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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对水文监测网络的实时状态进行综合评估袁从而掌握网络的整体性能是对水文监测网络进行管

理的重要方面遥针对当前水文监测网络综合评估缺少合理有效评价机制的现状袁设计并开发水文监测网
络实时状态综合评估系统袁实现对水文网络中测站传感器尧RTU尧信道状态的采集尧评估和综合呈现袁提
高对水文监测网络的分析水平遥
关键词院水文监测网络曰综合评估曰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院P332曰T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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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关键节点的评估上袁 其目的是提高核心网络工

引言

作稳定性遥 然而袁由于水文监测网络在不同网段呈现的

水文监测通过对目标水体进行测点渊断面冤布设尧
雨水情收集尧 资料整编等工作袁 记录水体时空要素特
征袁形成系列水文资料袁有效支撑防汛抗旱尧水资源管

异构性特点以及大多数前端设备不支持 SNMP 协议袁

使得不能完全按照 SNMP 标准实施管理袁 必须根据用

户对特定网络的性能要求袁建立管理和评价模型遥

理尧水环境保护等工作袁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发挥着重

为此袁本文针对目前水文监测网络缺乏有效的运

要作用 遥 水文监测网络则是一种为水文监测服务袁利

行评估分析方法袁提出并设计一种综合性方法来实时

程终端单元渊Remote Terminal Unit, RTU冤汇聚后再通过

现相应的系统袁对评估过程进行数据收集汇聚和结果

[1]

用专用传感器采集站点处的各类水文水质数据袁 经远

采集和评估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态袁并在此基础上实

无线信道将数据传递回水文监测中心的网络袁 该网络

展示遥 目前袁该系统所实现的监测网络联机实时评估

为水文监测任务正常运行提供基础支撑遥 当前已有不

功能已经成功运用于上海水务局水文监测网络日常

少系统针对水文测站的数据进行展示 袁或对其状态
[2]

进行远程监控和管理

袁但是在水文监测网络的运行

[3-4]

状态实时的综合评估方面仍然缺少相应的工作遥 实际

运行监控系统之中遥

2

综合评估方法

上袁评估监测网络的状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袁其评

水文监测网络是由位于各个监测位置的站点组

估分析的结果可有效用于指导水文监测网络的设计尧

成袁这些站点执行不同的监测任务袁而对于各个站点

部署尧管理和维护袁为监测网络管理和运维提供科学的

而言袁站点在执行监测任务时袁数据的采集和传输主

决策依据遥

要由传感器尧RTU 和信道三个部分联合完成遥 系统在

针对监测网络运行状态评估分析袁 目前有基于简

单网络管理协议渊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冤 的方法袁这种方法将整体状态评估焦点放在对
[5]

对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态进行总体评估时袁结合监测
网络的实际情况袁并充分考虑上述与监测站点相关因
素袁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袁并对指标的赋权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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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遥
2.1 评价指标体系
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

和监测站点状态指标两个方面袁具体如图 1 所示遥

在图 1 中袁 监测站点的重要性指标的作用是对站

点的重要性差异进行区分袁 评估各个站点对于整体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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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问题无法解决袁此外结果可解释性较差遥 渊3冤三

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院为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袁可充
分发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优势袁使结果依靠客观的计
算和推演袁又符合主观的逻辑判断和分析遥 针对水文
监测网络运行状态评估指标体系实际袁本系统选择三
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来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遥

测网络的影响程度袁 权重越高的站点在运行过程中出

指标权重分配采用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6]来实

现故障对整个网络的影响越大遥 重要性指标由三个二

现遥 具体来说袁系统为评分专家提供两个判别矩阵袁这

级指标构成院渊1冤监测位置院区分测点所在位置的重要

两个矩阵分别对应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和状态指标袁

性程度遥 渊2冤监测内容院区分测点所监测数据信息的重
要性程度遥 渊3冤数据可恢复性院挖掘监测站点数据之间
潜在的相互关联性遥

矩阵中的行列为归属相同一级指标的各项二级指标袁
矩阵的元素值也称隶属度袁是其所对应行尧列指标之
间的影响程度比对结果袁 该结果采用模糊数表示袁取

值范围为 0~1 之间小数点后精度保留 1 位的数值袁0.5

表示两项指标同等重要袁否则表示两者的重要性存在

差异袁与 0.5 差值越大则重要性差别越大遥 具体隶属度
的含义如表 1 所示遥
表1
Table1

含义

0.1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后者比前者极端重要

0.3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后者比前者明显重要

0.4

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Fig.1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 operation state

监测站点状态指标综合考虑对站点工作有影响的
功能部分袁 判定各个部分对于站点运行状态的影响程
度遥状态指标由三个二级指标构成院渊1冤传感器状态院主

Membership grades and their physical meaning

隶属度
0.2

图1

隶属度值及其物理含义

0.5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后者比前者强烈重要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后者比前者略微重要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同等重要

0.6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略微重要

0.8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0.7

0.9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矩阵的元素值由专家根据经验和赋值规则进行

要指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袁 上报数据是否准确遥 渊2冤

评分袁在评分完成后袁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即可根

异常遥渊3冤信道状态院主要受到监测站点所处位置尧环境

2.3 运行状态综合评估

RTU 状态院主要指 RTU 是否正常工作袁工况数据是否
因素干扰袁 需要根据长期观测结果来对各个站点的信
道状态进行评估遥
2.2 指标赋权方法
对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进行权重分配时袁主
要有三类方法院渊1冤专家打分法院优点是简单直观袁可以
在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袁 分析出
定量结果袁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赋权重难以完全
保证其科学合理遥渊2冤神经网络尧主成分分析法院依赖客
观数据袁适用于可量化的指标评价袁但是对于需要定性

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遥
水文监测网络的运行状态综合评估结果的计算
主要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遥 假定监测站点 i 重要性指
标中各项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w忆i1尧w忆i2 和w忆i3袁指标值分

别为v i1忆 尧v i2忆 和v i3忆 袁同时该监测站点状态指标中各项二
级指标权重分别为wi1义 尧wi2义 和wi3义 袁指标值分别为v i1义 尧v i2义 和

v i3义 袁那么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综合评估结果由式渊1冤计算
得到院

义 义
V =移i=1 渊移j=1 w忆i j v i忆窑
j 移 j=1wi j v i j
N

3

3

渊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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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院N 为监测站点的数量袁 各项指标权重值 w 根据

2.2 节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袁各项指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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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计算相应的评分遥
在实际情况中袁整个监测网络中的站点可能只监

值 v 根据第 3 节提出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到遥

测某些重点关注的要素袁这会导致所有站点监测内容

状态分值结果在 80 以上判定为良好袁分值介于 60~80

的站点设置为满分袁其他站点进行相应转换遥 具体来

在计算得到监测网络的综合运行评估值后袁 网络

之间判定为堪用袁分值在 60 以下判定为异常遥

3

分项指标评价方法
各分项指标的评估采用不同的准则袁 需要根据各

评分都很低袁为此我们进行归一化处理袁将得分最高
说袁假定站点 i 的监测内容原始分为 v i袁整个网络中所

有站点的最高分为 v max袁则在百分制情况下袁该站点修
正后的评分为 100v i /v max遥

监测站点在建成后袁所监测的内容一般也不会出

分项指标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计算方式形成一致的指标

现变化袁因此监测内容的评估结果也相对较为稳定遥

评估方式袁并确定监测站点的评价值袁具体采用效益型

3.3 数据可恢复性
在整个监测网络中袁由于监测站点部署位置和水

指标遥
3.1 监测位置

文数据的特征袁各个站点之间的监测数据在时空特征

监测位置是监测站点的部署地点遥 站点位置通

方面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袁在这种情况下袁如果某

常由水文管理部门根据监测需要和具体监测任务确

个站点由于传感器尧信道或其他因素导致监测数据无

定袁例如水源地尧防洪防汛监测点尧企业密集处的排

法上传袁可以通过其他站点的数据采用数学模型来恢

污口等遥

复袁 恢复后的结果与真实测量值之间的差异越小袁则

尽管各个监测站点的部署位置都有各自的原因袁

表明该站点的重要性程度越低遥 在计算站点数据的可

但从重要性程度来说袁站点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袁例如

恢复性指标值时袁 采用基于凸优化的矩阵填充技术[7]

国控断面的水质数据需上传到国家水利部门袁 在这些

来实现袁该方法实质上是压缩感知技术的推广袁其主

地点的监测站点更加重要袁因此袁这些更加重要的站点

要原理是院监测站点得到的水文和水质数据在一定程

应当赋予更高分值来加权计算综合评估值遥

度上具有相关性袁例如同一个城市中的降水尧流量尧水

由于各个站点的位置重要性难以通过定量方式来

位等水文数据都具有相似的变化袁某个监测站点的水

评估袁因此有两种方式对其赋值院渊1冤通过专家直接打

质数据出现变化后的某个时间段袁其临近的监测站点

分的方法来完成遥渊2冤采用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来计

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袁基于这一数据特征袁采用基于

算遥考虑到计算方式的一致性袁我们继续采用后一种方

凸优化的矩阵重建技术袁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反推

法来保证评估值的客观性遥

出监测站点之间的关系袁从而还原出矩阵中部分缺失

监测站点在建成之后袁除非撤销站点袁否则不会再

的数值遥 为了分析监测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袁降低关联

变更位置袁 因此站点监测位置的重要性评估值在计算

性较强的监测站点的权重袁采用三个步骤对监测站点

得到之后不需要再修改遥

的数据可恢复性进行评价遥

3.2 监测内容
各个监测站点根据任务的不同袁 会对不同的数据
进行监测遥在监测性质对等的前提下袁监测的数据项越
多袁该站点在监测内容方面的重要性通常也越高遥
基于监测内容可量化的情况袁 本系统对各站点的
监测内容评估参考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

渊1冤将所有站点最近 24h 以内某个监测数据项的

监测值组合并构成监测数据矩阵 A m伊n袁 该矩阵中的行

表示监测站点袁矩阵的列为监测时间袁矩阵中的元素ai j

表示监测站点 i 在时刻 j 的监测值袁 缺少的监测值以
缺省形式留空曰

渊2冤对监测站点 i袁将其所对应的非缺省监测值 ai j

室发布的 2016 版 叶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

逐个以缺省形式替换袁然后采用文献[8]中提出的 SVT

的 24 项必测项目袁同时增加降水尧流量尧水位尧泥沙等

间的相对误差为 ai忆j - ai j /ai j曰

容集合遥在这些必测的监测数据项中袁每一个监测项的

1
n

准要水资源监测要素曳 中对地表水功能区水质监测中

水文监测站中常规的监测项袁 从而构建完整的监测内
分数均相同袁 然后通过累计得到各个站点监测内容从

算法得到该监测值的预测值ai忆j 袁 则预测值和真实值之
渊3冤计算监测站点 i 的总体平均相对误差院啄i =

移

N
j=1

ai忆j - ai j /ai j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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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述三个步骤袁即可获得各个监测站点采用数

采集的数据袁 并将其上报给中心站的关键组件袁RTU

据恢复算法时的误差遥 误差越大袁该数据的恢复难度越

的状态也由两部分组成袁 分别为存活状态和工况状

大袁反映出该站点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越高遥 为此袁采用如

表 2 所示的方式来对站点在数据可恢复性进行评分遥
表2
Table2

监测站点数据可恢复性评分

Grading for data recovery capability of monitor station

误差范围

评估值

误差范围

评估值

超过 25%

100

12.5%~15%

50

20%~22.5%

80

15%~17.5%

60

22.5%~25%

17.5%~20%

90

10%~12.5%

40

70

5%~7.5%

20

7.5%~10%
0%~5%

30

10

3.4 传感器状态
传感器的状态由两部分组成袁分别为存活状态和数
据状态袁其中存活状态表明传感器当前是否能正常采集
数据袁数据状态表明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是否异常遥

对传感器存活状态的判定还会受到 RTU 和传输

信道的影响袁 因为传感器的存活状态往往只能通过中
心站是否能顺利接收到传感器采集的数据来进行判

态袁其中存活状态表明 RTU 能否正常将传感器采集的

监测数据上报袁工况状态表明 RTU 设备的运行是否良

好袁是否存在潜在被损坏的可能遥

对 RTU 的存活状态判定参照上一节对传感器存

活状态的判定遥如果某个 RTU 关联的所有传感器在近
一个小时内都无法上报监测数据袁则判定 RTU 失效遥

对于 RTU 的工况状态袁 则根据前端 RTU 所能获

得的工况数据来判断遥 当前本系统所支持的工况数据

值及其含义如表 3 所示遥
表3
Table3

The values of working condition and their meaning

名称
交流电
太阳能

0院主供电电压大于 3.15V 且小于 3.45V袁正常曰其他院异常

后备电池

存储器

测结果有无上报无法确定传感器的存活状态遥 为解决

箱内温度

这一问题袁采取两阶段判定法来确定传感器是否存活袁

时钟

行下一阶段判定遥

渊2冤获取与目标传感器连接到相同 RTU 的其他传

感器近一个小时的监测数据袁如果库中存在数据袁则表

0院有光伏电且电压值大于 12.6V袁正常曰其他院异常

工作电源

的数据无法成功上传袁 因此单纯判断某个传感器的监

数据袁如果库中存在数据袁则表明传感器存活袁否则进

0院有交流电袁正常曰其他院异常

0院电压值大于等于 10.6V 且小于等于 14.0V袁正常曰其
他院异常

蓄电池温度

渊1冤读取数据库中目标传感器近一个小时的监测

数值说明

蓄电池

断袁而 RTU 或者传输信道出现故障袁也会导致传感器

具体步骤如下院

RTU工况数据值及其含义

0院时钟后备电池电压大于等于 2.5V袁正常曰其他院异常

0院温度大于等于-15益且小于等于+50益袁正常曰其他院
异常
0院正常曰其他院异常

0院温度大于等于-30益且小于等于+60益袁正常曰其他院
异常
0院本地时钟时间偏差小于依2 分钟袁正常曰其他院异常

在对 RTU 状态进行赋值时袁 如果 RTU 被判定失

效袁则其状态为 0 分袁否则根据表 3 中的 9 项工况指

标进行评分袁每一项异常指标均扣除 10 分遥
3.6 信道状态

所有监测站点都根据任务需要部署在目标水域

明传感器失效袁否则判定为 RTU 或者信道故障袁并在

各个位置袁RTU 通常利用 4G 信道等方式将数据上报

传感器能够正常上报监测数据袁 则根据具体的数

扰袁站点信道状态有时会比较差袁造成监测数据上报

值内容来判断传感器的数据状态是否正常遥 为简化计

不及时袁 甚至漏报等情况遥 考虑到漏报也有可能是

后续内容的分析中做进一步判断遥

算过程袁 本系统为每个传感器的监测数据都定义相应
的正常范围区间袁上报数据落在该区间内袁则判定数据
状态正常袁否则不正常遥
基于存活状态和数据状态袁 本系统采用二元法对
传感器状态进行评估袁 两个状态均正常则传感器状态
为满分袁否则为 0 分遥
3.5 RTU 状态

RTU 是整个监测网络中负责汇聚所连接传感器

给中心站袁 由于站点所处位置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干

RTU 或者传感器故障所致袁本系统将监测数据上报的

及时性作为信道的状态评估值袁具体来说院首先设定
一个数据上报时延上限渊本系统设置为 5min冤曰其次对

最近 24h 内目标站点所有的监测数据进行检查袁如果
数据应上报时间和实际上报时间之间相差不超过时
延上限袁则进行累计曰最后将未超时的数据累计数量
与总共收到的数据相除袁所得百分比结果即为信道状
态评估值遥

将站点 i 通过上述指标评价方法计算得到的监测

表6
Table6

位置尧 监测内容尧 数据可恢复性评价值分别代入到式

渊1冤中的v 尧v 和v 袁将传感器状态尧RTU 状态和信道状
忆
i1

忆
i2

忆
i3

态的评价值分别代入式渊1冤中的 v i1义 尧v i2义 和v i3义 中袁即可计

算得到站点 i 的综合评价值袁 将所有站点的综合评价

监测站点状态指标隶属度矩阵

The membership value matrix of monitor

指标 2

指标 1

station state index

传感器状态
0.5

传感器状态
RTU 状态

值求和袁 最终可得到整个监测网络的运行状态综合评
估值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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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4

信道状态

模型验证

表7
Table7

为了对前文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袁 通过仿
真来对其一致性尧合理性进行评价遥

表4
Table4
指标 1

The membership value matrix of monitor station
importance index

0.5

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权重值

权重值

传感器状态

0.305

RTU 状态
信道状态

0.428

0.267

测站出现传感器停止上报数据尧RTU 蓄电池出现异
丢失这四种异常情况之后袁监测网络运行状态评估结

果值变化情况遥

从表 8 可知袁 在不同等级异常发生的情况下袁监

监测内容

数据可恢复性

测网络的运行状态评估值会呈现不同的降低袁异常等

0.5

0.5

0.6

级越严重袁对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的影响越大袁这表明

0.4

0.3

0.5

0.5

监测内容
数据可恢复性

0.5

0.7

模型较为合理遥
表8

从表 4 可知袁 监测内容的重要性要明显大于数据

Table8

可恢复性袁而与监测位置相当袁监测位置的重要性要略
微大于数据可恢复性袁因此重要性的排列顺序为院监测

内容>监测位置>数据可恢复性遥 表 5 根据三角模糊数

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

权重值

监测位置

0.353

监测内容
数据可恢复性

0.377

0.270

表 6 和表 7 分别列出了监测站点状态指标中各分

项指标之间隶属度矩阵以及通过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monitor network operat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abnormal conditions
异常情况

评估值

传感器停止上报数据

89.84

RTU 停止工作

信道出现 50%数据丢失

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权重值

The weight of monitor station importance index

不同异常情况下监测网络运行状态评估结果

RTU 蓄电池出现异常

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的结果与隶属度矩阵结果一致遥
表5

0.3

监测位置

监测位置

Table5

0.7

0.6

常尧RTU 停止工作尧 上报数据所用信道出现 50%数据

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隶属度矩阵

指标 2

0.5

0.3

监测站点状态指标

表 4 和表 5 分别列出了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中各

析法计算得到的权重值遥

信道状态

The weights of monitor station importance index

4.1 权重分配合理性分析

分项指标之间隶属度矩阵以及通过三角模糊数层次分

RTU 状态

5

98.58
85.74
95.55

系统实现
系统采用 Java 语言实现袁利用 Spring 框架搭建总

体框架袁并实现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和各分项指评

估值的计算遥 图 2 和图 3 为系统的部分实现界面遥 图
2 为水文监测网络的总体状态袁 该状态的计算根据前

述方法实现袁同时给出监测网络漏报率尧及时性尧完整

法计算得到的权重值遥

性尧正确性等方面的统计结果袁图 3 为测站的工况数

指标相类似的结论袁因此模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遥

6

从表 6 和表 7 的结果可以得到与监测站点重要性

4.2 评估结果合理性分析

表 8 展示了在其他站点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袁 内测

据情况袁提供表 3 所列出的所有项目信息遥

结论与展望
对水文监测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评估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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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断站点的故障原因袁 从而指导站点的改造与升
级袁同时袁系统拟计划采用人工智能等方法来优化其
中预设的参数和指标袁使其具备可自收敛的自动更新
调整功能袁从而提高系统的自适应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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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real-time state of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s, which is useful to grasp the whole performance
of the networks, is importance aspect to manage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lack of
effective estimation mechanisms fo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 operation state, a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This system implemented the state collection, assessment and exhibition of hydrological stations, sensors,
remote terminal units and channels in monitoring network, which promoted the analytical level of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
Key words: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alytical hierarc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