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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防汛防洪信息化能改变黄河流域防汛的严峻形势,给防汛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对于提高国
计民生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本文先分析当前我国黄河流域防汛信息化发展
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分析现今黄河流域防汛的新机制,最后在信息化技术层面分析防汛工作中信
息化技术的应用。通过以上逐步递进分析,我们总结出信息化技术在水利防汛工作中的应用情况,以指导
后续的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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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flood control can change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flood
contro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flood control work.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lood control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new mechanism of flood contro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flood control work at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bove step-by-step progressive analysis, we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flood control work to guide subsequent flood contro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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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水利信息化技术采集方面,

在近几年时间内,全球的气候温度不断

当前我国黄河流域防汛信息化发展的现

对于全国雨量记录延时、延工且记录不

攀升,以致各种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分析现今黄河流

准确的问题。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科研院

断上升。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问题,

域防汛的新机制,最后在信息化技术层

所设计了相关观测系统,目前已经实现

也影响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越来越

面分析防汛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了全国雨量观测记录全程自动识别,并

多的人倾向于去城市居住,而大部分乡

通过以上逐步递进分析,我们总结出信

且绝大多数雨量数据实现自动运行监测

村地区则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所以,

息化技术在水利防汛工作中的应用情况,

调整,系统实现自动报警以及自动存储。

在国内的部分偏远地区往往更容易发生

以指导后续的防汛工作。

并且,存储效率较过去提速80%。在另一

洪灾和河水泛滥事件。由于缺少管理部

1 防汛信息化技术发展现状及
存在问题

方面,系统中包括流量记录,可对雨量大

门科学治理措施,洪水带来的破坏性往
往更大,后期治理存在很大的困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小自动分析。工作人员在重点洪涝地区

1.1发展现状

以及水土流失区域建立了水库自动测量

如今,信息化技术已经取得了突飞

我国的水利信息化系统工作开始于

系统,实时监测水库中水质数据与水质

猛进的成就。在偏远地区预防强降雨与

第七个五年计划,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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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已经取得了部分显著的治理成

经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当前,水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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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基本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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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设施、水质、水量、水资源采取

题以及管理问题。这些技术都极大地提

的水利防汛差距,造成水利防汛应用闭

实时监控,已经取得系统化成效。随之而

高了水利防汛工作的运行效率,展现了

塞,没有打好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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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信息化发展的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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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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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水利信息化已经取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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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部分水利防汛工作不充分的省份,

域的水情雨情等防汛信息进一步得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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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信息技术的业务研究往往不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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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加固,采取应急措施,遇到不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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