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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LZ%#技术平台在水库
移民管理系统的开发应用

杨忠华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贵州 贵阳!$$###C#

!摘!要"!本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LZ%#技术普及化发展"分析了 LZ% 开发技术用于水库移民管理工作的可行性

方案"以贵州省近年来实施在建的水库工程的移民工作着手"展开对系统设计与系统应用的探究"实现水库移民工

作的信息化处理$分析与输出等管理"为移民工作管理和决策者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和决策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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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简称LZ%".08.2,1+)*)-=826,4)8- 3?3̀

406$#是一个用于进行有效的搜集'存储'更新'处理'

分析和显示所有形式地理信息的计算机硬件'软件'地

理数据和有关人员"用户$的有机集合( LZ% 是近 $#

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应用技术#是以地理空

间数据库为基础#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操

作'分析'运算#以获得科学的决策辅助信息的计算机

技术系统( LZ%与全球定位系统"LN%$及遥感图像处

理系统"[%$合称为 H% 技术#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重

要手段#也是目前应用领域应用最为广泛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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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 融合计算机图形学和数据库技术于一体#储

存和处理空间信息的高新技术#它把地理空间位置和

相关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实际需要准确真实'

图文并茂地输出给用户#满足各种用户对空间信息的

要求#同时借助其独有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的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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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各种辅助决策功能#将LZ%技术应用于各种应

用领域#建立一系列应用系统是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 LZ%近 "# 年来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广泛应用

于资源调查'环境评估'灾害预测'国土管理'城市规

划'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军事公安'水利电力'公共设

施管理'农林牧业'统计'商业金融等几乎所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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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移民工作引入N\M技术的意义

水库移民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

环境'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

程#是影响水利工程能否顺利建设的重要专题( 水库

移民工作中#信息化管理加快了水库移民区域的改革

建设#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水库移民工作#需发挥

LZ%系统对多元数据的管理在移民工作中的应用优

势( 引入LZ%技术是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

库技术#建立先进实用的水库移民数据库及其应用系

统#利用LZ%技术的管理系统开发技术平台对实现水

库移民工作中实物的前期调查和统计分析#辅助完成

移民安置规划的有关分析与制图等基础数据的管理和

决策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实现的技术路线

开发方式是基于 R)3;,79,3)*F-04开发工具#结合

地图控件对象开发工具包 U2*k-.)-0以及 LZ% 软件中

的U[]LZ%强大的制图与空间数据编辑处理功能#进

行水库淹没'安置规划相关属性数据和相关图件'空间

数据库的建设和系统的研发(

结合U[]dUN或U[]LZ%的开发技术平台及遥感

技术#利用U2*X9 0̂*43组件研究开发具有图形分析'编

辑#数据库的建立'查询和管理等综合性的信息化管理

系统#可以对录入的移民有关数据信息进行分类管理)

对有关图形文件进行编辑和分析并导出分析成果#进

行环境容量分析#计算生产安置人口#确定搬迁人口规

模#对水库淹没库区地形和集中安置点地形进行三维

分析等
0H1

( 系统实现的技术路线见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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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系统技术路线

E&N\M技术在水库移民工作中的开发应用

水库移民安全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地

区水利项目建设具有指导性作用( 信息科技支持下#

地理信息系统朝着智能化方向转变( 由于传统资源的

图形数据老旧且不符合实际#项目信息资源利用率偏

低#影响了区域资源综合利用机制
0G1

#从而导致移民安

置规划工作精度和分析不足( 为了改变传统资源利用

存在的不足#通过信息管理的数据采集和更新#与 LZ%

数据网络中心建立统一的资源库#达到图形数据及各

项环境资源数据的实时更新与共享(

GF"!操作系统

LZ%开发技术平台提升了水库移民工作系统的可

控制性能#开发平台拟以 R_F-04为开发编程语言#借

助LZ%技术实现空间图形操作与信息化管理#开发实

现水库移民工作的实物统计汇总#图形操作与三维分

析#移民安置点的空间建模以及安置规划的有关分析

等工作(

GFC!数据系统

LZ%空间数据库是水库移民信息系统主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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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为用户提供了多功能数据处

理模式#满足信息化处理作业要求( 利用组件式 LZ%

"]XdLZ%$或网络 LZ%"j09LZ%$的开发技术#研究开

发水库移民信息管理系统#系统以 LZ% 空间数据库为

核心#关系数据库和影像数据库为辅的数据库管理信

息系统#其两个主要技术支撑是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

库系统技术)包含航拍和视频等影像资料'图片以及原

始调查数据'工作往来函件等资料及汇总统计的资料

等多维度数据库的建立与管理(

GFH!平台应用

系统开发采用组件式 LZ%#使用空间叠加分析'空

间统计分析'三维分析等多种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解决

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的安置点三维建模#水库淹没三维

图形分析'移民安置规划及专项改复建规划分析等问

题( 基于LZ%网络的数据库系统方式#以 U2*LZ% 图形

软件作为支撑平台#实现水库移民信息的多功能处理#

将数据'图像'视频等多种数据源实现传输控制#稳定

了水库移民管理系统的持续有效运转( 因此#水库移

民的前期工作#要根据水库移民数据信息与 LZ% 平台

管理的内在关系#设计符合水库移民使用需求的数据

管理系统#充分利用数字监控辅助 LZ% 平台管理中心

之间的协调运行(

F&水库移民管理系统功能模块

以水库移民基础数据库为基础#利用高级面向对

象计算机程序语言工具 R_F'k/#设计开发管理信息

系统( 实现移民基础信息的查询'添加'编辑'删除'存

储'分析与输出等数据库管理功能和图形浏览以及基

本的编辑功能等#同时实现与其他系统间的信息互通#

详见右表(

$F"!地图操作模块

地图操作模块可以提供真实信息指导#避免水库

工程建设征地过程中出现抢种抢建等诸多问题( 功能

设计中#地图操作模块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进一步扩

展为更复杂的操作系统模块( 系统设计实现包括栅格

图形'6h<文件'7,?02文件以及 3+,10=)70图形格式文件

等的添加和操作#其地图基本功能有!地图符号化显

示'地图量算和三维模型分析模块及其他一些功能构

成( 例如!地图的加载和浏览功能包括放大'缩小'漫

游'全屏等(

移民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和任务表

功能 任!!务 实!!例

管理
归类'标准化管理图件

和相关数据

收集和保存图片'图件和调查数

据等

评价

提供数据"数字'图形'

多媒体等$

调查工作采取的航拍'视频影像

以及工作照片等

调查统计管理

淹没移民有关的人口'房屋'籍

贯'民族'土地面积等数据相关信

息的录入'编辑和保存

数据汇总和分析输出
根据录入的移民等有关调查数据

进行汇总统计和输出分析

分析

安置人口计算

将有关参数数据录入系统#设定

好生产安置人口计算表#直接计

算得出生产安置人口结果并输出

环境容量分析

将有关参数数据录入系统设定好

的环境容量分析表直接计算得出

环境容量分析结果并输出

安置点设计成果存储'

编辑'分析

将确定的安置点有关基础数据资

料以及设计成果文件资料等输

入'保存和编辑属性等

安置规划分析决策

通过对前期实物调查的统计汇

总'相关分析成果#使移民工作者

和主管部门快速地决策移民安置

规划方案和安置去向分析

移民安置规划投资及

安置效益预测分析

根据移民安置规划方案'投资#分

析预测移民安置后的生产'生活

水平

监督 监督评估管理

对移民实施情况以及实施效果和

变更设计等进行及时统计输入#

并保存标注便于移民主管部门跟

踪决策

$FC!信息查询模块

$FCF"!数据库统计查询子模块

数据库统计查询子模块功能包括统计查询'明细

查询'表达式查询和生成报表等( 该功能模块是为了

方便用户应用系统对移民基础数据'图形数据进行简

单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并将统计结果以报表和图形文

件等形式输出存档( 其中统计查询是对淹没区的淹没

实物指标进行查询#如淹没涉及的房屋'专业项目'工

业企业'土地等实物指标( 明细查询是对淹没区的淹

*$&*



没实物指标进行详细的查询#如!对某一户主被淹没的

房屋'土地等的面积和分类等详细信息的查询(

$FCFC!图形属性查询

图形属性查询功能包括单个对象属性查询'专题

属性查询和表达式查询等( 该功能是通过查询窗口输

入或选择 %ge条件语句#从数据库中查找出符合条件

的地图对象#如!淹没范围图'枢纽总体布置以及输水

布置图中相应的查询范围#地图自动跳转到该对象区

域并以高亮颜色闪烁显示该对象
0$1

#点击该对象就得

到更详细的图形属性信息)或者通过单击某一选择图层

图形上的某一图斑#即可显示其相应的属性值( 各类查

询方法综合了模糊查询和精确查询两种查询方法(

$FH!移民规划分析模块

移民规划分析模块用于移民规划与指导#为提供

现场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 水库移民信息化是 LZ%开

发最为重要的操作#决定着系统运行状态( 根据 LZ%

技术应用要求#对LZ%信息描述进行多功能处理#提高

数据传输运行效率( 包括水库淹没分析'安置区土地

容量分析'搬迁安置规划人口计算等( 例如!水库淹没

分析统计是指定一个高程或分析区域#可以量算统计

该区域内土地的淹没面积#并按照土地的分类列表显

示)安置区土地容量分析是对移民搬迁安置设计过程

中#合理地进行移民安置规划及确定其安置去向和安

置方式等决策分析工作(

$FG!空间分析应用模块

空间分析应用模块是进行移民专业分析的基础#

该模块主要是利用LZ%的空间分析功能将各类图形图

像数据进行三维建模并生成相应的三维图形#包括生

成坡度图'坡向图'断面图'淹没范围图和计算库容(

例如!生成断面图可提取栅格'影像上指定路线上的断

面信息)生成淹没范围图可指定淹没高程#根据数字地

面模型#生成淹没图(

$F$!三维分析显示模块

三维显示分析模块是利用LZ%图形分析软件将水

库航拍照片及地形图生成Mkd影像等图件#同时建立

具有真实的三维场景显示界面以及在三维场景下的分

析等功能模块( 包括三维漫游'三维显示设置'三维场

景显示'三维断面分析和洪水淹没分析
0D1

( 例如!洪水

淹没分析中#通过加载LZ%空间分析模块#利用地形图

的不同高程或 Mkd"高程地面模型$影像生成三维情

况下的洪水淹没状况#可以在图上直观地比较不同水

位的淹没情况#该功能分析结果示意图如图 C 所示(

另外#可根据集中安置点地形地貌和典型设计模型进

行三维模拟#直观地展示移民安置点设计效果及其分

布情况(

图 #&洪水淹没分析

*&结&语

总之#加快研究地理信息系统"LZ%$的开发技术

在水库移民工作管理系统的开发应用#是改变传统的

水库移民工作方法#实现水库移民前期实物调查'移民

安置规划设计以及移民实施管理各阶段工作的人机智

能化管理#是实现水库移民工作高效管理的一项重要

研究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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