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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湖干渠泵站自动化设计
程氢ｔ，奕永庆２，梁曦１
ｆ１．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余姚市水利局，浙江余姚３１５４００）

摘要：基于灌区管理现代化、节水节能、节省运行费用、体现人文关怀理念的需要，本文以一个设计实例，
介绍了中小型泵站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关键词：泵站；自动化；控制；数据采集
中图分类号：ＴＰ２９；ｓ２７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４）０４＿００１４－０３

长期以来水库对农业供水基本上是有求必

１四明湖水库干渠泵站简介

应，特别是自流灌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粗放式

余姚市四明湖水库是浙江省１７座大型水库

的灌溉不但浪费了水库的优质水。还导致水稻渍

之一。总库容１．２４亿ｍ３，正常库容ｏ．７９亿ｍ３；灌

害减产。如果改为提水灌溉后，仍然延用老办法，

区有总干渠ｌ条，长１０．５ ｋｍ，干渠２条：城南干

那不仅浪费水，更多的是浪费能源。“大锅水”显

渠长１５．４ ｋｍ．马渚干渠长１６．２ ｋｍ。库水除沿干

然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所以在水泵机组安装

渠２

０００

ｈｍ：（３万亩）农田自流灌溉外，大都入平

原河网提水灌溉。
四明湖水库原每年年均灌溉水量６ ０００万ｍ３
左右。１９９６年开始向城乡水厂供水，年均供水
２

时已经配套了电磁流量计（共８台），在现场可以
显示流量瞬时值、累计值。此外，还需要把每次运

０００万ｍ，上下，年灌溉水量相应减少到约４

０００

行时间、提水量记录下来，便于统计分析，为定额
供水打下基础，达到节能、节水的目标。
２．２降低运行成本

５００一３ ０００

混流泵机组开机有４个步骤：开启真空泵，

万ｍａ，尽管约有５０％仍回归到河网，作为灌区水

启动主机、打开闸阀、关闭真空泵等。与此同时还

量浪费并不大，但作为水库的优质水却是一个很

要观测仪表，需２—３人同时操作，劳动强度大（特

大的浪费。早在１９９６年水利局就规划建灌溉泵

别是开启大口径闸阀），有一定危险性，容易发生

站，改自流灌区为提水灌区，为调整供水结构，实

事故，２４ ｈ运行时需要有６—９人值班。而采用自

现优水优用创造条件。２００３年这个方案得以实

施：即在２条于渠口各建一座泵站，分别配

动化控制，不仅可以减少２，３操作人员。节省相应
的运行工资费用，还可将泵站的设备运行情况即

５００Ｈｗ一６混流泵４台，装机２２０ ｋｗ，设计流量

时显示并存储，减轻工作人员劳动强度，提高人

ｍ３／ｓ。提姚江水入干渠。去年该市遇高温干旱，

和设备的安全性，并可随时分析泵站装置效率，

万ｍ，。其中向自流灌区年供水量达２

２．２

降雨量为常年的６６．６７％，水库不能正常供水，新
泵站的建成提水，使自流灌区水稻获得正常灌
溉，农民非常欢迎，这样很自然地实现了从用水
库水到河网水的平稳过渡，为四明湖水库扩大城
乡供水量提供了保障。

２泵站自动化的必要性
２．１节能、节水的需要

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泵站高效、低耗、安全运行。
根据水利工程自动化、信息化的要求．我们
对该泵站自动化作了设计。

３自动化系统组成及功能
３．１泵站自动化的功能需求
根据业主的要求，该泵站自动化系统需要具
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基金项目：浙江省水利厅科研项目（ＲＣ０４４３）
作者简介：程氢（１９６７一），女，浙江杭州人，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实验师，专业方向：网络与计算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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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机和停机：可以在现场揿按钮操作，也

面崩溃。这种结构上的分散意味着控制的分散、

可以在控制室内点击鼠标操作，包括主机和辅

供电的分散及干扰的分散，因此能从根本上分散

机一真空泵。
２．检测及显示：对于泵站运行中所关注的主

影响可靠性的外部因素，从而保证系统能达到很

要参数做定时巡回检测并显示，内容见表１。

处理，减少通讯开销，增加了数据的安全性。泵站

高的可靠性。另外，ＤＣＳ结构还可以使数据就地

３．运行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把每台机组的运

的现场设备、智能仪表及现场总线构成了现场控

行时间和相应的工况参数存储，通过无线通讯系

制层，将控制模块、各输入输出设备置入现场，完

统传送，与余姚市防汛防旱主干网络相联通，实

成现场一级的控制功能；泵站控制系统层是由信

现数据远程传输及查询。为余姚市防汛防旱指挥

号采集系统、信号处理系统、控制信号输出系统、

部（灌区调度中心）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表１
采集数据
水泵

网络通讯系统和报表打印系统等组成。将泵站的
运行工况信息采集、处理再由计算机来控制泵站

系统功能

总扬程、实际扬程、起停控制（自动，远程）、设
流量、轴功率、转速、备运行状态显示

的运行并自动生成网络共享管理报表。
４．１系统硬件部分
４．１．１顺序控制部分
该部分采用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强电起

效率、振动
电机

电压、电流、温度（轴开闭控制（自动，远程）、状

动执行器相结合，实现对泵的顺序起动、停止等

承、绕组）、功率因数态显示

操作。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之间采用ＲＳ一４８５

流量、雨量、测量值、瞬时流景、数据处理、分析、存储、显

方式进行通信，主要控制点有：真空泵的起动，电

水位

磁阀的开、闭，水泵电机的起动、停止，电动阀门

累计流量

示通过无线网络与市防讯
防旱主干网络联通。双向
传输数据

的开启、关闭。
４．１．２安全实时检测部分

３．２泵站自动化的控制流程
流程见图１所示。

采用温度、振动等自动控制仪表，并将信号
送人计算机，以实现在泵工作状态下的安全自动

检测、报警系统。主要检测点有：水泵温度、电机
温度、水泵振动、真空泵负压。
４．１．３

自动计量部分

采用电磁阀流量计、电量仪等仪表并将信号
送人计算机完成对流量、电量等各经济指标参数

实施自动计量、保存、查询、统计；对各泵的出水
量进行计算；对各泵的电源电压、电流、功率、功
率因素、工作时间等进行计量、记录保存，对各种
图１泵站控制流程图

４系统设计方案介绍
针对四明湖干渠泵站的具体条件。我们采用
分层分布式的系统结构。又称为集散式控制系统

数据进行查询、统计、分析。
４．１．４模拟控制部分

将计算机模拟输出信号送入电动阀，实现自
动开停电动阀。
４．２系统软件功能

（ＤＣＳ）。泵站控制系统分为两层，由上位工控机主

干渠泵站自动控制软件系统主要由控制模

站（ｍｃ）和下位机测量控制系统（ＥＣＲＵ）两个层次

块、信息处理模块与信息传输模块组成。系统为

组成。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通过智能通讯设备进

用户提供了直观、操作便捷的基于图形方式的被

行数据交换。在功能上系统还可划分为多个独立

控设备状况人机界面。

的单元（ＬＣＵ），每个单元功能单一，可靠性高。系

４．２．１控制模块

统上位机与各下位机均有独自的ＣＰＵ。它们均可

控制模块主要根据强、弱电控制原理．通过

独立运行，下位机各单元之间也可独立工作。互

ＰＬＣ控制真空泵、电磁阀、水泵电机、电动阀门的

不干扰。当某一设备出现故障时，不会使系统全

开启与关闭，并在上位机上实时显示被控点状态。

万方数据

．１６·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４．２．２信息处理模块

Ｖ０１．２２

Ｎｏ．４

方式较复杂，三防指挥部中央控制系统通过光

信息处理模块包括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

纤、双绞线与各主要节点星型连接，其余小型水

库的建立与维护、系统安全保障处理。数据库维

库，泵站、闸门以及水文水情监测点通过ＰＳＴＮ、

护方面采用数据分析的多样性，将多种信息快速

短波、超短波、微波、ＧＳＭ、卫星、扩频通讯等各种

在线存储并提供数据备份接口。根据存储的数据

方式与附近的主节点连接。在该项目中泵站测控

源．通过算法提供各类趋势图、报表等。系统数据

现场需要传输的数据量都不大，有的只需几百字

服务器依据每月确定的生产计划和实际排水量

节（ｂｐｓ）甚至更低，但要考虑在各种复杂的地形和

及消耗电量，自动生成年报表，月报表，生产管理

气候条件下能够保证整个系统中数据和指令的

人员可在系统操作员站进行阅览，编辑，打印和

通讯及时、迅速和可靠。

维护。系统安全保障处理实现方法主要是在数据

根据泵站运行情况。现阶段暂时不考虑远程

库中建立系统各环节安全标准，根据监测点实时

实时控制功能，仅需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以瞬

数据，及时给出预警信息，以便操作员快速排除

时流量、累计流量数据的采集为例：

系统故障。
４．２．３信息传输模块
包括数据接收、数据发送、数据校验与数据
预处理模块。计算机与ＰＬＣ通讯的目的是实现计

采用微波发射、接收设备，架设起水利信息

算机对ＰＬＣ运行状态、数据区的监控。上位机通

网主节点与远程现场单元之间的通讯桥梁．安装

讯的软件我们选用ＶＢ开发，因为ＶＢ具有强大

在主节点的接收设备可以接受附近多个发射点

的图形显示功能．可以开发出界面良好的ＷＩＮ—

传送的数据，在主节点进行处理后，通过光纤传

ＤＯＷＳ标准风格的用户界面。同时ＶＢ还提供了

输到中央控制单元，实现与整个防汛防旱水利信

串行端口控件ＭＳＣＯＭＭ，只需对其属性、事件进

息网络的通讯融合。

行设置，即可完成串行接口的初始化和数据传输
工作。图２为泵站自动化系统组成图。

６小结
泵站在水资源的合理调度和管理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泵站自动化控制系统近年来发展
速度较快，并且是集监视测量、控制保护、数据存

储、传输等于一体的计算机综合自动化系统。实
现自动化监控对泵站运行的各种指标、长期跟
踪、监测和记录，随时发现问题可随时加以解决。

该系统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充分考虑到人——
操作工的安全和操作的便利，提高了泵站的管理
水平，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参考文献：
【ｌ】郭宗仁等．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系统设计及通讯网络技术
【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３２４—３４４．

图２泵站自动化系统组成

【２】２周子瑾．现场控制总线控制系统在泵站中的应用【Ｊ】．中国农村
水利水电．２００３（２）：５９－６０．

５网络数据传输

【３】胡钢等．节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研究拥．排灌机械，２００４，２２
（２）：３９－４２．

近年来余姚水利局投入资金进行了覆盖全
地区的水利数据网络建设，根据管理的要求将流
量等数据实时或者定期传送到技术人员和管理
者身边．这需要依托数据网络进行。
余姚市防汛防旱水利信息网络内通讯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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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２（３）：９—１１．
【５】５赵富德等．临沂市节水灌溉自动化系统的特点叨．中国农村
水利水电．２００３（６）：６５－－６６．

（下转第２２页）

·２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ｌ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能水泵控制阀已累计正常运行两年，启闭阀多
次，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表明这种控制阀的运行
状态非常稳定。

５结论
由于多功能水泵控制阀结构简单，安装、调
试和维护非常方便，不需增加额外的附件。

ＭＰａ。待正常工作时上述各控制阀的阀前压力显
示为０．３２ ＭＰａ，阀后压力则显示为０．３－０．３１

Ｎｏ．４

制阀完全依靠水力自控，因此不需专人管理。

当水泵启动时，泵口压力显示为０．４５—０．５
ＭＰａ，然后经过３０ Ｓ左右的时间缓缓降至Ｏ．３２

Ｖ０１．２２

通过此次应用实践。我们感到ＪＤ７４５Ｘ型多

ＭＰａ

功能水泵控制阀是一种兼水泵控制、止回、消除

不等．说明这种控制阀两端的压力差在０．０１～Ｏ．０２

水锤三种功能于一体的控制阀门。能按照水泵的

ＭＰａ，之间。阻力损失比缓闭止回阀小。

运行状况自动地实现启闭，且压力损失小，同时

４．３使用结果

由于其结构简单，现场调整工作量小，维护管理

安装了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后。满足了离心泵

非常方便，安全可靠性高，不仅彻底解决了二级

的闭闸启动要求，能够保证水泵电机轻载启动，

泵房存在的问题，而且效果显著，应该说是水泵

不需要电器控制装置和任何外加动力，便可实现

压水管上阀门的更新换代产品。其次，由于该阀

直接对水泵进行启停控制，不仅彻底解决了因突

具备上述特点，非常适合于给水自动化控制，为

然停电而造成外管路介质对扬水系统所产生的

实现泵房的自动控制创造了实际而有效的条件。

水锤冲击、介质的回流，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工人
的劳动强度。同时，消除水锤效果理想，停泵时关

参考文献：

阀平稳无声响、振动、阀门关闭严密。由于这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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