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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自动测报系统平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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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洪灾害诱发因子很多, 关键控制因素是降雨强度. 论文主要对山洪灾害自动测报系统的
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 通过建立临界雨量的判别模型, 采用自动测量雨量方法、GSM
短信的无线传输方法, 构建监测中心信息处理平台. 系统对山洪灾害的及时预测提供了有效的方
法, 对减少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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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P latform of Autom atic Torrent Forecasting
WANG Jie hong, X IA Sh i de, L I Y in g lo ng, SONG Zhong hua
( F acu lty ofM a teria ls and M eta llurg ica l Eng ineer ing, Kunm ing U n iversity o f Sc ience and T echno logy, K unm ing 650093, Ch ina)

Abstract: Am ong m any factors leadin g to torrents, rain fall is a key contro lling factor. T he prin c ip le and desig n
m ethods of au tom atic torrent forecastin g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n inform a tio n processing p latform
of m onitoring center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 ent of th e d iscrim inat iv e m odel on the critical rain fal,l
th e introduct io n of the autom atic m easurem en t m ethod of th e rainfa l,l and the w ireless transm issio n system of
ra in fall- m essag ing techno logy used in GSM. It is proved that th is system is an effective m ethod for in- t im e to r
ren t forecast ing and a sig nificant approach to reduce the loss of lives and property.
K ey w ord s: torren;t forecastin g; critica l ra in fa l;l d isaster forecast

0引 言
山洪灾害 是 2002年 9月才提出的一个新灾种, 2003年 4月形成了定义: 山洪灾害是指由于降雨在
山丘区引发的洪水灾害及由山洪诱发的泥石流、
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 它与
其它自然灾害类似, 是自然演化过程中的微调和变异, 然而这种微调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 这
种变异, 是随社会经济发展才逐渐认识到它的危害, 并组织社会力量去防治这类变异的诸多因素. 根据国
家防汛办统计, 近几年山洪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部洪涝灾害死亡人数的 80% 左右, 已经大
大超过了大江大河洪水伤亡数. 其防治措施可供借鉴的相关技术领域主要是泥石流预防技术.
据灾害协会统计, 目前, 预防泥石流采用的方法较多, 但归纳起来有 3种. 第 1种是以对应雨量站的降
雨为依据做成设备, 如四川省气象局科研所试制的 UY - 1型无线遥测雨量计, 对东川蒋家沟泥石流的发
生进行了 3年 26次预报, 准确率 86% , 提前 40 m in 左右. 第 2种是前苏联曾利用泥石流的震动声波及振
幅特性做成仪器, 但未见成功报道, 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利用相同原理研制成 NJ- 2型泥石流遥测报警
器, 遥测距离 8~ 12 km, 提前报警时间为 7 m in 44 s; 还有上海长宁科协合作研制超声波 V I- 1( 有线 ) 和
DFT - 3(无线 ) 2种非接触式超声波泥信报警, 也有良好的实验效果报道. 第 3种是铁路部门防止泥石流
破坏桥涵, 曾试图在铁路桥上游稳定断面的岸边安设探头, 用断线法或导通法发出泥石流危险信号, 称为
接触式泥信报警, 但成功事例极少.
以上三种方法各有千秋, 但只对低频泥石流有效. 因未涉及电源、
信道、组网、
调度等内容, 至今没有推
收稿日期: 2007- 05- 09. 基金项目: 省教育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 07Y40817).
第一作者简介: 王杰红 ( 1973- ), 女, 在读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 冶金物理化学.
E - ma i:l jhw ang126@ 126. com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 理工版 )

26

第 32卷

广实例.
本系统正是突破了防治山洪灾害的瓶颈, 有效解决了电源、
信道、组网等问题.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 山
洪灾害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他的挑战, 只有认识其成因, 掌握致灾因子及规律,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依靠科
技进步, 才能把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1 山洪灾害测报系统工作原理
1. 1 山洪灾害诱发因子
诱发山丘区小流域山洪灾害的因素有: 降雨激发因素、
物质主导因素和坡降驱动因素. 其中, 降雨激发
因素和坡降驱动因素为自然因素; 而物质主导因素中, 有地质构造、
地震、岩性、土壤等自然因素补给的物
源, 也有森林低价消耗、
坡地垦殖、
工程弃土等人为活动形成水土流失补给的物源. 按最小限制律筛选, 降
雨、
特别是短历时暴雨量 (量 ), 是引发山洪灾害和危及环境安全的控制因子. 只要我们测得某一点山洪灾
害发生的雨量阈值即临界雨量 RT临界 (临界雨量 RT临界 : 是指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的门限值, 是山洪灾害降雨
强度预警划分标准的参考指标 ), 用适时雨量与临界雨量 (RT临界 )比对, 就可预测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虽然各个小流域的实际情况不同, 以及同一地点在不同时间、
季节, 因土壤含水量不同, 都将导致临界雨量
RT临界 值不同, 但在影响 RT临界 诸因素中, 一旦监测点确定了, 该点的坡降、
地质结构、
土质均已确定并基本
不变, 所以 RT临界主要与降雨量和土壤水两个因子有关, 是一个二元方程. 有资料的小流域用单站临界雨
量法计算, 无资料的小流域用内插法、
比拟法、调查法或频率分析法计算.
1. 2 山洪灾害测报系统工作原理
山洪灾害测报系统是利用雨量自动测报装置适时监测雨量强度, 系统利用适时雨量强度自动与该点
的临界雨量 RT 临界比较, 判别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 发出预警信息. 采用容栅位移传感器
检测雨量, 把单位雨量变成数字电信号, 再经微型计算机处理, 转换成脉冲信号输出给采集器的放大器, 经
CPUM SP430处理后, 传输给 GPRS模块发送, 然后通过移动公网, 把雨量数据传送到山洪灾害监测中心,
山洪灾害监测中心接收到适时雨量数据后, 通过处理比对后, 显示、
存储、打印, 如果达到报警阈值就同时
发出声光报警. 通过短信平台, 根据需要, 把报警信号及雨量情况分别发送到相关领导及值班人员的手机、
传呼机上, 以提醒领导注意灾害. 原理详见图 1, 2.

2 山洪灾害测报系统设计方案
整个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的同时又高度集成, 前端
集成在探头里面, 中心全部集成在工控机里面, 系统整
体性强、
美观、
易安装管理. 结构见图 3.
2. 1 山洪灾害发生的临界雨量 RT临界的判别模型
山洪灾害降雨强度预警等级分为 3级 ( !, ∀, # ),
按照发生山洪灾害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 颜色依次为黄
色、
橙色、
红色, 3种颜色预警信号分别代表较重、严重、
特别严重. 降雨强度分析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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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级为黄色预警信号 (预警等级为较重 ) .
表 1 降雨强度分析表
T
ab
.
1
Analysis
tab le of rain fa ll in tensity
其含义为: 根据降雨预报, 24 h之内 将有强降雨发
生, 降雨强度 R 可能接近或达到临界雨量 RT临界 , (R 降雨强度取值
执行任务
∃ RT临界 ), 而且降雨可能 持续, 预报 将可能发生较 R < RT临界
记录、存储雨量, 不报警.
重山洪灾害. 此时, 各行政主管机构应当启动相应的 R∃ RT
记录、存储雨量, 发出黄色报警.
临界
应急程序, 进入防灾状态, 相关部门加强值班, 做好
RT临 界 < R% 2RT临界
记录、存储雨量, 发出橙色报警.
可能发生山洪灾 害的跟踪预报、预测、警报服务工
R > 2RT临 界
记录、存储雨量, 发出红色报警.
作.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河流水位、地质状况变化,
并做好转移受灾害威胁的居民、
工作人员及财产的准备.
2) 第 ∀级为橙色预警信号 (预警等级为严重 ) . 其含义为: 根据降雨预报, 24 h之内将有强降雨发生,
降雨强度为临界雨量的 1~ 2倍 (RT临界 < R % 2 &RT临界 ), 且降雨可能持续. 预报可能发生严重的山洪灾
害, 此时各主管机构应当启动紧急应急程序, 进入紧急防灾状态, 相关部门做好重大山洪灾害的跟踪预报、
预测、警报服务工作,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及由强降雨诱发的山体滑坡、
山洪灾害等地质灾情, 部署并落实
防御措施. 及时对受灾害威胁的人员及财产 (可转移 ) 进行撤离和转移.
3) 第 1级为红色预警信号 ( 预警等级为特别严重 ) . 其含义为根据降雨预报, 24 h 之内将有强降雨发
生, 降雨强度超过临界雨量 RT临界 的两倍 (R > 2 & RT临界 ), 且降雨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持续. 24 h内可能发生
特别严重的山洪灾害, 此时各主管机构应当启动特别紧急应急程序, 进入特别紧急防灾状态, 相关部门要
做好重大山洪灾害的监测、
预报、
预测、
警报服务工作, 及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 保证受灾威胁的人员财产
( 可转移 )在规定时间内迅速撤离, 转移至安全场所避灾, 并实施相应的救灾措施.
根据临界雨量 RT临界 的判别模型进行测报, 系统工作流程图见图 4.
2. 2 适时雨量测量仪
适时雨量测量仪结构如图 5.
用双阀容栅式位移探测器作为雨量计的感应计, 通过高精度容栅位移传感器检测降雨量, 把降雨量变成数
字电信号再经微型计算机处理, 转换成脉冲输出, 每输出一个脉冲为 0. 1 mm 的降雨量.

检测精度为 0. 01mm, 对于 0. 1mm 的降雨量也能精确计量, 是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雨量测量仪.
测量仪主要由承水器、
感应尺、
储水室、
进水阀门、
排水阀、
容栅板组成. 工作原理如下:
当雨水由承水器流入储水室的过程中, 进水阀阀门处于常开状态, 排水阀门处于常闭状态, 这段时间
所收集的降雨量经浮子的上升运动被记录仪记录下来, 当浮子上升到 5 mm 降水量时进水阀门闭合, 排水
阀门打开, 储水室内水通过排水阀门将水排出. 在排水过程中承水器所接的雨水被进水阀门挡在承水器
内, 随着雨水被排出储水室外, 储水室内浮子也同步下降, 当浮子降到 0 mm 时, 排水阀门闭合, 进水阀门
打开, 储水室又开始接收雨水, 浮子随之上升并带动记录仪记录雨量. 周而复始以上过程就实现了准确测
量降水量的目的. 采用两个电动阀门控制, 即使遭遇特大暴雨, 雨量也不会有任何流失, 确保了测量精度;
同时, 测量仪内部采用模块化结构, 兼容性好, 整体性强.
2. 3 适时雨量数据处理子系统
整个系统的核心是微处理器 ( MCU ), 其它模块受 MCU 的综合管理和控制. 雨量计输出的脉冲信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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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变换、
整形后输入 MCU, 由 M CU完成干扰抑制、定时计数、
数据打包成帧等处理, 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
GPRS模块, 以短消息 ( SM )或者 GPRS的方式发送到数据处理中心; 模拟量输入模块主要完成对模拟量的采
集, 通过模数转换器 ( ADC), 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输入到 MCU, 输入的模拟量主要有蓄电瓶输出电压、
太阳
能电池的输出电压等, 根据需要还可以增加温度、风力风速、湿度、
水文水位采样等. 电源管理模块主要完成
对系统电源的综合监控管理, 保证系统供电正常, 当太阳能电池能正常工作时, 电源管理模块把未经稳压的
太阳能电池电压调整为稳定的 DC12V和 DC5V 电压. DC12V主要供雨量计以及其他需要 DC12V 电压是模块
使用, 另一路 DC5V 供给 MCU、ADC等模块使用. 如果蓄电瓶电压不足时, 电源管理模块会通过太阳能电池给
电瓶充电, 并在充满后自动停止充电. 如果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过低或者出现故障时, 电源管理模块会自动
启动蓄电池为系统供电, 同时监测蓄电瓶的输出电压, 如果电压低于允许的最低电压时自动关闭系统, 避免
了电池的过放电. 经初步计算, 室外系统总功耗为 3W, 最大工作电流为 300 mA, 只需配备 100A 时的蓄电池
一个, 40W 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和控制器, 就能保证 15个连续阴天的供电.
自动调零功能: 仪器在使用过程中,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会出现漂移. 当漂移严重时, 仪器会出现误
报, 为了进一步提高仪器工作的稳定性, 克服误报, 需要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对漂移进行抑制. 根据雨量进
入传感器后引起的微电流放大器输出电压变化情况, 设计了定时、限幅、
快速调零电路. A /D 变换器对微
电流放大器的漂移进行定时取样, 将其进行模数转换并送入微电脑中与零点电平进行比较, 根据其相对于
零点电平的漂移大小, 送出数字控制信号, 快速改变数控电位器 IC3( X9C103) 的节点, 从数控电位器送出
一个 - 5~ 0V 的负电压值至微电流放大器 V2 输出端, 抵消了因漂移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 起到了抑制漂
移和自动调零的作用. 为了不影响仪器的灵敏度, 对每次调整的幅度作了限定. 此外, 数字控制信号也改变
IC 5( 9312W ) 节点, 对补偿电压作必要的调整.
2. 4 雨量无线传输子系统
雨量数据采集终端采集到雨量数据后, 通过 GSM ( GPRS) 模块作为无线数据传输设备, 选择短消息业
务或者 GPRS业务来传输雨量数据. 采用国际标准的 TCP / IP 格式, 数据发送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校验, 确保
数据的正确无误. 对于 GSM 网或其他公网没有覆盖的地方, 采用微波通讯传输到有公网的地方上网.
2. 5 山洪灾害监测中心信息处理平台
监测中心信息处理平台由 GSM ( GPRS) 模块、RS232C或 USB转换器、
声光报警设备、
工业控制机等部分
组成, GSM ( GPRS)模块接收各数据采集终端发来的雨量数据, 然后通过 RS232C或 USB 接口传输到工业控
制机, 由工控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并根据处理的结果显示相应的图表、
发出预警、
报警信号. 根据需要,
把报警信号分别发送到相关领导的手机、
传呼机上, 以提醒领导注意灾害. 设置电话、
手机查询接口, 方便查
询. 同时, 中心备有数据储存子系统: 当主机停止工作 (停电、
故障、
关机等 )时, 接收、
储存前端传送来的数据,
确保数据不丢失. 中心计算机开机后, 自动读取储存子系统中的数据. 监测中心数据流程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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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 这就使得应力应变曲线的下降段变得较为平缓, 混凝土的极限压应变得以提高, 因而推迟了受压
区混凝土的破碎, 充分发挥了纵向钢筋的塑性变形性能, 显著改善了构件的延性, 提高了构件的承载力, 这
与箍筋的作用基本相同. 同时从试验中可以看出, 由于纤维布在其包裹范围内的连续使用, 且直接约束最
外层混凝土, 所以它比箍筋的约束作用更为直接更加有效; 约束机制如图 3所示.

4结 论
以有限元为 基础, 运用 ANSYS 软件对不 同纤维材
料约束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柱进行了非线性分析, 并将
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得出以下结论:
1) 纤维布加固后柱的裂缝出现较晚, 且 发展缓慢;
纤维布有效约束了混凝土的横向变形, 使混凝土处于三
向受压状态, 推迟了混凝土的破碎, 使纵向钢筋的塑性
变形能得到充分发挥, 改善了构件的延性和 破坏形态,
其中碳纤维布加固柱的性能改善更为显著.
2) 纤维布包裹加固钢筋混凝土柱可明显提高柱的
轴压承载力和极限应变, 其承载力和极限压应变的提高
随纤维布约束能力的增强而增加, 即纤维布抗拉强度越高, 加固效果越好.
3) 碳纤维布加固柱的承载力和压应变的提高明显大于玻璃纤维布加固柱, 在实际加固工程中, 如经
济条件许可, 应尽量采用高强高弹的碳纤维布.
4) 合理地选用有限元单元类型、材料模型和有限元计算模型, 可以对纤维布约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受压性能作准确的模拟, 从而达到减轻试验工作量, 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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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 论
山洪灾害自动测报系统采用现代最新信息技术方法进行测报, 可以改变传统的人工测报方法, 在数据
传输方面有所创新, 是地形复杂地区进行山洪灾害自动预测的有效手段. 此系统集成了目前较为先进的科
技资源, 实现测报功能, 具有科技减灾、
保持当地经济持续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意义, 有很强的推广
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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