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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前期工作成果
信息系统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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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前期工作成果信息系统在 Intr anet环境下开发的主要技术方案、

系统开发和管理技术、网络建设、系统开发环境和工具等内容, 探讨了实现类似系统开发的若干

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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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前期工作积累了大量成果资料, 这些资料和数据信息量大、数据类型多,

不仅有勘测、设计、科研报告和各种数据表和数据库, 还有各种图件、图片、录音、录像等资

料, 属于多媒体数据。为了对这些资料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动态更新, 实现各应用部门的数据共

享和交换, 采用计算机高新技术, 建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前期成果信息系统势在必行。该系统

的建设将有利于加速中线工程前期管理的信息化进程, 进一步提高中线工程资料和数据管理的

现代化水平, 更好地为工程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1　系统技术方案

根据系统需求分析和功能要求, 考虑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 选定了系统开发的总体技术

框架为 Int ranet 解决方案, 其核心是采用WWW 超文本库的方式对大量勘测、设计、科研报告

进行管理, 并建立已有数据库与超文本库之间的联系。

1. 1　Intranet总体方案

Int ranet (内部网) , 就是利用 Internet 的一系列技术, 在单位内部的计算机网络上建立的具

有类似 Internet 功能的相应网络。在内部网上, 可以实现电子函件、文件传输、新闻组、Web测

览、在线对话等信息服务功能, 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进行信息快速交流的能力。通过简单易用的

Web测览器, 可以方便地共享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于一体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 通

过浏览器与网络数据库系统之间的关联, 可以直接获取数据库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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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超文本库技术概述

超文本是一种全局性的信息结构, 由存放信息的节点和描述信息之间关系的链组成。节点

是超文本系统中和某个论题相关的自然数据单元。节点可大、可小, 既可以是一个单词, 也可

以是一篇长文。内部网的主体是WWW (World Wide Web) , WWW 中的节点叫页面, 它是

WWW 信息的基本载体。链是超文本系统中表现页面信息关联的实体, 它隐藏在信息背后, 记

录在应用系统里, 如果不刻意标记, 用户只是在从一个节点转向另一个节点时, 才会感知到链

的存在。超文本有了链才有了非线性, 从而用户才能 “沿着”链检索到相关信息。由超文本组

成的, 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数据类型的综合信息库, 称为超文本库。

为了方便用户, 每个超文本系统都在节点中做某种形式的标记, 以表示链的存在和联接方

式。在 WWW 系统中, 这种标记是通过使用超文本置标语言 HTML ( Hyper tex t M arkup

Language) 来实现的。有了节点和链, 就有了信息网, 用户查看信息的操作是根据信息之间的

关联 (也就是链) 进行的, 这种操作在超文本库中称为 “浏览”。

Internet 上的WWW 是近几年来最有影响的分布式超文本系统。本系统的超文本库, 拟采

用WWW 方式建立, 与传统的信息检索技术相比, WWW 超文本系统具有以下的优点。

( 1) 统一的用户界面, 使用简单、方便、直观　超文本库的统一用户界面是浏览器, 如

Internet Explorer ( IE) 或N etscape Communicator。用户要查询信息时, 只须键入相应的网络

地址 (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 r) , 然后几乎只要用鼠标点击, 便可获取所需的信息。这

就使得用户只要学习浏览器的使用方法, 就可在其统一的用户界面下实现信息查询的功能。

( 2)灵活方便地管理多种类型的数据　由于超文本技术采用节点和链来组织和管理信息,对

节点和链的类型并无限制, 故节点可以是多种媒体类型的组合, 在同一个页面 (节点) 上, 可

以包括文本、图像、图形、音频、视频等多种数据类型。链既可以用文本段来标记, 也可以用

图像、图形、视频, 甚至图像中的某一区域、数据表中的某一字段来标记, 极为方便地提供了

能与用户动态交互的多媒体信息。

( 3) 可广泛地建立信息之间的有机联系　链的概念为建立信息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方

法, 通过链可以组织出任意复杂和相互关联的信息关系网。用户在查询某种信息时, 利用链的

连接关系, 很容易就可查询到相关的信息。信息关系网的范围无须局限于自身建立的超文本库,

可连接 Int ranet 上的任何Web 服务器, 还可连接到全球 Internet上的任意Web 服务器上。

( 4) 便于系统集成和扩展　在超文本技术中, 程序可作为一种媒体节点, 对象控件也可作

为一种媒体节点, 因而其它应用程序或控件可方便地集成到系统中。通过增加新的控件来实现

功能的增加和扩展。

2　超文本库页面制作

超文本库是由许多内容丰富、组织精致的页面组成, 故超文本库采用建立Web站点的方式

进行创建。

创建Web方式下的超文本库, 首先要依据超文本库的组织结构, 把超文本库中的内容进行

具体的分类整理, 分成若干个逻辑组, 确定各组内容的主题、层次、隶属关系, 再把超文本库

的组织结构转化为具体的页面布局或称页面结构。同一大类或小类的页面, 最好采用类似的页

面布局。确定页面结构以后, 就可在统一的库组织结构的约束下, 在各自的文件夹中编写超文

419　第 3 期 吴　畏等: 南立北调中线工程前期工作成果信息系统技术开发



本库的众多页面。

一般来说, web网站上页面的文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 “顶层”文件, 即用户进入网站或其

中几大类分支时首先看到的几个文件, 称为主页或首页。图 1为本系统的主页。

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前期工作成果信息系统主页

Fig . 1. Homepage of the information sy stem of achievement for the m iddle r oute South-to-No r th w ater

tr ansfer pro ject

Web页面的文件格式是 HTML ( Hypertex t M 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Web页

面的制作可用二种方式进行, 即用户直接编写 HTML 语言或采用辅助工具创建 HTML 文档。

用户直接编写 HTML 方式, 工作量巨大, 开发效率低, 且要求开发人员对HTML 语言要

有深入的了解。利用Web 页面开发工具进行超文本库的设计, 具有开发效率高、功能强、能做

到所见即所得 ( WYSIWYG) 等众多优点。当然, 创建高质量的Web 页面, 也要求开发人员对

HTML 语言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Web页面的创作工具很多, 各种工具功能强弱不一、性能优劣各异。几种主要的包括Web

页面管理和页面编辑制作功能的开发工具为: Microso ft FrontPage 98、Sybase Pow erSite 和

Netscape Liv ew ire Pro 等。经过调研和比较, Microso ft FrontPage 98具有功能强、使用方便、

兼容性好等优点, 故采用此软件作为超文本库的管理和开发工具。

3　超文本库的管理

超文本库的管理, 实际上是对Web服务器上的众多Web 页面进行管理。库管理的内容主要

包括站点管理、文件夹管理、页面管理、导航视图管理、超连接关系管理、编辑方式管理、主

题管理、频道管理和用户管理等 (图 2)。

站点管理的功能包括: 创建新站点、删除站点、发布站点、关闭站点、站点名设置、站点

标题设置、服务器名设置、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HTML 编码、Scr ipt 语言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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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超文本库管理功能结构图

Fig. 2. T he str uctur e char t o f ht per tex t ba se

management function

文件夹管理的功能包括:创建新文件夹、删

除文件夹、修改文件夹名、是否允许运行文件夹

中程序设置等。

页面管理的功能包括: 创建新页面、删除

页面、修改页面文件名、复制页面、编辑页面、

页面名称设置、页面位置设置、页面注解等。

导航视图管理的功能主要是画出页面结构

导航视图,并允许改变导航视图的连接关系,可

在导航视图上直接进入页面编辑功能。

超连接关系管理的功能包括: 删除连接页

面、编辑节点页面、展开连接关系、收缩连接

关系、超连接关系检查、编辑超连接链等。

编辑方式管理的功能包括: 纯文本编辑、图形方式编辑、图象编辑等。

主题管理的功能包括: 选择页面主题、取消主题等。

频道管理的功能包括: 定义频道、修改频道设置等。

用户管理的功能包括: 增加新用户、增加计算机 ( IP 地址掩码)、用户权限设置、计算机权

限设置、修改用户密码等。

4　系统开发运行的综合环境

4. 1　网络环境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线办建立系统开发和运行的局域网, 网络硬件选择为100Mbps的快

速以太网, 通过 Hub 实现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干网的网络互联。随着中线工程的进展, 沿线的

计算机广域网可通过专线或公用线实现互联。计算机网络协议采用当前流行的 TCP/ IP 协议。

4. 2　硬件环境

服务器端采用 HP 服务器, CPU 为 Intel Pent ium Pr o/ 200, 内存 64 M , 硬盘 4. 3 G, 100

M 网卡。客户端采用 Intel P5或 P6型微机, 100 M 网卡。

4. 3　软件环境

网络操作系统软件采用Windows NT/ Server 4. 0 中文版或更高版本。服务器端采用微软

IIS 3. 0、MS SQL Server 6. 5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客户端采用Window s95中文版或Window s

NT Workstat ion 4. 0中文版操作系统, 微软 Internet 客户端套件及 Netscape浏览器。开发工具

主要有 M icrosof t Fr ontpage 98, Visual Basic 5. 0, Photoshop 4. 0等。

5　若干关键技术开发

5. 1　Web与数据库的动态连接技术

将Web技术与数据库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利用Web方便的分布式快速查询功能和数据

库管理系统强大的数据管理和数据更新功能, 开发动态的Web数据库应用, 以满足用户对数据

动态性和实时性的要求。

在Web 和数据库之间建立连接有多种技术途径, 但其实现方法难易不一, 性能和兼容性等

方面均存在差异。经过多种方案的试验和比较, 选用 M icrosof t 公司的 Act ive Ser ver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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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据库查询的Web 页面

Fig. 3. A page o f da tabase query

图 4　数据库查询结果页面

F ig . 4. A page of database quer y r esult

( ASP) 技术建立Web页面与 MS SQL Server 数据库之间的动态连接。图 3为数据库查询的

Web页面。用户可在测览器上指定任意的查询条件和查询表, 点击查询按钮就可直接获取数据

库中的相应信息, 一旦数据库的内容得到更新, 测览器的查询结果就是最新的数据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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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电子地图与Web页面的集成

电子地图具有直观形象、图形信息查询方便等特点。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信息系统”的

开发过程中, 已建立了中线工程总干渠沿线采用 1∶10万地形图为信息源的电子地图。实现电

子地图与Web页面之间的集成, 就可充分利用各自的优点, 从而可在地图上直接查询到与地理

位置相关的页面信息。其核心技术是地理空间目标搜索算法的设计和编程, 同时按照信息的类

别和相应的地理位置建立一系列的页面, 通过地理位置建立页面与电子地图的关联。

5. 3　Web环境下的多媒体技术开发

传统的Web页面主要提供超文本信息, 如果能将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及音乐等信息集

成到 Web 页面中, 就能达到直观形象的综合表达效果。在 Web 页面的开发过程中, 采用

Fr ontpage98的对象链连和嵌入技术 ( OLE) , 就可在Web 页面中加入声音、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实现超文本与多媒体信息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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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main techno logy scheme based on the Int ranet env ir onment of the

informat ion system of prophase achievement for the middle route South-to-No rth

w ater t ransfer project is int roduced. The sy ste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method, netw ork building ,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tools etc. are descr ibed.

Some key techniques for the similar system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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