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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详细介绍了淮河流域防汛实时水情信息传输系统的形成, 系统的信道、构成和功能, 系

统硬件配置及软件开发, 运行情况和系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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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流域介于长江和黄河之间, 源于桐柏山, 地跨豫、皖、苏、鲁四省, 气候变化剧烈,

流域内经常出现灾害性天气。作为防汛决策重要依据的水情信息其及时性和准确性也就显得

至关重要。水情信息传输的时间长, 就必然影响洪水预报的预见期, 从而可能丧失防汛决策的

主动权。为了加快水情信息的传输, 节约报汛经费, 进一步提高水情工作自动化程度, 淮河水

利委员会在进行大量调研和论证基础上, 于1992年6月采用邮电部门近年来推出的“公用分组

交换数据网”作为通信信道, 建设 “淮河流域防汛实时水情信息传输系统”。

1　系统的信道、构成和功能

( 1) 公用网　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 (简称公用网) 是邮电部门近年来推出的一项新业务,

主要应用于数据通信领域。国际上自70年代起开始研究, 到今天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公用网

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入网方便。只要拥有一台配有RS- 232通信口的PC机或终端, 一个

相适宜的Modem ,就可以方便地以专线方式或电话拨号方式进入公用网; 提高线路利用率,

共享线路资源; 具有高质量, 高速度的传输功能 (交换机间的速度可达64 k bit / s) , 用户根

据需要可选传输速率为2 400 bit / s , 4 800 bit / s , 9 600 bit / s等, 是电传速度的几十倍, 乃至

几百倍。(目前, 系统的传输速率为2 400 bit / s , 每分钟可传水情电报200多份; 75 bit / s的电

传, 每分钟只能传输4～5份) ; 提供低成本的数据交换业务。分组交换的资费与距离无关, 只

计通信的信息量和时间。

( 2) 系统构成　系统以公用网为通信媒介, 目前主要由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 (北京)、淮

河水利委员会 (蚌埠)、河南省水文总站 (郑州)、安徽省水文总站 (合肥)、江苏省水文总站

(南京)、山东省水文总站 (济南)、淮委沂沭泗管理局 (徐州)、河南省信阳、驻马店、山东

省临沂、安徽省阜阳水文局等11个单位的终端构成, 除水利部为同步分组式终端 ( VAX 机)

外, 其余皆为异步字符式终端 ( AST 386/ 33微机或前置机) , 参见图1。至1994年3月,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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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会城市的公用网传输信道已全部从实验网 ( CNPAC) 切割到国家骨干网 ( CHIN APAC)

上。另外,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确保防汛万无一失, 系统在利用公用网作为主信道的同时

还利用全国长途电话网作为备用信道。在公用网信道不能正常传输的时候,自动启用电话网进

行传输, 提高了淮河系统的保证率。

图1　系统构成简图

Fig . 1. Schema tic of t he sy st em′s str uctur e

　　 ( 3) 系统功能　 报文发送和接收。为了

节省运行费用和提高传输速度, 各省终端在发

送之前, 首先对通过电传机收到的基层水文站

发来的报文进行预处理, 滤掉报头报尾, 重编

流水号, 然后根据通信协议, 再打包发送给接

收终端。接收终端根据需要随时将收到的水情

信息传输到译电系统, 然后由译电机进行译电,

形成各种分类数据文件, 供检索、查询、点绘

雨量图、打印河道水库水情简报和洪水预报等。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淮委、淮委沂沭泗管理

局、信阳、驻马店和临沂地区水文局的终端只

收报不发报, 为单一的信息接收终端, 四省水

文总站和阜阳水文局终端具有收发双重功能。

为了保证报文传输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系统通

信过程中设计了传输失败或校验出错 ( BCC校

验; BCC 校验是对报文段中每一个字符进行异

或运算的结果) 重发功能。并且根据需要, 可以

用参数设置软件任意设置报文传输的时间间隔、发送包长度、公用网拨号时间、通信速率以

及发送报汛站个数。 报文检索、统计和计费。汛期系统终端, 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水情信息。为

了自动检测系统功能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可靠性, 确保安全渡汛, 技术人员用 T urbo C语言

研制了系统运行管理软件, 该软件界面友好 (中文下拉式菜单结构) , 操作方便, 主要包含以

下几个功能: 报文检索 (可查看各地报文) ; 报文流水号自动检查 (即自动判断报文是否缺

少) ; 查看某一份报文收到时间 (时、分) ; 计算某发送报文单位所传报文总份数、总字段、总

计时以及该终端某月运行的分项费用和总费用, 并形成相应文件。

2　系统硬件配置及软件开发

( 1)微机　系统的终端。汛期每天要求24h 开机, 水情信息的发送和接收主要靠微机处理,

因此, 对微机的工作可靠性要求很高。选用 AST 386/ 33微机, 做为系统的终端。运行三年来, 工

作正常。为了满足系统收发信息的特殊需要, 对微机的RS- 232C 接口做了改进, 各省水文总

站终端 RS -232C 接口由原来的二个扩展到四个, 分别为公用网收发, 前置机接收, 译电系统

发送和电话网收发。

( 2) 前置机 (用来暂时存贮水情电报的设备) 　目前系统内有接收双路信息的前置机和

接收单路信息的前置机。通过三年来的不断完善和改进, 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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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调制解调器　系统中的 Modem 采用南朝鲜生产的 “GoldStar”产品, 运行以来, 一

直正常。

( 4) 信道　邮电部门公用网、市话专线及淮河微波干线。传输介质主要有光纤、数字微波、

同轴电缆等。

( 5) 信息分流　为了节约系统建设和运行费用, 淮委与沂沭泗管理局在江苏徐州共同租

用一个公用网异步端口, 通过淮委水情信息中心研制的信息分流器, 对收到的四省水情信息

进行分流处理, 一路直接进沂沭泗管理局 (徐州) , 一路通过蚌埠—徐州淮河微波干线进淮委

(蚌埠) , 形成 “一路信息, 两家共享”的配置。

( 6) 通信软件　采用T urbo C 语言在微机上开发。系统通信软件本着“全自动”, “经济可

靠”, “多收多发”(收电传及各省公用网来报, 发部、委 (局)、省及地 (市) ) 的原则设计。

软件留有用户接口, 可以允许16个用户同时进入系统, 根据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扩充。系统中各

省水文总站终端从前置机 (本省电传电报) 收到水情电报进行预处理以后, 根据终端设置报

文发送时间间隔 (时间可以任意设置) 及所设置的节点顺序, 依次向各收报单位进行传输。传

输结束后, 软件转向等待过程。在等待过程中, 不断监视公用网端口、电话网端口以及本单位

译电机端口发来的信息, 根据所收到的不同信息, 完成下面三个任务: 接收来自公用网的

各单位电报。 接收来自电话网的各单位电报。 向本单位译电微机传输电报。等待过程在执

行一段时间以后 (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 软件再次转向接收前置机电报子过程, 如此循环

往复。

( 7) 公用网 PAD设备参数的设置　CCIT T X. 3建议为字符终端接入公用网的分组装拆

设备 PAD 规定了一组参数值, 这组参数值用于描述该终端的特点。对公用网 PAD设备参数

设置科学合理 (在通信软件中设置) , 节省了信息传输时间和字段数, 相应地节约了运行费用。

( 8) 系统对公用网和电话网作为传输信道的应用, 达到高度统一。

3　运行情况

通过1993年、1994年以及1995年汛期的正式运行, 我们认为系统各终端与公用网的联入

率是比较高的, 传输速率 (目前是2 400bit / t ) 也是比较快的。传输质量方面, 除了公用网本身

采用非常有效的循环冗余校验码 ( CRC) 进行校验和检测差错自动重发功能外, 考虑到连接

各终端的市话专线质量, 系统通信软件又增加了校验差错 ( BCC 校验) 重发功能。因此, 系统

传输质量很高, 做到了无差错传输报文组, 各防汛单位及时、准确的收到了报汛电报。利用邮

电部门分组交换网作为通信媒介, 来建设实时水情信息传输系统, 并正式投产运行, 在全国

水利系统中是第一家。

4　系统效益

系统建设以来, 已经逐步体现了以下几个效益:

( 1) 实时水文情报信息传输的现代化技术进步, 提高了工作效益。

( 2) 时间效益　保证了水情信息的质量, 缩短了水情信息的传输时间 (一般提前30m in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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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加快了传递速度, 增长了洪水预报预见期, 为抗洪救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 3) 信息效益　变 “一报多发”(以往流域内某站一份报汛电报, 要同时向多个防汛部门

拍报) 为 “一报共用”, 实现了信息共享, 提高了报汛资料的利用率。

( 4) 显著的经济效益　用系统传输水情信息以后, 每年运行费用不到原报汛费用的1/ 10,

体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5　结　　语

该系统是水文科学与当代电子科学 (计算机、数据通信等) 多学科综合的产物。它率先为

我国防汛部门采用邮电部门的分组交换数据网传输防汛实时水情信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是我国水文事业的重大改革。实践证明: 系统建设投资少、见效快, 结构设计科学合理, 技术

成熟, 实用性强, 自动化程度高, 运行稳定, 管理方便, 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系统由于是在1992年设计和建设的, 鉴于当时的技术和经费等条件的限制, 该系统功能

还不全面, 尚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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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al-t ime flo od contro l hydro logical informat ion transm ission system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w as built by a public packet switching data netw ork

w hich is a new technolog y, and has been suppl ied by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bureau r ecent ly and w idely appliced abroad as a communicat ion medium. T he

applicat ion of this sy stem has changed the long-t ime lagg ing situat ion o f

t ransmit ting the real-time flo od contro l hydrolo gical informat ion by using low-

speed telex and has produced obv iously social and econom ical benef it s. T his paper

fully intr oduces the system′s backg round, communicat ion channels, const ruct ions,

funct ions, hardware conbinat ion, softw are development , running situat ion and

benef it s.

Key words : f lood control; hydr olog ical informat ion; tr ansmission sy stem; public

packet sw itching data netw or k; computer communicat ion; Huai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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