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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为例, 讨论了总控系统与人机交互界面软件的开发。介绍了总

控管理系统的组成及总控与其它各子系统之间的软件集成技术, 并提出了一些技术难点的解决方

法; 描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G IS) 技术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处理方法, 结合图形用户界面 (GU I) 技

术, 简述了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开发方法; 讨论了基于电子地图的图形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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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TV 877; TV 88212

1　总控管理系统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是集信息传输、处理、查询, 防洪调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软件系

统, 由总控管理、人机界面、模型库、数据库、知识库及决策方案管理等多种功能子系统组成。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总控管理系统的开发目标是: 为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构筑一个

运行效率高、可扩充性好、功能强大的运行环境, 实现总控与各子系统的软件集成。

111　总控管理系统的组成

总控管理系统从用户角度表现为一个多级的总控菜单系统, 用户进入该菜单系统, 就可

通过点取菜单运行所有的系统功能。

总控菜单的设计既要符合防洪决策工作的实际需要, 又要便于操作和内部管理。本系统

采用C+ + 语言的OW L (O b ject W indow s L ib rary) 210 版类库, 用响应表 (R espon se T ab le)

方式建立与菜单项对应的响应成员函数, 开发并实现了系统的总控菜单。同时, 为使操作方

便快捷, 对鼠标右键定义一个浮动式菜单, 完成图形的快速操作及基于空间位置的信息查询

等功能。

联机操作帮助系统 (图 1) 是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有效的

帮助系统可大大地提高系统的易用性, 并给用户以很大的便利。

联机操作帮助系统的开发, 应遵循完整、明晰和灵活的开发原则。由于长江防洪决策支

持系统是在W indow s 环境下开发的, 故联机帮助使用微软帮助文件编译器 (M S H elp Comp il2
er, 简称HC) 来建立系统的帮助文件。用户在总控系统中查询联机帮助系统的方法为在某个

菜单下按 F1 键, 即可获取与本菜单相应的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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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联机操作帮助示例

F ig111 Examp le of on line help

112　软件系统集成方法

软件系统集成系指实现总控程序与模型库、数据库、知识库等子系统及其它功能模块的

内部联接, 其关键是各种控制技术的灵活运用及控制接口软件的设计, 同时还须考虑各任务

的运行次序、数据传递及运行状态。

(1) 模型库的集成　各种模型程序在DO S 环境下用 FOR TRAN 语言编写。集成方法为:

对模型程序建立运行状态文件, 并加上一个简短的“外壳”程序, 然后在W indow s 中建立程

序接口文件, 总控程序应实现对模型程序运行状态的控制。

(2) 数据库的集成　数据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由库本身及其管理系统组成, 包

括多个独立的W indow s 程序。其集成方法如下: 总控管理系统用到的实时性强的数据, 由总

控程序直接管理; 实现各种数据管理功能的W indow s 程序以多任务方式运行。

(3) 知识库的集成　知识库系统采用W indow s 帮助文件形式建立, 其库形式为HL P 类型

文件, 总控与知识库的集成方法为: ①如不指定查询某一内容, 则进入知识库的查询目录; ②

反之, 则须指定关键字, 可查到有关本键字的内容。知识库系统为包含有关长江防洪文献等

内容的超文本 (H ypertex t) 查询系统。

对于长江防洪图片的查询, 系统单独设计了一个查看程序, 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图片

查询子系统。在此子系统下, 用户可查看任一系统预先定义的图片, 如荆江大堤的照片、分

洪工程示意图等; 也可打开用户加入的图片文件, 如果有实时的防洪现场图, 也可通过网络

或其它传递途径进入系统, 以供随时查看。

(4) 总控内部子系统的集成　总控系统内部包含了决策方案管理、联机操作帮助等多个

子系统。决策方案管理子系统采用弹出式子窗口方式实现, 总控对其集成方法为: 进入决策

方案管理子系统时, 在总控系统主窗口成员函数中, 生成其子窗口对象, 分配内存; 退出决

策方案管理子系统时, 删除其子窗口对象, 释放内存。

联机操作帮助子系统提供有关系统如何操作使用的帮助信息, 总控对其集成方法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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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中以关键字方式查询帮助信息, 则指定关键字, 以H EL P - CON T EXT 参数调用W in2
H elp () 函数; 以目录方式查询整个帮助文件内容, 以H EL P - CON T EXT 参数调用W inH elp

() 函数。

(5) 图形功能集成　系统研究区的多层、多级、多种电子地图由总控管理系统直接管理。

电子地图与其它人机界面元素一起构成人机界面子系统。地图图形显示在系统的主窗口下实

现, 地图类型切换由总控菜单命令管理, 显示信息的设置、图形的缩放、基于空间位置的信

息查询等功能, 由主窗口类的成员函数完成。

总之, 系统的集成是综合考虑了内存合理运用、系统高效运行、图形功能灵活方便、数

据有效传递和界面一致性等多种因素而采取的一种折衷方案。

113　若干关键技术的解决方法

由于系统信息量大、功能多、内部结构复杂, 开发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通

过对W indow s 程序驱动机理的剖析, 发挥C+ + 语言、OW L 类库和W indow s A P I提供的强大

功能, 灵活运用系统内存和W indow s 资源内存, 解决了系统开发中的主要关键技术:

(1) 内存的合理分配及运用　充分利用W indow s 可突破DO S 系统 640K 内存限制这一

优点, 对大数据块采用远指针或巨指针方式分配足够的内存空间; 对于数据量小的图形缩放

及漫游控制等数据采用近程 (16 位指针) 方式分配内存空间。对全程数据, 采用外部数据指

针的方式管理; 对局部数据, 采用W indow s A P I和C+ + 的动态内存分配方式随时分配空间或

删除, 实现众多数据的合理内存分配。

(2) 输入输出数据的协调传递与管理　数据输入与输出主要通过对话框实现。为了实现

对 IöO 数据的有效管理, 灵活运用了C+ + 语言的数据作用域技术和OW L 210 的数据传递技

术, 对局部 IöO 数据, 采用传递数据结构块指针方式; 对全局 IöO 数据, 定义全程结构变量

(指针) , 实现数据传递与管理。

(3) W indow s 资源内存的合理分配与运用　利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的构造函数与析

构函数方法, 灵活地运用OW L 210 提供的控制类库, 随时分配和删除相应的控制资源, 以保

证系统不致因W indow s 资源内存用尽, 而导致“死锁”。对全程 GD I 资源, 采用外部指针方

式, 在其构造函数或窗口构造函数中建立并分配适当的GD I资源空间, 并在析构函数中删除

相应的空间; 对临时用到的 GD I资源, 随时分配并随时删除。

(4) 多窗口生成与取消、层次管理及数据传递　灵活运用W indow s 的弹出式、覆盖式、多

任务等窗口管理技术, 实现对各类窗口的有效管理。对数据库管理, 知识库查询等, 采用多

任务运行技术; 对决策方案管理、部分数据图形等采用弹出式或覆盖式子窗口技术; 对数据

输入、信息的输出等采用弹出式对话框技术。窗口的生成和消除采用了OW L 210 中的窗口类

库管理方式, 随时产生新窗口, 或删除某窗口。层次管理主要实现对当前活动窗口的控制, 数

据传递主要采用全程数据与局部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2　人机交互界面

211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 (GU I)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的核心是以菜单、图形、图标等形象化的界面元素来表示相应的信息,

操作可以通过鼠标点取来完成。它与字符屏幕最大的区别在于信息表达更为直观形象, 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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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理解与比较, 操作更为方便快捷。

系统开发采用W indow s 软件环境, 较好地实现了图形用户界面,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采用分层、分级的研究区域的电子地图作为系统的基本工作界面。

(2) 采用多窗口技术, 实现多种信息的复合表达。

(3) 采用鼠标支持方式。

(4) 面向图形操作, 即实现基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分布式信息查询与指令操作。

(5) 尽可能地采用三维立体界面, 以增强系统的美观性。

(6) 以图形方式表达各种数据。

(7) 基于图形的分布式的数据及图形显示。

(8) 基于图形的浮动式菜单。

212　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

21211　地图信息的输入与编辑

防洪决策中常用的地图是一种布满了各种信息的综合地图, 这样的地图不利于信息的分

类查找。采用电子地图的分层概念, 使复杂的地图变成了简单易处理的多层次地图层。所谓

的地图层 (L ayer, 又称为图层) 系指地图上同一类型信息的集合, 如水文站为一层, 分蓄洪

区为一层等。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以很好地进行地图图形数据的分层次输入、编辑、管

理等空间数据处理工作。

长江防洪决策需要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地图, 如地形图、防洪工程图、交通位置图、行政

区划图等。这些图有各种各样的比例尺, 信息既有交叉又可互补。开发过程中, 采用基于 PC

的地理信息系统工具软件作为地图信息的分层次处理工具, 完成输入、编辑、空间拓扑关系

生成, 坐标变换等一整套功能。

21212　空间数据库及属性数据库的建立

地图信息种类繁多, 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 按其数据的空间关系, 可分为: (1) 点

状的, 如城市、水文站等。 (2) 线状的, 如小河流、防洪堤等, (3) 面状的 (多边形) , 如湖

泊、水库、分蓄洪区等。

对不同类型的地图信息, 采用编码方法对其进行管理。编码以信息种类的不同, 按点、线、

面、说明性文字等方式分为多种类别, 每种类别中, 再以其内容的不同, 分别赋予不同的编

码。地图信息的内容, 主要是其空间位置的 (X , Y) 坐标、编码及所对应的目标 (属性)。采

用地理信息系统中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的管理方法, 可以实现对地图信息的有效管理。

所谓的空间数据库是指含有地理空间坐标信息的地图图形数据库。其内容是以矢量格式

存储的, 以各种编码将地图信息分类及分级的地理坐标数据。

所谓的属性数据库是指与地理坐标相对应的地图信息 (或地物) 类型及具体对象。如: 城

市、河流、交通线为不同的信息类型, 南京市为城市类型的具体对象, 长江、黄河为河流类

型的具体对象等等。

开发过程中, 选择了研究区的多种地图, 这些地图信息各异、比例尺不同, 按防洪工作

的需要在不同的地图上选取相应信息层 (图层) , 将各种比例尺的地图统一到系统定义的比例

尺下, 形成系统定义的统一坐标系, 地理位置也按统一的坐标系进行校正转换。经过一系列

的转换和图层拼接, 同时, 为了实现对各种地图信息的有效管理, 针对各种地图信息类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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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了一套编码方案, 将地图图形的空间坐标及相应的编码以矢量格式存储, 并按数据的空间

关系, 分别形成了点状、线状和多边形信息等文件, 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空间数据库 (图 2)。

准　　备

各种图件
→ 输　入 → 编　辑 →

空间拓扑

关系生成
→ 坐标校正 →

数据格式

转　　换
→ 编　码 →

空　间

数据库

图 2　地图图形数据处理流程

F ig121 P rocess flow of the m ap space database

为了防洪信息能按属性进行查询, 系统建立了一个属性数据库, 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地

名、水文站、分蓄洪垸、重点垸、社会经济信息等。将上述各种类型的信息以统一的格式输

入并建立与相应的地理坐标之间的关联, 就建立了系统的基本属性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相结合, 形成了显示防洪系统地理背景的电子地图。

213　人机对话

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是大量地采用人机对话, 通过“信息⋯⋯反馈⋯⋯信息”这一人机

对话过程的不断循坏, 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过程所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实现人机对话的关键在于人机对话框的设计与实现。对话框软件设计的技术难点是对话

框类与主窗口类 (或父窗口类) 之间的数据传递及对各种控制类型响应方式的理解和编程。人

机对话框可按其功能分为信息输出对话框、参数输入对话框和综合对话框三类, 其实现技术

简述如下:

(1) 信息输出对话框　对于信息能以单一字符串方式表达的信息输出对话框, 可直接调

用M essageBox (　) 函数来实现, 这大多是一些提示信息。对于较为复杂的信息输出对话框,

如较多参数的输出或按一定格式编排输出信息的对话框, 应建立专门的对话框类, 即从TD ia2
log 类派生出一专门的子类, 并同时定义一系列的控制响应成员函数和内部数据成员, 其现实

方式为:

class D isp lay Info rm at ionD ialog: pub lic TD ialog {⋯};

D isp lay Info rm at ion D ialog 3 disinfo;

d isinfo= new D isp lay Info rm at ionD ialog ( th is) ;

If (d isinfo - > Execu te () = IDO K) {⋯};

else {⋯};

(2) 参数输入对话框　单一的参数输入对话框, 可直接运用 T Inpu tD ialog 类。有多个参

数输入时的复杂信息输入对话框, 应建立专门的对话框类, 其运用类似于复杂信息输出对话

框, 即从 TD ialog 类派生出一专门的子类, 用 new 操作符实现其运行。

(3) 综合对话框　综合型的对话框是指包括参数的输入、输出及一些操作指令的对话框,

必须从 TD ialog 类派生出新类, 并建立与操作指令和控制 (Con tro l) 资源对应的成员函数, 其

定义形成为:

class ExecM odellD ia log: pub lic T dia log {

pub lic:

　　ExecM odellD ia log (TW indow 3 Paren t, in t res Id) ;

　　～ ExecM odellD ia log () ;

　　vo id SetupW indo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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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 id H andleBu t tonStartR unM odell () ;

　　T Stat ic3 Stat icl;

　　TBu tton3 Bu ttonO K;

D ECLA R E - R ESPON SE - TABL E (ExecM odellD ia log) ;

};

其实现方式为:

ExecM odellD ia log3 td;

td= new ExecM odellD ia log ( th is, IDD - EXECM OD EL 1D IALO G) ;

if ( ( td2> Execu te () ) = IDO K) {⋯};

else {⋯};

(4) 对话框的设计　对话框的设计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①直接在RC 文件中进行对话框资

源的文本编辑; ②利用Bo rland 公司的W o rk shop 资源开发工具。后者采用了可视化设计技

术, 开发较为直观, 速度也快。在对话框的设计中, 应考虑布局的合理性, 并尽可能采用三

维控制方式。

3　基于电子地图的系统操作

311　图形操作

图形功能的开发应突出“快”和“活”二个字。“快”是指反应要迅速, 操作者的要求一

旦提出, 就应立即显示出相应的信息; “活”是指信息的选择及范围的圈定要灵活, 图形的缩

放、漫游、开窗等功能均能实现。

31111　图形缩放与漫游

开发各种图形功能, 关键是深入分析各种坐标之间的相互关系。W indow s 的坐标系统较

为复杂, 地图的显示事实上是完全在窗口的客户区 (C lien t A rea) 完成的。因此, 所谓图形的

缩放与漫游是针对客户区坐标而言的。图形的缩放与漫游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实现, 对地图图

形坐标数据进行比例和平移变换实现图形的缩放与漫游效果较好。

开窗放大是指用矩形来定范围查询。通过获取窗口对角的两个坐标, 与客户区 (C lien t

A rea) 对角相应的两个坐标进行比例变换, 并计算窗口的中心坐标, 将它平移到屏幕中央, 就

可实现开窗放大功能。

指定点移至中心是指将操作者指定的某一点移动到屏幕的中央。结合图形缩放功能, 使

用户可以围绕某一关键点 (如重要防洪工程、控制站位置等) 进行研究, 研究的范围可以快

速变化, 在屏幕中央有一十字叉, 指示屏幕的中心位置。

31112　图形的分层分级显示

根据防洪工作的实际需要, 将地图图形的基本信息分为多层, 如: 主要城市、分蓄洪垸、

河流、湖泊等; 将实时数据分为雨量、水位、流量等; 将预测数据分为水位、流量等。

图形的分级是指将同一类型的图形信息, 按其重要性或用户需要分为不同的级别, 可为

一级或多级。

将地图图形信息分层分级的主要目的, 在于图形显示时突出重要的或所需的信息, 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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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的或不需要信息, 避免由于屏幕显示太多的信息而显得杂乱, 干扰决策者的视觉或思

维。地图图形分层分级信息的显示与否, 可通过人机对话框方式来指定 (图 3)。

图 3　设置电子地图显示内容对话框

F ig131 D ialog of set eleetron ical m ap con ten t

312　面向图形操作

图 4　分布式信息查询结果示例

F ig141 Examp le of the distribu ted

info rm ation query resu lt

面向图形操作 (GOO , Graph ics O rien ted Operat ion) 是

指用户可以直接以图形的某点或区域为目标进行各种操作。

操作包括针对该目标的信息查询或其它任意指令。

系统设计了针对蓄洪浣, 重点垸, 水文站等类型的分布

式信息查询操作及其它操作指令, 用户在上述类型的目标上

按下鼠标右键, 系统将弹出一浮动式菜单, 点取菜单中的命

令, 则执行相应的指令操作 (图 4)。

4　结　　语

采用具有最新发展水平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图形用户

界面和 G IS 技术作为系统开发的核心技术, 采用C+ + 语言和

W indow s A P I作为总控程序开发的主语言, 通过软件系统集

成、内存合理分配、任务协调运行、各种数据和控制接口等技术的开发, 为长江防洪决策支

持系统构筑了一个运行效率高、可扩充性好的运行环境和友好直观的人机交互界面。同时, 采

用了面向对象的系统设计技术, 实现了信息及对信息处理功能的封装, 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

全性。

目前所建系统尚属“原型”系统, 许多功能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研究过程中所开发的

一系列技术, 如快速灵活的图形操作、软件系统集成、图形分层分级显示、分布式信息查询

与命令执行等, 可在类似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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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 iver Flood Con trol D ec is ion Support System
——Tota l Con trol M anagem en t and In teractive User In terface

W u Yongx 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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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e developm en t of the to ta l con tro l m anagem en t and in teract ive u ser

in terface is d iscu ssed in the paper, tak ing the Yangtze R iver F lood Con tro l D ecision

Suppo rt System (YR FCD SS) fo r an examp le. T he con ten t of the to ta l con tro l

m anagem en t and the techn ique of softw are in tegra t ion betw een it and o ther sub sys2
tem s are first in t roduced, and the so lu t ion of techn ique nodu s is p resen ted. T he p ro2
cessing m ean s of the space and at t ribu te data based on the techno lo ry of G IS is

described, and the design and developm en t m ethod of the in teract ive u ser in terface

based on the GU I is d iscu ssed. F inally, the graph ics p rocessing and graph ics

o rien ted opera t ion based on the electron ica l m ap are discu ssed in deta il.

Key words: F lood Con tro l; D ecision Suppo rt System (D SS) ; Geograph ic Info rm a2
t ion System (G IS) ; In teract ive U ser In terface (GU I).

213 水 科 学 进 展 7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