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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山区水土保持数据库构建分析
付彦鹏

%北票市水土保持局' 辽宁 朝阳!'%%'##&

#摘!要$!建立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对区域内水土流失*生态建设*水土保持进行详细*全面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构建水土保持数据库对于信息系统的构建非常重要)基于辽西山区的水土保持情况'结合水土保持技术*计

算机技术和数据库设计技术进行分析'提出了数据库建立的原则'并最终对数据库进行设计'对该区域水土保持信

息系统构建起到补充作用'也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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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逐渐增多"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下降"生态

环境变得愈发脆弱"水土流失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为

了更好掌握生态环境变化"了解水土保持的详细情况"

建立相应的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建

立管理信息系统对区域内的水土流失&生态建设&水土

保持都可以进行详细&全面的掌握"对生态环境建设可

以提供有益的数据参考1'F%2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许多水利学方

面的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应用到生态环境领域进行了有

益探索'赵院1&2基于水土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情况"通

过采用软件分析"提出了水利建设中建立监测信息系

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利用计算机科学&数据库技术科

学&监测学的知识"对水土保持建立监测信息数据库进

行了初步探究'谢颂华1$2结合近些年来江西省在水土

保持方面的成果"研究了江西省水土保持在数据监测

方面的积累"并分析了水土保持数据库建设规范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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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方面的基本问题'郭索彦1"2结合小流域的水土保

持情况"提出建立监测信息数据库的必要性"并认同水

土保持数据库对于水土保持设计规划&提高水土保持

能力&提升综合效益具有一定的作用'李纯乾1*2对采矿

区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矿区的水土

情况更为严重"提出在矿区建立收集信息的数据库以

便对水土流失进行有效的掌握'金时来1+2基于福建省

的水土保持数据分析"提出建立水土保持数据库的初

步方案'曹雪峰1)2采用数据库的原理和方法首次基于

黄河大流域进行了数据的整合归类'刘海瑞1Q2基于数

字化管理模式的研究"提出水利工程中建立数据数字

化的设想%

通过以上研究"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提出了建立水

土保持数据信息库的重要性"这对于水土保持方面信

息系统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还要清楚地看

到"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分析对区域的研究过多"没有形

成具体的规范'研究数据也比较单一"不能很好地起到

监测作用%

本文基于辽西山区近些年水土保持的各个数据分

析"首先建立水土保持和计算机技术中数据库的关系"

结合监测理论和水土保持具体情况"建立数据库设计

的基本原则"并最终构建辽西山区水土保持监测信息

系统"为该地区的水土保持提供信息数据"对水土保持

预警预报"也为类似地区需要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

-#辽西山区水土保持数据库分析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

辽宁省西部山区流域是全省重要的工农业基地"

整个地区地域广阔"并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整

个辽宁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辽宁西部山区具有丰富

的森林资源"不仅是全省的能源可再生基地"还是对中

部城市进行保障的天然屏障'但是"由于开发者不懂的

资源环境保护和利用"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破坏"特别是水土流失情况较为严重"这对整个地区

的发展是不利的%

从辽西山区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进行水土监测

主要是以下几个任务!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治理&

生态预警预报&预防监督等作用% 其中水土保持监测

包括!该地区水土流失的具体情况"并分析产生水土流

失的影响因子'监测水土流失动态分析"对数据进行简

单的存储&处理% 对生态预警数据"主要是从侧面分析

该地区的植被量&生物种类&水域水量等数据的反映"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评价%

数据的流向主要通过两个方向进行"都是以小流

域单元为开始"一条是通过流域进行数据传输"一条是

通过行政机构进行传输"具体的数据流向见图 '%

���3���2���1

����

����

��

��

����
��

图 )#数据流向

%.%!水土保持数据库结构

水土流失信息数据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进

行存储数据的数据库"二是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的模

型公式"三是计算采用的计算参数% 而具体的数据库

中的数据"以及进行计算的公式&参数等因素需根据具

体的流域情况进行判定收集%

数据库中数据的采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

具体空间数据"另一种是业务空间数据% 其中具体的

空间数据包括区域划分数据&区域内交通数据&自然资

源数据"其中自然资源数据又包括植被情况&土壤类

别&地形地貌&水域数据和该地区气象数据等'业务空

间数据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方面数据&土壤受到侵蚀情

况数据等%

以上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取"如!通过调查&资

料分析&遥感分析&bO]& Ô] 等进行采集"将采集的信

息数据通过数据传输到水土保持信息共享"将其归整

到不同的数据库中"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模型公

式"利用参数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最后用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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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监测&管理和生态治理% 具体的水土保持结构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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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土保持信息数据库结构

"#水土保持数据库设计原则

数据库是水土保持监测信息系统的基础"因此数

据库建立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数据库的准确性和安

全性"就是要保证数据源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为了保

证数据库中数据源能够精确反映出水土保持生态情

况"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数据标准化和对文件统一的原则% 数据

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直接得到的数据源"

可以直接存储'另一种是通过遥感或其他仪器得到的

图像或影像资料% 对这些数据源的处理比较棘手"因

为由于数据的来源不同"得到数据的单位量纲各不相

同"将它们全都变成相同的量纲&可以进行相同数据化

处理的数据较为麻烦'另外对有些数据的得来还要考

虑到不同层次技术人员的素质原因造成的误差"因此

还要对此进行分析% 而对于图像&影像资料进行统一

归档"主要归档的分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归类到水土

保持相关的规范和制度文件内"形成水土保持的处理

意见书"或者制成水土保持的方案报告%

G.坚持数据共享交流的原则% 只有坚持数据共

享的原则"才能将不同情况下的监测数据进行归类"形

成更大的数据对比库"为水土保持部门进行水土保持

制定方案服务% 同时数据的共享和交流可以使数据库

中的数据不断得到完善和补充%

!.坚持分类分层次管理原则% 水土保持信息管

理系统从小流域开始到大流域"从县级开始到国家层

面的水土保持管理"从微观形态到宏观管理"由此"通

过对水土保持数据库进行分类分层次进行管理"能够

实现不同类别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的数据互访"更能

准确地反映出水土保持的特点"使数据更加规范&

灵活%

'#水土保持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方法

数据库构建是水土保持监测信息系统形成非常关

键&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进行数据库的设计很关键%

通过采用O5?;:̂ ;C376;:设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该软

件是目前常用的分析设计软件"对于数据库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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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设计和数据设计进行有效的对接"并能够在

合适的工作运作环境中完成分析设计和模型建立"形

成重要的面向对象模型&概念模型和物理模型等% 其

中概念模型主要根据计算机特点"还有水土保持系统

功能需要"通过YFN图进行描述的一种概念模式% 最

后通过物理存储"设计索引"形成内部模式%

$.%!水土保持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

数据库的设计构成主要是为了实现水土保持监测

信息功能的实现"而要保证功能的实现"就要首先满足

数据库所要求的数据采集&数据输入&数据存储&数据

计算和数据应用等方面的需求% 还要保证各个数据库

形成逻辑上的独立运行% 对于数据中主要可以划分为

空间数据和代码数据"其中空间数据指的是基础方面

的信息库&水土保持监测库"一般是具体的数据支持"

而代码数据是将数据转换为计算机语言的一种数据"

最后的数据都要进行分析管理"通过数据处理&计算和

分析"对信息进行发布"主要是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

持的预警% 对数据库的分层可以对数据的独立运行提

供保证"可以减少空间存储的浪费"具体的逻辑结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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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库逻辑结构

$.&!水土保持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

辽西山区的水土保持监测信息系统涉及到很多县

市地区和流域"而这些数据的流通和数据链的连接不

同于数据上传的方式"总体还是通过流域传播和行政

划分进行上传"但是在各个流域和行政区划之间还可

以流动共享"并对各个结构上的权限机构提供数据%

具体辽东水土保持数据库物理结构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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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据库物理结构

&#结#论

本文基于辽西山区水土保持遇到的严峻问题"结

合水土保持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建立水土

保持监测信息系统"为水土保持提供预报&监督作用'

结合水土保持信息监测分析"分析了水土保持中数据

库数据的流动和结构组成"建立数据库设计的基本原

则"最终进行数据库的设计"为水土保持信息系统的建

立提供了保障"并为类似工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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