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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电厂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建设与运行

孙芹芳, 裴哲义

(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 北京 100761)

摘要: 对我国水电厂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以下简称测报系统)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论述和分析。对测报系统的运行指标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 总结了测报系统在防洪和发电中所

发挥的效益,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建议。

关　键　词: 水电厂; 水情; 自动测报系统

中图分类号: P 332. 3; P 338. 1; TV 736　　　文献标识码: C

水电厂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是一个集通信、计算机、水文和遥测等先进科学技术于一体, 能

快速、准确采集处理水情信息, 实现联机作业预报和调度的多学科系统工程, 是水电厂防洪调

度自动化的基础。电力系统测报系统建设从 80年代初开始起步, 引进和开发相结合, 如丰满、

白山测报系统引进美国SM 公司的设备,黄龙滩采用国产设备自行研制开发。经过十几年不断地

努力探索和实践, 不断地总结经验, 使测报系统的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进入 90年代,

由于国产设备进入成熟阶段, 测报系统得到了快速稳步的发展, 仅 1991～1999年投运的系统就

达 63个, 相当于 80年代10年建设的 7倍。截至 1998年底, 已建、在建测报系统已达70余个。

部分网省公司大中型水电厂已全部实现了水情自动测报, 在防洪、发电及供水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及时掌握测报系统的运行情况, 加强管理, 国

家防总会同我中心对电力系统已建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调查, 现将调查的

73个测报系统的情况分析如下。

1　建设简况

　　截止 1998年, 所调查的 73个测报系统中 (在建 12座) , 已正式验收的有 59个, 占总数的

80%。测报系统采用的通信方式主要为超短波, 约占 92%, 少数地形复杂的山区采用卫星、短

波或超短波混合的方式, 如碧口、麻石、青铜峡为短波和超短波混合系统, 富春江、龚嘴、宝

珠寺、二滩、云峰、天生桥、叶茂等系统为卫星系统或卫星混合系统。卫星系统 1995年以后建

设较多。测报系统中, 采用的水文预报模型多为新安江模型 ( 42座, 占总数的 59% ) , 其次是

大型水电系统实时洪水预报与调度模型 (即D 模型, 21座, 占总数 30% ) , 其他还有萨克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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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水箱、蓄满产流及河道汇流等模型。测报系统规模最大的为万安 ( 1∶4∶55)、五强溪 ( 1

∶4∶49) ; 最小的有沙田 ( 1∶1∶4)、八盘峡 ( 1∶1∶5)、响洪甸 ( 1∶1∶6) 及上标 ( 1∶1∶

7) 等。

2　运行简况

　　反映测报系统运行状况的主要技术指标有数据传输的月畅通率、系统可靠度、水文预报的

合格率等。

2. 1　系统运行

在已投入正常运行的 62个测报系统中, 月畅通率和可靠度均达 90%以上的有 57个, 占运

行总数的 92%。由此可见, 大多数测报系统的运行状况良好, 达到 《水文自动测极系统规范》

( SL61-94) 的要求 ( 90% )。尤其是一些早期建设的测报系统, 如丰满、白山、黄龙滩等, 在投

运的 10多年来, 运行一直良好, 其原因一方面是系统设备质量总体状况较好, 另一方面是运行

管理正规化, 规范化起到一定保证作用。但也有些系统的局部存在一定问题, 经维护、更新后

不影响整体运行, 也有个别系统由于设计体制和设备质量、信道、管理等方面的原因, 系统建

立以后不能正常运行, 其中改造后已得到很大改善的有龚嘴、安康、富春江等。

2. 2　水文预报

在 62个系统中, 除 4个小型系统未开展水文预报和 2个未满足预报要求的测报系统外, 有

56个测报系统正常开展了水库水文预报工作, 平均水文预报合格率为 86. 5%, 其中水文预报合

格率在 90%以上的 34个 (占总数 61% ) , 合格率在 80%～90%之间的16个 (占总数 29% ) , 合

格率在 70%～80%之间的6个 (占总数的 11%) , 有49个系统水文预报合格率在 80%以上 (占

总数的 87. 5% )。

2. 3　防洪效益

水电厂建立测报系统以来, 准确及时的水文预报使水库优化调度更具科学性, 取得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部分水电厂在系统建立 1～2年后利用优化调度就获得了比全部投入还

多的效益。新安江、枫树坝、岩滩、大化、黄龙滩、漫湾、鲁布革、水口等都有实例充分说明

了测报系统带来的巨大效益。仅以近年来的防洪为例:

( 1) 1995年夏, 丰满、白山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丰满最大入库流量达 16 350 m3 / s ,

洪水期间, 地方通信中断, 人工报汛停止。而测报系统运行正常, 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水库调

度决策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水情, 赢得了水库调度的主动权, 充分发挥丰满、白山的联合调度作

用, 最大限度地调蓄洪水, 丰满最大出库流量 4 500 m
3/ s , 削减洪峰 72%, 确保了丰满、白山

大坝和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社会效益显著。

( 2) 1996年洞庭湖水系大水期, 湖南五强溪、凤滩、柘溪等水电厂充分利用水情自动测报

系统做好水文预报及水库调度工作, 为保证下游桃江、常德和洞庭湖湖区周围城镇和乡村的安

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 3) 1998年长江发生仅次于 1954年的全流域特大洪水, 嫩江流域发生了 100年一遇洪水、

闽江等流域也发生了较大洪水。在洪水过程中, 这些流域上的水电厂水情测报系统运行正常, 不

仅为保证本厂的大坝安全和防洪调度安全, 也为下游的防汛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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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 1　存在的问题

当前水电厂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已达相当规模, 系统的建设、管理和运行方面已步入正规化

和规范化的轨道, 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设备老化, 软件落后　70年代末到现在,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进入了 20年的发展历程,

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并在水电厂防洪渡汛及经济调度方面发挥了积极有

效的作用。虽然一些早期建设的系统进行了更新改造, 如安康、龚嘴和富春江等, 但仍有一些

90年代初建设的系统, 部分设备出现老化现象, 备品备件不足, 应用软件版本低, 用户界面老

化, 程序繁琐, 易出现死机、存贮困难、数据处理功能差等问题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需要

进行更新改造。

此外, 雷击和同频干扰及电台电源不足等问题也有发生。

( 2) 软件开发与系统建设不配套　在系统建设中, 设备安装与软件开发常由不同单位承提,

个别水文预报模型的研制技术人员尚缺乏成熟经验和技术水平。致使硬件设备与软件运行不配

套。一些系统建成后, 遥测系统及软件能投入正常运行并及时验收, 而水文预报软件却迟迟不

能满足规范要求, 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和按时验收。

( 3) 水文预报模型有待进一步开发和修正　在现有系统中, 研制开发的水文预报模型多为

概念性或经验模型, 其结构复杂、参数多、率定和修正较困难, 对经验的依赖性强。即使同一

模型, 在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流域特性和资料条件下, 甚至在同一系统不同时期由于下垫面条

变化, 应用的效果都不尽相同。还有部分系统由于建立较早、流域内水文特征和下垫面情况发

生了较大变化, 原水文预报模型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水文预报精度逐渐下降, 需要开发研制新

模型, 并对软件进行升级改造。如枫树坝、以礼河、凤滩等。

( 4) 运行管理方面　建设和管理是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发挥效益的两个重要环节, 管理好一

个测报系统比建设一个测报系统更难。这不仅需要认真负责的态度, 还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目

前多数单位都重视测报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建立了正规的管理制度, 系统运行状态良好, 但

仍有少数单位存在重建轻管现象, 主要表现在运行管理费用不落实, 责任制不落实, 技术人员

不配套等。致使同一研制单位建设的测报系统, 由于技术人员配备和管理维护的差别, 测报系

统运行的水平和效益情况差别较大。

3. 2　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 建议今后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健全规章制度, 依法搞好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原电力工业部 1996年颁发的 《水电厂水

情自动测报系统管理办法》, 健全管理制度, 规范数据格式, 完善通用考核指标, 切实做好测报

系统的运行管理工作, 更好地发挥测报系统的作用。

( 2) 加快水调自动化的步伐　在做好测报系统运行管理工作的基础上, 认真落实 《全国电

网调度自动化 “九五”计划纲要》中提出的水调自动化的内容和目标, 尽早实现水情测报系统

联网运行, 实现信息共享。

( 3) 加大科技投入, 开展技术攻关　各科研单位要在保证测报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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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技攻关的力度, 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诸如雷击、电源及洪水预报和调度模型等关键性

问题, 使测报系统在实时性、可靠性及水文预报精度和增加预见期等方面上一个新台阶。

( 4) 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　备件不足、技术落后、软件落后、洪水预报精度偏低等问题, 使

测报系统的可靠性下降, 系统问题较为突出, 影响了系统整体效益的发挥。对这些测报系统, 要

针对存在的问题, 认真研究整改措施, 积极进行技术改造, 使其重新 “焕发青春”, 更好地适应

水电建设与运行的需要生产服务。

( 3) 加强职业培训, 提高人员素质　先进的测报系统, 其建设、维护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和

整体效益的发挥, 关键取决于技术人员的素质。各单位要注重对相关技术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工

作, 保证系统维护和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 进一步提高测报系统的运行维护水平, 更好地为电

力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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