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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决策支持系统
杜"秀

!新疆乌苏市水利局"新疆 乌苏"PQQ&&&$

!摘"要""本文利用系统优化理论"将灌区整体水资源的数量作为主要约束条件"构造整个灌区作物总产量最大

的目标函数"运用线性规划思想进行求解"优化整个灌区水资源配置& 以 G2/A.G?操作系统为开发环境" 选用

eKR$& 编程语言"*@@<??数据库管理数据"开发整个灌溉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整个灌区水资源优

化配置的自动化及可视化&

!关键词""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系统优化理论#决策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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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近年来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化异常"灌区降

雨极不稳定"加上水库常年失修"造成库容降低"灌区

水资源常常得不到优化配置"造成整个灌区农业产量

大量减产& 优化配置灌区水资源"降低干旱对农业减

产的影响"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

针对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国内众多专家学

者做过相关研究探索& 张臻等.!/从决策支持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角度"概括总结了决策支持系统在农业灌溉

方面的应用$杨玲等.#/引入系统工程分解协调理论"构

造以总效益最大为目标的灌区灌溉水资源递阶控制优

化模型"实现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冯克鹏.Q/构造多目

标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运用 QH 技术"开发水资源

优化配置决策支持系统$鹿星等.(/考虑水资源)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整合水资源多过程模拟和优化

配置决策支持分析系统"实现可视化配置$王莹等.%/考

虑水资源分配及管理方面的问题"构造水库优化调度

,'$,



模型和渠系工作制度优化模型& 其中水库优化调度模

型是基于库容约束)引水量约束)引水沟过流限制)水

库库容瞬时约束以及非负约束 % 个约束条件"建立目

标函数是!年总引水量最大及各水库月引水量之和最

大的多目标函数& 李晨洋等.R/考虑灌区水资源系统的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借助区间数)模糊数)随机变量"构

造区间两阶段模糊随机规划模型"优化配置水资源&

以上文献虽然对灌区水资源配置进行了相关研究"但

是很少从系统角度考虑"将整个灌溉区的农作物总产

量作为目标函数$设计的决策支持系统人机交互界面

失去人性化"不利于相关人员使用&

#&模型建立

#$!"作物水分生产函数

水分生产函数是指供水时间)数量与作物产量之

间的函数& 本文利用相乘模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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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得到充分灌溉"不缺水是单位面积

产量"O0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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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物生长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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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生长1阶段潜在蒸腾量"BU;B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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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物生长阶段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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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生长1阶段缺水灵敏度&

相乘模型不仅考虑各个生长阶段缺水效应"而且

将各个阶段联系考虑"采用相乘方式"推算多阶段缺水

对总产量的影响"这样搭建了生长水资源与总产量的

关系变化&

#$#"作物各阶段耗水变化

作物的耗水变化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作物不缺水

时"作物耗水量符合潜在规律$第二"作物缺水时"作物

耗水量不符合潜在规律"与土壤的水分多少相关& 具

体规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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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壤中在作物生长到生长末期的储水

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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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作物水分的土壤干容量":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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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作物水分的土层深度"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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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作物水分土壤含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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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生长末期可供作物水分土壤含水

百分比&

#$Q"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设定作物数量比例一定"且总灌溉水资源总量一

定"运用上述作物水分生长及各生长时期需水的变化

规律"研究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作物总产量最大&

具体协调分配模型见图 !&

由图 ! 可见"该优化配置模型由 Q 个模块组成!

!

底层单一作物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

中间层子灌

区多种作物间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

顶层整个灌区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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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具体协调分配模型

,&决策支持系统开发

Q$!"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

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包括数据库) 模型库)

方法库和人机交互界面& 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各

相关数据及各模块间数据传输& 模型库主要是各数学

模型的集合& 方法库主要存储数学模型的求解算法"

作为模型库的工具存在& 人机交互界面用于工作人员

人为输入相关信息"并将运算结果以图表形式或文字

形式展示给工作人员& 因水资源配置问题涉及很多专

家的主观因素经验等"无法用量化的数学模型表示"主

要凭借专家的判断选择& 为解决此问题"将专家们的

经验判断输入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建立智能型决策支

持系统"其框架图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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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资源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框架图

Q$#"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决策软件的开发

软件开发环境是 G2/A.G?操作系统" 选用 eKR$&

编程语言& 数据库的开发和管理选取*@@<??& 依据系

统工程理论"借助水资源优化配置数学模型"在人机交

互界面内输入所调查数据资料"通过决策支持系统内

部程序的运算"在人机交互界面中获得水资源优化配

置的结果"从而达到总体产量最大的效果& 开发该决

策系统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0$基础资料子模块# 数据库系统%& 本系统应用

*@@<??系统存储并管理调用基础资料"其基础资料包

含!灌区总体资料$灌区分区资料$灌区作物资料$灌区

地下水资源资料$灌区需水量资料$气候降水资料&

C$人机交互界面子模块&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应

该符合用户的逻辑思维"尽量做到全面且简洁"人性

化& 本文设计成条状下拉菜单形式"具体见图 Q&

1$计算子模块& 计算子模块包含数学模型及计

,)$,

杜"秀U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决策支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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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人机交互界面

算方法"是决策支持软件的关键模块& 其计算数据主

要来源于数据库系统及人机交互界面人为输入的信

息"通过数据调用及传输进入数学模型"相应的计算方

法启动"进行运算& 其计算模块分为如下 ( 个方面!

!

单一作物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计算模块& 计算

所需基础数据包含两部分!作物的生长时期)各时期时

间)缺水灵敏度
%

)临界土壤有效水量)最大需水量)各

生长时期需水量$土壤最初墒情)每次可灌水量)每亩

作物最大产量)田间持水量&

通过一系列计算"求得总体灌水量后"需要考虑将

水资源分配到各生长时期的数量"从而达到增产的效

果"其中计算程序和数据合理有效调用是水资源合理

配置的关键&

"

作物水分生产函数计算模块& 该计算模块主要

是反复比较作物灌水量与产量的关系"计算大量离散

数据"借助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灌水量-产量函数"并作

图"将图形通过人机交互界面展示给用户&

#

子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计算模块& 该模块建立

在
!

)

"

的基础上"主要解决子灌溉区的水资源优化配

置问题&

$

整个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计算模块& 该模块建

立在
#

的基础上"考虑多个子灌溉区相互协调)资源共

享的条件下"如何水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整个灌溉区整

体产量最大化&

各计算模块互相联系"计算模块与数据库独立且

互为支撑"这种动态关系形成了本文的决策支持系统&

6$方法子模块& 主要应用系统最优化理论及相

关线性规划方法解析模型&

F&总&结

本文基于系统优化理论"将灌溉区水资源的数量

作为主要约束条件"构造灌区总效益最大的目标函数"

开发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内部运算"实现灌区水资源优

化配置"达到灌溉区作物产量总体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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