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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a"在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
管理中的应用

杨!玲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水务局' 宁夏 彭阳!'PNP%% &

!摘!要"!彭阳县位于宁夏东南部'地形地貌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境内水资源短缺'解决

群众饮水困难是当地水利精准扶贫的重点) 如何管理好农村饮水工程'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本文作者通过+互

联网a,在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中的应用'为贫困地区有效管理农村饮水工程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互联网a,* 农村饮水工程* 管理* 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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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523! Y<./42./I-7.>49;8-02><5 9. ;-7>1<2;>-:*9./K92Ĉ 2.5:-6E=<8-./;>-19884F/78846</9-. -:8-<;;@82><27CH>9;

2;>2><F8<B<8@-B<6>40-7.>42.5 ;7::<6;:6-E5-E<;>90A2><66<;-760<;;1-6>2/<CJ-87>9-. -:A2><6569.`9./59::9078>4:-6

@<-@8<9;B<649E@-6>2.>9. 8-028A2><60-.;<6B2.04@6<09;<@-B<6>4288<B92>9-.CH. >1<@2@<6" >1<27>1-6@6-B95<;=<.<:90928

6<:<6<.0<:-6E2.2/9./67628569.`9./A2><6@6-L<0>9. @-B<6>46</9-.;<::<0>9B<884>16-7/1 2@@849./)H.><6.<>a& 9.

E2.2/<E<.>-:67628569.`9./A2><6@6-L<0>9. Y<./42./I-7.>429E9./2>1-A>-E2.2/<67628569.`9./A2><6@6-L<0>2.5

<.;76<8-./F><6E=<.<:9>;-:>1<@6-L<0>C

=0>?74/9! )H.><6.<>a&# 67628569.`9./A2><6@6-L<0># E2.2/<E<.># Y<./42./I-7.>4

!!彭阳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六盘山东麓$

#O&" 年 #% 月建县$全县总面积 $P$&3NP`E

$

$辖 M 镇 &

乡$#PN 个行政村$总人口 $N3NP 万人$属于国家级贫困

县% 县境内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区$为典型的大陆性季

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MP%EE$全县水资源总量为

&O$# 万E

"

$其中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O$# 万E

"

$地

下水资源量 "&#% 万 E

"

$人均水资源量 ""OE

"

$亩均水

资源量 &OE

"

$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是制约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建县以来$彭阳县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时刻关注广大农村群众的

生产生活$不断抢抓机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科学规

划$精心实施$强化管理$建设民生水利工程$解决农村

群众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问题% 先后建成农村集中

饮水工程 P" 处$年供水总量 #%"3M' 万 E

"

$解决了

#M3&# 万农村群众饮水困难和不安全问题$$%#P 年年

末$农村饮水安全覆盖率达到 O%h$自来水入户率达

到 N'h%

,#%,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饮水工程在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方

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 彭阳县积极探索

工程运行管理方式$在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中先后走过

群众自管&委托乡村管理&水务局专管的路子$发展到

现在的"个人承包#"县农村供水管理总站 a水利工作

站a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的运行管理模式$但在长期

的工程运行中$由于管理手段落后$缺乏现代化管理手

段$致使农村饮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低$管网漏失率高$

运行费用高$信息化服务不到位$群众意见大%

53工程管理粗放$供水保证率低% 大部分工程没

有实施主管网流量&压力的实时监测以及泵站蓄水池

的自动化控制% 泵站&机电设备运行依然依靠人员凭

经验进行管理$供水保证率低%

<3监测手段落后$供水成本高% 由于缺乏自动化

的监测和运行记录$无法统计管网漏损和实现收费到

户$水务局无法监督供水管理单位或者承包者个人工

程运行和收费情况% 收支不平衡&供水成本高$农村饮

水工程难以维持良性运行%

23管理不透明$群众意见大% 缺乏科学的监测手

段$管理不透明$用水户意见大$水费征收困难$偷水漏

水现象普遍存在% 现代化管理手段的缺失$对于偷水

及破坏供水设施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有限$群众意见

较大%

,&*互联网H+农村饮水工程管理的技术路线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饮水工程监测管理手段落后

的问题$从 $%#"年开始$彭阳县积极探索在农村饮水工

程管理中引进"互联网a#的模式$建设全县农村饮水工

程监控中心 #处$监控全县 $P 处农村饮水工程$实现农

村饮水工程管理自动化&信息化%

$3#!系统结构

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自动化监控管理系统由数据

采集控制系统&监控中心平台&供水管理信息系统等组

成% 图 #为彭阳农村饮水自动化监控管理系统工程总

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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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彭阳农村饮水自动化监控管理系统工程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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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传输系统由监测点&监控中心以及监测点

与监控中心的信息传输信道构成% 监测点主要功能是

自动采集泵站运行参数$包括机电设备电压&电流&功

率$水泵流量&压力$蓄水池上下限水位$出水阀流量控

制$供水干支管道流量&压力'监控中心主要功能是接收

监测点报送的数据$经过初步处理进入实时数据库$并

对自动测报的信息进行汇总% 监控中心的实时数据库

随时接收由各站点发来的数据$同时将收到数据的时间

及合理性判别的结果存入指定文件$可按用户指定的时

段间隔整理&存储&打印'传输信道采用+YdJ 为主要通

讯信道$多种技术手段建立信息监测点与监控中心之间

信息传输通道% 正常情况下自动监测站点监测频次按

照国家及水利行业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同时对每个信息

自动化采集站点设置异常情况下根据需要设定自动触

发式信息报送$实现人与服务的交流%

$3$!监测工程典型设计

中部饮水是彭阳县"十一五#期间建设规模最大&受

益范围最广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成供水主管道加压

泵站 M座$支管道加压泵站 "座$蓄水池 #M座$铺设供水

主干管 MO3$"`E$支管 $MP3"'`E$入巷管道 #P'3N"`E$解

决了白阳&草庙&孟塬&城阳 M乡-镇.$& 个行政村 #"# 个

自然村 "3NO万人饮水困难% 以该工程为例进行自动化

控制典型设计$供水管网拓扑结构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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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供水管网拓扑结构

!!根据以上拓扑结构$中部饮水工程单座泵站自动化

设备配置清单见下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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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备配置表

序号 名!称 参!!数 单位 数量

# 中饮一泵站

$

+YdJ水泵

控制器

!一备一用两台泵&一个电

动蝶阀控制$采集水位&压

力&泵和阀状态$$M]M),后

备锂电&P]&),后备锂电

台 #

"

高位水池

采集设备

!采集脉冲水表&采集压力

水位&+YdJ 远传&$$),锂

电&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个 #

M 水位计 #%E量程-线长 #PE. 个 $

P 电动蝶阀 BH$%%-$M]直流. 台 #

N

管道压力

传感器
量程 #QY 个 #

' 脉冲水表 BH$%% 台 #

&

无线水表

采集器

!采集一泵站院子内两个水

表及高位水池水表
个 "

O

远程视频

监控站

!支持(HTHr"+r通讯$本地

视频监控及视频侦测
台 $

#%

施工及安

装调试
高位水池&泵站&进水阀安装 套 M

$3"!信息传输

"互联网a#是以大众消费群体为主要用户对象$以

移动智能终端为信息载体$以无线宽带数据网络为接入

通道$以海量数据处理中心为信息加工场所的互联网信

息消费及应用服务形态% 主要包括 M 个基本要素!移动

智能终端&移动宽带网络&大规模数据中心和应用服务%

以移动通信方式为信息传输主要通道% 信息采集传输

系统结构见图 "%

$3M!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系统

农村饮水工程如何实现供给侧高效协同运转$信息

采集&处理&存储及传输是关键% 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

通过"互联网 a#$探索农村饮水工程"端/管/云/

台#信息服务供给格局$推动农村饮水工程借助移动互

联网提升供水服务发展% 首先$接入端是用户输入和输

出信息的直接入口% 一方面是管理人员移动智能终端

和智能互联产品如YX)巡查'另一方面是运行在监控中

心硬件终端里的操作系统和各类)YY软件% 其次$数据

和信息传递的通道是以无线+YdJ为传输介质的无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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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信息采集传输系统结构

带网络及附属设施% 再次$平台是指模块化架构的软件

组件$主要包括支撑信息生产&聚合与分发的内容型平

台和支撑计费&支付&位置&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应用等

商业交易运营的能力型平台% 最后$云端是指应用云计

算技术的大规模数据中心$对海量&异构&多源的数据进

行实时有效的存储和处理% 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自动

化监测中心网络平台系统见图 M %

$3P!实现的主要功能

"互联网a#在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中主要实

现了 M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实时监测功能% 利用"互联

网a#产品内嵌的传感器模块$不仅可以采集农村饮水

工程泵站物理产品运行的状态数据$还可以获取产品所

处环境变动&用户使用行为等数据$然后通过智能互联

产品内嵌的无线模块将数据实时传递给后台进行统计

分析% 二是实时控制功能% 基于实时检测的数据$智能

互联产品内置的存储和处理模块既可以按预先设定的

算法$也可以按远程加载指令的方式让农村饮水泵站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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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彭阳县农村饮水工程自动化控制网络系统

电设备&管道电磁控制阀等做出相应的动作$达到实时

控制的目的% 三是供水产品优化服务功能% 在实时监

测和控制的过程中$智能互联产品产生大量数据$包括

对农村饮水工程供水水质&水量&用户&使用环境等的详

细记录$供水单位可据此构建数据模型$对供水服务&水

质&水量等做出改进和优化$更好地服务用水户需求%

四是移动 YX)巡查功能% 通过 YX)查询水厂基础信

息&用水户信息&水厂自动化运行信息&实时视频浏览%

$&*互联网H+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取得的成效

在彭阳县农村供水管理站建设了全县农村饮水工

程监控中心#处$监控彭阳县$P处农村饮水工程运行情

况% 在彭阳县中部等 $P 处农村供水工程的泵站&蓄水

池安装了水自动启停控制器&液位传感器&流量越限报

警&停泵保护&水泵电机过流过压缺相断路等保护设备%

利用无线局域网&+YdJ 等通信手段$实现了手机&计算

机对供水系统的远程控制和监测% 推行"互联网 a#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模式后$工程节水增效显著% 根据

近 " 年-$%#"/$%#P 年.运行监测的资料分析$实施

"互联网 a#后$农村供水支管道供水保证率提高了

"%h UM%h$主干工程供水保证率达到了 OPh$能够实

现对工程漏失率 &%h跑冒滴漏的水量进行有效控制$

年节约水量约 "% 万E

"

$若按 " 元SE

"测算$可以节约运

行费用 O%万元'水费征收率达到 &%h$按水费 P 元SE

"

计算$水费征收比例提高了 $%h$每立方米增加 #元$年

供水 #%%万E

"

$每年增加水费收入约 #%% 万元'减少管

理人员 "%人$按照每人每年 #3P 万元工资计算$每年节

省人工工资约 MP万元'第一时间为红河川等 P" 处农村

饮水工程管理人员提供事故处理预警 "%% 余次$保障

了工程安全运行%

#&实施*互联网 H+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模式

的意义

!!53"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为探索贫困地

区如何管理农村饮水工程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彭阳县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村饮水工程 '下转第 N#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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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后建工程#$因地制宜地加强供水工程建设与改造$

科学规划&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保

障% 结合正在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硬

化巷道和改建入户自来水时$工程建设要向便于管理

服务考虑$借鉴农村居民用电电表出户的方式$树立创

新意识$实行一户一表$做到水表出户$以 & U#% 户为

一控制井$集中安装$实现抄表不扰民$也便于联户监

督$还便于以后更好的改进% 根据工程运行实际和农

村用水的特点$积极推行两部制水费-人口基本水价 a

计量水价.收缴制度% 本着农村供水保本微利的原

则$及时核定水价$以满足工程运行之需$足额发放

职工工资$稳定职工队伍思想$更好地服务于农村供

水管理%

"3'!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政府为民情怀

对于农村特困户&孤寡老人&'P 岁以上老人等$管

理单位在摸清情况以后$应在村组公布$无异议后造册

登记$上报政府相关部门$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后应拨专

款$每月给予最基本的清洁卫生水定额补助% 这样既

可保证工程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又可体现政府

对农村弱势群体和农村老人的关怀和保护$有利于促

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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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面长线广$通过实施"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

理模式$增加了水费收入$降低供水成本$减少运行费

用$将管网漏失率控制在 #Ph以内$开源节流的收益

完全可以支撑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为贫困地区管

理农村饮水工程探索了有效的途径%

<3"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为农村饮水工

程效益的可持续发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水资源

短缺是制约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互联网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为水行政主管部门科

学化调度水资源提供了决策依据$合理配置生活&生态

和工农业用水$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使有限的水资源

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效益%

23"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搭建了水利工

程管理的信息平台$加快了水利信息化建设步伐% 彭

阳县建设"互联网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模式$重点采

用云计算和移动物联自动控制技术$通过在供水池安

装液位传感器&泵站安装自动启停控制$实现了对水泵

自动化启停控制&流量越限报警及停泵保护&水泵电机

过流过压缺相断路等自动保护$保证了水泵&电机&过

滤器安全经济运行% 同时$利用无线局域网&+YdJ 等

通信手段$实现了手机&计算机对供水系统的远程控制

和监测% 该项技术在宁夏红寺堡&盐池县&海原县农村

饮水工程运行管理中进行了推广$加快了水利信息化

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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