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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面向对象技术研究开发

水量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王　煜, 杨立彬, 侯传河, 王道席, 胡永生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 面向对象技术改变了以往软件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开发的方式, 大大提高开发的效

率和维护的便利, 因此从面向对象技术诞生以来, 就在软件系统开发中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应用。利

用面向对象技术和可视化编程语言 Visual FoxP ro 和 Visual Basic进行水量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的

研究和开发, 可以充分发挥面向对象技术的特点和可视化编程语言的长处, 缩短开发周期, 提高

人机交互的友善性和系统的可扩充性, 是进行水量调度系统开发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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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调度问题是一个涉及众多部门、多方利益冲突的复杂问题。在黄河流域, 因为水资源

量短缺、供需矛盾突出, 缺水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尤其是近些时

期, 黄河断流愈演愈烈, 水资源调度问题成为流域水管理的一个急需研究、制定对策的关键问

题, 进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飞速发展, 面向对象技术自9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的发展, 它改变了

以往软件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开发的方式, 大大提高开发的效率和维护的便利, 因此从

面向对象技术诞生以来, 就在软件系统开发中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应用。面向对象技术提出了对

象、属性、方法、控制、类等软件工程概念, 通过抽象的对象概念来模拟实际物理对象, 由属

性对对象进行描述, 通过过程 (方法) 来改变对象的属性, 完成某种操作或动作。其中的类、封

装性、继承性、动态连接、多态性、模块化和实例化等概念和特性, 使得对象一经创建即可被

重复利用, 也可以通过修改和扩充来创建相似的其它对象, 因此以此为基础的软件系统开发、维

护、扩展和集成变得容易和简便, 尤其是利用可视化语言更是大大提高了系统开发的效率和质

量。利用可视化编程语言 Visual FoxPro 和V isual Basic, 进行黄河三门峡以下非汛期水量调度

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和开发, 能够方便地实现面向对象技术, 如便利地建立多种对象,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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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交互界面 ( Form , 表单) 和过程的开发等, 可以充分发挥面向对象技术的特点和可视化编程

语言V FP 和 VB 的长处, 缩短开发周期, 提高人机交互的友善性和系统的可扩充性。

黄河三门峡以下非汛期水量调度决策支持系统是一个面向实际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它将

三门峡以下非汛期水量调度问题表述为一个非结构化的决策问题, 考虑系统中的大量的结构性

信息和半 (非) 结构性信息, 通过建立水量调度所需的数据库和方案库、建立模型库和运行模

型, 建立某一年份的三门峡以下非汛期水量调度方案, 由决策者参与来确定年度调度预案, 逐

月滚动更新月调度方案,并且以此为控制滚动制作以旬为时段的短期水库调度和河段配水方案。

1　水量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的分析与设计——系统的对象、属性和方法

　　水量调度模式是: 首先根据年度来水预报和降水预报, 通过水库优化或模拟调度, 制定水

库的中长期运行策略, 制定水量调度的年度预案, 然后滚动更新预报, 滚动制作月调度方案, 并

根据面临时段 (旬) 各个受水地区差异性 (如土壤墒情、预报降水、作物组成等) , 将水量分配

至各个受水地区。

由上面的水量调度模式可见, 在水量调度决策中, 方案的提出、运算和确定是决策的关键,

因此利用面向对象技术, 将水量调度方案作为对象, 方案的特征 (来水预报、用水计划、水库

特征值和约束、河道约束、上时段实测用水、水库运行策略、节点配水量等) 构成方案的属性,

方案的方法包括方案管理方法、方案数据管理方法、方案运算方法、方案输出方法共四大类, 每

类方法又由多个方法组成, 方案是调度决策的核心 (图 1)。

图 1　决策支持系统的对象、属性和方法

Fig . 1. Object, property and met hod o f DSS

1. 1　方案对象的属性

方案的属性由方案的内部属性和方案的外部属性组成。

方案内部属性包括方案的序号、建立时间、存贮位置、方案类型、建立者、方案备注等在

方案建立时生成的属性。

方案的外部属性用于描述方案本身的特性, 为便于管理将外部属性分成方案输入数据和方

案结果数据两类, 分别建立多个数据文件。方案的输入数据主要包括月旬调度模型和旬河段配

水模型所需的所有输入数据, 如系统节点图和调度期设置、预报来水、四类用水、河段约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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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演进时间、水库信息、配水模型配水权重、实测配水等数据库。方案结果数据是指月旬调度

模型和旬河段配水模型的运算结果数据, 主要包括方案评价指标、控制指标、水量平衡、三小

水库运用情况、河段配水、工业配水、农业配水及断面流量等数据库。利用上述方案外部属性

数据库, 可描述方案的全部特征。不同的方案仅数据内容不同, 其文件格式和数据类型完全一

致。

1. 2　方案对象的方法

如图 1所示, 方案的方法包括方案管理、数据管理、方案运算和方案输出等四类。

方案管理方法主要用于管理方案库中各个方案, 包括方案建立、方案复制、方案打开、方

案删除、方案查询和方案比较六个主要方法。利用方案对象的封装性和继承性, 通过方案建立

方法建立格式完全相同的新方案; 方案库中建立有多个方案, 为避免重复数据输入的烦琐, 利

用方案复制方法, 将已建立方案的部分数据复制至新方案中。方案查询方法用于查询方案库中

各个方案的特征信息。方案删除方法用于删除方案库中的冗余方案, 方案比较方法用于比较方

案库中多个方案的评价指标。方案打开方法用于打开方案库, 指定某一方案进行其它方法的操

作。

方案的数据管理方法包括方案输入数据管理和方案结果管理两种方法, 分别对输入数据和

方案结果进行输入、编辑、修正、可视化查询。

方案运算方法用于计算方案, 包括黄河中下游非汛期径流预报模型、黄河三门峡以下用水

需求分析模型、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月旬调度模型、河段旬配水模型等方法, 利用以上模型能

够制定年度调度方案、滚动更新月调度方案和旬调度方案。

方案输出方法用于以图形和报表的形式输出方案的输入数据和计算结果, 能够根据所需数

据制作单变量、二变量和多变量的时序图形以及数据报表和图形报表。以上四类方法见表 1。

表 1　方案的方法

Table 1. Methods of the scenario

方法分类 内　　容

方案管理方法 方案建立 方案复制 方案删除 方案比较 方案查询 方案打开

数据管理方法 输入数据管理 方案结果管理

方案运算方法 径流预报 用水分析 三小调度 河段配水

方案输出方法 单变量图形输出 二变量图形输出 多变量图形输出 报表输出

1. 3　方法的实现

方法由 VFP 和 VB的表单和程序来实现。

对于在执行中需要人机交互的方法, 如方案管理的各个方法等, 都利用表单来实现。表单

特别适用于开发人机交互界面, 通过在表单上设置一个或多个控件, 如控制钮和控制栏, 包括

数据的人机交互栏、多项选择钮、数据图形输出功能钮、数据报表输出功能钮、数据浏览钮和

数据编辑钮等, 能够方便地实现人机交互。人机交互界面的表单实现, 大大简化了编程的工作

量和界面的友善性和通用性。

对于进行模型计算的方法, 如方案运算方法等, 均利用程序来实现, 通过建立计算程序和

子程序完成相应的计算。这类方法经常通过设置在表单上的控制钮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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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策支持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2. 1　系统组成

根据上述系统分析和设计, 水量调度决策支持系统WRDDSS 由人机交互界面、系统方案库

与方案数据库、系统图文库、系统综合数据库和系统模型库五部分组成。

综合数据库存贮有系统所需的、方案数据之外的大量数据信息, 这些数据间接地为系统所

用, 如径流的系列资料、用水的系列资料、农业信息、区域地理信息等。如在确定方案用水计

划时, 就可以选择综合数据库中的 13个用水计划备选方案作为初始值。

系统图文库包括系统文档库和区域图片库两部分。系统文档库包括系统开发报告、用户使

用手册等, 可供用户通过决策支持系统或直接利用WORD软件进行浏览。区域图片库存贮有反

映下游情况的多幅图片, 如下游引黄灌区、引黄渠道、平原水库等。

2. 1. 1　人机交互界面

系统交互界面由方案管理子系统、数据管理子系统、模型管理子系统、方案输出子系统、系

统通讯子系统和系统管理子系统共六个一级子系统组成。从功能上说, 系统分为系统管理和决

策支持两部分。其中决策支持部分进行决策的事务处理和方案计算, 由方案管理子系统、数据

管理子系统、模型管理子系统、方案输出子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 对应于上述 1. 2中提出的方

案对象的方法; 系统管理和通讯部分由系统管理子系统和数据通讯子系统组成, 是在分析系统

的需求后, 在上述方案的方法之外又新增的系统功能。

系统界面运行于WINDOWS操作系统之上, 由多级下拉弹出式菜单、系统工具栏、系统信

息提示区、系统工作区、系统快捷键和 26个功能界面共六部分组成。系统菜单包括六个一级菜

单, 分别是方案管理、数据管理、模型运行、报表制作、系统通讯和系统管理, 各个一级菜单

下还有多个次级菜单。15个工具栏用来直接调用一些重要的系统功能, 使用工具栏可以简化操

作过程。系统信息提示区主要存放系统, 根据目前的业务进程而产生的动态提示信息, 如系统

自检验信息、系统出错信息、系统警告信息、用户进程提示信息等等。系统工作区主要是用户

进行事务处理的区域, 如弹出所需的人机交互界面, 工作区的背景界面为“总控流程”界面。系

统快捷键是进行主要操作的一系列热键, 基本上是菜单上的全部功能。26个功能界面用来完成

系统的全部功能, 即系统的全部功能被划分为 26部分, 每个部分由一个功能界面引导实现, 在

该界面上或由该界面并引导其它的工具界面共同完成该功能,通过界面上的人机交互完成操作。

2. 1. 2　系统方案库与方案数据库

方案是此次决策支持系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操作对象, 通过建立、制作、管理不同的多

个方案来实现方案比选, 系统运用中的数据输入、模型运行和结果输出等都是针对某个方案进

行的。方案是不同来水、用水计划、水库初始条件和配水信息的一种组合情况, 方案库是多个

方案的集合。系统方案库存贮有多个方案, 而每个方案又由 51个关系数据库描述, 全部方案的

各个数据库合称为方案数据库。方案数据库是按方案来划分和存贮的, 同一个方案的各个数据

库存贮在相同的位置, 每个方案的数据库文件个数、数据格式完全一致。从与模型的关系来说,

方案数据库分为方案输入数据库和方案输出数据库。方案数据库完成对模型库的全部数据支持。

2. 1. 3　系统模型库

模型库是决策支持系统的方案计算部分, 库内包括支持决策的各类模型。模型库包含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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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和小浪底水库月旬调度模型、河段旬配水模型、黄河中下游非汛期径流预报模型、下游用水

需求分析模型等。

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月旬调度模型。模型适用于月调度方案或旬调度方案 (即时间步长分

别为月和旬) , 利用优化或模拟方法, 根据用户设置的调度起止日期制定水库运行策略并进行

“长短结合、逐时段修正”的滚动决策。调度模型提供模拟和优化两种方法供用户选择对比使用。

优化方法采用两层次优化方法, 首先进行以下游总缺水量最小为目标的第一层次优化, 再以此

为新增约束进行以电站发电量最大为目标的第二层次优化,最终得到三小水库的优化下泄过程。

模拟方法是基于分阶段的调度规则建立起来的,调度目标是尽可能将来水留到用水高峰期使用。

黄河下游河段旬配水模型。模型的作用是, 在制作旬调度方案时, 将水库月旬调度模型得

出的水库面临旬泄流量分配至各个节点。此次开发的旬河段配水模型适用于制定旬调度方案,包

括进行面临旬的节点配水、河段和省际配水与计算断面流量过程。旬河段配水模型提供三种不

同的配水方法, 即同比例配水法、权重配水法和用户参与配水法, 用户根据需要选择使用。

黄河中下游非汛期径流预报模型。根据统计分析方法, 建立非汛期径流预报方程, 利用近

期实际数据率定有关因子, 进行非汛期径流预报和滚动更新月、旬预报。

黄河下游用水需求分析模型。模型考虑降水和地下水利用等影响引黄水量的主要因素, 通

过模拟土壤水分变化过程, 计算农业灌溉所需水量, 能够提出不同降水频率和地下水利用组合

情况下的用水需求。

2. 2　系统工具库

为高效实现系统功能, 还完成了一些通用的系统工具库, 可在子系统的开发中重复使用。主

要包括:

数据库图形输出工具。在给出源数据库后, 图形输出工具可制作任选变量的单变量、二变

量和多变量图形, 能够屏幕显示、制作图形报表或直接打印输出。

数据库报表输出工具。在给出源数据库后, 报表输出工具制作表格式的报表, 能够自动汇

总, 即可屏幕显示、又可直接打印输出。

数据转化输出工具。在选定方案下, 将方案数据自动转换为 EXCEL 文件格式 ( . XLS) 和

文本文件格式 ( . T XT ) , 输出至方案目录下, 供用户进一步分析使用。也用作系统接口为其它

系统提供数据支持。

节点信息可视化查询工具。查询工具界面以系统节点图为底图, 图中节点位置一目了然, 当

光标移至某一节点附近时, 光标图形自动由 “箭头”变为 “手形”, 同时显示该节点号, 单击鼠

标左键, 节点图上便自动弹出所选节点的各种信息, 如地理位置、行政区划、社经情况、水资

源信息等。

操作总控流程工具。系统工作区的背景界面为 “总控流程”界面, 其它操作所弹出的界面

均覆盖于背景界面之上, 用户在所弹出界面上完成操作, 离开该界面后, 工作区将回复至背景

界面状态, 等待下步操作。“总控流程”界面显示用户姓名和当前方案名称以及方案制作的完整

流程, 形象化地描述了方案制作的全过程。流程自左向右, 由四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方案管理、

数据管理、模型运行和方案结果, 各个流程间以右向的箭头连接, 表示流程的方向。用户只需

依据流程的方向, 由左至右, 分别用鼠标点击相应的按钮, 即可激活相应的系统功能, 完成方

案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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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帮助工具。包括系统介绍、区域图片、节点图片、计算器和工作日历五部分功能。

系统维护工具。包括用户登录、系统密码更新、用户名更新、系统完备性检查。

系统信息提示工具。包括系统操作记录、系统信息记录、系统文件清单。

2. 3　系统主要功能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 通过建立和运用数据库和模型库, 利用系统工程方法制作年度调度预

案和滚动制作月旬调度方案,提供简明友好的WINDOWS 风格人机交互界面,具有良好的输入、

输出性能, 整体构成对水量调度决策的全过程支持。主要包括: 系统管理功能、方案管理功能、

数据管理功能、模型管理功能、方案输出功能等五类功能。

3　结　　语

　　在水量调 度决策步入科学化和系统化的今天, 利用面向对象技术开发水量调度软件或决策

支持系统不啻为一个有效的途径。面向对象技术所提出的对象、实现、控制、方法、类等概念,

改变了以往软件开发的系统分析、设计和开发, 尤其是利用V FP 和 VB语言, 其人机界面开发

的便利、类的封装性和继承性等, 更是大大提高了水量调度系统开发的效率和维护的方便。因

此可以展望, 利用面向对象技术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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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Object Oriented Program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Water Dispatching Decision Su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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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Object Oriented Pr ogram ( OOP ) has changed the methodo logy of system

analy sis , system design and system development , incr easing the eff iciency of development and

convenience of maintenance. W ith the applicat ion of OOP and Visual FoxPro and Visual Basic,

the development o f Water Dispatching DSS is more ef ficient , the interface is mor e friendly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sy stem is easier. T he OOP is one of the ef ficient methods to develop the

decision support sy 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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