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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包括：输入设

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向测控设备发送用于控制

感测过程的控制指令；测控设备解码并处理控制

指令，并基于控制指令控制传感器进行感测，得

到所感测的数据；传感器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

测控设备，测控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将所感测

的数据发送给输入设备，测控设备经由第二通信

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远程控制系统；远程

控制系统接收所感测的数据，并解码所感测的数

据；远程控制系统还可以基于历史记录，对所感

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生成排序信息，以及向测

控设备发送排序信息；以及测控设备基于排序信

息，向远程控制系统重新发送一种或多种所感测

的数据。本发明实现了水利信息化测控的无人

化、自动化、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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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用于输入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向测控设备发送用于控制感测过程的控制指令的单

元；

用于所述测控设备解码并处理所述控制指令，并基于所述控制指令控制传感器进行感

测，得到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

用于所述传感器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所述测控设备，所述测控设备经由所述第一通

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所述输入设备，并且所述测控设备经由第二通信链路将所感

测的数据发送给远程控制系统的单元；

用于所述远程控制系统接收所感测的数据，并解码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

其中，如果所述远程控制系统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所述远程控制系统基于所感

测的数据，更新历史记录，并向所述测控设备发送确认消息；

如果所述远程控制系统不能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所述远程控制系统基于所述历

史记录，按照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对所感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生成关于

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的排序信息，以及向所述测控设备发送所述排序信

息；

以及用于所述测控设备基于所述排序信息，向所述远程控制系统重新发送一种或多种

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无线通信链路是基于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线通信系统包括基于正交

复用方案的通信系统，正交复用方案的通信系统包括空分多址（SDMA）系统、时分多址

（TDMA）系统、正交频分多址（OFDMA）系统或单载波频分多址（SC-FDMA）系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信链路是无线

通信链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通信链路是无线

通信链路、基于双绞线的通信链路或基于光纤的通信链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历史记录是基于先前

所感测的数据以及所感测的数据的使用次数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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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信息测控方法及信息测控装置，特别涉及一种智能水利信息测控

方法及测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水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

态恶化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城市生态环境，甚至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003] 水利工程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水网建设是实现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技术措施，目前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目前的测控方法及测控装置重工程、轻信息，重监测、轻互联互通，致使

相关产品研发滞后，明显不符合水利信息化的无人化、自动化、智慧化要求。尤其是在“感

知”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中，普遍沿袭传统的基于水利水电项目在线监测技术，对智能采

集、传感局域网建设、传感局域网与互联网融合、测站精确定位定时、传感器之间的互联互

通、传感器信号兼容及对各种工业控制协议的兼容以及就地在线多媒体监测等方面重视不

足，致使相关产品在感知和物联方面尚不能满足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水利行业在

以上感知和物联领域内进步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水利自动化工程安全、可靠、高效运行的

瓶颈，也给相关科研机构和公司企业带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0004]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应

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水利信息测控方法及测控装置，从而克服现有技

术的缺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水利信息测控方法，其特征在于：方法包

括：输入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向测控设备发送用于控制感测过程的控制指令；测控设备

解码并处理控制指令，并基于控制指令控制传感器进行感测，得到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

数据；传感器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测控设备，测控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

据发送给输入设备，并且测控设备经由第二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远程控制系

统；远程控制系统接收所感测的数据，并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其中，如果远程控制系统成功

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所感测的数据，更新历史记录，并向测控设备发送

确认消息；如果远程控制系统不能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历史记录，

按照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对所感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生成关于两种或更

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的排序信息，以及向测控设备发送排序信息；以及测控设备基

于排序信息，向远程控制系统重新发送一种或多种所感测的数据。

[0007]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一通信链路是无线通信链路。

[0008]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二通信链路是无线通信链路、基于双绞线的通信链路

和/或基于光纤的通信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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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历史记录是基于先前所感测的数据以及所感测的数据

的使用次数生成的。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其特征在于：装置包括：用于输入设

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向测控设备发送用于控制感测过程的控制指令的装置；用于测控设备

解码并处理控制指令，并基于控制指令控制传感器进行感测，得到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

数据的装置；用于传感器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测控设备，测控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将

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输入设备，并且测控设备经由第二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远

程控制系统的装置；用于远程控制系统接收所感测的数据，并解码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装

置还包括：用于如果远程控制系统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所感测的

数据，更新历史记录，并向测控设备发送确认消息的单元；用于如果远程控制系统不能成功

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历史记录，按照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

要性对所感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生成关于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的排序信

息，以及向测控设备发送排序信息的单元；以及用于测控设备基于排序信息，向远程控制系

统重新发送一种或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

[0011]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一通信链路是无线通信链路。

[0012]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二通信链路是无线通信链路、基于双绞线的通信链路

和/或基于光纤的通信链路。

[0013]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历史记录是基于先前所感测的数据以及所感测的数据

的使用次数生成的。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测控设备与远程控制系

统的连接，智能传感器的应用以及物联网的嵌入，实现了水利信息化测控的无人化、自动

化、智慧化。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智能水利信息测控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17] 除非另有其它明确表示，否则在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术语“包括”或其变

换如“包含”或“包括有”等等将被理解为包括所陈述的元件或组成部分，而并未排除其它元

件或其它组成部分。

[0018]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智能水利信息测控方法流程图。本发明的方法包括

输入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向测控设备发送用于控制感测过程的控制指令101；测控设备

解码并处理控制指令，并基于控制指令控制传感器进行感测，得到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

数据102；传感器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测控设备，测控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

数据发送给输入设备，并且测控设备经由第二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远程控制系

统103；远程控制系统接收所感测的数据，并解码所感测的数据104；其中，如果远程控制系

统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所感测的数据，更新历史记录，并向测控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7846475 B

4



备发送确认消息105；如果远程控制系统不能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

历史记录，按照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对所感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生成关

于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的排序信息，以及向测控设备发送排序信息106；以

及测控设备基于排序信息，向远程控制系统重新发送一种或多种所感测的数据107。优选

地，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一通信链路是无线通信链路。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二通信链

路是无线通信链路、基于双绞线的通信链路和/或基于光纤的通信链路。优选地，上述技术

方案中，历史记录是基于先前所感测的数据以及所感测的数据的使用次数生成的，生成方

式是本领域公知的基于模式识别的人工智能方法。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传感器经由无

线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测控设备。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测控设备基于排序

信息，向远程控制系统重新发送一种或多种所感测的数据可以是测控设备解码排序信息，

获取重要性最高的一种所感测的数据或者重要性处于前几位的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然后提

高上述重要性高的数据的优先级，并仅将上述高优先级的数据（例如一种数据）打包并发送

给远程控制系统。

[0019] 本发明的无线链路是基于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线通信系统包括基于正交复用方案

的通信系统。这种通信系统的示例包括空分多址（SDMA）系统、时分多址（TDMA）系统、正交频

分多址（OFDMA）系统和单载波频分多址（SC-FDMA）系统。SDMA系统可以利用足够不同的方向

来同时发送属于多个用户终端的数据。  TDMA系统可以允许多个用户终端通过将发送信号

划分成不同的时隙并将每个时隙分配给不同的用户终端的方式来共享相同频率的信道。

OFDMA系统利用正交频分复用（OFDM），其是将整个系统带宽划分成多个正交子载波的调制

技术。这些子载波也可以被称为音调，频段等。利用OFDM，每个子载波可以用数据独立调制。

SC-FDMA系统可以利用交织的FDMA（IFDMA）以便在分布于系统带宽上的子载波上进行发送，

可以利用集中式FDMA（LFDMA）以便在相邻子载波的块上进行发送，或者可以利用增强型

FDMA（EFDMA）以便在相邻子载波的多个块上进行发送。通常，调制符号在频域中以OFDM方式

发送，并且在时域中以SC-FDMA方式发送。

[0020] 结合本发明描述的各种模块和电路可以用被设计为执行本发明所描述的功能的

通用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或者分立门或晶体管逻辑电路、分立硬件组

件或其任何组合来实现。通用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处理器可以是任何商业上可得到的

处理器、控制器、微控制器或状态机。处理器可以负责管理总线和一般处理，包括执行存储

在机器可读介质上的软件。处理器可以用一个或多个通用和/或专用处理器实现。无论被称

为软件、固件、中间件、微代码、硬件描述语言还是其他，软件应被宽泛地解释为意指指令、

数据或其任何组合。作为示例，机器可读介质可以包括RAM、闪存、ROM、PROM、EPROM、EEPROM、

寄存器、磁盘、光盘或其任何组合。在硬件实现中，机器可读介质可以是与处理器分离的处

理系统的一部分。

[0021] 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涉及智能水利信息测控装置，装置包括：用于输入设备经由第

一通信链路向测控设备发送用于控制感测过程的控制指令的装置；用于测控设备解码并处

理控制指令，并基于控制指令控制传感器进行感测，得到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装

置；用于传感器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测控设备，测控设备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

数据发送给输入设备，并且测控设备经由第二通信链路将所感测的数据发送给远程控制系

统的装置；用于远程控制系统接收所感测的数据，并解码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装置还包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846475 B

5



括：用于如果远程控制系统成功解码所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所感测的数据，更

新历史记录，并向测控设备发送确认消息的单元；用于如果远程控制系统不能成功解码所

感测的数据，则远程控制系统基于历史记录，按照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对

所感测的数据进行排序，并生成关于两种或更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重要性的排序信息，以

及向测控设备发送排序信息的单元；以及用于测控设备基于排序信息，向远程控制系统重

新发送一种或多种所感测的数据的单元。

[0022]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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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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