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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鄱阳湖湿地为研究对象，建立了集知识、模型和决策为一体的鄱阳湖湿地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湿地生态经济建设中环境污染及水文监测、洪涝灾害预测、湿地土地规划时空演变模拟以及

水利枢纽建设等不同行业相关业务之间既紧密联系又相互隔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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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湿地资源的破坏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以

及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我国的许多湿地由于现

有的基础资料缺乏，不能准确定量地反映湿地资

源受破坏和威胁的现状以及动态变化的过程。另

外，技术手段落后也是我国湿地科学研究发展缓

慢的重要原因［１］。ＧＩＳ与 ＧＰＳ、ＲＳ、计算机虚拟

现实以及模型化方法等结合，能够为现代湿地管

理和研究的科学化、定量化和自动化以及准确、及

时、宏观地解决湿地问题提供有力的辅助决策手

段［２，３］。鄱阳湖湿地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江西

省北部，水系流域面积１６．２２万ｋｍ２，约占江西省

国土面积的９７％，长江流域面积的９％，是亚洲最

大湿地和世界六大湿地之一。然而，近代社会和

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该湿地的生态功能逐年衰退，

湿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急剧下降。因此，科学有

效地保护和利用湿地资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由

于目前我国对湿地管理信息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数据库建立及系统结构设计等方面［４］，因此，本文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和模型对鄱阳湖湿地进行

数字化管理、三维仿真、防洪调度、灾害预警、水利

建设以及时空演变研究，建立了实现上述功能的

鄱阳湖湿地地理信息系统，以期为我国湿地的保

护、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借鉴与技术支持。

１　系统体系结构及关键技术

１．１　系统体系结构

鄱阳湖湿地地理信息系统以３Ｄ ＷｅｂＧＩＳ为

软件开发平台，Ｏｒａｃｌｅ为数据库管理平台，从逻辑

结构上分为表示层、业务层和数据层，从硬件结构

方面分为客户层、Ｗｅｂ服务器层和数据服务器

层。系统整体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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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基础数据包括空间数据及各种业务数

据，空间数据包括１∶２５万鄱阳湖流域数字地图、

１∶１０万、１∶５万、１∶１万重点干流支流数字地

图、１∶５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等重点

堤防、重点城市、重点区域数字地图，以及数字高

程模型（ＤＥＭ）、数字正射影像（ＤＯＭ）、数字线划

地图（ＤＬＧ）、数字模型（ＤＭ）等用于构造图形信

息的多尺度数据。业务数据包括雨情、水情、工情

和灾情信息、社会、经济和人文信息、行政区划、专

业数学模型、专家知识库、辅助信息数据库以及各

种法律法规、办公文档等与湿地管理相关的数据。

１．２　湿地时空演变

首先，划定鄱阳湖自然（天然）湿地区，对区域

湿地的变化情况进行遥感动态监测；然后对研究

区不同时相的ＴＭ 影像进行处理，采用分层分类

法进行湿地解译分类（如图２所示）；最后利用

ＧＩＳ的空间分析功能获得不同时期、不同水位条

件下湿地类型的变化情况。

图２　湿地解译分类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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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自然（天然）湿地区遥感动态监测主要

包括以下３个方面：① 年际遥感动态监测，选择

三期同水位（星子站水位约１３ｍ）、不同时相

（１９７６１００６、１９８８０４２３、２００００５１０）的遥感影像

监测鄱阳湖自然（天然）湿地区近３０ａ的湿地时

空变化。② 年内遥感动态监测，选择４期不同水

位（星子站水位约８ｍ、１０ｍ、１２ｍ、１４ｍ、１６ｍ、

１８ｍ、２０ｍ）、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监测鄱阳湖自

然（天然）湿地区年内不同季节的时空变化。

③ 准极端水位条件下的遥感动态监测，选择准枯

水季节（星子站水位约７．８ｍ）２００９０２１２、准丰水

季节（星子站水位约２２．３ｍ）１９９８０７０８的ＴＭ遥

感影像监测鄱阳湖自然（天然）湿地区准极端水位

条件下的时空变化。

１．３　三维环境虚拟仿真

在建立鄱阳湖三维场景模型中，基于面向对

象的程序设计，采用插件式的平台体系结构和金

字塔三维数据引擎技术，实现海量数据的存取与

有效管理。为了更好地达到三维展示效果，对场

景中的各类信息进行分类和分级，可以从区域全

景开始层层推进，逐步完成细节展示，实现数据的

无缝切换。系统进行连续缩放时，根据不同的视

野控制显示相应的分辨率信息。三维环境虚拟仿

真利用３ＤＧＩＳ开发平台，通过海量数据管理、网

络数据传输、三维模型快速显示等一系列技术，将

卫星影像、ＤＥＭ、矢量地图、精细建筑模型等数据

进行叠加发布。

１．４　洪水演进模型

系统以二维非恒定流理论为基础，采用二维

水动力学模型，运用组件封装技术［５］，开发了洪水

演进淹没分析模块。根据二维洪水演进模型的计

算结果，在三维环境中动态仿真与演示不同时刻

的洪水分布（洪水淹没范围、水深和流速等）。同

时，系统提供水库水情监视、洪水预报、洪水调度、

洪灾评估等功能，为防汛决策者提供直观、科学、

准确的洪水演进过程，以辅助决策制定。

系统利用无结构不规则网格对计算区域进行

剖分，使网格的大小随地形地势和阻水建筑物的分

布灵活确定，并尽可能地将影响水流的阻水建筑物

作为网格的边界（即通道），充分反映计算域的特

征。在计算方法上，为提高模型的运行速度，并保

证基本方程的守恒与稳定，考虑在网格形心处计算

水深，在网格边界（即通道）上计算垂向平均单宽流

量。同时，两个基本状态变量水深和垂向平均单宽

流量在时间轴上分层布置，交替求解。根据不同的

水流状态，将网格划分为滩地型、河道型，将通道划

分为滩地型、河道型、有堤型（连续堤、有缺口堤）等。

为了保证数值方法的守恒性，同时也为了使

数值方法能用于不连续性水流的计算，系统采用

守恒型的二维浅水方程组，其中包含一个连续方

程和狓、狔方向的动量方程，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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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狋为时间；狌、狏为狓、狔方向的流速分量；犝、犞

为狓、狔方向的单宽流量；犎、犺为狓、狔处的水位与

水深；狀为曼宁糙率系数；犛０ 为源汇项，此模型中代

表有效降雨强度的情况，不计降雨的情况下，犛０＝０。

２　关键技术示例

２．１　三维数字沙盘及虚拟仿真

三维环境虚拟仿真从建设３ＤＧＩＳ开发平台

的全局考虑系统的建设，使水利行业应用ＧＩＳ子

系统构架于本平台之上，实现了底层平台与行业

应用的松耦合关系，并解决了平台与相关行业应

用系统连接之间的通信接口问题，为ＧＩＳ应用系

统的快速搭建、灵活扩展与易于维护创造了条件。

另外，系统采用３ＤＭａｘ的建模方法对遥感影

像进行处理，使影像与真实场景更为接近。同时，

在场景中加入了用三维建模方法制作的鄱阳湖湿

地水利枢纽工程仿真模型［６］，形象逼真地展现了鄱

阳湖湿地水利枢纽工程的细部结构特征（见图３）。

图３　鄱阳湖湿地水利枢纽工程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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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洪水动态演进模拟

２．２．１　模型求解

模型求解利用有限体积法离散并求得数值

解。洪水演进的计算流程为：① 依据地形、防洪

工程分布或历史洪水淹没范围等确定计算范围；

② 在计算范围内划分计算网格，设置内边界条件

（如堤防、路、桥、涵、闸、溃口等阻水或过水建筑

物），分网格输入地形数据、糙率等，本次研究采用

一种无结构网格；③ 在区域边界网格单元上，设

置外边界条件（如依据防汛调度方案或历史溃决

口情况，获得相应的流量过程、水位过程、出流流

量过程或水位流量关系，以及桥、涵、闸等防洪工

程的出入流控制过程等）；④ 设定计算时间步长，

在全流域内逐一地利用数值求解单元上的水位、

流速等水力学要素；⑤ 根据计算获得不同受淹方

案下各个网格的淹没水深、最大流速、洪水到达时

间、淹没历时等以及洪水在演进过程中的水深、流

速、流向等洪水演进信息。

２．２．２　结果显示

洪水动态演进运用 ＧＩＳ技术对洪水淹没的

水深进行三维模拟，并直观全面地展示洪水的动

态演进与水深的变化过程。模型可视化部分完全

架构于 ＡｒｃＧＩＳ组件平台上，将模型组件和 ＧＩＳ

平台组件库无缝结合，对淹没三维可视化效果进

行颜色渲染，演示不同洪水条件下的洪水演进过

程，并可检索洪水传播过程中的水位、流速、流场

等重要信息（见图４）。

图４　某时刻洪水淹没的水深及流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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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ＧＩＳ中的二维洪水演进淹没分析

模块的主要创新点有：① ＧＩＳ平台与水力学模型

的无缝结合应用。洪水淹没模型三维可视化及洪

水演进过程的动态表现利用当代计算机主流ＣＯＭ

技术和湖区ＤＥＭ数据以及水力学的平面二维非

恒定流数学模型，实现了对湖区内任意场洪水任意

时刻的淹没范围与淹没水深值的求解。另外，将模

型计算与ＤＥＭ的数据结构保持一致，采用ＡｒｃＧＩＳ

的三维可视化动画技术实时、快速、全面地动态演

示洪水发展的趋势及时空变化。② 科学的灾害评

估方法。将ＧＩＳ空间分析与灾害模型相结合，实现

受淹面积、受淹耕地面积、受灾人口总数、受影响的

交通线路、行政区域、水利设施以及ＧＤＰ等指标的

评估，为实时、快速、全面地掌握洪水的发展趋势及

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２．３　湿地时空演变

２．３．１　边界确定

前人对鄱阳湖湿地的研究主要是以湖区为研

究区域，但是整个湖区的影像覆盖范围大，地物较

为复杂，不但不具代表性，而且会对湿地解译精度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分类精度

以及改进湿地遥感监测与调查的技术方法，选择

合适的研究示范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本文基于国家林业局２００９年发布的《全国湿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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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对湿地边界的界定，

确定研究区边界的选择原则如下：① 代表性。本

文研究区包含了鄱阳湖湖体周边主要的天然湿地

种类：水域、滩地、草洲、沙地。② 科学性。本文

研究区主要是由人工修建的围堤和天然围堤组

成。由于３Ｓ具有天地一体化观测能力，而且观测

精度相对较高，因此利用高分辨率影像（ＳＰＯＴ影

像）再配合高精度ＧＰＳ数据解译出人工堤坝。天

然堤坝主要是结合１∶１生成的ＤＥＭ、水文数据

（年平均水位数据）和高分辨率影像（ＳＰＯＴ影像）

人工目视解译自然堤坝（主要指由高山或小山丘

组成）形成。③ 准确性。本文研究区对整个鄱阳

湖湖区范围进行了压缩，能充分保证分类的运算

速度和分类精度，解译出的人工围堤与水利部门

提供的人工围堤数据叠加吻合，说明此研究区范

围精度可靠。经研究，本文确定鄱阳湖自然（天

然）湿地区边界如插页Ⅳ彩图４所示，红线代表研

究区范围，面积为３２６６．６９０ｋｍ２。

２．３．２　结果评价及分析

本次分类精度评价分析是利用 ＥＲＤＡＳ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工 具，其 中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ｏｉｎｔｓ输入３０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选择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ｄｏｍ。按照上述分类步骤可以计算

出总分类精度为９０．１２％，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８７２１。

结果表明，先进行非监督分类、再利用非监督分类

后的图像进行类型合并归纳，并生成分类模板进

行监督分类来提高分类精度的方法是可行的。

由插页Ⅳ彩图５可知，由于鄱阳湖湿地季节

性水位变化而引起的湖滩洲地的周年水陆交替现

象，导致草洲植被类型呈现出季节性交替。在枯

水期，洲滩出露，出现以湿生和挺水为主体的植物

群落（苔草和芦等）；在洪水期，洲滩淹没，形成以

沉水和浮叶为主体的植物群落（眼子菜和菱等）。

这种周期性植物群落演替现象是鄱阳湖湿地生态

系统的主要特点。

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间，由于受“以粮为纲”思

想的指导，湿地湖区大面积被围垦，因而水域面积

锐减，在１９７６年仅为１５２５．８ｋｍ２。之后，由于

“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政策，森林覆

盖率上升，水土流失面积下降，同时由于降雨量增

大，使得湖泊面积增大。同时，由图５可知，在

１９７６～１９８８年间，洲滩面积萎缩，这反映了人们

在这一时期不断地对鄱阳湖湿地的洲滩进行开垦

利用，围垦行为改变了湿地植被演替，影响了湖流

形态、泥沙冲淤和江湖水文关系等［７］，在一定程度

上构成产生洪涝灾害的因素之一。１９８８年后，湿

地环境受到重视并得到改善，洲滩面积稍有上升。

图５　不同时相湿地类型面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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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实现了 ＧＩＳ平台与环境模型的无缝结

合应用，针对我国目前利用湿地边界指标及标准

确定湿地边界的研究案例非常少的现状，以及前

人对湿地主要是以湖区为研究区域方法的缺陷，

提出了能够提高分类精度以及完善湿地遥感监测

与调查技术的湿地边界确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湿地生态经济建设中环境污染及水文监

测、洪涝灾害预测、湿地土地规划时空演变模拟以

及水利枢纽建设各不同行业相关业务之间既紧密

联系又相互隔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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