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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水司智能化供水管理监控系统的应用
陈方亮1， 陈 鹏1， 赵晓辉1， 徐 强2， 强志民2， 陈求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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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动化控制技术与设备、机电仪表以及全自动净水工艺的发展，供水过程的各
个环节包括水源地取水( 水源井泵房、水源地泵房) 、水厂处理工艺( 过滤、加药、输水、水质监测) 、
供水管网远传压力、用水终端( 大用户远程抄表、二次供水、户表远集抄) 的技术日益成熟，使得智
能化供水管理监控系统在中小型水司的应用得以实现。登封市供水总公司绿色智能供水管理系统
于 2013 年完成工程建设，实现了整个生产工艺的全自动化智能监控，达到了生产现场无人值守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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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mechani-
cal and electrical instrument，and the automatic water purification process，technologies in each link of
water distribution process including water intake of water source ( water source well pump and water pump
room) ，water treatment processes ( filtration，chemical dosing，water delivery and water quality monito-
ring) ，remote transmission pressure of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water ends ( remote meter reading for
large consumers，secondary water distribution and centralized remote meter reading) have become increas-
ingly matur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water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monitoring system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water companies was achieved．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green intelligent water dis-
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Dengfeng City Water Company was completed in 2013，the full automa-
tion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was realized，and the purpose of the unattended
production field wa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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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自来水公司分为一、二、三、四及万羊岗

五个水厂，整个供水管网利用山势实现供水全程自

流，其中三、四水厂建设有泵房，在供水强度增强时

启动。随着城市发展，供水工艺处理程度提高、供水

管网日益庞杂，采用传统的管理手段已不能满足供

水管网管理的需要。供水全过程监控是确保整个登

封市供水安全的重要部分，如图 1 所示。

图 1 登封市供水全过程监控示意图

Fig． 1 Monitoring of water supply in Dengfeng City

1 供水过程监控方法
1. 1 水源地泵站监控

登封市供水总公司水源采用上游少林水库、纸
坊水库、马庄水库源水，经泵站内调压流入源水管网

再到水厂。为保证源水供水安全，实现泵站全程监

控，采集压力、流量、泵状态、频率、电流、电压等数据

( 见图 2) 。操作人员可以在监控中心远程监测源水

泵站的工作情况并控制水源泵房的启停。调度中心

工作人员及主管领导都可远程实时了解设备的运转

情况，并可根据权限分配进行相关操作。

图 2 水源井泵站监控原理

Fig． 2 Monitoring principle of water source pumping station

1. 2 水厂处理工艺的自动化管理

由源水管网流入水厂，输送入全自动化净水器，

经混凝、沉淀、过滤后输入清水池，再经泵加压至供

水管网。水厂经过设备改造后，采用全新的设备设

施，凭借水处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过滤、加药、
输水、水质监测以及基于 PLC 的绿色智能供水管理

监控系统，完全实现了“现场无人值守”的目标。图

3 显示了水厂处理工艺的自动化监测。

图 3 水厂处理工艺自动化监测示意

Fig． 3 Auto-monitoring of water treatment process in
waterworks

绿色智能供水管理系统是整个供水系统的信息

中心( 见图 4) ，对整个供水系统起着监视、管理、调
度作用。通过系统网络对各子站采集到的工艺参数

( 流量、水位、压力、余氯、电流、电压、电量等) 以及

主要设备的运行状态( 水泵、阀门、配电柜控制开关

等) 进行实时显示，包括主要参数( 直方图或趋势曲

线显示) 、各种操作画面、工艺流程、配电系统图，建

立各种参数、状态数据库、储存历史数据，进行事故

和异常情况报警，以及与打印机相连可打印各种报

表。

图 4 绿色智能供水管理系统示意

Fig． 4 Green smart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system

各现场监控子站对辖区内的参数、设备运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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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进行检测和控制，并将必要的参数通过系统网络

( 有线或无线均可) 送至中央监控中心。各子站分

别组成独立的工作系统，当中央监控中心或子站出

现故障时，不影响其他站的正常运行，确保系统的可

靠性。
1. 3 管网压力监测

源水经水厂工艺化处理后，经由管网送至用户。
在管网输送过程中，若泵房加压过大，容易产生爆

管; 若加压过小，则达不到供水末端用户的压力需

求。此外，由于管网存在老化、腐蚀现象而造成局部

漏损( 明漏、暗漏) ，实时监控管网压力可降低爆管

及较大规模漏损风险。通过实时压力监控可以生成

曲线图和数据报表，为供水公司的项目改造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
1. 4 管网末梢二次供水远程监控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市政

管网压力很难达到供水要求，二次供水设备应运而

生。二次供水设备的运行会对市政管网或多或少地

产生影响，如果运行得好，则对市政管网有利，如果

运行不当，则对市政管网有害。针对二次供水水箱

的优化运行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2］。通过理

论计算，分析了二次供水水箱安装智能控制系统前

后对市政管网的影响。
首先，定义了二次供水设备运行对市政管网影

响的评价指标，包括管网压力波动强度和管网最低

压力。管网压力波动强度越小越好，有利于管网的

安全，管网最低压力越高越好，有利于保证供水服务

质量。其次，确定了安装水箱智能控制系统前后的

水箱进水方式。安装前，水箱的进水完全取决于水

箱后用户的用水量，水箱前的阀门处于常开状态; 安

装后，水箱的进水由水箱的水位确定，当水位较高

时，水箱前的阀门开度较小，进水量就较小，当水位

较低时，水箱前的阀门开度较大，水箱进水量就较

大，这样就充分利用了水箱的调蓄作用，起到了错峰

供水的效果。最后，基于管网水力学模型，针对这两

种不同的进水方式，对市政管网的状态进行了模拟，

比较了两种调控方式的优劣。
研究结果表明: 安装了水箱智能控制系统之后，

二次供水的运行有利于降低管网压力波动，提升管

网最低压力，不仅可以提高管网的安全性，还有利于

市政供水的节能降耗。目前，登封市所有二次供水

设备都已安装远传控制终端，后期将对其实际效果

进行计算分析。
1. 5 管网末梢大用户流量监测

登封市新建小区以及大型企业等用水大户，需

要每天派专人查看水表，记录用水情况，防止偷水、
漏水以及“人情水”情况的发生。通过在普通水表

上加磁针，利用采集器脉冲方式实现远传计量，可以

实时监控企业大用户的用水流量，并计算得出瞬时

流量和累计流量。
增加配表分析功能。根据用户的最大、最小瞬

时流量和机械表的过载流量、分界流量、最小流量做

对比，可以分析出适合用户的不同口径的表。
1. 6 管网户表集中抄表

随着高层楼宇的增加，登封市以往传统的用水

抄收模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前的城市化发展速度。
远程户表集抄和手持型抄收器正在逐步取代以往的

抄收模式，手持抄收器抄收一栋楼的用水情况只需

几秒即可，远程集抄则可定时或手动对多个小区用

水情况集合抄收，更加准确、安全、快捷。本系统的

抄收数据( 见图 5) 可与各营业部已有的收费系统实

现无缝对接。

图 5 小区集中抄表数据

Fig． 5 Data of water meters in residential area

1. 7 小区供销差分析

供销差是困扰登封市供水总公司的一个难题，

改造后由于大用户水表远程监控和户表远程集抄的

功能实现，可以针对在某一时段内的某个小区，查询

总表的用水流量和所有小表的用水流量，通过数据

对比，明确产销差的比例，从而有效预防小区管网漏

水或偷水情况的发生。
1. 8 中央监控中心

登封市供水总公司的各个子站通过 ControlNet
网络将生产数据传送至中央监控中心，在紧急情况

下，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绿色智能管理系统控制模式

切换至远程控制模式，对水厂的生产设备和供水管

网的二次供水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同时，该公司 5
个水厂均安装了摄像头，可通过光纤将实时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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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送至中央监控中心的大屏幕上。远程监控和

视频显示功能的实现，大幅提高了登封市供水总公

司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确保了供水系统的安

全运行。
2 实时监控与报警
2. 1 实时监控

通过 WebAccess 组态软件和以太网的结合，建

立了基于以太网的绿色智能供水平台，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只需通过电脑连接至 Web 绿色智能供水平

台，即可实时查看水厂生产运行、管网压力以及管网

末梢二次供水设备运行等情况，无需安装特定组态

软件，使用十分便捷。
此外，绿色智能供水平台已经实现了手机客户

端 APP 软件功能。工作人员不管身在何处，只要能

通过终端上因特网，即可在 VPN 身份认证后直接进

入系统，实时查看各种运行情况。
2. 2 报警联动

报警设置主要包括水源地泵房设备信息报警、
水厂泵房故障信息报警、清水池液位超限报警、水质

信息报警、管网压力报警、二次供水设备报警等。除

了能在中央供水监控中心报警以外，还能以手机短

信发送给供水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此外，新增了

非法闯入报警，通过在重要设备与生产重地增加门

禁系统，可针对非法进入进行报警与视频录像。
3 结语

登封市供水总公司自从应用绿色智能供水管理

平台以来，保证了长期安全稳定的生产运行。供水

管理模式的改进，大幅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管理

水平，充分保障了该公司的安全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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