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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技术的水利现代化思路研究
索惠霞

!河北省承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河北 承德"&R'&&&$

!摘"要""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也是生态环境改善

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水利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

件& 以河北省水利现代化建设思路为研究实例"从信息化技术角度出发"包括建设水利现代化六大体系"水利信息

资源%水利一张图%大数据分析系统%云应用支撑平台等系统内容"按照'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步骤"实

现水利现代化途径与措施"并形成指导全省水利现代化建设指导性文件"作为水利现代化建设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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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信息化是国家运用信息化技术在水利行业中

的具体体现"是推进传统水利研究向现代化水利发展的

重要举措& 以信息化为发展基础"推动水利现代化建

设"在水利行业中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到现代化

的过渡"已成为水利工作中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近年来"相关研究学者在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研

究方面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水利现代化既是

理论课题又是实践课题"主要是从水利现代化内容)特

征)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吕振霖以江苏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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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例"在实践中探索对水利现代化基本特征的认

识$张于?等兼顾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者效益"力求

简明)全面)综合并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将

水利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分为两级$赵刚等建立可变模

糊集评价模型"运用指数超标法进行赋权"并对 #&!!

年全国 Q!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利现代化水平进行

综合评价研究&

以*数字河北+为建设目标"狠抓水利信息化建

设"对各项水利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但与河北省水利发展的新形势及新要求相比"与推进

水利行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相

比"与水利改革发展需求相比"与信息技术案例日新月

异进步相比"与发达省份水利行业和省内其他先进行

业相比"水利信息化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对水利发展的

支撑和带动作用还比较弱"水利信息化仍有差距)尚存

不足&

#&研究思路

根据国家水利发展经验和国内外水利现代化建设

思路的探索"水利现代化的主要内涵体现在研究思路

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信息技术现代化和综合服务

现代化 ( 个方面& 河北省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目标"不断丰富和发展先进的治水理念"注重改善和

服务民生"加强水利基础薄弱环节建设"创新和发展水

利现代化科学技术"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提

高社会管理和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努力推进科学的水

利发展方式& 要构建防洪除涝减灾体系)水资源保障

体系)水生态环境保障体系)农村水利保障体系)水利

信息化体系)公共管理服务体系等六大体系"实现河北

水利对经济社会较高标准的保障水平和支撑能力"努

力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总体体系

水利现代化总体框架体系主要是根据规范标准)

科学技术所组成的有机整体"运用标准的科学技术手

段加以实施& 根据水利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在水利信

息化基础上"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一直到现

代化逐步完善"使其既不重复和交叉)通俗易懂)便

于理解"又突出水利现代化的标准特点"总体框架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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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现代化总体框架体系图

六大业务应用体系主要是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创新

驱动作用"在以信息资源为平台的基础上"实现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系统开发&

信息资源主要是建设集存储管理)质量控制)共享

交换于一体的全省水利数据资源中心$完善全省一张

电子地图"实现对全省多源空间信息的综合聚合展示$

搭建水利大数据分析平台基础框架"开展大数据的深

层挖掘和综合分析建设"最终构建整合化管理)主题化

汇聚和知识化分析的水利大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主要是扩展完善水利信息采集监测系

统)水利通信网络平台)视频会商等设施及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灾备中心)机房环境等软硬件资源"是支撑

数据资源和业务应用运行的基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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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体系构建

($!"六大体系布局

水利发展规划的目的是加快水利建设"全面提升

防洪减灾)水资源有效供给和水环境)水生态保护能

力& 根据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到 #&#& 年"

建成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水利支撑体系"初

步实现水利现代化&

水利现代化总体框架体系包括 R 大体系!防灾除

涝减灾体系)水资源保障体系)水生态环境保障体系)

农村水利保障体系)水利信息化体系)公共服务管理体

系& 这 R 大体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缺一不可& 这 R

大体系"主要结合河北省实际的水利发展状况"根据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 步发展进程"建设

系统大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管理"实现水利综合现

代化&

($#"水利信息资源建设

以相关标准为依据"按照*一数一源+的原则"进

一步统一数据标准和建库标准"规范数据格式"在充分

利用和整合现有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

展资料收集整编"充实数据来源"基本建成覆盖水利工

程)水利空间)社会经济)水文)气象)工情)旱情)灾情)

水资源)工程建设管理)工程运行管理)水环境)水土保

持)农村水电)政策法规)水事务管理等的水利信息资

源中心体系&

水利信息资源中心主要包括水利业务综合数据库

#包括水文)雨水情)旱情)工情)水资源)水质)水土保

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农村水利)水政执法)历史大

洪水)工程移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水利事务数

据库#包括水利政务信息)人才管理)财务)科技)水利

文献等%)共享交换数据库)资源目录库)主题应用库)

集成支撑库)知识库)元数据库)模型库)互联网信息发

布数据库和移动采集数据库&

水利信息资源中心采用逻辑集中和物理集中两种

部署方式& 河北省水文局的数据资源分中心采用逻辑

集中部署"其他单位的各类数据资源统一汇集到省信

息资源中心"通过云支撑平台统一对外提供数据服务&

($Q"水利一张图建设

在水利部*一张图+#包括矢量数据)遥感数据)地

形数据%基础上"从国土部门更新空间数据"完善河北

省*一张图+ #矢量地图)遥感图)航拍图)地形图和

)\J高程数据%建设"以水利*一张图+服务平台为基

础"结合水利基础数据)实时监测数据)业务数据"实现

对全省自然环境)水利工程)水雨情)水资源)水土保

持)河道地形测量)遥感监测以及基础地理等多源信息

的空间聚合展示和不同时期U时相数据的对比展示&

水利*一张图+的建设任务包括现有空间数据的完善

扩展)空间数据的更新维护和空间数据的共享服务&

($("水利大数据分析系统

水利大数据分析平台基础框架"建设水利数据多

维分析系统"建立面向主题的大数据分析模型"开展水

利各类数据的深层挖掘对比分析"推进公众采集上报

数据)气象环保国土等行业外发布数据)互联网发布数

据与水利管理数据融合"提升水利业务应用的监测)分

析)预测)预警水平"提高水利管理调度决策的针对性)

科学性和时效性"通过在线分析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

与展示"推进综合分析试点#水情预测)旱情预测)工程

安全预测)洪水淹没风险分析)水污染扩散仿真模拟%

建设&

($%"水利应用支撑平台

($%$!"应用服务平台

采用面向服务体系及云服务架构"建设应用服务

平台"构建统一应用支撑"将业务系统功能模块#数据

接口%封装成可以复用的通用组件服务"并注册和对外

发布服务的访问接口$同时提供报表工具)全文检索引

擎)工作流引擎)企业服务总线等通用工具服务"提供

用户管理)数据访问)数据字典)消息服务)目录服务)

数据展现)视频监视)服务管理等通用应用服务"为应

用系统开发)运行和整合提供一个基础框架"实现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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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业务协同集成&

($%$#"数据汇集平台

建设完善覆盖*省-直属单位-市-县+多级的

数据汇集平台"按照预定规则"实现下属各单位前端统

一采集的监测数据)基础数据和业务过程数据传输到

省级平台相应的数据库"满足省级的应用系统运行

需要&

($%$Q"数据交换平台

建设适用于大数据中心相关数据共享交换的统一

数据交换平台"提供数据接入)数据传输)数据处理)配

置管理)监视统计等功能"实现河北省水利厅与直属单

位)地市县)流域机构及气象)环保相关部门各个层级

之间的实时监测数据和业务管理数据的纵向汇集和横

向交换& 数据交换平台基于统一的信息交换接口标准

和数据交换协议进行数据封装"利用消息传递机制实

现数据交换"包括一次性交换)定期交换)实时交换等

交换模式&

($%$("用户认证平台

建立河北省水利厅)直属单位)地市)县水利局四

级的用户认证管理平台"实现全省水利系统用户信息

的统一管理)集中授权"实现统一的身份#数字证书%

认证和单点登录& 用户认证平台主要包括用户管理系

统)数字证书认证系统#b*系统%和身份认证系统&

用户管理系统和身份认证系统在水资源监控能力项目

下发的集成支撑软件基础上进行扩展完善& 新建数字

证书认证系统#b*系统%"实现用户数字证书的申请)

审核)签发)注销)更新和查询&

G&水利现代化与水利信息化关系

水利信息化与水利现代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水

利信息化存在于水利现代化之中"水利现代化是以水

利信息化为基础"水利信息化可以提高数据信息采集)

传输的时效性和自动化水平"是实现水利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水利信息化技术开展的重要部

分"水利现代化包括水利信息化"又以水利信息化为基

础"是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水利现代化又能反

馈于水利信息化"促进水利信息化"水利现代化的程度

直接体现了水利信息化的程度"因此水利现代化与水

利信息化是密不可分的&

*&结&语

水利现代化建设是以水利信息化为基础"根据建

设原则和现代化概念的阐述"研究河北省水利现代化

总体体系& 从信息化技术角度出发"建设水利现代化

六大体系"水利信息资源)水利一张图)大数据分析系

统)云应用支撑平台等系统内容&

在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资源和成果的基础上"从

避免重复建设"促进资源整合共享和强化业务协同的

角度"以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整合为先导"以水利信息

资源共享为核心"以水利业务创新应用为突破"以水利

网络与信息安全为保障"以标准规范体系为准则"按照

*集成与整合已建)扩充完善在建)标准规范新建+三

个层面的整合要求"进一步完善水利信息化综合体系"

全面提升水利现代化的智慧管理能力)智慧支撑能力

和智慧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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