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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燃气管网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燃气事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基于
GIS的燃气管网信息系统在燃气管网的管理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成为燃气信息化的工作重点。本文
基于GIS技术,结合燃气管网的网络结构,建立爆管分析模型并实现了具体应用。通过该模型可以在燃气
管线泄漏时快速分析受到影响的管线、需要关闭的阀门和调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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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of pipe burst analysis based on gas pipe network
Hongli Zheng
Jinran huarun fuel gasCo., Ltd
[Abstract] Gas pipe network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as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GIS-based gas pipe network
information system is widely used in its management and becomes the focus of gas informatization.In this paper,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gas pipeline network, a pipe burst analysis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This model enables rapid analysis of affected pipelines, valves to be closed,
and pressure regulating facilities when the gas pipeline l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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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库中,能够管理海量空间数据,无
需按照范围进行分割。GeoDatabase本身
支持多用户和长事务的编辑,为用户提
供了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
根据燃气管网数据和GeoDatabase
模型对空间数据的表达特点,设计基于
GeoDatabase的燃气管网数据模型,包含
点、线、面三种要素类型,如图一所示。
管线点设施要素类

燃气管网数据模型

管线线设施要素类

图二 爆管分析实例
管线面设施要素类

图一 燃气管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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