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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GIS 的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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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监测体系的各指标因素，建立基于 WebGIS 平台的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动态
监测系统.本系统实现了生物灾害监测信息实时传输、自动分析、直观显示和信息发布，改变了传统的生物灾害信
息的采集方法和传递技术以及生物灾害预测预报的方法，为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监测数据的管理、应用和决策

提供了一个较为科学、统一、可靠的信息平台.经过了 1 年的试运行，本系统稳定可靠，且具有较好的伸缩性和扩展
性，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广东省的农作物生物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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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was took the various factors of pest monitoring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to build up crop pest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WebGIS. The system realized the functions of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 automatic analysis , visual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publishing , and changed the old ways of data collection , data transmission and forecast
methods , and provided a new scientific uniform platform for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rop pe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rough one year testing , the system run robustly and had good scalability and expa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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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生物灾害种类多、发生范围广、为害

业结构的调整、人为耕作活动的干预和气候等因素

程度重，每年可造成农作物产量损失 15% -30% ，局

的影响，农作物生物灾害的主要病虫对农业生产影

部地区可达 50% 以上 [1] 制约了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响严 l峻，病虫害回升突出，危险性病虫害对农业生产

的提高.广东省作为我国主要的产粮大省，农作物生

构成了威胁，这引起了广东省各级植保部门的高度

11

11

重视.如何科学便捷的管理和利用长期积累下来的

hm ，尽管总发生面积趋于稳定，但是有些年份农作

广东省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海量数据，并为农作物病

物的生物灾害危害还是比较严重.近年来，随着种植

虫害提供及时、准确的预测和防治决策指导，是各级

物灾害每年发生面积一般在1. 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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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系统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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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以文件的形式管理空间数据，通过关键宇段和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理信息系统

空间数据关联起来，为本系统各功能的研制和运行

( GIS) 元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在朝着纵向方向

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3) 研究基于 GIS 的时空分析

发展问特别是 WebGIS 的出现[叫. WebGIS 不仅

功能，运用 Inverse Distance Weight ( IDW) 内插方法，

具有 GIS 功能，而且还具有 Intemet 优势的特有功

对实时上报的生物灾害监测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能，将 WebGIS 技术应用于农作物生物灾害的动态监

WebGIS 实时发布分析结果，通过网络地图直观地提

测，用户可以方便地从 Intemet 的任意节点浏览到

供给用户.

WebGIS 站点内的农作物生物灾害的监测数据和专

1. 3

系统结构

题图，进行各种空间信息检索和空间分析，改变了传

本系统采用 3 层应用体系结构，即在客户端和

统农作物生物灾害信息的采集、传递和数据分析的

服务器之间增加 1 个中间层，把主要的业务逻辑转

方法，有利于农作物生物灾害管理决策措施的制定

移到中间层上，即采用 Web 应用主流技术 "Web 浏

和实施，促进了农作物生物灾害管理的信息化和现

览器/Web 服务器/数据库系统" (简称为 B/W/D 结

代化.

构)的 3 层分布计算体系结构(图 1). B/W/D 结构

本文根据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危害的现状，
从监测数据人手，采用 GIS 技术和 Intemet 网络平台
相结合的方法，开发了基于 WebGIS 的省级区域农作

物生物灾害的动态监测系统，实现了生物灾害数据
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以及信息的实时网络发布.

1
1. 1

具有开放性、扩展性好，维护方便，客户端界面统一、
简单、低成本、跨平台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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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
系统信息发布平台

系统开发思路

研制一个高水平的能实施业务化运行的农作物

生物灾害动态监测系统，不仅需要综合运用各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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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而且还要有一个设计合理、结构优化的开发
思路，使之成为实用性强、运行稳定，并且可以为农

作物生物灾害提供动态监测与信息发布系统.为此，
本系统开发思路是:充分利用现有生物灾害监测体
系、传输体系和监测数据，注重技术和实用相结合;

采用统一设计、分模块开发的思路进行系统开发;在
系统的研制中运用信息技术新成果，以建成技术水
平高、实用性强的系统;系统采用边研究、边建设、边

应用、边调试、边完善的方式进行，尽快发挥系统的

核心中间应用

国c:垂苦?Ei
图1

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实时监测系统 B/W/D 结构

Fig. 1 The/B/WID architecture of crop pest di础ter dynamic
rnonitoring systern of Guangdong Province

社会和经济效益;系统建设采用统一规划与分布实

Web 浏览器为表现层，主要提供人工交互界面

施的方式，由初步搭建到构架完善，可以无缝扩展，

中信息的表示和数据的收集，包括监测信息显示，页

系统数据和程序能够平滑移植[ 10]

面(面向系统)以及决策结果(面向用户)的提交等;

1. 2

系统功能设计

Web 服务器为中间层，提供与应用逻辑有关的各种

根据系统的开发思路，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 3

服务构件，也是该系统运行的枢纽部分，能够响应用

个方面: (1)根据广东省生物灾害现有监测体系，对

户发来的请求，执行某种业务任务，并对相应的数据

监测数据源的多种传输方式进行整合，建立广东省

库进行处理和对数据库层的访问与操作，使用户不

农作物生物灾害监测数据网络实时传输体系，为系

必直接与数据库打交道;数据库系统为数据层，提供

统提供实时数据源以及发布和运行环境; (2) 构建

和管理各类数据库.

WebGIS 支持下的生物灾害实时灾情数据库，包括属

这种结构以后台数据库为核心，在 Web 服务器

性和空间数据数据库的设计和建立.对属性数据和

上挂接服务器构件，并通过前台浏览器管理和运行.

空间数据进行一体化研制，采用 SQL Serv巳管理属性

整个过程安排合理，结构严谨.用户界面由 HT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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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等网络编程语言来实现，客户机元论在什

系统实现的角度来描述系统各子模块的功能.

么平台下，只要安装了 Web 浏览器就可以使用服务

2.2.1

器提供的 GIS 功能，而不必关心数据与应用的来源

态监测系统数据采集模块是基于 Web 的在线数据录

和数据格式，方便用户使用.

人方式进行的，数据的录人和上传都是在连通 Inter-

系统技术路线

1. 4

数据采集模块

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动

net 的情况下进行.用户通过专用用户名和密码进人

综合运用计算机编程技术、数据库技术、 WebGIS

系统，如图 3 所示，进入本监测站点的用户空间，在

二次开发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对广东省农作物生

相应的网页上录人监测数据;确认录人的数据后，直

物灾害动态监测系统的各功能模块进行开发，然后

接保存在系统的数据服务器中.本模式所需的配置

将各功能模块集成并实现农作物生物灾害动态监测

很简单，属于典型的瘦客户端结构;每个监测站点只

系统建立，系统开发的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2.

要 l 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即可，不需要专门的软件配

生物灾害监视j 数据

空间数据

虫情资料
病情资料
气象资料
耕作资料

行政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
河流图
道路交通图
地形图

置;同样在服务器端也只要配备 1 台普通网络服务

器和数据服务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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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动态监测系统登录界面
1ρg

Fig.3

on cover of crop pest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除了配置简单外，该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所有
图 2

Fig.2

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动态监测系统开发的技术路线

The research route of crop pest disaster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2
2.1

系统实现
运行环境配置

数据统一存储和管理于中心数据库，数据具有实时

性，有利于数据的一致性，维护简便，易于管理;设备
配置和运行管理的成本很低;系统修改维护也都只

需在服务器端进行.避免传统信息上报方式的信息
滞后、易漏报、错报等缺点.
2.2.2

数据管理模块

系统针对数据操作员设有

数据管理模块，主要是对各种农作物生物灾害的监

运行环境是构建整个广东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动

测数据进行管理.进人数据管理模块时，系统要验证

态监测系统的基础，是整个系统安全可靠的保证.选

身份，用户登录后根据自己的权限对数据进行查询、

择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作为系统服务器操

删除、修改等相应数据管理的操作.这种分级机制避

作系统;采用 Microsoft Intemet Infonnation Server

免了一般用户随意更改数据库的内容，提高了系统

(IIS)5.0 作为 Web 服务器;系统的开发平台是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本模块采用 ADO.NET 数据访

. NET; ArcIMS 作为 WebGIS 服务器和二次开发平台;

问技术访问服务器数据库，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采用 SQL Server 20∞作为实际运行时使用的数据库.

2.2.3

2.2

主要功能的实现

信息查询模块

信息查询模块是用户直接

通过 Intemet 网络，根据自己的权限访问农作物生物

系统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在系统运行状态下，根据

灾害数据库，通过一些有效方法快速对目前的农作

用户的操作指令，按生物灾害管理业务工作流程，调用

物生物灾害管理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和详细分析，指

相应的表单，和用户互动，获得其所需的信息下面从

导用户进行高效而正确的查找和分析，另外通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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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工具中各种查询方法方便地得到想要的数据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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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显示的成功系统还不多.

息.根据查询对象不同，分为按日期查询和按监测站

本系统依托广东省现有的监测体系和数据传输

点查询.无论是按日期查询还是站点查询，都将以报

体系，基于 B/S 架构，利用美国 ESRI 公司的 ArcIMS

表的形式生成查询结果，对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形

9.0 软件、 SQL 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实现了广东省

势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该模块还可以对病虫害近

范围内农作物生物灾害数据的实时传输和管理，实

期发生异常值或者超出阔值进行报警，提醒广大的

现资源共享，并辅以各种图表、颜色等多形式信息发

测报人员迅速进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布和分级显示，将广东省的农作物生物灾害危害程

动态信息发布模决

2.2.4

农作物生物灾害在不

同时间其空间危害范围是不同的，本系统动态信息

发布模块就是通过矢量地图直观、具体地表示广东
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在不同的时间其危害范围在空间
的变化情况，而且还可以发现农作物生物灾害随时

间变化在空间危害的规律.本模块的矢量地图具有
漫游、缩放、全图等浏览功能.用户采用鸟瞰图既可
方便概览全图，从整体上分析农作物生物灾害在广

东省空间的危害情况;又可以通过放大观察局部细
节，分析生物灾害在局部的危害情况.
利用 WebGIS 技术，在浏览端建立 Java 运行环

境并采用 ArcExplore 地图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动
态、交互连接，用户在界面(图 4) 选择生物灾害的名

称，然后再选择日期，动态生成监测站点图层，然后

度全面、直观地反映在系统的界面上，为广东省各级
政府和各级植保部门的农作物生物灾害防治的指挥

提供科学、统一、可靠的信息平台，更好地发挥生物
灾害监测信息在生物灾害防治中的耳目和参谋作

用，在减少生物灾害对广东省农作物的损失方面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本系统现已正式投人运行(网址:

http://hcyj.

的扩展性，很好地服务于广东省的农作物生物灾害
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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