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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山洪灾害防御信息化建设
现状与展望

刘!超)

!方!婧)

!叶成林.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 合肥!.((%++%

.]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徽 合肥!.(%%..#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安徽省山洪灾害防御信息化建设过程"总结建设经验"针对实际的运用情况"分析存

在问题和发展思路$ 介绍安徽省已经开展和即将开展的工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进一步探索山洪灾害防御信息

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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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洪是指山区溪流因暴雨引发的暴涨洪水' 它具

有流速大&冲刷力大&破坏力大&暴涨暴落&历时短暂等

特点,)-

"常造成局部洪灾"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

失' 中国自 .%%- 年以来"开始实行以自动监测&通信

预警&防灾减灾预案为主的非工程措施建设,.-

"经过多

年建设"中国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已经初具规模"

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根本上打破了山

洪灾害监测预警完全靠/人防0的局面'

+%安徽省山洪灾害防御信息化建设成就

为了保障山丘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降低山

丘区山洪灾害损失"根据国家统一安排部署"从 .%%-

年开始"安徽省分多个年度开展了 (# 个县#市&区$山

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建设' 截至 .%)( 年"安徽省

(# 个县级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已全部完成"

在山洪灾害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年

(&$(



安徽省开展了包括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建非工程措

施补充完善和重点山洪沟防治治理三方面的山洪灾害

防治建设任务' 建设范围覆盖安徽省省本级&$ 个地

市&(# 个县&".# 个乡镇&(%$# 个行政村"涉及人口

-/-]"( 万' 前期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的硬件和软

件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复杂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信息化体系'

.])!初步形成信息采集与预警体系

截至 .%)/ 年 ). 月底"安徽省山洪灾害非工程措

施项目建设已覆盖安徽省 (# 个山洪灾害防治县#区$"

共建设自动雨量站 ($( 站"自动水位雨量站 /". 站"自

动水位站 )/% 站"视频监测站 )+# 站"图像监测站 +%

站"简易雨量站 .#-+ 站"人工水位站 $(% 站"单站式无

线预警广播#

-

型机$)).- 套"主从式无线预警广播#

!

型机$+#% 套' 同时"根据国家防办*关于报送山洪

灾害防治项目 .%)#).%.% 年建设任务的通知+"/十三

五0期间"还将进一步开展监测预警站点的建设'

.].!基本建成山洪灾害防御网络传输平台

在安徽省山洪灾害防治区内"基本建成山洪灾害

防御通信网络传输平台"覆盖省水利厅&)# 个市&(# 个

山洪灾害防治县#区$&".# 个防治区乡镇和全省水文

系统"并与省政府&水利部&流域机构实现互联互通'

山洪灾害防治区内的 (# 个县#区$远程异地视频会商

系统均已延伸到所辖乡镇'

项目建设彻底改变了山洪灾害防治区内县区防

汛&防山洪灾害的信息化水平"将防汛现代化水平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 科学防汛的理念在基层防汛工作中落

地生根"这也是项目建设的最大收获'

.](!平稳运行省市县三级监测预警平台

对省&市&县三级先后完成标准机房建设&网络及

综合布线改造&会商室改造等工作"实现了省市县三级

互联互通' 开发部署完成省&市&县三级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平台应用系统"为山洪灾害防御提供更加快捷&准

确&及时的信息支撑' 落实了成熟的信息化管理体制

机制"为市&县级建设本地的决策指挥系统奠定了

基础'

.]"!创新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

.%)( 年以来"安徽省走在全国前列"对全省 (# 个

山洪灾害防治县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并对项目的实施开展了探索' 调查工作伊始"安

徽省防办会同省水文局等有关单位"制定了*安徽省山

洪灾害调查工作大纲+和*山洪灾害调查外业手册+"

为高标准完成调查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外业实

施上确立了/以人为本&调查不遗漏&分次实施0等原

则"采用/图上粗查&实地详查&数据入库上图0方式同

步开展工作' 对已调查出的成果"省防办开拓思路"积

极加强调查成果向防御能力的转化"要求相关数据必

须进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为及时预警和精确预

警服务' 针对山丘区群众居住分散的现状"省防办印

发了*安徽省基层防御山洪灾害网格化责任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利用调查成果"抓紧建立基层防

御山洪责任体系"达到/预警到村&信息到户0的目标'

经过调查"已基本摸清山洪灾害重点防御对象"并

以小流域为单元"确定预警指标"为科学预警创造了非

常坚实的基础'

.]/!逐步推进山洪灾害示范建设工作

在完成前期建设的同时"安徽省积极探索山洪灾

害防御的新模式&新方法' .%)/ 年年底"根据国家防

办统一部署"安徽省开展了对山洪灾害示范县建设的

探索工作"试点开展了预警到户建设&学校预警能力建

设&转移路线全景地图建设&基层水利站防汛能力建

设&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结合示

范建设&县级平台试点升级建设等示范建设内容' 目

前相关方案已修改完善完成"正在组织实施' 安徽省

将根据山洪灾害防御新情况的变化"对方案进行适时

调整"以期探索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提升方案'

L%存在的主要问题

(])!运行维护困难

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项目对于水利等其他工程建

设来说"有其自身特点'

0]数量多"维检难' 截至 .%)/ 年 ). 月底"山洪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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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非工程措施项目已覆盖全国 .- 个省#直辖市$".%/+

个项目县"共建设自动监测站点 #]"+ 万个&简易站点

"(]%. 万个&无线预警广播 ./]"+ 万套&简易报警设备

))#]($ 万台#套$' 同时"根据国家防办*关于报送山

洪灾害防治项目 .%)#).%.% 年建设任务的通知+"/十

三五0期间"还将进一步开展监测预警站点的建设' 如

此大规模的建设和大范围的分布"为维护和检修带来

不小的困难'

4]环节多"风险大' 监测预警系统是整个山洪灾

害防治工程措施项目中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核心' 该系

统是由监测站点&通信设施&监测预警平台软件&预警

设备组成的有机组合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影

响整个系统的运行"甚至造成系统瘫痪"丧失山洪灾害

的预警预报能力'

9]时效强"要求严' 汛期必须保证设备时刻处于

正常运行状态"出现故障后立即处置"要求设备维护必

须及时'

>]专业强"技术高' 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各级

操作人员进行了培训"但在设备出现故障时仍需专业

人员对其维护&维修'

6]维护高"资金缺' 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都是自

动测报设备&设施"后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运行

管理和维护' 由于各级政府财力不同"仍有部分县

#区$无法落实运行维护资金'

(].!数据交换环节过多

原有的数据传输流程"从外业监测站点发送至县

区"经县区交换至市水文分中心"再交换至省水文局'

经过多次转发"在传输环节出现问题的概率大大提升'

无论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往往导致省级无法看到相

应的监测数据"直接影响省&市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

指挥调度'

(](!应用功能冗余

各县与分中心均部署有信息管理系统"且同类系

统的功能基本相同"应用系统部署冗余"且维护升级代

价高"导致硬件资源浪费'

(]"!管理功能缺失

对运维管理和售后服务的监测能力不足' 实际运

行中发现"虽然对各承建单位运行提出要求"但反应和

处理情况各不相同' 缺少对运行维护后期必要的监控

和考核"对项目整体运行维护十分不利'

$%安徽省山洪灾害信息化建设思路

"])!安徽省山洪灾害防治大数据平台建设

为实现安徽省山洪灾害防治数据省市县多级同步

共享"探索解决市县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的容

灾和运维管理薄弱问题"开展安徽省山洪灾害防治大

数据平台建设' 平台采用/互联网 *大数据0的总体

建设思路"按照前期兼容&后期统一&分步实施的策略"

保证现有所有业务系统不变的前提下"将安徽省 (# 个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平台逐步过渡到集中接收的安徽省

山洪灾害大数据新平台' 新平台在充分保持各县目前

已有的功能模块&布局格式&使用习惯的基础上"统一

数据管理和资源分配"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

联动&决策协同0目标"进一步提高安徽省山洪灾害防

治科学决策和综合应用水平'

具体实现主要是探索通过/两步走0的方式将各

市县采集数据在省中心落地"再共享至市县&中央&流

域平台"以减少数据流转环节"加强数据共享管理"确

保数据稳定可靠'

0]第一步!在省中心平台开发数据统一接收软

件"对安徽省 (# 个山洪灾害防治县自动监测站 MBp

#采集终端$进行升级改造"实现数据在省中心平台

的统一落地"并交换至省水文局"由省水文局实现与

市县级平台的数据共享"市县级平台仍使用已建应

用平台'

4]第二步!省级平台升级完善后"实现云架构"逐

步替换市县级平台"实现省级平台省市县三级使用'

安徽省山洪灾害防治大数据平台数据流程如图 )

所示'

(($(



RTU RTU RTU

��

��
��

	��
��	

�������	

RTU RTU

���

RT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安徽省山洪灾害防治大数据平台数据流程

"].!远程监测平台技术建设

安徽省山洪灾害远程监测系统建设以业务管理需

求为基础"针对山洪灾害站点运行维护&平台运行状态

监测&数据安全备份&预警平台托管等系统维护管理的

需求"根据山洪监测系统运维的业务管理流程"将县级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采用虚拟方式远程托管到省中心维

护平台"使得平台建成之后"不仅可用作运行维护管

理"也可实现山洪灾害预警平台的异地容灾中心"当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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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发生故障灾难后"可以实现系统自

动切换"云托管中心自动完成业务接管"使县防办人员

的客户端访问实现平滑过渡"没有任何影响' 并在中

心安排专业维护工程师"通过建成的远程维护平台"定

期对各县级山洪灾害预警系统软硬件运行情况进行巡

查监测"定期发布*运行情况简报+' 改变传统信息自

动化系统/反应式被动维护0为/主动式管理0' 平台

部署架构图如图 . 所示'

图 +%远程监控系统网络拓扑结构

"](!运维管理平台

安徽省山洪灾害测站运维管理平台建设"主要解

决县级人员对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维护能力不足的问

题"提供县级单位更容易操作的维护手段"以及对承建

单位的售后服务"全程实现跟踪监控"最终通过有力的

数据统计分析实现对县级单位和承建单位的运维管理

考核' 平台主要功能为实现统一用户管理集成&承建

单位管理&运维管理监控&运维管理考核&统计分析&日

志管理等'

运维管理功能建设流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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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运维管理功能建设流程

#%安徽省山洪灾害信息化建设设想

/])!现代/智库0建设

现代智库"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是一个单位

思想创新的源泉"也是一个单位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

要标志' 随着智库在政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发展程度正成为一个单位业务能力的重要体现' 为

此"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已经成为提升业务能力的一个

重要途径和手段' 为响应水利部*关于大力加强水利

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建设一个由省防办主导"水文&

信息中心&水科院&院校&相关专业公司等共同组成的

/安徽省防汛抗旱信息化技术研究院0 #非盈利性机

构$' 并不断扩大智库的规模"提升智库水平'

/].!基于大数据的研判预警

通过安徽省山洪灾害大数据平台建设"集成大量

周边数据"结合高性能计算集群技术"为山洪灾害防御

提供高效&快速&精确的分析服务' 在海量数据的基础

上"进行降雨拟合#降雨量预测&土壤墒情&未来 .C 上

游来水量&当前水位等多数据种类比对$快速从历史观

测数据中找到相似降雨过程"并将结果推送给用户起

到预警及辅助决策的作用'

/](!无人机技术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中的应用

无人机航测技术不受地形条件及天气的影响"影

像的分辨率较高"能够准确地获取复杂地形的基础性

地理资料' 将无人机航测技术有效应用到山洪灾害的

调查及评价中"能够较快的获得该流域中的清晰影像"

并高效&精确地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能够对山洪灾害

进行有效调查评价"从而提高山洪灾害预报的准确性"

安徽省目前已成立专门的无人机遥感监测实验室"后

期将加大开展此项技术在安徽省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

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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