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水电站下泄流量监控数据传输规范

(2018年修订)

1. 前言

依照福建省政府《关于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意见》(闽

政〔2009〕16号)、《福建省水电站生态电价管理办法（试行）》（闽

价商〔2017〕304号）等文件的要求，建设完善我省水电站下泄流量

在线监控系统，实现水电站下泄流量监控数据上传，制定此规范。

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水电站下泄流量在线监控(监测)系统监控设备和

监控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本规范规定了数据传输的过程、传输命令

类型、传输的数据格式和代码定义，本规范不限制系统扩展其他的信

息内容，在扩展内容时不得与本规范中所使用或保留的命令、编码相

冲突。根据通信技术的发展，本规范将适时修订。

3. 引用标准

本规范参考下述标准制定，在本规范未述及的内容，可遵照参

考标准执行。

HJ/T 416-2007 环境信息术语

HJ/T 212-201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4. 通讯协议（基于TCP/IP协议）

4.1 应答模式

完整的命今由请求方发起，响应方应答组成,具体步骤如下:

1) 请求方发送请求命令给响应方；

2) 响应方接到请求后，向请求方发送请求应答（握手完成）；

3) 请求方收到请求应答后，等待响应方回应执行结果；如果请

求方未收到请求应答，按请求回应超时处理；

4) 响应方执行请求操作；



5) 响应方发送执行结果给请求方；

请求方收到执行结果，命令完成，如果请求方没有接收到执行

结果，按执行超时处理。

4.2 通讯协议数据结构

所有的通讯包都是有 ACSII码组成(CRC校验码除外)。

4.3 通讯包结构组成

4.4 数据段结构组成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请求编号 QN 字符 20

精确到毫秒的时间戳：

QN=YYYYMMDDHHMMSSZZZ，用来

唯一标识一个命令请求，用于请求命令或

通知命令

系统编号ST 字符 5 ST=系统编号，水电站下泄监控系统编号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包头 字符 2 固定为##

数据段长度 十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ASCII字符数例如：长 255，则写

为“0255”

数据段 字符 0≤n≤1024 变长的数据

CRC16 校验 十六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校验结果，如 CRC错，即执行超

时。校验多项式为X16+X15+X2+1

包尾 字符 2 固定为<CR><LF>（回车、换行）



统一定为 71

命令编号CN 字符 7

CN=命令编号，现阶段包括：

上传实时数据，编号为 2011；
上传日志信息，编号为 7011；
数据包确认，编号 9014。

访问密码 字符 9 PW=访问密码,用于平台与现场端约定的

密码标识

设备唯一标识
MN 字符 13 MN=数据采集传输仪编号,编码规则参照

附录C

指令参数CP 字符 0≤n≤950 CP=&&数据区&&，数据区定义见 4.5 章

节

4.5 数据区

4.5.1 结构定义

字段与其值用“=”连接；在数据区中，同一项目的不同分类值间

用“,”来分隔，不同项目之间用“;”来分隔。

4.5.2 字段定义

4.5.2.1 字段名

字段名要区分大小写，单词的首个字符为大写，其他部分为小

写。

4.5.2.2 数据类型

C4：表示最多 4 位的字符型字串，不足 4 位按实际位数。

N5：表示最多 5 位的数字型字串，不足 5 位按实际位数。

N14.2：用可变长字符串形式表达的数字型，表示 14 位整数和

2 位小数，带小数点， 带符号，最大长度为 18。

YYYY：日期年，如 2005 表示 2005 年

MM：日期月，如 09 表示 9 月

DD：日期日，如 23 表示 23 日

HH：时间小时



MM：时间分钟

SS：时间秒

4.5.2.3 字段对照表

字段名 描述 字符集 宽度 取值及描述

SystemTime 系统时间 0-9 N14 YYYYMMDDHHMMSS

xxx-Rtd 下泄流量实时采样

数据
0-9 N14.2 “xxx”是上传参数代码，详见附

录B

xxx -Flag 数据状态标记 A-Z C1

N：正常；

F：数据采集仪故障；

B：数据采集仪与监测设备通讯

异常；

D：监测设备故障；

M：监测设备维护；

T：监测数据超过量程限制；

X：其它故障。

DataTime 数据时间信息 0-9 N14 YYYYMMDDHHMMSS

4.6

4.7 通讯流程

现场机采集前端监测数据上传到上位机，上位机接收到数据，

返回 9014的数据应答命令。

5. 数据的补传

在通讯中断或不稳定时，数采仪应能对未上传至监控平台的数



据进行标记。当通讯恢复后，可对标记数据及时进行补传。

监控平台将对收到的数据发送确认包，数采仪可根据确认情况，

补传数据。确认包的命令编号（CN）为 9014, 具体格式举例如下：

ST=71;CN=9014;CP=&&QN=…;CN=…;DataTime=20131112110

000&&

数据补传应尽快实施完成，超过一定时限补传的数据，监控平

台端将不予入库。为避免短时集中大量发送数据超过系统的处理能力，

数据补传时的传输速度应控制在适当范围（建议发送每条包之间间隔

50ms）。

6. 现场端日志事件报送

鼓励各数据采集仪收集存储有用的各类现场端信息(事件、状态、

日志)。并将信息，主动上传至监控平台。（如与前端监控仪器失联、

数采重启等）。

事件数据包命令编码暂使用 7011，数据包与上传实时数据的类

似，包括类型编码字段（code）和信息字段（info）。因事件（状态）

较多样，暂不定义编码(编码类型都为 0000)，信息内容以全文本的方

式上传为便于平台端解析（不建议使用中文），文本内容暂时仅限于

英文字母，不能使用本标准中的各保留字,不能使用半角分号（已用

作字段分隔符），例：

ST=71;QN=20180131010000123;CN=7011;PW=123456;MN=350

4260001;CP=&&DataTime=20040516020111;code=0000;info=DEVICE

REBOOT&&



事件状态信息不限频率，可单独即时上传。

7. 数据上传频率

至少每 15分钟上传一组数据。

附 A. 水电站下泄流量参数编码表

附 B. 水电站下泄流量数采仪（MN）编码规则



附 A

水电站下泄流量参数编码表
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备注

水电站水位 HL 厘米 水电站当前水位

库容 HC 千立方米 水电站水库当前库容

瞬时总流量 CS 立方米/秒 指各种方式泄放的总流量

X 号机组瞬时发电

功率
MPX 千瓦 某号机组的发电功率

X 号机组流量 MSOX 立方米/秒 某号机组泄放的总流量

机组总流量 MS 立方米/秒 发电机组泄放的总流量

X号闸门开度 GOX 厘米 某号闸门的开度

X号闸门流量 GSOX 立方米/秒 通过某号闸门泄放的流量

闸门总流量 GS 立方米/秒 通过各类闸门泄放的总流量

生态放水管放水流量 FSGS 立方米/秒 通过设置生态放水管泄放的流量

倒虹吸管放水流量 HXS 立方米/秒 通过虹吸装置泄放的流量

抽水系统放水流量 CHS 立方米/秒 通过抽水系统泄放的流量

生态机组流量 STJZS 立方米/秒 通过运行生态机组泄放的流量

(不同的测流方式采

集上传的其他参数，

可扩充)

…… …… ……

除水电站瞬时总流量、水位、库容等基本参数必须上传外，应按

不同的测流方式，选择不同的相关参数上传。新扩充的参数编码可到

监控平台查询。



附 B

水电站下泄流量数采仪（MN）编码规则

位数 含义 说明 样例

1位-6位 行政区域代码 该点位所属行政区域，区分到

县区

350526

7位-10位 水电站流水号 同一个行政区域内的流水号 0001

注：新增点位的MN编码不能与平台已有点位编码重复。

数据包上传样例:

##0178ST=71;QN=20180131010000123;CN=2011;PW=123456;M

N=3506290002;CP=&&DataTime=20180131010000;CS=165.4;HL-Rtd

=3523;HC-Rtd=2345;GS-Rtd=25.70;MS01-Rtd=70.45;MS02-Rtd=69.25;

MS-Rtd=139.7&&CCB7

图中划线部分为参与 CRC校验的内容。

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8年 4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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