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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管理与集成研究
索惠霞

!河北省承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河北 承德!$TL$$$#

!摘!要"!根据城市水资源的特点与供水特征"为了满足城市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优化配置"需要研究和开发水

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 本文以现有的监测信息业务平台为核心"开展承德市水资源监控与管理的信息查询%

预警分发%统计分析%业务专题定制%用户工作重点智能支持等系统框架内容研究"充分整合与集成已有资源"实现

水资源监控管理的标准化%现代化%动态化%科学化"为进一步增强水资源业务管理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 监控管理& 系统集成& 承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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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提出%四化

同步发展'的具体要求( 水利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技

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思路在水利行业的具体体现#

是促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

重要举措( 加快发展水利信息化#推动水利现代化#已

成为当前水利工作中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水利部在全国部分城市开展%城市水资源实时监

控和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主要目的是通过建设覆盖

城市水资源相关领域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调度

的信息支撑体系和实施监控与调度平台#促进全行业

信息化建设#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点#以信息化为突破

口#推动城市水资源的业务流程再造与重组#从而达到

科学高效管理水资源的目的0#1

(

承德市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是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需要#是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

资源保护的需要#是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和河北

.%.



省水资源管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承德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提高水资源管理业务水平的需要#是加强信

息共享交流#提高承德市水务局公共服务水平的需要(

$(研究思路与系统框架构建

#Q#!研究思路

结合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的特点#分析研究

系统建设的关键问题#以现有的监测信息业务平台为

核心#以突出市级水资源综合信息互联互通为重点#满

足水资源信息监控和管理的需要#为决策提供强大的

支持环境( 充分考虑系统建设的开放性&可靠性#进行

系统建设方案设计#方案要求体现经济实用&技术先

进&安全可靠&具有前瞻性和可扩展性#在数据库建设&

支撑平台&应用系统&安全保障&标准规范等方面为平

台设计提供坚实基础和建设依据(

#Q#Q#!充分整合已有资源

充分考虑已有的监控&通信网络&数据存储&计算&

安全和机房等软硬件设施#按资源共享的原则建设和

应用#保证现有各种监测和 ]E资源的充分整合&共享

利用#发挥其最大效能( 水资源实时监控管理信息服

务系统的建设#既要从满足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最终

目标出发#构建一套能够适应未来水资源监控管理发

展需要#体现出新技术&新特点要求的信息化平台#同

时又要全方位整合已有的信息资源#因此在总体设计

中要充分兼顾%立新'和%利旧'的平衡关系(

#Q#QJ!统一标准$平台同构

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的建设#要充分利用

国家和当地已有的信息公共基础设施和相关行业的信

息资源#结合当地已建的%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软硬

件设施#统筹考虑#资源共享0J1

( 标准是系统建设的基

础#标准体系是规范&统一本系统建设管理和运行管理

的重要基础#统一标准和统一平台是本系统建设的最

基本要求#是系统内部之间进行信息交换&信息共享和

业务协同的前提(

#QJ!系统框架构建

水资源实时监控管理系统是一种动态的交互式计

算机辅助决策系统0K1

#根据市级水文水资源的特点和

供用水特征#系统应基于云平台技术进行设计#以提高

系统运行速度#优化用户体验( 系统以建设承德市水

资源信息服务一体化平台为目标#以国控水资源信息

服务系统为依据#以现有的监测信息及业务平台为前

提#密切结合河北省省控水资源信息服务建设的实际

需求#对水资源实时监测体系信息服务进行拓展和延

伸#实现承德市水资源信息服务的标准化&现代化&动

态化&科学化#为夯实水资源业务管理#进一步增强水

资源监管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市级水资源实时监控信

息服务系统框架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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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市级水资源实时监控信息服务系统框架

#(关键技术应用

JQ#!云计算

为了满足水资源信息服务系统各种设备的连接和

使用&数据的分布存储#推出 )̂ 云计算架构/)̂ 服务器

通过发布标准接口函数#支持 EWFN]F和 \EEFN\EEFZ

通信协议#支持目前流行的 Ĝ ZE标准调用接口#满足

未来客户在不同设备上的访问和计算需求#可以满足

不同异构平台的调用#支持云计算开发(

.&.



JQJ!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

样密不可分( 大数据必然无法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处

理#必须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 它的特色在于对海量

数据的挖掘#但它必须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

式数据库&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

JQK!数据交换与共享

数据上传下达&信息交互等功能的建设#将通过

_0I Z03:*70技术实现为省级数据中心&市级数据中心

提供接口( 系统采用_0I Z03:*70进行部署#一旦部署

以后#其他_0I Z03:*70应用程序可以发现并调用它部

署的服务( _0I Z03:*70是一种应用程序#它可以使用

标准的互联网协议#将功能纲领性地体现在互联网和

企业内部网上(

在对已有多系统实时数据的汇集&整合处理过程

中#为保障数据汇集&交换流程的平稳高效运行#对当

前汇集&交换过程中涉及的应用系统&数据库软件等进

行监督管理(

JQR!业务应用与空间数据整合0R1

水资源实时监测的业务对空间信息量需求逐渐增

多#水资源实时监控的业务平台与空间数据需要进行

深度融合与整合#取水&水功能区&地下水&饮用水源

地&界河断面&水雨情&入河排污口&重点水库等需要通

过空间坐标实现可视化#并形成相关的文档与视频照

片#真实记录和还原现场实际情况(

%(系统功能模块

KQ#!水资源监控信息查询

水资源监控信息查询服务涵盖直管的取水&水功

能区&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界河断面&水雨情&入河排

污口&重点水库的监测信息查询与统计分析#以 %]Z 突

出地理分布#以数据表单为基础#结合直观的柱状图&

折线图等分析工具#提供对各类监测信息的对比分析

和趋势分析(

KQJ!水资源预警分发

水资源预警分发服务!市级向县级分发来自省级

监测预警的重要信息服务( 提供按直管范围将相应的

监测预警信息自动分发到县级监测预警数据库中的功

能#以便市级水资源监测人员和管理人员订阅监测预

警信息#达到增强监测预警监控能力的最终目标(

KQK!水资源监控预警订阅

监测预警订阅服务!各市监测分中心&各市水利局

的水资源监测人员&管理人员获得直管监测预警信息(

可根据水资源监测人员&管理人员对关注信息的订阅

情况#将信息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推送给订阅者#达

到监测预警快速响应的目标(

KQR!水资源预警统计分析

水资源预警统计分析包括!预警统计&对比分析&

趋势分析等内容( 可根据业务分类"如取用水量&水功

能区水质&地下水埋深等$&时间选择&区域选择统计各

类预警的数量及预警详细信息#统计结果以数据表格

形式展示( 可根据行政分区&水资源分区进行对比分

析#如对比分析某一业务类别在某时间范围内预警出

现的个数#从而反映各个地区对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

程度#对比结果以柱状图结合数据表的形式展示( 可

分析某一区域"行政分区或水资源分区$在某段时间

内预警频率的变化趋势#使相关部门判别各个地区

对水资源的管理发展趋势#从而协助管理人员有重

点地进行管理#分析结果以折线图结合数据表形式

展示(

KQ"!业务专题定制

通过专题定制可将用户关心的监测对象&监测信

息&统计分析等业务内容进行综合汇集#满足不同用户

根据工作内容不同#关注不同区域&不同工作重点的需

求#以集中&综合的画面#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分

析比较#为复杂的&无法预先确定的各类信息进行即时

叠加分析#提供专业化&形象化&个性化的服务( 业务

专题定制后#形成专题成果库#将专题时段内的监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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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解决方案&统计分析等永久保存&再现等#为积累

业务经验提供支撑保障(

KQT!用户工作重点智能支持服务

可根据用户所在"或关注$区域&用户对功能模块

的使用频率进行智能识别#记录用户习惯#当用户访问

系统时#自动向用户推送所在区域&使用频率较高的功

能模块#直达用户关注的业务#提高工作效率(

'(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的内容"过程$一般包括!根据用户需求

约定#参照当前标准#优选各种技术和产品#将各个分

离子系统及其基本要素连接组合成为一个完整&可靠&

经济&有效的整体#并使之能够彼此协调地运行#发挥

整体效益#实现整体优化#以追求达到整体性能最好&

功能最强&成本最低的综合目标0"1

(

RQ#!系统集成框架

承德市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集成部署在政务外网

上#只需要考虑政务外网及互联网的集成( 系统集成

是对已有的互联网门户&实时水雨情数据库&水质数据

库数据抽取及集成( 通过数据交换支撑软件及应用集

成支撑软件实现数据&业务的集成( 系统集成结构如

图 J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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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系统集成结构

RQJ!内部系统集成

内部系统集成主要包括界面集成&应用集成&数据

集成和环境集成等内容#实现承德市水资源实时监控

各系统之间在应用层面的业务协同#通过统一访问入

口&统一用户信息管理等集成工作#为业务应用提供基

础技术支撑(

RQJQ#!界面集成

系统界面集成主要是通过统一门户系统将信息服

务系统&水资源应用系统&办公系统&移动应用系统等

专项业务应用的展现视图进行统一集成#形成%一站

式'的工作平台#提供信息的集中展现和业务管理工作

的统一入口(

.(.



通过门户技术将业务应用的展现视图进行统一集

成#主要包括各专项业务应用统一访问入口集成和统

一展现内容集成两部分#其中展现内容集成是利用本

项目统一下发门户框架提供的集成技术实现的(

RQJQJ!应用集成

应用集成主要包含专项业务协同&公共功能组件

调用两个方面的工作内容( 专项业务协同!通过功能

界面调用&服务接口&数据库表共享等方式实现平台内

各专项业务应用系统之间的功能调用和数据交互#同

时完成业务应用系统之间的公共业务界面&统计界面

及图形展现等界面的相互调用#主要通过 &G̀ 链接集

成的方式将公共的界面集成到当前系统中#完成功能

界面调用的集成( 公共功能组件调用!包括统一用户

管理组件的集成调用和单点登录组件的集成调用(

RQJQK!数据集成

通过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实时水雨情库&水质库&视

频图像库中数据向数据汇聚库的写入#同时完成数据

汇聚库到校验库&综合业务库的抽取&转换#最终实现

监测数据的集成( 实现基础业务数据的整编与导入#

相关历史数据的整编与迁移(

RQJQR!环境集成

通过环境集成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包括网

络环境的集成&安全环境的集成&服务器存储等硬件设

备的集成&基础系统软件的集成等( 平台将依托既有

的网络环境&防火墙&入侵检测&漏洞扫描&病毒防护设

施等#保证系统的网络安全(

RQK!外部系统集成

外部系统集成主要包括与水务局门户网站&水雨

情信息服务系统&闸门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相关

业务应用资源的整合集成(

G(结(语

根据国家水利发展的%十三五'发展规划#结合河

北省水利信息化业务平台建设#建立与完善承德市与

水资源管理制度相适应的监控体系#提高监控能力(

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基

本建成包括水资源查询&预警&统计分析&决策模拟&整

合与集成的水资源监控体系#为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

与管理系统开发提供有力的支撑平台(

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又涉及硬件&软件&网络等多

层次的技术问题#系统的集成问题尤为重要( 在系统

集成的考虑中#结合国内外的先进集成技术与方法#提

出具有城市水资源监控系统适用性&整体性&可靠性&

易操作性的系统集成理念#对同类系统的开发具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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