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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库预报预警技术在
马庄水库的应用

孙彬彬
!山东省费县水利局" 山东 临沂!JKML###

!摘!要"!现阶段"水患灾害频发使水库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建立水库预警机制在当前防患抗洪的大环境下尤

为重要"如何能够择优选择适宜的水库抢险技术及有效的水库预警机制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就水库预警及抢

险过程中的主要技术展开探究"并总结出水库预警系统的建立模式$

!关键词"!水库%预警%抢险%主要技术

中图分类号# !"EL*%%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WC(')

F0:/D-3-I64:423-77I:1-.:232DD20/1-4.:3= -3;/-0I6 B-03:3= :3

G-X?9-3= H/4/052:0

%&'P)-D)-

"2"%$8.$+ >(#3#%$ !.6$'5&%'()!.$-()4%$/506)(%6# =#$5#JKML### !"#$%$

&@4.0-1.! >;331-0@:" 8@77< <)6,60136831d;1-0@:7**;3" ,-< 3161347)3237D@156,31+).+@).+01<AB60,D@)6+51-0783161347)3

1,3@:9,3-)-.6:6015)62,30)*;@,3@:)52730,-0;-<13*;331-0*)3*;560,-*167823141-0)-.+)<<1- <,-.13,-< 316)60)-.8@77<A

\790761@1*06;)0,D@13161347)3316*;101*+-7@7.:,-< 1881*0)413161347)31,3@:9,3-)-.51*+,-)65 )60+1=1:780+1

237D@15AO+1318731" 5,)- 01*+-7@7.)16<;3)-.3161347)31,3@:9,3-)-.,-< 1513.1-*:316*;1,311C2@731<AO+1

160,D@)6+51-057<1783161347)31,3@:9,3-)-.6:6015)66;55,3)?1<A

A/6B20;4! 3161347)3# 1,3@:9,3-)-.# 1513.1-*:316*;1# 5,)- 01*+-7@7.)16

!!不断发生的水患灾害对水利设施建设提出严峻的

挑战#同时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所以我们应及

时建立完善水利设施预警机制#对水患灾害预警能力

进行全面提升#并制定详细水患灾害抢险计划#将现代

技术有效融入其中#进而降低水患灾害所带来的直接

损失& 下面#以山东省临沂市费县马庄水库为例#总结

水库预警系统的建立模式及抢险过程中所需使用的主

要技术&

$%山东地区水库现状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俗有)百库

千塘*之称#其辖区内有大中小型水库 IJ 座#其中大型

" 座#中型 F 座#小""$型 "F 座#小"J$型 $H 座#一定规

模塘坝 $#" 座#重点塘坝 "I$ 座& 该地区 J# 世纪 $# 年

代%F# 年代所建造水库较多#现存水库均在 J# 世纪末

期经过加固处理#但整体质量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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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费县马庄水库为例#该水库距离费县 J$=5%临

沂市城区 M#=5& 工程始建于 "H$I 年 L 月& 控制流域

面积 FF=5

J

#总库容 J$IF 万 5

M

#兴利库容 "JML 万 5

M

#

死库容 LF 万5

M

#大坝全长 K$#5#坝顶宽 F5#最大坝高

J$GF5#最大泄洪流量 I#IGM5

M

R6& 该水库于 J##I 年

"J 月开始加固#历时两年完成& 建筑标准为 "## 年一

遇设计#"### 年一遇校核#保护了下游 J 个乡镇%JJ 个

行政村%$# 万人以及临沂城区%部分工矿企业和 JJH 省

道%岚济公路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良

好的综合工程效益&

+%预报预警技术介绍

中小型水库的承载力较小#在遇到水患灾害时#容

易发生安全事故#因而做好水库的预报与预警对于保

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实际情况不同使

各地区的预警系统应用技术也略有差异#需要根据区

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预报预警技术&

水库预报预警模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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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预报预警模式图

JG"!采用物联网技术

水库预警的智能化发展要求其满足现代化发展的

需求#而物联网的发展使其成为水库预警系统的最佳

选择& 物联网不仅能够对水库存在的情况进行预警#

同时也具备实时观测与实时监控功能#能够将重要的

数据信息在第一时间发送至相关部门#进而提高水库

预警的能力&

JGJ!汛期预警技术

汛期发生水患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通常发生在汛

期阶段的水患灾害影响较为严重#所以需要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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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门在汛期阶段#做好汛期的预警与防护工作& 防

汛预警要根据汛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汛期阶段可

定期的进行防汛预警检查#对水库的情况及蓄水能力

与水位高度均要做到实时掌握#在主汛期阶段#要委派

相关的专业人员#轮流监守#以便能够在水患灾害发生

前做好防汛预警的准备工作&

JGM!结合各类数据监测水库情况

在进行水库预警时#应及时查看平均降水量%降水

总量%?,值及水位高度变化数据#从而根据数据判断

出水库的基本情况#使相关人员能够尽早预判水患灾

害的来临& 不仅有利于提高预警工作的准确度#同时

也能够有效地处理水库及坝体中存在问题#进一步加

强水患灾害的防护能力&

JGL!构建防洪预警模型库

马庄水库属于中型水库#在防洪预警模型库的设

计时需要注意细节的处理& 虽然马庄水库结构强度较

强#但仍受到水患灾害发生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需要

有关部门及时开展防洪预警的预演与演练#从而保障

在洪灾来临前#预防工作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避免过

于慌乱情况的发生&

JG$!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整编

建立数据信息网对于提高水库预警水平有着重要

意义& 首先需要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系统的规划与

整合#其次将信息进行梳理#将信息数据录入信息网

络#最后将数据信息进行标准化整编#在发生数据信息

错误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

到准确的信息数据&

JGF!启动现场设备保护机制

利用现代技术#加强对现场设备的保护#使其能够

在无人操作的环境下#即可自行运行#并对水库的情况

进行检测& 在设备保护方面#要将自然影响因素与人

为影响因素考虑在内#进而让预警设备能够充分的发

挥重要作用&

C%预报预警系统的建立

MG"!研究思路

-G机器预报与人工预报的结合& 机器预报的优

势在于能够进行 JL 小时不间断的信息预报#避免在信

息预报过程中产生空缺#而机器预报存在着系统功能

单一%预报信息不完整的情况#需要结合人工预报的信

息#对预报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实现数据信息的互通#

将人工预报信息与机器预报信息相结合#使预警信息

更为准确&

@G加强可视化开发#提高便捷性& 预报预警信息

系统应以图像信息为主#以便技术人员能够对信息做

出更为详细的分析#同时操作界面也应进一步简化#使

其具备便捷性与灵敏性& 在设备使用方面#要提高其

兼容能力#将数据及图像信息的处理进行模块化排列#

让技术人员对预警系统的情况能够一目了然#从而加

强预报预警系统的使用效率&

1G提高cW%利用率#实现多模式信号预警& 高速

与高效是预报预警系统的关键所在#cW% 系统作为重

要地理信息处理系统#完全具备以上功能#同时在多模

式信号传递方面#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可通过多个

内置平台对预警信息进行发布#使技术人员能够在最

短时间内获知水库的基本信息#并对后期可能发生的

情况加以处理&

MGJ!功能结构

-G手机报汛& 手机是最为方便快捷的通信方式#

传输速率不受环境的干扰#具有较强的普及性& 手机

报汛首先需要以水利检测设施为基础#相关专业人员

要通过专业的设备对水库的情况进行检测#而后以 F

位数字的方式#用手机短信发送至水利监管部门#最后

利用技术手段对数字信息校准#对得出的情况进行发

布& 信息的发布间隔可以 M 小时为基准#每 M 小时需

要对水库的基本信息进行发布& 如遇大雨及更为严重

的恶劣情况#可将进行发布的时间缩短为 " 小时#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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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期间#信息发布时间可延长至 "J 小时每次&

@G服务平台& 信息服务平台专业性较强#信息发

布的准确性较高#同时服务平台与智能终端传感器可

进行连接#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水库的相关情况#使预

警工作的时间有效缩短#去除相对繁琐的信息发布流

程#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波

动的情况&

1G地理信息演示& 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以地理

环境为基础#呈现的地理信息情况更符合实际情况#同

时图像的显示也相对较为直观#便于理解#提高了有关

部门的数据分析能力#为水库预警系统的完善提供了

保障& c/%系统集信息定位%图像控制及地理信息测

量于一身#使数据信息的采集更为准确#进而提高了水

库预警能力&

;G模型管理& 将传统算法与智能算法结合起来#

实现中小型水库多功能多模型耦合预报& 建立模型

库#集成省内应用的所有水文模型#对全省中小型水库

预报预警模型统一设定#各水库可以任意选择适合的

预报模型进行计算#并可选择多个模型同时计算#对比

不同模型间的差异#进一步提高预报精度&

/G洪水预报& 洪水预报要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

进行#首先要对抗雨能力进行分析#并测试坝体的抗压

强程度#而后需要对区域内可能发生的水患灾害情况

进行初步的估计#最后结合相关信息#制定出洪水预防

方案#同时要将相关的洪水信息进行及时的预报#以便

保障水库预警的速度&

DG同步预报& 建立系统的联动机制极为重要#要

将水库现场的数据信息#迅速传递至省级领导单位及

其余部门#同时做好相关信息的记录#确保通信设备的

时刻通畅#并进行数据信息结果的及时更新#确保所得

到数据信息的实时准确&

=G气象预警& 气象预警需要结合多方面的数据

信息#在进行预警时#需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预警时

间要以 JL 小时为基础#如遇异常状态#可将时间缩短

为 "J 小时#降水量是气象预警的关键条件#因此有关

部门需要对降水信息牢牢掌握#使气象预警能够发挥

出其重要作用&

?G超前预警& 建立融合坝体超前预警技术的水

库预报预警机制#将坝体安全要素引入水库预警体系

中#提出坝体安全荷载指标的预测方法#将坝体在线安

全评价技术与洪水预报技术相结合#提高水库防洪安

全的主动性&

:G综合预警& 实现水库各项指标的自动预警#预

警分为 L 个级别#系统会根据当前数据和每个水库的

特征值以及预警条件进行判断#以不同的颜色进行显

示#可实时了解哪些水库存在险情&

)%预警预报系统的应用情况

马庄水库预警预报系统自 J#"$ 年汛期建成运行

以来#经历了两个主汛期的考验#从根本上缓解了值班

值守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及专业检测设施缺乏等管理

落后现象(解决了因近年来#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极端

恶劣天气不断增加#尤其是暴雨%突降暴雨"俗称)急

窝子雨*$%台风等恶劣天气的不断侵入#造成水库的

防汛形势日益严峻等问题& 预警预报系统的建立#提

高了水库的灾害预报能力#从而大大减少了洪水造成

的灾害损失&

#%结%语

水库是各地区最为主要水利设施#不仅对水资源

的合理利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对水资

源加以控制#进而确保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各地区的

实际情况不同#使用的水库预警技术与抢险技术也存

在着差距#建立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水库预警系统及

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抢险技术#对于保障公众的生命

安全与降低水患灾害带来的损失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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