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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ＲＳ技术在水利监测系统中的应用
曹卫，董航飞，李宗宝
（扬州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针对传统的以人工为主的水情监测模式存在的问题，基于ＧＰＲＳ技术的现代化水情监测

调度系统，探讨了数据监控模块与ＧＰＲＳ模块之间的连接和通讯、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安全性问
题。结合移动无线传输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应用ＧＰＲＳ数据终端，实现了水情监测的自动化和无线化。
其使用方便，成本较低，数据传输稳定，有利于大规模监测网络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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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与监控技术的结合，可以将用户的监

一个极佳平台。

控数据以便捷的方式传送至目的地，而几乎不必考
虑实际距离的限制。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涵闸运

１系统模型设计

行仍然以手工控制为主，水文信息的采集基本来自
人工观测，而汛期的水情信息的总汇则主要来自定

图１为基于ＧＰＲＳ技术的水情监测调度系统模

时电话汇报。在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建设和水资源

型图，它是一个主要以通讯网络为纽带的三层数据

合理利用及调度过程中，尤其在防汛防旱工作中，这
种传统的运行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此，

传输系统：第一层为现场数据采集层，主要包括视频
监视设备、数据传感器、数据采集单元等，以及ＤＴＵ

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移动公司的ＧＰＲＳ（Ｇｅｎｅｒ－

等通信设备。第二层为各监测分中心管理层，主要

Ｓｅｒｖｉｃｅ，通用无限分组业务）技术的

包括各个管理处、水利站、各处监测分中心。第三层

现代化水情监测调度系统“‘４１，为每个监测点数据

为水利局总监测调度层，包括水利局水情监测调度

传输量小、监测点多而分散的实时数据传输提供了

中心、ＧＰＲＳ数据处理终端、防汛信息处理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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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卫（１９６７一），男，江苏扬州人，讲师．主要从事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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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较远时，监测站的数据通过支持ＴｃＰ／ＩＰ协议的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将现场采集到的数据打包送

通讯模块将实时数据送往ＤＴｕ通讯设备。ＤＴｕ再

至数据处理终端。假设各参数值为：水位２０ ｍ、距

将数据送往ＧＨ坞网络中，再通过ＧＰＲｓ与Ｉｎｔｅｍｅｔ

离警戒水位３ ｍ、降雨量１５ ｌＩｌＩⅡ／ｄ、流速２ ｍ／ｓ、超警

的通讯接口将数据送至Ｉｎｔｅｍｅｔ，最后由ＧＰＲｓ数据

戒水位时间１００ ｈ、水位上升速度０．１ ｃｍ／ｈ。其通

处理终端和防汛信息处理终端接受数据并对数据进

信过程如下：

行分析处理，并将有效数据存人数据库。
２．３通讯协议及通信连路建立

发送：ＡＴ＋ＣＩＰＳＴＡＲＴ＝“１℃Ｐ”。“２１０．８２．５４．
７ｌ”．“２０００”＜ＣＲ＞

通讯过程中要用到ＲＳ一４８５通讯协议和ＧＰＲｓ
通讯协议。ＲＳ一４８５协议是美国电气工业联合会

｛ＧＰＲｓ网登陆到Ｉｎｔｅｍｅｔ网，开启ＴＣＰ服务，连
接到固定ＩＰ地址的远程主机｝

（ＥＩＡ）制定的利用平衡双绞线作传输线的多点通讯
标准。它采用差分信号进行传输；最大传输距离可

返回：＜Ｃ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ＯＫ＜ＣＲ＞｛服务
开启｝

以达到１．２ ｋｍ；最大可连接３２个驱动器和收发器；
接收器最小灵敏度可达±２００ ｍＶ；最大传输速率可

发送：ＡＴ＋ｃＩＰｓＥＮＤ＜ＣＲ＞｛发送数据ＡＴ
命令｝

达２．５ Ｍｂｐｓ。基于ＧＰＲｓ技术的通信链路的建立主
要通过以下过程完成：

返回：＜ｃＲ＞＞＜ｃＲ＞ＯＫ＜ｃＲ＞｛命
令有效｝

发送：Ⅲｓ咖ｌ＋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７．５００２．０１０

１）通过ＡＴ＋ＣＧＡＴｒ命令与ＧＰＲＳ网络附着。
２）通过ＡＴ＃ＧＰＲＳＭＯＤＥ命令让模块切换到

Ｏ．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Ｄ００６６４＜Ｃｔｒｌ—ｚ＞

ＧＰＲＳ模式。

｛数据帧采用ＡＳｃＩＩ码编码格式，共计５０字节ｌ

３）设置网络的接人点（ＡＰＮ）名称为ｃＭＮＥＴ。
４）分别输入ＡＰＮ的用户名和密码。
５）通过ＡＴ＃ＣＯＮＮＥｃｒｎＯＮｓＴＡＲＴ开始连接。
６）设置ＴＣＰ连接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７）打开ＴｃＰ连接。
上述操作成功后，ＧＰＲｓ模块就可实时传送数
据。所有送到通信串口的数据将被打包成ＴＣＰ格

式，传送到服务器ＩＰ（数据处理终端）上去。监测设
备得到的数据在用ＧＰＲｓ网传输前需要按一定的格
式打包，即制定数据帧格式。根据水情监测系统应
用的实际情况，可建立如表１所示的通信协议的数
据帧格式表。
表ｌ通信协议的数据帧格式表

返回：＜ｃＲ＞ｓＥＮＤ ０Ｋ＜ｃＲ＞｛发送成
功｝
其中，５—７字节的００１是现场采集站点的地址
编码，第４８字节的６是参数个数。

３结论
利用ＧＰＲｓ实现远程数据监测，在网络覆盖范
围、使用的便捷性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和宽广的
应用前景，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３．１网络的可靠性
基于ＧＰＲｓ技术的水利监测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是与ａ）Ｒｓ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密不可分
的。由于移动通信网络可能存在无法拨人或拨号成
功后掉线率比较高等现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存储
数据同时通过短消息或其他方式通知水情监测中心
服务器，以避免由于移动通信数据网的问题而导致
的损失。
３．２数据的安全性

信息参数格式如下：地址码（３字节）、监测周期

基于ＧＰＲＳ的无线数据传送，其安全性问题不

（４字节）、从机密码（４字节）、操作内容（２字节）、

可忽视。采用ＶＰＮ安全技术，用户通过接人内部虚

报警信息（２字节）、功能码（１字节）、监测数据（４０

拟专网的方式与Ｉｎｔｅｍｅｔ进行隔离，可对整个数据

字节，５字节／参数）。校验方式采用和校验，即截取

传送过程进行加密保护，避免非法入侵，提高网络安

帧内Ａ、Ｂ、Ｃ三段数据累加和的最后一个字节，并且

全性和保密性；同时在数据终端采取链路认证、数据

将其转为两个ＡｓｃＩＩ码表示，例如０ＸＯＡ一“０Ａ”。

加密及数字签名等方式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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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水利系统。它作为一种可靠性高且性价比优的

基于ｃＰＲＳ的数据传输系统存在一定的延时，

无线系统开发方案，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而网络的平均延时与传输数据包的大小成正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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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ＧＰＲｓ技术的水利监测系统设
计方案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有线连接或基于ＧｓＭ短

［２］郭泽辰．基于ＧＰＲｓ的远程自动水文监测网络［Ｊ］．电
力系统通信，２００４（８）：ｌｌ—１２．

消息的远程监控系统具有很多优势，如：永远在线，
连接时间短，实时眭强；设备成本不高，维护费用小；
收费合理、价格便宜；连接速度快，适合不定期、长时

［３］周晓林，焦仁育．水质自动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Ｊ］．电子技术应用，２００ｌ（５）：３１—３２．
［４】葛玉连．赵保康，喻一萍＋浅谈城市污水处理及］：业污

间的数据传输。但是基于ＧＰＲｓ的系统也具有一定

水在线监测［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６）：３４—３７．

的缺点，例如：现在ＧＰＲｓ网还不够稳定，有丢包的
现象；基于互联网的解决方案保密性较差等。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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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经过精心的设计是可以解决与避免的。基
于ＧＰＲｓ技术的水利监测系统设计方案已被应用于

展示新疆特色农业机械汇集地方和兵团新经验
报道农机开发研究成果推广农机化实用新技术

欢迎订阅２００８年《新疆农机化》
《新疆农机化》是立足新疆，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农机技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
的新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优质商品粮、畜产品、特色林果业

生产基地。新疆农机化水平居全国前列，兵团和地方引进使用了一系列国外先进的大型农机装备和技术，研
制革新了大量先进适用新机具，积累了丰富经验，本刊将加大力度给予全方位的报道。本刊设置有开发研

究、新机具新技术、棉田机械化、棉花加工、畜牧机械化、特色农业机械、农牧产品加工、节水灌溉、设施农业、
技术推广、使用维修、安全监理、管理服务、国外农机、企业天地等栏目。本刊汇地方和兵团农机化经验于一

刊，独具干旱绿洲灌溉农业特色，信息量大、技术实用。《新疆农机化》为双月刊，大１６开，６４页，四封及插页
铜版纸彩色精印，每期定价６元，全年３６元，全国各地邮局收订，邮发代号：５８一１７７。若超过邮局征订期，读
者可汇款向编辑部订阅。
编辑部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昌南路１号邮编：８３００９ｌ
电话：（０９９１）４５２６２４４传真：（０９９１）４５１２８５０
Ｅ—ｍａｉｌ：ｘｊｎｊｈ＠ｘａ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ｘｊｎｊ．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ｍａｌ．ｎｅｔ．ｃ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ｊｎｊｈ．ｃｏｍ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