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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沂沭泗防汛水情信息系统是防汛调度决策支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介绍系

统的开放性、水情信息处理的自适应性、水情信息图形化、图形漫游、水情信息综合显示、多窗

口结合、图形叠加、人机对话、历史资料检索以及屏幕绘图与绘图仪绘图相对应等主要设计特点。

关键词　信息系统　防汛　沂沭泗流域

分类号　P 338. 13; T P316

本文于 1995 年 1月 13 日收到, 1995 年 5 月 20日收到修改稿。

1　系统设计特点

1. 1　开放性、易扩充、易维护性

系统在设计过程中, 考虑到今后水文测站的增减、测站属性的改变、报汛任务的变动以

及历史资料的增删等问题, 采用了程序与数据分离的开放性设计思想, 为今后的系统扩充和

维护提供了方便。系统主要采用目前较为通用的数据库方式进行数据管理。

系统在数据库的设计上, 主要考虑系统投入使用后日常维护的方便, 与已建成的实时信

息库及历史数据库的适应能力等, 将流域有关信息分别设计成基本库、历史库和实时库三类。

基本库包括流域测站空间属性数据库、流域水系图矢量数据库、流域分区数据库、水库特性

数据库、三角网拓扑数据库等; 历史库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由译电系统而来, 积累了多年

报汛资料的实时库, 另一是典型大水年主要控制站水位流量、雨量等值线图个例文件等组成

的历史大洪水年数据库; 实时库采用目前译报系统提供的各类雨情、水情数据库。

1. 2　水情处理的自适应性

在水情信息的处理问题上, 系统具有良好的自适应性。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可在一台计

算机上交替查询, 或在多台计算机上对照查询; 降雨量数据则可分别以单时段、单日、时段

累计、日累计多种途径进行统计处理; 在绘制雨量、水位、流量过程线时, 系统采用自动调

整比例尺方式, 使得过程线每次都尽可能清晰地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 在降雨量等值线图的

绘制上, 系统自动以最大降雨量为控制, 向下取四级进行绘制; 降雨过程线可以单站显示, 也

可以按控制站分区显示, 考虑到实际应用中, 有时部分站不能及时报汛, 分区显示的过程线

分别以算术平均和加权平均两种方法计算区域平均降雨量。如果全区域降雨而各雨量站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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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报汛, 则两种方法的均值应是近似相等的; 如遇局部暴雨, 均值以加权平均值为准; 如

遇全区域降雨即使个别站缺漏报, 均值以算术平均值为准; 如遇局部降雨而同时又有站缺漏

报, 则应根据降雨分布, 综合参考两种方法的均值。

1. 3　水情信息图形化

系统在水情信息图形化方面作了一些探讨。例如洪水警告牌功能将流域主要控制站集中

设计在一屏上便于对照查询, 将各站警戒水位、保证水位、历史最高水位等特征水位以及堤

顶高程分别标示在水位标尺上, 将实时水位图示在警告牌上, 同时标注相应实时流量, 当实

时水位大于等于各相应特征水位时, 图示颜色发生相应改变, 以起到提示预警作用。

在显示河道、闸坝、水库水情时, 系统以流域图为底图进行适当放大, 将实时水情以开

数据窗口的形式, 分别标注在各站对应的位置上, 数据信息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改变了过

去水情信息查询中单一的表格形式, 使得信息查询具有实时同屏和便于综合分析对照等特点。

在显示降雨分布时, 系统分别以全流域及分区方式, 将实时雨情以开数据窗口的形式, 分

别标注在流域图各站所对应的位置上, 数据窗口的颜色根据降雨的量级而定。例如, 暴雨显

示红色, 大暴雨显示浅红色, 特大暴雨显示黄色等, 因而在降雨量分布图上, 降雨中心及各

量级降雨的覆盖范围一目了然。另外, 雨量数据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时间单位以日, 或以

最小时段 2小时计。在连续显示的降雨分布图上, 暴雨中心的移动、雨区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清晰直观, 有一种近似动画的效果。

1. 4　图形漫游

沂沭泗流域有各类水文站、雨量站 170余处, 要在一个屏幕上清晰地图示出各站的水情

信息, 就目前的硬件技术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系统采用分区放大和图形漫游相结合, 根据各

功能模块的不同要求, 将水系图通过适当放大, 以及上下左右移动, 使得面积有限的屏幕成

为一个可以移动的窗口, 使要查询的信息能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分区放大则分别以水系的

独立、水利枢纽布局的清晰以及湖泊相关站的完整等为原则。

1. 5　水情信息综合显示

译报系统是将水文测站分为河道、闸坝、水库三种类型分别进行处理, 译报结果分别存

入三种类型的水文数据库。系统在水情信息显示及洪水警告等项功能中, 采用了水情信息综

合显示技术, 将各类控制站或水系、枢纽相关站的水情信息汇总综合显示, 改变了过去信息

查询中分类查询或单一查询的不足, 使得信息查询具有完整性、全部性及唯一性, 同时也节

省了查询时间。

在分区综合显示的水情分布图上, 将各站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高水位、最大流量与实时观

测值同步显示, 目的在于给防汛人员一种提示作用, 使防汛人员能够及时发现重点水情以及

需要注意提防的地区, 为防汛调度提供支持。

1. 6　图形窗口与数据窗口等多窗口结合

系统对雨量过程线、洪水过程线、雨洪对应过程线以及水库特性曲线等, 采用了图形窗

口、数据窗口、时间窗口、站名窗口等多窗口结合技术, 通过控制上下左右方向键, 选定时

间及测站, 使得游动标尺或游动圆圈与水情信息数据相同步, 将图形窗口表示的图形的完整

性与数据窗口表示的数据的精确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分析处理水情信息提供了一个较为实

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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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图形叠加

在雨量过程线、洪水过程线以及降雨量等值线图等项功能中, 系统运用了图形叠加技术。

降雨量柱状图以及降雨量累计过程线可进行多站降雨过程的对比, 使得防汛人员可以了解单

站的降雨强度变化以及面上的暴雨走向; 洪水过程线可显示同一条河流上的上下游站、或枢

纽相关站之间的过程对应关系, 对于了解洪水传播特性, 根据上游站对下游站进行过程预报

都有一定的帮助; 雨量等值线则可在实时等值线图上用试错法套绘各种历时的历史暴雨等值

线图, 以期为实时降雨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预测。

1. 8　人机对话

对降雨量等值线图的绘制, 为了解决因站网调整或其他原因部分站不能报汛或不能及时

报汛以及错报的问题, 系统设计了一个全屏幕人工修正定时段各站降雨量的子模块。在系统

运行过程中, 对于错报、缺报或迟报站, 可根据测站周围其他站的报汛情况进行判断或对降

雨量作修正或插补, 从而提高等值线图的质量, 保证输出结果的正确合理。

另外, 系统也可通过全屏幕编辑功能实现对流域任意时段以至整个汛期的降雨量进行等

值线绘图。

1. 9　历史资料检索

系统中历史资料的检索分为两部分: 查询已经建库的历史水情、雨情资料; 查询经

过整理的历史大洪水资料, 包括重要控制站的水位流量过程以及相应的各种累计时段的降雨

量等值线图, 便于应用时, 可根据当时的形势, 及时联系历史上发生过的大水事件, 提高对

水情、灾情预测的可靠性, 为可能出现的严竣形势提前作出评估。

1. 10　降雨量等值线屏幕显示与绘图仪绘图相对应

系统在降雨量等值线图的绘制上, 采用屏幕显示与绘图仪绘图对应的方法。在屏幕上看

到的降雨量等值线可通过小型平板绘图仪在流域图上点注各站降雨量及绘制降雨量等值线。

系统在实际应用时, 可先在屏幕上绘制等值线, 检查是否有缺漏报及错报, 一旦发现, 可人

机对话对错报的改正及缺报的插补, 然后用屏幕绘图功能对修正过的数据再次进行绘图检查,

无误则可通过绘图仪正式输出降雨量等值线图, 这类似文字处理中的 “模拟显示”及 “所见

即所得”, 无疑将会提高等值线图的一次成图质量, 由于屏幕绘图较绘图仪绘图用时要少, 因

而也可节省汛情分析的时间。

2　结　　语

沂沭泗流域防汛信息系统覆盖面广, 结构复杂。流域上游多为山区型河道, 洪水陡涨陡

落, 洪水调度讲究时效性, 下游河道交错, 洪水多为调度组合后的非天然结果, 人为影响因

素较多。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 除了对已建成的水情信息系统不断地进行功能扩充和维

护, 使之逐步完善外, 对于流域自然地理信息、社会经济信息应用于防汛工作也要进行探讨,

逐步将洪水预报、洪水调度、灾情分析、风险评估等各项功能加入防汛信息系统, 进而向防

汛信息系统的更高层次——防汛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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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Flood Control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System

in Yi-Shu-Si Rivers Basin

Zhan Daoqiang and Pan Yunqua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 vancy , Y i-Shu-S i, X uzhou 221009)

Cui Xinmin and Zhang Lijin

( Nanj ing I nstitut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 ces, Nanj ing 210024)

Abstract: T he river flood contr ol hy dro logical informat ion system in Yi-Shu-Si

rivers basin is an important part o f the f lood contro l decision suppo rt sy stem. This

paper intr oduces mainly design char acter ist ics fo r the f lood contro l hydrolo gical in-

fo rmat io n sy stem, including openness of the system auto-adaptability of processing

hydr olog ical infor mat io n, graphic expression of hydr olog ical infor mat io n, fig ure

roamm ing , sy nthet ical show ing of hydrolo gical info rmat ion, com bining the w in-

dow s, o verlapping of graphic, dialog ing for man and computer, the historical floo d

inform ation ret rieval, draw ing on screen and its in correspondence w ith plot t ing in-

st rument and so on.

Key words : inform at ion system ; f lood contr ol; Yi-Shu-Si river 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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