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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淮河流域片!包括淮河流域及山东半岛"以下简称

为淮河流域片# 水资源综合规划作为全国水资源综合

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淮河流域片水资源统一

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规划基础" 在进一步查清淮河

流域片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 分析和评价水资源

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节

约$配置和保护的总体布局及实施方案"促进淮河流域

片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地理信息系统&’:;#是以采集$存储$管理$描述和

分析与地球表面及空间地理分布有关的数据的信息系

统% 在计算机硬件$软件支持下"对数据进行采集$管

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

法" 适时提供多种空间和动态的地理信息" 对信息管

理$ 规划和辅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世纪9+年代以

来"<:;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水利$能源$
交通$服务业等产业和部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主要由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基础数据库

和系统开发$管理与使用人员组成%计算机硬件是由高

性能的电脑客户机和图形工作站以及绘图仪等组成%
目 前 国 内 外 常 用 的 几 种<:;软 件 有 美 国=;$:公 司 的

>?@<:;和ABCDEF.公司的ABCDEF.以及我国武汉中地公

司的ABC’:;$中科院地理所的;GC4?HBC等%
本文着重从数据采集输入与管理$分析与计算$制

图与输出I个方面探讨<:;技术在淮河流域片水资源综

合规划中的应用%

( 数据采集输入与管理

!"# 数据采集输入

一般说来"<:;的数据分为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其数据源有以下几种格式’地图$统计表格$遥感影像$
实测信息$ 各种数字化的信息以及来自其他系统的数

据文件% 针对空间数据"笔者认为"目前常用的几种采

集方式有’点坐标导入$栅格图像配准矢量化$数字化

仪输入$手工绘制等%这几种方式一般适用于专用数据

的采集"如水文站点$河流$湖泊等% 采集成空间数据

后"与其他公共地理信息&如公路$海岸线$地市等#一

起使用时"要注意保持不同数据信息条件&如比例尺$
坐标系和投影类型等#的一致性%
(0*0* 点坐标导入

点坐标导入是利用空间信息的坐标" 通过某种途

径将其生成可视的空间数据的采集方法" 这种方法操

作简便$精确度较高"基本上能够满足水资源规划地理

信息系统建设的要求%
(0*0*0* 创建点

创建点一般有(种方法’ 一种是利用>?@<:;J0I中

>?@ABC的添加!"数据工具导入空间数据的!"坐标来

实现(另一种是用K>L软件将点的经纬度坐标导入"再

用记事本编制>GM.K>L脚本文件实现批量创建点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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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采集空间数据!具体方法如下"
其脚本文件格式为"!"#$%!&’ (# 其中$!"#)%%为

&*%"+&,中的展点命令!$!%为空格!$&’(%为经纬度

坐标&字母大小写不限!但空格或双引号等符号须在英

文标点状态下输入&
例如!需要采集水资源规划中的水文站站址’一般

为点文件(!在记事本中一行记录一个点!"#)%!&’ (!
将 站 址 的 经 纬 度 坐 标 输 入 "!"#)%!-.-/-012’2345-33’
444!另存为纯文本文件!扩展名为678的脚本文件& 然后

在&*%"+&,.999或.99.的菜单$工具%中调用$运行脚

本文件%命令!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定刚生成的:4
678文件!即可完成绘图!保存为;4<=>格式&
.4-4-4. 画线

其脚本文件格式为"!?#)@!&#A(B!&BC-’(BC-!!如

果是封闭线! 只要将最后一个点的坐标和第一个坐标

设成一样即可&其他操作方法如创建点一样!在此不再

赘述& 利用它可以生成河流)湖泊)水库等&
最后可以利用&87DEF142软件将刚生成的;4<=>打

开!一般会有点)线)面2种格式!根据需要选择一种!然

后将其输出为&87DEF支持的;46G!格式或其他格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坐标一般是指地理坐标’经

纬度坐标(!而且是十进制的!如果是大地坐标!或是

度 H 分 H 秒的格式! 应将其转换为十进制的经纬度坐标

’度 H 分 H 秒格式转换十进制值的方法" 十进制值I度

值C’分值 H 39(C’秒值 H 2399(& (
.4-4. 手工数字化仪输入

手工数字化仪输入是将普通地图固定到电磁感应

板上!给数字化仪加电!利用某种软件!输入原图的比

例尺!定义用户坐标系!确定投影方式!再确定坐标!输

入控制器坐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通过手工分文件)分

层有顺序地转成空间数据的点)线)面2个基本要素数

字化方法&
这种方法所形成的空间数据有一定的精确度!但

是如果要转成的空间数据太多!工作量则相当大&
.4-42 栅格图像配准矢量化

有时我们手边没有坐标数据! 只有一张地图或者

是栅格图像文件! 这时我们就可以采用栅格图像配准

矢量化的方法& 它是利用DEF软件打开栅格图像文件

’一般指;4J!>);4KL!);4%BM等格式文件!如果是纸质图!
应先将其扫描成栅格图像文件(! 然后选择配准工具!
通过误差校正!定义用户坐标系’一般至少采用N个点

定位坐标(!最后利用矢量化工具将栅格图像中的图元

素分层矢量化成空间数据的点)线)面2个基本元素文

件的过程&
这种方法较手工数字化仪输入精度要高! 但较点

坐标导入精确度要低 ’条件是点坐标数据较为精确(!
如果没有坐标数据或坐标数据精度较差! 这是一种好

办法&
.4-4N 手工绘制

手工绘制是将现有可以参照的空间数据’点)线)
面文件(打开!然后新建点)线)面文件!参照现有的点)
线)面文件直接手工绘制!然后修整!最后保存文件的

方法& 这种方法相对来说非常简单!但是精确度不够!
属于示意性质!不宜推广!但是对于那些精确度要求不

高!主观意识决定性较强的空间数据!是一种简单易行

的方法&
.4-40 属性数据的输入

空间数据的$背后%总有一套属性表跟随!一般情

况下!当空间数据形成后!系统会自动给其匹配一套属

性数据’不同的DEF软件匹配的字段不一样(!我们可以

根据需要对属性数据进行修改!比如添加)减少)修改

字段名及其内容!例如增加水库的总库容)兴利库容)
年供水能力)年蒸发等字段!然后添加数据& 有些情况

下!属性数据来源于其他途径!需要将其与空间数据相

匹 配! 这 里 不 同 的DEF软 件 匹 配 方 法 不 一 样& 针 对

&87DEF的属性数据!可以利用OP7@?打开属性数据:4<KM
文件!参照空间数据的关键字段’如E,或名称(进行复

制)拷贝)添加)删除等编辑工作!将修改后的文件保

存!属性数据将与空间数据自动匹配&
!"!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包括数据的转换和维护&不同的DEF软件

的空间数据格式也不一致!例如!&87QB@=为:46G!格式)
&87B)M"为:47"Q@8R>@)SR!B)M"为:4%RK)SR!DEF为:4=%) :4
=?):4=!格式& 虽然它们的数据格式不一致!但均具有

互换性!可以通过相应的转换工具实现格式转换&就数

据管理维护而言!笔者认为!&87DEF的数据管理功能较

为系统)全面!它是通过&877R%R?">工具’类似资源管理

器(对数据进行管理的&

2 分析与计算

#"$ 数据查询分析

24-4- 统计值查询

打开属性数据表!可以统计系列数据的总数)最大

值)最小值)范围)方差)标准差!并按任意字段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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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界面中机电井开采布局示意图

图! $%&’()界面中淮河流域片多年平均降雨等值线图

序!可以升序和降序"# 利用这个功能可以统计计算淮

河流域片各站点的降雨量和蒸发量$ 然后根据不同的

量值大小范围$来确定不同站点的显示方式$以便直观

查询#
*+#+! 分类查询

可以根据属性数据字段的内容分类查询$ 如按工

业产值或取用水量$ 分别查询出不同水资源三级区或

地级行政区的工业用水结构$然后专题图!直方图或饼

状图"来显示#
*+#+* 范围查询

通过范围查询$ 可以查询到某个水资源三级区或

地市行政区中火电厂的个数以及不同类型水库的座

数%也可以通过建立缓冲区$查询在淮河干流两岸#,-
范围内水文站的个数% 也可以查询某个点污染源在影

响范围内受污染村庄的个数#
!"# 空间分析与计算

空间分析和计算是./0的一个重要功能#我们可以

对空间数据!点线面文件"任意进行裁减&叠加&合并&
相交$然后进行面积&长度量算以及其他各种数学换算

和统计计算# 例如$通过这项功能!在$%&./0中可利用

地理处理向导工具&空间分析和*1分析模块"$我们可

以求出某个水资源三级区中各行政县的面积比例以及

水资源三级区& 地市行政区和等值线之间面积分割比

例#
通过空间分析功能$也可以进行径流分析$根据地

面数字高程模型!12’"$进行流域划分$分析地表水

的汇流过程$从而求得河&湖&水库由降水而增加的水

位# 在地下水应用方面$可以根据干扰抽水理论$建立

缓冲区$ 确定合理的机电井开采布局 !见图#$ 图中

$%&./0的$%&’()界面中点文件为机电井$圆圈为机电

井的影响降落漏斗!缓冲区""&最大允许开采量和地下

水最大允许降深#

3 制图与输出

制图是./0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在水资源规划应

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些规划成果必须以图件的形式

表现出来#
$%& 流域工作底图

淮河流域片水资源综合规划工作底图是流域规划

的基础图$ 其他的专业图都是在这个工作底图的基础

上形成的# 流域工作底图包括河流&湖泊&水库&等高

线&主要水文站&雨量站&闸坝&省市县&流域界线&省市

界线等图层# 这些图层就是采用前述方法生成的点线

面文件$根据需要$可以对这些点线面文件进行编辑&
错误修正以及更改标注形式#在本次规划中$我们采用

了国产的’()./0软件进行绘制工作底图$图幅较为美

观$实现了河流的粗细渐变等效果#
$%’ 专业图

专业图包括水资源分区图& 多年平均降雨等值线

图&矿化度分区图&水利工程位置图&灌区图等$在绘制

时$只需将一些图层!水资源分区界线&多年平均降雨

等值线&矿化度分区界线&水利工程位置&灌区界线等

点线面文件"直接在工作底图上加上$并适当做一些修

改即可$相对于绘制流域工作底图要简单得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绘制一些等值线时$我们可以

利用./0软件的等值线绘制工具$能迅速绘制出区域多

年平均降雨等值线和地下水位等值线等!见图!"$这个

在水资源规划具体工作中应用相当广泛#

$%! 输出

图件的输出前一般要定义点线面文件的的投影方式

!我们采用常用的兰伯特等角圆锥投影"和输出比例尺!我

们采用#4#55万"$并按照色谱对点线面文件进行配色$然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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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打印输出"也可以生成胶片格式文件交印刷厂印刷#

\ 结语

本次是IJK技术在淮河流域片水资源综合规划中

的首次应用"其更深层次的应用还在不断探讨之中#但

是"其意义是深远的"不仅仅在于IJK为水资源综合规

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更在于它体现了水利部提

出的$以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的精神"代表了今后

水利规划的一个方向#随着IJK技术在水利行业中的广

泛应用"它在水利信息化&现代化进程中将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王浩’[]^\S("安徽金寨人"工程师"双学士"主要从事水资源

评价&规划工作)沈宏’[]_‘S("安徽颍上人"高级工程师"学士"主要从

事水资源评价&规划工作#

!!!!!!!!!!!!!!!!!!!!!!!!!!!!!!!!!!!!!!!!!!!!!!!!

!!!!!!!!!!!!!!!!!!!!!!!!!!!!!!!!!!!!!!!!!!!!!!!!

!上接第!"页"

!上接第#$页"

!"#$%&’$( O8*%( ’$ 5-% 68*01 1’$1%>5 ’+ ,0*B 0$ +=’’( >,%@%$50’$ *.*5%&Q 5-0* >8>%, 8$8=.R%* +=’’( ,0*BQ 8$(
0$5,’(41%* 5-% >,%*%$5 ,%*%8,1- 0$ 5-% 8*>%15* ’+ +=’’( ,0*B &8$8/%&%$5Q +=’’( =%@%%*Q ,%*%,@’0, (8&* 8$( 5-% ,0*B ’+
’5-%, 640=(0$/*; a0$8==.Q *’&% 8(@01% 0* /0@%$ 5’ *4>>’,5 ,0*B &8$8/%&%$5 0$ +=’’( >,%@%$50’$ *.*5%&;
)*+ ,-%.#( +=’’( >,%@%$50’$ *.*5%&C ,0*B &8$8/%&%$5C +=’’( (0*8*5%,C 14=54,% 0$ +=’’( >,%@%$50’$ ,0*B

!1&3+#4# -5 $0* @%*#*1$ /*#*&%’0 -1 /4#C D*’4#4-1E<&C41: &1. F&1&:*<*1$
41 G3--. @%*=*1$4-1 8+#$*<
AVWI O%$S(%Q bc b0S60$

T:;%22< 26 1$($< 4+0 !50)4"<$; *+,$+&&)$+,Q =4<$4+ >+$(; 26 ?&;%;Q =4<$4+ [[_ZYPQ 1%$+4U

9,- H*, F-.*3# 5-% A+.%-3-:4’ G%*I?*1’+ D4#$%4"?$4-1(
@&%*$- D4#$%4"?$4-1 &1. J-:4#$4’ D4#$%4"?$4-1

dJW I48$/S.8$
T74/&) ’&@2");&@ A+@/$/"/& 26 B+%"$ C)2($+;&D 8&+,9" YPPZZZQ 1%$+4U

王浩等*IJK技术在淮河流域片水资源综合规划中的应用研究第[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