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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钢等：节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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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研究
胡钢－，沈波２，宋培卿１，张学武１，黄勇２
（１．河海大学计算机及信息工程学院，江苏常州２１３０２２；２．江苏省南通市水利局，江苏南通２２６００６）

摘要：介绍了苏南某市节水灌溉自动化系统的设计。该系统利用计算机远程、实时采集各种数据，远程控
制灌区泵站、阀门，以实现节水灌溉。系统控制软件是以ｄｅｌｐｈｌ ６为软件开发平台，采用三级结构的计算机远
程自动控制系统。所有灌溉事件自动插入数据库．并自动形成各种报表，以便对灌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关键词：节水灌溉；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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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３台水泵和８个阀门。同时对２３台仪表进

引言

行数据采集，并作相应的处理。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水资源的匮乏

为确保系统通信的正常运行，采用了由控制

问题日益突出，节约水资源已是势在必行。然而，

主机、Ｒｓ一４８５通讯线、现场控制单元、传感器构成

与此同时．传统的农业灌溉方式却又在大量浪费

的具有三级结构的集散型控制系统（ＤＣｓ），结构

着宝贵的水资源。为了改变过去不合理的灌溉方

如图１所示。可同时对１０个灌溉小区农作物生

式，节约水资源，我们承担了苏南某市节水灌溉

长水分状况进行监测和控制。一台计算机作为中

自动化系统的设计。该项目需要在约２００ ｈｍ：（合

央控制级，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对灌区各种仪表的

３０００亩）的耕地上实现农田节水灌溉的自动化、

控制；现场服务器（通信控制器）作为中间控制

智能化、信息化，优化水资源配置。本系统的控制

级，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各仪表和计算机之间的通

方式采用三级结构的计算机远程控制，软件是利

信；在各个灌溉小区，均有一套现场控制单元作

用Ｄｅｌｐｈｉ６作为开发平台。

为就地控制级，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存贮、预处理，

１

节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硬件组成

１．１系统功能

并控制现场电动闸阀和水泵动作。本系统吸收了
现场总线的做法，将所有现场２３个仪表挂接在
ＲＳ－４８５通信线上，利用Ｒｓ一４８５通信距离长、抗

研制开发的灌区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是为
供水站提供服务，它应具有以下功能：

干扰性能强的特点。实现整个灌溉区域内控制设
备的通讯和控制。

（１）实现区内墒情、水情、雨情的数据采集和
处理：
（２）实现泵站电动机、渠系闸门及田间分配
水口门的自动控制；
（３）实现计量供水；
（４）系统告警及保护。

图ｌ三级结构示意图

１．２系统结构
本系统主要是利用监测稻田土壤的含水量，

这样做的目的是中间控制级（通信控制器）

量化稻田的用水量等方法来提高单方水的最大

可以处理众多就地控制级（仪表）频繁的、随机的

效益。它是由一个泵房、１０块田地和约１

中断申请，将其存入先进先出的存储器，按照先
联络先通信，后联络后通信的原则，有效地组织

０００ ｍ

的干渠、支渠组成。本控制系统是由计算机远程

作者简介：胡钢（１９５８一），男，安徽宣城人，河海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计算机控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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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级和就地控制级间的通信。这样，计算

器内由广角度表直接现场显示液位，另一方面把

机仅与通信控制器打交道，以确保通信的实时性

二线制４～２０

和准确性。

磁性液位计可以做到高密封、防泄漏，能适应高

ｍＡ

ＤＣ标准信号输出给显示仪表。

在集散型自动控制系统中，使用现场控制单

温、高压、高低温巨变、腐蚀性条件下的液位测

元去控制现场设备，通过现场总线实现现场单元

量。与其它液位传感器相比。磁性液位计没有“零

和总控制台的沟通，使得整个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漂”、“温漂”、“时漂”等问题，测量稳定可靠，精度

提高．并易于实现整个控制系统的网络化、智能

高，非常适合野外长期使用。磁性液位计的传感

化，结合灌区项目的实际情况，使用了ＲＳ一４８５的

器可采用不锈钢、聚氯乙烯、聚四氟乙烯等多种

通讯总线。构造了一个网络集成式分布的节水灌

材质，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溉控制工程。本系统的运行结果表明，该系统的

２．３雨水利用与雨量观测

结构模式具由性能稳定、功能完善、易于扩充、施
工简便、性价高等优点。

２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２．１田间墒情采集

充分利用雨水量是发展节水灌溉的重要环
节，其作用有三个：一是减少灌水量。节省水资
源，降低成本；二是促进作物生长，增加农业产
量；三是雨水水质好，污染少，可以提高农产品质
量。该市雨水比较充沛，多年平均降水量１

０８０

ｍｍ，且集中在６－９月，与水稻灌溉季节一致；同

主要是田间土壤水分的测定，对于旱作物、

时，采用浅湿灌溉技术后，水稻生育期中一半以

低水分段的测量很简单。可以采用探头式的土壤

上时间处于无水层状态，具备充分利用降水的条

水分计来测定：对于高水分段的测量难度比较

件。课题组专门开展了水旱作物雨水利用研究。

大，例如水稻灌水下限的稻田土壤水分，一般为

通过试验观测提出了节水灌溉条件下的雨水拦

土壤饱和含水量的７０％～７５％左右。采用探头来测

蓄控制指标。雨水利用研究的成果表明．在水稻

量精度就不够，为此，针对三联灌区地处长江下

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中，应注重雨水利用，除烤田

游雨水比较丰沛、浅层地下水埋深比较浅、与田

和黄熟期不允许拦蓄雨水外，其他各生育期均可

间土壤水分相关关系密切的特点。通过试验建立

根据田埂高度尽量拦蓄，即使在返青期，只要不

了稻田土壤水分与浅层地下水埋深关系曲线。这

淹没稻苗最上一个叶耳，也应多拦蓄雨水。使灌

样只要测定田间的浅层地下水埋深就可得出相

溉真正成为补充天然降水的不足，提高天然降水

应地点的田间土壤水分含量。系统处理就是将灌

的利用率。

区稻田土壤水分与浅层地下水埋深关系曲线输

２．４计量供水

人电脑．再在灌区选择有代表性的点布设地下水

系统设置了３处两种水量计量设备，一是泵

位观测浅井，测定水位变化，即可直接反馈灌区

站；－－是渠系；三是田间。泵站主要采用管道流量

土壤墒情；然后根据不同作物的节水灌溉制度，

计。渠系和田间属明渠量水，故研制了适用于中

系统确定是否需要灌溉。

小型渠道的数字式长喉道明渠量水计。它由长喉

２．２河、渠水位测量

道量水槽、磁性液位计和流量积算仪３部分组

由于灌区水位测量处于高温、高湿、水质较

成；研制的两类数字式长喉道量水计，一类是分

差的恶劣环境。一般传感器安置在野外日晒夜露

离式，流量积算仪和水位传感器是独立的两部

容易生长青苔，严重影响测量精度，有时甚至根

分，可自由选配组合，各部件固定安装在长喉道

本不能使用。我们自行开发了浮球式磁感应水位

量水槽上游水位观测井处；另一类是整体式（或

传感器，经过运用效果良好。磁性液位计的结构

称即插式），流量积算仪和水位传感器组合在一

为主导检测管内装有由干簧管和精密电阻组成

起，形成一个整体，可以自由移动，灌溉季节将其

的磁性液位传感器。当管外装有磁性材料的浮子

插入观测井中即可使用，非灌溉季节可取出收

随液位上下变化时。检测管内位于液面处的干簧

藏，使用管理极为方便。

管依次接通，使传感器电阻值发生变化。传感器

这些数字式长喉道量水计的现场测试结果

内的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将阻值的变化转换成电

表明，在不同水位条件下，累计水量相对误差小

流的变化，此变化的电流信号，一方面能在传感

于５％，具有较高的测流精度，完全能够满足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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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情况的量水精度要求。

３系统软件设计
３．１系统管理

·

４１

·

计开发角度来说。构筑系统总体设计的关键技术
包括：各种任务的合理调度和协调运行，系统资
源的合理分配运用，各子系统及各独立功能模块
的集成技术的研究开发，语音提示以及图形功能

系统管理共分４个子系统：泵房管理子系

开发等。通过数据库接口技术的开发。建立各库

统、闸门控制子系统、土壤监测子系统和数据库

之间的有关联系，通过数据库接口技术和通信接

管理子系统。
（１）１泵房管理子系统主要负责对水泵的控制，

口技术的开发，将各子系统和各种独立模块集成
起来．形成实际运行的软件系统。

实时显示河水水位、降雨量、水泵流量等数据。
（２）闸门控制子系统主要是完成对每块田地
阀门的开关控制。实时显示流量。
（３）土壤监测子系统负责对土壤的监测，记录

本系统在开发研制过程中应用３Ｄｍａｘ、
Ｆｌａｓｈ、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作为图形界面的开发软件工具。
利用Ｄｅｌｐｈｉ编程语言作为软件开发工具，使本系
统不仅功能强，而且界面直观易学易操作。

土壤的状态，并反映出田地对水的需求量．

（１）泵站控制模块

（４）数据库管理子系统的功能是处理各种采

本模块实现灌区３个大型泵站的计算机远程控

集过来的数据。根据用户的要求查看各种数据，

制操作。控制操作方式分两种：其一、实现有人值

并以曲线图或柱状图显示出来。

守的计算机远程控制。需要工作人员通过该系统

在系统管理的整个过程中。控制界面均采用

的图形界面直接控制泵站的启闭。其操作过程是

动画设计。用动画的方式显示整个系统的流程，

（以开泵为例说明）：操作人员点击开泵命令按

方便美观。在前三个子系统中。界面上的数码表

钮一先发送检测泵站启闭状态命令．若检测到泵

可以实时显示各种数据，使操作管理员随时了解

站处于闭状态，然后才真正发送开泵命令。为保

控区范围内的情况。当硬件发生损坏或其他异常

证命令的可靠传输，命令以帧格式发送。带有纠

情况时，系统还会自动报警，提醒操作管理员迅

错、检错字段保证命令的可靠传输。开闸成功后，

速采取相应的措施。

图形界面形象地显示主干区的水流状态。其二、

数据库不仅自动记录下每个阀门开、关的日

无人值守的自动控制，操作人员依据用户的蓄水

期、时间和用水量，同时也记录了各种仪表采集

量和用水时间进行系统设置。设置成功后，其设

过来的数据，为科学分析、科学灌溉提供依据。在

置参数被保留，系统依据设置参数对各泵进行自

数据库管理子系统中，根据用户输入的查询日

动定时开、启。实现了泵站无人值守的自动化控

期，计算机可以方便的完成查找。并用数表和图

制。

形两种方式显示出来，使用户查看分析起来更容

（２）闸门控制模块

易。

实现原理同泵站控制模块类似。主要是对田

３．２系统软件设计

间１号、２号、３号、４号、５号、６号支渠闸门和两

灌区用水自动化管理系统从功能可分为４

个农区实现开启操作。该操作要进入闸门控制子

大子系统，包括ｌｏ个功能模块。分别是：泵站控制

系统的图形界面，根据用户要求，可直观地对该

子系统、闸门控制子系统、土壤监测子系统、数据

闸门进行操作。其操作命令的传输过程和原理以

库管理子系统４大子系统；泵站控制模块、闸门

及纠错、检错技术同泵站控制命令一样。

控制模块、雨量采集模块、河水位蓄水池水位采

（３）雨量采集模块

集模块、瞬时流量累计流量采集模块、电量采集

主要完成本灌区降雨量的实时采集．以便科

模块、稻田水分水位采集、关键设备运行检测报

学决策用水量，为优化水资源配置提供基础性信

警模块、数据库查询统计模块、通信模块共１０个

息来源。所采集的信息存储于相关数据库，以备

功能模块。

查询、统计、绘制相应的图表供科学决策。

灌区用水自动化管理系统是依据用水管理

（４）河水位、蓄水池水位采集模块

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不同信息需求及相关用水调

主要完成对河流水位，蓄水池水位采集。采

配的需求而设计的，从用户角度来看，系统的总

集信息存储于相应的数据库，以备查询统计，科

体设计表现于系统的总控按钮。从软件系统的设

学预报水资源的时域分布状况。为农业灌溉提供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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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时做出相应处理。

信息基础。

（９）数据库查询、统计、显示模块

该模块主要对灌区降雨量、用水量、用电量、

（５）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采集模块
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分别对各闸门和各泵

各类水位、水情信息，按时间进行统计、查询，并

站水口的流量进行实时监测，以便对用水过程的

形成相应报表及图表；记录泵站的工作状况。例

全程监测和用水量的计量，方便水资源的调配以

如何时开启何时关闭等相关信息，对泵站故障状

及及时调动水资源，为合理公平利用水资源提供

况作详细记录。以便维护系统的整体运行。提高

信息资源和科学依据。

系统的可靠性。

（６）电量采集模块

（１０）通信模块

该模块完成灌区泵站用电的计量．通过计算

完成对通信接口的初始化，设置通信所需的

机对现场电量传感器远程读取各参数，在线进行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等通信参

计算，最终得到泵站所耗电量，并将此电量值存

数，发送和接收各种信息，各种命令。以上各模块

人数据库，以备查询、统计。

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通信模块的后台支撑，通信

（７）稻田水位采集模块

模块的可靠性直接影响系统的健壮性。因此，通

该模块主要完成灌区土壤水分的测量。计算

信模块采用各种检错技术、纠错编码技术以保证

机通过地下水位计了解稻田水分的需求量，对采
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在不同的生长期内，根据实
际需要自动地为操作员提供稻田所需的用水量。

系统的可靠性。通信协议及功能的实现略。

结束语

４

当稻田出现干旱或洪涝时，模块自动提醒操作员
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通过运行具有三层结构的计算机远程控制
节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该系统结

（８）关键设备运行状况监测及报警模块

构简单，性能稳定，响应时间短，数据实时性好，

为保证整个系统可靠、安全、不间断长时间

对操作员的要求也比较低。系统投入运行以来，

工作．客观上要求对本系统的关键设备进行适时

性能稳定，节水效果显著，深受用户的好评。

检测。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各种故障，以
免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本模块主要实现对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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