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全渠道控制的灌溉现代化管理软件

潞碧垦的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Confluent改变了灌区水资源管理、运行管理和客
户服务方式。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具有创新性、模块化及可扩展等特性。它能帮灌区更好地
规划、管理、供水、收费、交流。在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基础上为水资源用
户提供国际水准的服务。

该软件将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智能电话技术、具创新性的按需调度和网络可视
工具、先进的远程控制和工业化标准数据库结合在一起，以帮助用户应对水资
源管理中的严峻挑战。

操作与管理自动化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由核心数据库、基本工具及用户选定的功能模块构成。
每个功能包都有一组专用工具，用以简化用户运行方面的操作。例如SCADA

联通™ SCADAConnect®功能模块用于帮助用户远程管理现场装置，客户联通
Customer Connect功能模块用于改善水资源管理者与水资源用户之间的沟通。

因此，无论需求是远程管理计量口、实现订水自动化、管理监控变化还是实现
整个灌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只需要采用所需要的功能模块即可。灌区智能化
管理软件的设计确保用户未来在软件和培训上投资的效益，因为灌区可以随时

添加某个功能模块以适应需求的变化，从而满足逐步现代化和改变的需要。

为灌溉而设计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与那些为工厂或办公设计的一般软件不同，它是专为灌区而
设计的。

软件了解水资源的要求，如订水和轮灌；了解供水操作、闸门和渠道；了解客
户、服务点及帐单。这些信息一旦整合到一起，就可以实现：

• 更好地规划、更佳的决策、更少误差

• 汇报时有绩效指标作为依据，如系统的整体效益

• 计算出累积用量并确定农户的满意度

灌溉要求软件可靠的7天24小时全天候运行，必须具备警报升级并能通过电
话、短信或互联网通知有关人员的功能。24小时交互式语音应答功能和网页接
口,可以帮助用户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地方与灌区管理方互动联络。

提高管理效率的基本配置包括用于管理供水的移动互联网、用于计量口的智能
电话等野外工具。

灌溉系统需具备扩展能力。成千上万套装置提供的实时信息涵盖了成百上千个
用户的农田，软件系统需要能够应对数据的激增。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将这些
实时数据转变为信息，其附带的数据分析与报告工具有助于增强管理能力，这
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和规划未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提供帮助的。我们拥有十五年帮助十多个国家不同灌区管

理和运作的经验，这让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快速设计并构建出定制模块或者

报告。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 (Confluent™)

产品信息

全渠道控制®(TCC®) 产品

TCC（全渠道控制系统）是由一整套模块化的精密硬件及软件
组 成，而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Confluent™)仅是 其中的一个组
件。TCC是专门为改善明 渠供水管理而研发的先进科技。有别
于传统基础设 施，TCC产品 通过整体调节，共同作用，从而
实现以下管理行为的改善：

• 配水能力

• 用户服务和权益

• 管理和控制

• 渠道操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工业标准数据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是以工业标准数据库为基础的软件系

统，作为信息技术的基石被广泛认可。这也意味着灌区智能

化管理软件具有可扩展性、安 全性、开放性和可靠性。

可扩展性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对用户、站点、客户、订购及实地测量

的规模几乎没有扩展限制。更重要是，系统在线即可添加额

外站点，从而确保了供水服务不受影响。

安全性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可设置不同级别的操作权限，以限制使

用某些功能或站点，且每次操作都有记录以供审核。

开放性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可以与现有商业应用软件对接，如会计

软件和资产管理系统，或者与外部系统分享数据，如政府水

源管理机构或地理信息系统。

可靠性 

多重备份和冗余选项可确保软件系统的不工作时间最短， 

同时还提供标准的实用程序用于数据库备份和数据恢复、 

复制及安全的数据使用。



产品信息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 (Confluent™)

SCADA联通(SCADAConnect®)  

基础设施远程管理软件

SCADA联通通过实时远程管理野外设备，能够加强
维护、降低成本并强化渠系控制。

一套全面的远程监控工具及先进的报警系统可改变原有的运作
模式, 管理人员无需到达现场即可根据软件提供的详细的实时
信息,对出现的问题做出快速回应。

SCADA联通的数据分析及图形工具(也叫做趋势图)将大量现场 
数据转换成信息资料，以便用于管理和规划。

对于仅有少数监控站点的用户, SCADA联通可作为一个入门级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部署。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管理野外装置，
只需要配备网络浏览器和移动通讯网络接口即可。相对传统的
SCADA系统来说，这一方案成本低且配置快。

客户联通(Customer Connect) 

高效客户互动软件

客户联通功能模块使交流通信更合理化，可以有效地帮助接近客 
户。该软件附带的一系列工具能够找到适合双方的方式进行沟通联络。

配有用户登录界面的专用网站能直接与一个客户或客户群沟通。该软件可 
实现发送和接收信息，也可以更新相关报告和公告以供浏览。

另一个选择是：客户可选择接收手机短信或者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接收 
公告。交互式语音应答 (IVR) 系统则能够处理大部分客户一天24小时的需求。

客户联通软件如与订水及轮灌功能模块配合使用，农户则可以自行管理订 
水。而如果与税/费征收及票据功能模块配合使用，则账单及用水明细表的电 
子版也可以通过客户联通软件发送给用水客户。

这一切都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客户服务和支持，同时提高了运行效率。

特点:

• 实时远程监控和管理闸门、流量计和其他现场装置 
(用MDLC或Modbus协议)

• 用卫星地图和用户可自定义的概览显示页提供可视野外装
置位置

• 操作人员可通过台式电脑、短信、电子邮件或寻呼机实现警
报通知、确认及紧急警报升级

•提供运行管理的数据分析和图表

•多用户可同时使用

•无线移动通讯连接

•安全存储多年数据

特点:

• 用户使用方便的通讯方式与其沟通：电话、网络、短信、传真、电子邮件或 
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

•操作人员与客户之间的交流沟通有记录

•兼容智能电话技术

•可与单一客户或客户群同时沟通

•使用基于事件的自动信息发送

税/费征收及票据 

收费流程合理化

税率、费用及账单使收费数据管理流程合理化.该软件可以定 
义复杂的价目或费用结构，可由不同费用组合构成，如用水量、资产或农场 
规模、固定或可变费用的组合、及是否一次性或定期等。

账单可以定期生成，也可以将数据按需要的格式输入现有的会计软件 
模块内。

特点:

•管理基于复杂组合的收费结构

•可与外部会计系统接口

•可生成账单或将相关数据导出

客户联通为用户和灌区提供了一系列高效交流通信选择

用于实时监控和管理、数据分析和绘图的综合性工具



渠系可视化 

渠系网络运行的动态可视化

渠系可视化功能模块为用户提供整个灌区渠系的示意图，让 
操作人员对整个渠系运行有一种直观和全方位的感受。

潞碧垦具有创新性的实时动态分析软件工具可以为渠系网络中任意点 
提供实际用水需求及流量的可视化信息。如果与供水调度自动化功能
模块结合使用，还可提供预计用水需求的可视化信息。

可以迅速浏览渠系网络中的任意部分，并深入了解各部分更详细的信 
息，包括SCADA联通界面。

简便的设置允许实时添加和清除渠系网络中的基础设施。

订水及轮灌 

供水计划工具

订水、轮灌通过对供水要求的自动收集，管理和计划来提 
高运行效率。

用户可通过电话、IVR(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网络或智能电话（客 
户联通模块）订水。农户有权删改提交的订水需求，所有操作都有记 
录。如果需要，管理方也可通过规定预先通知来限制变更。

如管理方以轮灌方式管理灌区供水，则可在软件中定义多个轮灌并 
实施供水变更需求。

清晰的可视化规划工具使管理方能够在供水能力最大化的同时符 
合渠系的供水物理极限及运行能力，并且可以打印出包含了最新操作 
令的操作人员运行表。

通过提高计划和调度的效率，缩短供水需求预订时间，并使用户得 
到公平的服务。

通过运行报告，管理方得以了解用户的需求。如果配备了渠系可视 
化功能模块，管理者还可以看到动态的需求。

特点:

•用户可用其自选的方式预订和管理其用水需求

•确定并管理预先计划的供水(轮灌或调度)

•可分段或针对全渠道生成需求及服务报告

•订水历史记录

•生成运行表为野外操作人员提供操作指令

用户可通过网络
和智能电话管理
其供水需求

释放潞碧垦闸门和流量计的自动化潜力
潞碧垦的闸门和流量计产品系列自带的内置软件允许其通过 
灌区智能化管理软件Confluent软件实现远程监控而无需昂贵的 
集成。

SCADA联通功能模块可以与潞碧垦的闸门及流量 
计无缝连接，从而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作为一个更强大的解决方案，渠系控制NeuroFlo功 
能模块与一体化测控槽闸内置的软件相结合使用， 
可实现节制闸节点自动控制以保持稳定的渠系水位， 
并且消除渠系末端的退水。

在供水调度自动化模块的管理下，安装在配水口 
的一体化测控板闸流量计可接受电子指令，并按计划 
开关。

特点:

•渠系在屏幕上可视化

•快速浏览复杂的渠系网络

•查看渠系中任意点的需求总量和下游用量

• 可将渠系分片或分组来生成报告、监测运行、向用户发信息或实施
运行管理

一体化信息数据汇总 

使数据收集、分析和生成报告合理化

一体化信息数据汇总功能模块收集、存储并整合由整个灌区 
不同系统和来源提供的数据，使管理人员得以提交对于中、长期规划
和决策制定重要的高层次数据。

由于整理并将这一数据上传到外部系统实现了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 
校勘和上传数据至外部系统，灌区管理方可以高效且低成本完成复杂
的政府汇报要求。

一体化信息数据汇总软件具有专为灌溉设计的数据模式，为灌溉数据 
仓库建立了一个标准。因此，若想高效管理水资源的供需、提供水库水
位报告、分析降雨模式或一段时间内的水质指标，该软件十分理想。

特点:

•自动从野外设备和软件模块中收集数据

•人工数据输入，可通过网络浏览器/移动设备实现远程操作

•具备与现有SCADA系统联通的接口

• 支持常用数据格式，包括工业标准数据和气象局的水文数据转换格式

•可用自带的软件工具或外部软件分析多年的趋势

•向外部机构汇报

渠系可视化可迅速浏览并深入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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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调度自动化
自动订水及优化供水调度

供水调度自动化功能模块使供水调度完全自动化，并且充 
分利用渠系的有效供水容量。它还能控制配水闸昼夜按计划自动开关。

通过网络订水的用户(客户联通软件模块)可即时确认其订水，并确 
定所订购的水在预定时间得到精确的供应。

复杂的需求与供水调度确保整个渠系的所有渠段，包括从水库到农 
田，都具备供应所订购水量的能力。与此同时，将节制闸和水库闸门
移动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减少渠系水位波动。

水权与责任 

水权管理软件

水权与责任功能模块协助管理当局控制管理水权配置的复杂 
性，确保遵守并服从用水权利和政府规章。

管理方可根据自身的法律结构定义水权或权利；可实施永久性或临时性 
权利转让；还可以与由第三方机构管理的外部水权登记系统联接。

该功能模块提供了各种工具，用以在供水前和供水后检查水权，确保供 
水符合规章制度。通过它，可以向用户汇报其用水量、供水公平性，也
可以向上级管理机构或利益相关部门汇报。

流量计如果配备了遥测功能，则自动远程读表的成本更低，操作更简 
便。如果选择人工读表，可选择使用智能电话应用软件,还可以选择使
用用户联通功能模块让用户们自己上报水表读数，从而节省人工读表
的费用。

渠系控制(NeuroFlo®)  

智能自动调节

渠系控制NeuroFlo功能模块自动控制和协调安装于渠系各节
制闸点的一系列闸门，根据用户的需求优化整个渠系的运行。该功 
能模块能保持对用户供水流量的稳定，同时消除渠系末端的退水现象, 
从而保留了水库内可供水源。

用渠系控制NeuroFlo功能模块可使渠系接近按需的运行，从而为 
农户提供用水的灵活性和公平性，并且提高了生产力。供水效率可提
高到90%，而在用水泵抽水的渠段，能源成本大大降低。

特点:

•所有调节闸门自动协调

•快捷、接近按需的用户需求回应

•实时测量每个渠段的具体水力特性，从而优化了反应

•没有不必要的退水

特点:

•管理权利、公平共享、供水共享或环境变量

•管理水权转让

•自动检查，确保供水的合法性

•生成用户用水报表

•自动或人工读表

•农户通过网络、IVR(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或电话键盘自报 水表读数

通过滤除供水需求高峰和低谷，可提高渠系供水容量的利用率，并且提升服务的
公平性

特点:

•根据渠系容量限制安排需求

•订水时即可自动确认供水时间

•供水指令自动下载至配水点

关于潞碧垦水利
潞碧垦水利为优化明渠灌溉系统提供先进的技术，使得操作和控制达 
到空前的高效率，增加可用水资源，并且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潞碧垦

成立于1995 年，在世界上10 个国家已安装了超过20,000 台闸门的全渠
道控制系统。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十区28号楼3层
邮编100070

电话 +86 (10) 5291 3788

china@rubiconwat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