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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总结长江中下游防洪经验和防洪决策流程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 针

对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 提出了具有系统结构合理、软件设计先进、实用性强、扩充性

好、适应实时要求特点的总体设计, 确定了系统的开发原则。据此, 拟定了系统的逻辑结构; 以

数据库、知识库作为信息基础, 通过总控程序构筑系统运行环境, 实现信息查询和防洪调度的功

能。信息查询以灵活多样的查询方式、形象直观的表达形式来实现对实时水雨工情、洪水预报结

果等信息的快速查询; 防洪调度侧重运用洪水演进和调度模型对预案进行水情仿真, 为决策者提

供汛情发展事态信息。为对模型库进行有效的管理, 提出建立决策方案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为

适应软件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 选择了起点高、开发难度大的视窗软件系统作为系统的软件环境,

实现了图形用户界面技术, 使界面友好直观, 操作灵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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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长江中下游是长江流域洪灾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 三峡工程是长江中下游防洪综合治

理中的关键工程。三峡工程建成后, 长江中下游就形成了以堤防为基础, 以三峡工程为骨干,

辅以分蓄洪工程及其它支流水库、河道整治工程组成的较完整的防洪系统, 可使长江上游洪

水得到有效控制, 从根本上减轻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平原地区的的洪水压力, 缓解长江中

下游洪水来量大与河湖蓄泄能力不足的尖锐矛盾。

根据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制定的目标, 要求 2000 年长江中游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不低于

100 年一遇, 遇类似历史上 1870 年特大洪水时, 防止南北两岸堤防溃决而发生毁灭性灾害, 城

陵矶以下河段防御 1954 年洪水, 重点城市能防御 100 年一遇洪水。

为了实现上述防洪战略目标, 除继续完成防洪工程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提高防洪能力外,

非工程措施亦是减免洪水灾害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针对长江中下游防洪决策的实际问题, 充

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如计算机、信息处理、网络和通讯、系统仿真、人工智能以及遥感遥

测等技术, 建立人机交互式的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这对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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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情的掌握, 防洪调度预案的制定、选择和实施, 洪灾调查与损失估计, 都有重大的使用价

值, 可以大大提高防洪工程措施的效能和防汛调度的灵活性, 对减少洪水灾害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社会经济效益。

本文以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制为主线, 研究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建立的开发模式、程

序、方法、技术和应用模式, 提出系统结构合理、软件设计先进、功能多、实用性和扩充性

强的总体设计, 探讨其在防洪决策中的支持作用、技术保证和应用深度; 研制和开发系统中

总控管理——人机界面系统、数据库、知识库、系统接口和通讯软件、洪水演进和调度仿真

模型、防洪决策风险分析模型等, 解决一系列关键性技术难题。初步建立可运行的“原型”系

统, 并通过联机试验运行, 检验系统设计, 推进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实际应用, 为“九·

五”期间系统的实际建设和后续开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2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 决策支持系统在国内外发展迅速, 已在水资源系统规划、设计和管理中得到了

成功的应用[1 ]。在防洪方面, 人们普遍认为从实时洪水预报系统过渡到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是当

前的发展趋势[2 ] , 欧美发达国家竞相开展这类研究和开发工作[3 ] , 但目前仍处于针对系统开发

中的关键技术进行探索, 并在中小河流域试验开发的阶段, 尚未见到大型复杂河流的防洪决

策支持系统投入实用。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必须建立在对防洪系统、防洪工作内容以及防洪预报- 调度- 决策流

程的实际理解上, 尤其是雨、水情预报模型、洪水演进和调度仿真模型、防洪优化调度以及

决策过程描述因流域而异,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殊性, 不可能套用其它流域的模型决策流程。因

此, 我国在“八·五”期间平行安排了长江、黄河、淮河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这些系

统的原型均已初步建成, 目前陆续开展系统的后续开发——实体建设和具体实施, 在应用过

程中不断提高系统的成熟度, 最终形成完整的可以在防洪决策中实际使用的决策支持系统。

212　发展趋势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是一个正在发展、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日益重视信息查询与模型仿

真的有机结合, 广泛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其结构设计正朝着更加可视、交互、智能、集

成化方向发展[3 ] , 主要趋势概括如下:

(1) 更加重视防洪决策过程的信息需求分析, 强调信息查询与模型仿真相结合, 尤其注

重复杂庞大水系洪水演进和调度仿真模型的开发。

(2) 日益重视图形、图像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开发, 主要包括图形用户界面、多窗

口技术、信息的图形、图象表示及快速查询, 与G IS 结合的地理空间数据处理技术, 配合模

型的信息处理及其反馈信息的图形、图像表达等。

(3) 采用先进的信息集成处理技术, 将信息的收集、传送、处理、结果表达等集成在统

一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中, 以加快信息运用的速度, 满足实时防洪决策快速响应的要求。

(4) 在库管理技术方面, 通过方案管理技术来改善模型库管理系统的功能; 采用面向对

象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及 SQL 查询方式, 增加数据更新的灵活性, 提高信息的查询速度,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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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冗余, 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5) 由于防洪决策问题的半结构化特点, 如何将专家知识和经验引入决策支持系统, 以

及采用何种方式激发专家的创造性思维, 产生有利于正确决策的直觉和灵感, 是防洪决策支

持系统智能化亟待解决的难题。

3　系统开发分析

311　系统地理范围

系统开发的区域是长江宜昌至螺山之间的中游地区 (见图 1)。长江干流宜昌至螺山河段,

全长 426km , 总面积 289410km 2。河段内主要纳入清江及洞庭湖水系的来水, 包括的荆江河

段, 分别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 (已于 1959 年建闸控制) 四口分流入洞庭湖, 水流极为

复杂。洞庭湖区中, 湖泊部分分别由七里湖、目平湖、南洞庭湖、东洞庭湖组成。为了分蓄

长江中游洪水的超额洪量, 该河段内有荆江分洪区 (包括: 氵宛市扩建区、虎西备蓄区、人民大

垸)、洪湖分蓄洪区、洞庭湖分蓄洪区的 24 个重点蓄洪垸, 其有效容积共为 392 亿m 3。水库

工程除正在建设中的三峡水库外, 主要有汉江丹江口、资水柘溪、沅水五强溪、清江隔河岩

水库等。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主要是针对上述区域展开的。为了反映天气形势和水雨情

的变化, 系统范围在需要时有所扩大, 将包括长江上游干支流及中游的广大区域。

312　系统开发目标

在长江中游防洪决策的经验和现行防洪调度决策流程的基础上, 先研究三峡建设期间和

建成初期长江三峡至螺山河段防洪系统的防洪调度运行决策, 重点研究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

设计, 并以此为指导建立一“原型”系统提供应用和进一步完善。所建系统在给定的软、硬

件环境下, 在雨、水、工情信息和防洪调度及水流仿真模型的支持下, 能快速、灵活、直观

地为防洪决策者提供多层次、多方位和准确的信息, 以增强和扩充其在防洪决策过程中的分

析、综合、洞察和判断能力。

313　防洪决策流程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开发流程 (见图 2)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的分析和总结, 在有

三峡工程情况下, 长江中下游的实时防洪决策的大致过程为: 根据实时雨、水情信息及对未

来一定时段内雨、水情变化的预测, 进行防洪形势分析; 在整体防洪规划的约束下, 按照优

化的防洪调度方式确定三峡工程的蓄泄对策, 分析计算如采用这样的蓄泄对策而长江中下游

各地将发生的水情, 将上述信息全部进入防洪决策支持系统; 决策部门主要根据以上信息及

工情、灾情等其它信息, 经过判断, 提出防洪调度预案集; 然后通过防洪调度模型和洪水演

进模型对预案进行水情仿真, 评价其效果和影响, 再由专家分析、对比、判断、综合, 最后

经决策部门确定采取的三峡工程蓄泄对策及其它堤防、分蓄洪工程如何运用的决策, 并付诸

实施。决策确定后, 还要分析计算采取这样的决策后各地的水情, 以及时指导各地的防汛工

作。

314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和功能要求

防洪决策流程实质上是将行之有效的防汛会商与计算机的辅助支持结合起来。因此, 防

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工作特点可概括为: 要求多方面协同工作, 信息查询和系统仿真相结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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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宜昌- 武汉河段水系图

F ig111 M iddle Yangtze R iver system (Y ichang2W uhan)

机交互快速同步进行, 主要目的是激发群体智慧, 选择合理可行、易于实施的防洪决策方案。

一般而言, 要求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应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 运用现代化网络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 通过数据和知识库查询检索大量有关的历史

和实时水情、雨情、工情信息, 经专家群体分析综合, 汲取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以丰富、扩

展专家群体智慧, 深化定性分析。

(2) 将专家群体在会商过程中提出的调度方案、抉择、数据等各种信息, 与电子计算机、

仿真、模拟技术结合起来, 对水情变化和调度预案反复进行定性、特别是定量的分析, 使之

能从感性到理性、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迅速得出较精确的汛情发展势态和防汛决

策的效果, 进一步调动专家群体的知识和经验, 激发创造性思维。

(3) 利用可视化或多媒体技术, 特别是遥感、遥测和信息网络技术, 不仅可以直观、形

象地观测到大范围天气形势的动态变化, 而且可以将远在千里之外的洪水场景同步传输到防

汛指挥中心, 犹如身临其境, 极大地扩展了人的认识范围, 更加全面、准确、如实、动态地

把握雨、水情变化和洪水环境, 审定所提方案的适用性, 并不断予以调整, 找出最佳方案。

(4) 在防汛过程中, 随着汛情的不断发展, 必须及时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 快速将提出

的防洪决策方案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新情况反馈回来, 显示在会商中心的电子屏幕上, 迅

速调整各种模型、方案与数据, 预测新的效果, 再提供新的最佳决策。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下

去, 一次比一次更准确、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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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中下游防洪决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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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结合起来。一些不成

文的实际经验, 甚至灵感, 潜意识等等, 虽然目前

人类对其知之甚少, 但对解决复杂防洪决策问题, 往

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取得“画龙点睛”之效。防

洪决策支持系统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有助于充分发挥

专家经验和知识的作用, 激发专家的创造性联想, 产

生对防汛决策和关键问题进行判断和抉择的直觉和

灵感。

315　系统开发原则

根据上述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和功能要

求, 可以看出, 系统开发涉及学科众多, 系统结构

复杂, 关键技术密集, 建库建模量大。为保持所建

系统结构完整, 系统开发顺利进行, 拟定系统开发

的原则如下:

(1) 以长江中游防洪决策流程为基础, 目标为

可运行的实用系统。

(2) 重点做好总体设计, 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原

型, 以反映系统的技术特点、功能、设计风格以及

应用前景。

(3) 防洪决策过程极为复杂、涉及因素众多, 其辅助支持是科学理论及方法、经验和专

家判断力的结合。在开发过程中, 注重“信息- 经验- 反馈”之间的联系, 发挥综合集成系

统的整体优势。

(4) 注重系统的统一完整性和系统的逐步完善要求。为此, 重点考虑子系统模块的接口

预留和延拓。对于子系统中目前尚未形成实用技术的若干研究内容, 只考虑预留接口, 以待

今后的工作来充实。

(5) 对于部分高新技术的应用, 既要考虑到其技术发展的先进性、又要兼顾现实的可能

性。对于 G IS, 在本阶段暂不考虑其作为主要支撑软件, 但采用其地图信息输入与编辑及空间

拓扑分析等功能。对人工智能只对知识处理中的若干关键技术进行探索, 为下一阶段开发智

能型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

(6) 针对主用户建立和开发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次级用户要求。不追求通用系统, 但

要求总体设计和系统能提供一个处理类似问题的框架和结构, 以满足其他部门在修改、扩充、

调整、转换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系统 (推广应用意义所在)。

(7) 该系统主要用于实时防洪调度, 但兼顾规划、设计方面的要求。

(8) 充分利用现有数据、模型及研究成果, 尤其注重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模

型的二次开发, 将其纳入系统。

(9) 遵循行业主管部门在软硬件环境、综合数据库等方面制订的有关指南和规定, 协调

或尽量统一库结构和接口方面的要求, 以利于分散开发的系统各部件在统一环境下有机集成

和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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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系统开发方法

系统开发采用原型法和工程法相结合的软件开发方法, 自顶向下设计各功能模块; 由主

到次设计数据流程; 本着经济、可靠、先进、适应性强的原则, 选择软、硬件环境。在系统

集成和调试阶段采取先主后次、保证重点、兼顾其它的原则逐个调试, 以保证整个系统自然

可靠的运行。

4　系统总体设计

411　系统总体逻辑结构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从功能上, 可分为系统总控、信息查询、防洪调度、数据库和知

识库五大功能块。

系统的总体逻辑结构是: 以数据库和知识库作为基本信息支撑, 通过总控程序构筑防洪

决策支持系统的运行环境, 辅以友好的人机界面和人机对话过程, 有效地实现信息查询和防

洪调度两大操作功能。系统的总体逻辑结构见图 3。

图 3　系统总体逻辑结构

F ig131 Entire logic structu re of the system

　　信息查询实现防洪决策

过程中所需的各种信息查

询、数据检索等功能, 主要

包括实时雨、水、工情、气

象信息、水文历史信息、防

汛文档、预报预测结果等信

息的查询, 并要求信息查询

响应速度快, 表达形象直观、

清晰简洁, 操作方便。

防洪调度是防洪决策支

持系统的核心功能块, 其基

础是各种防洪调度模型和洪

水演进模型。针对防洪决策

采用会商会议形式, 即专家

群体决策这一特点, 设计开发决策方案管理子系统。在此子系统下, 辅助决策人员可以根据

防洪专家围绕预定防洪目标拟定的各种防洪调度预案, 进行模型选择、参数设置、模型运行

及结果的显示查询。决策方案管理子系统可对多种方案进行统一管理和综合比较, 将各种方

案提交会商讨论, 供决策者选定方案, 付诸实施。

数据库及知识库是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两大信息支撑块。数据库系统实现各种防洪

决策所需的实时、历史、预测的数据, 地图空间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等信息的管理和数据更

新。知识库系统包括防洪决策过程中所需查询的各种文档资料, 如防洪调度规则、历史洪水

资料、防洪政策法规、防洪专家对防洪关键问题的论述等。

各库之间的逻辑关系可简要表述为: 模型库对数据库提出数据需求及存贮格式要求, 数

据库作为数据源, 通过接口程序为模型库提供模型运行所需的数据; 模型的运行结果以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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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贮格式存入数据文件, 数据库对模型运行结果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知识库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系统, 通过总控程序直接对其内容进行查询。

412　系统总控框架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框架根据防洪决策过程中各阶段的不同信息需求及防洪调

度的要求而构筑。

从用户角度来看, 系统的总体框架表现为系统的总控菜单。从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角度

来说, 构筑系统总体框架的关键技术包括: (1) 各种任务的合理调度与协调运行; (2) 系统

内存的合理分配运用; (3) 各子系统及各独立功能模块的集成技术研究开发; (4) 快速灵活

的图形功能开发等等。通过各种数据接口技术的开发, 建立各库之间的有机联系, 通过各种

控制接口技术的开发, 总控程序将各子系统和各独立功能模块集成起来, 形成可实际运行的

软件系统。

总控菜单下的各个子菜单描述如下:

(1) 系统操作　包括实时数据更新, 系统版权信息及退出等项。

(2) 实时信息　主要完成实时信息的查询, 包括卫星气象云图, 实时雨情信息 (含: 设

置雨情信息分布图内容, 显示 24h 雨量, 不显示日雨量分布图等) , 实时水情信息 (含: 设置

水情信息分布图内容, 显示实时水位、流量、水位标尺, 不显示水位流量分布图等) , 实时雨、

水情过程线、工情 (含工情数据库管理) 等项。

(3) 历史信息　主要完成历史数据库的查询, 包括水库特性曲线, 历史雨、水情过程线,

历史数据库管理等项。

(4) 预测信息　主要完成预测、预报信息的查询, 包括雨情预测, 水情预测, 灾情预测

等项。

(5) 防洪决策　主要包括防洪决策方案管理, 模型选择, 模型运行, 模型运行的结果表

达, 方案生成, 方案删除, 方案描述, 多种方案比较, 决策方案风险分析等项。该项是一个

完整的防洪决策方案管理系统, 以子窗口方式实现。

(6) 防汛文档　包括知识库查询和长江防洪图片两项。完成对知识库的查询及长江防洪

工程图片和其它有关图片的查询。

(7) 图形操作　包括放大 1∶2 倍, 缩小 2∶1 倍, 放大 1∶4 倍, 缩小 4∶1 倍, 设置显

示内容, (不) 显示中心点, (不) 显示图例, (不) 允许左键拖动区域等项。主要完成图形缩

放, 显示内容设置, 是否允许开窗放大等功能

(8) 浮动菜单　用户在操作时, 按下鼠标右键, 即可弹出浮动式菜单。主要完成图形操

作, 基于空间位置的信息查询等功能。包括本点移至中心, 图形缩放, 恢复原图, 设置显示

内容, 蓄洪垸信息, 重点垸信息, 实时雨、水情过程线, 一维模型结果过程线, 雨量图等项。

(9) 雨量图　在雨量图菜单下, 可显示包括更大研究范围的降雨区域图, 在该图上, 以

等值线的形式表示降雨量。也可以输入未来假设降雨量, 作为模型的输入, 得出新的运行结

果。

(10)帮助　包括帮助目录和帮助使用方法两项。为用户提供如何使用本系统的帮助信息。

在系统的任一菜单下, 用户按下 F1 键即可获取与本菜单主题有关的帮助信息。

413　系统接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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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从软件系统开发角度分, 包括系统总控与人机界面、模型库、数

据库、知识库、决策风险分析等多种子系统及功能模块。这些模块必须集成在统一的运行系

统下, 子系统间虽相应独立, 也存在数据和控制联系, 这种联系必须通过设计各种控制和数

据接口来实现。各种接口设计的原则是数据提取速度快, 功能相对独立, 数据传递平滑过渡。

41311　总控与模型库子系统的接口

模型程序均采用M S Fo rtran 511 编写, 在DO S 环境下运行。为了界面的统一性, 模型运

行由决策方案管理系统控制, 运行参数的设置在W indow s 环境通过对话框方式实现, 模型运

行结果也在W indow s 环境下用图形方式表达。

总控系统与模型库的接口主要解决: ①模型参数的传递, ②模型运行结果的传递。由于

在决策方案管理系统中, 模型参数设置与模型运行是分步进行的, 故将参数设置写入一约定

的文件, 模型运行时, 由模型程序从约定文件中读取此运行参数。类似地, 模型运行与运行

结果的表达也是分步进行的, 模型运行完后, 将结果写入约定的文件, 然后由决策方案管理

系统统一管理运行的结果, 将每次运行的结果文件转换为与方案对应的文件名。这样每次运

行结果就不会覆盖上次的运行结果。

41312　总控与数据库子系统的接口

数据库子系统包括一系列可直接在W indow s 环境下运行的W indow s 程序, 总控管理系

统主要完成: ①如果调用任务与数据库子系统中的运行程序之间无数据传递联系, 则直接调

用其运行程序。②反之, 将需传递的数据送入裁剪板。调用其运行程序, 由数据库系统程序

从裁剪板中读取传递的数据。

41313　总控与知识库子系统的接口

知识库子系统是利用W indow s 的帮助功能开发的, 总控管理系统与其接口为: ①无指定

关键字时, 直接调用W inhelp (　) 函数, 并指定帮助文件名为知识库系统文件名, 进入其总

目录。②指定关键字时, 则以指定关键字方式调用W inH elp (　) 函数, 并指定相应文件名。

知识库图片查询是一个独立的运行模块, 由总控系统直接调用其运行程序, 进入图片查

询子系统。

41314　模型库与数据库的接口

模型库和数据库的接口主要是指从数据库子系统中提取模型运行所需要的数据及对运行

结果数据进行管理。为了数据安全及功能块的清晰, 专门设计了数据转换接口程序, 将模型

运行所需的数据从数据库中提取出来, 并按模型所需要的格式存入约定的数据文件中, 由模

型程序直接从约定的文件中读取。

模型运行结果存入约定的数据文件中, 由专门设计的数据格式转换接口程序, 将模型运

行结果转存为数据库可管理的格式, 由数据库管理系统统一管理模型的运行结果。

5　子系统功能设计

511　信息查询子系统

信息查询是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必备的基本操作功能。信息查询子系统以综合数据库和知

识库为信息源, 采用菜单式和基于空间位置分布式查询等方式, 实现防洪决策过程中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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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信息查询子系统逻辑结构

F ig141 L ogic structu re of the info rm ation2query sub2system

信息的查询和数据检索要求,

查询结果以数据表、文本信息

框、图形等简明直观的形式表

达。图 4 为信息查询子系统逻

辑结构图。

51111　查询方式

信息的查询方式有菜单命

令、基于地图图形空间位置及

按钮式, 三种方式可相互交叉。

菜单式查询是主要方式,

实现气象卫星云图, 实时雨、

水、工情, 典型年历史洪水资料, 基本工情资料, 模型运行结果, 知识库, 决策风险分析及

帮助信息的查询。基于地图空间位置的分布式查询实现实时雨、水情、社会经济数据、模型

运行结果等信息查询。按钮式实现实时雨、水情、历史洪水资料、基本工情资料、模型运行

结果、决策方案信息和系统使用帮助信息的查询。

51112　查询内容

(1) 实时信息　包括天气形势、雨、水、工情等。

(2) 历史信息　包括典型历史年洪水资料等。

(3) 预测信息　包括各种模型运行结果、决策风险分析、水文预报结果等。

(4) 基本资料　包括工情资料、社会经济数据等。

(5) 知识库　可查询知识库的全部内容。

(6) 其他信息, 包括决策方案信息, 系统使用帮助等。

51113　查询结果表达形式

查询结果的表达形式有: 数据表、文本信息框、数据图形、分布式图形、数字图像、交

互式窗口等。各种形式表达的内容简述如下:

(1) 数据表　包括历史水文数据, 工情数据等。

(2) 文本信息框　包括社会经济信息、决策方案信息等。

(3) 数据图形　以过程线、柱状图、圆饼图等方式表示实时雨、水、情、模型运行结果、

历史水情、基本工情资料决策风险分析等信息。

(4) 分布式图形　以分布式流场图、水位图、水位流场迭加图表示二维水力学模型计算

结果; 以地图分布式图形表示实时雨、水情数据, 各水文站的水位标尺等信息。

(5) 数字图像　包括气象卫星云图、防洪工程图片、防汛现场实况等。

(6) 交互式窗口　包括知识库、帮助信息等。

512　综合数据库子系统

综合数据库子系统是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信息支撑, 它包括综合数据库和相应的管

理系统, 其目的是实现对防洪决策过程中所需各种数据的有效管理和数据更新, 提供与其他

子系统的数据传递接口。综合数据子系统逻辑结构见图 5。

综合数据库子系统的设计, 应选择布局合理, 冗余较少的库表结构, 采用面向对象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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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综合数据库子系统逻辑结构图

F ig151 L ogic structu re of the data base fo r flood con tro l

管理技术, 实现各类数据的快

速查询检索和灵活方便的数据

更新, 数据接口程序的设计则

应考虑模块功能相对独立、数

据提取转换速度快, 传递过程

平滑的要求。

513　知识库子系统

防洪决策具有影响因素众

多、决策时限短、决策后果重

大的特点, 对各种信息的需求

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纯数据型

信息外, 还应包括各种文本和图片信息。建立知识库子系统, 就可实现对这些文本、图片信

息的有效管理和方便快速查询。

知识库的主要内容包括: 长江流域概况, 长江流域暴雨洪水特性与防洪形势, 长江防洪

治理方针、总体安排、要求和目标, 长江中下游现有防洪能力, 长江中下游 1980 年规划方案

的防洪能力, 长江中下游防洪调度安排, 荆江地区防洪措施概况, 典型历史大洪水概况, 长

江防洪的重要文献, 防汛物资储备信息, 防汛队伍安排情况, 有关防汛重要法规, 长江中游

平原区防洪规划方案。

采用W o rd 字处理软件输入、编辑防汛文档, 并建立信息查询主题和关键字, 然后利用

Edit 编辑程序建立“帮助工程文件”(H PJ ) , 同时采用帮助系统编译程序 (HC1EXE) 对上述

HL P 文件进行编译, 生成W indow s 帮助系统命令可识别的帮助 (H PL ) 类型文件, 从而实现

了先进的超文本 (H ypertex t) 交叉指针文本查询功能。查询方式有“主题目录”、“弹出式窗

口”、“关键字等多种可供选择”。

针对防洪图片的查询, 采用C+ + 语言和OW L 类库, 编写了一个图片查询程序, 进入该程

序, 就可查询有关长江防洪工程、灾情示意图等图片, 也可查询通过网络或其它方式输入系

统的防汛现场实况图、抗洪救灾图等。

514　防洪调度子系统

根据前述长江防洪决策流程, 防洪调度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依据长江中下游雨水工情实

况以及未来水情变化的预测, 采用优化防洪调度模型和洪水演进模型对三峡水库的蓄泄状况

及中下游各地将发生的水情进行系统仿真模拟, 以帮助决策者对防洪调度预案进行分析和评

价, 供从中选定满意的方案, 付诸实施。

在解决长江防洪决策的实际问题时, 对防洪调度和水流模拟结果的要求或粗或细, 因此,

在防洪调度子系统中的模型库应包含繁简程度各异的模型以备选用。在本阶段, 主要考虑针

对长江中游枝城- 螺山段防洪系统, 建立一个能适应江湖分合、河网交错、分蓄滞洪、坡缓

水大等复杂情况的一、二维混合非恒定流模型, 来进行干流、河网、湖泊、堤浣区洪水演进

和调度的水流仿真。此外, 为了研究在遭遇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时, 荆江和城陵矶附近分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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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蓄洪的宏观效果以及三峡水库的调度运用方式, 将对已有的长江防洪系统模拟模型①进

行适应性调整, 并将其纳入模型库。关于险工判定模型、洪灾损失计算模型、灾民避险迁安

模型以及其它研究, 仅在模型库中预留接口, 以待今后补充完善。

为了适应上述防洪调度过程中对模型运用的要求, 借鉴国外模型库管理技术的最新发展

和思路, 建立决策方案管理系统。为方便起见, 这里暂且定义决策方案选用的模型、模型的

参数设置和模型运行结果的组合集。不同的防洪专家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建立不同的防洪决

策方案, 同一专家采用不同的模型或采用同一模型的不同参数设置也可建立不同的防洪决策

方案。决策方案管理系统实现对多种方案的综合管理、模型的选择、模型的分步运行和多种

方案的综合比较。

决策方案管理系统的具体功能有: 选择方案、生成新方案、选择模型、设置模型参数、运

行模型、显示查询运行结果、给出方案描述、删除方案、多方案比较。本子系统的开发采用

W indow s 的多窗口运用、人机对话、DO S 程序集成等多种技术。

6　系统软硬件环境

611　系统运行的网络环境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总体上采用客户机ö服务器 (C lien töServer) 网络体系结构建立系统的

网络支持环境。服务器一端, 主要完成数据提取及传输等数据服务; 客户机一端, 可同时安

装若干台微机, 作为客户机终端使用。在每一台客户机终端上, 均可安装防洪决策支持系统

的运行系统。设置多台客户机终端的目的, 是为了使多位专家可同时研究各自不同的调度决

策方案, 这些终端均可切向大屏幕投影系统, 以便将各种方案提交会商讨论。由于整个系统

中涉及多种硬件平台, 因此需采用支持异种机互联的 TCPöIP 网络结构。

612　系统开发运行的硬件环境

选择系统开发及运行的硬件环境主要考虑满足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实际需要, 尤其是系

统的运行效率、数据容量、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 兼顾现实开发及运行的配置可能性。为了

适应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发展趋势, 目前普遍采用 In tel 系列微机作为系统开发及运行的硬件环

境, 一般 486ö586 微机的标准配置就可满足上述要求。此外, 为了与大屏幕投影系统连接, 可

配置单枪 (或三枪) 投影或液晶投影板。与TCPöIP 网络配套, 可选择合适的网卡及相应的网

络管理软件。

613　系统开发运行的软件环境

选择系统开发运行的软件环境主要考虑技术上的先进性; 系统操作的方便性; 用户界面

友好; 系统容量能满足防洪决策的需要; 系统的运行效率及安全性。

尽管在DO S 系统下开发类似系统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储备可供利用, 但为了

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 选择了甚为流行的M icro soft W indow s 中文版作为系统开发运行的软

件环境。其特点是: 有效地实现了图形用户界面 (GU I) 技术, 使开发的系统用户界面友好直

观; 突破DO S 640K 常规内存的限制; 可以实现多任务运行; 以及应用程序操作简单方便等。

392　4 期 胡四一等: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总体设计

①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长江防洪系统模拟模型的研究及应用. 1990



相应地, 系统总控、用户界面及决策方案管理可采用C+ + 语言, 模型开发采用 FOR TRAN

语言, 数据库管理系统采用 FoxP ro , 知识库系统开发采用超文本技术。在上述多种软件的联

合应用支撑下, 完成整个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考虑到将来系统升级及性能改善的需要,

在系统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兼容性、可扩充性及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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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 ework and D esign of the Yangtze R iver Flood

Con trol D ec is ion Support System

H u Siyi, Song D edun, W u Yongx iang, Cu i X inm in, Zou Y ing

Shen Fux in, W ang Y in tang, and D ai X ing

(N anj ing Institu te of H y d rology and W ater R esou rces, N anj ing 210024)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ex ist ing decision2m ak ing p rocedu res of f lood

con tro l on the m iddle Yangtze R iver, a fram ew o rk2design fo r develop ing the

Yangtze R iver f lood con tro l decision suppo rt system (YR FCD SS) has been p ro2
po sed, fea tu ring by an app rop ria te system structu re, advanced softw are design,

excellen t p rob lem 2so lving ab ilit ies, good ex ten sib ility and compat ib ility to keep up

w ith techn ica l changes, and su itab ility fo r an eff icien t and flex ib le rea l2t im e m an2
agem en t. T he paper ou t lines an app roach and som e gu idelines fo r develop ing

YR FCD SS. T he logic st ructu re of the system w as determ ined as fo llow s: under

suppo rts of a data base and a know ledge base, the en t ire opera t ional environm en t

fo r the system w as set up th rough the m ain con tro l p rogram s, rea lizing tw o m ain

funct ion s of in teract ive info rm at ion p rovid ing and flood con tro l system sim u la t ion.

To bu ild YR FCD SS effect ively, som e key2techn iques including G IS, graph ica l u ser

in terface, model m anagers, and o ther advanced hum an2compu ter in teract ion w ere

also addressed.

Key words: f lood con tro l system ; decision suppo rt system ; graph ica l u ser in ter2
face; in teract ive modelling p la tfo rm ; Yangtze R 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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