。通常，当决策变量可以明确地区分目标函数时， 好使用梯度算法来

搜索方法。如同当前问题的情况，当目标函数不是决策变量的显函数时，相对优势就不那么明

显，尽管可以确定所需的梯度信息的数值。 
近，一些研究者开始研究运用遗传优化算法来解决这一类复杂的非线性优化问题（Lingireddy 

等人， 1995；Lingireddy和Ormsbee， 1998；and Savic 和 Walters 1995）。在同时比较多

个解向量来取得优化解方面，遗传优化比传统优化算法更具优势（Goldberg，1989）。另外，

遗传优化算法不需要梯度信息。 后，遗传优化算法采用与相反的概率性过渡准则，而确定性

准则具有确保抗差解算法的优势。 
遗传优化以一个随机生成的决策向量的初始群体开始的。对管网校准应用而言，每个决策向量

都是由管道粗糙度系数、节点用水量等组成。决策向量的 后群体是通过迭代解法确定的，迭

代解法有三个步骤：1）评估，2）选择，以及3）再生。评估阶段包括在当前群体中为每个元件

（决策向量）确定恰当的函数值（目标函数）。基于这些评估，算法会选择解的子集用于再生。

算法的再生阶段包括运用已选择的起始解集来生成新的解（附加决策向量）。再生是通过交叉

的过程来完成的，即新决策向量的数值是由选择的两个起始决策向量元件确定的。所求得的解

存留是由随机进入结果向量中的突变来维持的。结果算法于是可以产生一组优化解，并因此提

高了得到成功模型校准的概率。 
尽管常规优化算法和遗传优化算法为供水系统模型的校准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算法，用户还是应

该认识到算法工具还是非常依赖于输入数据的精确性的。当数据中的误差很大（例如，水头损

失和水头损失的误差数量级相同）时，此类算法很容易出现出敛问题。另外，因为大多数管网

模型校准问题都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未知数比已知数还多），如果收集现场数据时系统压力不

合适，许多不同的解（粗糙度系数，节点用水量）可以给出合理的压力。  
9  展望 
随着非线性优化算法的出现和使用，可能在微观校准领域取得某种成功。当然，应该认识到成

功的大小依赖于这样一个程度，即已经消除了或者至少明显减小宏观校准误差的源头。虽然可

能传统优化技术并不能找出这些误差源，但可能利用会专家系统技术开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定

性工具。在此情况下，可以从由其他建模者用来查找 可能的给定系统特性和运行条件的模型

的误差源的经验数据库创建一般的校准准则。这样的系统还可以链接一个图形界面和管网模型，

在校准中提供一个交互式的工作环境。 
近几年，在模型校准方面出现了许多使用GIS 技术和SCADA 系统数据库的倡导者。GIS 技

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将用户帐单记录与管网模型元件相链接，用来分配节点用水量的

初估计值（Basford 和 Sevier， 1995）。这一技术也提供了检查管网数据库误差的图形环境。

关于管网模型校准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可能性是在线管网模型的开发与应用，这是通过将模型和

一个在线SCADA 系统相连接而实现的。这样的配置提供了不断校准的可能，其中的模型是随

着通过SCADA系统收集到的附加数据而不断更新的（Schulte和Malm，993）。  
后，Bush 和 Uber (1998) 近研发出三个基于敏感性的度量值，用于模型校准中为可能的

取样位置进行排序。虽然有文件记载的取样应用很少，建立的方法为改善模型校准选择改进的

采样地点提供了可能。可以预见，未来在此领域的研究会更加活跃。 
10   总结和结论 
在进行任何管网分析规划和设计研究之前，都应该进行管网模型的校准。已经提出了管网模型

校准七-步法。历史上，在此过程中 难的一步是微观校准过程中的管道粗糙度系数和节点用水

量的调整。随着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现在可以获得较好的模型校准并取得圆满成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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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进行管网分析前，不能建立好的校准管网模型是说不过去的。可以预见未来GIS和SCADA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优化取样算法也会开发出更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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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Water Quality Analysis［水质分析］ 
见 KYPipe –Water Quality Analysis Demo 
Utility Programs［应用程序］ 

www.kypipe.com.cn



 

 

Water Quality Modeling［水质建模］ 
在Safe Drinking Water Act[安全饮用水法则]重新实施后，输配水系统中的水质建模变得越来越

重要。Pipe2008 为EPANET 程序提供了强大的接口，可以对已经创建的水力管网模型进行水

质模拟。下面例子说明了创建水质模型的必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EPANET 不可以进行稳态

水质模拟，因而此例只进行长周期水质模拟。  
例子 
EXQUAL（一个24-小时长周期模拟水力管网模型的例子）用来说明利用PIPE2008-EPANET 界
面进行水质建模的方法。PIPE2008-EPANET 界面的不同功能可以使用EXQUAL分两部分来进

行说明。 
第1部分:  在PIPE2008环境中为EXQUAL 提供下列水质数据，然后在EPANET环境中运行
EPANET水质分析。  
* 用来模拟的化学成份是Chlorine[氯]  

* 输配水系统中所有管道的容积衰退率是-0.15/天- 

* 输配水系统中所有管道的管壁衰退率是-0.5 英尺/天 

* 供水水池中的氯的浓度为3 ppm[百万分之三]，水箱中的为1.5ppm [百万分之一点五] 
如果容积/管壁衰退率是零，程序会分配一个默认值。 

Part 1[第一部分]的解决办法： 
* 打开PIPE2008，在DataFiles文件夹中打开文件名为EXQUAL的数据文件 
* “Other Data”和“Quality”，进入水质数据窗口 

 
提供下面窗口中所示的水质数据，请查看EPANET用户手册，以获得衰减率和其它相关数据的
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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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步骤进入EPANET 操作环境： 
* 点击“Analyze”，然后再点击“Analyze” 

* 会出现如下的菜单，选择“Water Quality”再点击“Analyze” 

 
* 会出现如下的菜单，此阶段，会生成EPANET 中所需要的数据文件。 

 
* 有很多方法可以浏览结果-曲线图式、列表式、以及图形标签的形式。如果在上面的选框中，

勾选了 Generate Tabulated Results，那么在结果报告中会包含有 EPANET 输出结果。可以利

用节点结果图表来查看氯含量，也可以在图形中查看相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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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假定所有直径为6英寸以及更大的管道，容积衰减率为-0.10/天，管道壁衰减率为-0.75 
英尺/天，然后不退出PIPE2008环境，并重新运行EPANET水质分析，注意：系统中其它管段和

前面部分中的一样，有相同的容积和管道壁衰减率。  
第2部分的解决办法： 
* 为了改写在“quality”数据窗口中指定的整体容积和管壁衰减率，可以通过选择“pipe 
information window”中的“User Data”选项来为所有的 6 英寸直径管道指定衰减率。选择所

有管径为 6 英寸管道，然后点击“User”按钮来进入下面的“User Data”菜单。 

 

* 提供合适的容积和管壁衰减率。对所有的管径为 6 英寸的管重复此过程。另外，可以使用

“Group”操作功能来为所有管径为 6 英寸的管设置容积和管壁衰减率。参见 Pipe User Bo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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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and Group Mode。步骤如下如述。 
* 首先点选任意管段，然后点击Group按钮，如下图示。该操作使“Group Operation[组运算]”
和“Set Selection[集合选择]”出现在 “Pipe information windows[节点信息窗口]”中。 

 
* 在“Set Selection”菜单中选择“Diameter”，点击6，然后点击“New Set”按钮。此过程

后会高亮显示所有管径为6英寸的管。现在所有管径为6英寸的管已经高亮显示了，选择 “Item 
to Edit”中的“Bulk Rate”选项，然后在“New Value”中输入0.10，再点击“Proceed［继续］”。

该过程将所有管径为6英寸的管设置容积衰减率设置为-0.10/天。重复该过程设置管壁衰减率。

 

* 点击顶部菜单工具条中的 “Analyze”，然后选择“Analyze”进入下面的分析选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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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Water Qualtiy”选项，点击“Analyze”并按照屏幕上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此过程会生

成一个EPANET水质数据文件，执行EPANET水质分析并将EPANET生成的，表格式输出结果

导入Pipe2008 Report（如果勾选了Generate Tabulated Report选框）。另外，此过程也将

EPANET 水力结果转换成Pipe2008格式，用以曲线图显示。点击"Report工具条来查看EPANET
生成的，表格式输出结果。一个显示24小时氯浓度的样品输出报告如下图所示。 

 
*下面的图形描绘了在23小时的流量， 跟EPANET 水力模拟模型计算的一样，叠加在PIPE2008
的管网示意图上。可以使用 [主菜单中的Labels来显示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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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了解EPANET File Conversion的相关信息，查看第17章：Utilites, EPANET 
Convert 

第16章:  PIPE2008 介绍 
在Pipe2008用户手册中查看相关的详细介绍。 
PIPE2008提供了各种显示数据和模拟结果的方法，如下： 
Tabulated Reports［表格式报告］ 
Network Plots with Labels［带标签的管网图］ 
Node and Pipe Results Boxes - Quick Tables and Plots［节点和管道结果框-快速制表和绘图］ 
Contours［等值线］ 
Color Emphasis［颜色强调显示］ 
Profiles［包络线］ 
Selected Output［所选输出结果］ 
Customized Reports and Plots［用户定义的报告和图表］ 
表格式报告 
分析会生成一个表格式报告，报告中显示了Input Data Summary［输入数据的汇总］和Results 
for the Analysis［分析结果］。该文件与模型在相同的文件夹中，扩展名为OT2，可以使用写字

板对其进行浏览和打印。 

www.kypipe.com.cn



 

 

 
使用该工具条会自动进入表格式输出结果，以便于分析、浏览和打印。注意， 初会给用户提

示错误信息。各操作按钮描述如下： 

 点击该按钮可以打印Output Table的输出结果。 

 点击该按钮可以清除显示内容。 

 该按钮允许您修改用来显示和打印输出表的字体。 

该按钮允许您导入其它扩展名为.OT2（输出表） 的文件。 

该按钮与Customized Reporting程序相连接。 

  
该下拉选框允许用户显示单个案例或者时间的结果。报告被分成许多部分。ALL选项表示显示所

有时间和案例的结果，包括原始数据的汇总和附加报告。可以用该选择器选择Data Summary，
则会以表格形式显示所有的模型输入数据，单独的案例结果，或者其它各种报告。 可用的报告

取决于所执行的分析类型。 
默认的是报告中支有每根管和每个节点结果。然而，您也可以使用Selected Output将报告限制

为某些特定管和节点的结果。  
可以为Regular Simulations［常规模拟］和EPS模拟选择的部份的例子如下图所示。 

 
常规模拟                                    长周期模拟 

一些表格式报告的例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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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汇总 

 
EPS 结果集 

 
EPS 大 – 小总结 
若想了解建立Report的更多信息，打开Pipe2008 User’s Guide中的查看Reports。 
带标签的管网图 
可以显示和打印整个管网或者管网中任意部份的图（有无背景图均可）。可以利用管道和节点

标签来显示各种数据和结果。可以显示全部或者所选节点和管段的标签。Label工具条提供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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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标签选项，可以控制其外观、字体和大小等等。利用顶部菜单工具条中的Label按钮可以快

速选择各种重要的标签，可以打开管段、节点或者所有标签。在屏幕底部的Results Selector Bar
允许用户快速选择结果的类型和显示的时间（案例），允许用户选择一个时间（结果A或者结果

B）或者同时两个都选（结果A和结果B）。在屏幕顶端的LABEL工具条中可以激活该操作，即

显示结果A还是结果B，或者两个都显示。一个有标签的管网图例子如下所示： 

 

显示管道流量、直径以及节点压力的管网图 
节点和管段结果框-快速绘图和制表 
这些选框显示了所选节点和管段的结果，包括结果图表，如下所示。这些图使结果的查看非常

快速和简单，可以生成点和管段的全屏的表格式结果。在组模式下，可以生成一组节点和管段

的结果图表。一些例子如下所示。亦见NodeResults Boxes和Pipe Results Boxes中关于定制图

和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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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段结果选框中的图表（小视图） 
当图表被放大（全屏），有多种对它们进行设置并用作它用的选项，如下图所示。表中也有ASCII
和EXCEL格式的输出选项。 

 

 
节点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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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压力图 
等值线 
可以建立，显示以及打印各种节点数据和结果的等值线图。可以显示多种类型的等值线，包括

阴影区和阴影线。在Emphasis / Contours（Map Settings[图形设置]）中可以设置等值线。 

 

颜色强化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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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泵或者管段的颜色强化显示，可以按照各参数项数值的不同来设置不同的颜色。这是用

来显示数据的。利用Emphasis / Contours- Nodes工具条（Map Settings [图形设置]）可以设置

节点和泵的强调色，运用Pipe Emphasis工具条（Map Settings[图形设置]）可以设置管段的强

调色。 

 
包络线 
剖面图显示了管线的断面部分，以及水头和 大/ 小包络线。包络线对于管道系统设计和运行

是非常有用的。更多信息请查看Profile。 

 

输出所选结果 
Selected Output选具有这样的功能，在运行Pipe2008分析时，允许用户指定输出报告中包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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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节点和管段。对于大型管网模型，此功能非常有用，不然输出报告会非常庞大。对用户而言，

找出想要的结果是一项耗时的工作。该功能也可以用来选择Surge分析中要查看其结果的节点

（见Surge  Reviewing and Presenting Result）。 
下面讲述的是如何指定用于Selected Output的管段或节点组。更多关于Selected Output功能的

信息，见 

Reports (System Data)［报告（系统数据）］ 

Pipe User Box［管段用户定义框］ 

Node User Box［节点用户定义框］ 
Sets and Group Mode［集合和组模式］ 

Data Tables - Limited Output［数据表格 –限制输出］ 

例子: 
比如说，用户仅想知道编号为5、6、7和8 的管段的输出结果。在Map窗口中，点击进入 Group 
Mode。高亮显示编号为5、6、7和8的管段。在Pipe Information窗口的Edit Pipe Set[编辑管道

组]属性框下，点击Item to Edit下拉选框。选择Limited Output（或者其它任何用户属性）。在

Operation下拉选框中，点击Exclusive Value [唯一值]。在Value选框中，为Limited Output组分

配一个整数编号，如1，然后点击Proceed[继续]。  
如果您想核实是否有名称为1的由管道5、6、7和8所组成管段组的Limited Output。点击Clear，
取消管段的高亮显示。在Set Selection下的下拉选框中，点击Limited Output。在Value(s)选框

中，会出现1。选择1并且点击New Set。编号为5、6、7和8的管段会高亮显示。 
现在利用这个用于Selected Output的管段组，进入System Data / Reports窗口。在Pipe Output

窗口下，选择Selected。在Attribute for Selected Pipe Output下拉选框中，选择Limited Output。

然后点击Value下拉选框，会看到其中一个选项是1。选择1，然后分析系统。分析完成后，通过

选择Report来查看输出的结果。在Pipeline Results下，只显示管段5、6、7和8的输出结果（尽

管在分析中包含了所有的管段）。见Selecting Nodes for Limited Ouput。 

定制报告 
定制报告和图表 
利用customized reporting[定制报告]和图表模块，用户可以选择包含在报告中，用于浏览和打印

的元件和参数。可以由用户定制并创建图表。通过点击Report窗口中的Customize按钮来进入定

制报告。 

 
出现下面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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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定制报告中要包括的Node，Pipe和Result（案例编号）等数据。 

勾选（点击）其中包含的项目，然后点击  将它们移到Selected Fields[选定区]选框中。 

会将高亮显示的数据项从Selected Fields选框中删除掉。 

会使定制的报告中包括所有可用的数据项。 

会将所有的数据项从定制的报告中删除。 

其它操作： 

 保存当前数据文件的定制报告设置。 

Limited Output Options［限制输出选项］ –节点和管段有四个限制输出选项，如下所示。 
No Nodes (Pipes)［无节点（管段）］ - 从定制的报告中删除所有的节点（或者管段）。 
All Nodes (Pipes)［所有节点（管段）］ - 这是默认设置。定制的报告中包括所有的节点（或

管段）。 
Selected Nodes (Pipes) (Pipe2008)［所选的节点（管段） (Pipe2008) ］– 定制的报告中仅包

含在Pipe2008中指定的用于Selected Output的节点（或管段）。查看Selected Output。 
所选节点（管段）（当地的） - 使用该选项时，会出现一个下拉选框，用户可以单独选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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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制报告中的节点（或者管段），如下图所示。 

 

 - 打印文件，方便浏览，如下图所示。该窗口中Font和Color设置仅在查看结果

时可用，不能显示在打印输出上。 

 

点击该按钮会弹出下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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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轴, Y – 轴，选择 NODES – 用户选择X轴及Y轴参数，并选择显示结果的节点。  
Title［标题］ – 用户可以为图形输入一个标题。 

2D, 3D, Line, Bar Style 1, Bar Style 2［2维，3维，线条， 工具条类型 1，工具条类型 2］– 设

置图形的类型。 

Time Range［时间范围］ – 可以选择 小和 大时间范围。 

X-axis, Y-axis［横坐标, 纵坐标］ – 可以选择的 小和 大坐标。 
Show Graph［显示图形］ –显示所选项的图形或者如果选项发生变化，则更新图形。 
PicExport［图形输出］ – 创建一个该图形的JPG图像。 

DataExport［数据输出］ –  为图形数据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Print［打印］ – 可以修改打印设置然后打印图形。 
End［结束］-  退出窗口。 

第 17章:  应用程序 
Pipe2008 应用程序 / 数据交换 
有许多和PIPE2008捆绑在一起的程序，这将有助于您完成各种各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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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View输出程序 
点击File | Pipe2008 Utilities就可进入该窗口。  
ArcView Export Utility可以将 PIPE2008管道系统和所选的数据项一起输出到ArcView文件。在

ArcView中，可以调用这些功能并且可以执行特殊的分析/问题或者仅仅浏览覆盖在您的其它应

用程序信息上的管道系统。 
下面是将信息以ArcView文件输出的步骤： 

1. 按下 按钮，导入PIPE2008 数据

文件。 文件导入后，可以看到信息出现在左边列表框中（标有available的条目）。 

2.  在程序中出现了2个工具条如 点击Nodes，选择节点信息

页。 
3  出现了两个列表， Available Items 和Selected Items。Available Items是PIPE2008数据文

件中所有可用的节点数据项。所选项显示了将按所示顺序导出到ArcView文件中的节点数据项。

注意，条目的名称在数据文件中且以(~) 打头，但在PIPE2008电子表格中是不可见的。 
4.  您可以采用两个方法将数据项移加到Selected Items中。 

a.  可以点击Available Items列表中的项，然后按下该键。    
b.  可以点击Available Items列表中的任意项，双击。 
5.  可以采用两个方法将条目从Selected Items中移除。 

a.  可以点击Selected Items列表中的一项，然后按下该键。  
b.  可以点击Selected Items列表中的任意项，双击。 
6.  一旦在Selected Items中已经添加了所有想要的项目，您可以改变它们在ArcView文件中的

次序。点击Selected Items列表中的任意项，并点击 或

在列表中进行移上和移下。 

7.  您已经完成了节点的输出设置。点击 工具条中的Pipes
按钮来选择管段信息页。现在重复步骤4到步骤6来添加或删除管段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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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在，点击 按钮就可以创建

ArcView型式文档了。 
如果以后还要执行相同的输出，您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输出样板，将所有列出项保存在Selected 

Items列表中。点击 并选择您先前指定

的样板名。您会发现所有的节点以及管段的Selected Items列表都保存到先前的设置中了。 
9.  应用程序运行以后，会生成两个ArcView功能，在根目录中的Test_n （节点）和Test_p （管
段）。 
在ArcView中，按以下步骤操作： 
10.  打开或创建一个项目。 
11.  打开或创建一个视图。 
12.  从菜单依次选择View / Add Theme[视图/增加主题]（或同时按下Ctrl T），然后从根目录中

选择Test_n.shp 。 
13.  从菜单依次选择View / Add Theme[视图/增加主题]（或同时按下Ctrl T），然后从根目录中

选择Test_p.shp 。 
现在您可以看到图片了。 

ArcView导入程序 
点击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便可进入。   
ArcView是一个GIS系统，允许您存储带有相关数据的图片。许多人将管道系统用保存到GIS 系
统中，并想要将其转入PIPE2008中进行水力分析。在GIS 系统中 广泛使用的文件格式是

shape file。大多数GIS 系统支持将数据以shape file格式保存和输出。ArcView输入程序允许将

ArcView格式文件导入（包括数据）至PIPE2008。 
这是一个基本操作指南，向您展示如何运行导入程序。 
启动ArcView导入程序。这个图标在PIPE2008文件夹中，也可以通过在Windows开始菜单中选

择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 | ArcView Import Utility找到该图标。 
启动后会出现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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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有“Load Line Feature Headers”的按钮。 
出现一个文件框，提示您输入管线特征元件（包括系统中的管段）的名称。选择文件，然后点击

OPEN。 
当打开feature后，ArcView区充满与管线相关的数据项名称。如果区内的任意名称与PIPE2008

区中的名称相符，那么它们会自动配到一起（例如，下面的选框中，您会发现# of Meters这一

名称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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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区内的名称不相符，那么在ArcView Field列表中名称的两侧会出现星号（*），并且会在

PIPE2008 Field 列表中出现DO NOT IMPORT的字样（例如，在上面的属性框中， “Data Item”

是不匹配的）。 

游览整个列表并确定所有的项目都完全相符。如果您发现一个不相符的，那么就在左侧ArcView
区列表内选择并点击该项目，然后从右侧PIPE2008区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然后点击标有“Match”

的按钮。您会发现这两个数据项目对起来了。 

如果您让在PIPE2008数据区对文件中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数值，可以使用“Set Value”按钮。例
如，如果您想将文件中所有管段的参考年份设置为1982年，那么您可以按以下操作： 
1. 在Pipe2008区列表中点击标有Reference Year的项目。  
2. 点击标有Set Value的按钮。 

 
出现上面窗口后，输入1982然后点击OK[按钮。 
 

现在PIPE2008 Field列表中该项目前面有了一个星号（*），表示该区有一个数值。如果您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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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该设置，只要再选择该区，点选Set Value，删除该数值，然后点击OK即可。 
当您对所有设置的数据项目都感到满意后，点击标有PROCESS FEATURE的按钮。您会看到一
个状态指示工具条，该工具条从左到右逐渐充满（有时非常慢），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告知
正在处理管线特性。  
您现在导入了管线（或者管段）。如果您没有节点特性，您可以点击标有SAVE PIPE2008 FILE[保
存PIPE2008文件]按钮，来保存图，然后退出。 
如果要导入节点，每个节点类型都应该保存至不同的shape file文件中。  
点击标有Load Point Feature Headers的按钮。  
出现一个文件框，提示您输入点特性的名称，其中包含了系统中一类节点的信息。选择文件，
点击OPEN。 
当您选择的feature打开后，ArcView区充满了与管线相关的数据项目名称。如果区内的任意名称

与PIPE2008区中的名称相符，那么它们会自动相配到一起。如果区内的名称不相符，那么在

ArcView Field列表中名称的两侧会出现星号（*），并且会在PIPE2008 Field列表中出现DO NOT 
IMPORT 的信息。 
游览整个列表并确定所有的数据项目都完全相符。如果您发现一个不相符的，那么就在左侧

ArcView区列表内选择该项目并点击，然后在右侧PIPE2008区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然后点击标

有“Match”的按钮。您会发现这两个数据项目对起来了。  
对于节点项目，通常很少能自动相配的，因为名称是多种多样的（像泵的Pump Power［泵功率］

以及水箱的Tank Inlet Height［水箱入口标高］）。您需求查看下面的表，确定每个项目应该与哪

种节点类型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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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状态[0,1] （0=从右到左）确定的方向（入口到出口），如果管段连接至左侧，使用负
指标#。  
<b> = 总是沿着管段指定的方向从N1 到 N2。  
<c> = 实测值 
<d> = [PRV1, PRV2, PSV, FCV1, FCV2]  
<e> = [球阀， 蝶阀，闸阀，直通阀， 针阀，用户-定义阀]。 
如果想让一个PIPE2008数据区内的每个项目都拥有一个数值，使用“Set Value”按钮。对于节

点，您需要在~TYPE中设置与节点类型相对应的值。 
当您对所有设置的数据项目都感到满意后，点击标有PROCESS FEATURE的按钮。您会看到一
个状态指示工具条，该工具条从左到右逐渐充满（有时非常慢），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告知
正在处理管线特性。  
您现在导入了管线（或者管道）。如果您没有节点特性，可以点击标有SAVE PIPE2008 FILE[保
存PIPE2008文件]按钮，来保存图，然后退出。 
ArcView Import现在已经完成，您可以将转换图导入PIPE2008！ 

AutoCad 转换 – DXF 应用程序 
- 如何在AutoCad显示使您的Pipe2008 数据文件。 

- 如何从AutoCad Map中创建一个shape file文件。  

点击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便可利用该功能。   

进行Pipe2008 与 AutoCad之间的转换时，必须在该计算机上安装AutoCad 14或更高的版本。 

为了在AutoCad中显示Pipe2008数据文件，按以下步骤操作：  
1.  运行 Pipe2008。 

2.  导入数据文件。 
3.  打开您想在AutoCad中显示的任意节点和/或管段标签。 
4.  保存数据文件。如果愿意，可以退出Pipe2008。 

5.  运行AutoCad Exchange Utility (在Windows菜单中的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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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Pipe2008]下)。 

6.  点击生成Generate Autocad Drawing[生成Autocad图]。 

7.  AutoCad 开始运行 (如果尚未开始运行)。 

8.  会提示您打开一个Pipe2008数据文件。选择您在步骤4中保存的文件。 
9.  程序运行并在AutoCad中生成4个图层。这4层是： 

P2k_nodes  -  这些是表示节点实体的点。 

P2k_nodes_labels  -  这些是节点的文本标签。 

P2k_pipes  -  这些是表示管段实体的三维多线段。 

P2k_pipes_labels - 这些是管段的文本标签。 

10. 在AutoCad 中选择View | Zoom | Extents。这样会显示创建的系统。 

11. 可以绘制或者保存AutoCad 图。 
为了将AutoCad 图导入到Pipe2008，按下列步骤操作： 

该功能会将AutoCad 图中的所有可视图层上的线和多段线作为和段导入到Pipe2008中。 

1.  运行AutoCad Exchange Utility[AutoCad转换应用程序] (在Windows菜单中，在 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下)。您可以设置Tolerance [公差]， 这表示AutoCAD

中两条线的端点或者多线的端点之间距离多远时会被视为同一点，并与Pipe2008连接 。这会严

重影响在AUTOCAD中绘制的曲线。Look for End Point Intersections[寻找交叉端点]选项与线或

者多段线在其它管线的终止位置有关，端点可能不会正好落在线上，如果距离在设置的公差范

围以内，允许其进行连接。 

2.  AutoCad 开始运行 (如果尚未开始运行)。 

3.  载入其中包含您想要导入的管线的图。 

4.  选择Format | Layers并核实包含您想作为管段输入的线和多段线的图形层是打开的。 

5.  转回到KY ACAD 任务窗口中。 

6.  提示您打开Pipe2008 数据文件。除非您想将新线合并到既有管道系统中，

否则不要进行此项操作。对一般输入操作，只需点击Cancel [取消]。 

7.  程序会运行并生成数据。 
8.  会出现对话框，提示您保存Pipe2008 数据文件。输入文件名并点击Save[保存]。现在文件

生成了，且可以调入Pipe2008中。 

如何从AutoCad Map中创建shape file文件 

您可以运用AutoCad Exchange Tool [AutoCad转换工具]，将AutoCad图中的线和多段线作为管

段导入Pipe2008中。如果正在使用AutoCad顶部的AutoCad MAP, World，或者任何其它GIS程

序，并且具有节点和管段的数据，那么有一种更好的数据导入方法。 

几乎所有的GIS程序都具有导入和导出ArcView Shapefiles文件的功能。 好的路径是将系统以

shapefile格式导出，然后运行ArcView Import程序。 

启动AutoCad Map，并导入数据文件 

Shape files文件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实体（线、点、多边形）。我们将要创建一些Shape files文件

来表示我们的系统。一个是针对管段的，而且我们有的每个端节点为类型都有一个（节点，水

箱，水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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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Format | Layer[格式|图层]。除了表示管段的图层以外，关闭其他所有图层。 

如果需要，首先点击Zoom Out[缩小]来显示整个系统（View | Zoom | Extents视图|缩放|范围）。 

拖出一个选择框来选择所有可见的项目。  

Map | Map Tools | Export[图形|图形工具|导出] 

像下面一样填写选框： 

 
点击"Select<[选择<]"按钮。会发现表示Number of Objects Selected[已选目标数量]的计数器变
为显示找出的线条的数量。该数量应该非常接近您希望输入的管段的数量。 
点击标有“Proceed”的按钮。 
出现一个标题为 “Map Export Options [图形输出选项]” 的新对话框。 
选择标有“Map Object Data to Data Element [图形目标数据到数据元素]”的选项。 
点击“Data”按钮。 
出现下面选框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管段数据的“Data Table [数据表]”。 
点击OK键。 
现在生成了所有管段实体的shape file文件。 

检查版本 
依次点击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下便可找到该程序或者在Pipe2008 
V2文件夹中找到。 
当KYPipe网站(www.kypipe.com)上有更新版本时，只要联网就会自动出现该窗口。注意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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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和版本编号的改变。打开Pipe2008V2文件夹，就可以将此设置为禁止使用。找到

VERSION.EXE[版本.EXE] 文件并将其改名。 

 
定制报告 
在Pipe2008的Report工具条下可以找到该程序。  
Customized Report允许用户创建一个分析结果的定制输出。见第16章：Pipe2008 
Presentations。 

Cybernet的导入 
在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文件| Pipe2008应用程序]下可以找到此程序。   

此应用程序可以将扩展名为.DXF 和.INP 的Cybernet 2.x 文件转换成KYPipe 格式以.KY为扩

展名文件，在稍后KYPipe版本中使用。一旦转换成.KY 格式，用户可以打开Pipe2008，利用 

Import KY命令（Main Menu/File[主菜单/文件]）来导入文件并创建新的.P2K文件。 

为了打开此应用程序，点击Pipe2008目录中的Cybernet Import图标。出现下面的窗口。点击

Convert Files [转换文件]。提示用户选择需要转换的.DXF 和.INP 文件。一旦进行了选择，转

换自动完成，而且可以在和 初的.DXF文件相同的文件夹内找到新的.KY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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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来的WaterCAD 版本，见Convert WaterCAD [转换WaterCAD] 。  

DAT Import［DAT文件导入］ 
在Pipe2008中的主菜单File下可以找到该程序。  

此应用程序是用来转换在KYPipe2 Plus之前的KYPipe版本中的KYPipe文件的。该程序将这些

MSDOS文件从.DAT格式转换成过后版本的KYPipe中使用的.KY 格式。一旦转换成.KY 格式，

用户可以打开Pipe2008，并利用Import KY命令（Main Menu/File[主菜单/文件]）来导入文件和

创建新的.P2K文件。为了打开此应用程序，点击 Pipe2008目录中 DAT Import图标，会出现下

面的窗口，点击Convert a File [转换文件]。会提示用户选择需要转换的.DAT 文件。一旦选择完，

转换将自动完成，会在和 初的.DAT文件相同的文件夹内找到新的.KY文件，而且名称相同。 

 

Demo Version［演示版本］ 
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可以打开此应用程序或者在Pipe2008V2

文件夹中。许可用户运行Pipe2008作为演示，但仅限于50根管段。 

Diagnose［诊断］ 
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可以打开此应用程序或者在Pipe2008V2
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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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咨询技术部门以获得更多关于如何使用Diagnose 的信息。 

DT2 Import［DT2文件导入］ 
在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 [文件| Pipe2008应用程序]下可以打开此应用程序。   

 

导入DT2 文件。是用来导入EPANET、WaterCAD、Surge5以及其它数据文件的主要工具。这

些导入的应用程序都生成一个DT2文件，该文件可以使用Import DT2应用程序进行转换。另外，

如果您的P2k和备份文件丢失了，只要DT2文件是可用的，就可以使用Import DT2 Utility来新建

一个P2k文件。一些数据是不可恢复的，比如某一类User Dat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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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NET文件转换 
在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下可以打开此应用程序。   
EPANET2 文件导入提供了利用其它广泛使用的管道系统软件的功能。WaterCad® (版本5) 和 
H2ONET 都可以以EPANET2文件格式输出。这为使用Pipe2008或者Surge提供了便利。 
EPANET .inp文件的导入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生成一个DT2文件，然后利用DT2输入应用程

序创建Pipe2008的p2k文件。 

 

注意， EPANET 仅支持水池-类型的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导入到Pipe2008后，可以将水池转

换成其它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类型，如水箱或者供压装置。相反地，进行质量分析时生成的

EPANET2 文件中会将任何水箱或供压装置转换成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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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文件导入 
查看Excel Import，第10章：Data Tables  
在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下可以打开此应用程序。 

版本1用户的Excel文件导入：使用Excel合并Pipe2008 数

据文件  
见第10章：Data Tables 
对于版本2以及后面版本的用户，使用Copy［复制］和Paste［粘贴］管段功能或者Excel Import
应用程序。有关复制和粘贴节点数据的信息，见Pipe2008 User’s Guide.[用户手册]中的Node 
Information Window[节点信息窗口]。  

运行GenFile 
在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ities[文件| Pipe2008应用程序]下可以打开此应用程序。 
这是一个用来为GoFlow导入ASCII 文件的接口程序。文件以GEN文件格式保存。执行此操作时，

会生成具有管段数据的系统。这是一个专业的应用。联系技术部门以确定ASCII、逗号分隔格式。 

Force文件 
点击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 | force 
[开始| 程序| Pipe2008 |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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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小数设置 
此应用程序可以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或者Pipe2008V2文件夹

中找到。 
允许用户选择使用逗号小数分隔符或者句号。 

 

KY ACAD 
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或者Pipe2008V2文件夹中可以找到此应

用程序。 
这和AutoCAD文件的导入或者Pipe2008中的File | Pipe2008 Utilties下的的DXF Utility是一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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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 导入 
在Pipe2008中的主菜单中可以找到此应用程序。  
要导入一个在以前版本的KYPIPE中创建的KY数据文件，只要点击Import KY即可，选择要转换

的KY 文件，会在Pipe2008中生成和打开一个新的p2k 文件。如果在KY 文件中包括了PCX背
景，Pipe2008会试图转换该文件并也将其置为背景使用。 
对于有DAT files的早期版本的KYPIPE，运用DAT Import来创建一个KY文件，然后如上面所描

述导入该文件。 

图形链接   
见MapLink，第2章：Maps and Background Images[图形和背景图]。  
在Pipe2008中Map Settings | Backgrounds[图形设置|背景]下可以找到此应用程序。 

Pipe2008 Big 
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或者Pipe2008V2文件夹中可以找到此应

用程序。 
对于授权使用超过5000根管段的用户，当分析的系统大于5000根管段时，请使用Pipe2008 Big。 

Pipe2008 帮助 
查看 Pipe2008 用户手册，第4章：Pipe2008 帮助文件内容。 
在Pipe2008中Help | Contents or Search for Help [帮助|内容或者寻求帮助]下可以找到此应用程

序。 

Pipe2008 V2 
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或者Pipe2008V2文件夹中可以找到此应

用程序。 
对大多数模型应用来说，是Pipe2008的主引擎。 

序列 32 
在Start | Programs | Pipe2008[开始|程序| Pipe2008]中或者Pipe2008V2文件夹中可以找到该应

用程序。 

序列 32 应用程序显示了Pipe2008程序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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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5 转换 
依次点击File | Pipe2008 Utilities [文件| Pipe2008应用程序]来进行Surge5转换。按照窗口中指令

进行操作。 

 

To TIFF［转换成TIFF格式］ 
在“开始|程序| Pipe2008”中或者Pipe2008V2文件夹中可以找到此应用程序。 
To TIFF是一个将.pcx文件转换成.tif 文件的Pipe2008 应用程序。当用户运用KY Import功能（文

件-主菜单）转换KYPIPE3 文件或者KYTMP 文件时，该步是自动进行的。会生成一个参考文

件，并且图会在Pipe2008合适的位置以恰当的比例显示。然而，如果用户要将PCX图添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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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2008文件中，就可以运用To TIFF应用程序。  
要运用To TIFF，在Pipe2008目录中点击To TIFF。会提示您选择想要转换的文件。选择文件后，

转换会自动进行，并且转换后的文件会和初始的PCX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您现在可以在Map 
Link中为新背景创建一个参考文件，并且继续在Pipe2008中添加图形，然后Scale the 
Background Map［缩放背景图］。 

转换WaterCAD文件 
在File | Pipe2008 Utilities [文件| Pipe2008应用程序]中可以找到该应用程序。每个转换程序都包

含了详细的指导说明。 

 

第18章:  建模介绍  
建模的介绍 
分析方法 
模型简化 
模型校准 
管道系统模型几何 
管道系统组件 
压力和流量设置 
多场景- 变化 
直接参数计算- 约束条件 

建模介绍 
建模是指表示按照工程计算要求建立管道系统的过程。引掣是指创建和解决基本工程方程式的

模块。管道系统水力计算引掣要计算所有管道的流量和所有节点处的压力。除了基本计算以外，

许多附加计算也是非常有用的。建模能力取决于这些计算的范围和由引掣处理管道系统特性的

范围。 
已经开发出KYPIPE引掣计算输配水系统的稳态流量和压力。此引掣可以应用于任何流体，但是

通常不适用于气流，  除非假定的密度为常数。编写引掣以适合任意的管道配置和各种各样的水

力元件，如泵、阀门（包括止回阀和调节阀），以及会产生显著水头损失的任何元件或出售摊件

（如弯头、喷嘴，等等）， 还有流量计和储水水箱。可以使用英制或公制单位进行计算。 

KYPIPE引掣也可以进行长周期模拟（EPS），认为在整个模拟进行期间储水水箱的水位是变化

的。储水水箱可以是任意形状以及确定水箱操作水位的 高和 低水位。当液体液位超出这些

限值（水位控制阀）时，通向储水水箱的管线会关闭。作为长周期模拟的特点，可以利用管网

（压力开关）指定位置的水力坡度线来控制指定管段的开-关状态。例如，如果指定位置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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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并低于指定的转换值，此功能允许在管线上安装加压泵。此泵会持续工作，直到压力增加

至超过第二个指定值。同样，可以利用储水水箱中的水位来控制泵的运行状态。  

在此程序中，标高加上压力水头被称做水力坡度线(HGL)。水力梯度线数值用作各种数据的输入，

而不用分别设置标高和压力值。 

EPS功能可以解决各种管道瞬变流问题。这适用于大型瞬变流，其中加速力是可以忽略的。水箱

的排空和注水是此类问题的两个例子。运用EPS，可以进行雨水排洪分析。可以将雨水管入口的滞

洪池区模拟成储水水箱，具有由流出水位曲线图所确定的进水流量。计算机模拟会确定每个蓄

洪水库的水位有多高，以及排水系统如何处理水流，分析会持续进行，真到滞洪池排空为止。  

通常管网模型涉及特定的运行条件下的每根管段的流量计算以及每个节点的压力计算。除了进

行这些计算以外，功能强大的KYPIPE允许您直接计算各种附加的设计、运行和正好符合一定压

力要求的校准参数。此功能非常强大，达到 高标准的功能，通过消除通常与此类计算相关的

困难和误差，极大地提高了当前KYPIPE 引掣作为管网建模工具的实用性，消除了与此类计算

相关的反复计算过程。计算中可能选用下面的参数： 

1  泵转速 

2  泵功率 

3  供水或储水水箱的HGL设置 

4  调节阀的HGL设置 

5  控制阀的设置（局部损失） 

6  直径 

7  粗糙度系数 

8  用水量、流量要求 

可以为每种指定的压力要求选择一个参数。有此此功能你不用的其它详细说明在标题为Direct 

Parameter Calculations – Constraints[直接参数计算-参数]中。 

分析的方法 
KYPIPE 是以解决全部质量连续和能量方程组为基础的，利用有效线性化方法来处理非线性项

和非常强大的备用矩阵程序，这是由Theoretical  Physics  Division[理论物理部]的A.R. Curtis 

和 J.K. Reid、UKAEA Research  Group[英国原子能委员会研究组] Harwell，英国，所开发的。

此方法用一种直接并有效提供如关闭的管线，止回阀和调节阀等元件。此方法也能有效地处理

有各种参数值的数据。通过对各种管网分析的算法的广泛测试得出的结论是，KYPIPE利用的方

法是功能 强大的并且在常用的方法中具有 好的收敛性。 
亦见：Wood, D. J. 和 Rayes, A.G. "管网分析的算法式可性性" J. Hydr. Div.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
会,107(10), 1145-1161. (1981) 
Wood, D. J.  KYPIPE 参考手册, 土木工程软件中心, 肯塔基大学(1985) 

模型简化 
在分析管道配水系统之前，您应该考虑各种可能的不会对结果有明显地影响简化办法。这对大

型输配水系统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节约大量的计算机的运行时间并减少开发和管理计算机模型

以及输入数据的工作时间。 明显的简化莫过于建模成一个比实际系统具有更少管段的输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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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常用的模型简化的方法是只考虑大于某一尺寸的管段。如果此步完成，未考虑的该地

区的流量要求应该显示在该区邻近的节点上。而且，往往可以从管网中去掉树状部分。可以在

通往被删除区域的节点上指定这些区域的用水量。以这种方式删除的区域不会影响主系统中的

压力和流量。可以用单条等价管段来代替串联或并联的管段。如果系统中有明显的低压区，可

以对此进行单独分析。如果需要简化系统部分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使用主系统的分析结果对

这些部分分别进行分析。 

模型校准 

如果对既有管道系统进行分析，而其中管道粗糙度系数值和其它数据不精确，需要对一些初始

数据值进行调整来校准系统使特定工况下的系统压力与现场测试相符。如果计算机模型要提供

可以用来进行设计或操作的可靠的可靠结果，有必要进行校准。在某些案例中，管网简化和校

准有一定的难度，而本手册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主题。KYCAL提供了 佳管网校准并且利用所

有可用的现场实测数据进行优化。 

管道系统几何 

管道系统中 主要的元件就是管段。这些是等直径的管，其上可以包括泵和附件件，如弯头和阀

门。如下所示 

 
每个管段的端点称为节点，并被分为联接节点和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FGNs)。 
联接节点 - 两个或者多个管段相交的节点，或者流体进入或者流出系统的地方。如果在一个组

件处管径发生了变化，如阀或泵，那么该点就是一个联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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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 - 系统中的一个节点，压力水头和标高(HGL)都是已知的。通常是和在指
定压力下工作的储水水箱或者水池相连接的。每个系统中都必须至少有一个固定水力坡度线节
点。  

 

另外，管网包括主要环路，定义如下： 

主要环路        -  一个封闭的管道回路，其中没有其它的封闭回路。 

如果按着上述方法确定了节点、主要环路、以及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下面的公式可以用于所有

的管道系统： 

p = j + µ + f - z    (1) 

式中：   p = 管段数量 

 j =节点数量 

 µ = 主要环路数量 

 f =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数量 

         z = 分离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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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区是指一个区不能通过某个管段进入另一个的区域的区域，因而是作为独立系统运行的。

下面的图片可以说明此概念。 

 
p = 管段的数量=12 
      j =节点的数量=7 
      µ = 主要环路数量=4 
      f = 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数量=2 

                     12=7+4+2-1 

管道系统组件 
在创建用于计算分析的管道系统之前，必须获得管道系统组件物理特性的相关数据。 

管段 

泵 

止回阀 

调节阀 

可变压力供给设备 

局部阻力损失组件 

储水水箱 

压力操控开关 

流量计 

压力和流量设置 
需要某些数据来描述边界压力和流量设置。其中 重要的是联接节点处流入或流出输配水系统

的流量。一些系统中，分析是在没有指定流入和流出量（用水量）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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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系统，在确定的节点处是指定了用水量的，并且也确定了该情况下的压力和流量分配。在

任何节点处，均可指定外部的流入（负）或者流出（正）流。对于每个不同的案例或者时间（EPS），
必须输入初始设置中的的任何用水量变化。 
用水量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数据。PIPE2008 中可以使用与 多达10种联接节点用水量类型有

关的多重全局用水量因子，这样能让您轻松地创建多重用水量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利用不同

的用水量因子来表示常规模拟变化过程中或长周期模拟过程中的不同的用水量变化类型可以改

变节点处代表住宅的、商业的或者工业的用水量。 

如果要计算压力（或者压力水头），必须指定节点处的标高。不需要利用节点处的标高来计算

流量分配，只会影响节点压力的计算。所以，只有需要计算压力的节点，才有必要指定其标高。

如果需要精确显示等压线，也需要输入标高。 
在每个FGN处，包括可变水位的储水水箱（仅EPS），初始水力坡度线值（压力水头+标高）是

必须指定的运行条件。这意味着对于常规模拟，必须指定水池的水位标高和储水水箱的初始水

位标高。此外，如果在固定水力坡度线节点处有压力要求，这些要求会并入由FGN维持的HGL
指定值中。如果在系统中有调压阀或者持压阀，必须指定HGL。调节的压力会并入代表阀门设

置的HGL（压力水头+标高）计算中。 
正常流动方向 –输入数据时必须正确指定装有泵、止回阀、调压阀的管线的流量方向，这是按

照管段上节点的输入顺序来确定的。 正常流动方向是假定为从第一个输入节点到第二个输入节

点的。如果计算的流量是相反的方向，那么在数据列表中会以负号表示。 

多场景 - 变化 
程序被设计为：使用初始数据来执行模拟，使用指定的变化来执行附加的模拟。这些变化包含

两种变化，一种是用来改变初始数据并且为附加常规模拟指定新条件的变化，另一种是在长周

期模拟过程中在确定的时刻发生的指定的变化。对两种应用中的变化数据都运用相同的规则进

行编码。 
除了连接节点以外，允许其它任何初始数据的变化。所有的管线特征如长度、直径、粗糙度系

数和泵特性都可以改变。可以指定FGN's的HGL变化。可以改变确定节点处的用水量，可以做出

以原始数据为基础的全局变化。 对此项应用，通过指定全局用水量因子，可以改变所有给定类

型的用水量。在指定节点处的用水量发生确定的变化前，先使用全局用水量因子。于是，特定

的变化取代了全局变化。 

当对常规模拟或者EPS模拟指定了一系列改变后，除了节点用水量以外，其它所有的改变都并

入系统数据中，在其余的分析中这些变化保持有效，除非后来又对相同的参数做出改变。而且

对于节点用水量，每次模拟总是会返回参考初始数据，并且必须指定基于初始用水量的变化。  

直接参数计算 - 约束条件 
在Pipe2008 CD中查看Constraints[约束条件]视频。 

参见 Constraint Data[约束数据] 

当前的KYPIPE 引掣为各种设计、运行和管网分配校准参数提供了快速而准确的计算。计算的

管道系统参数正好满足管道系统中确定位置上的一系列操作条件下规定的压力要求。对于各种

设计、运行、校准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计算的参数只需要符合指定的压力条件，此过程

为确定“ 优化”数值提供了基础。这允许您根据建议或者所需系统的性能来提供正确定的决

策和构想，并得出有效的方法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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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这种附加功能，KYPIPE 变成一个综合输配水管网分析器。它在管道配水管网的设计、

运行及校准方面应用非常广泛。在满足特定的系统性能标准的基础上，它可以确定各式各样的

管道系统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的组合。这些标准代表了整个分配管网中，指定运行条件下的确定

的节点位置上指定的压力要求。这些设置中可能会有些是重复的，可以考虑将这些参数分为设

计，运行和校准参数，这些参数包括：  

1.  设计参数如：管径、泵功率、水泵扬程、储水箱水位和阀门特性。 

2.  运行参数如：泵转速、调压阀设置、控制阀设置、流量和压力参数。 

3.  校准参数如：管道粗糙度系数、节点用水量和局部阻力损失系数。 

有三种方法运用KYPIPE 来计算系统参数值的方法。对于每种指定压力条件，可以进行

下列计算中的其一： 

1.  计算单一确定参数的单一值。例如，为满足一定压力条件的指定管段的管径计算。 

2.  计算多个确定参数的单一值。例如，用作满足调节区域的压力条件的调压阀设置的单个水力

坡度线值。 

3.  确定的参数的全局因子变化的计算。例如，一组指定只要符合基于现场实验基础上的指定压

力的管段的所有管道粗糙度系数变化率。 
参数计算要求在选择用于评估的参数和压力约束要求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就是说，一个确

定的压力要求可以确定一个管道系统参数。然而，使用全局因子和参数组，在选择管网变量方

面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数量众多的参数类型的组合和计算参数的三种方法为确定管网的变量提供了非常强大而通用的

方法。 
通用的方法 
KYPIPE可以直接计算各种完合符合规定的系统参数的方法。此目标是同时满足管网守恒定律和

强加于其上的压力设置要求。此方法涉及到向描述管网水力学的流量连续方程和能量方程中添

加方程式和相应的未知数。新增加的方程式描述指定的压力要求（压力约束），新增加的求知

数代表需要确定的系统参数。扩大的方程组系统就管道流速和未确定的管道系统参数重做分析。 
可以定义代表理想特性条件的各种压力性能。对每个定义的性能，管道系统的方程组中可以加

入一个附加的能量方程。每个附加的方程可以对一个参数进行明确的计算。在所计算的参数是

满足额定压力要求所必须的这个方面来讲，由连续变量所确定的解是优化解。假定基本的管网

几何尺寸是固定的，基本管网组件位置也是固定的，每个新增加的性能可以明确地确定附加参

数值。附加压力性能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应的参数计算也没有

限制。也就是，由公式1推导出的式子如下所示： 
p + d = j + µ + f + c - z  (1a) 
式中，d是指要确定的参数的数量，c是压力规格的数量。另外，不可以将多个未知参数分配给

单个管段。例如，不可能求解出需要用来满足两个压力条件的特殊管的管径和粗糙度系数值。

方程式1a 确保了方程式和未知数的个数一样多，因而总是可以求解的。然后可以为用水分配系

统求解增广的方程组系统以及附加指定的系统参数。  
压力约束条件 

在给定的管网运行条件下，KYPIPE 明确地确定了已选管道的系统参数值，以完全符合一个或

多个指定的压力要求（约束）。可以在整个输配水管网中的指定临界位置处指定压力需求。临界

位置通常是对应于压力是 大或 小的节点处。系统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运用压力约束条件。 
管道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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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管道系统的参数及其任何组合均可以用来作为决策变量进行直接计算，来完全满足额定的压

力要求。参数包括： 

1  泵转速 - 可以利用运行数据的三个点来计算泵转速。运用相应的单位，可以修改这些数据

来表示泵在其他速度下的运行状态，并提供在各种转速下的泵扬程-流量曲线（公式.2d）。基于

计算所得的工况点，可以确定需要的泵速。 

2  泵功率 - 对于开始没有泵或者由有效功率表示泵的管段，可以将有效功率作为决策变量进

行直接计算。有效功率P，是指当流体通过泵时，转化成压力水头或者流体的动能的实际功率。 

3  FGN设置 - 可以将任何FGN的设置（水头）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这通常被用来确定在各种

运行条件下储水设备中的水位。 
4  PRV 设置 – 可以将单一的或者一组PRV's的设置（水头）作为一个决策变量。确定各种

运行条件下的这些设置的能力，对于具有几个压力区的系统的有效运行十分必要的。 

5 局部损失系数 – 利用局部阻力损失的概念就可以包括这些损失，并且可以如前面所叙述表

示如下：（此处少一方程式111） 
式中hLM 是位于某一组件处的集中水头损失，M 是一个无量纲的管段的组合局部损失系数，g 
是重力加速度， A是管道横截面面积， Q 是体积流率。可以将术语M用作决策变量来进行直接
计算。 

控制阀设置  -  用来满足特定压力条件的特定的管段中的控制阀设置可以如下确定。管段的组

合局部阻力损失系数，总和K，可以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而用于直接计算。由总和K的计算值可以

得到局部阻力损失系数。如果喷嘴关系可以很好的解决阀门的压力-流量关系，那么可以计算得

到开启面积对于全部开启面积的比率。 

6 管径 – 管段的内部直径可以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而直接计算。计算所得值Dc，一般不是可用

的管道公称直径。一旦完成了计算，您可以按下面的方法来选择实际设计管道大小。 

1 选择次大的公称直径。 

2 确定具有一系列具有等于Dc的次大和次小公称管径的管段的长度。 

3 确定与供水量等于或大于Dc的初始管段平行的管的 小公称直径。 

4 确定与供水量等于Dc的初始管段平行的一系列的管的长度。 

对于每个计算所得的管道直径，可以通过随后的计算来为以上选项确定公称直径。 

7 管段粗糙度系数 –管道的粗糙度系数可以作为决策变量并直接用于计算。这里的管道粗糙

度系数是指管段的Hazen Williams粗糙度系数。也就是系数C 。对于管网模型的校准，当初始

估计值系数C没有准确地定义时，该参数的计算是非常有用的。可以调整系数C的值以提高预测

值和已知操作条件下的实测值之间的一致性。此功能仅限于使用Hazen Williams水头损失方程式

进行的分析。 

8a 节点位置上的外部用水量- 需要来符合测得的或额定压力的节点用水量可以作为决策变

量而直接用于计算。当用水量的分配的小变化是可接受的时候，这对于校准或者管网模型的微调

是特别有用的。 此变化也可以用来确定流率以满足指定的压力约束条件，如下所述。 
8b  调流阀（持压阀）可以如下直接计算允许流出配水系统来维持指定的压力条件的流量的

大小。将流体流出系统的位置标志成节点，那么该位置处的外部用水量则作为一个决策变量用于

直接计算。这对于分析消防水耗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通过同时计算被关闭管道分开的邻近节点

处的用水量和流入量，可以直接计算为符合指定压力的流量控制阀的流量要求。 
选择用于计算的决策变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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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使用KYPIPE计算管道系统参数值的方法。对于每种指定的压力条件，可以采用下面的一

种方法进行计算： 
1 单个指定参数的单个值的计算，如用来满足指定压力条件的控制阀的设置。 
2  用于变量组的参数的单个值的计算。例如，用作许多调压阀设置的HGL的单个值的计算，只
要符合在规定地区的 小压力要求即可。这可以通过在输入的数据文件中将计算参数的所有初
始值设置为同一个值来完成。 
3 指定参数的全局乘数因子变化的计算。 
例如，一组确定的管道组的所有管道粗糙度系数的百分比变化，这些管只符合指定的压力约束

条件。在些应用中，计算参数的初始值可以不同。如果初始值是相同的，其过程如步骤（2）。 
当使用全局乘数因子作为决策变量时，在管网参数的调整上允许相当大的灵活性。该因子会对

所有的或者一组所选的管网参数做出调整，并且可以计算来满足强加的压力约束条件。当指定

了多个压力条件后，可以将各种管道系统参数分成不同的类型组，这样组数总和等于指定的压

力约束条件的数量。然后可以计算每个组的不同的全局因子。该因子用来调整所有的，包括在

各自组中的决策变量。 每个组是由一组具有未知的系统特征的管段组成，系统特征可能各组不

同。另外，可以将所选管段从这些组中排除掉，并不受此影响。例如，一个组由所有老于指定

年代的管段粗糙度系数组成，第二组由所有代表工业用水的节点用水量组成。 
众多参数类型的组合以及计算参数值的三种方法为定义决策变量提供了功能非常强大的和通用

的方法，而决策变量要必须同时符合确定的压力条件要求，可能提供大多数可行的条件。这也

允许实践工程师关于系统行为的建议方面，建立效率评估以及进行可靠的推荐。 
可以作为决策变量的参数总结如下： 

1  泵转速 
2  泵功率 
3  FGN 设置 (HGL) 
4  PRV 设置 (HGL) 
5  局部阻力损失系数（阀门设置） 
6  管道直径 
7  管道粗糙度系数 
8  用水量要求 

特殊考虑 
在使用KYPIPE进行参数计算以前，有一些应该注意的特别考虑事项。如果没有考虑这些事项，

可能会导致误差。 
1  KYPIPE 要求在用于评估的参数的选择和压力约束的条件之间有一一对应的联系。这就是

说，每个已选的管道系统参数和相关的压力约束条件必须属于同一个压力区。例如，让一个特定

压力区的管段参数来满足一个不同的压力区的节点的压力条件是不可能。 
2  对指定为关闭的管段（阀关闭），在直接计算时一定不能有未知参数。例如，如果在初始数

据中管段定为关闭或者在模拟运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变化条件关闭，那么是不可能求解管径的（用

来满足特定压力条件的）。所以，在选择其中包含泵或止回阀管段进行参数评估时，必须给予高

度注视。止回阀只允许流体按照用户指定的方向（在原始数据文件中输入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

节点）流动。 如果现实情况是逆流，那么阀关闭，管线也关闭，为该管线选择参数是不可能的。 
3  如果将在没有终端FGN节点的管网的支线区域的管段选作决策变量并用于直接计算，那么必

须指定终端节点处的压力作为约束条件。例如，对于只与一个节点相连管段，是不可能计算它的

管径的，除非指定了此节点处的压力。 
4  当选择了外部用水量并用于直接计算时，选择的节点处必须包含一个非零的外部用水量。例

如，如果初始用水量设置为零时，那么是不可能求出节点用水量的。这是因为系数是由初始用水

量相乘而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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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不可以在数据组中第一个FGN附近选择节点来指定压力约束条件，这会导致误差。 
不能进行参数计算的情况 
有一些不可行的情况会导致结果不能收敛或者不能按照计算机的指示求解方程。随着压力约束

和计算参数的增加，出现这种不可行情况的概率就越高。 
1.   管网几何结构的原因 
当所选参数不能独立或者唯一的控制通过压力约束条件设置的压力时，管网几何尺寸便会引起
的不可行情况。例子如下： 
a)  为一根管道指定了两个决策变量参数。在此情况下，不存在唯一解。例如，不可能确定特定
管段的管径和粗糙度系数，使它们满足系统中任意位置的压力约束条件。 
b)  为串联或者并联管道指定不同的决策变量。例如，不可能确定并行泵的两个不同的泵转速，
因为不存在唯一解。 
c)  赋于决策变量的管段和指定相应压力的节点必须在同一个压力区内。例如，不能可计算主压
力区的特定管段的直径，使其满足在一个单独区域指定的压力。 
d)  在管网的支线中有一条管并不是以具有指定压力的联接节点为结束点，则无解。 
通常情况下，检查管网的几何结构就可以确定是满足以上的要求。。 
2.   管网水力特性的原因 
由管网水力特性造成的不可行情况是比较难预料的，因为这些情况取决于流量的分配。本质上来

讲，这种情况是由于决策变量不能控制基线情况下的指定压力。下面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

说明： 
a)  无满足压力规定的决策变量值。例如，关闭了有直径决策变量的管段，并且超过了压力的规

定范围。因此，不存在满足压力约束条件的直径的解。  
b)  具有指定压力的节点处的压力不受决策变量值的影响。例如，从储水水箱引出的管线上的节

流阀的设置不能影响储水水箱无供水流出的节点的压力。 
有许多相似的情况，均由于管网的水力特性而不可行。需要考虑的决策变量越多，发生这种不

可行情况的概率就越高。如果遇到不能解决的情况，应该修改压力约束条件或者指定的参数，

或者两者都进行修改。参数计算提供了强大的功能，但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用户偶尔也会遇到

不可行情况。一般而言，这不是错误，通常只需尝试其他变动来获得有效的结果。 

Pipe2008的新增功能  
下面是一些附加的Pipe2006版的功能，尚未在此手册中对其进行介绍。 
- 使用Pipe2008可以进行过热分析：蒸汽模型 
- 对于在 Pipe2008 : KYPipe中的所有泵，现在可以进行如下定义： 
Device Data［设备数据］ 
如有必要，点击“More [更多]”按钮或者手形图标进行查看。 CV Time（止回阀的的关闭时间）

可以用秒为单位。CV Res（止回阀的局部阻力系数）可以定义为水头损失/（流量）2。Bypass line 
[旁通线]适用于Pipe2008 : S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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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设备数据 
如有必要，点击“More [更多]”按钮或者手形图标进行查看。每个泵的局部阻力系数可以定义

为水头损失/（流量）2。有一个可以计算该阻力系数的特殊的工具，Resistance Calculations [阻
力计算]。在Resistance Calculations Tool [阻力计算工具]窗口中，指定Piping for Parallel and 
Series Pumps ［串联或并联泵的管道］。 

 
- Wicket Gates and Turbines for Surge［Surge中的导叶和涡轮］ 

 
- KYPipe analysis for GoFlow users［GoFlow用户可以进行的KYPipe分析］ 

 
- (版本 2.109) Pump ID[泵编号]和Static Head [静态水头]的Group Select/Group 
Change/Labels[组选择/组变化/标签]。Static Head [静态水头]是以System 
Data/Preferences[系统数据/首选项]中定义的值为基础的。 
- (版本2.107)  双击Fixed[固定]按钮，进入Fixed2[固定2]模式。在Fixed2模式下，可以在系统
中添加管段和节点，但节点的位置不能改变。在常规的Fixed模式下，不能在系统中添加管段和
节点。  

Pipe2008的特征  
蓝色表示正在使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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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图形中附加节点或者任何节点添加Notes［标注］（所有引掣）。 
 

可以购买Pipe2008: SWMM (New Storm Water Engine[新暴雨引擎])。使用 新的EPA SWMM 
5.0对暴雨和卫生系统进行压力以及部分充场景分析。  
获得单位帮助的动态按钮。将鼠标移动到某个词上，比如“Diam[直径]”，就会出现单位提示（所
有引掣）。 
LPS Tanks［LPS水箱］具有压力转换和用水量模式(KYPipe and Surge[水击])。  
Hydropnuematic 水箱 – 泵和水箱的组合，利用空气压力将水排出水箱，当水位降低后，增加
水量来恢复压力(KYPipe and Surge)。  
建立了所有水箱流入量的流量模式(KYPipe and Surge[水击])。  
支持DWG格式文件为背景图（所有引掣）。 
在组编辑模式下，可以任意添加/删除止回阀(KYPipe and Surge)。  
复制/粘贴泵和水槽的编号（所有引掣）。Copy/paste pump and tank IDs (All Engines) 
在布设系统时，右击鼠标可以添加节点，添加管段以及将管线上的节点变为中间节点。右击或左

击两次（同一位置），管线上的节点不会自动转变成中间节点（所有引掣）。 
改良的输出背景（“照亮”这一新方法比较慢，更加无序/不太平滑，而老方法更快，图形更有

序）（所有引掣）。 
校准向导 (KYPipe) 
对于Gas and Steam模型，可以得到250组结果(Gas, Steam and SWMM)。  
Pipe2006/2008中的等值线采用新梯度（所有引掣）。  
Pipe2006/2008 – 在主菜单下可以找到Contour［等值线］功能（所有引掣）。 
Pipe2006/2008 – 对于 Multiple Demand Types[多用水量类型]，在图中显示了总用水量标签，

Demand和Demand Type标签显示了一系列的用水量及其类型（所有引掣）。 
Pipe2006中可以打开或者关闭DXF/DWG背景图层。 
在Edit［编辑］状态下，Copy Map to Clipboard［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和图形捕捉一样，

不会生成位图，仅复制至剪贴板。并提示用户进行大小和方位设置。 
将报告以doc文件格式保存。 
编辑复制，现在可以复制/粘贴报告中的任何部份。 
(什么版本?) 明显减小文件的大小。 
NFPA 色彩编码 – 运行水力分析后，进入节点强化显示，点击NFPA Hydrant color 
coding[NFPA消防色彩编码]”按钮，或者同时按下ctrl – Alt – H ，或者依次点击 Labels | Results 
A or B |Fireflow/Static/color code[标签|结果A或B |流量|静态|色彩编码]。 强化显示消防栓。 
无需进行Quality［水质］分析而直接进行EPANET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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