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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安徽省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气候规律分析及遥感监测方法为基础, 利用

地理信息系统( GIS) 技术, 设计并建立了省级农业气象灾害测评系统。该系统运用结
构化设计原理, 根据用户需求及系统建设的基本目标, 确定了系统结构及主要功能,
以( ARC / INFO ) 为主要支撑软件, 建立了安徽省干旱、洪涝及低温冷害的基本数据
库、
灾害监测评估模型和应急反应及决策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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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是一个农业气象灾害频发, 危害严重, 损失巨大的省份。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数十亿元。同时我省防灾抗灾能力相对薄弱。因此, 如何利用遥感( RS ) 、
地理信息
系统( GIS) 和计算机等技术对重大农业气象灾害进行综合测评, 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及时
有效和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 使减灾、
防灾及救灾等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是我省经济建设和社
会保障的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 我们于 1996 年申请立项进行
“
基于 GIS 技术的安徽省重大农业气象灾害测评系统研究”
, 旨在应用 RS 、
GIS 等高新技术, 选
择对安徽省有重大影响的气象灾害( 干旱、洪涝、
低温冷害等) , 建立有较强应用服务功能的灾
害测评系统, 对灾害进行动态跟踪测评, 提供对灾害应急反应与抗灾救灾决策方案。并通过信
息与技术的积累, 最终建成实用化的业务运行系统。

1

系统建设的基本目标与总体思路
安徽省重大农业气象灾害测评系统是一个气象灾害监测评估的业务服务计算机辅助决策

系统, 是一个专题性的 GIS 系统, 是 GIS 在气象灾害监测研究中的应用。其主要用户是政府部
门、
农业部门、
灾害防御部门、
规划部门、决策部门及气象部门( 图 1) 。他们对系统的需求可分
为查询模式和产品模式两类。
为此系统建设的基本目标是: 提供有关灾害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
与社会经济的背景数据; 对区域内灾害发生的基本规律、时空分布、
概率分布、
危险程度等进行
综合评价和模拟, 并对灾害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对防灾减灾进行对策分析, 提供快速评估与计
算机辅助决策信息。

安徽省“九五”攻关项目“安徽省大气水分状态与变异”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 1998- 02- 27; 改回日期: 1998- 06- 18
第一作者简介: 盛绍学, 男, 1962 年 12 月生, 大学,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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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用户需求示意图

Fig . 1 D iagram mat ic s ket ch of user's r equiremen t

2

系统建设的基本内容及主要功能
本系统主要是利用气候分析预测、遥感与 GIS 技术, 对安徽省的重大农业气象灾害——

干旱、
洪涝及低温冷害的发生发展规律、
区域分布、
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等进行监测
评估。系统是在 GIS 环境下开发和应用的, 根据 GIS 在安徽省推广应用的实际情况, 我们选择
了 性能稳定、二次开发能力较 强, 在安徽 省应用广泛的 ARC/ INF O( 汉化 ARC/ INF O. N T
版) , 它不仅具有空间数据的存储、
管理、
分析和制图能力以及图像管理、处理和分析能力等, 还
具有友好的中文界面, 应用操作方便的特点。它为本系统的研制和应用提供了基础开发平台。
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以气象、地理、
农业社会经济、
灾害等为内容的数据( 图像) 库
系统, 灾害监测及发展趋势评估系统, 灾情应急反应与对策系统。
2. 1 数据库系统
对以影响农业为主的气象灾害进行测评, 必须有丰富的历史背景资料和实时监测资料。
因
此数据库建设是工作基础。根据系统建设的要求我们主要建立了 GIS 的背景数据库、
卫星遥
感资料库、
历史资料库等。
GIS 的背景数据库
GIS 的背景数据库主要包括数字化的图类和属性数据两类。

2. 1. 1

数字化的图类为: 安徽省行政分区图; 安徽省高程分布图; 安徽省水系分布; 安徽省土地利
用现状图; 安徽省土壤类型分布图; 安徽省地形地貌分布图) ; 安徽省水利设施分布图。以上各
图的比例均为 1∶500 000。
属性数据: 安徽省分县农业人口信息; 安徽省分县农业总产值信息; 安徽省土地利用分类;
安徽省水利设施状况; 安徽省机电排灌状况; 农业现代化信息( 包括农业用电量、化肥用量、品
种更新状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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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遥感图像库
包括资源卫星图像和气象卫星图像。
2. 1. 3

历史资料库

包括安徽省各县基本气象信息( 建站以来) ; 安徽省分县农作物产量信息; 安徽省分县农作
物面积信息; 安徽省分县灾情信息; 安徽省有效灌溉面积信息。
在进行数据库设计时, 对数据的来源、表达形式、
精度、
可靠性; 数据的类型、
性质及应用目
标以及数据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整理。
数据库系统建成后, 具有对全省不同区域历年各种灾
害发生范围、
危害程度、影响时段、
损失情况等进行分类统计以及以图形、图像、
文字报表输出
统计查询结果的功能。可以根据给定的指标, 在合理的响应时间内给出全省各种灾害发生机
率、
危险等级、
损失预计等输出结果。
2. 2 灾害监测评估系统
2. 2. 1 系统结构
评估系统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即利用 GIS 技术和遥感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建立单灾种
实时监测及趋势评估系统, 对灾害发生发展及演变规律、
灾害发生区域、
影响程度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进行模拟计算和评估, 然后在系统环境下进行综合集成, 形成灾害综合监测评估系统。
本系统目前主要针对干旱、洪涝、
低温冷害三种灾害进行设计。
单灾种评估包括遥感监测模块、
地面监测模块、
灾情评估模块、
灾害趋势模拟评估模块几个部分( 图 2) 。
2. 2. 2

系统功能描述

2. 2. 2. 1 单灾种评估模型
单灾种评估模型主要是根据各
灾种的灾害气候分析模型、遥感分
析模型、
农作物受灾损失模型等, 利
用实时监测资料得到受灾面积、灾
害强度、
损失程度等结果, 并应用概
率预测方法, 对灾害的发生发展状
况进行预测。现分述如下。
( 1) 干旱监测分析模型
干旱监测分析模型以 NOAA/
AVHRR 图像、
气象资料、
土壤墒情
资料为主要信息源, 通过数理模型

图2

灾害评估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 2

D iag ram of s tr uct ure

of disast er-as sessm ent subs yst em

将遥感数据和气象数据结合起来, 实现大面积旱情动态监测, 结合 GIS 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
括干旱范围计算、
干旱程度分析、
干旱危险程度评价、
不同干旱区域解除干旱需水量计算及抗
旱效益估算等。
干旱范围的计算是利用气象卫星遥感信息, 采用热贯量法、
作物缺水系数法、
植被指数法
等遥感干旱模型, 结合大比例尺的地面高程分布图和土壤利用图在 GIS 中实现。
干旱程度分析主要利用降水距平百分率、
Z 指数等气象旱涝指标结合土壤湿度监测资料
和遥感干旱监测模型对干旱进行综合分级。
本模型将干旱分为轻旱、
中旱、
大旱三个等级, 并根
据不同的季节和作物生长的不同时期对干旱的分级指标模型进行订正。
干旱危险程度评价, 是根据干旱发生时作物所处的发育期的作物损失模型, 评价灾害对作
物的危害程度和作物的损失情况。
不同干旱区域解除干旱需水量计算、
抗旱效益估算等则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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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cm 土壤层达到作物生长适宜土壤湿度所需灌水量及灌溉成本进行计算。比较灌溉后可
能增产量与灌溉成本, 从而估算抗旱效益。
干旱趋势主要是预测未来 1 个月旱情演变情况( 个别时期最长不超过 3 个月) 。通过对同
期历史上的不同等级降水概率, 利用月或季度降水量的长期预报值, 分析给出最大可能的趋
势, 以及其他概率较小的两至三种趋势, 为决策评估提供依据。
( 2) 洪涝监测分析模型
洪涝灾害监测分析模型是以降水信息、遥感信息结合 GIS 背景监测洪水变化规律。评估
内容包括洪水淹没区域计算、
渍涝范围估算、
洪灾危险程度分析、
直接损失与潜在影响评估、
未
来趋势评估等。
根据气象卫星遥感资料和洪灾区的高程图利用 GIS 计算淹没区域和渍涝区域。
洪灾危险程度则是根据当地降水量和客水量情况进行评价。
直接损失评估除分析计算洪水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以外, 主要以淹没区域作物面积
为基础, 结合受涝时间、
作物生长动态及农作物损毁情况进行的。利用渍涝区域计算结果和抗
洪排涝的效益评估洪涝的潜在影响。
未来趋势主要是通过降水变化趋势评估未来 7～10 d 洪水的演变规律。
( 3) 低温冷害监测分析模型
低温冷害由强冷空气活动所导致, 一般持续时间较短, 危害难以防范和补救。使用遥感监
测尚存在较多困难。因此, 主要利用气象数据, 结合 GIS 背景资料对危害区域、
危险程度、
受害
作物面积进行分析、
计算、评估。低温冷害的未来趋势则主要是根据天气预报对未来 1～3 d 情
况进行评估。
2. 2. 2. 2 灾害综合集成评估模型
由于安徽省灾害频发, 经常出现同一区域在较短时间内几种灾害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的
现象, 因此对灾害综合评估显得尤为重要。灾害综合集成评估模型主要是根据单灾种的评估结
果, 对于一个给定的时段,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通过各单灾种影响和危害程度的叠加、
补偿作
用等进行分析处理, 得出在一个区域内发生不同灾害的危害面积、影响程度、损失情况以及未
来发展趋势等评估结果。
2. 2. 3 系统辅助功能
( 1) 查询分析 用户直接利用系统所提供的各项功能, 在合理的响应时间内获得所需的结
果。如属性列表、文件连接、
逻辑运算、
统计分析、
文件报告、
图形图像等。
( 2) 信息输出

以表格、
清单、
动画及图形硬拷贝方式输出分析结果。

( 3) 通讯网络

能及时有效地调用气象观测资料和遥感监测图像。
能将各种分析结果进行

综合“
捆绑”
, 系统能进行网络操作。
( 4) 数据添加

能自动地将监测分析结果添加到数据库中去; 自动地将实时气象资料、遥

感监测资料、灾情实况资料添加到各自的数据库中去。
( 5) 服务功能

能详细说明各模块的功能、应用参数、
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

2. 3 灾害应急反应与决策服务系统
重大的自然灾害往往是突发性的, 并且波及面广, 危险性大。因此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做出
应急反应, 提供灾区实况和评估信息, 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 供领导和主管部门做出判断
和决策( 图 3) 。这是重大灾害监测评估极为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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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系统结构
灾害应急反应与决策服务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 背景信息储备。
主要是历史背景资料和根据历史资料所形成的不同灾害情况下可以采
用的应急措施等。
( 2) 地面实况调查和灾害实时
监测与评估。即利用遥感和地面监
测资料通过灾害监测评估系统所形
成的图表及文字结果以及快速补充
的灾情资料等。
( 3) 应急反应决策方案。
主要是
根据灾害发生情况形成动态的防灾
抗灾方案。
2. 3. 2

系统功能描述

( 1) 提供灾害的快速评估分析
结果与损失估算报告, 快速形成不
同程度灾害分布图。

图3
Fig. 3

应急系统功能模型示意图
Schemat ic plan of f unct ion

of respons e-t o -emergency su bsys tem

( 2) 对于干旱灾害根据受灾实况与已有的防旱抗旱行为快速形成短期应急反应方案和中
长期对策方案。
主要是根据受灾区域水分储备状况提出合理的水分分配方案、
最有利的人工增
雨区域、
有效的农业抗旱措施等中短期方案和科学的调水方案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方案等长期
对策。
( 3) 提供洪涝灾害的演进规律、
受灾区域、
受灾人口与损失估算报告, 并根据已有的抗洪措
施形成后期 7～10 d 的应急反应方案。
( 4) 能根据灾害背景数据和受灾状况提供救灾重点和防灾系统建设方案。

3

结

语

( 1) 将遥感和 GIS 等高新技术和常规的灾害监测评估方法相结合, 对重大农业气象灾害
进行监测和评估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着重讨论了省级灾害监测评估系统设计与
建设的思想方法, 为同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参考依据。
( 2) 研究出一套符合客观实际的监测与评估分析模型, 是系统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理想
的模型应该是将遥感信息与受灾区的历史信息及灾害现状融为一体的层次化组合模型。这需
要丰富的试验资料作为基础, 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要方面, 也是系统投入业务运行的必要条
件。目前我们研究形成的模型仍然以气候分析方法为主辅助以遥感监测信息。其结果显得较
为粗糙, 投入业务运行仍有一定的问题。
( 3) 具备长期的灾害数据和分析灾害的背景资料是运行的基础, 因此如何组织协调, 并制
定出统一的技术标准, 建立较完备的数据库系统, 是今后我们工作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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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S-BASED MONITORING-ASSESSING
SYSTEM FOR MAJOR AGRO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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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Xiaoqun

Y ang T aiming

Zhang A imin

( A nh ui Provincial M et eorol og ical Ins t it ut e, Hef ei 23006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nalysis of climat ic r eg ular pat t ern, a monit oring and as-

sessing syst em fo r agro meteoro logical disast ers w as est ablished at pro vince lev el w it h t he aid
of sat ellit e remot e sensing and g eog raphic inf orm ation syst em ( GIS ) . St ruct ure and m ain
funct ion of t he syst em w ere defined according t o principle o f st ruct ur ed desig n, user' s r equir em ent and it s m ain t arget . Wit h ARC/ INF O as support ing soft w are, all built f or Anhui
Pro vince w ere basic dat a bases of dr oug ht , flo od and w at erl ogg ing , and low t em perat ur e and
chilling injury, m odels o f mo nit oring and assessing f or t he disast ers, and a service subsyst em
fo r r esponse and decision t o em erg ency.
Keywords
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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