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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城水电站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开发研究
许王峰

!山西泽城西安水电有限公司" 山西 太原!%H%%%"#

!摘!要"!本文以泽城西安水电站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为研究背景"采用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及遥测技术"完成

雨量$水位等水情信息的实时采集与处理"可以为泽城水库科学调度及安全度汛提供较实用的方法和手段"从而提

高决策精度"提升水库的防洪效果及管理水平%

!关键词"!水库& 自动测报& 站网设置& 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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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泽城水库位处清漳河流域#地形起伏#支流众多#河

道纵坡大#洪水来势急而猛#洪量大而集中#每发洪水都

有较大损失#仅 "% 年来已连发两次大洪水% 为了提高

水库管理水平#保证水利设施安全运行#最大限度利用

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发挥工程除害兴利的目

的#开发泽城水库水情自动化系统非常必要%

%(研究内容

本文以泽城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为研究背景#

具体涉及该系统硬件设备科学选型'通信信道综合选

择'水情信息传输及组网方式'实用性为基础的水情自

动预报软件研发等%

/(泽城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设计要求及

系统框架

HFJ!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设计原则

系统设计考虑泽城水库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及水

文气象条件#具有典型'先进'性能可靠的特点#同时具

有高度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采集设备及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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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性价比高#具有较强的冗余性)系统组网合理#充

分利用流域内现有站网资源及公共基础设施#尽量靠

近乡镇和公路沿线#交通方便#便于工作'生活及管理

维护% 遥测站采用自报R应答兼容工作体制#以很好适

应中心站的控制要求% 为保证遥测站设备工作的安全

及连续性#在有人看管'无人值守的条件下#满足全天

候野外工作的要求%

HF"!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设计总体方案

7F各项测报设备布置#应结合工程及流域特点#统

筹规划#重点突出#布设的测报设备应满足水情预报'防

洪抢险指挥决策的需要#反映各建筑物的运行状态%

DF各测报项目统筹兼顾#设置合理#重点体现降

雨量及水位测报两个指标%

;F仪器选型#选用的仪器要保证长期稳定可靠#

精度高#观测方法简单#主要测报仪器尽量选用技术条

件优越的设备%

HFH!系统设计总体框架

泽城水库水情测报系统由自动雨量监测站及遥测

水位'流量站组成% 并在泽城水库和晋中水文局分别

设立中心站% 遥测雨量站站网范围涵盖全流域#并能

将水情数据信息自动传送到泽城水库二级分中心站及

晋中水文局一级中心站#再由水电站数据接收处理中

心和晋中水文局会商确定%

系统总体框架祥见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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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系统总体框架

HFL!系统建设目标

泽城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是通过现代化的信息

采集手段与采集技术#通过水文预报#为工程的防洪调

度及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最大

限度减少暴雨洪水灾害损失#确保水库及下游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HFG!系统站网布设

根据上述原则在坝址上游选取测站布设% 流域内

水文站主要测站有漳漕'紫罗'杨家峪'蛤蟆滩'松烟等

J# 座雨量站#雨量站位置适中#基本代表水库以上流

域平均降水情况%

具体布设情况见下表%

水文站及雨量站布设情况表

站!!名 距离Re@ 站!!别 遥测项目 备!注

泽城水电站
上游水文站 雨量'水位

下游水文站 水位

二级中心站

所在地

漳漕'饮马口'

杨家峪'蛤蟆滩'

松烟等 J# 座

雨量站 雨量 共 J# 个

晋中市水文局
水库上游

J"%

一级中心站

.(系统工作体制及通信组网设计

LFJ!数据流程及工作体制

系统水情信息由雨量'控制点"断面$水位数据组

成#信息源的分布覆盖主要控制断面和自动采集点#雨

量'水位信息通过 bgd)系统或 *ga系统短传到报汛

站#报汛站再通过 d̀W进行存储'分析#由 *b̀ g 通信

网络发送到水库分中心站及晋中水文局中心站%

LF"!通信组网设计

LF"FJ!选择原则

7F电源系统采用太阳能电源板供电方式#能满足

在连续 "% 天阴雨天气条件下的正常供电%

DF信息源布局合理#结构简单#安全可靠性高#便

于系统检修及维护%

;F为保障系统设备安全及工作的连续性#各测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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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无人值守有人看管的方式设计#各设备能全天候野

外运行%

LF"F"!通信方案

选择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b̀ g 为报汛的主通信信

道#遥测终端机" d̀W$实现信道设置# d̀W自动接收采

集设备的信息#利用移动*b̀ g 信道"部分可采用联通

系统$将遥测信息及状态信息发至水库中心站# d̀W

设备应具有人工置数功能#应能响应水库中心站发来

的校时'召测'改变参数等命令#水库中心站预留与晋

中市水文局中心站共享数据的接口)遥测站配备可连

续工作的电源系统及安全可靠的避雷接地系统%

,(系统功能及技术指标要求

GFJ!系统总体功能

系统建成后可改善泽城水库流域内水文数据采

集'传输和处理的效率#缩短水情数据的汇集时间#提

高洪水预见期#实现水情信息和工程实施状态的动态

监测和实时报警#最大限度保障水库下游群众生命及

财产安全%

GF"!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系统畅通率!

"

]]^)系统误码率!

'

L [J%)系统

传输速率!H%%:,2R=)数据调制方式!cgk)系统设备平均

无故障工作时间 adjc

"

$H%%.)系统数据采集时间!

'

J%@,0)遥测站在无日照情况下能正常工作 "% 天%

GFH!系统各部分基本组成及配置要求

参与信息采集的遥测站布设于全流域#通过移动

*b̀ g主信道通信方式#将水情数据信息自动传送到泽

城二级分中心站% 泽城中心站配置长延时在线Wbg系

统#以确保各系统设备能连续工作'信息连各种工况下

无障碍传递%

所有测站和中心站均需设置安全可靠的防雷接地

系统#以确保系统设备运行安全%

#(水库水情自动测报软件系统结构

$FJ!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采用当今最流行的开发工具 K374.,"%%#

和 gfMg36936"%%G 相结合#使用实时雨水情数据库和

遥测数据库进行设计#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进行

软件开发% 系统运行可靠#具有标准的数据接口和数

据结构#具有丰富的软件功能以及友好的人机交互

界面%

$F"!系统组成

系统设计采取开放性'兼容性'实用性相结合的方

式#包括远程监控子系统'数据分析子系统及数据库管

理子系统三个独立的子系统%

$FH!遥测站管理与接收子系统

采用*b̀ g信道#接收和处理所有遥测站的水情

上报数据#符合.水情信息编码标准/"gMHH%&"%%G$%

$FL!数据分析子系统

主要是对遥测数据库和实时雨水情数据库中的数

据进行查询'统计'分析#以及报表输出和数据导出等

操作#如图 " 所示%

图 %(水位流量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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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数据库管理子系统

数据库管理子系统是位于用户与数据库之间的一

个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库运行和维护由数据库管理子

系统统一管理和控制#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界面操作

实现对数据的查询'录入'修改'删除'导入'导出以及

对数据库的还原和备份等操作#如图 H 所示%

图 /(数据查询界面

!!中心站要能正确的接收和采集数据#在系统投入

使用前#需先进行系统的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包括系

统参数'中心信息'测站信息'数据字典'水位流量关系

和库容面积曲线%

$(系统防雷接地设计

防雷是一项系统工程#采用等电位连接#涌流光电

隔离等技术#将设备所有引出线路同某一个基点做等

电位连接#安装了电源避雷器的系统必须要配套信号

系统的累计保护措施#才能真正起到系统的雷击保护

效果% 接地导线应该与连至中心接地点的分支相连

接#以保证没有任何其他分支线带有电流%

L(经验与建议

7F水库大坝管理人员对系统软件的操作及适应

有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在系统及软件交付使用前开展

切实有效的培训#是系统效益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自

动化系统经济效益的体现#还需要良好的售后服务及

系统现场操作人员的培训才可能实现#这一点#需要水

库工程管理单位务必有清醒的认识%

DF如何开发功能更加完善'界面性强'操作简便'

统一编程的实用离线分析软件#需制定统一的规范#这

一问题值得商榷%

;F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水库的

科学调度及库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开发适合

泽城水库的水资源优化调度软件#是实现水资源合理

分配的重要环节#应在已开发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基础数据的前提下#做进一步完善及应用%

AF泽城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及洪水预报系统的

开发研究#是一项涉及硬件'信息采集及数据分析等方

面的系统工程% 对于如何确保自动传感器稳定可靠'提

高信道畅通率'提高洪水预报精度及预见期等问题有待

在资金保障的前提下做深入的研究及二次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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