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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一孔多层监测井中的地下水动态监测, 研发了一种地下水分层自动监测、 远程传输技术及仪

器, 重点解决了监测仪器多通道数据信息的在线监测与集中传输技术问题, 并采用多种措施解决了仪器的
稳定性、 可靠性、 低功耗、 密封防水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 仪器可挂接多个传感器并进行集中数据的远
程传输, 在野外对仪器进行测试应用, 系统运行状况良好。 该系统为一孔多层监测井中多层位地下水位、
水温在线监测提供了一套技术及设备, 实现地下水监测从传统的混合监测到分层监测。 支撑示范区多层地
下水数据精细分析、 地下水演化规律深入研究、 水文地质参数的真实获取, 大大提高了野外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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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一孔多层监测是指在目标监测区域内, 洁、 成井工艺简单、 填砾和止水方便、 施工成本相对
仅钻探一眼钻孔, 通过分层填砾料和止水, 将钻孔
中分布的多个目标监测层逐级有效隔开, 满足可分

较低的特点[3-4] 。

在地下水分层监测方面, 地下水监测井正在朝

层监测、 取样, 最终实现在同一眼钻孔中获得多地

着小直径方向发展, 如连续多通道管分层监测井通

层水文地质数据。 一孔多层监测井是针对传统监测

道通径最大为 31 mm, 对于小直径的分层监测井,

井的不足而设计的, 相较于传统监测井, 其最大创

特别是地下水埋深较大的小直径监测井, 尚无可满

新点为在一眼钻孔内实现对多个目标含水层的监

足其监测的专用仪器。 目前, 监测仪器多为一台仪

测, 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一根独立的具有多通道或阀

器对应一路传感器, 这样一来, 如果一孔多层监测

门的管道在一个钻孔中实现地下水的分层监测和采

井的监测层数为多层, 就需要在一个监测井中放入

样, 即通过单孔实现多个地下水含水层的监测和采

多套仪器。 很显然, 这种监测方式成本高, 安装过

样, 以 Waterloo 多层监测系统、 Westbay 多层监测系

程及日后维护工作繁琐复杂。 分层监测井使用, 不

统、 连续 多 通 道 ( CMT) 多 层 监 测 系 统 最 具 代 表

但增加了监测成本, 而且如果监测仪器内部的时钟

比较符合中国现阶段水文钻探的技术水平, 适合在

据的协调和统一。 针对目前一孔多层监测井地下

。 CMT 多层监测系统由 Waterloo

水的监测现状, 开展地下水分层监测与集中数据传

Solinst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 CMT 系统, 该

小空间监测要求的地下水分层自动监测技术, 在功

乙烯管, 可监测 7 个目的层, 具有无接头、 环保清

式灵活、 维护方便, 具有明显的优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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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 监测井成井工艺简单、 施工成本较低, 不统一, 还会使测量结果混乱, 影响了分层监测数

国内推广和应用

[2]

大学的在校研究生 Murray Einarson 发明, 随后授权

输设备开发, 研发了一套适合于一孔多层监测井狭

系统采用连续方式挤出的带有 7 个通道的高密度聚

能和性能上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其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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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体介绍
结合一孔多层监测井的实际要求, 以分层监测

的整机结构、 多层信息的自动获取、 多通道数据的
远程传输、 监测设备的终端管理技术研究为主要核
心内容, 同时通过场地实验进行监测技术和设备的

大

传感器、 自动采集与实时传输设备、 终端管理平台
等部分组成。 实现了满足一孔多层监测井要求的
分层自动监测传感器与多通道自动识别的全自动

学

2021 年

报

据功能。 本系统为每一层位的地下水配置了 1 个

水位传感器, 实现分层监测井监测数据的获取。 将
多个传感器探头放置在地下水中( 目前设计最多 7

个通道接口) , 组成复合式的传感器探头, 其与监

测主机设计构成分体结构形式, 并考虑将连接接口
设计成通用方式方便系统扩展功能。

验证, 根据实验结果对仪器设备进行优化完善。 整 2. 2
体监测系统为分层自动监测系统, 由专用的复合式

学

多通道数据通讯模式

根据 micro diver 水位计基于非 Modbus 协议通

讯模式, 开发数据通讯接口电路。 连接非 Modbus
协议的分层监测通讯主机。 非 Modbus 协议研发的

水位计不支持地址码寻址, 所以需要单独为总线上

无人值守的低功耗控制的数据传输设备。 采用“ 一

的水位计设计独立的控制与通讯接口电路, 利用配

主多从” 的工作模式, 可分时分址自动解析地将集

置软件将每个从机的控制中心定义成不同的地址,

中数据传输至终端信息平台, 其地下水分层监测系
统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配合编制好主 - 从机通讯协议, 主机发送带有地址

码的协议帧至通讯总线, 每个从机接收后与自身的
地址进行对比, 地址符合时从机的控制核心启动通
讯接口与水位计通讯, 并将获取的数据通过协议封
装成数据包返回至主机; 地址不符的从机对主机发
来的协议帧不作回应。 图 2 为非 Modbus 协议类分
层监测通讯主机与水位计连接原理框图。

图1

Fig. 1

2

2. 1

系统结构示意图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监测系统硬件组成
地下水监测数据采集部分
地下水监测数据采集部分的功能为数据的采

Fig. 2

2. 3

图2

通讯主机与水位计连接原理框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ne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host and water level sensor

数据传输通讯主机
数据传输通讯主机是整个地下水分层监测系

集和处理。 由于受到一孔多层监测井所用的 CMT

统信息来源, 其设计是整个系统的关键, 由于其分

够正常进入目标位置, 同时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精

此其低功耗和高可靠性尤为重要 [5] 。

多通道管孔直径限制, 为了保证前端传感器探头能

布较分散, 需要长期工作在无人值守的环境中, 因

确度, 现场采集部分充分利用成熟的地下水动态的 2. 3. 1

数据传输通讯主机功能

通讯主机主要包

数据采 集 技 术 ( 荷 兰 斯 伦 贝 谢 公 司 生 产 的 micro

括定时启动、 环境大气压的采集与数据传输等工作

小, 只有 18 mm, 完全符合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井

水位探头的工作频率一致, 同时采集环境大气压需

diver 水位计产品) 。 分层监测数据采集传感器直径

程序。 由于采用的是绝压型的压力传感器, 需要与

的监测要求。 通过复合式传感器接口部件的设计

进行校正以消除大气压力的影响。 虽然是多个水

开发, 实现了全程自动工作, 设定时间启动采集数

位探头的数据, 但是只需要采集一个气压数据,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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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多个水位计一一进行匹配从而完成对采集数
据的校正。 当数据传输装置到达设定时间, 时钟模
块在触发数据传输装置启动的同时, 一并唤醒井下

通讯以及短信收发等功能有序地进行。 该控制器
需具备以下几个基本通讯接口, 如表 1 所示。

的水位探头, 保证了上下两部分系统的协同统一。
本监测系统将井下水位探头采集的数据和传输装
置采集到的数据按照监测的目标层位打包为一个
整体, 传送到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发送完毕, 数据
传输装置和井下设备进入休眠状态, 避免消耗不必
要的电量。 根据地下水监测的特点, 数据采用短信
无线传输的方式, 整体硬件电路原理框图如图 3 所
示。

Table 1

序号

接口

1

异步串
行口 0

2

异步串
行口 1

3

异步串
行口 2

表1

通讯接口介绍

Details of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功能

与无线通讯模块通讯, 发送或接收数据信息
以及控制命令
与挂接在通讯主机上的水位仪进行通讯, 获
取监测井中地下水的动态变化数据
通过接口转换电路与上位 PC 机通讯, 设定监
测系统运行所需的必要参数以及向 PC 机发送
监测数据

4

与实时时钟、 气压传感器通讯, 获取时间信息
I 2 C 接口 与气压的动态变化数据, 实现气压气温的定
时采样功能

5

与 Flash 存储器通讯, 将采集到的气压、 气温
SPI 接口 以及地下水的动态变化数据存入 Flash 存储器
中, 用户可定期利用 PC 机回收历史数据

2. 3. 4

降低功耗措施

在野外实际应用中, 降低

系统功耗的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本系统的设
计中降低功耗的措施主要有: 1) 应用 MSP430 超低
功耗系列微控制器用于整套监测系统的控制设计
中; 2) 对系统的电源模块进行优化控制, 将用电量
降至最低 [6] ; 3) 对数据的采集与传输方式进行完
善, 数据采集和传输更加合理高效, 避免不必要的
电量损耗。

Fig. 3

2. 3. 2

图3

电路原理框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ircuit

3

软件设计
硬件控制软件运行于通讯仪器的微控制器中,

负责协调微控制器的各个功能外设以及构成整个

采用德州仪器公司

通讯仪器的功能模块间的信息交互以及逻辑控制

制器专门针对微功耗系统应用设计, 芯片内集成多

该控制程序主要协调上位机与通讯主机的微控制

微处理器的选择

MSP430 系列单片机作为主控制核心, 该系列微控

等操作。 采用 C 语言编写通讯主机的控制 软 件,

种智能外部设备, 资源丰富、 集成度高, 可以最大

器之间的信息沟通, 解译上位机管理软件发出的命

程度地简化监测方案, 能够满足数据传输终端对体

令以及各种参数, 并将通讯主机作出的各种响应整

积机功耗的需求。 在设计上主要突出了控制功能,

合成通讯包按照规定的协 议 规 则 发 送 至 上 位 机。

调整了接口配置, 使整个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大为

该控制软件采用“ 模块化编程” 为指导思想, 整体

提高, 同时, 实现多通道和分布式控制。 多通道数

软件方案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模块, 方便后续的功

据采集仪器采用标准数据接口, 在现场通过与计算
机或移动存储介质直连完成监测数据的采集和监
测参数的设置, 将设计自动采集仪器与传输设备有
效地融合为一体, 实现监测数据的自动采集、 存
储、 传输与全自动无人值守控制。

2. 3. 3

能升级以及代码维护 [7] 。 硬件主控制程序流程如
图 4 所示。

4

野外应用
在三江平原农田区选择某多通道监测井进行

主控制核心为通讯主机的核心

野外试验应用。 利用现有的覆盖域广的手机通信

器件, 负责整个系统的定时采样、 数据处理、 外围

网络实现任意距离的无线数据采集工作, 可靠、 方

通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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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监测曲线的变化趋势相同, 在人为和降雨双重影
响下, 表现出在年内丰水期为低水位, 枯水期为高
水位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特征, 即 11 月—次年 4

月为地下水的枯水期, 地下水水位为一年中的高值
期; 5—8 月进入稻田的泡田期与灌溉期, 开始大量
开采地下水, 造成水位迅速下降, 地下水位进入了
年内的最低值, 并处于降雨和人工开采影响下的平
衡状态; 9—10 月地下水水位逐步回升。 通过监测

曲线可知, 含水层 1(HMT-K10-1)与含水层 2(HMTK10-2)、 含水层 4( HMT-K10-4) 与含水层 5 ( HMT-

K10-5)的监测曲线基本重合。 含水层 1 与含水层 2

之间是 2. 3 m 厚的粘土层, 含水层 4 与含水层 5 之
间是 2. 2 m 厚的泥岩层, 含水层间有贯通现象的发
生, 造成了水位变化趋势一致。 含水层 4 与含水层 5

监测数据也反映出受开采地下水进行灌溉作业的影
响, 出现每隔一段时间水位埋深降幅较大的现象。
图4

Fig. 4

5

主控程序流程图

Control program flow chart

结束语
研发了一套适于 CMT 连续多通道狭小空间分

便, 省去了组网的步骤 [8] 。 多通道监测井钻孔包
含 5 个含水层。 对该钻孔开展分层洗井和分层抽

层连续监测技术方法, 研制了满足一孔多层监测井

水试验工作后, 部署了地下水分层监测仪器, 获取

要求的分层自动监测传感器与多通道自识别的全

大量的监测数据, 由于地下水的温度相对稳定, 波

自动无人值守的低功耗控制传输设备。 以地下水

动幅度很小, 因此本文主要对水位的动态变化进行

分层监测技术和设备分层刻画, 自动化代替手工,

研究, 监测数据曲线如图 5 所示, 其中监测曲线

支撑示范区多层地下水数据精细分析、 地下水演化

HMT-K10-1—5 分别代表的是含水层 1 ~ 5。 三江平

规律深入研究、 水文地质参数的真实获取, 提高精

原农田区以大气降水入渗为主要补给源, 径流、 蒸

度, 提升效率。 应用一年多来整体工作状态良好,

发和人工开采为主要排泄途径的地下水系统, 受人

仪器整体功耗很低, 所用的一号碱性南孚电池也未

为和降 雨 双 重 因 素 影 响。 降 雨 主 要 集 中 在 6—9

曾更换; 但在野外试验运行中发现每次监测应该同

位监测数据结合地下水开采情况, 多个含水层的水

出现,是移动通信的原因造成数据丢失或是仪器自

月, 占降雨总量的 80% 以上。 通过得到的地下水

Fig. 5

图5

时收到 5 个通道的数据, 偶尔会有数据丢失的情况

水位动态变化监测曲线

Monitoring curves for dynamic changes of wat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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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障没有将数据发出,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因为需发送多条数据, 尤其是碰到信号质量不佳的
情况, 电池相对损耗较快, 今后可考虑供电电源更

造及取样技术 [ J]. 中国地质, 2010, 37 (3) : 835-839.

[4] 王建增, 郑继天, 李小杰, 等.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成井
技术 [J]. 探矿工程, 2008 (8): 15-18.

换为高容量的锂电池。

[ 5] 申黎明, 郭鑫, 董体英, 等. MSP430 微控制器在水文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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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layer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groundwater
in one shaft with multi-layer well
ZHANG Lei, REN Mei-juan a , HE Ji-bin a , ZHANG jian-wei, FENG Jian-hua

( a. Centre for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b. Innovation Center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or Ge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In monitor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groundwater in different layers in a same drill hole, a lay-

ered monitoring and remote transmission of groundwater instrument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hardware and soft-

ware of the system and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online monitoring and centralized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f
multi-channel data. The instrument structure and design circuit are introduced. Various measures ar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reliability, low power consumption, sealing and waterproof of the instrument. The instrument can connect multiple sensors and transmit data. It was tested and appl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s run well. It provides a set of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or online monitoring of groundwater level and tem-

perature in the multiple layers in the monitoring well. It supports the fine analysis of multi-layer groundwater

data, in-depth study of groundwater evolution law, and the correct acquisition of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s,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in the field greatly.

Key words: groundwater monitoring; layered monitoring; one shaft with multi-layer well; data transmission;
low powe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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