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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的国民经济动员分析决策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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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信息时代国民经济动员软件系统的实现方式 ,并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 Oracle

的分布式资源数据库和基于 GIS 的分析决策系统 ,以及基于 Domino/ Notes的文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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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动员是指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应

对战争 ,有计划 、有组织地提高国民经济应变能力

的活动。其主要功能是重新配置经济资源 ,充分调

动国家的经济力量 ,最大限度地满足战争的需要。

国民经济动员具有以下特点:①数据量大;②数据

高度分散;③数据更新快;④数据共享需求高;

⑤数据安全要求高;⑥运转要求科学快速。

1　国民经济动员的地理基础

GIS为国民经济动员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

基础功能:①基于地图的信息显示。由于国民经

济动员决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地区差异 、

自然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情况等息息相关 ,只有在

基于地图的信息显示基础上 ,才有可能全面 、直观

地了解和分析这些国民经济信息 。 ②基于空间

的检索 、查询 、统计和计算功能 。由于现代战争打

击精确 、破坏巨大 ,战争进程的加快要求保障战争

的物资种类多 、数量大 ,因此 ,必须掌握一切必需

的信息 ,以便对战争的破坏进行快速 、精确的预测

和评估 ,为动员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这就要求基于

空间进行关于城市 、道路 、河流 、区域等的查询 、统

计 、过滤等 。③空间分析功能。

现代战争条件下 , GIS 是进行精确动员不可

或缺的基础技术 。为建立可靠的国民经济动员分

析决策体系 ,必须建立动员分析的地理基础 ———

GIS软件 、数字地图和动员资源的空间位置。

2　系统技术实现

2.1　资源管理

动员资源横向可按资源类别分为油料 、钢材 、

运输 、医疗等 ,纵向可划分为不同的地域(军区 、省 、

县)、企业(如中石化 、中石油 、中粮 、南航等)、储备

机构(国家储备局)等。由于涉及资源的地域 、隶属

和种类的分散和海量 ,必须建立大型分布式数据

库 ,详细掌握其空间位置 、保障能力等基础信息。

数据搜集要面对分布广阔 、层次不一的各种数据

源 ,初期必须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设计通用的输

入模式 ,通过网络进行多方式的输入编辑。只有在

此基础上 ,才能保证数据维护的高效和持续性。

在设计中 ,系统对数据进行横向建模和纵向

分布 。所谓横向建模就是按类别对不同的资源分

别进行数据建模 。以油料储备为例 ,油料储备主

要是油库 ,油库信息复杂 ,包含名称 、位置 、交通 、

储备情况等 ,建立其实体-联系模型并绘制 E-R

图 ,如图 1所示 。按照数据库的设计原理 ,将 E-R

模型转换为关系数据库模型 ,分别将 E-R图中的

实体和联系集转换为相应的关系数据库表。对油

料储备来说 ,可以建立油库概况 、油库储备情况和

油库交通情况等 3个表 ,这 3个表通过油库序号

联系 ,油库概况表到油库储备情况表和油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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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情况表之间有一对多的映射关系。其他国民

经济资源情况类同 ,分别建立 E-R图并转换为关

系数据库表以完成横向数据建模。

图 1　E-R图

Fig.1　E-R Schema

动员需要考虑军队和地方两个不同的体系。

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和有效服务 ,笔者设计了一

种军地兼容且包含国家 、战区 、省(直辖市)三级节

点的分布式数据结构 ,各层节点在数据存储分配

上采取分片和复制相结合 、各层节点分工合作的

方式 ,如图 2所示 。动员资源数据在各省(直辖

市)是独立分片的 ,在各战区之间重叠分片 ,全国

范围内包含全部数据 ,且数据在省(直辖市)、战区

和国家级数据库都有复制 ,各层 、层内节点间都是

自主的 ,并综合构成安全 、稳定而高效的分布动员

资源数据库体系 ,以此完成纵向分布设计。

图 2　数据库结构简图

Fig.2　DB Structure Schema

2.2　动员资源的分析决策

在建立分布式动员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 ,按

照国民经济动员资源和需求的空间特性 , 基于

GIS对动员资源进行随机查询 、统计 、分析 ,并利

用一定的决策模型进行动员方案的辅助决策 ,实

施的基本过程是:可视化※分析※辅助决策 。笔

者选择 Oracle 作为数据库管理系统 , MapInfo/

MapX为 GIS 开发平台 , Excel为主要数据输出

口 ,前端用 VC
++
进行集成开发 ,从而实现从可视

化到分析决策的全过程。

目前 ,GIS访问 Oracle 数据一般有两种方式:

①直接用 GIS 进行数据管理;② 通过 Oracle

Spatial进行数据访问 。前一种方式所建立的 GIS

通用数据文档很容易被盗用泄密;后一种方式相

对安全 ,但是也会在临时文件缓冲中留下尾巴 ,还

不彻底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可以把国民经济动

员资源数据分为两类:①企业数据 ,这些企业的

一些信息是商业秘密 ,但位置是公开的;②所有

信息都是绝密的 ,如国家储备仓库等。因此 ,在设

计基于GIS的可视化时 ,采用了如图 3 所示的两

种不同方式 ,实现差异化安全处理 。

图 3　GIS 访问数据库

Fig.3　GIS Access DB

对于空间位置可公开的信息 , 通过 Oracle

Spatial建立 MapInfo 与数据库的直接连接 ,在数

据库中只有空间位置和单位标识允许 MapInfo访

问 ,而不建立 MapInfo格式的本地记录 ,以保证这

部分资源的绝大部分信息在分析决策过程中的安

全 ,即使有缓冲文件也不会带走秘密信息 。这种

方式可通过 MapInfo 和 Oracle Spatial直接进行

处理 ,以简化分析决策系统的设计处理 。

对于位置也需要保密的信息 ,由分析决策系

统软件内部直接读取数据库中的单位资源标识和

空间位置信息 , 建立内存索引表进行基于

MapInfo 的可视化 。这部分信息的数量比较有

限 ,这样做既可保证数据的安全 ,也不会给计算机

硬件和软件处理造成太大的压力。

在完成资源信息可视化的基础上 ,需进行资

源的查询 、统计 、分析和辅助决策 。查询通过 GIS

获取鼠标位置资源标识或通过综合过滤获得资源

标识 ,然后按标识访问数据库读取信息进行显示。

数据库内资源数据的读取 ,可以基于 ODBC 、ado、

oledb等进行设计 。实现接口数据的读取访问是

查询 、统计分析和决策的数据读取基础 。

动员资源的随机分析充分利用了 GIS 的功

能 ,如随机区域(圆 、矩形 、多边形)、行政区划内的

统计 ,道路 、河流 、城市 、港口等周边的缓冲区分

析 ,基于GIS 和动员资源模型的叠加分析等。其

实现过程首先是从特定的目标获取 GIS 区域或

缓冲区 ,然后基于 GIS 的区域统计在各动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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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获取满足条件的资源标识 ,再依据资源所在的

图层和标识生成 SQL 语句 ,由数据读取接口执行

SQL 语句并获取资源信息集 ,最后将信息集显示

或输出。为充分掌握资源信息和满足人的认知习

惯 ,可以结合统计和查询设计数据瀑布 ,将数据按

粒度分层提供 ,一直具体到某个单位的具体信息。

在动员决策中 ,道路运输情况始终是一个关心的

焦点问题 ,GIS 的道路网分析功能可以辅助分析

道路通达情况和运输制约问题 ,并结合缓冲区分

析两地间路径附近的动员资源情况 ,充分进行资

源与交通的结合分析 ,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辅助决策是系统的核心部分 ,辅助决策人员

用它生成动员方案以进行国民经济的动员操作。

它的核心是动员决策推理模型 。国民经济动员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军事 、经济 、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如需求 、潜力 、安全 、距离 、比例 、能

力等 ,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 、有效的动员推理模

型。笔者在开发中基于冗余的综合指标体系来形

成动员参考方案 ,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决策人员的

交互 ,在智能基础上形成动员方案。决策人员基

于实际战况或想定确定动员的需求(位置 、品类 、

数量)和动员比例(比例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并指定指标体系的各权重(默认),然后基于 GIS

空间分析功能进行资源搜索 ,并加权计算形成各

单位的综合权重:综合权重=隶属×a1+距离×

a2+数量×比例×a3+安全度数×a4+…。

基于 GIS 的资源搜索 ,并按照需求情况的不

同 ,进行由近及远的缓冲区分析 ,对缓冲区内符合

动员基本要求的资源进行统计 、筛选和加权计算。

按照冗余比例形成参考方案 ,参考方案中各单位

按照权重排序 ,决策人员可以交互修改 ,如改变其

数量 、强制提升权重 ,也可以强制降低权重。经过

交互修改 ,最终形成动员方案。经过模拟试验证

明 ,这是目前缺乏统一模型条件下一条行之有效

的实施途径。

2.3　文档管理

国民经济动员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

理论资料预案及方案等 ,作为动员的依据和成果

需要进行相关的管理。笔者在设计中选择 Lotus

Domino/No tes进行文档的管理和提供服务 。

3　结　语

系统的 3个部分相辅相成 ,协调作用 ,形成一

个有机整体 ,共同为国民经济动员服务 。系统数

据流程和协作关系如图 4所示 。系统实现总体界

面如图 5 所示 ,其中分析决策系统界面如图 6

所示 。

图 4　数据流程

Fig.4　Data F low

图 5　结构界面

Fig.5　Structure Inter face

图 6　分析决策界面

Fig.6　I nterface of Analy sis and Decision-Making

经系统实际运行检验 ,按照本文设计实现的

动员分析决策系统可以有效地帮助相关部门搜

集 、维护和管理动员资源信息和文件信息 ,并帮助

分析国民经济资源的建设发展和配置情况 ,指导

国防建设的配套进行 。

在系统的研制过程中 ,在高层次 、小比例尺情况

下现行GIS软件有一些局限 ,如在进行辅助决策搜

索的时候 ,从需求地域出发进行步进缓冲分析 ,特别

是在对各单位进行加权计算时 ,只能按直线距离而

不能进行路径分析 ,原因是涉及单位太多 ,逐个分析

时间不允许;其次是目前的算法都要确定首末点和

经拓扑处理的道路网 ,而分析结果也是确定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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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这在战时具有太大的局限性。如何在 GIS 中

解决道路网的综合分析问题以及由一点出发的道路

网延伸等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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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 ional economic mobilization is a significant step w hen a country is faced w ith

w arfare o r menace of w arfare.It is momentous to research how to improve the eff iciency of

national economic mobilization.This paper probes the mode to achieve the software sy stem on i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 and 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in three parts:dist ributing

database of resource based on Oracle , analyzing and decision-making system based on GIS ,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based on Domino/No 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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