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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型泵站信息化管理
王业明，邹嘉德，吴枫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以农村小型泵站纸质档案及Ｅｘｃｅｌ电子文档数据源作为信息化管理的工程背景，分析其信
息化管理的方法与实现技术，基于农村小型泵站信息管理内容及其信息化管理软件要实现的目标，
选择先进的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图形支撑系统，开发了农村小型泵站信息管理软件，解决了农村
小型泵站信息管理中的数据的采集、统一更新、各种查询方式、多种统计、报表的自动生成及输出
等，对通用数据库系统ＡＣＣＥＳＳ与通用图形支撑系统ＡｕｔｏＣＡＤ联接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并通过两者的联接实现从工程位置图动态查询其农村小型泵站数据库中的数据及其反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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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Ｖｌ３ｌ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５５—０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Ｙｅｍｉｎｇ，Ｚｏｕ洳ｄｅ，Ｗｕ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ｌ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ｅ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ｍ庐ｕ ２２５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ｓ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ＢＭ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ａ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

Ｕ·

ｃｈａ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ｏｌｖｅｓ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ｉｋｅ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

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ｕｔｐｕｔ．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ｂ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ｑｕｅｒｙｉｎｇ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ｍａｌｌ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ｕｔｏＣＡ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信息、物质和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资源，

河、湖泊水利工程等，都有其工程信息化软件管理系

随着计算机、通信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

统．而县级水利水利信息化进程较慢，所报导的成果

越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工程信息化管理

较少【２】．但市县所辖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如农村小

方面，国内外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软件不断涌现，它不

型泵站、圩堤、河道、闸、站、桥、涵、坝等水工建筑物

仅可提高工程管理的层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便于

面广量大，其档案信息管理目前大多还采用人工方

动态了解工程的各种状况．水利行业中，大型水利枢

式，由于工程建造年代较久，运行时间较长，有的经

纽工程大多有其相应的信息管理软件，如长江三峡、

多次改造，其工程的状况已发生较大变化，用人工方

黄河小浪底大型水利工程…、流域性水利工程（南

式或简单的电子文档信息进行管理，管理效率低，对

水北调工程、都江堰水利枢纽、太湖流域等）及江、

工程现有的功能、效率等状况很难做到心中有数．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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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工程信息化管理方面，大中型泵站的信息化管理

环境下，各种界面的设计、信息查询的设计、数据内

水平相对较高旧一Ｊ，而面广量大的农村小型泵站，不

容的统一更新及数据与图形联接功能的实现等都较

仅其老化失修的现状比较普遍，且信息化管理水平

为困难．因此只有选择功能强大且通用的数据库管

也较低．为此，江苏省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

理系统和图形处理系统才能实现上述功能．选择了

备城乡防洪保安体系、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目

较为通用的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广为流行的

标，开始实施小型泵站更新改造，拟用８年时间

ＡｕｔｏＣＡＤ图形处理系统软件平台，并通过两者的接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基本完成全省老化失修的小型

口［５ ３功能对县级农村小型泵站的信息进行管理．

泵站更新改造，恢复和提高小型泵站灌排能力，改善
农村生产条件，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

２小型泵站管理软件的功能

管理科学的农村排灌工程体系和管理服务机制．在
县级农村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过程中，其信息化管理

为使研发的农村小型泵站信息化管理软件系统

工作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

既可满足县市级自身的管理需要，也可与上级水行

究，开发其适用性较强的软件管理系统，为顺利完成

政管理部门的软件系统进行对接，其系统应具备如

农村小型泵站更新改造提供保障，并加快县级水利

下主要功能：①基表数据采集；②数据编辑功能；③

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信息查询功能；④数据统计功能；⑤数据报表功能；
⑥数据内容统一更新；⑦数据对防洪决策的支撑；⑧

１小型泵站信息化管理的环境选择

数据库与ＣＡＤ联接功能．
２．１

附表归并及基表的选择

以江苏省农村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编写提纲

通过分析附表１至附表１０中的相关数据，可以

为例，其农村小型泵站信息内容设置为１０个Ｅｘｃｅｌ

得到：附表２反映的是农村单个具体的小型泵站信

格式，附表内容为

息，包含了当初建设时的大部分静态信息及改造后的

附表ｌ县（市）小型泵站基本情况汇总．

信息，是小型泵站的基础信息，由它可以派生出附表

附表２县（市）小型泵站基本情况统计表．

１及附表３；附表４为小型泵站运行管理情况典型调

附表３县（市）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小型泵站更新改

查表（分灌溉、排涝及灌排结合三类）也可作为基表；

造实施情况调查表．
附表４县（市）小型泵站运行管理情况典型调
查表．

附表８和附表９可合并成一张表作为基表，由此可派
生出附表５、附表６及附表７；附表ｌｏ信息相对独立
只能作为一个基表处理．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所需的几

附表５县（市）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汇总表．

种以县为单位上报的表，如小型泵站基本情况汇总

附表６县（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小型泵站更新改

表、当年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汇总表、小型泵站更

造规划汇总表．
附表７县（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小型泵站更新改
造规划汇总表．
附表８县（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小型泵站更新改
造规划表．
附表９县（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小型泵站更新改
造规划表．

新改造规划汇总表、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效益汇总
表及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效益汇总表都可由上述
选择的基表派生出．由于本次农村小型泵站更新改造
信息采集要求采用行政编码＋泵站编码．行政编码：
市＋县（市、区）的行政编码；泵站编码定义：ＢＺ＋数
字编号，如ＢＺ０００Ｉ．（基本情况中对现有泵站进行编
码，泵站名称与编码应一一对应，新建泵站可新增编

附表１０县（市）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效益表．

码）因此采用泵站编码作为主键字段．根据确定的几

仔细分析各附表的数据，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很

种基表，首先在ＡＣＣＥＳＳ环境下建立与其附表结构相

高，如附表１及附表３与附表２关联；附表６和附表

同的表，然后将对应的相关附表Ｅｘｃｅｌ数据导入至

７与附表５关联；附表８与附表６关联；附表９与附

ＡＣＣＥＳＳ表中，即可完成几种基表数据的采集．

表７关联等．但在Ｅｘｃｅｌ环境下，一是相同数据在不

２．２

同的附表中需要重复录入，不能做到“数出一处”，．

由基表派生其他附表的方法
因所选基表已包含其他所需附表的信息内容，

容易发生错误；二是在Ｅｘｃｅｌ环境下由某一基表派

故可通过基表派生出所需附表．在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生出关联表的功能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在Ｅｘｃｅｌ

中，实现由基表派生出所需附表的方法可通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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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查询中“生成表查询”的方式进行，它可以将查询结

等．基于农村小型泵站改造规划建立的信息查询与

果保存在所需附表中．

数据统计功能可掌握其动态变化情况，清楚地了解

２．３基表的界面设计

当年规划及近期和远期规划后的农村小型泵站的变

为方便对基表内容的显示、编辑、查询等操作，

化情况．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中的简单查询、高级查询及

有必要将基表内容窗体化．ＡＣＣＥＳＳ的窗体设计功

ＳＱＬ查询可以方便地实现上述农村小型泵站信息查

能较强，方式较多，利用其工具箱提供的各种控件可

询与数据统计功能．

产生较为美观的用户界面．以江苏省宝应县农村小

２．５

数据的统一更新和数据报表功能

型泵站为例，基于江苏省农村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

由于选择了基表作为农村小型泵站信息采集的

划编写提纲附表２的内容设计其窗体界面，用于显

统一入口，并由基表派生出其他附表，因此数据的统

示农村小型泵站基本情况，如图１所示．

一更新只需在基表中进行，其他附表数据的更新只
要对应地运行其“生成表查询”即可实现；由于数据
报表中数据来源也是基于基表和相应附表的，因此，
随着基表和生成表的数据更新，数据报表中数据也
会自动更新．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中数据报表创建，可通
过报表功能中“设计报表”和“创建高级报表”方法
来实现．报表的输出分成两类：一是依据江苏省农村

● ●■ ■ ■ ■ ■ ●■＿ ■ ● ■ ●…

小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编写提纲设置格式的附表，
它也是县市农村小型泵站自身管理需要经常使用的
报表；二是上报省市水管部门的报表，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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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信息查询与数据统计功能
信息查询与数据统计功能作用主要有两个方

图２农村小型泵站报表输出内容

面：一是对现有农村小型泵站状况的了解，给农村小
型泵站规划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二是基于农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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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数据对防洪抗旱决策的支撑

型泵站改造规划掌握其动态变化情况．基于县（市）

基于区域内（如圩区、自灌区等）农村小型泵站

小型泵站基本情况统计表（附表２）需要对泵站现

灌溉、排涝及灌排结合所具有的灌溉、排涝能力及联

有情况进行了解，如现有泵站的总数量，某一年代建

片联圩的情况，可设置区域查询与统计，以便了解区

造的数量，现整体运行状况（完好运行、带病运行及

域范围内的圩口数量，圩口面积、实际排涝流量、实

报废情况）及分类运行情况（单灌泵站、单排泵站、

际排涝模数及实际灌溉流量等，便于区域数据查询

灌排泵站）、与其配套运行情况的水泵总台套、总装

与统计结果对防洪抗旱决策的提供依据．

机容量、总设计流量、圩口面积、设计排涝面积、实际
排涝面积、设计灌溉面积及实际灌溉面积等．如果县

３数据库与ＡｕｔｏＣＡＤ联接功能

（市）排灌的地形条件较为复杂，可设置区域查询与
统计，以便了解某种区域范围内的圩口数量，圩口面
积、实际排涝流量、实际排涝模数及实际灌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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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ＡｕｔｏＣＡＤ与数据库链接功能的演变
ＡｕｔｏＣＡＤ早期版本不具备与数据库的链接功

排

能，自从ＡｕｔｏＣＡＤ １２将ＡｕｔｏＣＡＤ ＳＱＬ

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ＳＥ）引入后，ＡｕｔｏＣＡＤ用户才具备了将ＡｕｔｏＣＡＤ

机

所需的信息层次为
统；
Ｃａｔａｌｏｇ：数据库，一个数据源可能包含一个或多
个数据库；
Ｔａｂｌｅ：表：

数据库系统中．但这种方法有很多限制，一是属性必
须只能附加到块上，而不能附加到任何其他Ａｕｔｏ－
ＣＡＤ对象上；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从图形到数据库

Ｋｅｙ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Ｋｅｙ

上述信息层次结构来自ｄｂＣｏｎｎｅｃｔ所基于的
ＳＱＬ标准．

且ＡｕｔｏＣＡＤ对象可以连接到数据库中．ＡＳＥ的早期
版本（ＡｕｔｏＣＡＤ

ｖａｌｕｅ（Ｓ）：关键值用来寻找正在链接行的指

定的数值．

１２中ＡＳＥ功能使得ＡｕｔｏＣＡＤ能够连接到

外部数据库，数据不仅可以在数据库环境中被管理，

ｃｏｌｕｍｎ：关键列在表中能唯一识别出该行

的列名称；

的信息传递是单向的，因为在ＡｕｔｏＣＡＤ外如果对被
提取的数据进行的改动，是不能被属性所识别的．

Ｓｏｕｒｃｅｓ：数据源，即使用的数据库管理系

Ｄａｔａ

例可以看成表中不同的行，也可以将属性信息输出
到一个文本文件，再将此文本文件输入到一个外部

第２７卷

关系．在一个对象和表中的一行之间建立一个链接

对象链接到外部数据库的能力．虽然块定义及其属
性定义可以看成简单的数据库表结构，多个块的实

械

本文农村小型泵站信息化管理软件研发过程中

ＤＯＳ）使用特殊驱动方式将Ａｕｔｏ·

的数据源为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为江苏省宝应县农村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小型泵站信息化管理，表为江苏省宝应县小型泵站

中的ＡＳＥ能够支持微软的ＯＤＢＣ（开放数据库连接

基本情况统计表，关键列为泵站编码，关键值指向某

性）；现在用户使用的ＡｕｔｏＣＡＤ高级版本，数据库的

个具体的小型泵站，如图３所示．

ｆｏｒ

ＣＡＤ连接到各种数据库上，而ＡｕｔｏＣＡＤ

连接特点是基于微软的ＯＬＥ ＤＢ技术，尽管ＯＬＥ

ＤＢ

在概念上与ＯＤＢＣ比较相似，但ＯＬＥ ＤＢ设计更易
于进行数据库工作，它不需要以关系形式进行存储．
ＡｕｔｏＣＡＤ连接外部数据库（如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
等）是通过ｄｂＣｏｎｎｅｃｔ管理器进行的【６ｊ，首先经过数
据源配置将要连接的外部数据库文件通过ＯＬＥ

ＤＢ

提供的驱动程序与ＡｕｔｏＣＡＤ进行链接，然后创建一
个扩展名为．ｕｄｌ文件，它包含其数据源的链接信息．
３．２

图３

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查看和编辑表数据
Ｆｉｇ．３

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了一个内置式界面来查看和编辑
表数据（Ｄａｔａ Ｖｉｅｗ窗口），此界面与ＡＣＣＥＳＳ中的表

３．４

ＡｕｔｏＣＡＤ与数据厍ＡＣＣＥＳＳ的联接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Ｖｉｅｗ窗口中链接模板的使用

查看功能类似，可以移动和改变表中列的大小、固定

一般情况下，ＡｕｔｏＣＡＤ对象链接到同一张表中

列、排序、查找和替换数据等．通过Ｄａｔａ Ｖｉｅｗ窗口，

的不同行，而所用的数据源、表和列都是相同的，每

可以将ＡｕｔｏＣＡＤ中对象链接到外部数据库表中指

个对象唯一不同的是关键值（如泵站编码），如果表

定的行，见图３．

中的记录多，则会造成大量的重复，要消除其重复过

３．３

ＡｕｔｏＣＡＤ环境下链接对象到数据库记录

程，可使用ＡｕｔｏＣＡＤ中链接模板．因为链接模板可

在链接外部数据库表中某条记录到ＡｕｔｏＣＡＤ

保存除链接值ｔ：ｓｔ；＇ｂ的有关某链接的所有信息．对于

中相应指定对象前，为了在数据库表中的所有行中

某个要链接的对象，只需指定链接模板，然后给出该

唯一地识别出指定行，在建立数据库表结构时已设

对象的关键列即可．建立的链接模板必须在生成链

定过唯一标识，即主关键字段，所在列称之为主关键

接之前，由于链接模板与特定的表相关，因此在创建

列，如农村小型泵站信息化管理中采用泵站编码作

链接模板之前，必须连接到数据源．软件研发过程

为主键字段．将外部数据库表中某条记录链接到一

中，创建链接模板时选择泵站编码列，链接宝应县

个ＡｕｔｏＣＡＤ中相应指定对象，实际就是在ＡｕｔｏＣＡＤ

ＣＡＤ水系图中每个具体的小型泵站对象到宝应县

对象上保存链接信息，即能够在外部表中唯一地识

小型泵站基本情况统计表时，只需要指定其创建的

别出指定记录．虽然ＡｕｔｏＣＡＤ对象可以拥有多个链

链接模板，给出该对象的关键列即可．

接，但实际工程中对象和记录之间大多是一对一的

万方数据

Ｄａｔａ

Ｖｉｅｗ窗口能够实时改变表和对象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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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显现方式，如选择链接的行使图中的对象加亮；
选择链接的对象使Ｄａｔａ Ｖｉｅｗ中的记录加亮；在相

４结论

应的对象或记录选择后，自动查看链接的行或链接

的对象等．在查看链接的记录和链接的对象时，通过
Ｄａｔａ Ｖｉｅｗ ａｎｄ

选择先进的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图形支撑系

Ｑｕｅｒ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对话框可控制Ｄａｔａ

统，开发了农村小型泵站信息管理软件，解决了农村

Ｖｉｅｗ窗口中相关选项，如自动平移和缩放比例、记

小型泵站信息管理中的数据采集、数据的统一更新、

录指示的设置方式及累加选项（选择集合）方式等．

信息的各种查询方式、数据的多种统计、数据报表的

图４为江苏省常熟市水利图，图中有农村小型泵站

自动生成及数据输出等，避免了Ｅｘｃｅｌ环境下相同

的位置分布．水利图中的所有图形元素总数多达数

数据复录入，不能做到“数出一处”而经常发生错误

万个，要想从数万个图形元素中准确及时地找到某

的现象，能实现由基表自动派生出关联表的功能，尤

一泵站所在的位置，可通过预先链接图中各个农村

其是农村小型泵站管理所需的各种界面的设计、信

小型泵站对象到相应的数据库记录，所有对象链接

息查询的设计、数据内容的统一更新等使信息化管

结束后，在ＡｕｔｏＣＡＤ

理较为方便，通用数据库系统ＡＣＣＥＳＳ与通用图形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ｓ目录下产生数据链

接文件．通过设置适当的自动平移和缩放比例，当指

支撑系统ＡｕｔｏＣＡＤ有机联接，实现了农村小型泵站

到某个小型泵站记录时，ＡｕｔｏＣＡＤ系统会自动显示

从文字信息到图形信息及其反向功能的信息管理．

该记录对应的小型泵站位置所在的局部放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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