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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是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强水库管理,将有效改善缺水状况,节约用水,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国家灌溉、发电和防洪水平,为经济和人民福祉作出贡献,为长期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因此,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任务。不过,在维修和兴建设施方面,特别是在已建成的
水库的运作方面,仍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充分发展水库的功能和作用对我们的社会是
很重要的,有关人员必须同心协力,改善水库管理制度的运作。通过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工作人员准确
识别了水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通过这些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和规范
水库的运行,提高水库的整体运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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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s are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s that directly affect people's lives. Strengthening reservoir
management will effectively improve water shortages, conserve water, increase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mprove the country's irrigation, power generation and flood control,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well-being, and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water resources facilities is a very important task for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facilities, especially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leted reservoirs, which
seriously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society to fully develop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reservoirs, and those involved must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ies, the staff has accurately identified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in the
operation of reservoirs and proposed effective solutions. Therefore, through these effective measures, the
operation of reservoirs is strictly controlled and regulat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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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具有发电、抗旱、防洪、清沙、阻拦船舶等功能。水库安全

我国水库管理主要采用人工或半自动管理,落后于时代发

高效运行是保障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条件,因此水库

展步伐,暴露了我国水库智能化、自动化开发的不足。目前,自

需要好好利用,发挥工程优势,才能实现水库与环境的和谐,保

动控制技术日趋成熟,为水库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障,是水

证水库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但近年来,水库管理中出现了一系列

库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库自动调度控制的引入,使控制自动

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水库的正常运行,包括水库盐碱化,特别是

化、制度化、可视化等方面有了新的改进,满足了水库管理系统

局部土壤盐碱化,水库周边水质恶化,对水源保护影响不大,以

的发展需要。

及部分地区沉降强度明显增加,直接影响库区内水体正常循环。

1 概述

库区面积较大,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特别是水库运行期间,丰富

长期以来,在水库建设中,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等重要因素。

的含水量逐年增加,特别是雨水较多的季节,水库上下游每年都

因此,新水库的数量比过去大大减少,但我国是世界上水库数量
最多的国家之一,大部分水库建在峡谷和河流上,位于下游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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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现水位超过警戒线的情况 。

2 水库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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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管理不善

流程,保证控制自动化水平。

目前,在管理水库方面有很多问题。第一,水库管理机制不

3.3.1智能调度

健全,许多员工缺乏安全意识,不遵守安全责任制,缺乏专业的

知识的发展是当前自动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提

安全指导,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第二,数码资讯管理系统是各部

高自动化水平的重要保证。目前,水库自动控制应以建立智能技

门应有的硬件设施,但在库房管理方面,很多部门仍未有一个完

术系统为目标,通过智能调水控制实现更灵敏的控制系统。一是

备的现代化资讯管理平台。一些部门对水库周边信息收集不及

水库自动调水控制应保持智能化建设方向,通过智能化管理系

时,难以及时有效实施。在许多水利工程中,没有设立监督机构,

统建设,保证智能化调水控制功能的建立；二是化工设备系统建

使许多工作难以完成,导致更多的工作中断和工伤事故。第三,

设有效,为保证第三次储油量智能化管理水平,在空间智能化测

水库基础设施不足,许多水库未得到加强,基础设施无法定期检

量中,应通过智能化管理机制构建储油量智能化管理,满足现代

[2]

查维护,许多水库的稳定和安全得不到保障 。

储油量自动化管理的需要。

2.2技能严重短缺

3.3.2视觉化规划

我国目前的水库管理知识和技能情况不容乐观,这导致了

目前水库自动化管理中没有建立完善的调度平台,缺乏可

水库管理不善和人员编制混乱。同时,由于缺乏合理的干部管理

视交通控制影响了自动化交通管理的质量。如下图所示,水库水

制度,有关水库管理部门也对水库工程单位的人员配备进行了

资源管理结构可见一斑。因此,在可视化界面中有效地实现了智

干扰。人员配置不合理难以保证人员的工作质量,专业人才的提

能调度控制,可以在“发动机接口”和“数据引擎”两个层次上

升和人才的接收是水库管理的强大引擎。

有效地改进接口、智能电机等功能。确保水库运行的自动化控

2.3水库调度管理问题

制水平。因此,建立可视化调度控制是实现水库自动化管理现代

水库建设只是水库运行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水库运行过

[4]
化的重要内容,需要有效实施 。

程中的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在我国一些水库中,水库

3.3.3模块化调度

的修复确实令人担忧,许多员工对水库的修复问题置若罔闻,对

实施模块化配水管理是推进水库管理自动化的一项重要举

工作的认识自然薄弱,导致水资源分配不均。此外,视乎季节而

措。目前,控制自动化水平低、自动化控制程序重复等问题,需

定,不能恢复运作,由于控制工程,部分水库不能作为防洪水库

要在实施模块化控制过程中优化自动化控制系统,保证交通自

运作,成为安全施工的障碍。许多要求过于正规,必然导致水库

动化控制水平。例如,以WEB技术为基础的管理系统已作为B/S

管理出现许多不必要的问题,水库综合调控不够,增加了其运行

模式的载体实现,一是在构建功能系统时,必须完成调度控制模

管理的难度。

块的工作,在模块的功能元素中必须保证模块的管理水平。二是

3 提高水库运行管理水平的有效措施

它必须完全基于用户的水库管理需求,建立完备的模块化功能

3.1完善水库运行管理机制

体系。三是建立分布式系统,形成运行模式,提高数据交换效率,

水库的运行管理首先要建立运行管理机制,建立专门的安

保证自动化调度效率。因此,在实施模块化管理时,水库自动化

全管理机构,提高水库的安全意识,政府主管部门也要落实安全

必须提高管理水平,保证智能化、自动化管理的质量。

责任意识。同时,建设符合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数字化系统,通过

4 关于加强所有领域的安全管理的考虑

信息管理平台提高坦克运行管理效率。监理部门的建设也是一

4.1加强定期和日常视察

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应定期监督员工的评估,应加强预警系统的

首先,通过检查水库安全控制系统的各种监测手段、传感器
和软件,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其次,在建坝用水库的日常管理

建立。
3.2培养优秀的全球人才

中,通常会检查该地段是否存在裂缝和变形、其坡面杂草的生长

在储备问题上,人们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角,因此加强人力

以及岩石的松动等问题。坝基坍塌、架空敷设等部位与交界处、

资源的形成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下游坝体边坡、坝基末端等异常渗漏均正常。必须加强控制,

要注重普通员工的实践技能和理论能力,注重二者的结合,在理

特别是在大坝体上是否有白蚁活动的痕迹、大坝和能量处置设

论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实践技能。同时,工程部必须保持长期持续

施的完整性以及是否有蓄水设施和发现困难等方面。水管隧道

培训、定期评估和定期培训,以确保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工程部

检查放水开关是否完好,水库内经常观测到水库水位、坝顶水平

[3]

也必须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全面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
3.3水库自动化管理策略
实行党的自动化管理,是新时代水库管理体系现代化的重

和垂直位移、坝体水平和垂直位移、坝体截面张力、流经坝体
的水流、坝体及其地基的过滤压力、降水量等物体。
4.2维护管理

要保证。在实施效率方面,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这将

维修是为了保持大坝的容积和其表面的完整性,大坝轮廓

影响实施自动化调度的效率。为此,在实施水库配电自动化控制

的点、线和表面必须清晰明了。如果大坝表面有凹痕、裂缝、

时,需要提高目前的自动化水平、低智能效率水平等。笔者认为,

坡度或部分损坏,应及时修复,并及时清理其斜坡上的杂草和沉

自动配水控制应以现有控制系统为基础,优化功能系统和工作

积物。维护下水道,及时维修、加固、排水、维护排水,如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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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裂缝,记录良好,及时查明原因并处理裂缝。及时清除污垢,

挥抢险工作,认真监控事故和风险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预案,

而不是破坏能量。分散设施,及时修复部分损毁,确保渡轮灵活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或降低事故风险,确保生命安全。为

开放和关闭,一切通讯都井然有序。

完善水库应急通报制度,各级防汛指挥机构要及时发现水库突

4.3优化水库运行方案

发险情,发布应急情况,并及时通知上级抗洪抢险队和抗旱指挥

水库的调节是按照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照顾局部、防洪效

机构。对。救援行动。你必须立即向上级汇报。

益、防洪利益平衡的原则进行的,与水库运行有关的诸多要素,

6 结束语

如目前的施工状况、水库防洪能力、降雨量、水量、库班曲线、

水库安全管理难度大,责任重。水库安全管理应不断总结日

上下游地理条件等。防洪潜力。为了确保适当的规划和应用,

常工作经验,需要注意对水库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

有必要对水库的水处理能力进行统计。

分类调查,以便可以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抓好气象安全防护措

5 加强和进一步完善以水库安全和防洪为重点的应
急保障体系

施的落实,抓好水库护坝的维护和加固工作,优化水库安全运行
规划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防洪预案,组建一只可靠的救援

5.1建立和全面落实库区防洪安全管理责任制

队伍,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利用最有效的管理实践经验可以进一

建立和认真落实水库防洪安全管理责任制,首先要明确水

步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水库管理工作。水库管理系统的现代化

库安全管理责任人,建立区域行政责任制,各级行政领导要负责

已成为水库管理自动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提高水利排水系

任。首先,承担责任。为了水库防洪安全。二是各地区要将水库

统建设自动化效率的重要保证。目前,水库自动化控制的研究重

防洪安全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向社会公开水库防洪安全的行政

点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加强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连

和技术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检查。同时,水库水安全管理行政技

接应用技术,完善自动化交通控制系统。随着自动化等技术的发

术人员应当在年度终评中重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评估工作。最

展,水库管理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满足水库管理需求的自

后,部署负责水库水安全的行政技术人员,认真履行职责,消除

动化交通控制系统满足了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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