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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信息化的现状与未来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二、新时期对灌区信息化要求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1、灌区现状

2018年全国大型灌区（1-30万亩）461处，现状耕地灌溉面积2.68亿亩，占总

耕地灌溉面积的26.4%；中型灌区（1-30万亩）7381处，现状耕地灌溉面积2.31亿

亩，占总耕地灌溉面积的22.7% 。小型灌区耕地灌溉面积占50.9%。

数量 面积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灌区工程与管理

第一轮大型灌区续建配套改造后状况

评估

时间

工程设施完好率（%） 水价占

成本比

例（%）

水费实

收率

万亩专

管人数

计量率

（%）

两费落实率（%）

水源 干渠 支渠 干支沟 建筑物
人员经

费

维养经

费

2012-

2019年

（293）

81.1 70.0 57.6 56.3 63.2 39.4 83.9 4.5 31.0 86.0 62.6

2020年

（28）
83.6 85.4 75.4 81.4 85.9 49.7 97.5 - 44.1 97.4 73.7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数据来源：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后评价报告



项目 总数量（处）
人工观测 自动观测

数量（处） 占比（%） 数量（处） 占比（%）

合计 279536 262791 94 16745 6

渠首 1347 955 71 392 29

渠系

小计 142226 130576 92 11650 8

干渠 18868 16586 88 2282 12

支渠 39426 35355 90 4071 10

斗渠 83932 78635 94 5297 6

田间 135963 131260 97 703 3

大型灌区量水设施情况表（2017年调查数据，128处）

 量水设施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数据来源：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后调查分析报告



项目 总数量（处）
人工观测 自动观测

数量（处） 占比（%） 数量（处） 占比（%）

合计 12768 11283 88 1485 12

渠首 123 98 80 25 20

渠

系

小计 12137 10691 88 1446 12

干渠 2407 2097 87 310 13

支渠 4550 3971 87 579 13

斗渠 4201 3646 87 555 13

农渠 979 977 99 2 1

田间 508 494 97 14 3

中型灌区量水设施情况表（2017年调查数据，264处）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数据来源：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后调查分析报告



2、灌区信息化现状

 建成用水计量设施38192处，占需求总数的17%；

 闸门控制设施10708处，主要是骨干渠道上的闸门自动化控制，其中西

北和华东地区的大型灌区骨干渠道上闸门自动化控制比例约80%、西南大

型灌区约50%、东北大型灌区约20-30%；

 信息化建设相对较好的灌区86处。

大型灌区信息化建设起步于2002年，经过试点建设和引导发展，灌区建设

了部分监测监控设施和相应业务应用软件，提升了灌区综合管理能力。至2019

年，续建配套改造的434处大型灌区信息化工程投资51.3亿元，约占骨干工程改

造总投资的3.3%。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2019年，以全

国大型灌区行业管

理和项目管理需求

为业务基础开发，

已初步具备大型灌

区行业管理、项目

管理、“十四五”

规划管理和一张图

管理等功能。

行业管理

标准化规
范化管理

实施方案
信息管理

一张图管理

包括：灌区基本情况、工程情况、供（用）水情况、管理体制改革情
况、农作物情况、项目投资情况等信息管理。

包括：总体规划表、五年规划表、可研批复表、可研完成表、中
央预算内（外）投资计划下达表、其他投资计划下达表（省）、
其他投资计划下达表（灌区）、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表。

包括：灌区简介、基本情况汇总表、标准化管理宣传册。

包括规划文档、规划数据查询、规划图纸查询。

基于地理信息技术，可对全国大型灌区分布情况、324个灌区
水利工程分布、工程属性等信息浏览查询。

项目管理

 全国大型灌区管理
信息系统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高邮灌区南关闸门水位流量信息实时采集

 江苏高邮灌区

建成智慧灌区云平台，集成“可视化集中展

示系统、灌区管理一张图系统、综合业务管

理系统、移动智能终端系统”四大模块，基

本实现了灌区水情工情可读、场景可视、水

量可测、设施可遥控、环境可监控、资源可

调度等功能。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漳河灌区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1120万条

1590万条

1320万条

42万条

智慧灌区

数字灌区

灌区信息化

数字孪生灌区



3、存在问题

一、灌区信息化现状

行业管理：

建设投入与实际需求缺口大

技术规范和标准缺乏

信息化发展与实际工作结合不够

灌区

 灌区间信息化水平差距大

信息化管理作用发挥不充分

运维经费和人员没有保障

开发单位

软件开发与水利专业融合不深入

模式化标准化系统少



2021年11月29日，水利部发布《关于大力推

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指导意见》

到2025年，通过建设数字孪生流域、“2+N”

水利智能业务应用体系、水利网络安全体系、智慧

水利保障体系，推进水利工程智能化改造，建成七

大江河数字孪生流域，在重点防洪地区实现“四

预”，在跨流域重大引调水工程、跨省重点河湖基

本实现水资源管理与调配“四预”，N项业务应用

水平明显提升，建成智慧水利体系1.0版。

到2030年，具有防洪任务的河湖全面建成数字

孪生流域，水利业务应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全面提升，建成智慧水利体系2.0版。

到2035年，各项水利治理管理活动全面实现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二、新时期对灌区信息化要求



9.积极探索数字灌区建设。进

一步完善全国灌区信息化管理

平台，建立大中型灌区改造项

目台账，完善灌排工程体系一

张图，加快构建灌区信息化管

理基础信息库。选取一批大中

型灌区开展数字灌区先行先试，

探索数字灌区建设标准、实施

路径等。

二、新时期对灌区信息化要求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1、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

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转型。

替代从信息采集到信息共享过程

的人工行为。管理主要依靠人工。

数字化是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将各类复杂多变的信息转

变为可以度量的数据和专门知识，通过“数字孪生”实现
物理世界“数字化”，量化描述各种状态，利用数字化技
术（例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
和模型进行分析与决策，替代手工操作，提高管理效率。

替代大部分人工分析工作和部分决

策。管理由人工（为主）+计算机

（为辅）协同。

智慧化是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上，具有高级创造思

维能力，实现科学推理和解决复杂问题，可实现无人化管
理。

替代人工分析和绝大部分决策。

管理由计算机（为主）+人工（为

辅）协同。

模型+算法

信息管理、信息共享

人工智能+高级算法

特 征



2、为什么要搞数字灌区、智慧灌区建设

从国家和行业发展角度，有要求。

从灌区现代化建设角度，有必要：

 灌区管理效率不高，万亩专管人员与先进国家灌区的10-20倍。

 灌区管理能力不强，传统管理不能满足新时期对灌区供水安全、精准灌

排、高效管排的要求。

 人员老化后继缺人问题越来越突出。

 管理人工成本越来越大。

 与国家现代化要求，与其他行业比较，灌区存在较大差距。

从技术支撑角度，具备条件。从成本角度，可以承担。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发展原则

需求牵引

应用至上

试点先行

梯次推进

3、智慧灌区发展原则与目标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智慧灌区实现目标

全要素感知

全节点智制

智慧化管理

构建天空地立体监测网络，点面数据实时获取，数据资源共享。灌区全要素动态

感知：区域降水、水源（水量、水质）、灌排工程、灌溉面积、种植结构、作物

状态、用水耗水、灌区效益与效率、生态环境等全要素无障碍全方位实时感知。

灌区关键水源、灌排工程全节点自动控制。对水源供水调控、渠道配水、排水调

控、田间灌溉、工程安全、灾害防治等灌区管理全过程控制节点实现智能控制。

基于3S、专家系统、模型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多手段、多技术交互融合，构建灌

区智慧大脑。实现工程运行智慧调度、灌溉排水智慧管理、水旱灾害精准防御，

灌区管理智慧决策、生态系统智慧诊断、日常业务计算机管理。

智
慧
灌
区

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与管理能力。将人工大量重复繁琐的工作、人工力所不能

及的工作交给计算机做，实现精准管理、智慧管理。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4、智慧灌区评价

应该结合灌区实际和信息化发展需求，研究确定灌区信息化（智慧灌区）的评价指

标，科学评估现状水平，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引导灌区信息化发展。可以采用全过程评

价或结果导向评价两种方式，统一评价标准。

全过程评价：从涉及智慧灌区的几个关键要素出发设计评价指标，如全面感知、节点

智控、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支撑保障等5个方面，可设置20-30项评价指标。

结果导向评价：根据智慧管理达到的程度评价，如，可以把灌区管理业务按性质、特

点分为不同的具体类别，确定人工业务量，根据灌区智慧管理实现程度（智慧管理业

务量占比，即计算机智能管理业务量占比，智能化程度）来评价。根据评估结果可划

定为灌区智慧管理0-5级。



全面感知（智慧基础）：如，互联网+光纤通讯覆盖率、灌区闸（泵）站管理所互联网普及率、

遥感监测覆盖率、灌区斗口以上闸与关键控制建筑物信息覆盖率、田间灌排信息覆盖率、用水户

互联网普及率、灌排工程安全运行关键节点信息感知率等。

节点智控：如，水源引水口智能控制率、斗口及以上闸门智能控制率、泵站运行智能化率、田间

配水智能控制率等。

智慧管理：如，灌区数字化率（点、面、线）、工程运行智慧化管理程度、智慧管理系统应用程

度、灌区业务线上办理率、灌区线上协同管理程度、灌区生态环境在线监控评估率等。

智慧服务：如，灌溉预报与智慧灌溉服务面积占比、用水户网上服务覆盖率、用水户灌区网上服

务使用率、灌区网站服务信息自动处理与动态更新率等。

支撑保障：如，大专以上专业管理与技术人员数量占灌区专管人员总数百分比，智慧灌区建设规

划（近中期）、智慧管理系统运维经费保障程度、管理制度保障程度、基础条件保障程度等。

智慧灌区全过程评价

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三、数字灌区与智慧灌区发展思路

 制定指南，规范建设

 试点先行，稳步推进

 自主创新，强化支撑

 两手发力，加快发展

 跟踪评估，科学引导

三、智慧灌区发展思路三、灌区信息化发展展望

5、灌区信息化发展对策



灌区信息化现状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