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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决策会商与应急响应系统设计研究

陈  翔，雷晓辉，蒋云钟，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　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4 省 100 多个城市，工程规模大、距离长、沿

线建筑物复杂，在运行管理上存在较大难度，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决策会商与应急响应体系尤为重要。通过调研

及理论研究，结合管理单位相关业务，将工程基本信息展示与查询、信息收集与展示、应急指挥、会商互动等模

块有机结合，并结合 B/S 体系结构，提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决策会商与应急响应系统的设计方案，从而为工程运

行过程中的应急响应和决策制定提供辅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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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是一项跨流域、跨多

省市的长距离特大型调水工程，自汉江下游丹江口

水库引水，途径湖北、河南、河北 3 省，横跨江、

淮、黄、海 4 大流域，直达北京市的团城湖和天津

市外环河，全长 1 432 km。工程规划共分 2 期，近

期规划从丹江口水库年均调水 95 亿m³，后期进一步

扩大规模，年均调水达 130 亿m³，从而达到缓解我

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生

态环境的目的 [1-2]。工程采用全程自流输水，闸前常

水位的渠道运行方式。沿线共布置 62 座节制闸，

95 座分水口门，以及倒虹吸、退水闸、渡槽等众多

建筑物 [3-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建筑物种类繁

多，布置复杂，且缺乏在线调节水库，加之工程在

运行管理过程中涉及总公司、分公司、管理处等多

个层次，以及水量调度、工程监测、工程运行维护

与管理、工程防洪、水质监测等不同专业领域，因

此在工程的运行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5]。为保

证工程能够适时适量供水，无或少弃水，并使整个

工程系统运行平稳可靠，从而实现“一渠清水往北

送”的目标，除了进行技术上的研究之外，还需要

进行运行管理方面的研究。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中

线工程在业务会商和应急响应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运行管理过程中，缺乏完整的业务会商与应急响

应体系，工作流程不明确；2）业务会商及应急响

应过程中所涉及的信息需要全面精确，而目前中线

工程的各专业系统只能提供水情、水质或安全监测

等单一方面的信息，缺乏对于信息的汇总与分析展

示；3）中线工程“总公司—分公司—管理处”的

管理机构设置要求信息及时准确高效地进行传递。

针对上述问题及需求，结合 B/S 体系结构，提出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决策会商与应急响应系统的设计

思路。

1    研究现状

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我国水利信息化进程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6]。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一项世纪性

的调水工程，其信息化程度直接关系着工程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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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因此对其信息化的投入和研究也在持续

进行。2010 年，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与黄

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联合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工程自动化调度与运行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的初步设计报告，报告中涉及水量业务处理、闸站

监控、工程安全监测自动化、水质监测、工程防洪

信息管理等若干应用系统，明确了各系统在南水北

调自动化调度系统中的工作和任务，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全线自动化运行和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7]。

侯召成、翟宜峰  [8] 结合中线干线工程管理调度特

点，对中线干线工程的运行调度管理业务流程进行

分析，提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干线自动化调度系统总

体框架设计。郝长江等 [9] 及吴少华等 [10] 依据中线

工程的实际情况及对工程安全的要求，分析了工程

安全监测业务的流程，提出了包含数据采集模式等

在内的工程安全监测系统的设计思路。刘鹏 [11] 分析

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闸站监控系统的业务和功能需

求，选取 ArchestrA 工业应用平台构架设计实现整个

闸站监控系统，应用 Intouch 组态软件对现地监控软

件进行了结构设计，完成了数据管理、闸门控制、

监测信息查询及告警趋势等系统主要模块的设计和

实现。孙婧、郭晖 [12] 探讨了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现

状、主要功能及系统特点，并就系统在中线干线工

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评价。

针对决策会商和应急响应系统，国内专家学者

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并将成果付诸实现。徐

艳杰等 [13] 提出了黄河下游工情险情会商系统的设计

思路，并依据该设计思路，提出了系统实现的具体形

式及所需技术手段；沈桂林 [14] 针对已投入使用的湖

州市防汛远程会商系统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了相

关的改进措施；李福仁、梁玉兰 [15] 从应急系统指导

原则、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应急系统应

当具有的功能等方面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

进行了探讨；陈蓓青等 [16] 提出了三峡水库突发性水

污染事故应急系统的设计思路、实现手段和技术，同

时就其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

2    系统功能设计

2.1    功能概述

2.1.1    决策会商系统功能概述   
会商决策是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自动化调

度与运行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之一。通常

是在会商环境支持下，将所有与会商主题相关的材

料进行汇总整理与加工展示，并通过会议的形式，

以群体（包括会商决策、决策辅助及其它等有关人

员）会商的方式，依据相关材料的同时结合会商主

题实际情况，制定 1 套或多套决策方案，并从所做

出的各种决策方案中，根据确保干渠工程安全、充

分发挥工程水量调度效益、尽量减少干渠工程险情

造成的损失和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协调各方甚

至牺牲局部保护整体利益的原则，进行群体决策，

选择出满意的应急响应方案并付诸实施。

2.1.2    应急响应系统功能概述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指

导方针，针对工程闸门突发故障、工程安全事故、

突发水污染事故、突发超标准洪水、紧急调水等工

程自然灾害事故和恐怖袭击险情，从组织体系、运

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管理 4 个方面提出快速响

应的应急响应机制。应急响应建设的指导思想是：

健全体制，明确责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常规

调度与应急调度结合；全线联动，科学应对；协调

管理，共享互动。应急响应体系应该包含组织与管

理及其建设。应急响应工作在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

程的运行维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

应急响应系统，实现对于突发事件相关资料快速、

完整地汇集，以便决策者能够及时、完整地了解突

发事件的相关情况和进展，同时提供预案、处置建

议等资料辅助决策；决策制定后，通过应急响应系

统实现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指挥与跟踪反馈等

工作，从而实现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流程管理

及对于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

2.2    功能设计

2.2.1    决策会商系统功能设计   
1）会商流程管理。决策会商系统应当明确会商

流程，并对会商流程进行管理，使用户明确不同阶

段应当准备和完成的工作；同时系统应当能够提示

用户当前会商进展情况。

2）会商材料收集与汇总。会商开始前，需提示

会商参与单位准备会商所需相关材料，由会商组织

单位审查完成后，交由相关人员对材料进行收集与

汇总整理工作，并将整理汇总后的相关材料上传至

决策会商系统，以供会商过程中使用。

3）群体会商。会商过程中，辅助决策人员应当

利用决策会商系统提供的相关模板将收集到的与本

次会商主题相关的信息进行展示，由决策人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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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及与决策会商系统互动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对不同方案进行比对甄选，从而进行决策。

4）档案管理与信息发布。在会商完成后，由相

关人员对会商结果进行总结整理，并通过决策会商

系统对本次会商的相关信息及结果进行归档处理，

以作为方案回顾的依据。同时，还应当根据需要对

相关信息进行发布。

5）方案回顾与知识更新。会商结束后对档案资

料进行重审，进行评价，并提取有用信息，补充修

改完善预案、规则、知识。

2.2.2    应急响应系统功能设计   
1）应急流程管理。应急响应系统应当明确应急

流程，并对应急流程进行管理，使用户明确不同阶

段应当准备和完成的工作；同时系统应当能够提示

用户当前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2）信息收集与评价。应急响应系统应当能够

通过自动采集或手工录入等形式接收其他业务系统

或相关工作人员提供的突发事件相关信息，并能够

将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汇总与整理；同

时，也需要为突发事件的分析与评价分级提供理论

依据和平台支持。

3）方案制定。应急响应系统应当能够为决策者

制定应急响应方案提供支持和帮助，这其中包括对

于突发事件信息、应急预案及相关处置方案、已发

生同类事件信息及对于应急处置相关人员物资位置

和调配情况等的展示；同时应急响应系统还应当能

够与决策会商系统进行连接，从而实现通过会商制

定应急响应方案，指导应急响应的目的。

4）方案执行指挥。在应急响应方案制定后，应

急响应组织单位可将方案分解为执行动作，并通过应

急响应系统组织相关单位对方案及涉及本单位的相关

执行动作进行实施，同时实时对方案和执行动作的实

施情况进行跟踪，从而实现动态指挥的目的。

5）档案管理与信息发布。在突发事件处置完

成后，由相关人员对事件的相关信息和结果进行整

理，并通过应急响应系统对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进

行归档处理，以作为方案回顾的依据。同时，还应

当根据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发布。

6）方案回顾与知识更新。应急事件结束后对档

案资料进行重审、评价，并提取有用信息，补充修

改完善预案、规则、知识。

2.3    服务对象

中线干线工程输水渠道长、交叉建筑物多，为

了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按统一调度层、管理执

行层和现地操作层设立总公司、分公司、管理处等 
3 级管理机构。由于决策会商系统需要进行群体决策

并制定决策方案，而应急响应系统则需要对突发事

件进行应急响应，上述 2 个系统的相关功能都需要

有上级主管领导参与，因此 2 个系统的主要服务对

象为总公司、分公司领导及相关业务人员，由相关

业务人员对相关信息进行录入、采集及整理，并将

其输入系统供领导进行会商决策。

3    系统实现

3.1    系统架构

决策支持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采用松耦合、

易扩展的设计思路，使平台本身具有很强的可扩展

性，从而适应于项目的建设。系统以 B/S 方式运

行，基于 Web J2EE 技术架构进行开发，其本身有着

良好的开放性设计，以基于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面向服务架构）的体系架构建设系统

平台，从而充分利用服务松耦合的软件模式及各种

主流的开放标准。

3.2    业务流程

3.2.1    决策会商系统业务流程   
由会议组织单位相关人员填写会议相关信息，

并上传需参会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模板；相关参会

单位接收到会议通知后，根据会议组织单位相关要

求上传相应文件，由会议组织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审

批，对于审批通过的材料进行汇总上传；本系统

中，将会商主题确定为 2 类，即常规水量主题和突

发事件应急会商，根据不同会商主题，在会商过程

中进行相关信息展示、修改等操作，实现会商信息

展示和修改的功能，以达到会商讨论商榷的目的；

得出结论后，可将相关会商结论整理形成会商结果并

进行归档；如有需求，可对会商结果的相关信息向相

关单位进行发布；同时，也可将本次会商的相关信息

录入知识库，以达到更新知识库的目的，方便后续会

商使用。决策会商系统业务流程如图 1 所示。

3.2.2    应急响应系统业务流程   
发生突发事件后，首先进行突发事件的相关报

警信息收集工作，报警信息来源包括人工录入、短

信及邮件等；随后进行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采集工

作，需要采集的信息包括外部信息（来源于本系统

外的其他系统、单位或个人）及内部信息（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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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量分配方案查询

历史年水量分配方案查询

历史月调度方案查询

需水量信息查询

月调度计划制定

年水量分配方案查询

历史年水量分配方案查询

历史月调度方案查询

需水量信息查询

月调度计划制定

历史月调度方案查询

需水量信息查询

月调度计划制定

会商基本信息填写

会议需求材料模板上传

相关材料上传

材料审批与汇总

主题会商

常规水量会商 突发事件应急会商

形成会商结果

会商结果整理与归档

信息发布

知识库更新

图 1    决策会商系统业务流程

本系统内部），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研判；在突

发事件发生后及处置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

突发事件进行评价和分级；随后根据突发事件的具

体情况制定应急方案，在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预

案、应急资源等方面，并可调用决策会商系统进行

会商；应急方案制定后，将其分解为相应的执行动

作，下发给各执行单位，各执行单位执行后及时将

相关情况进行反馈，以便开展后续工作；突发事件

处置完成后，对处置结果进行整理汇总，并将本次

突发事件进行归档；处置过程中可以调用相关知识

库进行决策支持，同时也可以将本次突发事件的相

关信息录入知识库。应急响应系统业务流程如图 2 
所示。

3.3    数据交换

除决策支持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外，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工程自动化调度与运行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还包含水量业务处理、工程安全监测自动化、水质

监测、工程防洪信息管理等业务应用系统。而决策

支持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作为系统的顶层，需要将

其他业务应用系统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与汇总，因

此就需要与其他业务应用系统进行交互，从而实现

数据的共享与传递。

数据交互主要采用以下 2 种方式：

突发事件告警

基本信息采集

外部信息采集

突发事件综合研判

内部信息采集

应急预案查询与展示

应急资源查询与展示

启动决策会商系统

决策会商系统

是

否

支持库更新

信息发布

结果整理与归档

执行情况反馈与查询

方案下达

应急响应方案制定

应急响应系统

图 2    决策会商系统业务流程

1）应用支撑平台。应用支撑平台是以应用服务

器、中间件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软件技术支撑平台，

其作用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共享和应用系统的互连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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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为应用系统的功能实现提供技术支持、多种服

务及运行环境，是实现应用系统之间、应用系统与

其他平台之间进行信息交换、传输、共享的核心。

其余业务应用系统定期将本系统数据推送至应用支

撑平台相关数据库，由决策支持系统和应急响应系

统进行取用。

2）Web Service 服务。其他业务应用系统将本

系统产生的数据或产品封装为 Web Service 服务的形

式，向决策支持系统或应急响应系统进行推送。

4    结语

本文总结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特点及在业务会

商和应急响应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调研并结合实

际情况提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业务会商与应急响

应体系，并依此设计了决策会商系统和应急响应系

统。设计思路既能够切实指导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决

策会商系统与应急响应系统的开发实现及后续管理

工作，也能够为类似系统的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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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uppor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for Middle Route of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CHEN Xiang, LEI Xiaohui, JIANG Yunzhong, WANG Hao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would supply water for Beijing, 
Tianjin, Hebei, Henan four provinces, more than 100 c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is large-scale and very 
complicated, so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is very difficult.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set 
of decision making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management unit after 
related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modules of display and query of engineering basic 
information, the collection and display of information, emergency op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B/S architecture, the design schemes of the decision suppor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is propos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operating.

Key words: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Middle Route Projec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design; function; 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