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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Zc的灌区计量与水管理
系统研究
刘晓俊

!晋中市潇河流域管理局" 山西 晋中!#$#L###

!摘!要"!本文针对潇河灌区管理手段落后$水资源利用率低等制约灌区节水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支持灌区科学

用水管理的角度出发"运用先进的Q(&平台"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建立起潇河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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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信息化是灌区现代化的基础#是灌区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要求#信息化建设可提高灌区的管理水平

和办公效率#在灌区防汛抗旱'水资源统一管理和优化

配置'节水增效'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0

%

$(灌区概况

潇河属于黄河流域#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流域面

积 $NG#D?

G

% 山西省潇河灌区为全国大型灌区#受益

范围包括晋中市'太原市 G 市 J 县"区$"" 个乡镇 "$I

个行政村#灌区控制耕地面积 GHL 万 -?

G

#灌溉面积

GHG"L 万 -?

G

% 灌区农业人口 G#HJ" 万#年农业生产总

值 GHI 亿元#是山西省的主要粮'棉产地#在当地农村

经济和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灌区工程由引水枢纽和灌溉'排水系统组成% 渠

首引水枢纽工程上游现有 G 个水文站"独堆'芦家庄$'

G 座中型水库"蔡庄'松塔$% 灌溉渠道由干'支'斗'

农'毛五级渠道组成% 灌区投入运行 L# 余年#灌溉效

益显著%

#(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建设的必要性

潇河灌区兴建于 "OJ# 年#工程与灌溉设施比较完

)&&)



整% 在 L# 年的运行中#引水枢纽工程'干支渠道及建

筑物老化失修#损坏严重#渠系多渗漏#管理困难%

G##" 年开始进行节水改造工程建设#共投资 "HG 亿元#

其中 OGM的干'支渠及渠系建筑物进行了防渗改造#

极大地改善了灌区的工程面貌和灌溉条件% 而灌区信

息化建设将在自动化及软件方面有效地巩固灌区节水

改造工程效益%

灌区引水枢纽工程上游现有 G 个水文站"独堆'芦

家庄$'G 座中型水库"蔡庄'松塔$#但汛情水情没有统

一的适时测报系统% 特别是在干流上兴建水源控制性

工程---松塔水库以后#应及时建立流域内的水情'汛

情适时测报网络#保证水情'汛情的适时传递#为防洪'

灌溉等水量调度'优化配置提高科学的决策依据%

%(灌区信息化建设目的

潇河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的实施#将实现灌区

的水文水质'调引水'地下水情'土壤墒情等各类水量

调度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以及无线传输% 通过建设

灌区全覆盖通信网络调度平台'电子政务系统和办公

自动化系统#建立灌区范围内的灌区气象'土壤墒情'

地下水情'水费计收'工程管理'灌溉用水'作物种植等

数据库以及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软件#采用现代科学

管理方式对灌区的调水'取水'量水和用水进行信息

化'自动化管理#提高应对洪水与干旱等异常气候灾害

及水工程电子化管理和自动化控制的业务处理能力'

综合监控的水平和工作效率#全面提升灌区现代化和

数字化管理能力/G0

#以满足灌区的工农业用水需要%

'(潇河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

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由水文信息'引水信息'地

下水信息'水质信息等采集系统#信息传输及计算机网

络#综合数据库及信息处理系统#用水管理决策支持系

统组成% 建设内容包括 " 个中心站'$ 个分站'N 孔闸

门监控'J 个水位测量'渠首视频远程监控等#同时实

现基站"现场$'分站'中心站三级控制和数据记录查

询等功能%

整个系统由统一的数据获取平台'Q(& 数据库平

台以及 Q(& 应用平台三大部分组成% 系统的核心是

Q(&数据平台% 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结构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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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结构

/(潇河灌区计量与水管理系统综述

系统采用 Q(&'统计预测分析'决策支持'数据挖

掘'多层分布式架构等成熟技术#使系统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保持先进性#避免频繁升级换代%

JH"!实时监测模块

基于Q(&技术#与工情数据'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

技术紧密结合#将实时采集数据'水利工程视频监控画

面以及对重点工程进行的远程监控信息或操作远程权

限提供给值班人员% 以实时雨"水$情'实时工情和实

时水闸信息为依据#参照防汛背景资料和历史资料#自

动进行汛情实时监视'供水监测和险情监测等服务%

其中#包括对防洪工程运用情况和安全状况的实时监

视和重点防洪工程"大坝'堤防'取水枢纽'灌溉等$的

工情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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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测子系统所处理的全部信息均来源于实时

数据信息#处理成果信息可输出至相应的监视设备"如

值班室汛情监视屏幕'会商室大屏幕等$和预警设备

"如声光警报器'有线电话或移动电话'无线寻呼报警

等$% 该子系统可从系统总控菜单用手工点击启动#也

可根据时间表参数设置或根据实时汛情状况自动启

动% 当局部地区汛情异常时#根据系统参数的预警界

限#自动启动相应的防洪调度子系统"如水库防洪调度

子系统'灌溉防洪调度子系统等$%

模块同时实现渠道水情测报#水情监测综合统计

查询#水情数据处理#遥测数据管理#事件报警检索及

查询#报警检索'查询功能%

9H渠道水情测报主要是对 % 条干渠'"JL 条斗渠

自动累计水量数据#并自动上报实时水位'流量'累计

水量等数据%

BH水情监测综合统计查询包括!绘制水位'流量

过程线.水情及供水量的日'旬'月'年统计和特征值统

计.渠道主要站段间的日'月'年输水损失计算#输水损

失率计算.各站点水位"水量$月'年报表.系统运行情

况汇报表%

;H水情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检错'合理性检'纠

错#水位'雨量'流量的检查.缺漏数据的插补'修改'删

除和分类存储.实现实时数据到整点数据的最大'最

小'均值'累计值数据转换.进行多种水雨情和供用水

报表输出的预处理%

GH遥测数据管理包括!数据自动转储#实现数据

备份'装载#历史数据筛选处理.数据库查询K修改#同

期对比.对照显示主要站点的最优流量控制或分流指

标.进行数据人工插补%

:H事件报警检索及查询包括!实时报警"包括服

务器故障声光报警'中心站工作异常报警$.实时水位'

流量越限告警%

CH报警检索'查询包括!水位及流量越限历史数据

检索'查询.远程测报中心站工作状态检索'查询.系统

测点工作状态检索'查询.历史和实时的水位'流量'水

量查询检索等.通过图表形式查询检索实时及历史的

水位'流量'水量信息%

JHG!用水管理模块

按照行政区划#确定潇河灌区的水管理应用系统

模块#解决灌区现有的以电话调度'人工手动纸制记录

调度信息'手动测算分配水资源'手动水资源平衡分析

以及对历史纸制的或是不系统的数据资源和实时的数

据资源查询统计管理维护相当麻烦等落后的灌区管理

水平和信息化程度现状#从而达到灌区对水资源的实

时控制'合理利用'优化配置'信息资源共享和辅助管

理部门科学决策#并极大地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提高灌区工程安全运行效率%

JH$!水费计收模块

针对灌区水资源管理工作而设计开发对用水单位

的水费缴纳进行记录和管理% 系统通过用水管理模块

获得各用水单元指定时间段的用水量#由计量中心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参数调整和水量校核#得到用水单元

的计费水量#并根据计费水量得到应征水费#作为水费

缴纳的重要依据%

水费计收系统包括管理局子系统和灌溉站子系

统#可以通过有线通信"或通过无线微波扩频网$进行

信息共享访问'基础数据下载和业务数据上传% 实现

对管理局'支渠管理站'县'乡'村'用水户'干渠'支渠'

闸的信息注册#进行计算机管理% 业务系统框架及业

务如图 G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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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I!防汛抗旱模块

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对相关信息实现自动采

集'实时传输#并对数据进行综合管理'分析处理#提高

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防洪调度等工作的科学性'准

确性与及时性#是防汛抗旱信息畅通'指挥调度'抗洪

救灾的重要保障% 防汛抗旱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旱

情信息"包括灌区土壤实时干旱指数'历年旱情统计'

旱情对灌区内农作物的影响等$'墒情信息"土壤根系

层平均含水量$#并根据需求对旱情墒情信息模块进行

分析并生成统计数据报表% 实现支持完成下列各项任

务!汛情监视.雨情'水情'灾情等信息接收处理.洪水

预报及其成果发布.防洪调度论证分析和成果显示.有

关防洪抢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防洪工程远程监控以

及防汛物资'防汛人员和防汛资金的管理与调配%

JHJ!工程管理模块

Q(& 发布平台以全灌区地形图为背景#提供直观

简洁的查询操作% 基础工程查询模块主要包括水库'

取水枢纽'渠道'水闸'涵洞'跌水'渡槽'险工险段'退

水等工程信息的查询% 结合 Q(& 技术#将空间数据信

息与关系数据属性完全地整合起来#方便直观地浏览

和查询到灌区的相关工程信息'图片信息或其他多媒

体信息% 实现水利工程的图形'文字'多媒体'.UF结

构图等综合信息的查询% 主要实现!地图的放大'缩

小'测距'图层控制'工程专题图等操作.按照选定条件

定位有关地图要素查询相应数据.选定相关工程直接

查看属性信息.防汛抗旱指挥图的标绘等%

JHL!数据安全保护

系统主要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安全性保护!

9H合法用户认证机制% 系统通过两种方式注册

用户!其一管理员主动添加用户#并激活.其二是根据

用户申请和约定#登记合法注册账号'密码以及其他相

关信息后#由管理员确认通过并激活% 用户密码可由

用户自行更改#并采用不可逆加密技术进行密码加密%

BH用户权限控制机制% 系统根据所在部门以及

工作性质需要进行必要的业务管理权限分配#不同管

理人员面对系统的菜单和功能选择不尽相同#即使同

一功能模块用户的权限定义可到添加'修改'删除'分

部门阅览等访问级别#帮助系统建立真正意义上分权

的灌区信息管理%

;H定期备份机制% 防止因各种物理性和逻辑性

的数据损坏#对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定时自动备份%

并可根据需要同步备份于不同服务器上#保证数据库

数据在面临灾难后损失最小%

GH日志跟踪机制% 帮助系统管理员清楚查阅跟

踪非法用户登访系统#并可根据相关登陆信息采取防

御措施监控'限制并禁止该用户% 数据管理员对异常

数据进行更改日志的查看#发现问题出处#并即时控制

和恢复异常数据#保证系统健康运转%

:H关键数据加密机制% 如涉及相关机密性数据#

采用多层组合式加密方式进行加密并保存#加大恶意

用户的破解难度% 如敏感数据传播于网络中#可采用

"G% 位 && 数̀字签名等方式加密数据并传播/$0

%

,(结(论

本文以灌区的计量与水管理为目标#利用 Q(& 地

理信息平台#构建了潇河灌区计量与水管理信息系统%

初步实现了灌区信息综合化管理#今后可以考虑系统

与 e&和 QR&相结合#通过遥感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及时更新 Q(&数据库#进一步提高灌区管理系统的智

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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