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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南京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地理信息系统 利用南京市电子地图的地理信息, 将 环境污染事 故应急监 测数据库

与 GIS 结合, 并通过 GIS 技术 综合分析环境污染事故中风 险源要 素。该系统 采用支 持面向 对象技 术的程序 语言, M apObjects 控件, 构成面向最终用户的可执行应用程序。系统由软件平台和硬件平台组成; 系统在 运行环境和 系统网络 结构上采
用客户端和服务器架构, 以满足应急监测与地 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目的; 系统分析对 GIS 在环境污染应 急监测中 的应用作
了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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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 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emergency monito ring geology info rmat ion system of N anjing used the geo- information of N anjing electrical map, combined the accident emergency monitoring database and GIS, and analyzed the pollutio n
sources thr ough GIS technique. T his system use object- oriented prog ram languag e and the M apObjects model in G IS, generated
t he ex ecuted user- oriented program. System research is composed by hardware platfor m and software platform. System. s netw ork str ucture use sever- client str ucture. System analysis classifies the use of GIS in pollution accident emergency monitor ing .
F unctio n system is GIS system, composed by electr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and propert y database.
Key words: G IS compo nent; M apObjects; Environmental po llutio n accident; Emergency monitoring; GIS

概述

管理系统中发展较快的一种。地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基于组件开发的软件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的主

在于从空间和属性两方面对现实对象进行查询、
检

流软件技术之一。GIS 组件以对象模型的方式向
开发者公开其属性、方法、
事件等, 开发人员不再需

索和分析, 并将监测结果以各种直观的形式准确、
形
象地表达出来, 使抽象性的数据变得容易理解。

要深入了解其内部的 GIS 功能的实现细节, 直接

南京市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数据库与 GIS

嵌入 M IS 开发工具, 即可在目前流行的各种工具
上使用。这样 VC + + 、VB、Delphi 等都可以直接

相结合, 应用地图显示, 可以直观、
可视化的分析和

1

成为 GIS 的优秀开发 工具, 这与传统 GIS 专业性

查询与环境污染事故有关的各种信息, 为解决环境
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及时的提供决策支持。

开发环境相比, 是一种质的飞跃。这种形式缩短了
[ 1, 2]

开发周期, 降低了开发成本
。
基于 GIS 组件的地理信息系统是目前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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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目标

4. 1. 3

以南京市电子地图的基础地理信息和污染事
故风险源、
污染物理化特性、
应急监测方法以及污
染事故应急监测预案等数据库为基础, 在突发性环

开发工具

开发软件: Visual Basic 610;
412

境污染事故发生时, 为现场快速监测, 应急处理提
供决策支持和辅助信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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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组件: ESRI 公司 M apObjects 组件。
系统结构
系统为达到应急监测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

的目的, 在运行环境和系统网络结构上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 Client/ Server) 架构 [ 3] 。见图 1。

3

技术方案
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主要有 3 种形式:

( 1) 自主设计 GIS 的空间数据结构和数据库,
利用高级编程语言( VC+ + 、
VB、
Delphi) 开发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这种开发形式主要适用于专业公
司开发商品化的 GIS 平台软件, 开发量很大, 对科
研力量和开发经费有很高的要求。
( 2) 引入国外先进的 GIS 软件( 如 ARC/ INFO、
M apInfo 等) , 利用其提供 的二次开发工 具 AML 、

图 1 系统 结构示意

413

系统分析

M apBasic 等, 结合自己 的应用目标开发。这种开

GIS 在环境污染应急监测中的应用分类:

发比较简单, 界面风格一致, 结构紧密, 但移植性
差, 可扩展性差, 并且受到开发工具的限制, 不能脱

( 1) 潜在风险源基本信息: 运用全球定位系统

离原系统软件环境而独立运行。

( GP S) 进行风险源的准确定位, 调查风险源污染物
的种类、
存储量、贮存方式和日常用量、
日排放量、

( 3) 采用支持面向对象技术的高级程序设计语
言, 结合 GIS 组件, 构成面向最终用户的可执行应

影响范围等。

用程序。

物现场监测方法、污染物现场处理方法、污染物采
样方法、污染物实验室分析方法、污染物防护措施。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
监测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中, 采用了第 3 种形
式, 利 用支 持 面 向对 象 技 术 的 高级 语 言 VB 和
ESRI的 ARC/ INF O, 以及它提供的 MapObjects 控
件构成面向最终用户的可执行应用程序, 缩短了系
统的研制周期, 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效率。

( 2) 污染物明细信息: 理化性质、
毒性等, 污染

( 3) 环境标准信息: 国内外、室内外、
车间等环
境标准。
( 4) 历史风险源污染事故信息: 发生时间、处
置方法、后果、
结论等。
( 5) 风险源周围情况 : 居民点、水源地、学校、
医院、
人群密集地等。

4 系统设计

( 6) 模型库: 水、
气污染扩散模型。
( 7) 专家支持信息。

411 系统开发环境
41111 硬件平台
服务器配置: CPU P Ò400、
内存 128M、
网络适

( 8) 超媒体信息: 风险源的录像、
图片资料、风
险源的应急监测预案文档等。

配器;
客户端配置: CPU 586- 166 以上、内存 64M 、

41 4

数据库与图层组织
系统数据库分为空间属性数据库和非空间属

网络适配器。

性数据库两大类。

41112 软件平台

41411

空间属性数据库与相应图层

服务器操作系统: Window s NT 410 server;
数据库管理系统: Wicrosoft SQL server/ Access;

包括: 行 政区划、道路交通、河流 水系和居 民
地、
学校、
医院、
消防, 以及地形、
风险源分布、环境

客户 端 操 作 系 统: Window s 98、 Window s

监测机构等。

2000。

根据地图的应用特性, 将空间属性分为底图与
专题图两类。在底图中录入尽量多的数据, 并分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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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 在应用系统中提供有关功能, 根据分层情况,

信息分类查询、污染物分类统计汇总、
污染物分布

提高检索速度并解决视觉干扰问题。

统计汇总;

41412 非空间属性数据库与相应图层
包括: 污染物理化性质、
毒性等, 污染物现场监
测方法, 污染物现场处理方法, 污染物采样方法, 污

图形操作功能: 缩小、
放大、
漫游、移动;
数据分层显示和动态控制功能: 可按用户要求
动态组合图层;

染物实验室分析方法, 污染物防护措施, 环境标准,

图形导航功能( 鹰眼功能) ;

历史风险源污染事故, 水、
气污染扩散模型, 专家支
持信息, 超媒体信息。

定位功能: 风险源的查询结果在图上显示;
图文互查: 通过 GIS 软件, 在地图上查询风险

系统采用数据仓库技术, 将非空间属性数据库

源信息, 包括污染源单位基本情况, 污染物特征、种

按主题组织, 可满足不同操作者的需要。这些数据
存放在网络环境下的数据库中, 可通过 ADO 接口

类, 应急监测分析方法, 应急措施, 环境标准等;
通过事故发生地搜索排查风险源: 在图上动态

对其进行查询分析。

闪烁可疑 风险 源并 显示 搜索范 围 ( 5 km 、10 km

4. 5

系统功能

等) ;

系统功能和地理信息系统的风险源分布分别
见图 2、图 3。

显示最佳路径: 提供 GIS 特有的最佳路 径算
法, 实现从监测中心到达污染源的最佳路线;
地图打印功能: 污染事故发生后, 实现对其周
边环境的打印;
超媒体信息显示: 系统内置了各污染风险源单
位的影像资料、
周边环境的相关情况、应急手册、应
急预案、
化学危险品档案等, 能在事故发生后快速
进行可视化查询。
5

结论
南京市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地理信息系统

以先进的 GIS 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为基础, 以南京市环境风险源信息和空间信息为核
心, 利用 GIS 技术综合分析环境污染源要素, 通过
图 2 系统功能

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 使所有查询及分析结果能以
地图、
文本、
图表及多媒体可视化方式直观、
生动地
显示出来, 是一个集易用性、交互性、
开放性、可扩
充性、
智能化于一身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辅助
支持系统。该系统可为快速提取相应信息提供有
力保障, 也可为加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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