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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灌区

迈出智慧管理新步伐

——位山灌区智慧化建设的创新实践及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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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山灌区根据山东省数字水利发展要求,建设的智慧灌区框架体系,初步实现了智慧感知分析、
智慧监测预警、智慧决策管理,推动了灌区现代化发展。今后,将立足数字孪生灌区建设目标,进一步实
现灌区管理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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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Smart Irrigation District and Take a New Step in Smart Management
--Innovativ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Vision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in Weishan Irrig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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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ervice Center of Liaocheng Weishan Irrigation District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water conservancy in Shandong Province, Weishan
irrigation district has built a framework system of smart irrigation district, which has initially realized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alysis,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which
has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irrigation district.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digital twin
irrigation area,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rea will be further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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