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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二次供水监控平台需要实现各独立泵站业务的资源整合，集各项二次供水

业务工作为一体的统一的二次供水监控系统，包括二次供水运行数据实时监

测、视频数据监控、报警和异常处理、数据展示、日常运营管理等，实现具有

先进的、科学的、信息化的二次供水运行和管理，从而提升二次供水综合管理

能力，提高供水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平衡供水需求。通过对监控数据的挖掘

和分析，为科学调度和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供水系统安全、经济、

合理运行。 

 

2. 系统功能 

2.1. 建设内容 

建立远程集中监控系统，实现集团公司监控中心对所辖二次供水泵房的统一

运营管理，实时监控供水泵房的运行信息，确保居民正常用水和安全用水。实现

供水泵站无人值守，统一调度指挥，提高管理效率，节省运营成本，保证整个二

次供水高效、安全、稳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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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泵房数据监控  

实时监控数据主要如下：每个二次供水泵房需要监测的数据点在 30个左右 

1、监测供水泵房供电电压、供电电流、电量等供电状态； 

2、监测每台加压泵工作电流、工作电压、工作频率、检修状态、启停状态、

保护状态等； 

3、监测每个电动阀门的开度、开到位关到位状态； 

4、监测进站压力、出水压力、出水流量、蓄水池水位、浊度、PH 值、余氯

等信息； 

5、监测泵房内污水积水池水位，根据水位控制污水泵排水； 

6、自动/本地/远程控制每台加压泵的工作频率或启停状态，阀门的开状态关

状态等； 

2.1.2. 泵房视频监控 

能够查阅和展示每个二次供水泵站的现场视频，并且对一些异常情况进行提

示或报警； 

2.1.3. 报警提示和处理 

各二次供水泵房出现压力不足、压力超限、停水、漏水、停泵等相关异常现

象时，应立即报警并及时通知相应的维护人员及时到位处理。 

2.1.4. 数据展示分析 

实时采集二次供水泵房监测数据，传输至二次供水监控中心进行数据展示，

同时对二次供水领导及集团领导、及各相关部门提供共享数据的服务。 

可根据历史数据，形成日、月、季、年的压力、流量汇总曲线、报表，为二

次供水的管理、运行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1.5. 日常运营管理 

能够对二次供水日常运行进行管理，如：定期巡检、维修、冲洗等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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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进行维修运营人员的工作排班，派工和考核等等。 

2.2. 系统架构 

 

 和生产调度系统不同，监控系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组态软件为基础，

实现基本的监控、曲线和数据报表的功能，保障二次供水监控稳定运行；第二部

分以软件定制开发为基础的二次供水监控平台，除了需要监控、曲线等基本功能

外，还需实现智能分析、安全防范、巡检系统、设备管理和工单管理等功能，提

高管理效率。 

2.3. 组态监控 

2.3.1. 系统总览 

能在泵站总图中显示主要参数：能在泵站总图中显示每个泵站的主要参数，

包括水泵运行状态、压力等主要参数；也可选择显示一类监测数据，如可以选择

显示压力数据，每种不同的监测类型都有相应的配置界面。 

能在泵站总图中显示报警信息：当某一泵房发生报警时，此泵房站点名称红



           二次供水管理系统技术白皮书 

闪，如在总图中显示的主要参数，相应报警的参数也闪烁；如报警参数是未在主

页中显示的参数，可直接点击链接进入此泵站工艺画面进行详细查看。 

2.3.2. 监控画面 

 每个泵房的监控画面必须友好简洁，整个画面布局清晰明确。显示每个站点

的设备运行情况，包括水泵的运行状态、出口压力、电力参数，潜水泵、井的状

态以及泵房环境的监控； 在实时监测的界面上，除了以数值形式展示监测值

外，还可以进行监测曲线的展示。主要展示曲线为近期的出口压力或水泵的运行

情况。 

 能在工艺画面中通过二次操作的方式进入控制画面，控制包括水泵机组的启

停、主要参数的设置、其他设备的控制。设备控制时，需要键入密码或其他方法，

提高安全，降低误操作或外来人员破坏性操作。 

 监控人员进行某一泵房的监控画面后，能在监控画面中显示该泵房的视频监

控画面。视频监控画面可以进行自动轮转，让监控人员更全面的了解泵房的情况。 

2.3.3. 报表、曲线 

 提供简单数据查询功能，查询结果自动生成报表，可以导出到 EXCEL。我们

可以方便的制作二次供水日报、月报、年报以及一些分析报表，比如单位供水量

的耗电量分析报表、每台水泵运行时间的分析报表等。 

 除了可用数据报表查询历史数据外，也可以使用数据曲线的方式查询数据。 

2.3.4. 报警 

 报警形式包括字体变色、图标闪动、报警窗口弹出等可根据不同类型不同级

别的报警设定报警方式。字体变色可根据报警类型与级别的不同，监测界面上的

监测值显示不同的颜色；图标闪动可根据报警类型与级别的不同，在监测值旁边

显示动态图标；报警窗口弹出报警可根据报警类型与级别的不同，在特定窗口显

示报警信息，级别高的报警优先排队显示；通过 INTOUCH分布式报警功能，将历

史报警信息存储到历史数据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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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实时历史数据库 

 每个二次供水泵房的每个加压区需要实时监控的数据点预计在90个左右主

要如下： 

1、监测供水泵房供电电压、供电电流、功率、电量等供电状态； 

2、监测每台加压泵工作频率、启停状态、工作方式及运行时间统计等； 

3、监测每个电动阀门的开到位、关到位、本地\远程状态； 

4、监测出水压力、出水流量、蓄水池水位、浊度、PH值、余氯等信息； 

5、监测泵房内污水积水池水位，根据水位控制污水泵排水； 

6、自动/本地/远程控制每台加压泵的工作频率或启停状态，阀门的开状态关状

态等； 

2.4. 监控管理平台 

监控管理平台可以考虑和生产调度系统融合，在同一个平台进行建设。 

2.4.1. 系统总览 

系统总览可以基于百度离线地图和 GIS 地图显示，操作人员可以根据情

况情况自行切换；离线地图更新周期 3个月。 

能在泵站总图中显示主要参数：能在泵站总图中显示每个泵站的主要参

数，包括水泵运行状态、压力等主要参数；也可选择显示一类监测数据，如

可以选择显示压力数据，每种不同的监测类型都有相应的配置界面。 

能在泵站总图中显示报警信息：当某一泵房发生报警时，此泵房站点名

称红闪，如在总图中显示的主要参数，相应报警的参数也闪烁；如报警参数

是未在主页中显示的参数，可直接点击链接进入此泵站工艺画面进行详细查

看。 

2.4.2. 监控画面 

每个泵房的监控画面必须友好简洁，整个画面布局清晰明确。 

显示每个站点的设备运行情况，包括水泵的运行状态、出口压力、电力

参数，潜水泵、井的状态以及泵房环境的监控；当鼠标悬停到相关设备，可

以显示出设备的相关资料，并可以点击快速进入设备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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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时监测的界面上，除了以数值形式展示监测值外，还可以进行监测

曲线的展示。主要展示曲线为近期的出口压力或水泵的运行情况。 

能在工艺画面中通过二次操作的方式进入控制画面，控制包括水泵机组

的启停、主要参数的设置、其他设备的控制。设备控制时，需要键入密码或

其他方法，提高安全，降低误操作或外来人员破坏性操作。 

监控人员进行某一泵房的监控画面后，能在监控画面中显示该泵房的视

频监控画面。视频监控画面可以进行自动轮转，让监控人员更全面的了解泵

房的情况。 

2.4.3. 报警 

  报警提示 

各二次供水泵房出现压力不足、压力超限、停水、漏水、停泵等相关异

常现象时，应立即报警并提示监控人员处理；系统需要对每个报警参数进行

设定，按对运行的影响程度分为一般、严重、紧急三个等级，根据报警紧急

情况显示不同的颜色；一般情况的报警在监控软件中弹出提示，同时进行声

音警报；严重的报警除了需要有提示外，还需要发送责任人的常用邮箱提示；

紧急报警需要之前的提示方式外，还需要对责任人、部门负责人发送短信提

示。 

报警提示能够提示该项报警信息的危害与相对应的处理方法，给予监控

人员处理故障报警提供帮助。 

  报警处理 

在监控软件中的报警提示需要按严重等级进行排序并优先显示，报警提

示弹出后，监控人员双击该条报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的定位到相关的泵房

监控画面。让监控人员能够快速、优先处理影响供水的故障。处理后的故障

报警需要形成记录，可供监控人员翻查。 

  报警设定 

报警设定必须模块化，可快速的对每个参数进行设定。每个参数的可以

根据数据范围、数据变动等内容进行报警；每个参数的报警提示方式也是可

选，具体按 3.1 报警提示中描述。每一个参数可以设置一条或多条的报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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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管理员根据每个泵房的实际情况进行勾选。管理人员还可以根据多

个参数的组合生成新的报警参数。 

报警记录 

每条报警信息必须进行记录，记录信息需要最少保存 1 年或更长时间。

报警信息可按时间先后进行排序，也可以按照每个小区分类显示。 

2.4.4. 报表、曲线 

 报表 

可根据历史数据，形成日、月、季、年的压力、流量汇总曲线、报表，为

二次供水的管理、运行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于因为网络或机器故障造成

的数据丢失，系统需要提供数据补录机制，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为了方便管理，系统还需要有电子交接班报表，记录每个班做事的内容

以及下一班需要注意的事项，交接班报表需要两班人员确认。 

除了固定的报表格式外，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定义报表类型、数

据来源、取值类型，计算（如：平均值、最大最小值等）。所有报表能够

EXCEL 格式生成，可以打印、预览、保存。 

  曲线 

    数据除了通过报表的形式进行保存显示外，还需要以曲线的形式进行展

现。曲线除了一般的表示形式外，还能以饼状图及柱状图等多种形式进行显

示。同时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数据曲线的间隔时间，瞬时数据最长间隔时间不

超过 5S，历史数据存储间隔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并可以将该曲线通过 excel

表格的形式导出。 

2.4.5. 巡检系统 

巡检计划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巡检系统制定好巡检计划后，后台数据库会根据计划

的周期自动生成巡检任务，并分配给相应的巡检员。对于每条巡检记录都需

要记录都数据库，供管理人员翻查。 

巡检人员按照巡检计划执行巡检工单，并在系统中记录回单信息。回单



           二次供水管理系统技术白皮书 

中记录巡检日期、巡检内容、发现的问题、照片等。巡检中发现的问题在审

核后自动转为故障报告单。 

巡检轨迹 

  管理人员制定了巡检路线后，为了配合管理需要对巡检人员的路线轨迹

进行监控，确定巡检人员是否巡检到位。每个泵房安装打卡系统，通过以太

网将打卡信息反馈到监控系统，形成巡检轨迹。对于每条打卡记录都需要记

录都数据库，供管理人员翻查。 

2.4.6. 设备管理 

设备记录信息包括设备或施工的厂家、型号、参数、安装日期、安装地

点等、养护、故障历史、设备当前的状态（如故障、正常）、备品备件、维修

联系人等情况；另外还可以上传设备的图片、使用说明书、PLC还可以上传最

新的源代码等，供日后使用。 

设备可通过相关参数进行查询，如品牌、安装日期、维修情况等等单一

条件或复合条件进行快速、精准的查询； 

设备维修、养护工单在流程审核完成后，自动进入设备档案存档，设备

维修工单信息与其对应的设备档案信息相互关联 

设备管理系统可以根据各个需要定期维护设备的安装时间、使用时间与

维修记录等自动提示管理人员需要对设备进行维护。 

配合公司已有的 RFID二维码系统，巡检或维修人员到现场可以通过扫描

设备二维码显示设备的所有信息，包括故障记录等。 

2.4.7. 工单系统 

工单系统分为计划维修工单及人工维修工单； 

计划维修工单由管理人员根据设备使用说明及设备运行情况制定的设备

维修计划； 

人工维修工单一般设备或泵房，或者物业，营业热线系统报故障时由监

控人员填写，指定开始、截止时间、填写故障主题、故障申报人，故障地点，

选择维修人，并选择短信或邮件，或者移动端通知维修人，马上通过短信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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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有维修任务。维修人员在移动端系统中记录维修过程和回单信息，包括

维修时间、维修内容、发现的问题、维修结果，更换配件，费用等并附上照

片等。  

维修工单可进行自定义分类，并能根据维修数据进行各类查询统计，为

设备选型，或故障快速修复提供统计数据和经验。 

2.4.8. 数据分析和数据展示 

       数据展示指系统以多种可视化方式展示二次供水泵房数据（数据可以来

自于原始数据库或者过滤后的数据库）。 

1） 能结合百度地图或 GIS管线地图，以地图方式展示各泵房的地理位置，

主要参数，运行状态等用户自定义参数。 

2） 能以曲线，饼图，柱状图（堆栈、比例），散点图，区域图，仪表盘等

等方式展现用户定义的关键指标和统计数据。 

    数据分析 

 根据二次供水流量可以分析小区 2:00-4:00 流入的水量，既夜间流量，根据

夜间流量分析，计算夜间漏损水量，并进一步的根据区块的特征压力过程，计算

小区的物 理漏损水量。为进一步的产销差等奠定基础。 

根据二次供水流量计、水泵开关状态以及水位和出口压力来分析压力和供水

流量的关系，通过数据的异常判断是否存在水量溢出，或者水泵特性曲线跟供水

量不匹配等问题。 

根据二次供水的功率和流量以及水泵开关状态可以分析出单位供水电耗、机

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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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8号财大科技园 5号楼 306室 

邮编：200434 

电话：+86-21-65635776 转市场部 

传真：+86-21-65635781  

网址：www.shanghai3h.com  

客户服务热线： +86-21-55572216 

联系邮箱：3hmkt@shanghai3h.com  

 

 

http://www.shanghai3h.com/
mailto:3hmkt@shanghai3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