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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 R S技术在环保检测系统中的应用①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GPRS Technology 

毛建生 景秀眉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通过中国移动通信GPRS网络进行无线数据传输，是当前环保部门选择的通信手段亮点之一。本文从 

GPRS的特点入手，对基于 GPRS技术的环保检测系统的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介绍了 

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功能，并最后对系统的性能做了比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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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建立完整的环 

境监测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在环保检测系统中，常常需 

要对众多的污染排放点进行实时监测 ，大部分监测数 

据需要实时发送到管理中心的后端服务器进行处理。 

由于监测点分散，分布范围广，而且大多设置在环境较 

恶劣的地区，通过中国移动通信GPRS网络进行无线数 

据传输，已成为环保部门选择的主要通信手段。污染 

监测设备将采集到的污染数据和告警等信息，通过 

GPRS网络及时发送到环保监察部门，可以实现对排污 

单位或个人的及时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环境 

保护提供了崭新方式。 

2 GPRS简介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 GsM系统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承载业务，目的是为GSM用户提供分组形式的 

数据业务。GPRS抛弃了传统的独占电路交换模式，采 

用分组交换技术，每个用户可同时占用多个无线信道， 

同一无线信道又可以由多个用户共享，有效地利用了 

信道资源，带宽最高可达171．2Kb／s。目前中国移动的 

GPRS覆盖范围在中心城市达到了 1O0％，在边远地区 

也达到了80％以上，实际应用带宽大约在20—40Kb／ 

S，特别适合像金融交易、远程监测等行业的通信需求。 

与过去传统的有线 MODEM、X．25、数传电台、短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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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相比较，GPRS通信方式具有”实时在线“、 

“按量计费”、”快捷登录”、”高速传输“、”自如切换” 

的优点，更适合于环保数据采集业务。 

3 系统总体设计 

3．1系统结构图 

环保在线检测的整个监控系统结构图如下图1所 

示。整个系统由监控中心、GPRS网络和控制终端3部 

分组成。在正常工作模式下GPRS传输模块将控制终 

端采集的数据通过 GPRS网络传递给环保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对收到的数据进行整理贮存，并根据系统分 

析决策模块，判断被监控对象的工作状态(如是否正常 

工作，有何异常事件)，并对该情况作出相应指令，传回 

数据终端侧执行，或通过短信发送给管理和维护人员。 

从而实现了对现场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实现了 

数据在人员、监控中心和设备间的互通互传，使管理人 

员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每个监控点的数据，并 

可以进行及时响应。 

3．1．1监控终端 

监控终端点采用宏电H7710系列 GPRS DTU与西 

f-]7 PLC(S7—224XP CN)作为数据采集、控制与通信 

的核心。GPRS DTU采用标准的AT命令界面，内嵌 ln- 

ternet的TCP／IP协议栈，采用RS232接口方式，方便了 

程序设计和网络连接：GPRS DTU还支持远程控制及 

动态域名解析，可提供内置式模块(不带外壳，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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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与嵌入式直接系统相连 )；并且在 DTU不能正常 

工作时，能够自动断电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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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结构图 

西门子PLC(S7—224XP CN)集成14输入／10输出 

共24个数字量I／O点，2输入／1输出共3个模拟量 I／ 

O点，可连接 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值至 168路数字 

量 I／O点或38路模拟量 I／O点。20K字节程序和数据 

存储空间，6个 独 立 的高速 计数 器 (IOOKHz)，2个 

IOOKHz的高速脉冲输出，2个 RS485通讯／编程 口，具 

有 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 自由方式通讯能力。 

PLC与现场设备的连接如上图1所示。 

西门子 PLC(57—224XP CN)通过 RS232或 R．$485 

串口直接与 GPRS DTU进行透明数据传送 ，GPRS DTU 

经过PPPOE拨号上网登陆到监控中心的通信服务器， 

将采集的数据如污水流量计、COD(含氧量)／BOD(生 

物耗氧量)测量仪等数据发送到监控中心的通信服务 

器进行处理。 

3．1．2 GPRS移动网络 

系统利用中国移动现有的 GPRS／GSM 网络 ，监控 

点的宏电H7710系列 GPRS DTU模块经过 PPPOE拨号 

上网登陆到监控中心的通信服务器，监控点和监控中 

心系统的所有交换信息通过中国移动的数据通信网关 

进行数据传输。 

3．1．3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至少配备一台高性能计算机，该计算机 

通过专线上网或通过 ADSL拨号上网，使之能与 GPRS 

网络建立数据通信连接。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用，本系统采用 ADSL静态 IP地址上网方式 (由于静 

态IP地址资源比较紧张，有的地方的数据中心也可以 

采用动态域名解析)。监控中心采用客户机／N务器架 

构，将数据与操作界面分离，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监控中心服务器须安装的监控系统软件包括通 

信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监控中心服务器等。通信服 

务器采用TCP／IP协议，开辟一个端口为1024的端口号 

用于跟GPRS通信模块的通信连接。因此，GPRS通信 

模块只要写入主机的静态 Ip地址和端口号，等 GPRS 

通信模块上电后 自动会通过 PPPOE拨号上网，连接到 

监控中心的计算机，实现监控中心的计算机和GPRS通 

信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具体实现时，通信服务器、监 

控中心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WEB服务器可以安装在 

一 台服务器中，也可以安装在不同服务器中。 

3．2 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监控计算机通信服务器软件采用科创“四 

遥”组态软件，如图2所示。该系统源于科研监测和民 

用供排水等分散测量集中控制系统的自动化要求，现 

已在国内的给排水、电力、管道煤气、油田、环保等部门 

及工厂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具有良好的数据采集、处 

理、机泵调节功能 ，使用户可以准确、实时地调度管理 ， 

有效地处理各种应急情况；同时，它所具有的系统管理 

功能更为用户节约了大量能源、人力，收到了极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图2 科创“四遥”组态软件 

3．2．1 GPRS模块设计 

(1)GPRS模块与软件通信方式 

用户的计算机 

图3 软件与 GPRS通信方式一 

App]i~Technique应用技术 1 07 

一 

＼f＼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2008年 第 12期 

亳 ／ 昌  圈  
群发 - 

区 

图4 软件与GPRS通信方式二 

方式一，主站循检。该方式与无线超短波通信方式 
一

样，主站根据一定的顺序，分别与子站进行数据交换， 

其优点是：子站的数据不会相互干扰。缺点是：子站的 

数据流量较大，费用较高。通信示意图如图3所示。 

方式二，子站群发。该方式是GPRS通信模块通过 

一 定的时间间隔把数据发送给主台。其优点是：子站 

的数据流量较小，费用较低。通信示意图如图4所示。 

(2)通信数据信息的交换格式 

本系统监控中心与GPRS模块的信息交换格式包 

括信息字和控制字。监控中心需要终端检测点的数据 

时，向监控终端发送地址码和信息码等请求信息，接到 

监控中心的需求信息后，终端GPRS模块做出响应，通 

过指定的格式向监控中心发送现场检测的数据。监控 

中心与终端的数据通信包括中心接受终端检测数据和 

中心控制终端设备两种，具体的数据通信格式如表1 

所示。 

表1 监控中心与GPRS模块数据通信格式 

3．2．2西门子 PLC(S7-224XP CN)的编程设计 

PLC通过串口COM1与 GPRS DTU通信，当GPRS 

DTU上电后自动进行拨号上网，一旦登陆到数据中心 

通信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服务器返回一个确认信号， 

GPRS DTU就把该信号发送到PLC，PLC收到该命令后， 

确认网络已连接成功，可以准备数据的双向通信了。 

现场仪表设备的信号主要是开关量输入 ＼输出、4— 

20mA模拟量连接到 PLC，不同的是流量计信号采用串 

口通信的方式获取当前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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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的工作流程如图5所示。 

图5 PLC(S7—224XP CN)的工作流程图 

4 系统功能 

环保在线检测系统过精心设计和各种技术合理运 

用，最终实现了以下一些主要功能。 

4．1数据采集与处理 

系统对分布各个地区的排污点监测设备的运 

行状态和运行参数等实时数据进行 自动采集，并作 

必要的预处理，存于实时数据库中，供计算机系统 

进行画面显示、制表打印以及计算控制等。排污点 

现场各种数据的采集基本上由各自的西门子 PLC 

(S7—224XP CN)来完成，现场数据包括：如污水流 

量计、COD(含氧量)／BOD(生物耗氧量)测量仪等 

数据等。不同性质的数据其采集与处理的方法各 

不相同。 

(1)模拟量的采集与处理：模拟量包括 电量模 

拟量、非电量模拟量以及温度量。采集的数据经过 

有效性检验、标度换算、梯度计算、越复限判断等处 

理后形成实时数据存入实时数据库中。 

(2)开关量的采集与处理：监控中心的计算机以 

中断方式迅速响应开关量信号，并做出一系列必要的 

反应及自动操作。对信号的处理包括光电隔离、接点 

防抖动处理、硬件及软件滤波、基准时间补偿和数据有 

效性检验等，最后经格式化处理后存入实时数据库中。 

4．2遥测、遥信功能 

本系统监控计算机通信服务器软件采用科创 

“四遥”组态软件，四遥功能即遥信(Yx)，遥测(YC)， 

遥控(YK)和遥脉(YM)。在这个系统里，主要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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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测、遥信功能。遥测：遥测往往又分为重要遥测、 

次要遥测、一般遥 测和总加遥测等。遥 测功能 主要 

用于对现场数据的采集，采集终端设备的物理位置 

和工作运行状态。目的是了解现场工作状态是否正 

常，从而了解设备的真正工作状态。遥信主要用于 

监控中心与现场终端的即时通讯。一方面可以通过 

通讯了解现场终端的工作运行状态等。还可以通过 

通讯系统对现场终端设备 的控 制系统进行 软件升 

级，提高终端设备性能。本系统设置了 3种遥测 

方式。 

(1)自动遥测：是本系统的基本功能，监控中心主 

机通过通讯信道对各现场进行连续巡检，收集全系统 

的实时数据，作为原始数据。 

(2)定时遥测：监控中心主机通过键盘输入，选择 

现场进行连续测量，对该现场进行实时跟踪。 

(3)分组遥测：监控中心主机任意选择的现场编 

成一组，进行循环检测。 

4．3语音报警功能 
‘

当从终端采集的数据通过分析决策模块发现异 

常，以及发生事故或故障时，监控系统能用准确、清晰 

的语言向有关人员发出报警，或通过短信发送给管理 

和维护人员。实时召唤值班人员。 

4．4人机接口画面 

“四遥”组态软件具有很好的人机接口画面。能 

在线显示实时图形，使运行人员对能全面地了解各现 

场终端的设备工作状态。运行人员可以在线调整画 

面，显示数据和状态，投退测点，修改参数，控制操作 

等。监控系统根据工作人员职权不同，设不同的操作 

权限。本系统具有很好的图形功能，能绘制各种曲线 

图和档案资料图。绘制曲线图：能绘制电流、电压、液 

位、流量时变曲线图。档案资料图：包括主要的管网 

图、系统运行图等。 

画面调用允许以自动及召唤方式实现。自动方式 

指当有事故发生时或进行某些操作时有关画面的自动 

推出。召唤方式指操作某些功能键或以菜单方式调出 

所需画面。 

4．5统计与制表 

对采集的定时数据与检测的事件进行在线计算， 

打印输出各种运行日志和报表。能打印各种日报、月 

报及其它报表，并能屏屏幕拷贝各种图形和曲线。 

5 结语 

检测控制系统经过精心的设计和配置后，于2007 

年调试成功并投入运行，从运行情况来看，系统很好满 

足环保在线检测的各种监控需求，其实时性、可靠性、 

安全性、可维修性、可利用性和可变性等各项指标得到 

了提高。下表为GPRS与超短波电台的性能比较表： 

表2 GPRS与超短波电台的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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