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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洪决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决策性思维活动, 它不仅需要大量数据型信息的支持, 而且

还需要大量文档型信息的支持。在分析防洪决策全过程对各种文档信息需求的基础上, 广泛收集

各种有关文档资料, 经过整理分类, 确立了防洪知识库的信息组织体系, 然后在W indow s 系统下,

利用它的联机帮助系统, 通过创建帮助文件的方式建立了长江防洪知识库系统。该系统具有用户

界面友好直观, 操作简便, 可为防洪决策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文档信息支持。

关键词　防洪　防洪决策　决策支持系统　知识库

分类号　TV 877; TV 88212

1　引　　言

防洪决策是一项涉及因素众多, 后果影响重大的复杂决策活动, 整个过程都依赖大量信

息的支持。这些信息一般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实时的和历史的雨、水、工情等防汛数据信息

及各种有关气象预报信息; 另一类是与防洪决策有关的文档信息, 主要包括历史洪水纪实, 各

级政府制定的防洪政策、方针、法规, 各种防洪规划方案和调度预案, 防洪专家的工作总结

和经验反思, 以及有关防洪对象的背景知识和有关防洪的专业基础知识等。知识库子系统作

为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作用就是为防洪决策提供全过程的文档信息支持。

当前, 在已开发的一些流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中, 与防洪决策有关的文档信息都是作为

综合数据库的一个内容, 通过数据库的管理方式来实现对文档信息的查询。但是, 由于文档

信息与一般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数据型信息是有区别的, 对这两种类型信息采用同一种方式来

实现信息查询, 将会影响到对这种不同类型信息的使用效率。因此, 本文拟单独建立以文档

信息为内容的防洪知识库系统, 通过方便、快捷的查询方式实现文档信息对防洪决策的支持。

防洪知识库系统的开发是在W indow s 操作系统环境下, 利用W indow s 系统提供的联机

帮助功能, 通过建立帮助文件来实现的。

2　防洪知识库信息内容

防洪知识库系统中的信息组成是根据防洪决策全过程对各种文档信息的需求来决定的。

通常, 防洪决策的全过程包括四个环节: 天气形势分析和暴雨预报, 暴雨洪水预报, 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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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工程措施的调度运用和防洪工程抢护及抗洪救灾。因此, 从上述四个环节可以看到, 要

为防洪决策提供全过程的文档信息支持, 防洪知识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1　历史大洪水纪实

为了有效防御洪水, 最大限度减轻洪灾损失, 决策者需要了解和掌握洪水形成条件及其

变化规律, 而典型历史大洪水纪实是了解和掌握洪水形成条件及其变化规律的重要信息来源。

为此, 在知识库中收集了长江流域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典型历史大洪水形成的主要天气系统、雨

情、水情和灾情信息。这些典型历史大洪水分别是: 1870 年洪水, 属上游型洪水, 它是历史

上罕见的一场特大洪水; 1931、1935、1954 年洪水, 都是本世纪发生的著名大洪水, 其中 1931

和 1954 年洪水为全流域型洪水, 1935 年洪水为中下游型洪水; 1981、1983 年洪水, 是最近

十几年来发生的比较大的区域型洪水。

212　防洪法规和条例

为了防止或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自 80 年代中以来, 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制定和

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和条例。为了便于决策者了解和掌握这些法律和条例, 在知识中收集

了如下的法律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和河道管理条例; 关

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 武汉市区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 沙市荆江大堤堤

防管理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

213　防洪规划方案

防洪是长江流域规划的首要任务, 有关单位制定的一些防洪规划方案, 对指导当前及今

后的长江防洪决策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 在知识库中收集了如下最为重要的规划

方案: 1980 年制定的《长江中游平原区近期防洪规划方案》; 1990 年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

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中关于防洪规划的章节。

214　防洪调度方案

洪水调度是防洪决策的中心环节, 它通过对防洪工程的合理调度, 人为改变天然洪水的

时空分布规律, 从而达到减免洪水造成的危害。因此各种防洪调度方案是支持防洪决策的极

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为帮助决策者及时查阅各种关于长江防洪的调度方案, 在知识库中收集

了以下几种洪水调度方案: 长江流域规划中的防洪调度规划方案; 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

1985 年长江中下游平原区渡汛紧急措施方案;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蓄 (滞) 洪区的运用方式; 较

大洪水、临界灾害洪水等不同量级洪水的预想调度方案。

215　防洪专家工作总结与重要历史文献摘编

由于防洪决策的复杂性, 防洪专家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十分珍

贵的知识财富, 它们对决策者制定决策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 各级部门对防

洪十分重视, 编制过相应的规划, 形成了大量的文件、决议等, 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对帮助了

解长江防洪的历史过程和背景是十分有益的。在知识库中收集了部分防洪专家撰写的关于长

江防洪的历史回顾和工作总结等, 以及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摘编。

216　防汛抗洪管理信息

洪水是一种突发、随机的自然现象, 在目前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 即使采取完善的防洪

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洪水灾害。因此, 抗洪抢险救灾就必然是防洪决策的

一个重要内容, 防洪知识库应该为决策者提供如下防汛抗洪管理信息: 防洪工程险工险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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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防汛物资的储备情况; 洪水可能影响区域的道路交通畅通情况; 防汛指挥机构及

组织状况, 人防队伍分布状况及职责; 可能受淹地区的居民分布、撤退路线和地点等。

217　背景和基础知识

由于防汛指挥机构成员包括社会许多重要部门的领导, 他们可能对水利的基础知识和长

江防洪的背景知识知之较少, 因而在防汛会商决策时, 他们随时可能提出各种问题, 为了尽

可能帮助辅助决策者及时准确地回答他们的提问, 在知识库中收集了一些常用专业术语解释

以及关于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 河流水系, 气候特征, 暴雨洪水特性与防洪形势, 防洪

建设成就,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防洪措施, 长江防洪治理方针与规划目标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3　防洪知识库系统的建立

311　系统开发和运行环境

为了与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总控部分的开发环境保持一致, 本子系统的开发也采用W in2
dow s311 中文版作为操作系统。在此环境下开发的应用程序具有操作简单方便, 用户界面友好

直观。运行本系统的硬件环境选用 486 以上微机, 有V GA 显示卡, 并支持鼠标操作。

312　系统开发方式

本系统的开发是在W indow s 操作系统环境下, 利用W indow s 系统提供的联机帮助系统,

通过建立帮助文件来实现。帮助系统是为在W indow s 操作系统上工作的用户提供的一种方便

的联机帮助功能, 它是一种超文本系统。超文本不同于传统文件的关键是: 它不是以字符而

是以结点为单位来组织信息, 一个结点是一个“信息块”, 信息的组织采用的是非线性网状结

构, 结点间通过关系链加以连接, 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超文本为用户提供了非常

直观、灵活的人机交互方法, 使得在阅读文本内容时, 可以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

分以下三个步骤建立防洪知识库系统:

第一步　创建主题文件。主题文件包含主题内容和主题脚注, 其中主题内容指的是具体

文档资料内容, 主题脚注则是用来定义主题内容的一些专用信息, 包括创建标记、上下文字

符串、标题、浏览序号、关键字等。由于帮助系统的编译器要求被编译的文件格式必须为丰

富文本格式, 所以选择使用能够直接生成丰富文本格式的字处理软件M S W ORO 610 Fo r

W indow s 中文版来输入和编辑主题文件的文本内容。

第二步　创建工程文件。工程文件包含帮助系统编译器 (HC1EXE) 把主题文件和其他元

素合成为帮助文件所需的全部信息。工程文件由一节或多节组成, 每节的节名用方括号括起。

工程文件必须包含有 [F IL ES ] 节, 用来指定创建帮助文件时所需编译的主题文件名。

第三步　使用帮助系统编译器对第二步创建的工程文件进行编译, 即可生成帮助文件。

建立防洪知识库系统的帮助文件后, 在决策支持系统总控程序中调用W inH elp () 函数,

并指定知识库子系统的帮助文件名, 用户即可查找有关文档信息。另外, 知识库系统也可单

独调用, 即在W indow s 下利用帮助系统来打开知识库系统的帮助文件名, 用户也可查找有关

文档信息。

4　防洪知识库信息查询方式

(1) 通过主题目录查找所需信息　首先从主题目录中寻找您想要查找的相关主题,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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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用绿色+ 下实划线来标识, 当您将指针光标指向这个相关主题时, 指针光标就变成了手

的形状, 然后单击鼠标器按钮, 这时该主题的具体内容就出现在帮助窗口内 (图 1 (a) )。

图 1　长江防洪知识库系统

　 F ig111 Yangtze R iver flood con tro l know ledge base

subsystem

(2) 通过弹出式窗口查找所需信

息　当您选择了某个相关主题后, 该

主题的内容中还可以包含其它的主

题, 这些主题的内容可以用弹出式窗

口来显示。通过弹出式窗口表示的主

题用绿色+ 下点划线来标识, 当您将

指针光标指向该主题时, 指针光标就

变成了手的形状, 然后单击鼠标器按

钮, 该主题的具体内容就出现在弹出

式窗口内。若要关闭弹出式窗口, 只

需单击屏幕上任何地方 (图 1 (b) )。

(3) 通过关键字查找所需信息　

使用帮助窗口中的搜索按钮可以通过

关键字快速找到所需的信息。搜索按

钮会打开“搜索”对话框, 请在其中

选定要搜索的关键字, 则所有与这个关键词有关的主题都将列出, 然后您可以选择您所需的

其中一个主题 (图 1 (c) )。

5　结　　语

长江防洪的各种文档资料是支持长江防洪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来源。本文通过广泛

收集各种有关文档资料, 经过整理分类, 确立防洪知识库的信息组织体系, 然后在W indow s

系统下, 利用它的联机帮助系统, 通过创建帮助文件来建立防洪知识库系统。该系统具有以

下特点: ①利用本系统查找有关信息时, 可以在不同文档信息间实现任意交叉跳转, 克服了

反复进出逐级菜单的诸多不便; ②由于W indow s 系统具有多任务机制, 使得在运行本子系统

923　4 期 邹　鹰、金管生: 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防洪知识库系统



的同时, 可以运行决策支持系统的其他子系统; ③该系统可以通过主题目录、弹出式窗口、关

键字等不同方式来帮助用户查找有关信息。另外, 防洪知识库系统的建立, 有助于对防洪文

档资料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使得有关人员只需携带便携式微机就可在防洪工作现场方便、及

时地查找到所需的各种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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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 iver Flood Con trol D ec is ion Support System
——Flood Con trol Knowledge Ba se Subsystem

Zou Y ing and J in Guan 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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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he flood con tro l decision is a very comp lica ted decisive though t

act ivity. It is no t no ly suppo rted by a vast amoun t of data2info rm at ion, bu t a lso by

a large num ber of tex t2info rm at ion. O n the base of analysing the requ irem en t fo r

the tex t2info rm at ion in the p rocess of m ak ing flood con tro l decision, w e w idely co l2
lect variab le rela t ive tex t2info rm at ion, m ake the classif ica t ion of the info rm at ion,

and determ ine the stuctu re system of the info rm at ion fo r f lood con tro l know ledge

base. A fter tha t, w ith the help of on line W indow s H elp funct ion, w e develop

Yangtze R iver F lood Con tro l Know ledge Base Sub system. T he sub system po ssess2
es the featu res of u ser2in terface friend and easy opera t ing. It can supp ly conven ien t

and qu ick tex t2info rm at ion suppo rt fo r f lood con tro l decision2m akers.

Key words: f lood con tro l; f lood con tro l decision; decision suppo rt system ;

know ledg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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