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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需要, 在分析研究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和信息查询特

点以及开发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先进的系统开发方法和可视化的编程工具, 在微型计算机上使用

W indow s 开发平台完成了水情数据库、工程数据库的开发和部分信息查询系统的程序设计。所建

数据库和信息查询系统是一个内容丰富、数据结构复杂的子系统, 也是一个数据规范性较强、结

构合理、具有较高灵活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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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与任务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是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 负责对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所涉及

的综合数据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 为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中其它子系统提供数据服务; 为用

户提供图形化的数据检索与分析手段, 增强了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整体功能。

2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对数据库的要求和特点

作为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 数据库的作用非常重要, 要求: 总体结构需具有较高的

灵活性、可扩充性和可维护性; 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共享性、独立性、完整性和安

全性; 充分满足科学计算、监控显示、查询输出等对使用数据的要求; 力求设计先进, 结构

合理, 功能齐全, 操作灵活方便, 图文并茂, 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为防洪决策支持系统

中其它子系统提供多种形式的接口功能; 适应计算机联网的需要。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中的数据库有其自身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服务层次高、数据涉及面广、

数据量大、数据结构复杂, 此外数据质量难以控制, 如: 完备性不足, 可靠性不高、连续性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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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数据分析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需要大量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种类多、数量大、服务对象多, 其中相

当一部分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从使用角度分析, 大致可作如下划分:

·按时间划分: 实时数据, 包括雨情、水情、工情、灾情、气象、社会经济数据; 历史

数据, 包括历史雨情、水情统计、工情、气象、防洪抗洪政策法规、抗洪实况。

·按数据来源划分: 外部数据, 包括所有实时数据; 内部数据, 包括所有历史数据、系

统生成的数据 (如: 各类模型计算结果)、系统运行所必需的支持数据 (如: 各类参数

库、属性库、条件库)。

·按内容划分: 水雨情数据, 包括实时的历史的水雨情数据; 气象数据, 包括卫星云图、

雷达观测数据; 工情数据, 包括各种类型的大堤、垸堤、险工段、排洪、管网、排灌

站、涵闸、水库、分蓄洪区, 物资仓库等工程数据, 运行数据; 空间数据, 包括各类

工程位置、名称、区划、地图等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

·按传递形式划分: 在线传递, 通过有线或无线的形式直接进入系统。目前主要是实时

水雨情数据; 离线传递, 经人工处理后进入系统。目前, 大多数种类的数据由此进入

系统。

从上面的分类可以看出, 种类如此众多的数据还具有相互交叉、缺乏管理标准的特点, 这

就增加了数据处理的难度。

4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总体设计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的开发采取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讲求实效、逐步

完善的原则。

411　数据库总体结构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的总体结构往往与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开发方法密切相关, 不同

的总体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开发方法和思想。因此, 研究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的总体结构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总体结构设计考虑了以下方面:

·使数据库容易开发。由于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综合性数据库, 所

以, 必须通过合理的划分使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的复杂性降低到容易开发的水平。

·使数据库容易维护。如果使用环境或需求发生变化, 必须对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

进行维护以适应新的要求。使数据库容易维护的关键是使更改“局部化”, 即每个局部

的变动对数据库其他部分的影响最小。或者说, 数据库要有防止“水波效应”的能力。

·能满足预先定义的系统功能。

·要考虑数据库的可扩充性。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 采用了如图 1 所示的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总体结构。这是一个考虑到

将来在网络环境下, 可以按照客户ö服务器模式运行, 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星状体系结构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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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防洪决策支持系

统总体结构

F ig111 M ain construc2
t ion of the deci2
sion suppo rt

system

数据库。综合数据库不归任何子系统所有, 它是共享的、开放的。各子系

统中只有专用的应用程序和属性数据, 使用的外部数据由综合数据库

提供。各子系统之间的数据通信通过综合数据库进行, 子系统之间无

直接联系。星状体系结构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数据集中, 程序开

放”, 即综合数据库的设计必须集中统一, 强调规范化, 而应用程序不

作统一规范和设计, 允许自由发挥。

综合数据库的总体结构如图 2 所示。它由基本数据、中间数据、空

间数据、结果数据四部分构成。

基本数据包括有关的水文、气象基本数据, 工程数据, 社会经济

基本数据三大部分。

空间数据包括行政分区、专用分区、自然分区、水库和湖泊、河

图 2　数据库总体结构

F ig121 M ain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流、水利工程、测站等。

中间数据是指防洪决策

支持系统中各子系统要用到

的一些参数和再生数据等。

结果数据是指应用子系

统使用前三类数据进行分析

计算后获得的, 可供决策支

持使用的最终数据。

本文着重讨论基本数据

库的生成、管理。

采用上述的总体结构, 使开发和维护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比较容易。从整体上说, 它

既具有相对稳定性, 又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既能完成预定的功能, 又容易适应新的需求。

412　开发策略、方法和步骤

根据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的任务、目标、特点、系统环境及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

库总体结构设计, 在分析研究当前常用的数据库开发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了生命周期法、原型

法和面向对象思想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发整个数据库, 即开发步骤按生命周期法划分为系统分

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系统运行与维护四个阶段; 系统实现阶段以原型法和面向对象思

想为指导, 尽快开发一个系统原型, 使用户早接触系统, 进而继续完善和扩充, 以保证开发

质量, 提高系统开发效率。

413　开发环境

系统开发在与 In ter180x86 兼容微型机上, 选用DO S6. X 与中文W indow s 操作系统, 采

用 Foxp ro fo rW indow s 数据库开发工具, 构成一个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可接受性的及具生命

力的数据库运行环境[2 ]。

414　数据库设计

(1) 数据库设计指导思想　80 年代以来, 我国各级水利部门对水文基本数据库的建设非

常重视,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开发了用于不同目的的水文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开发

为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基本数据库设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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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实时性、开放性、兼容性, 适应将来和其它系统连网后的

客户ö服务器运行模式, 采用现在正在使用的, 经过权威部门认可的数据库表结构方案、代码

方案做为基本数据库中某些专项数据库的表结构方案、代码方案①。这一措施不但加快了系统

开发进程, 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开放数据库联接 (ODBC) 这一重要技术思想。这些专项数据库

包括历史水情数据库, 实时水情数据库。

对于系统内部所使用的其它专项数据库, 因不需要和其它系统连接, 按照数据库设计的

通常模式 (即概念模型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代码设计) 研究进行。

(2) 数据库代码设计　代码设计是建立信息系统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代码设计的目的

是为了能更有效、更方便地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

本系统代码设计的原则是:

·在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情况下采用标准代码。

·在没有标准代码, 但有通用习惯符的情况下采用通用习惯符。

·在既没有标准代码, 又没有通用习惯符可用的情况下需自编代码时, 根据代码应满足

稳定性、可扩充性、通用性和易读性原则进行编码。

按照以上原则数据库关系表名采用层次码结构确定。

(3) 功能设计　以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简称OO P) 思想为指导, 在数据库管理程序设

计中, 将一个或几个相关的关系表, 以及相应的数据操作功能 (如查询、修改等) 分别“包

裹”而成为“对象”。如, 在历史数据库中将每个逐日量表和对其的操作看作是一类对象, 这

类对象中的操作包括了数据或记录的插入、删除、选择站年、增加站年、删除站年、关闭对

象等功能[2 ]。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提高了程序开发效率, 改善了程序的人机交互性能。

(4) 基本数据库逻辑结构　基本数据库逻辑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基本数据库逻辑结构

F ig131 L ogic structu re of the basic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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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库与应用系统

接口示意

F ig141 D iagram of the in2
terface betw een

the database and

system

5　数据库应用接口设计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设计目标除了要管理各类数据外, 另

一个重要任务是给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中其它子系统提供数据接口,

以便与应用子系统交换数据, 提供服务 (见图 4)。

针对具体应用采取不同的数据接口方式, 与应用子系统实现无

障碍数据连接, 设计和采用如下数据接口方式:

·冷连接方式　通过剪贴板将必要的运行参数传递给相应模

块, 以实现模块之间的调用。

·数据牵引方式　通过开发工具中的数据牵引器, 实现各子系

统与数据库间的信息交换。

·程序嵌入方式　针对具体应用采用不同的程序开发语言, 编

制专用数据库接口程序供其它应用子系统调用。

6　信息查询子系统分析与设计

防洪决策是一项相当复杂, 责任重大的决策行动, 属于事前决策、风险决策和群决策。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 信息查询子系统是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部件。决策过程的各个环

节要求子系统提供大量的信息支持, 这是由于:

·雨、水、工情总是在不断变化, 决策者和决策分析人员必须随时了解新情况及发展趋

势, 认清防洪形势, 判定和修正防洪方案。

·对比分析是判断雨、水、灾情发展趋势, 制定和评价防洪方案的重要手段。在对比分

析中要用到历史洪水、水库和蓄滞洪区的技术经济指标, 河道断面、河势、滩区、蓄

滞洪区的社会经济资料。

因此, 要求信息查询子系统在综合数据库的支持下, 做到使用方便, 图表鲜明简洁, 有

利于激发决策者的思维, 并努力满足他们在不断变化的决策环境中提出的信息需求。

系统着重开发了以基本数据库内容为基础的各类过程线、表格等查询分析工具 (系统功

能见图 5)。

611　开发环境

硬件环境与操作系统的选择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一致。为了满足防洪决策支持系统

和用户对信息查询的需要, 兼顾系统将来在网络环境下运行模式的要求, 在w indow s 环境下,

选用支持面向对象程序开发技术, 具有先进的可视化编程特性的M S V isual Basic。其快速原

型制造、快速软件开发, 以及易维护、易移植、支持多媒体、适用于客户ö服务器运行方式等

优势, 突破了软件开发效率低、维护困难的障碍, 为先进的应用软件开发创造了条件。

612　系统设计

(1) 历史水情过程线　通过在窗口中选择站名、类型名 (如: 各类逐日表、各类月年统

计表等) , 打开历史数据库中的相应关系表, 将选定的某年某月的数据在图形窗口绘制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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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功能

F ig151 D iagram of the function in the sys2
tem

同时可打开数据窗口列表显示相应数据。可通过水平

滚动条对显示图形进行滚动。可通过命令按纽改变图

形的显示风格、形式, 并可将图形拷贝到磁盘文件、剪

贴板、打印机。

(2) 水库库容曲线　通过选站窗口打开基本数据

库中水库特性表和相应库容曲线表。将相应数据在图

形窗口以库容曲线、面积曲线、泄量曲线并列形式显

示。同时可打开数据窗口显示相应数据, 打开水库特

性窗口显示相应水库特性。并可以拷贝到磁盘文件、剪

贴板、打印机。

(3) 实时水情过程线　以基本数据库中的实时水

情数据库为基础绘制各类过程线, 较历史水情过程线

要复杂得多, 这是因为实时水情数据库中的数据多由

计算机译电程序自动生成后直接进入数据库, 因而数

据质量不高, 主要反映在数据中断、出错、时间数据

不正确、各站数据无序排列、数据不完整、时间数据

的间隔无规律。这些数据特性在一般数据库中是不常

见的, 为信息查询造成很多因难, 增加了数据处理的

复杂性。为保证信息查询的可靠性, 必须在引用这些

数据时, 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 包括门坎识别、站名

检索, 时间判断、数据插值、数据按站名按时间排序

等。在多过程线组合显示时还必须考虑统一时段。

在参数选择窗口可通过选择按纽、列表框、下拉列表框, 选择过程线类型, 单站站名、多

站站名、时间、典型年水位、流量过程, 在图形框绘制单站或多站的雨量、水位、流量、水

位ö流量、雨洪对应、实时流量与典型年洪水的过程线。同时可打开数据窗口, 列表显示相应

数据。并可通过按纽将图形拷贝到磁盘文件、剪贴板、打印机。

7　结　　语

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开发是一项基础性的建设任务, 目的是建立对防洪决策过程的

持续不断的支持。所建立的数据库和信息查询子系统是两个内容丰富、数据结构复杂的系统,

也是一个数据规范性较强、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灵活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的系统, 具有

很大的应用潜力, 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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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 iver Flood Con trol D ec is ion Support System
——Da taba se and Informa tion Query System

Cu i X inm in, Xu X iaom in, and H uang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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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he w o rk is a part of the study on the Yongtze R iver F lood Con tro l D e2
cision System. A cco rd ing to the specia l requ irem en t of the p ro ject, the character of

the D atabase and Info rm at ion Q uery System of D ecision Suppo rt System fo r the

flood con tro l and research m ethods are carefu lly analyzed, the advanced m ethod of

system developm en t and visual p rogram m ak ing softw are are u sed fo r th is pu rpo se.

T he D atabase ofW ater R egim e and W ater R esou rces P ro jects are estab lished on the

W indow s W o rk sta t ion in m icrocompu ter, the part of the Info rm at ion Q uery System

is designed, and the p rogram is m ade. T he D atabase and Info rm at ion Q uery System

developed are such sub system that they can be u sed fo r a large num ber of data and

comp lica ted rela t ion sh ip in the data. T he data fo rm ats are in conversion and the

con struct ion s of these system s are reasonab le. T hese sub system are easy to u se,

m ain ta in and ex tend.

Key words: f lood con tro l; Yangtze R iver, decision suppo rt system ; database;

info tm at ion query system.

523　4 期 崔信民等: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及其信息查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