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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区域小尺度旱情遥感监测预警评估系统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向大享 联系电话 13797025393

对应需求 区域小尺度旱情遥感监测预警评估系统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长江水利委员会青年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多源数据协同及深度学习方法、空天地

一体化多元化遥感解析技术，通过多源遥感数据分析，

建立旱情动态监测预警与精细化诊断方法，构建干旱监

测预警自适应模型，实现区域小尺度干旱演变过程遥感

精细化监测预警与损失评估。可进行土壤墒情、水体面

积变化指数、作物物候曲线、旱情参数、旱情风险、旱

情损失评估等旱情监测预警及评估工作。适用于长江一

级支流流域旬月尺度的旱情监测、预警及评估。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监测预警时效性：常规情况下实现月尺度，应急

情况下实现旬尺度；

2.监测评估指标：土壤墒情、水体面积变化指数、

作物物候曲线、旱情参数（遥感旱情指数、干旱范围、

旱情等级等）、旱情风险、旱情损失评估（受灾面积、

绝收面积、经济损失）；

3.监测预警评估精度：70%以上；

4.系统稳定性：响应快、计算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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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年至今，该成果在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应用，

提供了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两湖地区等重点易旱区月度

干旱常规监测成果，包括降水距平指数、植被供水指数、

植被健康指数、水体面积指数、云参数法干旱指数等，

为长江委防御局抗旱会商及抗旱指挥决策提供了数据

支撑，为长江流域建立抗旱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

预”机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湖北省武汉市抗旱管理

部门中应用，提供地表温度、植被指数、垂直干旱指数、

植被供水指数八日合成产品、归一化水体指数月度产

品、重点湖泊水库水体面积产品，实现了对武汉市全域、

重点河湖库旱情的定期实时监测，并预测旱情发展趋

势，提升旱情监测预警及灾情评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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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牧区草原旱情监测预测评估系统

持有单位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 刘铁军 联系电话 13848192637

对应需求 区域旱情遥感监测预警评估系统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 C/S+B/S的混合框架和可视化技术，采

用云计算服务平台，实现牧区草原旱情的监测、预测、

评估、旱灾与抗旱能力的评估、数据产品、用户与系统

的管理等。可提高牧区草原旱情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

强化牧区草原旱情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和信息保证能力。

适用于干旱半干旱牧区地市级、区县级的旱灾防御、水

资源规划配置和生态环境保护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旱情信息提取：考虑复杂地形、气候等因素，精

准耦合遥感信息与地面数据；

2.海量实时数据的高并发处理：采用高性能Web服
务器与服务数据缓存技术，参照互联网建设模式，采用

支持并行计算、异步响应的高并发处理架构，及时有效

地将现场信息报送到各分系统中；

3.影像存储与智能管理：通过高效的存储体系架构、

科学的交换模型，实现对海量遥感影像数据的高效存储

与管理；

4.遥感数据自动化处理：通过并行计算、网格计算，

研制面向旱情监测、预警业务得卫星遥感数据自动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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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务分配与调度平台，实现对影像数据进行切片划

分、任务分配、资源调度；

5.面向服务架构的信息同步：采用面向服务的总体

架构，保障系统的松耦合与可扩展性以应对不同业务层

面、业务场景进行分析研究，实现信息报送、任务分发、

应急响应、地理信息同步等功能。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呼伦贝尔根河市气象局、鄂尔多斯市水利局、满洲里市

农牧水利局、锡林浩特国家气候观象台中应用，支撑了

牧区抗旱减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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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 B/S架构的干旱实时监测和预报平台 V1.0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刘慧 联系电话 010-68781559

对应需求 区域旱情遥感监测预警评估系统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 B/S架构及并行计算技术，采用多种数

据源、干旱指标，实现未来 1至 4周的气象和农业干旱

预报、过去 4周的水文干旱逐周评估、未来气候变化情

景下区域气候和干旱预测。可兼容Windows和 Linux系
统，满足干旱监测和预警指标的按需定制。适用于国内

外区域干旱实时监测和预报业务。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气象、水文等卫星产品和预报产品实时下载、自

动整编技术，实现了数据自动获取和处理；

2.水文模型和干旱指标模型自动计算工具，实现了

多种指标数据的自动更新计算；实现了完善的容错机

制，保障了系统长时间自动运行；

3.模型并行计算技术，实现了模型的高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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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 6个国家

的干旱实时监测和预报业务中应用，为深化澜湄水资源

合作和开展水外交提供了技术支撑。

2021年，该成果在北至青藏高原南至南中国海区域

中应用，面积达 81.2万平方公里，监测和预报对象包括

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和农业干旱，每周更新一次监测和

预报成果，为澜湄流域 6国提供了干旱监测和预报信息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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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防汛系统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刘启兴 联系电话 15638827791

对应需求 黄河漫滩洪水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算据集成、模型计算、智能决策与数字

孪生四大自主技术体系，通过一体化、全链条、场景化

模拟与展示，实现暴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场景推演与

调度方案智能推荐等“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功能的智能决策支持应用。具备人工智能调度决策

辅助，可实现防汛防灾预报调度一体化。适用于水利部

门防汛调度决策。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该成果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学模型支撑，集用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于一体，实现防汛防灾预报调度

一体化。可辅助实现对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雨情、水情、

凌情、泥沙等的滚动预测预报和分析研判，提高预报预

警时效性，支撑防灾形势分析；

2.根据预报成果和防洪形势，统筹流域水库、堤防、

闸坝、蓄滞洪区等水工程洪水灾害防御能力，实施联合

防洪调度。根据实时雨水情预报、气温预报、流量预报

以及考虑河道情况，进行多方案预演联合调度过程和结

果对比，给出防汛联合调度预案；

3.系统及时发现防洪工程险情，抢早抢小，确保工

程安全具有科技支撑作用；有助于及时发现防洪工程和

滩区的薄弱环节，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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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避免滩区洪水漫滩带来的经济损失；统一高效的管理

平台可节约防汛管理工作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防

汛指挥运行效率，降低行政开支，降低防汛管理成本。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20 年至今，该成果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

害防御局、黄河河南河务局等部门日常防汛工作中应

用，为防汛演习和会商提供了数字孪生的流域水旱灾害

防御雏形。同时，该成果在宁夏、数字孪生小浪底等国

内多项重大水利建设工程中推广应用，实现暴雨洪水预

报、防洪调度场景推演与调度方案智能推荐等“预报、

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能决策支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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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河河龙区间洪水泥沙测报关键技术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河海大学

联系人 邱淑会 联系电话 19903857128

对应需求 黄河漫滩洪水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水文模型、相似性理论、大数据挖掘技

术，集成综合智能化测验平台，实现多沙河流流量的快

速准确测验、洪水情势及量级预警预报、暴雨洪水泥沙

实时跟踪诊断等。可通过手机 APP（应用程序）实现预

警预报的野外和移动作业。适用于洪水泥沙在线监测、

暴雨洪水情势实时跟踪诊断、洪水量级预警预报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集成了综合智能化测验平台，ADCP多线法积深式

流量测验、微波流速仪动态积宽测验方法和断面借用技

术，可实现多沙河流流量的快速准确测验；

2.提出了窟野河等 7条典型支流次洪尺度降雨产流

阈值，构建了河龙区间干支流主要控制站洪水泥沙预警

预报方案集，实现了支流洪水情势和干流洪水量级的预

警预报；

3.对陕北模型、垂向混合模型、新安江模型进行了

改造，提出了基于水文模型、相似性理论、大数据挖掘

技术的洪水泥沙预警预报技术；

4.研发的暴雨洪水情势诊断分析预警预报作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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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现了暴雨洪水泥沙实时跟踪诊断和预警预报；研

发的手机 APP软件实现了预警预报的野外和移动作业。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得

到应用，其中黄河 2017 年第 1号洪水期间，为实现小

浪底水库异重流出库创造了条件；潼关站洪水/径流预

报，实现了三门峡、小浪底两水库的精细化调度，提高

了水库发电、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依据该站预报及时发

布了黄河洪水蓝色预警，为黄河防汛指挥调度和滩区群

众安全转移争取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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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水实时模拟与洪灾动态评估技术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020-87117188

对应需求 黄河漫滩洪水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测绘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 GPU并行计算、GIS和三维渲染技术，

通过一维—二维耦合水动力模型，实现洪水高速模拟、

演进淹没过程直观化形象化展示、洪灾损失精细化评

估。自主研发计算引擎，模型适用范围广、计算速度快、

稳定性强，可根据当前水、雨、工情进行洪水实时预警。

适用于河流洪水、城市暴雨内涝、堤坝溃决（漫溢）洪

水等不同类型洪水模拟与风险评估。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对任意初始场，复杂感潮河网模型可在 1个潮周

期内快速收敛；

2.珠江河口风暴潮潮位模拟误差小于 10厘米；面积

1500平方千米、30万网格区域 15天溃（漫）堤洪水演

进过程模拟耗时小于 15 分钟，比主流商业软件计算速

度快 5～30倍，洪水风险区海量建筑群地物建模精度小

于 5厘米；

3.30万网格洪水淹没数据像素级渲染耗时小于1秒；

4.主研发计算引擎，模型适用范围广、计算速度快、

稳定性强；

5.建立的洪水实时模拟与洪灾动态评估技术体系，

可根据当前水、雨、工情进行洪水实时预警，为防汛应

急决策、水工程调度等提供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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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风险防控能力，降低洪灾损失，保障防洪安全。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珠江防总的中顺大围等

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典型防洪保护区洪涝灾害实

时分析及动态展示、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工程珠

江洪灾评估系统等项目中应用，根据当前的水情、雨情、

工情设置接近实际情况的洪水分析方案，并借助 GPU
高性能计算手段，实现洪水淹没和洪灾评估的实时计算

分析，为防汛部门提供更为接近实际情况的洪水风险

图。

从 2020 年至今，该成果在珠江防总、松辽委防汛

抗旱办公室、广东省三防办、湖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

御处、广西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海南省水务厅、

广西右江水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分公司、东莞市三

防办、河源市三防办、惠州市三防办等 10 余个防汛业

务主管部门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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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南运河沿线流域区域城市防汛排涝联合调度系统

持有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刘国庆 联系电话 17372287117

对应需求 城市洪涝精细化模拟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16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 B/S架构设计，采用流域区域模型耦合

嵌套、离散化建模建库、标准化封装及调度模型集成开

发等技术，形成由降雨径流水文模块、一二维耦合的水

文水动力模块、水利工程调度模块组成的流域—区域—

城市防汛排涝精细化河网模型，实现流域、区域、城市

洪涝风险综合管理与预报调度一体化。统筹考虑区域防

洪压力与区域内涝淹没面积及灾情损失的关系，可形成

防汛排涝联合调度推荐方案。适用于流域水情预报、防

汛排涝调度、调度方案优化、工程建设咨询。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提出了多尺度分级双向嵌套耦合模拟技术，建立

了江苏省太湖地区水文—水动力—二维耦合的精细化

河网模型，可实现江苏省太湖地区河网—管网精细化水

文—水动力过程模拟；

2.突破模型库、结果库与调度系统数据实时交互技

术，建立了江苏省太湖地区洪涝联合调度系统。集成了

洪水风险要素自动解析—叠加分析—动态渲染—实时

发布的洪水风险实时分析成套技术，满足从降雨—产汇

流—河道洪水全过程的适时干预，规划情景方案、预报

调度方案实时计算，实现任意洪水组合方案洪涝风险图

一键生成；

3.自主研发雨水工情实时库、预报库标准接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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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交互的配置技术，建立洪涝风险在线预报预警机

制。满足水文—水动力模拟计算引擎滚动驱动、数据同

化的河网初始场自动矫正、离散模型耦合嵌套，实现流

域—区域—城市—圩区不同空间尺度任意关注点水位、

流量的预报预警。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的苏南运河沿线流域区域城市防汛排涝联合调度系统

建设项目中应用，能够满足系统设计要求，达到预期管

理水平，实时动态管理、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联合调度

功能也充分发挥预期作用。

从 2019年至今，该成果在江苏省常州市得到应用，

常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用该成果，指导了常州

运北大包围防汛科学调度，完成了运北主城区调水引

流、施工期应急调度相关的河网水动力精准模拟，指导

该区域调水引流方案优化和后续工程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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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城市洪涝模拟模型软件及洪涝预警调度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郑敬伟 联系电话 010-68781794

对应需求 城市洪涝精细化模拟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8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城市洪涝模拟模型，耦合雨水情实时及

预报信息、水利工程实时调度运用信息，选择全局粗网

格、局部细网格的概化方式，兼顾模拟时效性与准确性，

实现城市内部水流运动的模拟分析。采取河道断面、管

网断面、地面积水综合验证，保证模拟的准确性。适用

于城市洪涝风险分析、城市河道行洪能力评估、城市管

网排水能力评估、城市洪涝预警调度决策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模型软件的选择：在满足模拟要求的同时，保持

了灵活性和原创性，提升了成果科技水平；

2.概化方式的选择：全部区域够快，重点区域够细

的概化方式，尽可能兼顾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和计算速

度；

3.验证的方式：采取河道断面、管网断面、地面积

水综合验证，保证模拟的准确性；

4.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预警调度计算，从

规划到实时预警调度全方位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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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年至今，该成果在北京市洪涝模拟模型（一、

二、三期）、北京市重点流域调度系统、深圳市河湾片

区洪涝模拟模型研究与应用、昆明城市洪涝模型及防汛

智能预警系统等项目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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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市洪涝精细化模拟及智慧调度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吴江 联系电话 13477023901

对应需求 城市洪涝精细化模拟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长江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耦合城市洪涝精细化模拟和城市防洪

工程联合智慧调度，对城市地形、雨水管道、河道水系、

土地利用类型等精细化建模，并结合雨水情监测预报信

息，对防洪工程进行优化联合调度，实现城市洪涝过程

的实时模拟、洪涝预报预泄、河道主要断面及低洼点积

水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具有模拟精度高、适用范围广、

预报预警调度一体化模拟等优势。适用于河网基础测绘

数据较为完善、需要提升防洪排涝能力的城镇地区水利

市政部门。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可实现部分河道控制断面水位及低洼地水深模拟

精度在 85%以上；

2.可基于城市产流、管道及河道汇流的城市洪涝过

程动态模拟实现洪涝风险分析预警及防洪工程智慧调

度一体化运行；

3.可通过设置任意降雨过程及闸坝执行状态，实现

城市洪涝预报调度一体化模拟预演；

4.依据新型机器学习改进算法，提高模型参数率定

效率，实现城市洪涝风险精细化模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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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河北省唐山市智慧河道监管平台

中应用，针对唐山市约 100平方千米城区洪涝过程及闸

坝调度过程进行精细化模拟，依据气象预报结果或手动

输入典型降雨过程自动生成洪涝积水预报预警结果以

及内河水系闸坝联合调度结果，为唐山市城市防洪排涝

决策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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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流域闸泵群防洪排涝智能化联控联调技术

持有单位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苏文 联系电话 13814082763

对应需求 闸泵群防洪排涝智能化联控联调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水利一体化管控平台为基底，构建中小流

域水利信息感知网，形成中小流域河网水文监控的统一

数据集合，开发城市洪涝过程动态模拟模型，实现暴雨

灾害风险和城市洪涝风险分析预警、闸泵群联控联调最

优方案集计算。可实现闸泵群在线集中控制、远程控制

调度等自动控制运行。适用于中小流域、平原河网、城

市河网防洪排涝的“四预”应用。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在传统水利模型的基础上，建立降雨—水位、降

雨—潮位等水文预报，实现河流的产—汇流全过程模

拟，预报精度达到规范要求；

2.以水文、水动力、水质等水力学模型、大数据预

测分析及视频 AI识别技术为基础，建设城市河网城市积

水排涝模型、水质水量耦合模型、闸站联合调度模型。

基于模型运行服务平台设定各边界条件（或是各闸站的

联合运行情况），模拟计算城区范围内各河道的不同流

速、水位、水质的变化情况，再根据已有资料或监控系

统采集的实时信息确定水文、水动力、水质参数（若有

必要需进行水文水质同步监测试验），实现对模型参数

进行率定和验证，以确保模型能够较好地反应原型的实

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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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能在引水环通状态下进行水质水量耦合模拟，

又能在防洪排涝情况下，对不同的闸站运行工况、不同

的水雨情信息与城区河道水位（洪峰）的关系进行模拟，

最终耦合为典型城市现状防洪工程下的城市产流、管道

及河道汇流的城市洪涝过程动态模拟模型，对暴雨灾害

风险和城市洪涝风险进行分析预警。同时实现闸泵群联

控联调最优方案集计算，从而为闸泵群防洪排涝智能化

调度提供决策支持，并能通过一体化管控平台的水量调

度系统联动闸泵控制 LCU，实现在线闸泵群集中控制、

远程控制调度等自动控制运行。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 年，该成果在江苏省徐州市区排水工程中应

用，建立水量调度模型，联动涵闸及城市积水点监控，

实现城市河网智能化排水。

2020年，该成果在浙江慈溪智慧水利中应用，建设

水利大数据分析平台和智慧城河调度系统，在应对“烟

花”“灿都”等台风降雨时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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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群复杂水网智能调度技术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15920179188

对应需求 闸泵群防洪排涝智能化联控联调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7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集成复杂河网水文水质集合实时预报、水动

力水质模拟、雨源型城市河流水生态模拟以及闸泵调控

模拟决策支持等技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复杂河网区闸

泵群调度的自动优化。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能较好的实

现与供水等兴利调度、防洪排涝调度、水环境改善调度

等主目标之间的转换。适用于闸泵调控的复杂河网区。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复杂水网区面临的水质、水动力、水环境、

水生态等水问题，以闸泵群多目标智能调度决策为目

标，集成了复杂水网水文—水质集合实时预报、复杂水

网水动力水环境改善调度技术、咸潮河网水生态调控等

一系列技术，技术全面且成体系；

2.根据区域多目标约束及优化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

求，内置水闸泵站调度响应秩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复

杂河网区闸泵群调度的自动优化，具有智能化调度特

点；

3.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能较好的实现与供水等兴利

调度、防洪排涝调度、水环境改善调度等主目标之间的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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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3 年至今，该成果在广东省中山市中顺大围

开展闸泵联合调度方案中应用，在枯水期的供水安全和

联围水质改善方面发挥了作用，充分利用了水资源，改

善了河网水质，保障了供水安全，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水生态、水环境和水景观的恢复、改善和保护等多重

目标。

2021—2022年，珠三角遭遇罕见旱情期间，该成果

在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抗旱保供水工作中应用，为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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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闸站群联合调度监控系统

持有单位 深圳市东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林占东 联系电话 13828758581

对应需求 闸泵群防洪排涝智能化联控联调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在实时采集泵站、电排站、水闸、船闸等运

行状态信息的基础上，综合区域内各种水情、水质信息

及调度目标和调度原则，通过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水

闸泵站的远程集中监控和联合调度。可自动做出联合调

度建议，通过水量分配达到区域内防洪排涝、水环境保

护和水生态调节等目标的统一调度。适用于水闸泵站群

的联合调度与监控。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数据库数据准确率：100%；

2.数据更新时间：1秒；

3.多维分析响应时间：＜5秒；

4.管理记录数为：3000万；

5.增长频率为：30万条/月；

6.表最大记录数：30000万；

7.硬盘空占有量：200G；
8.硬盘故障：用备份数据恢复；

9.数据库故障：重装数据库并用备份数据库恢复；

10.系统崩溃：重装系统并用备份数据恢复；

11.硬件故障：系统平均修复时间(MTTR)(有备件)：
≤0.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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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广东省东深供水改造工

程综合自动化系统、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水利闸（站）

群控改造工程、珠海市西区海堤白蕉联围闸群自动化控

制系统、三水区西南街道闸站群控系统、中顺大围工程

监控中心群闸控制系统、番禺市桥河联合调度系统、火

炬开发区张家边泵站及水闸工程、山东省胶东调水自动

化调度系统、佛山市禅城区汾江河流域引水泵站与水闸

联合调度系统、鉴江高岭拦河闸智慧管控工程等中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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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堤防管涌应急抢险与处置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熊勇 联系电话 027-82926147

对应需求 堤防应急抢险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背包便携式充水围井、过滤器可拆换式减

压井以及轻型活塞洗井装置组成。背包便携式充水围

井，雍水高度可达 1.8米，抢险过程最少仅需 2人。过

滤器可拆换式减压井为内外滤层分区设计，可清洗或更

换过滤器以长效服役。轻型活塞洗井装置适用于塑料材

质井管，可快速恢复减压井排水量至 80%以上，大范围

解决管涌群的应急抢险难题。适用于堤防管涌险情的快

速应急抢险，以及管涌汛前预防处置。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效果好，围井雍水高度可达 1.8米；

2.效率高，30分钟完成管涌抢险；

3.便携化，重量 20千克，可单人背包携带；

4.在传统活塞洗井技术基础上，研发了一种适用于

塑料材质井管的轻型活塞洗井装置，其主要的活塞体结

构包括泵管、辊滚管、尼龙丝束等部件组成；

5.可快速恢复减压井排水量至 80%以上，降低管涌

堤段的水头，可范围解决管涌群的应急抢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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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安庆长江干堤中应用，新建减压

井 149口，快速地实现了减压井汛期洗井，实现管涌险

情的高效预防。

2021年，该成果在九江长江干堤中应用，新建减压

井 9口，提高了管涌应急抢险效率，降低了管涌抢险的

经济与人力成本，抑制了管涌险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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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堤防隐患（险情）快速探测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地球物理探测（武汉）有限公司

联系人 徐涛 联系电话 18502773343

对应需求 堤防应急抢险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直流电法层析成像探测、磁电阻率渗漏快

速探测、水下探地雷达探测等技术组成，可实现堤坝隐

患快速层析成像，水体渗漏通道空间分布无损快速精确

三维展示探测，水下面板内部 1米内缺陷检测判断等。

地面有效探测深度大于 50 米，水下面板雷达检测深度

大于 1米；隐患水平定位精度在 2米以内；浅部渗漏通

道探测率达 90%以上。适用于江河堤防、渠道边坡等隐

患或险情快速探测及水库大坝渗漏探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堤坝工程非平面半空间结构对传统直流电法

探测精度不利影响，采用定向剖面观测方法和多通道并

行采集技术，结合自主研制交互式直流电法快速探测装

备，解决了传统单剖面直流电法采集效率低、成像效果

差的难题，实现堤坝隐患直流电法快速层析成像探测。

提高了堤坝隐患演变致灾过程的探测精度和险情响应

速度；

2.针对堤坝水体渗漏通道精细定位探测需求，通过

电偶极源建立堤坝区域空间电流回路，利用自主研制的

磁电阻率法探测装备探测地表磁场，结合三维磁电阻率

法张量观测模式解译方法反演堤坝内部渗流路径，实现

无损、快速、精确、三维展示水体渗漏通道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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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输水渠道水下面板隐患探测，利用研制的水

下探地雷达平台，搭载水下探地雷达系统、水下高清摄

像系统、水下清扫系统、自适应配重系统、高精度定位

系统等，真正克服水下环境复杂、流速快、地形起伏等

一系列水下问题，实现对面板内部 1米内缺陷检测判断；

探测数据经处理后可形成三维雷达数据体，便于成果精

细化分析解译。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湖北省荆州洪湖市长江堤防崩岸

险情探测项目中应用，探明了长江虾子沟崩岸堤段和堤

防土体结构性状及内部隐患分布；同时通过多次探测，

实现了堤段修复加固质量及堤身内部水体渗透引起隐

患变化情况监测，为堤防工程隐患排查与险情快速定位

提供了技术支撑。

2021年，该成果在长江堤防部分工程（包括沿岸涉

水区基础土地性状安全监测、工程建设安全监测）中应

用，监测堤防合成影响情况，为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提供

了技术支撑，为长江堤防工程安全提供了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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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型生态护岸工程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唐峰 联系电话 18507168667

对应需求 堤防应急抢险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湖北省第七届全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大赛三等奖 1项
长江水利委员会青年“创新创效创优”竞赛三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加强型消能滞淤块体护坡结构、新型垫状

构件生态护岸、网筋人工石群结构体组成，涵盖水上护

坡、水下护脚及河床护底的一整套新型生态护岸工程技

术。有较好的河床变形适应能力，透水性、耐久性好，

构件标准化，成本低廉，生态环保。适用于河道整治生

态设计、施工及应急抢险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顶面的消能凹槽的横截面为坡度 1:1的等腰梯形；

底部的外凸块均匀分布在块体底部，外凸块厚度约为护

坡块体的 1/5～1/6；
2.混凝土椭圆球体生态护岸材料（长半轴为 0.1～0.3

米，短半轴为 0.05～0.15米，厚度为 0.05～0.15米）；

3.预制件浇筑混凝土强度满足C20的技术要求，5厘
米厚的夹土工格栅薄壁预制砼构件整体强度满足抗压

强度指标不小于 7兆帕。



30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

游影响处理河道整治工程实施项目（湖北段）中应用，

目前运行效果良好。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

游影响处理湖北荆州段一期河道整治工程项目中应用，

目前运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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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基于降水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联系人 陈瑜彬 联系电话 027-82827539

对应需求 基于降水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固化剂选用情况及拌合工艺，通过将河

湖疏浚土、泥浆等就地拌合改良，实现底泥再利用，使

其强度、pH 值、酸碱度等相关参数能满足使用要求。

平均处理效率 50～100立方米/小时，最大处理能力 200
立方米/小时，一次性处理深度 3～5米，搅拌头单点处

理宽度 1.6米。适用于河湖疏浚底泥资源化处置和利用。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不同气候、水文条件下临界雨强拟定综合技术。

提出了致灾山洪不同概率条件下临界雨强计算方法，创

新了临界雨强的拟定思路；发展了不同气候、水文条件

下临界雨强拟定的融合模式，形成全套临界雨强拟定的

综合技术；

2.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精细化降雨滚动预报技术。

创新地提出了大数据自分型雷达估测降水方法，建立了

相异度函数检测海量数据、聚类分析、偏差值动态修订

雷达估测降雨等成套技术。提出了针对致灾山洪的数值

预报模型最优化参数组合方案，降水预报精度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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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提出了基于雷达、高空、地面大气探测以及模式产

品等多源信息融合的0～72小时无缝降雨滚动预报方法，

降雨预报产品网格分辨率可达 3公里，山洪预警时效由

2小时提升到 72小时；

3.中小河流洪水立体监测与智能预报技术。构建了

基于影像监测、雷达侧扫等非接触式监测技术的中小流

域一体化立体实时监测体系；提出了基于规则自分析、

自成长的库、塘特征智能识别技术；揭示了自然—人工

复合驱动下中小河流产汇流过程的空间分异性和洪水

非平稳特征形成机理；建立了水工程调度互馈影响下的

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模型，实现了河流的产~汇流全过程

模拟，预见期达到 3天以上，预报精度达到规范要求。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办

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办公室、汉江

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气候中心、江

西省气候中心、湖南省岳阳市气象局等单位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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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山区小流域暴雨洪水监测预警系统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 陈群山 联系电话 027-82829430

对应需求 基于降水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技术底泥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长江水利委员会青年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广域自组织网与自适应多模数据传输、

山洪灾害多源监测数据同化与深度融合等技术，基于研

发的 NG—PS—101型降雨土壤水分微感知计、NG—HF
—201型水文多要素微感知仪，实现了暴雨山洪雨量、

水位、土壤含水量、流速、含沙量等要素的动态实时监

测。具备实时采集、稳定传输、动态存储等特点。适用

山区小流域山洪灾害致灾要素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山区暴雨洪水要素监测轻量化、模块化、集

成化需求，及动态变化、多源多维、耦合度低等特点，

研发了集要素感知、信息融合、无线传输、规模组网于

一体的微感知设备集成技术；

2.山洪多要素监测广域自组网及自适应多模数据链

传输技术，实现复杂山区环境山洪数据自采集、自存储、

稳定传输；

3.基于云边协同框架的分层融合处理技术，实现海

量、复杂暴雨山洪多要素多源数据处理；

4.基于山洪灾害多源监测数据同化、深度融合、分

层处理技术，构建自采集、自传输、自处理和自存储的

精细化暴雨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34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与集

成示范项目中应用，在陕西岔巴沟流域共安装了 20 台

降雨土壤水分微感知计，监测到汛期降雨、土壤水分数

据，为山洪重点研发项目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

2020年，该成果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山洪灾害防治项

目中应用，布设了 10 台降雨土壤水分微感知计，准确

观测到汛期流域范围内雨量的点、面特性，以及山区降

雨时空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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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基于多源降雨和 CNFF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预警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翟晓燕 联系电话 010-68781204

对应需求 基于降水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4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耦合多源降水融合校正技术、降水动力—

统计降尺度技术及小流域非线性产汇流模拟技术，构

建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模型，实现了中小流域降水—蒸

发—产流—汇流—演进全过程精细模拟及洪水预报。

地面站数据异常识别准确率达 95%以上，多源降水融

合精度比常规方法提高约 20%，降水数值预报分辨率

可降至 1～5公里，洪水预见期可达 3天以上。适用于

中小流域洪水预报预警。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多源降水融合与校正技术。基于 Hampel法、格拉

布斯准则、周边站分析和雷达辅助校验等，建立递进式

异常站点筛查体系，地面站数据异常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采用点面最优校正融合法，实现地面站、雷达、

卫星等多源降水融合与校正，避免地面站极值雨量被均

化，融合精度比常规方法提高 20%；

2.公里级降水动力—统计降尺度技术。基于数值大

气模式WRF实现 1°×1°再分析降水动力降尺度，降水

分辨率达到 10～25 公里，通过雷达反射率与径向风同

化模式校正降尺度结果；依据地面站资料简化大气动力

学方程组，推导局地降水和温/湿/风/压等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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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计降尺度方程组，分辨率降至 1～5公里；

3.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模型构建与预报。集成产流模

型库、时变分布式单位线技术、洪水演进变参数模型、

时空双重离散洪水并行技术等，构建中小流域洪水预报

模型，相关参数基于中国小流域数据集、土壤质地类型

数据集等确定，实现分钟、小时和日尺度中小流域产汇

流全过程模拟及洪水预报，预报精度达到乙级以上，预

见期达到 3天以上。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福建、吉林、广东等地

105个县、856个中小河流中应用，向当地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供精细化洪水预报和预警服务，为防御“鲇鱼”

台风、“20210628”南平等极端暴雨引发的中小流域洪

水灾害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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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基于数据挖掘与驱动的中小河流洪水预报研究

持有单位

河海大学

水利部信息中心

浙江省水文局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联系人 李致家 联系电话 13327822605

对应需求 基于降水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4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贝叶斯概率理论

和极大似然法等技术，提出了中小河流暴雨洪水要素与

下垫面地形、降雨时空特征关系的预报方法以及多模型

多参数集成预报方法，构建了基于水文大数据驱动的蓄

超空间组合网格型的降雨径流分布式水文模型、基于数

据挖掘与驱动的中小河流洪水预报系统。解决了资料缺

乏流域的洪水预报难题,实现了洪水预报特征值在置信

区间内的概率预报。适用于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通过数据挖掘，建立了水文模型参数与流域下垫

面土壤、植被覆盖、地形等特征的关系，提出了基于支

持向量机和径向基函数的中小河流暴雨洪水要素与下

垫面地形、降雨时空特征关系的预报方法；

2.提出了基于初始建模、形状控制和智能修正的三

阶段智能实时预报技术，采用产汇流机理的核主成分分

析、聚类分析等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了基于水文大数据

驱动的蓄超空间组合网格型的降雨径流分布式水文模

型，并通过水文相似区域数据挖掘，解决资料缺乏流域

洪水预报难题；

3.针对洪水预报不确定性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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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概率理论和极大似然方法的多模型多参数集成预报

方法，实现了洪水预报特征值在置信区间内的概率预

报；

4.研发了基于数据挖掘与驱动的中小河流洪水预报

系统。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浙江省分水江、陕西省

陈河与子午河等流域中应用，同时，也在天津于桥水库

洪水预报、安徽皖南山区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图集编制等

业务工作中应用。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江苏淮河与秦淮河洪水

预报系统、福建漳州中小流域洪水预报系统中得到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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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流域水工程联合智能调度平台关键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罗斌 联系电话 18502778110

对应需求 流域水工程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分布式面向服务的组件设计思想，深度

融合水工程联合调度业务，依托适应大规模计算和智慧

决策的开放平台技术及流域多组合调控计算敏捷搭建

技术，以“单点双向”方法描述流域拓扑结构、深度学

习算法构建水库入库流量预测模型，结合水库调度规则

库，实现了业务端多专业协同模拟计算、决策端多场景

可视化对比分析的流域调度业务应用双端多场景协同

平台。可实现预报调度演进一体化模拟。适用于流域水

工程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适应大规模计算和智慧决策的开放平台技术框

架。平台总体采用分布式面向服务的组件模型设计思

想，将各类应用功能划分为不同服务模块，通过服务管

理实现模块间数据交互、事件发布、应用调用等功能，

同时利用不同管理区的数据中心与实时数据总线实现

各类数据源共享，在此基础上形成信息互动、综合联动、

智能决策的应用使能平台；

2.流域多组合调控计算敏捷搭建技术。将组件化、

组态化、流程化技术与水工程联合调度业务深度融合，

以组件化深层次解耦和隔离非关键要素，以组态化实现

计算任务的积木式按需动态搭建，以流程化引擎驱动节

点、流向与流程的智能衔接关联，支撑不同需求下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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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合调控计算的敏捷搭建；

3.流域水工程调度拓扑结构自适应构建技术。以“单

点双向”方法描述流域拓扑结构，提出其自适应构建技

术，任意创建流域内复杂串并联混合拓扑结构；构建不

同类别拓扑节点与径流预报、河道演进、水库调度等不

同计算任务的自适应组态框架，形成“拓扑自创建、模

型自识别、数据自衔接”的预报调度演进一体化嵌套模

拟；

4.深度学习智能算法。开发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

水库入库流量预测模型，首次将 DBN（深度置信网络）

与 LSTM（长短期记忆网络）相融合应用于入库流量的

预测，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提高对水库入库流量预测的准

确性。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示范系

统中应用，建设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示范系统，具

备流域模拟预报、防洪形势分析、工程推荐、长江流域

水工程联合调度、洪水风险评估、应急避险、决策对比

分析等防洪核心业务，实现了预报调度一体化、模型方

法通用化、业务决策协同化、系统搭建配置化。

2020年，该成果在重庆市防汛管理信息化系统中应

用，建设水情预报、水库调度、河道洪水推演、预报调

度演进嵌套模拟、水库回水模拟、水库溃坝模拟、洪水

淹没模拟、洪水灾情评估等功能模块，为重庆市水文局

相关部门提供了业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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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面向粮食生态安全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与保障技术

持有单位 松辽水利委员会流域规划与政策研究中心

联系人 陈娟 联系电话 0431-85607794

对应需求 流域水工程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松辽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水土资源匹配系数

模型及基尼系数模型，建立了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

体系，对流域水土资源匹配性全面深入评价并提出调整

思路,同时基于粮食生态安全的年周期序贯决策水资源

优化配置方法与模型，提出了流域用水协调机制下的水

资源配置方案。具备河道生态流量计算模型、控制断面

阈值流量计算、用水协调计算等功能。适用于水资源规

划、粮食生态安全保障。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利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水土资源承载力

评价指标体系，直观地分析和揭示了流域水土资源利用

状况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潜力；

2.建立了水土资源匹配系数模型和基尼系数模型，

对流域水土资源匹配性进行了全面深入评价并提出调

整思路；

3.研究提出了基于粮食生态安全的年周期序贯决策

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与模型，提出了流域用水协调机制

下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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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5 年至今，该成果在拉林河等流域的综合规

划及水量分配工作中应用，为松花江流域用水协调和水

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流域水资源调度与科

学管理提供了新技术、新方法。

从 2015 年至今，该成果在三江平原水资源分配与

保障相关工作中应用，建立了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粮食生

产目标、生态保护目标的交互关联，提出了基于粮食生

态安全的年周期序贯决策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与模型，

研发了需水预测、来水分析、供需平衡等模块，预测分

析了松花江流域未来不同水平年水资源保障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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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水库大坝风险评估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张士辰 联系电话 025-85828297

对应需求 流域水工程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在对水库大坝风险要素识别的基础上，通过

半定量或定量分析法计算溃坝概率、分析溃坝后果，综

合计算大坝风险；根据水库大坝特点和风险特征，综合

划定极高、高、中、低的大坝风险等级；结合大坝脆弱

度和后果系数，提出群坝风险排序结果；根据大坝风险

等级划分和群坝风险排序结果，提出风险防控的工程与

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大坝风险要素识别、溃坝概率计

算、溃坝后果分析、大坝风险计算、大坝风险等级划分、

群坝风险分析方法及大坝风险决策及处置等内容。适用

于水库大坝安全风险监管。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大坝风险等级标准。根据中国水库大坝特点和风

险特征，划分水库大坝风险等级标准，分为极高、高、

中、低风险四级大坝风险等级；

2.大坝风险评估方法。通过大坝风险要素识别、溃

坝概率计算、溃坝后果分析、大坝风险计算，获得水库

大坝风险结果，将风险计算结果与风险等级标准比较，

提出大坝风险评估结论；

3.风险排序。以水库大坝运行缺陷分析研究为基础，

结合脆弱度和后果系数提出大坝风险指数。在脆弱度中

考虑运行缺陷度、大坝年龄、日常管理水平，在后果系

数中考虑库容、坝高、下游城镇规模、应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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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影响因素采用定性至定量或定量至定量的等

级划分映射关系；

4.完整水库风险评估单价，大型水库 80 万元/座，

中型水库 50 万元/座，小型水库 20万元/座。群坝风险

排序按水库数目计，1万元/座。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水利部“水库防洪能力提升专项

研究”及《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初步设计指导意见》

中应用，提出了基于风险的水库防洪标准提升标准，开

展南水北调中线左岸水库风险评估。

从 2008 年至今，该成果在四川汶川震损水库中应

用，为绵竹市 20 座震损水库应急加固提供优先排序决

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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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固海扬水工程“6+1”增流改造工程关键技术

持有单位 宁夏固海扬水管理处

联系人 田志存 联系电话 13519250138

对应需求 梯级扬水灌溉工程智慧调度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叶片交替加载的双吸离心泵叶轮增流

改进设计方法，即通过叶片荷载的交替加载、改进叶片

进口和型线的设计等方式，提高双吸离心泵的效率、气

蚀性能和降低压力脉动。该成果在泵站不增加机组、不

改变水泵泵壳条件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固海扬水工程的

增流效果，与此同时水泵轴瓦温度、电动机铁芯温度、

电动机轴瓦温度和机组振动等均满足要求，确保了工程

的安全稳定运行。适用于黄河流域水质含沙量高的提灌

泵站。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可实现对固海 1—5泵站现有水泵、渠道不作大的

调整和改造；

2.结合固海梯级泵站提出了基于叶片交替加载的双

吸离心泵叶轮增流改进设计方法，叶片载荷的交替加

载、改进叶片进口和型线的设计，提高双吸离心泵的效

率、汽蚀性能和降低压力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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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年至今，该成果在固海扬水工程“6+1”增

流改造工程中应用，实现了固海 1—5 级泵站及输水干

渠增加流量 3.8立方米/秒的改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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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梯级扬水灌溉工程智慧调度管理系统

持有单位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苏文 联系电话 13814082763

对应需求 梯级扬水灌溉工程智慧调度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泵站自动控制（数据采集与控制、报警监

控、系统自诊断与恢复）、闸泵站智能控制、泵站（梯

级）全线流量平衡与优化运行智能决策、调度指令自动

执行模块组成，可实现调水工程闸泵站群联合控制、智

能决策、科学管理等。支持分层、分级、分区部署，可

耦合国内外多家水力学或水环境模型，也可以三维 GIS
图为底板，实现实时或应急调度的方案预演。适用于梯

级泵站扬水工程、灌区工程闸泵站群调群控。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泵站自动控制

（1）数据采集与控制：能够采集现地站各类实时

数据，包括模拟量、开关量、电度量、综合量和控制流

程事件顺序记录、越复限事件记录等，同时接收监控系

统下发的各类控制调节命令；

（2）报警监控：设备运行参数达到限定值、工况

转换、设备操作时通过闪光、变化颜色、警报等方式提

醒运运行人员；

（3）系统自诊断与恢复：对自身的硬件及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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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故障自检和自诊断功能。在发生故障时，能保证故障

不扩大，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恢复。

2.闸泵站智能控制

主要包括泵站自动定时启/停、热备机组自启动、泵

站前池的恒水位控制、闸前恒水位闭环控制、闸门的恒

流量闭环控制等。

3.泵站（梯级）全线流量平衡与优化运行智能决策

（1）全线流量平衡：根据调度中心下达的各泵站

的输水量，在维持整个输水线路安全的情况下，考虑沿

线水工建筑物的水位等相关限制条件，生成各泵站开/
停机的台数以及变速泵组的转速调整策略集；

（2）优化运行：在满足输水量和保证整个输水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以全站能源单耗最少、电费

最少、弃水最少等为优化目标，考虑全线及站内机组状

态、机组效率等因素，采用动态规划或智能算法求解计

算，得到当前水位下开停机（避免频繁开停机和弃水情

况）最佳的策略集。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 年，该成果在盐环定扬黄工程更新改造自动

化、信息化项目中应用，建立全线流量平衡和经济运行、

泵站联合控制两大功能模块，解决 61.2万人口，130万
牲畜的饮水困难，发展灌溉面积 39.8万亩，发展高效节

水片区 42个。

2021年，该成果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江苏段工

程监控与视频监视系统项目中应用，建设现地监控系

统、边缘网关以及远程监控系统，实现水情监测、泵组

设备监测、工程安全监测、电气设备监测、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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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梯级扬水灌溉工程智慧调度管理平台

持有单位 陕西省水务集团智能数据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欢 联系电话 13772145009

对应需求 梯级扬水灌溉工程智慧调度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大数据云平台、专有光纤链路网络系统

及泵站自动化智慧运行监控系统，实现泵站工程立体感

知、梯级泵站优化调度、泵站水泵预测性诊断和维护、

泵的能效提升进行细化管理、泵站自动监控和管理业务

信息化等功能。可实现梯级扬水灌溉工程全业务数据的

精准采集感知、快速传输、集中存储、统一处理、实时

共享、智慧应用。适用于扬水梯级泵站智慧化水平和调

度管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扬水工程泵站站级自动化智慧运行监控系统建

设；

2.泵站的水文、流量、电气运行数据、故障报警等

信息进行数据采集；

3.干渠全渠系中型水闸、干渠直开口、小高抽泵站、

闸阀测控一体化建设；

4.灌区视频监视数据以及基于大数据、云平台、可

视化应用平台；

5.数据挖掘、分析以及包含提升水泵的能效提升细

化管理应用；

6.泵站水泵预测性诊断和维护；

7.水政管理、灌区“一张图”和移动客户端 APP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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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梯级扬水灌溉工程全业务数据的精准采集感知、

快速传输、集中存储、统一处理、实时共享、智慧应用。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陕西省水务集团澄城县

供水公司澄城县温泉灌溉供水管理处梯级泵站系统、东

雷一黄泵梯级抽水泵站系统泵站信息化、自动化、智慧

调度管理平台等项目中应用，加强泵站自动化、信息化

建设，提升工作人员管理能力，为水利信息化的资源共

享和社会化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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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

26.酸性骨料水工沥青混凝土防渗应用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闫小虎 联系电话 15927265766

对应需求 酸性骨料水工沥青混凝土防渗应用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通过在沥青或

沥青混合料中添加热稳定性和耐久性好的聚合物抗剥

落剂，制备残留针入度比≥61%、延度（10摄氏度）≥

6厘米、马歇尔稳定度比≥0.90、水稳定性系数>0.90的
酸性骨料沥青混凝土。可改善酸性骨料与沥青界面的界

面结构，增加界面黏附性，提高酸性骨料水工沥青混凝

土抗水剥落性能、力学性能、变形性能及耐久性。适用

于渠道防渗以及水工沥青混凝土建筑物除险加固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添加抗剥落剂沥青（薄膜烘箱老化试验前后）与

骨料黏附性≥4级，残留针入度比≥61%，延度（10摄
氏度）≥6厘米；

2.马歇尔稳定度比≥0.90，水稳定性系数＞0.90，水

稳定性系数（80摄氏度水中养护 2250 小时）≥0.60，
水稳定性系数（80摄氏度水中养护 2250小时）≥0.50；

3.改善了酸性骨料与沥青界面的界面结构，增加了

酸性骨料与沥青黏附性，提高了酸性骨料水工沥青混凝

土抗水剥落性能、力学性能、变形性能以及耐久性，能

够满足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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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拉洛水利枢纽工程应用，该工程

位于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为大（2）型Ⅱ等工程，需

更换骨料 3.3万吨，通过酸性砾石骨料沥青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宏观力学性能以及微观结构耐久性性能完成了

酸性骨料对碱性骨料替代。

2020年，该成果在若羌河水库工程应用，该工程位

于新疆若羌县，坝高 78 米，为中型Ⅲ等碾压是沥青混

凝土心墙砂砾石坝，通过酸性砾石骨料沥青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宏观力学性能以及耐久性性能研究完成了酸性

骨料对碱性骨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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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长距离涵（隧）洞水下无损检测与性能评估成套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杭州华能工程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向衍 联系电话 025-85828145

对应需求 库渠渗漏快速检测及水下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3项
国际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一套功能完备、性能达标的水下 ROV
设备系统，采用低能见度环境下高分辨率的缺陷检测与

图像解析技术，结合高精度互证定位方法，实现 ROV
视频图像智能解析以及实时获取缺陷部位量化信息，提

高长闭环境下 ROV 的水下定位精度和可靠性。适用于

水下能见度低、水下检查难度大、工程失事后果严重的

长距离涵（隧）洞水下无损检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构建了低能见度环境下高分辨率缺陷检测与图像

解析技术。针对长距离涵（隧）洞环境水体混浊能见度

低、水下定位难度大等共性问题，基于研制的搭载 4K
高清运动摄像机的水下 ROV 整套设备系统，研发了低

能见度环境下高分辨率的缺陷检测与图像解析技术，在

此基础上开发了基于涵洞缺陷检测算法的智能检测系

统，实现了 ROV 视频图像的智能解析以及实时获取缺

陷部位量化信息；

2.研发了水下涵（隧）洞混凝土强度无损检测专用

设备与技术。通过改进常规混凝土回弹仪，发明了水下

混凝土回弹检测法，避免了采用常规手段对水下混凝土

结构进行取芯试验而对结构本身造成损伤，增加了长距

离涵（隧）洞等水工建筑物水下无损检测的手段，并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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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水下混凝土结构长期服役性能演化规律；

3.提出了长闭环境下 ROV 水下检测高精度的互证

定位方法。采用基于开发的涵洞缺陷检测算法的智能检

测系统、DVL+INS 导航系统及基于粒子算法的缆线姿

态实时定位等定位方法，将各种定位方式进行合理组

合、互相补足，形成高精度组合定位系统方案，进一步

减小了 ROV水下定位误差，提高了长闭环境下 ROV的

水下定位精度和可靠性。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江苏省淮安市六塘河地涵洞身检

测与评估项目中应用，依据六塘河地涵工程洞身现状，

对六塘河地涵洞身进行了系统安全评价。

2021年，该成果在安徽省安庆市神皖能源安庆公司

火电机组排水箱涵应急处置与诊断项目中应用，对火电

排水箱涵等进行了渗漏现场故障诊断，发现了箱涵存在

的问题，提出处理方案。



55

28.路堤基础工程应急抢险注浆加固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建筑研究所

湖北木之君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书明 联系电话 15001132377

对应需求 库渠渗漏快速检测及水下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4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特等奖 1项

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技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单向催化+双组份疏水”技术原理，

在聚氨酯注浆材料遇水情况下，多元醇与异氰酸酯间快

速固化反应并产生微膨胀，形成堵水帷幕，再借助压力

将低粘度微膨胀型水泥基超细灌浆料注入加固范围内

的堤坝裂缝或孔洞中，实现快速注浆加固。注浆过程可

视化程度高注浆设备工装小型轻便。注浆材料工作性能

可调范围广，粘度低，渗透性好，力学性能发展迅速，

固化反应充分，水化产物耐久环保。适用于堤坝管涌、

崩岸以及退坡溃口等隐患和险情的注浆加固。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无损检测定位病害位置，注浆过程可视化程度高；

2.注浆材料工作性能可调范围广，可实现10秒至 60
分钟灵活可调；

3.水泥基注浆材料粘度低，粘度低于 100兆帕·秒，

渗透性好，可在堤坝混凝土裂隙和孔洞中形成良好扩

展；

4.注浆材料力学性能发展迅速，早期强度高，12小
时抗压强度可达 5兆帕以上；水化产物微膨胀，封堵效

果好；

5.注浆材料固化反应充分，水化产物耐久环保；

6.注浆设备工装小型轻便，单个设备重量小于 6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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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便于移动和搬运。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鄂州市华容区中小河流治理重点

县综合整治和水系连通试点项目中应用，对隐患岸堤进

行注浆加固。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大西、京沪、沪杭、广

深港、沪宁、京津、郑徐、兰新、遂渝、京张、济青、

成绵乐、京沈、京雄、盐通等多条高铁和城际铁路无砟

轨道结构不均匀沉降、脱空病害整治中应用，消除限速

点近 20个，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6.6亿元，经修复后的岸

堤以及铁路线路状态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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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输水建筑物灾后典型病险应急处置组合材料与工艺

持有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白银 联系电话 13705164844

对应需求 库渠渗漏快速检测及水下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0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项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使用针对混凝土渗漏、脱空病害的应急灌浆

材料和针对垮塌、大变形病害的高强高韧薄层喷射抢险

材料，可显著减薄抢修材料厚度，实现快速、高效抢修。

同时结合对应的喷射施工工艺以及自身防水技术，在高

应力、弯曲荷载作用下快速恢复混凝土的承载能力，一

次性解决了支护和防水问题，为排除险情争取时间。适

用于输水建筑物混凝土结构日常检修期病害处置及病

险情况快速处置。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混凝土渗漏、脱空病害的应急灌浆材料，有

凝结硬化快（30分钟内硬化）、高可灌性（粘度≤100
兆帕·秒）、高强度（结石体强度>50兆帕）、不收缩的

特点。主要依据流变学原理，采用高性能减水剂、超细

矿物掺合料、膨胀剂以及其他助剂，调节水泥基灌浆材

料从液体到软固体、再从软固体到固体的演变历程；

2.垮塌、大变形病害的高强高韧薄层喷射抢险材料，

过研究纤维、基体、界面过渡区性能，揭示高强混凝土

的宏、细、微观等多尺度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综合

利用微观力学、断裂力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优选纤维种

类和掺量，通过与骨料优化搭配，提高抢险用混凝土的



58

韧性。通过开发高抗压强度比的速凝剂，制备 C50级高

强高性能湿喷混凝土，设计膨胀组分和内养护组分改善

湿喷混凝土的抗裂性，通过优化施工工艺和结构设计，

提升湿喷混凝土自防水能力。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云南省大山包一级公路工程项目

中应用，解决了低温地区水泥基材料强度快速增长的技

术难题。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

工程、新疆萨尔托海水利枢纽工程、新疆卡拉贝利水利

枢纽工程闸井洞身修复项目、深圳市东江水源工程箱涵

接缝修复项目、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快速支护、杨

房沟水电站水工隧洞快速支护、云南省宜昭高速公路隧

洞衬砌支护等工程中应用，材料粘结性能、协调变形性

能优异，修补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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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大型输水渠道输水状态下渠道衬砌水下修复与拼装关键

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

联系人 郭海亮 联系电话 18533186060

对应需求 河湖生态自动化监测预警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在渠道通水工况条件下，通过安装钢模板围

堰，预制四周带燕尾型连锁扣的钢筋混凝土板，利用起

重设备及潜水员配合施工等方法。可保证预制混凝土板

之间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有效加强预制板结构缝防渗功

能。实现渠道大流量、高流速通水工况下，降低施工区

域流速，同时具有可快速装拆、循环使用等优势。适用

于大型调水工程或蓄水工程混凝土衬砌结构修复及应

急抢险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装配式钢模板围堰实现了渠道大流量、高流速通

水工况下，降低施工区域流速，同时具有可快速装拆、

循环使用等优势；

2.预制混凝土板结构四周设计燕尾型连锁扣保证了

预制混凝土板之间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3.预制混凝土板结构缝设计弧形凹槽并嵌填 SR 塑

性止水材料，有效加强预制板结构缝防渗功能；

4.预制混凝土板结构拼装平整度满足了原设计衬砌

混凝土边坡糙率要求，具备快速修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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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河北分局磁县管理处水下衬砌板

修复生产性实验项目中应用，实施位置河北分公司磁县

管理处，衬砌修复 656平方米。

2020年，该成果在河北分局水下衬砌板修复项目中

应用，实施位置河北分公司邯郸、永年、沙河、邢台管

理处，衬砌修复 364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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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水利水电工程渗漏无损综合探测技术

持有单位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杨光 联系电话 18512286138

对应需求 库渠渗漏快速检测及水下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渗漏结构与正常介质间电性、电磁性、波

动性物理场物性差异为基础，结合渗漏结构、渗漏物性、

施测环境不同，将复杂渗漏问题分类为匹配适用性探测

方法组，按序次完成有针对性“联合”探测，并最终综

合各序次探测结果，对渗漏进行全面完整评价。可在不

影响工程现有状态下完成对渗漏结构探测，结果输出具

体直观，为渗漏入口封堵、渗漏通道加固和处理方案设

计提供基础数据。适用于库渠渗漏快速检测及水下修

复。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以渗漏结构与正常介质间电性、电磁性、波动性

物理场物性差异为基础，结合渗漏结构、渗漏物性、施

测环境不同，将复杂渗漏问题分类匹配适用性探测方法

组，按序次完成有针对性“联合”探测 ，并最终综合

各序次探测结果，对渗漏进行全面完整评价；

2.将渗漏探测分为“渗漏入口”与“渗漏通道”探

测两部分，不同部分基于其典型物性特征选择适宜探测

方法组，且不同类型渗漏入口及通道所选择方法不同；

3.水利水电工程渗漏无损探测研究系统属于多方法



62

综合性探测技术，其主要特点是明确了渗漏测探的基本

序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探测效率；

4.采用“无损探测为主，以钻探验证为辅”的综合

技术思路，无损综合探测成果可对渗漏结构进行整体评

价，钻探及土工试验可辅助进行验证、评价。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 年，该成果在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中应

用，为相应的施工（处理）方案设计和施工质量的控制

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针对地下水异常渗流通道及其引

发的结构松散或密实度降低地层进行防渗及固结灌浆

处理，杜绝了施工现场及周边市政区域地面坍塌现象的

持续发生，消除了工程安全隐患，减少工程投资并保障

工程如期完成。

2020 年，该成果在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中应

用，明确了枢纽排水廊道出现了大量浑水的原因是由于

二期混凝土整体结构变形而使止水破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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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风光水多能互补分布式发电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联系人 舒静 联系电话 13606649529

对应需求 基于风光储多能互补系统新型水泵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水力发电为基础，利用模糊控制调速器、

毫秒级电子负荷控制器等设备进行快速调节响应，有效

减少风能太阳能等能源发电对局域电网产生的冲击。系

统设备安置在需求侧，传输损耗小，供电可靠性高，可

根据用户的用电负荷情况和资源条件进行系统容量的

合理配置，实现孤网运行或并网运行。适用于风光水能

源丰富且当地负载较大的偏远地区、无电网覆盖地区及

海岛等区域。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以水力发电系统为主，结合模糊控制技术及毫秒

级电子负荷控制设备，对供电系统的电压频率进行调

节，其调节品质高，响应快速；

2.可以根据用户的用电负荷情况和资源条件进行系

统容量的合理配置；

3.可孤网运行，也可并网运行，最大化利用资源的

同时又保证了环境效益；

4.系统设备安置在需求侧，传输损耗小，供电可靠

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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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可实现无人值守。

该成果以水力发电为主的风光水多能互补分布式

发电系统，在孤立运行情况下，负载变化小于系统功率

的 10%以内时，供电系统的电压频率变化范围较小，系

统可快速达到稳定状态，各项指标优于国家标准。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印尼国家电力公司中应

用，联合成立了“基于水电的农村电气化技术联合研究

中心”，建立由 100千瓦水轮发电系统、20千瓦太阳能

发电系统、1千瓦风力发电系统组成的示范电站，设备

调试完成后，可为附近大楼进行独立供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应

用，建立风光水多能互补发电示范系统，重点在控制系

统功能上进行了研发升级，开发了WS2000系列风光水

互补发电智能控制系统，由 15千瓦水轮发电系统、3千
瓦风力发电系统及 6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组成，可实现

多种能源的智能调配及远程移动端 APP（应用程序）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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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水利工程输水隧洞伸缩缝处理组合材料与工艺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武汉长江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邵晓妹 联系电话 027-82926843

对应需求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伸缩缝处理组合材料与工艺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聚氨酯灌浆修补—新型聚硫密封胶封

缝—高弹性环氧胶泥表面封闭形成多层防渗结合体系，

利用 CW531 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对结构缝渗水处进

行打孔灌浆，CW741 新型聚硫密封胶封缝，CW716高
弹性环氧胶泥进行表面封闭。粘接性强、防渗效果好、

适应变形能力强、经久耐用，具有一定抗水压能力、绿

色环保、施工简单，可延长水工建筑物服役寿命。适用

于各类水利水电工程输水建筑物、引水调水工程混凝土

输水隧洞、箱涵、渠道的结构缝防渗处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CW531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凝胶时间＜30秒，

可快速高效止水，遇水膨胀率＞100%，发泡率 400%～

500%，有效将浆液二次渗透缝隙填充密实；

2.CW741新型聚硫密封胶定伸粘接性、浸水后定伸

粘接性、冷拉—热压后粘接性好，拉伸模量（23摄氏度）

达 0.3兆帕，弹性恢复率可达 85%；

3.CW716高弹性环氧胶泥力学性能优异，抗压强度

＞70兆帕，抗拉强度＞12兆帕，剪切强度＞10兆帕，

粘接强度高（干粘接强度＞3兆帕，湿粘接强度＞2.5兆
帕），弹性好，断裂伸长率大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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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 年，该成果在南水北调中线穿黄隧洞 A 洞中

应用，检修处理后经两个多月的运行，原结构缝渗漏量

低至 0.7升/秒，渗压计示数在安全范围以内，符合设计

要求。

从 2019年至今，该成果在南水北调中线穿黄隧洞、

新疆引额济乌总干渠 B洞、清远抽水蓄能电站等工程中

应用，不仅对伸缩缝缺陷进行有效的修复，有效提高混

凝土防渗、抗裂、耐老化、耐外界侵蚀的能力，而且对

裂缝处起到加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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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混凝土衬砌面板裂缝通用防护与修复体系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武汉长江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邵晓妹 联系电话 027-82926843

对应需求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伸缩缝处理组合材料与工艺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运用多功能材料组合修复技术，根据灌浆、

嵌缝填充和表面保护材料的修复特点，在结构上形成环

氧树脂灌浆材料充填微细裂隙，以双组份聚硫密封胶作

为裂缝嵌缝填充，以透明水性环氧类涂层材料作为防护

层的混凝土衬砌面板裂缝通用防护与修复体系。可增加

防渗体系的安全度，其他物理力学性能指标符合规范要

求。适用于各类水利水电工程输水建筑物、引水调水工

程混凝土输水隧洞、箱涵、渠道的结构缝防渗处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在结构上形成了环氧树脂灌浆材料充填微细裂

隙，干粘接强度为 4.2 兆帕，湿粘接强度为 3.6 兆帕，

大大减少了混凝土微细裂隙的渗漏水机率；

2.以双组份聚硫密封胶作为裂缝嵌缝填充，以透明

水性环氧类涂层材料作为防护层的混凝土衬砌面板裂

缝通用防护与修复体系，在工艺层面上结合现场需求建

立配套的修复技术手册；

3.多组合材料结构共同抵制过水侵蚀，增加防渗体

系的安全度，粘接强度为基材破坏，其他物理力学性能

指标符合《环氧树脂地面涂层材料（JC/T 1015—2006）》
规定要求，且环保性能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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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 年，该成果在潘口水电站 1#、2#引水隧洞中

应用，对引水隧洞衬砌混凝土结构缝和施工缝等进行处

理，处理后的缝能适应季节变化而引起的伸缩变形，原

结构缝渗漏量减少，对产生裂缝的混凝土起到加固和修

复作用。

2021年，该成果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高填方渠坡防

渗处理、湖北堵河潘口水电站、汉江兴隆水利枢纽工程

混凝土衬砌面板裂缝处理中应用，不仅对混凝土表面裂

缝缺陷进行有效的修复，有效提高混凝土防渗、抗裂、

耐老化、耐外界侵蚀的能力，而且对局部裂化混凝土起

到加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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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水工隧洞开挖影响带补强加固复合灌浆材料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武汉长江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邵晓妹 联系电话 027-82926843

对应需求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伸缩缝处理组合材料与工艺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快速堵漏补强材料设计为基础，综合运用

沥青—水泥封堵较大渗漏水、丙烯酸盐用于细微裂隙渗

漏封堵、高强度环氧树脂进行结构补强加固，形成多维

空间无裂隙弹性堵漏防水体系，建立“沥青水泥+丙烯

酸盐+环氧树脂”联用快速堵漏耦合工艺。实现多功能

复合灌浆材料耦合效应，对开挖影响带岩体渗漏水进行

有效处理。适用于隧洞开挖影响带扰动岩体加固补强和

堵漏、大埋深超长隧洞和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等水利

水电工程地质病害处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性研发出快速堵漏补强的沥青—水泥复合灌

浆材料、丙烯酸盐灌浆材料和防渗堵漏补强的环氧树脂

灌浆材料。材料具有低水灰比、高流动性，高强度（抗

压强度 60兆帕以上）、变形达 1.5%、初凝时间 2分钟～

15分钟可调等优异性能。对丙烯酸盐灌浆材料进行性能

研究，材料具有渗透性好，环保无毒的优点；

2.针对高水头下复杂岩体难以有效浸润、固结的难

题，研发出适用于防渗堵漏补强的环氧树脂灌浆材料。

通过对环氧树脂材料主剂改性，固化剂中改性高分子胺

替代小分子多元胺等分子结构调控手段，制备了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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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活性稀释剂及固化剂体系，用以取代中等毒性的

糠醛—丙酮稀释体系。材料具有高强度（抗压强度 80
兆帕以上）、高浸润渗透性（初始粘度低至 6兆帕·秒，

与岩体接触角低至0°）、胶凝时间大范围精确可调（2小
时～106小时）、水下固结性能好（湿粘接强度大于 4兆
帕）和环保无毒（LD50>5000毫克/千克）等性能。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溪洛渡水电站应用，利用“沥青

水泥+丙烯酸盐+环氧树脂”快速堵漏耦合工艺，AGR1、
AGR2灌浆平洞岩石滴水洞段浅层灌后与灌前渗水量对

比减少 80%，解决了溪洛渡水电站高水头作用下裸露岩

体的防渗补强问题。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清远抽水蓄能电站尾支

和中平洞围岩灌浆处理、广蓄电厂 B厂引水隧洞防侵蚀

防贝处理中应用，解决了有压水和无压水条件下隧洞开

挖影响带扰动岩体的加固补强和堵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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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集束可控高喷防渗墙施工技术

持有单位

江西省水利科学院

江西穿山甲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吉安顺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芳 联系电话 0791-87606999

对应需求 深厚砂卵石堤基防渗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9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赣鄱水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传统高喷防渗墙施工技术，采用大功率

钻孔机械进行大直径钻孔，并改进传统双向对开喷嘴，

朝前序钻孔方向单向喷射，水泥浆液与原始地层物料混

合后所形成的防渗墙，墙体厚度、连续完整性可控。施

工设备少，具有节约工期、质量保证度高、安全可靠、

经济及节能环保效益显著等优点。适用于各种天然地

层，尤其是狭窄作业面、存在漂粒、块石等粗颗粒影响

和槽孔坍塌问题复杂地层。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高效大直径高喷防渗墙钻头。研发了高效大直径

高喷防渗墙钻头，将高压流体喷射系统嵌入到大功率钻

孔机械上，实现在大直径钻孔的同时，进行集束高喷作

业，有效延长了幅间搭接长度，形成连续完整性可靠的

高喷防渗墙；

2.同侧多喷嘴喷射技术。开发了同侧多喷嘴喷射技

术及其施工工艺，通过向前序钻孔方向集束喷射，极大

提高高压流体切割地层能力和切割效率，合理布置喷嘴

位置，有效控制墙体厚度，同时有效控制墙体连续完整

性，施工质量稳定可靠；

3.漂石地层钻喷一体高喷技术。集成研发了漂石地

层施工的钻喷一体高喷钻机及其施工工艺，有效解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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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存在漂粒、块石等粗颗粒影响和槽孔坍塌问题，破

解高阻力漂石地层施工难题，有效提升了复杂地层防渗

墙施工技术水平。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万安县遂川江罗塘乡防

洪工程、井冈山航电枢纽左岸库区防护工程（夏坪—洋

坪段）、樟树市赣东大堤防渗墙延伸工程等工程中应用，

为完善防渗墙加固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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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预制射流板桩水力沉板技术

持有单位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大庆中油恩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勇 联系电话 13703639128

对应需求 深厚砂卵石堤基防渗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6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高压水力切土造槽和重力导向定位，将

预制的具有凸凹榫槽企口结构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板，送

入预定位置，形成连续板桩墙。可有效解决坡式护岸结

构，固脚浅埋易失稳破坏、大开挖作业威胁既有建筑物

安全稳定、植被破坏面广、占地大、施工临时措施费高

等问题。适用于江河湖库护岸护坡工程、堤防和基坑防

渗截渗工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板桩内预埋了不同直径的水管，按照一主多支的

布置方式将水泵输送来的水流均匀的引导分散至板桩

的楔形头，水流直接作用于槽底，克服了水泵射流枪边

壁射流时冲槽宽度大，沉降不匀的问题，提高了沉桩入

位的准确率和沉桩质量；

2.板桩两侧面均预设有半圆形隔水道，两板间通过

工字形滑板与带缝的方型管滑槽承插连接（凹凸对称的

企口），增加了板间引导入槽的能力，板间的钢结构导

槽通过填塞特制的橡胶止水材料实现止水效果，与传统

沉桩平面对接和浅企口（不预埋企口构件）对接配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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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相比，引导入槽能力得到强化，止水效果更好；

3.经过多项工程实际检验，该成果适用性更强，施

工速度更快，连桩成墙的质量更稳定。混凝土构件标准

化、预制化、功能化、生态化成为发展趋势，与国际主

流混凝土构件产品和技术的发展趋势一致。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某界湖护岸工程、延寿

县朝阳灌区水毁修复工程、松花江哈尔滨新民段护岸工

程、某界河堤防堤后截水墙等 15 项工程中应用，累计

推广应用近 2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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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深埋长隧洞工程穿越活动断裂深部应力形变多源信息监

测系统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董志宏 联系电话 027-82920159

对应需求
深埋长隧洞工程穿越活动断裂深部应力形变多源信息

监测系统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搭建的云平台实施活动断裂应力—应

变一体化监测，通过获取岩体的应力、应变、变形、渗

压、温度和隧洞结构受力等数据，监测活动断裂部位岩

体和衬砌结构变形及应力状态。选定关键部位进行钻孔

和灌浆埋设监测设备，并搭建基于所有监测设备的云平

台以实现远程数据接收、快速处理、状态评估和预测预

警。适用于深埋长隧洞工程穿越活动断裂岩体和衬砌结

构的形变及应力状态的评估与预测预警。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该成果需要选定关键部位进行钻孔和灌浆埋设应

力—应变一体化监测设备，其中包括并不限于组合式液

压枕测深部断裂带地应力装置、空心包体应变计、多点

位移计和单轴应变计等应力和应变监测设备，以及渗压

计、钢筋计、阵列式位移计等其它监测设备，并搭建基

于所有监测设备的云平台以实现远程数据接收、快速处

理、进行围岩应力状态评估和预测预警。



76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6年，该成果在引汉济渭工程秦岭隧洞中应用，

通过监测断裂带软岩变形、和隧洞钢拱架应力等技术手

段获取了关键数据，提出了优化卡机脱困施工处理方

案，为 TBM卡机的提前脱困及隧洞安全施工与运行提

供了科学依据和重要的技术支撑，比原计划提前 21 天

恢复掘进，产生经济效益约千万元。

2020年，该成果在云南省深大活断裂应力场特征及

其对长距离引水工程的影响项目中应用，建立应力应变

一体化监测系统，准确记录了活动断裂带地应力场、形

变场特征及其变化，为断裂带地应力场的时空演化规律

和隧洞衬砌结构安全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保障滇中引

水及其它活动断裂带隧洞的建设及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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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隧道三维形变检测与仿真系统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联系人 丁涛 联系电话 13807137273

对应需求
深埋长隧洞工程穿越活动断裂深部应力形变多源信息

监测系统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高精度三维激光点云数据对隧道进行

形变检测与三维仿真。构建的隧道三维形变检测与仿真

系统可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对隧道形体数据进行曲面重

建，并对三维形变信息进行全面、形象的表达，具有点

云数据采集、配准、去噪，海量数据读取、存储、显示

等功能。适用于输水隧洞、地铁隧洞、水电大坝、水工

建筑物的变形检测，水工建筑安全监测、三维数字仿真

管理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隧道形变检测的特点，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

术高精度、高效率获取隧洞在不同时段的点云数据和数

码影像等三维立体信息，同时结合全景摄影技术，获取

隧洞机构缝高清影像，并提取结构缝空间信息，评估结

构缝缺陷情况；

2.根据隧洞体本身的变化的趋势，采用三次多项式

拟合从海量隧洞体激光点云数据中获取高精度隧洞体

横截面，使得变化剧烈的隧洞体区域获得更多的横截

面，变化缓慢的隧洞体区域获取较少的横截面，从而既

保证了三维隧洞体模型成果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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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 OSG技术，开发了隧洞安全监测三维可视化

系统，在可视化平台中为外部变形监测点和具有代表性

的内部监测仪器，建立三维实体模型及对应的属性信息

专题库；

4.研发了一套结构缝检测系统，获取结构缝序列高

清影像，无缝拼接全景影像并进行尺度校准，提取结构

缝缝宽、轴线偏移等信息，并生成对应图表，实现对结

构缝空间信息准确、高效、直观的量测和表达。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

三维数字实景模型及应用研究、201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穿黄隧洞 A洞检修三维扫描形变检测、武汉地铁二号

线运营监测项目、小浪底库区及枢纽区三维地理信息管

理系统、郑州地铁 1号线 2期工后监测项目、三峡枢纽

区数字平台建设等 20多个项目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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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波形海浪模拟智慧模型平台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15920179188

对应需求 海堤（堤防）堤脚冲淤自动监测与智能识别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8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开发配套信号采集

处理电路，对水质的溶解氧、铵根、pH、温度、电导率、

浊度等多项参数进行同时监测，通过蓝牙技术实现实时

校准和控制等操作。具有广域 NB-IoT 通信的功能，保

证用户在无人看守的野外情况下，实现数据的实时上

传，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云平台查看实时水质监测参

数。适用于地表水水质在线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总体技术指标

可模拟正弦波、椭余波、二阶波、聚焦波和孤立波

等规则波；国内外常用的频谱（包括 P—M谱、MPM谱、

B谱、J谱、港口水文规范谱、ITTC 谱和 ISSC谱）以

及自定义频谱所描述的不规则波。

2.规则波技术指标

（1）周期：0.5~5.0秒；

（2）波高：0.02~0.4米（对应水深 1.0米）；

（3）波向角：-45°~45°；
（4）波高横向误差： %5/ £D HH ；

（5）波高、周期重复性误差： %3£ ；

（6）波向角的误差：
°£D 5.1q
。

3.不规则波技术指标

（1）波高有效值误差： %5/ ss £D 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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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谱峰周期误差：
%4/ pp £D TT
；

（3）总能量误差： %6/ 00 £D MM ；

（4）波谱密度误差： ( ) ( ) %10/ £D ww SS ；

（5）波浪方向分布的主波向误差：
°£D 40q ；

（6）波向角变化范围：-45°~45°。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8年，该成果在重庆交科院水下悬浮隧道试验室

波流港池中应用，完成了琼州海峡悬浮隧道总体方案设

计，建立的波流场悬浮隧道实验平台开展了迄今世界上

最大比尺的波—流—交通荷载三场耦合悬浮隧道模型

试验。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浙大、河海大学、浙江

河口院中应用，各技术团队先后通过该成果完成了多项

重大科研课题及工程物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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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水利工程动态监管系统 V1.0

持有单位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宁楚湘 联系电话 15914358902

对应需求 海堤（堤防）堤脚冲淤自动监测与智能识别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中国专利优秀奖 3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

网等技术，形成一套由多通道动态监测装置、多线程接

收系统以及水利工程动态监管及预警系统构成的低成

本水利工程动态监管整体解决方案。系统性能稳定可

靠，维护简单方便、软件界面直观形象，可向各级管理

部门及时提供水利工程水、雨、工情等综合信息。适用

于中小型水库、河道、水闸等水利工程的水雨情、水质、

流量、图像（视频）等监测预警。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智能主控机（RTU）
（1）具备定时自动采集雨量、水位、图像/视频、

气温、渗压、渗流、位移等数据的功能，数据采集间隔

时间可任意设定；

（2）多种通信方式，自动选择可用网络；

（3）工作方式：采用定时自报、增量报和召测报

兼容工作机制；

（4）工作电压：12直流电压伏特；

（5）工作温度：-2摄氏度～+7摄氏度。

2.声波水位计

（1）分辨率：0.1厘米、1.0厘米；

（2）测量范围：0～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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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量误差：≤±1 厘米(≤10 米)，≤±1～2
厘米（10～20米），≤±2～3厘米（≥20米）；

（4）适应水位变率：≤ 100厘米/分钟。

3.声波雨量计

（1）承雨器口径：Φ200+0.6毫米，刃口 40～45°；

（2）分辨率：0.1毫米；

（3）测量精度：≤±1%；

（4）雨强范围：0.01～15毫米/分钟。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湛江市水库动态监管系统设备采

购项目中应用，在湛江市 9个县（市、区）范围内对 510
座小型水库的雨情、水情和现场图像规范化、自动化采

集开展水雨情遥测站建设，实现了湛江市水库动态监管

系统的全覆盖。

2016年，该成果在咸宁市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

系统建设项目中应用，在咸宁市 7个区县 531座小型水

库建设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实现了对水库雨量、水位

及实时现场图像的动态监管，防汛指挥部门可通过该系

统及时掌握雨、水、工情等综合信息，能对汛情作出准

确的判断和预测，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汛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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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2.生态清淤多元监测与综合评估技术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许龙飞 联系电话 13937182188

对应需求 水下淤积物生态清淤范围识别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测绘学、计算机图像识别等学科原理，

采用卫星定位系统和摄像头、压力计等相关传感测量设

备，及时获取清淤时间、位置、360°全景影像、水深、

水质、含沙量等多元参数信息，实现清淤全过程、全方

位、实时可视化在线监控功能。利用多元参数监测与实

时控制，可实时监控清淤作业范围和生产安全，提高生

态清淤作业效率。适用于湖泊、水库及河道生态清淤多

元监测及综合评估。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平面位置精度：±8毫米，高程精度：±15毫米；

2.高清摄像头焦距：4.8～110毫米，范围：360°；
3.AI视频行为分析：安全帽识别、救生衣识别、越

界识别、火灾识别、车辆识别等；

4.风速范围：0～50米/秒；

5.流速范围：0.01～10.00米/秒，精度：±1.0%；

6.含沙量范围：0.5～700千克/立方米，分辨力：0.1
千克/立方米；

7.管道压力范围：0～40兆帕，精度：±0.8%；

8.网络传输速率：下行 100～150兆比特/秒、上行

20～40兆比特/秒。



84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年至今，该成果在黄河三门峡水库库容恢

复与泥沙资源利用可行性方案论证、西霞院水库库容恢

复规划方案编制、小浪底水库垣曲段生态清淤及泥沙资

源综合利用可行性研究等项目中应用，为库区淤积分布

与范围的识别、河床底质监测分析、河势动态观测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可用于调整和优化水库淤积形态、

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拦沙库容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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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广适优质高产沙棘杂交新品种选育与应用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

理中心）

联系人 高岩 联系电话 010-63204363

对应需求 广适优质高产沙棘杂交新品种选育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7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杂交沙棘动态种植试验示范体系，采取

蒙×中、俄×中杂交育种组合，综合衡量果实产量、果

形参数、棘刺、适应性和抗性评价、加工利用等指标，

筛选出工业原料型、鲜食型、保健饲料两用型三大类 6
个杂交沙棘新品种（蒙中雄、蒙中黄、蒙中红、达拉特、

俄中黄、俄中鲜），实现广适优质高产沙棘良种的创新。

适用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沙棘产业开发。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蒙中雄：雄株，亩产干叶 447千克，风干叶黄酮

含量 1.9%，粗蛋白含量 16.8%，保健饲料两用型；

2.蒙中黄：雌株，果实微酸，盛果期亩产 767千克，

干全果含油率 22.96%，总黄酮含量 173.78克/100毫克，

工业原料型；

3.蒙中红：雌株，果实橘红色，微酸，盛果期亩产

602 千克，干全果含油率 16.27%，总黄酮含量 167.01
克/100毫克，工业原料型；

4.达拉特：雌株，枝条基本无刺,果实微酸,盛果期亩

产 459 千克，干全果含油率 18.94%,总黄酮含量 245.68
克/100毫克，工业原料型；

5.俄中黄：雌株，果实酸，盛果期亩产 500kg，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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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原料型；

6.俄中鲜：雌株，枝条基本无刺，果实酸甜可口，

盛果期亩产 410千克，干全果含油率 16.26%，总黄酮含

量 235.955克/100毫克，鲜食型。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5 年至今，该成果在黑龙江、吉林、辽宁、

内蒙古、山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中应用，

沙棘杂交新品种应用面积达2万亩，其中黑龙江绥棱120
亩、辽宁朝阳 120亩、辽宁建平 120亩、内蒙古达拉特

6000亩、山西岚县 3000亩、甘肃天水 60亩、甘肃庆阳

120亩、青海大通 120亩、新疆乌鲁木齐 300亩、新疆

青河 120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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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基于激光雷达的水土保持测量技术

持有单位
深圳砺剑天眼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水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余建伟 联系电话 18124688228

对应需求 基于激光雷达的水土保持测量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系统由分布式水文 CREST 模型、新一代暴

洪灾害模拟评估模型 CREST-iMAP 以及滑坡灾害风险

预警与评估模型 iCRESLIDE3部分组成。采用气象中心

的实时格网降水产品和预报降水产品作为输入源，进行

全国范围内洪水模拟和预测。适用于暴洪灾害模拟评

估、洪水淹没区域分析、降水诱发的滑坡灾害监测与预

报。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侵蚀沟调查。适用于侵蚀沟快速调查技术及应用

系统构建，与传统调查方法相比，机载激光雷达技术能

够快速精确地获取地表三维空间信息和真彩色影像，分

析侵蚀沟的沟宽、沟长、纵比降、体积等形态特征，以

及海拔、坡度、坡向等地形因素对侵蚀沟分布的影响，

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

2.弃渣场土石方量测量。可快速准确的对弃渣场土

石方量进行测量，提高生产建设活动人为水土流失监管

效率；

3.淤地坝调查。可快速全面获取淤地坝地理信息数

据，将获得的 DOM、DEM和激光点云生成的等高线综

合分析用于淤地坝水位、淤积量、坝高等测量，实现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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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坝淤积情况调查成果。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黑龙江省漫川漫岗典型黑土区坡

耕地侵蚀沟治理项目中应用，对约 10 平方公里内两条

侵蚀沟进行高精度扫描测量，采集地形、地貌、植被等

多源信息数据，分析侵蚀沟的沟宽、沟长、纵比降、体

积等形态特征，以及海拔、坡度、坡向等地形因素对侵

蚀沟分布的影响，为黑土区侵蚀沟的治理提供数据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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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基于原位识别的弃渣场勘测与植被快速修复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许文盛 联系电话 18007138601

对应需求 基于激光雷达的水土保持测量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长江水利委员会青年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湖北省水土保持学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原位识别的弃渣场生态修复和弃渣综

合利用关键技术，在探明弃渣安全稳定基础上，集成完

整的弃渣场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构建弃渣资源化利用潜

力评价体系及综合利用途径，实现工程弃渣的科学利用

和弃渣场植被快速恢复。提高弃渣场抗蚀性 86～97%、

抗冲性 70～80%、孔隙率 45～50%、透水能力 350～
420%，植被覆盖率提高至 90～97%。适用于建设项目弃

(取)土场原位识别及扰动边坡生态修复、施工迹地植被

快速恢复、矿区生态修复及工程弃土弃渣资源化利用

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采用无人机、探地雷达、高密度电法等高新技术

识别并探明工程弃渣的物质组成及内部渗流场分布，为

工程弃渣排水及措施精准布设提供科学指导；

2.集成W—OH减蚀抗冲技术、纤维加筋固土技术、

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和植物智能优选技术于一体的弃

渣场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3.构建工程弃渣资源化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利

用途径，提出加快构建区域渣土调配信息平台建议并完

成平台架构；

4.研发的“坡脚加固→内部增强→表面减蚀→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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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一体的弃渣场生态修复体系，提高弃渣场抗蚀性

86～97%，抗冲性 70～80%，孔隙率 45～50%，透水能

力 350～420%，植被覆盖率提高至 90～97%。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贵州省道真至新寨高速公路道真

至瓮安段（弃渣场变更）中应用，为科学制定项目 123
处弃渣场（其中沟道型 59处、坡地型 54处和平地型 10
处）排水措施布设和生态修复技术提供了技术支撑，使

弃渣场占地面积减少了 21.5公顷，弃渣场雨水利用率提

高了 18%，土石方利用率提高了 20%，减少土石方占地

6.5公顷，稳定安全系数提高 15%。

2020年，该成果在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中应用，

通过利用无人机和探地雷达分别对工程弃渣地表及内

部扫描，获取了弃渣体内部物质组成及分布形态，为工

程弃渣物质组成提供了依据，雨水利用率提高了 30%，

土石方利用率提高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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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红壤低山丘陵旱坡地泥沙梯级阻控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黄金权 联系电话 15102785049

对应需求 低山丘陵旱坡地泥沙梯级阻控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长江水利委员会青年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耦合抗蚀增肥技术、面源污染吸附固化技

术、新型截排水技术以及植物拦沙截污技术等技术，形

成红壤低山丘陵旱坡地泥沙原位滞留、过程拦截以及末

端拦蓄等技术的集成方案，从而实现红壤低山丘陵区旱

坡地泥沙梯级阻控，并对面源污染起到一定的拦蓄消减

效果。技术实操可行，成本低廉，可使农业开发水土流

失得到控制，面源污染输出减量。适用于南方红壤低山

丘陵区传统坡耕地、丘陵岗地、茶园、果园等旱坡地类

型的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防控与治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原位截留技术：

新型多糖 SA-01抗蚀剂：土壤抗蚀材料，提升表层

土壤抗蚀性，减少径流泥沙产量，实验观测数据证实浓

度控制在 2.5～5克/升，播撒量控制在 1.5 升/平方米效

果较好。

铌酸钠钾纳米管：超高比表面积吸附材料，吸附泥

沙-径流迁移过程中的农药、有机氮、有机磷等有机面源

污染物，对其进行原位固定，以催化降解去除，用量视

汇流面积及降雨强度确定。

2.过程拦截技术：

新型截排水沟：（1）上坡壁采用原土面，或用自然

毛石堆砌加固，保证壤中流自然排除，消除壤中流侵蚀



92

动力；（2）下挡墙稍高于原土壤坡面，砖砌或混凝土，

要求防渗抗冲；（3）设计间距不大于产生细沟侵蚀的临

界坡长，抑制细沟侵蚀。耕作方式：坡耕地上采用“大

横坡+小顺坡”的耕作方式。

3.末端拦蓄技术

植物篱：（1）等高栽植，坡度 10°以下时间隔 7.5
米，10°～20°间隔 5米；（3）群体间距大于群体内株距；

3.苗种结合当地情况选择。

植物缓冲带：（1）坡度为 2～6%，宽度大于 2米；

（2）布设于坡地下坡位置，与径流流向垂直，长坡可

设置多条；（3）苗种结合当地情况选择。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石

上镇中应用，建立推广区 22000平方米，观测数据显示，

减少降雨径流中泥沙含量，控制了坡耕地水土流失。

2020年，该成果在江西省德安县江西省水土保持生

态科技园中应用，通过观测不同泥沙梯级阻控技术集成

体系的侵蚀模数发现，相对于对照侵蚀模数均较小，表

现为：裸地撂荒＞顺坡+新型截水沟＞横坡+新材料（多

糖）＞顺坡+传统排水沟；横坡+新材料（多糖）的减蚀

效果达到 62.58%；顺坡+新型截水沟的减蚀效果为

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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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流域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生态阻控技术

持有单位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

河海大学

联系人 王凯 联系电话 13625527983

对应需求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自动化分析计算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景观单元养分盈亏平衡、植物群落多极

演替等基本原理，利用水源涵养定向恢复、农业种植结

构调整、生态沟塘湿地改造、消落带植被系统修复等手

段，构建流域景观格局优化、沟塘水系功能提升和消落

区植被恢复重建为一体的农业面源污染生态调控模式。

可降低水土流失程度 60%以上，减少总氮负荷输出 30%
以上，减少总磷负荷输出 60%以上，土壤侵蚀模数下降

70%以上。适用于丘陵山区大型水库的水土流失防控和

面源污染治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水源涵养林定向恢复技术。针对库区植被以“疏、

幼、残”林地为主，涵养水源功能低下的问题，筛选适

合耐干旱与瘠薄生态环境特征，固土护坡能力强的水土

保持与水源涵养乡土植物，形成适于库区立地条件的多

种水源涵养林配置方式，提出水源涵养林区的建造分

区，确定适宜于库区高效水源涵养型林草植被空间结构

配置模式；

2.小流域面源生态阻控技术。基于小流域的面源污

染物的产生和运移特点，定量模拟流域面源污染空间分

布特征。采用农业耕作技术改良、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

生态控制工程等手段，对污染物的“源”和“传输途径”

进行空间调控，优化组合生态治理手段，构建多重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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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纳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控制技术体系与模式；

3.库岸生态屏障构建技术。在库岸生态系统植物种

质资源、植物群落、土壤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的系统调查

基础上，筛选适于水库消落带生境的植物种质资源，根

据原有消落带的自然群落结构，构建适于消落带不同立

地条件的人工群落；建立消落带内生境条件评价指标体

系及方法，并对新消落带的生境条件评价及重建规划。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丹江口市胡家山五龙池

小流域中应用，建立了位于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面积 190
公顷的五龙池小流域核心示范区，治理措施包括坡改梯

工程、植物护坎、村落排水沟渠建设、村落道路半硬化、

沼气池、生物塘整治、生态沟渠整治、汇处理构筑湿地、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等，在水土流失防治、面源污染负荷

削减方面都取得了效果。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多

个县（市、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以及水土保持和小

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中应用，实施生态清洁型小流域 50
余条，包括丹江口库周及丹江上中游综合治理胡家山、

肖河、张沟、余家湾等，据典型调查推算，治理区小流

域总氮输出强度下降 40%左右，总磷输出强度下降 6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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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区域水土流失遥感监测与大数据分析技术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孔祥兵 联系电话 18538123622

对应需求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自动化分析计算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14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一等奖 2项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引进并优化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算法，

集成多尺度星载遥感影像流程化解译、机载多源遥感数

据智能监测和地面高效调查技术，实现多源遥感、土地

利用、降雨等非结构化大数据智能自动分析和数据同

化，二次开发 GIS数据管理和空间分析技术，具有区域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保持遥感监管等所需要的“空

天地”高效监测、数据自动化处理、水土流失因子遥感

智能解译、水土流失分类计算、成果统计分析和整编汇

编等功能。适用于水土保持建设数据底板和相关模型计

算分析。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实现了基于多源遥感影像和先验知识的土地利

用、植被覆盖、人为扰动地块、关键水土保持措施等水

土流失重要因子智能更新解译，精度达 90%以上；

2.实现了基于多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先验知识的

耕地、林草、道路、建筑用地的自动变化检测，精度达

90%以上；

3.针对中国土壤流失方程 CSLE，实现了区域水土

流失状况精确计算、结果多尺度统计、成果多角度交叉

验证分析等功能，准确率 90%以上；

4.实现了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土壤侵蚀、人为扰



96

动地块等因子的多年度数据动态变化、多维转移矩阵分

析等功能，准确率 90%以上；

5.实现了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多年度成果自动化整汇

编功能，数据存储全面，结构可调，准确率 90%以上。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江苏、江西、河南、宁

夏等省（区）中应用，提升了全流程成果质量和工作效

能，提高了相关省（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效率，为智慧

水土保持建设工作中的数据底板、模型计算和“四预”

应用平台建设提供了支撑，相关数据成果为地方人民政

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提供了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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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土壤侵蚀自动计算分析与成果管理系统

持有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联系人 魏小燕 联系电话 0951-5552336

对应需求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自动化分析计算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宁夏水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空间技术，实现模

型在线计算系统建设，开展对区域水土流失计算结果管

理与可视化交互展示，为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提

供技术支持，并为监管工作提供快速便捷服务。运用该

成果可进行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自动整（汇）编和水

土流失专题图自动化制作，水土流失计算统计时间缩短

至 2小时左右。适用于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J2EE B/S主程序开发架构：系统采用 SOA可扩展

系统路线和 J2EE B/S多层分布式应用体系架构，独立于

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平台，系统安全稳定，支持本地标准

化，具有完全的可移植性、良好的扩展性和稳定性等特

点；

2.水土流失计算模型嵌入技术：系统将水土流失方

程嵌入系统，结合科学研究基础，实现水土流失系统自

动化计算；

3.系统模型参数可配置化技术：水土流失模型计算

中，区域的差异对模型中各因子的系数具有个性化需

求，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总结归类，对计算结果的反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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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系统将模型参数开发为可配置模式，满足水土流失

区域动态监测的个性化需求；

4.系统成果平差自动计算技术：实现对系统矩阵报

表数据的自动平差计算，结合相应平差规律，实现报表

数据自动计算矩阵平差；

5.地图服务与成果数据表联动技术：系统支持对成

果数据表与地图服务实时联动展示，明确、生动展示系

统成果与地图服务的对应关系及变化情况等；

6.多因子协同可视化调参：通过九宫格或四宫格等

多元可视化形式，实现多因子调参操作，实时调整实时

展示，为参数调整提供高效的操作技术。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年至今，该成果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省、市、

县各级单位中应用，在水土流失计算方面，可一键实现

水土流失侵蚀计算、参数调整、局部侵蚀系数调整、平

差调整，节省人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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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大数据背景下水土保持智能化信息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联系人 王志刚 联系电话 15072400980

对应需求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自动化分析计算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集成水土保持数据多元化采集、海量数据系

统处理、信息智能化提取、存储检索与发布应用等关键

性技术，形成水土保持智能化信息技术体系，实现基于

深度学习的扰动地表智能识别和准实时监测，可开展定

制服务的水土保持信息成果应用与发布平台建立等，提

高水土保持大数据采集与处理、信息提取与应用的效

率、精度和智能化水平。基于微型无人机的高精度

DOM/DSM遥测技术、微型高光谱成像仪，可快速精确

获取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及周边环境。适用于区域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多元化高精度遥测技术，研发的基于微型无人机

的高精度 DOM/DSM遥测技术、微型高光谱成像仪为快

速精确获取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及周边环境提供

了技术支撑；

2.海量数据系统处理平台，包括人机交互式小流域

划分、底图批量化制作、地形及外业数据审核、成果自

动录入等，实现多元化海量数据的系统管理和处理；

3.信息智能提取技术，研发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面向

对象地物提取方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扰动地表智能识

别技术和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准实时监测技术，大幅度提

高了遥感影像解译精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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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储、检索与发布、应用，研发的适于云计算的

可扩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存储组织结构、基于主题模型

的土壤侵蚀遥感影像检索技术和成果发布系统，为水土

保持数据和信息的云存储和智能检索提供了技术支撑。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5 年至今，该成果在四川省、重庆市岩溶地

区中应用，开展长江流域四川、重庆两个省（市）岩溶

地区的野外调查、专题信息提取与石漠化解译分析工

作。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长江流域国家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图斑精细化”管理、部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项目核查中应用，利用基于微

型无人机的高精度 DOM/DSM遥测技术、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扰动地表智能识别技术等对长江流域 6省（市、自

治区）的 16 个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进行了“图斑精

细化”管理在建项目核查，同时对长江流域内 25 个部

管生产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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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西北典型沙漠区地下水源勘察与生态开采关键技术

持有单位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万伟锋 联系电话 0371-66025001

对应需求 地下水超采致灾风险预警技术体系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7项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黄河水利委员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河南省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松散地层管井施工的反向渗流护壁技

术与一体化叶片式潜水洗井新工艺，建立生态水文指数

与地下水埋深定量统计模型和流域尺度地下水—植被

—蒸散耦合数值模型，揭示陆地植被生态系统对气候特

征和地下水的响应规律，提高地下水水源地勘察工作的

精度和效率。具有水文地质原位试验系列装备及分析计

算软件，包括数据采集、展示、评价等功能模块。适用

于西北典型沙漠地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考虑潜水蒸散发效应，建立了单井、群井开采条

件下的稳定流井流模型，推导了无量纲形式的地下水

位、对流运移时间和蒸散发速率的解析解，创新了相关

的水文地质求参方法，完善了地下水开采的井流理论；

2研发了工程勘察数字信息采集系统，提出了适用

于松散地层管井施工的反向渗流护壁技术与一体化叶

片式潜水洗井新工艺，研制了具有数据采集、展示、评

价等功能的水文地质原位试验系列装备及分析计算软

件，形成了勘察—成井—试验—评价勘察技术装备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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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体系，提高了地下水水源地勘察工作的精度和效率；

3.提出了生态水文指数的概念，建立了生态水文指

数与地下水埋深的定量统计模型和流域尺度地下水-植
被-蒸散耦合数值模型，揭示了陆地植被生态系统对气候

特征和地下水的响应规律，构建了生态约束条件下的地

下水开采模式及环境影响判别指标，为西北沙漠区地下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宁夏、内蒙古自治区、

青海省和山东省等黄河水资源调查评价、水资源公报复

核等科研方面中应用，同时应用于煤矿水资源论证、取

水许可核验、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等水行政

主管部门取水许可报告审查决策中，为批复决策提供了

技术支撑，为水行政主管部门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管理决

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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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供需协调的矿井水开发利用潜力评价关键技术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白乐 联系电话 0371-66022717

对应需求 地下水超采致灾风险预警技术体系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6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双向交互入渗补给地下水互馈模型为基

础，耦合开采沉陷模块和地表水模块，通过优化模型结

构、模块和参数，研发了采煤对水资源影响的综合模拟

系统，形成一套适用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采煤对水循

环影响计算平台，为矿区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

提供科学依据。基于矿井水供需协调机理与特征，以

DPSIRM框架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供需协调的矿井水

开发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可实现煤矿矿井水资源化

利用决策与管理。适用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急需矿井水

配置利用的地区。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采煤扰动下降雨入渗补给潜水变异过程，识

别降雨入渗过程的关键响应反馈因子，探明降雨入渗—

潜水位双向响应关系，构建体现采煤驱动下关键因子双

向响应关系的水动力场耦合模型，刻画采煤扰动下降雨

入渗—潜水位双向响应反馈过程及其带来的影响；

2.以水文地质学、煤炭地质学和水文学为指导，以

双向交互入渗补给地下水互馈模型为基础，耦合开采沉

陷模块和地表水模块，通过优化模型结构、模块和参数，

研发了采煤对水资源影响的综合模拟系统，形成一套适

用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采煤对水循环影响计算平台，

为矿区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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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矿井水供需协调机理与特征，考虑指标代系

统性、代表性、主导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以

DPSIRM框架模型为理论基础，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

定夺，构建供需协调的矿井水开发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

系，进而构建灰色-集对模型、评价矿井水开发利用潜力，

为矿井水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体系，也为矿井

水资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提供依据。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吉林省中西部旱情应急监测系统

工程应用，设立 88处自动墒情站、1处省墒情中心信息

服务平台等，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仪器安装及对比观测、

仪器参数调整等，监测结果准确。

2021年，该成果在国家防指二期工程吉林省旱情信

息采集系统项目应用，设立 1处省中心、9套市级墒情

采集标定设备、19处自动墒情站等，为实现墒情监测自

动化提供了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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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地下水监测综合成果分析应用系统

持有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联系人 杨桂莲 联系电话 010-63207012

对应需求 地下水超采致灾风险预警技术体系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高质量 Sentinel-1 SAR数据及可见光遥

感数据，基于具有物理机制的变化检测方法，反演得到

高分辨率的土壤水分信息；确定了构建后向散射系数—

植被指数空间所需的最佳采样点数目；明确了模拟精度

对土壤水分初始值和缩放因子两个关键参数的敏感性。

可解决当前遥感土壤水分数据的空间分辨率过低的问

题，AUC 值较传统预测模型提升了约 20%，具有较强

干旱监测能力。适用于区域范围内高分辨率干旱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地下水动态图分区制作与自动拼接技术。采用统

一的数据采集方式、数据清洗规则、插值网格分辨率、

渲染分级标准等技术特点，实现地下水分析产品的分片

区制作和自动拼接；

2.多源数据融合与知识图谱应用技术。汇集了包括

气象、水情、地下水开采量等信息，以地下水补给、径

流、排泄全流程水文关系为依据，构建地下水专题知识

图谱；

3.地下水漏斗多维模拟展演技术。采用基于二、三

维一体化GIS技术，实现对地下水潜水层漏斗分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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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海委水文局得到应用，依托现有

系统平台及数据资源，按照一套图、一张表、一个清单、

一个平台的建设理念，实现超采区综合治理各项指标完

成情况、地下水采补平衡等情况的动态跟踪、考核、展

示，为华北地区地下水综合综合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2021年，该成果在河北省水文中心得到应用，应用

于 14条河流、3个洼淀生态补水工作中，实时为业务人

员提供补水河道周边 5 公里、10 公里、20 公里的补水

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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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现场快速测定水文地质参数的微水试验方法

持有单位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 曾峰 联系电话 15937119861

对应需求 地下水超采致灾风险预警技术体系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瞬时抽注水、气压泵、振荡棒等激发手

段，测量井孔内水位发生瞬时微量变化，根据测量到的

水位随时间变化数据推导岩土体渗透性参数。与传统的

抽水试验、压水试验等方法相比，微水试验方法不需要

用水、用电，也不从含水体中抽水或注水，具有设备简

便、操作方法简单、试验周期短的特点，对地下水环境

扰动极小，几乎不造成任何污染。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含水层水文地

质参数获取。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与传统的抽水试验、压水试验等方法相比，微水

试验方法不需要用水、用电，也不从含水体中抽水或注

水，具有设备简便、操作方法简单、试验周期短的特点，

对地下水环境扰动小；

2.强渗透地层只需几分钟就可完成一组微水试验，

对于弱透水地层也能缩短一半时间以上，可用于各类勘

察中水文地质参数的确定工作，丰富水文地质参数原位

测试的技术方法

3.微水试验基本消除了人为误差以及越流的影响，

精度较高，可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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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山东、河北、河南等省

份水文地质勘察、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治理与科

研项目工作中应用，通过建立大型物理试验平台，分析

和讨论不同激发方式与激发强度、不同含水体特征的微

水试验技术手段，总结和凝练试验过程与参数求解方

法，与其他原位试验成果进行比较，具有设备简便易携

带、场地适应性好和数据精度可靠的特点，对周边环境

扰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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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入河排污口优化布设与影响预测集成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 杨芳 联系电话 027-84881995

对应需求 城市污水处理业务的智慧水务集中管控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入河位置—负荷—方式三元优化的

Lattice Boltzmann 方法，建立模拟动水浮力射流流动的

二维水动力—水质耦合数学模型，探寻入河排污口设置

对受纳水体的最小影响方式，为河流湖库的入河排污口

优化布局规划、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污水排放对

水质影响预测以及水（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

可排污口提供技术支撑。适用于河流湖库的入河排污口

优化布局规划，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及污水排

放对水质影响预测相关工作。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基于层次分析法耦合模糊评判的排污位置优化，

对入河排污口位置进行优选。该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同时将模糊因素客观化，使排污位置更加合理；

2.基于启发式优化算法的入河污染位置和负荷整体

优化，求解得出不同位置组合条件下的排污负荷最优组

合；

3.采用入河位置—负荷—方式三元优化的 Lattice
Boltzmann 方法。在位置和负荷优化的基础上，开展入

河排污口近区污染物稀释机理研究，提出排污口最佳入

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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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次综合应用AHP、FA、NGA和Lattice Boltzmann
等模型，研发的入河排污位置—负荷—方式等多元优化

技术，指导了长江流域入河排污布设分区规划。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武汉中芯国际污水处理

厂入河排污口设置项目、岳阳绿色化工园入河排污口布

设工程、武汉市沌口第二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设置、

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等

项目中应用，通过该成果使水域水功能区水质得到提

升，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影响得到及时响应，水域富营养

化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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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珠江三角洲水质遥感关键技术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020-87117188

对应需求 珠江三角洲水质遥感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城市河网区水体阴影，开展高分遥感数据

的大气校正和水体提取，根据水体辐射传输理论构建区域

典型水体的水质遥感模型库，输入多源遥感影像，选择特

定水质参数反演模型，将反演结果应用于河口表层悬沙动

态监测、湖库富营养化监测、流域污染源调查等水环境业

务中。模型协同反演悬浮泥沙算法普适性较好，可在水体

组分耦合干扰情况下实现水质参数的遥感定量反演。适用

于突发水污染事件溯源分析、城市黑臭水体遥感监测、区

域水质遥感动态监测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三角洲城市群水体大气校正技术，校正后影像水体

波谱形状正常，较 FLAASH和 QUAC模块在红光、近红

外波段更接近实测光谱；

2.高分遥感影像水体提取技术，处理后的遥感影像可

通过简单的水体指数阈值消除大量城市高层建筑造成的

阴影区域，水体提取精度较高；

3.多模型协同水质遥感反演技术，最优 MAPE 为

25.8%，优于最优单模型的 27.1%，相关系数均值最高达

0.85，多模型反演值与实测值拟合精度较好；

4.基于耦合干扰效应的水质遥感反演技术，以波段比

值表示水体组分对 CODMn 干扰强弱，分段建立反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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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RMSE普遍低于 1。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广东省际界面水质遥感监测及排

污口调查中应用，2020年 2月针对长治水质监测站水质

异常情况，基于遥感反演软件（WatQRS V1.2）对区域水

质进行遥感监测，确定了疑似污染源的位置。

2020年，该成果在区域水质遥感动态监测中应用，

对广州市前航道近十多年的水质变化进行了分析，印证了

近年来前航道水体有机污染好转的事实，丰富了水环境监

测的技术手段，提升了河长制工作执行的效率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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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基于水沙—典型污染物作用机制的河湖治理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长建创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长江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黄茁 联系电话 027-82929358

对应需求 河道河床及水生态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提高水体污染物降解效率为目标，通过泥

沙和典型有机污染物的作用机制、有机污染物的光催化

降解机制、天然选铜尾砂改性除磷机制等，采用选铜尾

砂改性除磷剂和吸附剂，形成吸附剂与催化剂相结合的

有机物污染降解技术以及突发污染应急技术，为水环境

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采用旋流分级、碱改性等技术

研发的高效除磷剂，最大除磷性能可达到 7078.43毫克/
千克，在天然水体中的除磷效果可达到 90%以上。适用

于河湖（库）不同污染源的治理及水体生态修复。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基于自主研发的全封闭循环水槽模拟装置和反向

电动进样毛细管电泳法，实现了水沙运动循环模拟和无

干扰监测，揭示了有机污染物对泥沙起动和沉降的影响

规律，以及泥沙对有机污染物降解的影响机制；

2.针对水沙光降解效率低的问题，利用石墨烯优良

电子传输介质性能，合成了新型纳米 BiFeO3 石墨烯可

见光类 Fenton颗粒催化剂，提升了入河（湖）污染物的

降解效率；

3.针对传统除磷剂存在二次污染、成本高、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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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对选铜尾砂采用旋流分级、碱改性、La(OH)3
改性等技术，研发了一种基于选铜尾砂磷吸附性能的高

效除磷剂，并实现了废物资源化利用。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赤壁晨鸣林纸一体化搬迁改造项

目尾水生态净化工程中应用，通过光催化氧化技术，制

备高效催化氧化剂，采用旁路处理的方式，实现有机污

染的快速降解。

2020年，该成果在武汉鄢家湖、陶家大湖等多个湖

泊的突发污染治理中应用，采用高效除磷剂为主体的可

回收吸附袋，可自由浮于水面，快速吸附污染物，使用

后可回收袋体，及时更换吸附材料。



115

58.河湖“源流汇”污染系统控制与生态廊道构建技术

持有单位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汤慧卿 联系电话 022-28702668

对应需求 河道河床及水生态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从污染源头控制、入（河）湖河流、沟渠水

质改善和流域面源污染阻控三个维度提出“源流汇”污

染系统控制技术体系，实现农田面源、雨水径流、灌渠

排水等河湖污染的拦截净化，通过塑造适宜生境，构建

和恢复本土植物群落，促进陆生、水生动物以及鸟类的

生物多样性及生境恢复。该技术综合考虑河湖水质改

善、生境恢复与周边景观、交通、产业开发等各种需求，

保障河湖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统

一。适用于河流和湖泊“源、流、汇”污染的逐级生态

治理、水质改善、生物栖息地营造、生物多样性促进等

方面的规划设计。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景观文化建设

需求，形成基于湿地净化的水资源利用保护和水质维持

改善技术，为资源缺水性河湖提供生态用水；

2.提出高、中、低三种净化模式下的生态湿地净化

工艺，形成河湖“源流汇”污染系统治理技术体系；

3.通过“生态+”策略塑造多维生境，促进植物、鸟

类、两栖动物、鱼类等生物多样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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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

与湿地建设工程中应用，建设生态修复及湿地建设工

程、生态监测廊道工程、管网完善工程、带有湿地修复

科研功能的试验地建设工程、智慧系统、生态搬迁工程

等。

2021 年，该成果在星海湖生态环境整治工程中应

用，建设中水水质提升工程、内循环工程、南域湿地生

态修复工程，已成为黄河流域水资源集约利用的样板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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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无栽培基质的混凝土植被生态护坡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联系人 宋利平 联系电话 13657200527

对应需求 河道河床及水生态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8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湖北省科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特殊的植物配套栽培管理技术，将植物

直接种植在无土覆盖的生态混凝土上，植物根系穿透生

态混凝土并扎根于混凝土下层土壤，形成植物与生态混

凝土的一体化建植，实现植物长期持续生长与边坡防护

的双重功能。突破传统生态混凝土植物种植依赖栽培基

质的瓶颈，实现生态混凝土的无栽培基质绿化，筛选适

生生态混凝土的耐水淹、耐干旱、耐瘠薄等植物，可满

足不同应用需求对植物多样性的要求。适用于水域消落

带、道路边坡、山体切坡等边坡的生态修复治理和快速

植被恢复。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抗压强度：≥15兆帕；

2.抗折强度：≥5兆帕；

3.透水系数：≥1厘米/秒；

4.连通孔隙率：≥25%；

5.饱和冻融循环：冻融循环 50次后质量损失≤5%；

6.抗冲流速：≤30米/秒；

7.该成果突破传统生态混凝土植物种植依赖栽培基

质的瓶颈，实现了生态混凝土的无栽培基质绿化；

8.构建建筑材料与植物材料穿透融合型一体化的技

术体系，实现了生态混凝土设计、制作工艺与植物设计、

种植技术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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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筛选了适生生态混凝土的耐水淹、耐干旱、耐瘠

薄等植物，满足了不同应用需求对植物多样性的要求；

10.创新了水域消落带生态治理技术，有效解决了建

筑固坡与植被建植融合的技术难点。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4 年至今，该成果在山东淄博新区、青岛世

园会、南京青奥村中应用，累计应用 14000平方米，对

滨水湿地驳岸进行生态修复治理，有效解决水土流失及

植被缺失的难题，实现了人工湖滨水湿地水质净化功能

与景观功能的协调统一，为人工湿地生态修复和景观建

设探索了一条新途径。项目建成后绿化覆盖率高。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汉江堤防加固重点工程

（郧县段）中应用，面积约 1500 平方米，运用无栽培

基质的混凝土植被生态护坡技术改造原有土质毛石江

岸，项目建成后绿化覆盖率高达 98%。



119

60.城市河道近自然生态化改造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罗坤 联系电话 15002328426

对应需求 河道河床及水生态修复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6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栖息地植入技术，在静水区内构建适宜

大型底栖动物栖息、沉水植物恢复和微生物附着的多模

块栖息地修复系统，构建兼具安全、生态和景观的新型

生态护岸结构，城市河道设置生态堰底板、消力池、河

卵石层、水生植物层、混凝土垫层和排水管，形成既满

足蓄水功能需要，又兼具生态和景观的新型溢流堰，恢

复河道生态廊道的功能。利用该技术不受河道平面形

态、断面形式和河道水流冲击的影响，可根据治理目标

灵活进行调整。适用于渠化或硬化河道的生态化改造。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研发了城市硬质河道栖息地植入技术。通过在河

道两岸交错布置弧形生态潜坝形成敞口静水区，采用栖

息地植入技术在静水区内构建适宜大型底栖动物栖息、

沉水植物恢复和微生物附着的多模块栖息地修复系统，

为底栖动物、沉水植物生长和鱼类捕食、掩蔽提供良好

的生境条件。一方面，通过弧形生态潜坝对水流进行控

制，能够形成蜿蜒曲折的自然水流形态；另一方面，弧

形生态潜坝保护人工栖息地不受洪水期水流冲刷的破

坏，同时降低人工栖息地的布设对河道过洪能力的影

响；

2.提出了兼具安全、生态和景观的新型生态护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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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包括灌浆砌石挡墙、浆砌石底板、片石步道、人工

摆石、花草护坡层和水生植物结构层，其中，灌浆砌石

挡墙采用灌浆砌石结构，提供了微小动物的栖息、繁衍

场所，与周边水生植物共同形成了较稳定的生态系统。

通过新型护岸结构设计，建立了陆域与水域生态系统之

间的联系，恢复了河道生态廊道的功能；

3.开发了基于梯级溢流堰的栖息地营造技术。通过

在城市河道设置生态堰底板、消力池、河卵石层、水生

植物层、混凝土垫层和排水管，形成既满足蓄水功能需

要，又兼具生态和景观的新型溢流堰，增加城市硬质河

道水文节律多样性的同时兼具栖息地营造功能。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荆州市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中应用，对荆州市城区荆沙河、荆襄内河和西干渠 3条
硬质河道进行生态化改造，总长度约 8.5公里。

2020年，该成果在六安市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项目中应用，完成了淠河支流大滩截洪沟约 1.5公
里、洪家堰沟约 2.2 公里护岸生态化改造，实现了河道

防洪、生态、景观于一体的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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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61.长江中游—洞庭湖区洪水水文模型

持有单位
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河海大学

联系人 宋雯 联系电话 15623353319

对应需求 长江中游—洞庭湖区洪水演进模拟模型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水量平衡原理，依据出、入流及蓄水量

变化研判区域内水量平衡，采用容积曲线进行调洪演

算，并选用非线性水库方程对出口断面复杂的绳套曲线

进行修正，计算区域出口控制断面流量水位过程。可根

据湖区控制节点，分割整体为部分“小流域”研究区域，

计算西、南、东洞庭湖以及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各个区域

超额洪量分布情况。适用于长江干流宜昌至城陵矶附近

以及洞庭湖区。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采用兼顾效率与安全条件下的多源数据整合、存

储、管理与对外服务技术，搭建了可弹性扩展的洞庭湖

区大数据节点，通过 JSON结构的轻量级数据交换格式

的水文模型通用接口技术将水文模型产品化，简化了水

文模型输入和输出信息，实现了模型可视化运算，供用

户自由计算与操作，使得模型轻量化、通用化，“1分钟”

能够实现长江—洞庭湖洪水演进模拟；

2.通过常用模型通用接口技术将产汇流模型和分布

式水文模型封装为计算单元，简化系统架构、提高稳定

性；依托共享内存缓冲池交互技术提高模型耦合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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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与模型组计算效率；设置了建模辅助功能库和智能参

数设定模块实现计算方案的实时智能响应，同时利用数

字化场景三维化展示模拟结果，支撑防洪决策。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湖南省防汛过程和湖南省“十四

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洞庭湖专题编制中应用，可针对江

湖复杂来水条件下螺山、七里山、南咀、小河咀控制断

面的水位流量进行模拟，定量计算城陵矶附近、西南东

洞庭湖内部超额洪量总量，计算结果可对洪水情势初步

进行研判，为长江中下游防洪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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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量子点光谱悬移质泥沙在线监测系统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芯视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昕 联系电话 13986061133

对应需求 悬移质泥沙在线监测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量子点光谱分析技术，将量子点与成像

感光元件结合，利用水体本身及其所含物质在量子点材

料上的反射、吸收、散射或在受激发的荧光上产生的独

特的光谱特性，获得水体中泥沙物质的波长、强度、频

移等谱线特征，建立光谱数据与泥沙物质之间的映射关

系得到含沙量。可获取水体中泥沙的波长、强度、频移

等谱线特征，信息丰富度优于传统监测方法，监测数据

实时、精度高，同时测得含沙量和水质参数。适用于江、

河、湖、库等各类水体的定点、非定点的悬移质含沙量

测量。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采用量子点多光谱原理，可获得水体中泥沙的波

长、强度、频移等谱线特征，信息丰富度大大优于以往

监测方法，监测数据实时、精度高，可同时测得含沙量

和水质参数，并可扩展颗粒级配、泥沙物质元素组成等

功能；

2.系统具备定点在线监测、快速监测和走航式监测

三种模式。可根据需求进行不同模式的测验；

3.系统通过量子点芯片对水体光谱特性进行连续监

测，通过模型计算，输出实时含沙量，具备自容存储、

实时传输、自动清洗、数据校正等功能；

4.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野外运行稳定可靠，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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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

5.测量范围 :0.01～20.0千克 /立方米，测量分辨

率:0.001千克/立方米，平均功耗：＜1瓦，防护等级：

IP68/NEMA6P；
6.系统无缝对接全国水文资料整编系统、水资源管

理系统等，具备实时数据监测、含沙量过程线绘制、含

沙量成果表输出等功能。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深圳界河入海口处中应用，受到

潮汐变化的影响，含沙量变化比长江更加频繁，使用环

境更加恶劣，投入 4台设备，开展了含沙量在线监测及

人工比测，在入海口的潮汐河段监测泥沙和水质的流动

变化规律。

2021年，该成果在长江中游干流汉口水文站中应用，

通过多种测量方式运用，包括走船、定点、定深，探索

有效的测量及安装方式，投入 2 台设备，持续监测 12
个月，明晰了汛期沙峰含沙量变化，保障长江中游各含

沙量级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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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FFH100型自动蒸发器

持有单位
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江苏南水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火坤 联系电话 13576975537

对应需求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智能支持云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 E601B蒸发桶、水位测井、专用雨量计、

智能测控器组成，测控器用于定时采集蒸发桶的液位和

雨量计的降雨量信号，并按照《水面蒸发观测规范（SL
630—2013）》的规定计算出时段蒸发量。具有高可靠性

和测量分辨率的水面蒸发量传感装置，仪器整体分辨率

为 0.1毫米，能自动记录每日蒸发量与降雨量数据，并

支持无线远传和发报，实现蒸发器的遥测与自动化。适

用于水面蒸发量的自动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蒸发分辨率：0.1毫米；

2.液位传感器分辨率：0.024毫米；

3.雨量测量分辨率：0.1毫米；

4.测量范围：0～60毫米；

5.采集和存储间隔/单元：4小时；

6.电源：12伏特（-5％～+25％），100 安培小时蓄

电池，40瓦太阳能板；

7.功耗：自报式，静态功耗≤6毫安；

8.输出：GPRS信号输出；

9.补水容积：≤52768 毫升（相当于 160 毫米蒸发

量）；

10.工作环境：温度：-10摄氏度～+70摄氏度，湿

度：95%RH（40摄氏度）；



126

11.数据传输格式：《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SL
651—2014）；

12.显示：彩色液晶屏。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局中应用，购

置 10套 FFH100型自动蒸发器用于蒸发量的监测，应用

表明，仪器能够高精度监测雨间蒸发量，能够自动记录

每日蒸发量与降雨量数据，并支持无线远传和发报，观

测过程无需人工干预，提高了水文监测的效率。

2020 年，该成果在山东省水文局中应用，购置 20
套 FFH100型自动蒸发器用于部分水文站自动蒸发站的

数据监测，目前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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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超声波时差法明渠（河流）测流系统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武汉先达监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雨 联系电话 15807161653

对应需求 黄河泥沙资源利用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2项
实用新型专利 1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项

黄河水利委员会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在河渠两岸设置一对换能器，同时相向发射

穿透水体的声脉冲信号来测量水体层流速，再利用计算

模型，实时监测断面流量。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在精

度指标、测流距离、环境适应性、工作稳定性、优化应

用方式、安装调试的建设周期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适用于天然河流、高含沙量明渠等河渠的高洪流量、输

水量以及小流量的精细化在线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通过卫星定位授时同步通讯、二岸无线数据通讯

计划、网络无线数据传输等多种无时差通讯模式的集成

创新，成功解决了时差在纳秒级精确识别的国际技术难

题；

2.通过优化换能器声波的发射角度和特定声信号标

定技术，成功解决了声信号衰减速度快（传输距离短）

以及枯水期测量精度低的技术难题；

3.通过创新设计的自适应迁移轨道结构，成功解决

了超声波时差法二岸水下换能器难以相互对准的技术

难点，并大幅降低了运行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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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长江流域乌江干流武隆

和沿河等控制性水文站、山东滨州簸箕李引黄灌区输水

干渠、湖北省水文局竹山水文站等流量在线监测项目中

应用，投入使用 30余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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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摆角便携式流量量测装置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许龙飞 联系电话 13937182188

对应需求 明渠精细化流量在线监测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外观结构与操作系统等组成，包括调平旋

钮、水平仪、超声波探头、信号处理模块、摆杆旋转传

感器、电容触摸屏及可伸缩钢架等，利用水流对摆杆冲

击作用推动摆杆向水流下游方向摆动，然后根据摆杆旋

转角度以达到流量量测的目的。携带方便，可对含沙量

较高的渠道流量进行精确量测。适用于黄河下游引黄灌

区渠道流量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具有携带方便及测量精度高等优势，适用于多种

断面形态的渠道流量测量；

2.旋转角度：0～90度；

3 防护等级：IP40；
4.工作温度：-30摄氏度～+80摄氏度；

5.储存温度：-3摄氏度～+8摄氏度；

6.旋转力矩：<5毫牛·米；

7.机械寿命：>1000万转；

8.质量：25克；

9.测量精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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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河南省原阳县引黄灌区应用，全

县共引水约为 200 多亿方，发展有效灌溉面积约为 5.2
万亩，其中引黄灌溉面积约为 4.2万亩，改土治碱约为

4.13万亩，除涝面积约为 0.39万亩，使用摆角便携式流

量量测装置流量计算值与实测值最大相对误差为

9.54%，能够满足流量量测精度要求。

2019年，该成果在山东省章丘区引黄灌区应用，全

区地表水资源量多年平均 1.80亿立方米，可利用量 1.47
亿立方米，其中引黄河水量 0.4亿立方米，使用摆角便

携式流量量测装置流量计算值与实测值最大相对误差

为 9.58%，能够满足流量量测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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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LDM—51智能化明渠流量测量系统

持有单位 开封开流仪表有限公司

联系人 靳永锋 联系电话 18937821131

对应需求 明渠精细化流量在线监测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流量显示仪、电磁流速传感器、液位计组

成通过流速面积法测流量的明渠测量流量系统，根据水

位计测出的实际水位值、流速值、已置入的渠道几何尺

寸以及预定的数学模型计算出渠道的流量，不受水中漂

浮物、泥沙、气泡和水位变化的影响。标准渠道不需要

改造可直接安装，安装施工费用低。适用于矩形、梯形、

U型的明渠断面及涵洞的流量测量。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测量精度：流速±1.5%，水位±1.0%，系统±

2.5%；

2.测量范围：流速 0.05～10米/秒；

3.渠宽:0.5～30米；

4.功耗:≤5瓦；

5.电源:AC220伏特、DC12伏特、DC3.6伏特（DC
电池供电）；

6.累计流量显示最大值:999999999；
7.流速显示最大值：19.99；
8通讯方式：GPRS通讯、RS-485[MODBUS(RTU)]

通讯接口；

9.水位测量：超声波液位计、压力式液位计、浮球

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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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都江堰人民渠第二管理

处、襄阳市引丹工程管理局、安徽淠史杭灌区管理、宿

迁市宿豫区来龙灌区管理站、花凉亭灌区太湖县管理所

等单位中应用，系统能够满足灌区计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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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华微 4号无人船测量系统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彭期冬 联系电话 18601392411

对应需求 高效率高精度的水下复杂地形观测及分析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外观设计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项

中国测绘学会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无人船、GNSS定位系统、水下地形测深

系统组成，结合北斗高精度全球定位系统与无人船自动

控制技术，针对水文走航式 ADCP断面水流测验设计，

能精准测量位置和水深，获取水下地形、流速流量、水

质等数据。船体内置高精度的 5星 16频组合导航系统，

可提供厘米级的精确定位，水下地形测深系统测深精度

达厘米级。适合于水文测量、河道地形测量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无人船系统：结合北斗高精度全球定位系统与无

人船自动控制技术，针对水文走航式 ADCP断面水流测

验设计。小巧轻便易下水，船长 1.2 米，重 9千克，装

载超速马达，适应最大船速 7 米/秒。电池与 ADCP 可

快速拆装，节省时间。具备自动航行、自适应水流直线

技术与悬停技术，保证断面直线走航，水文测流全自动；

2.GNSS 定位系统：船体内置高精度的五星十六频

组合导航系统，可提供厘米级的精确定位；

3.水下地形测深系统：测深精度达厘米级，最浅测

深能力强，测深范围广，可精确进行水下地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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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湖北荆江崩岸流量监测中应用，

准确收集长江荆江河段河床演变资料，对崩岸进行监测

及预警。

2020年，该成果在青浦城市河道水下暗管巡检中应

用，搭载 HS5700P侧扫声呐的方式进行河道河底暗管排

查，明确是否存在暗管、暗管具体位置等，并形成报告

文书，为地方水环境整治提供科学依据，为进行整治河

道、清退岸线、修复水生态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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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水下地形智能勘测船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15920179188

对应需求 高效率高精度的水下复杂地形观测及分析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地面控制基站、手动控制终端和无人测控

船组成，无人测控船内部采用以太网总线进行连接，可

方便扩充测量仪器，如水质监测仪器、ADCP等，为湖

库的水下地形监测、水文信息采集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

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嵌入高性能 IMU，实现对船体六自

由度的高精度测量，有效消除水下地形测量中船体姿态

及波浪对测量产生的影响。适用于中小型湖库、河道的

水下地形监测、水文信息采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船体采用小水线面双体船，有效的减小航行阻力，

提高航行速度；有效的提高了抗浪性，增强航行稳定性；

有效的增加了甲板面积，增加了负载能力；

2.船体采用组合式设计，分为三个部分：一个船体

和两个浮体。三个部分之间采用快速连接件连接，可快

速拆装，方便运输，特别适合在中小水库这种没有码头

的环境下使用。船体四周安装有防撞条，有效提高船体

的抗撞性和抗沉性；

3.推进装置采用自主设计的直流电驱动的水下吊舱

式推进系统。该系统采用直流电驱动，不会产生油污，

非常环保；系统能够直接改变推进电机的推进方向，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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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舵效，使得船体几乎实现原地转向；新设计的防

水草缠绕装置，有效的提高了系统的测量效率；

4.系统嵌入高性能的 IMU，实现了对船体六自由度

的高精度测量，有效的消除了水下地形测量时，船体姿

态及波浪对测量产生的影响；

5.控制上将模糊控制的思想与 PID控制算法有机的

融合，实现了对无人船的有效控制，为水下地形的测量

提供了可靠有效的手段；

6.采用双频无线通信模式，及满足了近距离、大数

据量和实时数据传输的要求，也满足了远距离无线控制

的需求。采用GPS+RTK技术,有效的提高了定位的精度。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广州龙洞水库、广州增

城碧潭村碧潭、梅州水库、西江省寻乌县九曲湾水库、

贵州红枫湖水库等地中应用，为湖库的水下地形监测、

水文信息采集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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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河流与湖库水下三维地形模拟与无人探测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北京中科涌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卢善龙 联系电话 18910102579

对应需求 高效率高精度的水下复杂地形观测及分析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无人船为平台，集成卫星导航和单波束声

呐探测仪，基于智能化无人船控制系统，按照规划路径

自主对河流断面、湖泊和水库进行水深测量并通过空间

插值获取完整水下地形数据。水下三维地形模拟输出参

数包括逐像元水深、平均水深、最大水深、面积—容积

曲线、水位—容积曲线等，地形模拟精度优于 70%。适

用于河流、湖泊、水库水下三维地形的模拟与探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河流和湖库岸线坡度在不同空间位置、不同坡向上

差异性明显，该成果中以像元为单位，在考虑岸线范围

内逐个像元的坡度、坡向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同坡

向上坡度变化趋势曲线来模拟该坡向上的水下地形，大

大提高了整体模拟精度。

1.作为输入数据的数字高程模型的最佳空间分辨率

由于 30米，无人船水深测量范围为 0.5~100米，测深精

度优于 10厘米；

2.水下三维地形模拟输出参数包括逐像元水深、平

均水深、最大水深、面积—容积曲线、水位—容积曲线

等，地形模拟精度优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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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山东省齐鲁空天信息研究院“数

据黄河空天信息技术应用攻关”项目中应用，开展山东

省济南市重要河流断面和湖库水下三维地形数据库的

构建，为山东省数字河湖建设提供技术与基础数据。

2019年，该成果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研究项

目中应用，提取了青藏高原面积大于 50 平方千米的湖

泊水下地形，并构建了面积—容积关系曲线库，为青藏

高原湖泊总水储量估算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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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黄河智慧防凌平台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许龙飞 联系电话 0371-66023988

对应需求 智慧防凌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多源数据汇集—模型集成耦合—云端

仿真计算—虚拟现实展示”模式，基于数据仓库、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典型河段凌情全

要素和防凌减灾全过程的数字化映射和智能化模拟。具

有凌情数据信息查询、凌情监测与灾害预警、凌汛洪水

风险动态评估、凌汛灾害情景推演、水库群防凌调度和

凌灾防控决策支持方案优选等功能。适用于高纬度寒区

河流、水库、水电站以及高原湖泊等防凌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系统平台采用云服务架构，模型上云，数据上云，

实现云端实时在线计算分析；

2.B/S架构；

3.在线复杂查询类功能响应时间：≤3秒；

4.在线计算分析类功能响应时间：≤5秒；

5.稳定性：支持 7×24小时不间断运行；

6.并发性：支持用户并发数 200。



140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20 年至今，该成果在黄河防汛综合信息会商

系统中应用，在 2020～2021年和 2021～2022年两个凌

汛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及时、准确掌握凌情动态，不

断提升黄河防凌减灾智慧管理能力，进行科学防凌指挥

决策，提供了数据和技术平台支撑。

2021～2022年凌汛期，该成果在黄河万家寨水库防

凌减灾工作中应用，全面感知监控库区凌情信息，根据

水位涨率对库尾段关键站点发布预警信息，为及时、准

确掌握凌情动态，不断提升水库防凌减灾智慧管理能

力，进行科学防凌指挥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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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黑龙江冰情预报及灾害防治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防汛抗旱保障中心

黑龙江省水文局

联系人 王涛 联系电话 010-68781725

对应需求 智慧防凌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是基于亮度均衡化的图像阈值分割算法的

冰凌图像密度分析系统，建立了流凌—封河—开河等河

冰全过程模拟的准二维机理数学模型，采用河冰机理模

型同模糊神经理论相耦合的冰情预报方法，对黑龙江开

江形势及冰坝发生情况实施有效预报。可提高冰水情野

外原型观测效率，为冰塞和冰坝的快速探测、测量和监

测提供技术支撑。适用于北方河渠冬季冰情的自动监

测、冰厚冰情预报以及防凌爆破等冰害防治。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将 R—T—O 冰雪情自动检测系统进行硬件升级

和系统优化，开发基于亮度均衡化的图像阈值分割算法

的一种新型冰凌图像密度分析系统。建立了流凌—封河

—开河等河冰全过程模拟的准二维机理数学模型，研究

了河冰机理模型同模糊神经理论相耦合的冰情预报方

法，对黑龙江开江形势及冰坝发生情况实施了有效预

报；

2.提出了冰情灾害风险评价方法和冰坝等级、冰情

风险等级以及预警等级的分类指标，并给出不同等级冰

坝的防治措施；

3.建立了黑龙江冰凌爆破中冰盖厚度、冰下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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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用量同爆破坑半径之间关系公式，提出了沿水流动

力轴线爆破破冰的科学方法和关键技术；

4.研发了冰水情一体化双频雷达测量系统，实现了

空气—冰—水—河床实时同步连续测量。该雷达可大幅

提高冰水情野外原型观测的效率，为长河段的冰厚、水

深测量提供新的手段，为冰塞和冰坝的快速探测、测量

和监测提供新的技术。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黑龙江上游 200 公里江

段的冰厚观测和冰塞发展动态监测、黑龙江漠河段的防

凌爆破、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组织的防凌会商等业务

工作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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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河渠冰情预报系统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郭新蕾 联系电话 010-68781725

对应需求 智慧防凌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是基于模糊神经理论和模糊聚类法的河渠

冰情预报系统，具有对复杂非线性冰情问题的自学习和

映射能力，克服传统冰情预报中预报精度低、预报方法

只适应单一站点的局限，能够预报河渠冰情发展演变情

况和分析冰坝灾害风险。对河渠防凌指挥调度决策提供

重要的科学依据。适用于寒区调水工程、城市河流冰情

发展演变预报、河流冰情灾害分析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对冰情现象存在的信息含糊不完整等现状的普适

性和可推广性，对复杂非线性冰情问题的较强自学习和

映射能力，对预报大数据的快速反应能力；

2.克服传统冰情预报中预报精度低、预报方法只适

应单一站点的局限，能够及时准确的预报河渠冰情，对

河渠防凌指挥调度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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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4 年至今，该成果在黄河宁蒙河段的流凌、

封河和开河日期预报、黑龙江漠河河段的冰情预报、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黄河以北输水干渠的水温预报等业务

工作中应用。



145

73.基于浪潮耦合的河口海岸风暴潮预报技术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15920179188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化水文预报软件、智能预警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热带气旋路径网格节点统计预报模型，

对热带气旋路径进行预报和预警，引入风暴潮浪潮耦合

模拟、台风暴潮多模式集合预报等技术，确保风暴潮预

报的精度和效率。可实现台风路径的预报精度达到 85%
以上，通过多核 CPU 并行计算，单场风暴潮的计算时

间可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适用于我国河口海岸风暴潮

灾害的预警预报，为台风暴潮综合防御减灾提供技术支

撑。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运用基于网络大数据统计方法的热带气旋路径预

报技术，台风路径的预报精度可达到 85%以上，预报精

度高；

2.通过多核 CPU并行计算，单场风暴潮的计算时间

控制在 15分钟以内，模拟精度高、稳定性好；

3.采用台风暴潮多模式集合预报技术，可有效降低

预报误差，将风暴潮增水的精度提高到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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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山东胶东湾中应用，集台风风场

快速预报、风暴浪、潮实时预报于一体，预测了胶东湾

沿岸风暴潮漫堤风险，为胶东湾风暴潮防灾减灾提供了

技术支撑。

2020年，该成果在福建泉州湾中应用，包含台风风

场数据获取及快速预报和台风浪—潮耦合实时预报及

风暴潮增水分析等技术，为福建省泉州市气象台防台预

警预报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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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淤地坝监测与预警平台

持有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联系人 王锵 联系电话 15991662829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化水文预报软件、智能预警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4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结合具有 ARIMA—LSTM 组合模型的“云

—边—端”实时监测网络，实现坝区水深、淤泥深度、

实时视频等信息传输，利用基于改进的 Deeplabv3plus
网络结构的淤地坝分割模型，对高危坝体进行定期评

估，实时分析环境，降雨量等动态因素，通过结合边缘

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基于物联网的淤

地坝安全预警体系。具有淤地坝数据可视化、实时监测、

信息管理、坝系展示、安全评估、风险预警、专家评分、

消息管理，用户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适用于有信号

覆盖的淤地坝、中小水库的运维管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该成果主要功能包括：淤地坝数据可视化、实时

监测、信息管理、坝系展示、安全评估、风险预警、专

家评分、消息管理，用户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

2.该成果通过利用有线/无线通信技术，将现场采集

数据及视频通过云服务器，同步传送到移动端 APP 和

PC 端运维管理平台，掌握淤地坝运行状态及流量、运

行情况、水位高度等情况，进行远程数据监控，实现淤

地坝长期、稳定、安全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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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20 年至今，该成果在韭园沟的王茂沟 2 号坝

和马连沟坝两座淤地坝中应用，实时开展坝体评估，对

高危病险坝做到早发现，早修复，提前规避溃坝威胁，

实现高/中风险预警 17次，为农户提供坝区淤地种植建

议、坝地健康评估，保障农户获得淤地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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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中小水库智慧运维系统

持有单位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杨光 联系电话 18512286138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化水文预报软件、智能预警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4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微服务架构，耦合综合数据库、物联网、

三维展示、专业模型库、水库管理业务等模块，建立以

单库为节点、以流域为单元、以市县为辖区、以省厅为

平台，构建“点、线、面”耦合的精准测报、交叉监控、

立体指挥体系，融合基础信息、实时监控、日常运维、

安全管理、上下级联动、水库监管等功能模块，实现水

库日常运管全流程数字化。适用于各地小型水库安全监

测提升建设、中小水库及流域数字化管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水利物理网模块。独创报文拼接技术，迅速接入

各类感知设备，连接测试结果：接入 10 万设备、每秒

上报 10000 条属性消息，64G 内存 CPU 占 48%，JVM
内存 4.64G；

2.集控指挥模块。以单库为节点、以流域为单元、

以市县为辖区、以省厅为平台，构建“点、线、面”耦

合的精准测报、交叉监控、立体指挥体系；

3.模型云平台。分门别类推送流域联合调度、安全

监测分析基础模型库，为用户提供 DIY技术，在水库定

检期间，实现自率参、自诊断、自评价；

4.全景业务管理。突出“三个责任人”、“三个重点

环节”，融合基础信息、实时监控、日常运维、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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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下级联动、水库监管六条业务主线，实现水库日

常运管全流程数字化；

5.防汛抢险演习：大中小屏三端协同，除草案编辑、

预案管理、方案复盘外，兼具多线程场景协同、多角色

专属工作台、一键集结防汛力量、文字指令语音发送等

实战功能。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重庆市北碚区中应用，辖区内的

7座水库全部接入中小水库智慧运维管理平台，进行统

一管理、实时监控。

2020 年，该成果在四川省会理市中应用，开展 10
座大坝安全监测硬件设施安装及系统平台建设，完善小

型水库运行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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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基于空天地多源信息同化的陆气耦合洪水预报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刘佳 联系电话 15010443860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化水文预报软件、智能预警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4项

科技奖励 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集合数值降雨预报、多源信息同化、网格型

半分布式水文模型构建、陆气耦合、实时校正等多项先

进水文预报技术与方法，在空天地多源信息同化的多模

式多方案降雨预报方案制定、陆气耦合网格尺度对洪水

预报影响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大气到陆面水文

过程的完整“预报链”。可延长洪水预报的有效预见期，

提高洪水预报精度，提升中小流域洪水预报预警的能

力。适用于洪水预报、降雨预报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预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针对陆气耦合洪水预报系统，充分考虑气象学和水

文学的特点，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一套

较为完整的陆气耦合洪水预报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

系包括降雨的二维评价指标和洪水预报评价指标，为预

报降雨的累积降雨量、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以及洪水

的洪量、过程、时间等的评估提供可靠的评价标准。

2.数值降雨集合预报研究

重点考虑对降雨有较大影响的微物理过程、边界层

以及积云对流方案等物理参数化方案，基于WRF模式

形成 12 组物理参数化方案组合，对两个流域内共 8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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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历史降雨事件进行模拟，评估获得不同类型

降雨的最佳物理参数化方案组合，形成集合预报集，为

我国北方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的降雨预报提供参考。

3.空天地多源数据同化研究

通过分析天气雷达数据和各类气象监测数据的特

点，结合WRF模式内外两层网格的嵌套方案，设计 11
组多源数据同化方案和 21 组不同高度层的雷达数据同

化方案。通过对比 32 组数据的同化对降雨预报结果的

影响，分析降雨过程以及累积降雨量的预报效果，最终

选取一套对降雨预报效果改善最明显的空天地多源数

据同化方案。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河北省大清河水系上游

典型流域中应用，针对河北省流域气候特点，以大清河

系紫荆关、阜平等以上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模式驱动、

信息同化、陆气耦合、模型模拟、综合分析等先进技术

与方法，充分利用卫星、雷达、火箭探空及各类地面观

测站等多源气象信息，以数值大气模式预报降雨为纽

带，耦合网格型半分布式水文模型为基础，提升了数值

降雨预报和洪水预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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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考虑水库调度和人类用水的径流模拟预报系统

持有单位
北京慧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邢艳 联系电话 18701455287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化水文预报软件、智能预警预报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基于 SOA 体系架构、Web 前端技术和

服务式地理信息系统等体系结构，集成了多种气候模式

和分布式水文模型，实现基于气象—水文耦合的中长期

径流预报，有效降低预报的不确定性，延长预见期，提

出基于关联维数的水文模型参数优选新方法，可提高水

文干旱预报预警和湖泊水安全预警水平。适用于中长期

水文预报、湖泊水安全预警、水资源调度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集成多种气候模式（欧洲 EC气候模式、美国 CFS
气候模式和中国 BCC—CPS气候模式）预报结果，通过

多种模式预报结果的交叉检验，降低了降雨预报的不确

定性；基于气象—水文耦合模型，实现了历史径流的模

拟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径流预报，有效地延长了预见

期；

2.基于关联维数的水文模型参数优越方法，引入一

种反映复杂系统的动力学特征的目标函数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优化算法进行参数优选，寻找到最优参数组合，

提高模型的预报精度；

3.采用确定性预报和集合预报的方式，实现了多尺

度（未来 0～10天和 0～30天）径流模拟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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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灵宝市窄口水库降雨洪

水预报调度一体化建设项目、桃林口水库雨水情自测报

系统中心站升级改造项目、第四师 17 座小型水库雨水

情监测预警建设项目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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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地下水信息接收处理软件

持有单位
水利部信息中心

西安山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桂莲 联系电话 010-63207012

对应需求 大型输调水建筑物运行期检测评估修复成套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 Net框架开发，采用动态配置方式，利

用自适应遥测终端的通信协议，通过 GPRS/SMS信道方

式实现地下水监测站信息自动接收和入库，并可与多家

厂商遥测终端设备兼容。包含数据通讯与传输服务的应

用软件，具有实时数据监测、监测数据管理、异常数据

管理、缺报漏报统计等功能。适用于省级或地市级地下

水监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系统高效性。从实用考虑，在网络带宽保证的情

况下，一般响应时间在 3秒以内，复杂的大数据量运算，

响应时间在 5秒以内；

2.系统可靠性。系统一旦发故障，能够迅速恢复，

并且保证重要数据不丢失，保证 7*24小时运行；

3.系统并发量。桌面端用户主要是省级监测中心用

户，并发量需要考虑不同 时间系统的访问量。综合考

虑各级用户的数量和访问频率，软件可支持 4000 人同

时在线进行系统访问、操作。服务端可支持 10000多台

设备同时在线上报数据；

4.系统灵活性。支持业务扩展及流程变更需求，支

持与其它系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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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年至今，该成果在全国 30个省级地下水监

测中心（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除浙江、江苏外）中应

用，实现了国家层级地下水监测信息自动接收处理。

2020年，该成果在安徽省应用，建设 61个地下水

自动监测站，实现了省级地下水监测信息自动接收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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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金地”地下水业务应用平台

持有单位 北京金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春生 联系电话 13911582377

对应需求 地下水监测资料整编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 1+1+N+1架构（1个监测中心、1个数

据平台、N个应用模块、1个门户）建设，把物联网、

自动控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在地下水监

测、地下水数据管理、超采区管理等业务系统中，提升

地下水资源监测及评价工作效率，实现地下水动态监测

数据的全面直观展示、立体分析。可为管理与保护地下

水资源提供决策信息，加强地下水资源监测分析能力，

为地下水资源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评估提供数据及

技术支撑。适用于地下水动态变化监测、地下水资源评

价、地下水水位预警预报。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响应时间高效性。从实用考虑，在网络带宽保证

的情况下，浏览响应时间不超过 3秒，查询处理响应时

间不超过 3秒；

2.系统可靠性。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具备抗干扰和正

常运行能力，具有稳定可靠的性能，确保各系统能够经

受长期的运行考验，保证信息采集、传输、存储和查询

的正确性与完整性；

3.系统并发量。该平台内部办公系统支持 300用户

并发访问，满足 3000人同时在线操作，并且系统能够稳

定可靠地运行，业务系统支持 300用户并发访问，满足

10000人同时在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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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易用性。系统面向全国地下水相关人员，其

易用性非常重要，系统建设结构化、模块化、标准化，

界面清晰，连接畅通。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山西省水利厅中应用，建立了数

据清洗、动态评价等功能，分别针对水利厅地下水管理

工作人员与各级水利局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进行建设，

为水利厅地下水管理工作人员与各级水利局提供了地

下水监测信息动态接收、展示，以及动态产品及月报的

制作管理。

2021年，该成果在辽宁省河库管理中心应用，建立

了地下水数据清洗模块、地下水动态月报制作模块、地

下水一张图展示模块等功能，分别针对中心地下水管理

工作人员与各分中心地下水数字监管工作进行建设，实

现地下水数值模拟，地下水动态监控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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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水文资料在线整编系统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联系人 香天元 联系电话 13317183736

对应需求 地下水监测资料整编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自动记录仪器、卫星通讯、移动互联网

等技术，结合智能终端应用，实现水文监测数据（自动

记录数据和人工观测数据）的实时通信、智能预处理、

计算和入库。可实现按照水文要素特征，实时选择和切

换整编方法，完成水文资料的实时智能整编，提高水文

资料的时效性。适用于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的实时整

编、自动查错、整编成果展示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监测数据统一管理。利用自记仪器、卫星通讯、

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结合智能终端应用，实现水文

监测数据（自记数据和人工观测数据）的实时通信、智

能预处理、计算和入库；

2.整编计算模型库完善。智能整编计算模型库涵盖

目前水文资料整编的所有方法，支持自编公式法，能够

完成河道、渠道、堰闸或水库的水文站的资料整编，也

能够完成潮位资料的整编、河道站或水库站多站流量的

合成，并支持用户灵活配置整编规则；

3.整编计算实时智能。通过机器学习、聚类算法等，

对实时传输的水文数据进行水文资料要素识别，按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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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要素特征，实时选择和切换整编方法，完成水文资料

的实时智能整编，提高水文资料的时效性；

4.资料成果自动查错。基于知识图谱，利用历年资

料错情案例及资料检查规则，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水文资

料检查模型库、测站拓扑关系库及水文要素关联库，自

动对水文资料整编成果进行检查，保证了水文资料的准

确性、合理性和可靠性；

5.数据应用服务丰富。针对多变、多样的社会需求，

实现灵活丰富、安全可靠的数据应用接口服务，在线支

持不同形式的数据应用，满足各项水利事业、社会公众

对水文数据的需要。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长江委所辖 345 个水文

测站中应用，完成水（潮）位、流量（潮流量）、悬移

质泥沙、水温等各要素共 841站年的资料整编，整编成

果及时可靠，并刊印于全国水文年鉴。

2021年，该成果在汉江流域中应用，在汉江洪水期

间快速收集水文信息，为丹江口水库防汛调度﹑汉江中

下游安全泄洪和水资源管理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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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基于人工智能的水利视频智能识别预警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信达软件技术（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江山 联系电话 18271924420

对应需求 图像视频 AI算法及应用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6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融合边缘计算和后台服务器分析，搭建集成

数据、设备、模型、预警等核心要素的统一调度平台，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进行前端实时分析，对于实时

性要求低的场景进行后端分析，形成前后端协同分析的

AI预警系统，实现对河流、湖泊及库区范围的全天候、

全方位智能监管。结合图像语义信息，从像素级别对视

频监控画面中的整体环境进行智能识别，可精确区分

人、车辆、建筑、船只等目标对象和水域、陆地等背景

的轮廓。适用于河流、湖泊、库区及其周边水域异常行

为或状态的智能识别和预警。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结合图像语义信息的精确识别

结合图像语义信息，从像素级别对视频监控画面中

的整体环境进行智能识别，可精确区分人、车辆、建筑、

船只等目标对象和水域、陆地等背景的轮廓，有效提升

对非法采砂、垂钓、游泳、水面漂浮物等场景的智能识

别。

2.基于边缘设备的视频实时智能分析

基于视频流处理框架，针对智慧工地领域开发轻量

化模型，并进行压缩加速，实现边缘端的智能分析，最

终结合配搭硬件设备，研发完整的边缘计算软硬件一体

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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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后端协同的 AI分析系统

搭建结合边缘分析及后端服务器分析的视频 AI平
台，研发数据、设备、模型等核心要素的统一配置和管

理，行成前后端协同的 AI分析系统。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重庆智慧河长管理信息系统中应

用，基于视频监控系统，对接已有的视频集成平台，搭

建视频 AI分析平台，实现对视频图像中游泳、垂钓、

水面漂浮物等现象的主动识别与预警，为河库实时监管

提供赋能保障。最终实现钓鱼误报率 15%，漂浮物误报

率 14.6%，采砂误报率 10.84%，游泳误报率 9.09%。

2021年，该成果在城口水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中

应用，基于视频监控系统，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为全县

5个片区，212个视频监测点搭建视频 AI分析平台，提

供智能分析服务，主要识别岸线施工、钓鱼两种场景，

其中岸线施工误报率 13.42%，钓鱼误报率 10%，通过切

实的智能分析与报警，为流域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

与修复以及综合管理等措施的实施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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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基于 AI计算一体化系统的河湖（库）水生态风险智能识

别与预警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杭州五易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若星 联系电话 0571-56729288

对应需求 图像视频 AI算法及应用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

建立针对图像的自动目标识别，在基础算法上进一步封

装和开发，实现视频 AI分析业务全流程数字化功能的

一体化系统。具有视频管理、计算节点、模型训练、任

务调度、计算服务、后处理算法、数据推送服务等功能

模块。适用于生态流量泄放、水源地供水安全风险、垃

圾漂浮物、水位、河湖管理“四乱”等智能识别应用场

景。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功能指标：

具备新建模型、上传图片、标注、训练、发布功能；

具备模型自动部署、更新、启停功能；

具备对接 GB28181国标视频、视频 RTSP服务以及

主流厂家大华和海康的视频调用接口的功能；

具备定时任务添加、删除、启停、编辑等功能；

具备针对同一摄像头，配置多个预置位进行自动巡

视，可识别多个模型功能；

具备识别同步录制短视频的功能；

具备置信度阈值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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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多个计算服务进行动态性能负载均衡的功能；

具备后处理算法功能，后处理算法包括但不限于：

负面清单、动态对象过滤、长宽比过滤、任意形状电子

围栏、标签名称过滤功能；

具备数据自动的推送到第三方系统中的功能。

2.性能指标

同一个 GPU显卡可以部署 1～8个模型；

同一个 GPU同一个模型比特率大于等于 4；
利用河湖监管 APP和无人机等进行现场排查验证；

建立“四乱”问题台账；

定期（按季度或年）进行动态监测并更新数据。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浙江省小水电生态流量

监管中应用，利用视频 AI来识别生态流量泄放状态。

2021年，该成果在丽水市河道清四乱智能监管中应

用，通过视频 AI识别河道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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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基于边缘计算的智能识别视频监控终端

持有单位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徐朝阳 联系电话 18664835186

对应需求 图像视频 AI算法及应用关键技术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将计算机视觉模型部署在边缘计算 AI 开发

板，配置黑光级摄像头、太阳能板、蓄电池和避雷针等

相关硬件设备，组成智能识别视频监控系统，集成 AI
深度学习芯片、通信传输和模型算法等技术于一体，实

现河湖“四乱”、水质异常、洪涝灾害等问题的智能识

别和自动预警。具有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高、宽带资源

占用少、实时性强和功耗小等特点，相比传统云端视频

监控智能识别方式更节约宽带资源和模型推理识别计

算力成本。适用于河道、湖泊和水利工程的全天候智能

化实时安全监控。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视频图像智能识别模型：

包括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语义分割等的通用模

型；准确率大于 85%；平均交叉比大于 80%；单帧识别

时间小于400毫秒；单个模型运行内存峰值占用小于

1.5GB。
2.开发板：

工作电压 12直流电压伏特；工作电流≤500毫安；

工作环境温度-10摄氏度～+5摄氏度；湿度 95%RH(40
摄氏度)；GPU 128-core Maxwell；CPU Quad-core ARM
A57@1.43吉赫；内存 4GB 64bitLPDDR4。

3.摄像头：

200W像素，最大图像尺寸为 192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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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讯：

数据传输速率：

移动 4G：18兆比特/秒～61兆比特/秒、3G：4.2兆
比特/秒；

电信 4G：50兆比特/秒～100 兆比特/秒、3G：5.4
兆比特/秒；

联通 4G：42兆比特/秒、3G：5.76兆比特/秒；

LAN 口，速率 100 兆比特/秒，可外接网络摄像机

等多种设备；支持视频传输 H.265/H.264/MJPEG等多种

压缩格式。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广东省西江流域管理局中应用，

对西江的垃圾漂浮物、黑臭水体、船体检测和植被破坏

等问题自动识别并预警，实现了监管方式从传统的人工

到智能发现和全程监管的转变，降低了人工巡河成本，

提升了流域管理水平。

2021年，该成果在湖南省益阳市智慧水利项目中应

用，采用 179套智能识别技术，由传统的人工现场河湖、

水利工程巡查转变为视频监控实时智能自动化巡查，降

低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为水利工程科学调度、精细

化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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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水电机组无人智能控制设备及远程集中监控平台

持有单位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 梁郁安 联系电话 13632424345

对应需求 水电机组无人智能控制设备及远程集中监控平台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3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水雨情、现场烟感、发电机组震动、厂

房水浸、流量监测等传感器，实现水电站全方位的数字

化监测和智能调度，基于 LoRa 技术的小水电机组智能

控制装置，可实现小水电站现场无人或少人值守，深度

学习的小水电图像识别方法，可对入侵人员、厂房内电

气柜、发电机组以及主变压器冒火冒烟进行图像识别并

报警提示。可实现对梯级水电站、水电站群集中控制、

优化调度，充分利用水资源，提高发电效率，有效提升

电站发电效益 10～20%。适用于水电站智能化升级改

造。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水电机组无人智能控制设备：

（1）基于 LoRa技术的小水电机组智能控制装置，

实现小水电站现场无人/少人值守。控制装置实现 1 个

TCP/ip 速率 100 兆及 1 个 rs485 波特率 9600 比特/秒以

上通讯功能；

（2）根据来水情况对发电机组进行自动开停机、

自动负荷调节的智能顺序控制；

（3）深度学习的小水电图像识别方法，对入侵人

员、厂房内电气柜、发电机组以及主变压器冒火冒烟进

行图像识别并报警提示，对水轮机轴端漏油图像识别并

运行安全报警功能，模型像素精确度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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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程集中监控平台：

（1）查看电站运行状态、参数、报警信号和历史

数据等，实现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监测、流量曲线展示

与预警应用，与上级调度通信，按照电站调度中心一级

级传送指令，实现远程自动控制；

（2）对自动化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

能诊断等，将电站效能发挥到最大，并减少设备故障与

执行机构磨损，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3）通过对整条流域内各水电站的库容变化、集

雨面积、流域各电站距离、来水流速等数据进行分析，

形成该流域特定的调度方案，汛期通过对自动化设备远

程开停机、调节等操作，达到均衡调度目的，保障电站

安全。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龙门县龙平渠电站智能化控制改

造中应用，通过安装小水电机组无人智能控制装置等设

备，对龙平渠电站发电机组进行自动化智能改造，新增

智能化控制柜、改造调速器、刹车控制等设备并将励磁

数据、远程监控数据接入远程集控平台，实现自动化控

制电站，减少电站值守人员。

2020 年。该成果在龙门县远程集中控制平台中应

用，利用龙门县水利局三防会商室，加设龙门县绿色小

水电管理服务中心，实现电站机组运行、生态流量等全

方位的监测、监控和监视，并将结果汇聚到数据中心，

对感知的结果进行大数据分析，为科学管理、精准服务

和高效运行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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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无人值班智慧电站及电站（群）集约化管控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联系人 张巍 联系电话 0571-56729242

对应需求 水电机组无人智能控制设备及远程集中监控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10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人工智能和 LoRa 物联网技术，由视频

监控、门禁识别、视频及图像 AI识别、动态预警、信

息存储、数据挖掘等模块有机结合，实现数据采集、安

全监测、视频和图像自动识别、动态预警、智能调度等

一体化控制和智慧管理。可根据不同电站（群）管理需

求，实现单个电站无人值班的自动开停机、故障预警、

视频和图像 AI自动识别、生态流量监管及生态调度等

功能。适用于水电站智能化改造工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大量视频信息，采用图像识别技术对水电站

水位、危险源等进行智能判断与预警，支持不同场景的

自学习功能；

2.结合区域内的水文、气象和水资源综合利用需

求，进行来水量预测和水量调配，对水电站（群）进行

单站和梯级优化调度；

3.基于 LoRa技术的物联网传输设备；

4.视频 AI图像识别准确率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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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动负荷调节响应时间小于 4秒；

6.事故动作响应时间小于 1秒；

7.中大型水库来水量预测准确度大于 70%；

8.软件系统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8000小时；

9.系统年可利用率大于 99.5%；

10.管理成本降低率：15～30%。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梯级

电站中应用，可对所有梯级电站主辅设备进行远程监视

和控制操作，以及根据流域来水量进行整个梯级电站的

经济运行调度，有效提高了梯级电站综合管理水平，提

高年发电量，综合发电效益提高了 10%以上，发电量增

加了 20%以上，运行稳定可靠。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浙江省金华市横锦水库

电站中应用，实施机电设备报废重建和自动化升级改

造，在横锦水库一级电站设立调度监控中心，采用无人

值班和集约化监控技术，实现了无人值班和一级二级电

站远程监控，同时可根据流域来水量，对电站机组出力

进行自动调节，实现梯级电站优化调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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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

86.城镇智慧节水综合管理平台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

联系人 王珺珂 联系电话 13469955798

对应需求 城镇智慧节水综合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节水置换生态用水、大规模中水回用、

生活节水全过程监控和动态感知，整体提高城镇用水效

率，解决水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难题，实现城市水系激

活、城市河湖生态环境改善、城乡节水一体化和区域全

覆盖。利用精准监控和实时预警功能，有效降低示范区

输配水管网漏损率至 30%以下，提高城区再生水利用率

30%以上，减少优质水（自来水）利用率 10%以上。适

用于有节水需求的城镇。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构建城镇基础水雨情信息、水文站水位流量信息、

水库水位信息、再生水厂水质及取用水量信息、水利工

程运行状态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城镇水资源全过程

100%监控；

2.借助精准监控和实时预警功能有效降低示范区输

配水管网漏损率至 30%以下；

3.智能调度系统可提高城区再生水利用率 30%以

上，减少优质水（自来水）利用率 10%以上；

4.通过联合调控技术，示范区小流域内全面消除劣

Ⅴ类水体，重要控制断面的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和总磷改

善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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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性能指标：在用户数量不少于 200人的前提

下，页面数据具有较高的传输率，普通系统页面达到 3
秒内的传输延迟，对于 GIS图像等多媒体数据的传输延

迟控制在 10秒内。

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浙江省义乌市中应用，覆盖义乌

市 177 平方公里 180 万人口，6个水源地，2 个污水处

理厂，8个自来水厂和义驾山水系激活功能区，全方位

立体监测现有水资源量、污染状态、城市需水以及生态

补水等水资源状况，具有六个中型水库实时干旱预警和

智能化调度、六都溪小流域水量水质综合调度等功能，

实现水资源取—用—耗—排的精准管控，提高主城区再

生水利用率 30%以上，减少生活污水排放，实现再生水

基本全回用，减少优质水（自来水）利用率 10%以上。

2020年，该成果在浙江省永康市中应用，覆盖永康

市舟山镇舟山一村、二村和三村居民约 3500 人及前仓

镇世彰村和象珠镇派溪吕村用水户约 1195 户，精确建

立供水管网在线水力模型，计算 DMA分区综合漏损率，

对压力异常管段实时预警，实现漏损管段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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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水务物联网感知终端

持有单位 北京市水利自动化研究所

联系人 聂明杰 联系电话 15910653194

对应需求 城镇智慧节水综合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可全面感知水务监测要素，采集雨量、水位、

流量、径流、墒情、闸门开度、水质等各类水文、水资

源、水利工程的实时数据。通过 4G/NBIOT、北斗、以

太网、近距离自组织网络等通讯方式，进行灵活可靠传

输。具有智能处理，即插即用、智能诊断、远程配置、

智能分析等功能。适用于水利工程监测、水文、气象、

水资源、水土保持、水环境等领域信息感知、汇聚、传

输。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以水务物联网感知终端为核心，构建了由传感器、

感知终端、通信网络、接收平台、数据库接口、展示软

件组成的水务物联网感知技术架构，形成了一套全面透

彻感知、稳定可靠传输、水务智慧应用的技术支撑体系；

2.形成了 20余种水务传感器的采集库，可全面透彻

感知水务监测要素，采集雨量、水位、流量、径流、墒

情、闸门开度、水质等各类水文、水资源、水利工程的

实时数据；

3.通过构建模块化应用程序软件库，实现了数据采

集、存储、4G/GPRS/GSM/NB—IoT/北斗卫星/以太网通

信、无线自组网等功能，实现水务数据的可靠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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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北京市河湖管理处水情

信息采集整合系统、北京城市河道湖泊水位监测系统

（一期）、北京市水资源统一调度平台（一期）等 20余
个项目中应用，在水旱灾害防御、水文水资源、排水、

水土保持等业务领域推广 600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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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智慧水务综合服务平台

持有单位 新疆河润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王丽婧 联系电话 18160680917

对应需求 城镇智慧节水综合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2项

实用新型专利 13项 软件著作权 14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在水处理厂、泵站、管网、户表等涉水设备

或节点安装数据采集设备，将自控系统生产运行数据、

管网压力/流量/水质重要检测数据、表务计量数据、营

业营收数据等通过网络实时传输到统一平台，通过对各

类关键数据的实时监视和智能分析，给予相应的处理结

果辅助决策建议，实现水务运营系统的精细化动态管

理。能有效控制水量损失和电能消耗，降低供水产销差

率 9.74%，每立方米供水量可降低电成本 0.007 元。适

用于供水设备、水处理设备的智能识别、监控和管理，

设备在线能耗诊断、水量水质远程动态检测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基于 RFID 的水务部件信息感知技术。采用无线

射频识别 RFID技术，实现包括供水、排水设施，净水、

配水设备，污水处理设施等的标识管理，建立水务设施

管理档案库，全面实现信息化管理；

2.基于智能控制器的生产运行数据自动采集技术。

采用智能控制器，具备一定的存储容量、无线通讯功能

及逻辑运算能力，通过 4G无线通讯功能与水务数据中

心交互数据，通讯中断或异常时，运行数据存储在智能

控制器存储卡上，通讯恢复后再上传；

3云计算技术。智慧水务私有云采用虚拟化对各种

计算资源进行池化，按需分配，实现高效灵活的 IT 基

础架构和高可用的 IT 服务水平，提供增强的安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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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配置，并可统一管理云环境。

4.大数据分析技术。水务系统现场存在着海量生产

运行过程数据，对所属各生产单位实时和历史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实现对各超限数据的自动会诊，提供初步的

起因判别与处理措施决策，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同时

建立智能学习体系，构建水务知识库和专家库，实现数

据智能分析，利用感知数据的时空相关性分析系统关键

性数据，为企业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5.SOA技术。智慧水务平台以应用为中心，采用SOA
技术实现水务云平台，以 SOA面向服务的特性，通过服

务接口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的松耦合，不同水务服务可以

相互交换数据，使平台既可以整合现有的业务应用又能

满足未来新的应用需求，实现信息的高度集成；

6.信息安全技术。采用用户分级管理、网络防入侵

等措施，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充分利用网络级、数据

库级、文档区域段级等安全保密机制，实现数据加密，

保障信息的安全性;通过虚拟机备份和在线迁移技术保

证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

开发区（国家级）中应用，建设甘泉堡园区供水管网及

供水基础设施的同时，开展机房设备部署安装、企业信

息化集成平台部署、通讯平台部署、设备维护保养系统、

水源地水质监测系统、管网水质监测系统、压力在线监

测系统、流量在线监测系统等，覆盖园区 360平方公里

的工业、城市、生活及绿化用水，提高园区用水整体效

率与信息化管理水平，为实现智慧水务提供技术支撑与

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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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多维一体化水沙数学模型软件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关见朝 联系电话 010-68786659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水文分析、水力计算模型软件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学进步奖特等奖 1项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 CAD 功能插件，实现散点云图批量绘

制、空间信息批量提取、区域属性整体设置等数据自动

化处理功能，基于 DevExpress的图表可视化插件，实现

大时空尺度的水沙运动模拟，既能适应复杂的地形边

界，又能够精确、高效地计算主槽中的水沙过程。与国

内外同类软件相比，集成了模拟过程中的前处理、计算

和后处理模块，在同一系统框架下实现水沙数值模拟的

全流程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和经费投入。适

用于洪水演进模拟、水库淤积计算、河道及河口海岸冲

淤演变预测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该成果按照可靠性、全面性、高效性、安全性和

灵活性实现了水沙数值模拟过程的前处理、求解器和后

处理功能模块，胜任对水沙数据和工程流程的规范管

理，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技术难度；

2.与国内外同类软件相比，集成了模拟过程中的前

处理、计算和后处理模块，剔除了非必要功能，对项目

和工作流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同一系统框架下实现水

沙数值模拟的全流程管理，避免了软件切换和数据转

换，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和经费投入；

3.在集成框架中，模块互相隔离，依赖度小。不同

的组件可以独立开发、部署和测试。对模块的更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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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集成框架及其他模块的行为，便于软件维护。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黑龙江流域防护工程及三江联通

工程中应用，构建了大尺度的一维黑龙江干流长河段模

型以及多个重点河段的二维水沙数学模型，计算了黑龙

江省中俄界河岸岛防护工程以及引水工程引起的水文

要素变化和河道冲淤变化，为防护工程设计方案优化和

黑龙江省三江连通工程可行性论证提供了支撑。

2021年，该成果在黄河刘家峡洮河口排沙洞及扩机

工程排沙效果及运行项目中运用，科学评估了洮河口排

沙洞排沙效果及其影响，提出了洮河口排沙洞排沙及水

库调度运行的优化方案，为洮河口排沙洞及刘家峡水电

站安全、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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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长江流域水文水资源分析平台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联系人 欧阳硕 联系电话 027-82829667

对应需求 通用型国产水文分析、水力计算模型软件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结合水文特性地域差异性特点，综合归纳总

结不同地区水文分析方法，构建多地区、多尺度、多功

能的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平台，通过统一、简洁、美观

的图表展示分析成果，同时加入技术成果校审流程保障

水文分析成果质量，为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工作提供可

靠、规范、高效的技术支撑。适用于流域规划、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保护、水旱灾害防御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插补延长模块：能够对洪水摘录表进行插值计算

和洪水要素统计分析功能；

2.统计模块：能够实现对基础资料的特征值统计分

析；

3.频率计算模块：包含连序、非连序系列两类，分

布函数具有 P-Ⅲ、指数、广义极值等多种线型分布；

4.暴雨洪水模块：能够根据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暴

雨资料，采用推理公式或单位线法推求设计洪水；

5.洪水过程模块：包含了同频率法和同倍比法两种

不同计算方法，实现了洪水过程线的图表联动和手动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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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位流量关系模块：包含了实测数据拟合、曼宁

公式计算和伯努利方程 3种计算方法，能支持渠道、天

然河道等多种类型；

7.泥沙输移模块：包含水流数值模拟和水沙数值模

拟功能，可应用于洪水波演进和长河段、长历时水沙输

移及河床冲淤数值模拟；

8.技术成果校审模块：按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实现《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产品作业文件》设

计的质量过程控制流程，完成对分析成果进行校核、审

查、核定和校准。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应急

监测中心、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北一方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湖北汉鑫水务咨询有限公司等 6家单位中应用，

为水利工程项目的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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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灌区耗水态势遥感监测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魏征 联系电话 18710047605

对应需求 灌区耗水态势遥感监测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国际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农业节水科技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多源遥感影像处理全链路自动化技术，

构建基于改进单元能量平衡公式的遥感耗水解译方法，

采用作物耗水无云影像碎片化处理方法，实现灌区旱作

物、水稻田、果林等不同作物耗水态势的即时空间监测。

全国范围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1～5 公里，灌区及分灌

域范围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250～500 米，示范区等功

能特定产品不低于 30 米。适用于灌区耗水态势实时监

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空间分辨率：全国范围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1～5
公里，灌区及分灌域范围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250～500
米，示范区等功能特定产品不低于 30米；

2.时间分辨率：全国范围数据产品≥8天，灌区及分

灌域范围时间分辨率可≤3天，示范区等功能特定产品

可每日更新；

3.计算效率：全国范围更新单日实时产品计算效率

≤3小时，灌区及灌域范围更新单日实时产品计算效率

≤0.5小时；

4.监测精度：耗水监测精度可达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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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河套灌区中应用，集成土地利用、

气象、作物、遥感等信息，构建自动更新的标准化数据

库，具有作物需水、作物耗水、灌溉预报等相关信息自

动计划和统一展示功能，提升了河套灌区获取、挖掘灌

区农田灌溉需求的能力，提高灌溉水资源利用效率 10%
以上。

2020年，该成果在回龙灌区中应用，研发了灌区用

水信息遥感测报平台，监控灌溉面积 2.2万亩，有效监

测时空分异的苹果需水量、耗水量、需水预报以及灌溉

决策等灌区日常调度业务工作，减少无效弃水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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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灌区需（耗）水信息时空诊断与预测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魏征 联系电话 18710047605

对应需求 灌区耗水态势遥感监测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国际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农田—控制区域—灌区等多尺度需耗

水、作物生理生态、分布式土壤水分原位监测及多源遥

感监测的方法，基于水分运动过程、作物生长、地表植

覆因子响应、气象等物理过程相关理论，明晰灌区需耗

水时空格局—生境因子之间的耦联关系。全国范围通用

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1公里，灌区及灌域范围通用数据

产品空间分辨率 250米，数据订制功能特定产品最高可

达 16～30米。适用于区域用水信息实时监测预报。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空间分辨率：全国范围通用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1公里，灌区及灌域范围通用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 250
米，数据订制功能特定产品最高可达 16～30米；

2.时间分辨率：全国范围通用数据产品时间分辨率

8天，并提供月平均及年平均等统计结果，灌区及灌域

范围通用数据产品时间分辨率为每日；

3.预报预见期：全国范围以区县为预报单位，预见

期最长可达 90 天，灌区内用水信息空间分布精细化预

报，预见期可达 15天；

4.预报精度：作物种植结构识别精度可达 90%以上，

作物需耗水及土壤墒情实时监测数据精度可达 8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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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物需水预报精度可达 75%以上。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洪金灌区管理处中应用，构建了

基于 LORA+4G网络的无线称重数据实时传输网络，计

算了灌区蒸散发，实现了灌区蒸散发适价精准监测，为

灌区耗水规律研究及进一步的精准灌溉指导提供数据

支撑。

2020年，该成果在漳河工程管理局中应用，研发了

快速、高效、高时空分辨率的灌区水情信息融合同化技

术，形成了统一时空分辨率的灌区用水信息诊断预测方

法，获得了短期灌区灌溉预报，覆盖漳河灌区 18 千米

干渠控制的 50万亩农田范围，提升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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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灌区实际灌溉面积遥感监测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陕西省地下水保护与监测中心

联系人 魏征 联系电话 18710047605

对应需求 灌区种植结构及灌溉面积的遥感监测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充分考虑灌区实际工作所需要的业务流程

以及管理层级，面向象元尺度、行政区划及渠系控制范

围，集成卫星遥感解译技术、数据融合技术及多模态多

源空天地数据产品，结合遥感影像高效全链条处理技

术，构建作物耗水、土壤墒情反演算法，形成基于作物

需耗水驱动的区域灌溉农田灌溉面积即时性、自动化、

高效化监测技术。适用于政府机关、大中型灌区管理部

门，以及规模化种植户。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充分挖掘作物耗水、土壤墒情、气象因子等多源

数据的关联特征，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云平台技术以及

据此研发的自动下载、高效解析、多元融合算法，将遥

感影像（空）、气象因子（天）、地面监测（地）融合驱

动灌溉面积计算，实现农田灌溉面积及灌溉水量的即时

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时空序列以及统计分析的图形化

展示；

2.解决当前灌溉面积计算实时性差、专业技术门槛

高造成推广应用难问题。技术提出的多源遥感影像全链

条处理技术，效率提升 80 倍，实现了遥感影像解译技

术应用的即时性；一键式作物耗水、土壤墒情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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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管理者无需具备专业技术背景，运行维护方便，大

幅提升技术落地性。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陕西省水利学会中应用，建成了

面向行政区划、渠道（管道）控制范围的灌溉面积可视

化展示与定位统计分析的信息化平台，覆盖 100万亩陕

西关中地区旱作物种植区，支撑了陕西省关中地区农业

用水数据管理与分析，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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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智慧灌区用水全过程监管平台

持有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陈高峰 联系电话 15920179188

对应需求 智慧灌区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2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5项

科技奖励
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集成物联网技术、计算机视觉计算、人工智

能技术、云技术、大数据技术和软件应用技术，建立自

动控制体系、智能应用体系、主动服务体系、支撑保障

体系，实现灌区水资源管理、工程管理、取用水管理、

运行管理、防灾减灾管理，为灌区合理分水、管住用水

和科学供水提供技术保障。通过“一张图”的模式透彻

感知灌区关键数据，并对感知数据进行深化处理及靶向

应用，提高信息采集和利用的精准度。适用于灌区高效

节水管理。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低功耗节水灌溉控制器利用低功耗嵌入式技术和

多模式无线数据传输方法，解决单一数据通信方式下通

信故障率高、功耗大的弊端，工作功耗：<0.096瓦（低

功耗模式）、<0.36瓦（传输模式）；控制器在丢包率小

于 10%的前提下，传输距离可以达到 2.5千米，可满足

采集数据和控制电磁阀的要求；

2.研发视觉式明渠流量计进行渠道水位流量测量，

流速测量精度为±0.5%、水位测量精度为±1毫米、综

合系统测量精度为±1.5%；

3.开发的智慧灌区用水全过程监管平台，系统响应

时间<0.1秒，系统最大并发用户数为 1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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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流溪河灌区中应用，建

设 16 个重要支渠水量图像监测点、布置 3 处水质监测

点以及 4处视频监控点，开发 1套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用

水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的实

时计算分析及日常工作管理的相关功能，实现按需、按

期、按量高效供水，做到计划用水、优化配水，提高了

灌区综合效益。

从 2016 年至今，该成果在广州市流溪河灌区管理

中心、汕头市金平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恩平市水利工

程建设服务中心、惠东县水务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博罗

县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白盆珠灌区琼海市合水水库

灌区管理处、乳源瑶族自治县引杨灌区管理所、南雄市

瀑布灌区管理所和平远县富石水库灌区管理所等单位

中应用，已推广设备 46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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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智慧灌区优化调度与信息管理系统

持有单位 北京金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春生 联系电话 010-63203287

对应需求 智慧灌区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4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通过对灌区的水情、雨情、土壤墒情、气象

等各项信息采集、整合和分析，对闸门、泵站、测站远

程监控，融合观测、模型模拟和预测的结果，实现灌区

用水计划、实时灌溉需水预报、水源实时调度、水量调

配、水效分析与用水总结、制定应急供水调度预案等核

心业务，以及基础信息、安全生产、水费计征结算、日

常办公、公众服务等其他业务管理。可将灌区水源工程

来水预报、灌溉用水预测、多水源联合优化调度等数据

通过图表等多种方式展示。适用于灌区水情管理、水量

管理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建成了统一的公共支撑平台，编制了单项应用开

发暂行规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这些都

为推动横向的信息共享、未来流程整合和按需协同互动

等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2.运用可视化技术，将灌区水源工程来水预报、灌

溉用水预测、多水源联合优化调度成果通过图表等多种

方式进行展示。构建一体化的文图库可视化决策支持系

统，提供给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准确、及时的决策辅助信

息；

3.采用分布式的开放结构，以调度管理中心站为中

心，以下辖多个子站为辐射点。调度管理中心站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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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灌区水资源的调度、配水、监测等。在灌区的支渠干

渠设置多个监测站，对水位、雨量、流量、土壤墒情等

进行监测，对闸门、泵站等进行遥测。利用通讯系统，

中心站直接监控各个子站，例如灌区的渠道、闸门等情

况。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102团
水电分公司中应用，为水管站工作人员和各级配水员提

供了灌区水情信息及各个监测点日、月、年水量统计展

示，具有调度指令管理，实现配水员、水库调度员等多

层级的水量申请、汇总和审批功能，为水情管理、灌溉

管理、水量调度提供了支持。

2021年，该成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

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中应用，涉及水利一张图、综合

信息服务、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管理、闸门控制管理，

为水情管理、水费计征、水量调度提供了支撑。



191

96.智慧灌区管理系统

持有单位 北京奥特美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郝强 联系电话 15810547492

对应需求 智慧灌区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 B/S构架模式，在成熟技术的基础上采

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技术和设计工具，进行应用系统的开

发，系统数据通过监测中心将遥测硬件设备的数据进行

统一收集并处理归类，系统配套手机客户端。支持分布

式部署，具有一张图、大屏系统、监测中心、控制中心、

运维系统、灌区综合业务、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适用

于大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与现代化改造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系统响应：常规操作的响应时间小于 3秒；周期

性数据报表实时分析响应时间小于 5秒；大数据统计分

析响应时间小于 10秒；系统支持并发访问量 QPS大于

200；
2.系统数据存储：各类基础数据永久保存；监测监

控数据（除视频数据外）永久保存；视频监控数据至少

保存 30天；统计报表和汇总分析数据至少保存 3年；

3.系统可靠性：系统保证每周 7×24小时连续不间

断工作；系统重大故障恢复时间小于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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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在巨鹿县现代农业“田田

通”智慧节水灌溉项目、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万亩农田

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权试点实时在

线监测系统建设项目、贺兰县现代化灌区量测水设施建

设项目、新疆第三师 46 团灌区信息化建设项目、黑龙

江省富锦市锦西灌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夏津县引

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项目等中应用，系统运行良

好，遥测数据准确，统计分析数据及时，能够第一时间

反映出当地现场的实时运行情况，为灌区管理提供了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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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基于水量优化配置的现代化灌区智慧管控平台

持有单位 长江信达软件技术（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梅粮飞 联系电话 17386172617

对应需求 智慧灌区管理平台

专利情况 — 软件著作权 19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孪生、

GIS+BIM等信息技术，构建水调控高效化、水供给精细

化、水工程管理智能化、水服务人性化的现代化灌区智

慧管控平台，为渠道水量精细化控制、灌区智能业务应

用、灌区智慧工程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撑。可实现工程档

案管理信息化，灌区工程运维协同化、移动化，工情监

测智能化，覆盖规划期、建设期、运维期全生命周期管

理过程，有效提升灌区工程的管理水平。适用于各类灌

区管理与提升改造工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GIS+BIM、自动控制、水量调度模型等先进信息技术，

构建了包含智慧感知控制、基础设施运行环境、智慧灌

区数据中心、智慧灌区能力中心、智慧灌区应用、智慧

灌区服务的技术架构体系；

2.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灌区数据资源融合技术。汇集

融合海量多源异构的灌区数据，包括灌区工程基础信

息、灌区工情监测数据、水雨情监测数据、闸控数据、

视频监控数据、业务管理数据等，建设智慧灌区数据资

源中心，为渠道水量精细化控制、灌区智能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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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智慧工程管理等提供坚实的数据底座；

3.基于物联网的渠道水量精细化量测管控技术。利

用物联网技术，在水资源调度模型的智能决策支持下，

平衡灌区来水和田间作物需水，实现渠道各级闸门上下

游联动控制，达到灌区水量的精细化调配和管控成效；

4.基于机器学习的水资源调度配置技术。采用“以

供定需”的管理模式，基于坚实的数据底板和机器学习

算法，研发了灌区作物需水模型、优化配水模型、实时

调度模型，为灌区调度计划的制定、实时水量调配提供

智能决策支持，并建设了覆盖计划制定、实时调度、实

时监测、数据统计的全业务流程、多层级上下游协同的

智慧灌区业务应用系统。

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宁夏水资源调度系统中应用，通

过对全业务流程、全口径用水管理的全面覆盖，实现了

引黄灌区水资源调度的智能化决策支持、多层级上下游

协同化调度，提升了引黄灌区水量调度管理工作的效率

与水平。

2020年，该成果在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南北干渠及

贺兰山东麓生态保护水源跃进渠扩建改造工程信息化

建设项目中应用，完成 21座水闸、30座直开口的自动

化监控建设，实现渠道水闸自动化监控、重点断面数据

自动监测采集、业务应用系统实用易用，实现了灌区自

动化、信息化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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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再生水安全高效滴灌利用技术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李久生 联系电话 15201123170

对应需求 农村非常规水智能灌溉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1项

科技奖励
农业节水科技奖一等奖 1项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基于灌水器抗堵塞性能定量评价指标，构建

适用于复杂水质的防堵塞灌水器结构参数优化方法，采

用防止灌水器堵塞的滴灌系统加氯/酸技术，基于再生水

氮素与肥料氮素的相互作用机制，形成再生水滴灌养分

优化管理模式。亩均可节水 60 立方米左右、节肥 10%
以上，滴灌系统使用寿命延长 1.5倍以上。适用于城郊

及农村地区再生水安全高效灌溉利用。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探明了再生水滴灌生物、化学和物理堵塞形成与

发展机制，首次发现控制堵塞的灌水器流量阈值，提出

了灌水器抗堵塞性能定量评价指标，构建了适应于复杂

水质的防堵塞灌水器结构参数优化方法；

2.系统揭示了加氯处理及运行模式对滴灌系统安

全、作物生长和土壤环境的影响机制，发明了防止灌水

器堵塞的加氯/酸技术和系统，首次制定了协同考虑堵塞

减缓效果、土壤环境与作物生长安全的加氯/酸运行管理

标准；

3.建立了基于 15N示踪肥料当量法评价再生水中氮

素有效性的方法，得出再生水氮素有效性约为当量尿素

的 60%，探明了再生水氮素与肥料氮素的相互作用机

制，提出了再生水滴灌养分优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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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明了典型病原体在农田环境介质中的迁移富集

规律和行为特征，提出了降低再生水中典型污染物对环

境介质潜在影响的灌溉管理方法。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 年至今，该成果在北京市、山西省、河南

省、浙江省、云南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

区）中应用，累计应用面积超 4万亩，亩均节约淡水 60
立方米以上、节肥 10%以上，对减少地下水超采、控制

污水排放、降低农田面源污染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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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农村非常规水分质分流智能灌溉技术

持有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许龙飞 联系电话 13937182188

对应需求 农村非常规水智能灌溉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1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包括分质分流供水、墒情在线监测和智能化

灌溉等方面，以处理后的农村非常规水为主要灌溉水

源，以当地地表水为灌溉补充水源，利用水质监测及判

别技术，筛选出满足灌溉水水质要求的农村非常规水分

质供水，运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控制系统，确定每次

灌水所需的精确时间和最优水量，启动相关执行设备实

施精准灌溉。可实现农村非常规水资源化利用率 75%，

灌溉管理模式由传统地面灌溉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适

用于集中连片农村、农场生活污水回用及农田灌溉精细

化管理等。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分质分流灌溉用水调控技术。分质分流灌溉用水

调控技术是根据作物对水质的不同需求，分别提供不同

用水的供水方式。利用水质监测及判别技术，判别水质

是否满足灌溉要求，通过自动管理水源的切换，筛选出

满足灌溉水水质要求的农村非常规水进行灌溉；

2.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技术。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

技术是将采集的农田和植物相关参数传送到上位机，通

过相应的软件进行数据计算、信息分析、综合决策作出

灌溉预报，确定每次灌水所需的精确时间和最优水量，

启动相关执行设备实施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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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0年，该成果在浙江金华市永康市舟山镇杨溪水

库上游的端岩村和高下杨村中应用，建成智能灌溉系统

2套，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20亩，其中高下杨村葡

萄园区 20 亩，灌溉方式为管灌，端头村桂树园区 100
亩，灌溉方式为小管出流。

2020年，该成果在内蒙古河套灌区乌兰布和灌域水

肥一体化智能灌溉项目中应用，依托原有智能化灌溉系

统，搭建分质分流智能化灌溉系统 1套，增加水质判别

与分质分流灌溉功能，建设规模 15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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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寒冷地区农村供水工程防冻技术

持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中水净通（西藏）高原供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亚龙 联系电话 15902729311

对应需求 寒冷地区农村供水工程防冻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农业节水科技奖二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由冰冻水井解冻系统、太阳能光伏供水系统

及供水末端循环防冻供水系统 3部分构成，通过蓄电池

对水泵进行供电，并采用太阳能充电组件对蓄电池进行

充电，设有保温箱，能够保证对水泵的持续供电与保温，

防止因过冷而导致的断水情况。可实现农村供水工程水

源寒冷季节取水正常，水源保证率达到 95%以上。适用

于寒冷地区农村供水工程冻害防治。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针对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水井水源冰冻，可维持水

井内部常年处于不冰冻状态，提供运行状态异常报警，

从而实现水源正常供水；

2.农村供水工程水源寒冷季节取水正常，水源保证

率达到 95%以上；

3.供水用户端冬季正常供水，供水保证率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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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19年，该成果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尼玛县、日喀

则市定结县中应用，建设多处一体化光伏供水保暖房，

起到了防冻保暖的作用。

2021 年，该成果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坝县中应

用，采用调节蓄水池及 U型水龙头建设循环防冻供水系

统，保证了管道中水流的持续流动，解决了片区的冬季

供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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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咸寒区供水渠道冻害评估处治技术

持有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

联系人 黄英豪 联系电话 13851778234

对应需求 寒冷地区农村供水工程防冻技术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5项

实用新型专利 4项 软件著作权 2项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项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渠道冻害自动化远程监测分析评估预

警系统，获取典型渠道断面年周期水位、温度、渗透压

力等影响渠道冻害的主要指标特征值，为咸寒区渠道冻

害处治措施及管理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围绕引起冻害的

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工程设计和运行阶段的相关具体参

数，综合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技术，建立

了渠道冻害安全评价方法。适用于寒区引调水工程输水

安全运行保障。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渠道冻害机理与处治方法。利用渠道冻融过程离

心模型试验成套技术，开展了渠道反复冻融和反复干湿

循环的离心模型试验，揭示了复杂环境作用下寒区渠道

的劣化破坏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处治技术措

施；

2.渠道冻害监测与预警预报技术。利用研发的渠道

冻害自动化远程监测分析评估预警系统，获取了典型渠

道断面年周期水位、温度、渗透压力等影响渠道冻害的

主要指标特征值，为咸寒区渠道冻害处治措施及管理决

策提供了基础数据；

3.渠道冻害安全评估。以实际工程作为对象，围绕

引起冻害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工程设计和运行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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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具体参数，综合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

技术，建立了渠道冻害安全评价方法；

4.渠道冻害快速修复技术。结合咸寒区渠道快速修

复工作要求和内容，围绕冻害快速修复作业难点，研制

了适用于北疆供水渠道的冻害快速修复新材料。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北疆供水一期工程总干

渠、西干渠、南干渠中应用，累计推广应用渠道公里数

134公里，创建了冰期水力控制数字渠道仿真系统，研

发了集渠水增温保温漂浮太阳毯、渠基碎石桩辅热、衬

砌板表面加热于一体的渠道局部融冰技术，开发了高效

的渠道复合保温盖板，为高寒区渠道低温运行控制提供

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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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自来水排空式防冻出水装置

持有单位 陕西渭水源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关亚朋 联系电话 18992065606

对应需求 寒冷地区农村供水工程防冻技术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排空式防冻原理，结合冻土层以下保温

防冻技术，采用快速连接和锥型密封结构，实现自来水

关闭后，冻土层以上出水杆存水排入防冻层以下存水腔

体中，确保再次打开自来水后顺利通水。手动操作，无

需引入电源，可与常规取水方式有效连接。适用于环境

温度在零下 50摄氏度至 50摄氏度的取用水。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接触自来水管件及结构件采用 PVCU材料；

2.密封材料选用国际环保硅胶材料；

3.快速出水和锥型密封开关寿命 5万次以上；

4.使用温度范围在—29～50摄氏度；

5.管网压力适用 0.3～1.6兆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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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8年至今，该成果在陕西省咸阳市北部地区、

延安市、榆林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固原市、灵

武市等地中应用，实现在冷冻环境下，自来水正常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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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农村供水旋流气浮澄清技术和设备

持有单位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复旦大学

江苏睿济鼎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连香 联系电话 010-63205250

对应需求 农村供水旋流气浮澄清技术及设备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博览会金奖 1项

农业节水科技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利用高位配水箱跌水曝气，在系统第一反应

室内创造溶气气浮条件以去除部分藻类和有机污染物，

利用网格絮凝优化了澄清池的反应系统，提高了澄清池

出水水质，通过光电耦合虹吸技术实现工艺的及时排

泥，保障出厂水质稳定达标。与传统工艺相比，设备占

地约为传统工艺的 2/3，吨水投资可节约 20～30%，投

药量节省 10～15%，出水水质稳定达到《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 5749—2022）》。适用于日供水量 0.01～5
万吨/日的农村中小型自来水厂。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利用高位配水箱跌水曝气在系统第一反应室内创

造了溶气气浮条件以去除部分藻类和有机污染物；

2.利用网格絮凝优化了澄清池的反应系统，发明了

旋流泥渣层澄清技术大幅提高了澄清池出水水质（澄清

池出水由原来的 2.0~3.0NTU降低至 1.0~0.6NTU以内，

大幅提升了澄清池的出水水质）；

3.通过光电耦合虹吸技术实现了工艺的及时排泥；

采用深床均质滤料技术研究开发了 U型滤池，通过水力

功能自控简化了系统的运行管理（正常运行中阀门常开

或常闭），从而保障了出厂水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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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2021年，该成果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清源供水有

限公司中应用，新增自来水产能1.5万立方米/天和40000
立方米/天，确保了供水水质安全，在实际运行中管理简

单，运行成本较低，改善了当地的饮用水安全状况。

2021年，该成果在杨凌新华水务有限公司中应用，

新增产值 529万立方米/天，确保了供水水质安全，在实

际运行中管理简单，运行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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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小型农村供水工程净水工艺及装备

持有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福建浩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环渤利水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晓梅 联系电话 010-68786961

对应需求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的净水工艺技术及装备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3项

实用新型专利 3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农业节水科技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包括组装式储水装置、慢滤集蓄集成技术，

以改性滤料为核心，利用机械过滤、吸附、物理化学和

生物化学等复杂共同作用，去除进水中悬浮颗粒物和胶

体物质，并结合次氯酸钙缓释消毒作用，实现出水浊度、

微生物指标达标。装置运行稳定可靠、水质适应性强，

出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22）》，处理成本小于 0.2元/立方米。适用于千人及以

下农村供水工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慢滤耦合一体化净水工艺与装置：以改性滤料为

核心，利用机械过滤、吸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等复

杂共同作用，去除进水中悬浮颗粒物和胶体物质，并结

合次氯酸钙缓释消毒作用，实现出水浊度、微生物指标

达标；

2.硝酸盐超标水处理技术与装置：采用异养反硝化

生物法，硝酸盐处理单元填料上附着的反硝化菌利用有

机碳源作为电子供体将水中的硝酸盐转化为氮气直接

排放，实现硝酸盐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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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标选择性电渗析净水技术与装置∶目标选择性

电渗析通过集合控制电渗析膜、电渗析膜堆以及电渗析

工艺参数，充分压缩扩散边界层，提高目标离子的相对

电迁移速率，同时，综合电渗析选择性去除目标离子的

初始浓度效应、竞争效应、协同效应以及浓差扩散、压

差渗透等影响，实现高效低成本选择性去除目标离子；

4.高效隔膜法电解次氯酸钠消毒技术与装备：基于

插片式全氟磺酸钠离子交换膜电解槽，利用带格栅板的

淡盐水循环罐、次氯酸钠多级循环吸收系统和反应热循

环利用装置，有效氯浓度提高 10倍。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该成果在甘肃、四川、广西等西

北缺水地区、西南山丘区中应用，建设示范工程 800余
处，受益人口近 20 万人，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水质安

全，减少了投资和运行成本，使用管理方便。

2021年，该成果在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中应用，建成硝酸盐超标地下水处理示范工程 5处，解

决了当地 3620人饮用水硝酸盐超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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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电化学—双膜法脱盐净水技术与装备

持有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联系人 胡承志 联系电话 010-62918979

对应需求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的净水工艺技术及装备

专利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软件著作权 —

科技奖励
中国专利优秀奖 1项

环境保护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技术

简介

该成果以电化学反应器作为前处理单位，电氧化及

电絮凝去除水中悬浮颗粒物、有机物等，杀灭微生物并

抑制其在膜表面生长繁殖，实现无药剂控制超滤和反渗

透膜污染，形成低维护的电化学—双膜法脱盐净水技术

和装备。利用电化学在线生成絮凝和消毒活性物种，无

需外加药剂前处理控制膜污染，出水水质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适用于农村分散型

苦咸水、海水淡化供水工程。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无药剂运行。电化学单元替代了传统脱盐预处理

过程的加药絮凝和氧化消毒单元，降低了脱盐工艺药耗

与能耗，减少二次污染；

2.低维护管理。无需加药，避免了药剂运输、储存、

配制和投加，设备自动化程度高，极大降低了人工运维

工作量，适用于分散型小型海淡/苦咸水淡化工程；

3.投资成本低。装备模块化安装，集成化程度高，

占地规模小、建造周期短、投资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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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7 年至今，该成果山东省济南市某地低放射

性水处理工程（100 立方米/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

村地下苦咸水脱盐工程（100立方米/天）中应用，利用

电化学在线生成絮凝和消毒活性物种，无需外加药剂前

处理控制膜污染，形成无药剂、低能耗、模块化的低维

护脱盐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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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GXZ系列生活饮用水不锈钢净水器

持有单位 福州海恒水务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 宋炜 联系电话 18558777173

对应需求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的净水工艺技术及装备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35项 软件著作权 7项

科技奖励 —

技术

简介

该成果采用食品级 SUS304不锈钢制造，将投药、

混合、混凝、沉淀、污泥浓缩、过滤、自动反冲洗、消

毒等净水工艺流程优化组合，形成将水库水、河水等地

表水净化成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22）》要求的成套净水设备，通过无须电源加药装置

及太阳能智能净水控制系统，实现无电源可靠运行。配

套净水器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自来水厂的高效、可靠、

安全及生产现场可远程 APP 手机监控与无人值守的自

动化运行。适用于Ⅰ类、Ⅱ类地表水源净化。

技术

特点

及

主要

性能

指标

1.净水器具有结构紧凑合理、操作方便、运行稳定、

管理方便、处理效果好、适应性强、能耗低等特点，同

时该净水器年运行费用省、基建周期短、设备投资与常

规水处理流程相比可节省 20%以上，运行成本可节省

20%～30%；

2.配置 SK—K型净水器智能化控制系统，配置取得

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净水器自控系统V1.0软件，通过

4G、5G网络通信，实现对生产过程中水质参数的在线

监测、记录及数据分析，用户可使用手机端 APP对设备

进行远程无线监控、操作、设备参数和维护等，实现现

场无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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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净水器配置 TYT系列太阳能智能净水控制系统，

在无电力供应的情况下做到净水设备的混凝药剂稳定

投加、自动排泥和清水池满水时设备自动停止。

推广

应用

情况

从 2010 年至今，该成果在福建、浙江、广东、河

北、山东、江西、安徽、湖北、四川等省份中应用，为

当地提供了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处理先进技

术设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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