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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被称为/ 地球之肾0, 具有独特的生态结构与功能。中国湿地面积约占全球湿地面积的 10% ,但近年来

湿地面积逐渐萎缩,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恶果。因此总结以往湿地研究成果, 确立包括遥感在内的各种湿

地信息提取方法,形成包含各种湿地信息的湿地数据子库和管理操作这些数据的湿地信息系统, 并确立湿地信

息的共享与发布机制, 从而加快湿地科研步伐, 成为湿地与遥感科技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WebGIS 技术是

GIS 融合 Internet技术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具有对大批量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管理和快速的查询检索功能。基于

WebGIS 技术的中国沼泽信息系统的建立有效地满足了湿地科研和开发保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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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由喜水生物和过湿环境构成的特殊自

然综合体,通常位于生物圈、水圈、陆地圈和大气圈

交汇处,是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

性的生态景观之一。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 改善

气候、控制污染, 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

方面有着其它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

及其与之共存的各种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持续

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 1]
。但是多年来在我国人口

和发展的巨大压力下,湿地围垦、污染、引种和过度

猎取的问题极为严重,如三江平原 1949 年湿地面

积为 534. 5 万 hm2, 到 1995 年减少到 197. 7 万

hm2[ 2] ,湿地萎缩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恶果。

因此, 科学、有效地利用湿地资源是急待解决的问

题。

计算机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系统工程及模型

化方法和技术,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的

发展为湿地研究与管理的科学化、定量化和自动化

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
[ 3]
。WebGIS 是

GIS融合 Internet技术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具有对大

批量数据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分析检索功能,可

以实现交互式操作和数据共享。湿地研究的范围

广,数据量大, 需要把实测数据、统计数据、遥感数

据等不同源数据进行复合处理, 而且还需借助于

GIS的时空数据模型处理方法, 与历史数据进行比

较分析。湿地研究数据具有多测点、多时相、长距

离、大范围和动态变化的特点[ 4]。因此针对湿地及

其数据的特点, 采用WebGIS 技术, 建立湿地信息

系统,能够更好的管理和保护湿地资源, 有效满足

湿地科研和开发利用的需要。

1  系统总体设计

1. 1  关于WebGIS

WebGIS又称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或互连网地理

信息系统,是地理信息系统从单机及主从式计算机

上转移到网络环境下分布式的地理信息系统, 是

Internet技术应用于GIS开发的产物,属于当今计算

机信息技术与 GIS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之一
[ 5]
。We-

bGIS出现以后发展迅速, 其结构体系也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原来的客户机/服务器的二层结构体系

(图 1)
[ 6]

,正逐渐被浏览器/Web服务器/数据库服

务器的三层结构体系(图 2) [ 6]所取代[ 7]。三层网

络结构体系把原来的服务器分成了Web服务器和

数据库服务器。Web服务器负责复杂数据的统计、

分析和计算。而数据库服务器则负责数据的存储

和管理。与二层网络结构体系相比,整个系统被分

为不同的逻辑块, 层次非常清晰,有利于软件的使

用,提高开发效率, 将开发和计算分析工作向

Web服务器方转移, 将存储和管理工作向数据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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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转移,使得数据分布处理成为可能, 而且管理

和维护变得相对简单。WebGIS 采用这种结构模

式,保证了 Internet用户可以从WWW 的任意一个

节点, 通过一般浏览器查看WebGIS站点中的空间

数据、制作专题图, 以及进行各种空间检索和空间

分析。这意味着一般用户并不需要在自己的本地

计算机上安装 GIS 软件, 就可以在 Internet上访问

远程服务器上的 GIS数据资源和应用程序,并进行

相应的 GIS 空间分析, 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动态查

询,使各种空间信息的浏览和查询变得更加直观、

方便、快捷。因此, WebGIS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信息共享手段, 可以让各个不同的机构、组织和

部门之间充分协同工作, 共享信息资源[ 7, 8]。

图 1 传统二层结构体系(屈春燕, 叶洪,刘治, 2001)

Fig. 1 Traditional two- layer architecture of WebGIS

1. 2  湿地信息系统工作原理及体系结构
基于WebGIS 技术的中国湿地信息系统的体

系结构及运行模式如图 3[ 4]所示。系统以常用的

网络浏览器为载体( Microsoft IE或 Netscape) ,客户

端首先向后台发出请求, Webserver 接收用户的请

求,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 对于用户的 GIS请求,

提交给 Map Server处理, 再通过Web Server 将处理

结果以 HTML 文件、GIF/ JPEG 图像等形式返回给

用户
[ 4]
。具体原理、响应步骤为:

(1) 将湿地数据库通过 ODBC (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Microsoft提出的一种数据库访问接口

标准)引擎公布为ODBC数据源;

  (2) 用户通过表单向Web 服务器发出请求, 并

将查询条件传至Web服务器;

  ( 3) Web服务器执行由该用户执行表单后所

图 2  新型三层结构体系(屈春燕, 叶洪,刘治, 2001)

Fig . 2 New three- layer architecture of WebGIS

图3  系统体系结构及运行模式(刘仁义, 刘南, 2002)

Fig. 3  System structure and its operation models

触发的ASP( Microsoft Active Server Pages)后台服务

程序;

(4) ASP 程序执行后它所嵌套的 SQL 数据库

查询语句,将查询相应的 ODBC数据源;

( 5) 数据库查询结果返回 ASP 后台服务器程

序;

( 6) ASP 后台服务器程序将查询结果转化为

标准的HTML 页面;

( 7) Web 服务器将已转化为 HTML 页面的湿

地信息查询结果发送至客户,完成相应的交互式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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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 3  系统平台的选择

本系统服务器端运行在 Microsoft Windows2000

操作系统, 系统 WebGIS 采用 ESRI (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公司的 ArcIMS 3. 1。采用

原因:一是因为目前大多数数据为 shape 格式或者

coverage 格式,选用 ArcIMS可以避免数据转换造成

的信息丢失;二是因为 ArcIMS产品比较成熟, 功能

强大,支持多种方式的开发。背景数据库采用 Ora-

cle公司的大型空间数据库Oracle8i进行数据存储。

通过程序设计语言ASP 支持连接 Oracle 数据库和

ArcIMS。Web服务器采用Microsoft IIS 5. 0。客户端

可以使用任何浏览器, 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Netscape Navigator等远程访问这些数据[ 9]。

2  中国湿地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2. 1  湿地数据的获取

2. 1. 1  湿地属性信息的获取
湿地属性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

成果5中国沼泽志6结合现阶段湿地实地调查和卫

星遥感影像解译的办法获得, 并将属性信息进行了

重新分类
[ 11]

(表 1)。

表 1 湿地数据属性信息分类赋值
Table 1  Attribute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Value

属性 名称 赋 值类 型

海拔高程 极大值、极小值、平均值

沼泽水源补给
雪融水、海潮水、湖库水、河水、地表径流、降

水、地下水、农田排水

经纬度 区域右上角坐标、左下角坐标

积水类型 季节性积水、常年积水

泥炭厚度 平均厚度值

水化学类型
根据在单位沼泽水体中某一盐类的克当量

数占全部盐类克当量的百分数进行划分

沼泽植物 森林、草甸、沼泽、水生植被、盐沼、苔藓

沼泽土壤
草甸沼泽土、盐化草甸沼泽土、腐殖质沼泽

土、泥炭沼泽土 、淤泥沼泽土 、泥炭土

保护区类型
国家级保护区、省级保护区、县级保护区、非

保护区

2. 1. 2  湿地空间分布信息的获取
湿地空间分布信息的获取除一部分现有成果

外,主要通过人机交互目视遥感解译和多时相遥感

复合自动提取的方法得到。人机交互目视解译主

要包括确立湿地解译标志、湿地边界人机交互跟

踪、属性赋值、空间拓扑几个处理步骤。

一般来说,湿地解译标志的确定需考虑湿地的

空间分布形状、湿地在遥感影像上的色调和纹理特

征。表2显示了三角洲地区沼泽湿地类型解译标

志, 表 3显示了 Landsat 卫星影像上的滨海湿地解

译特征标志。

表2 三角洲地区沼泽及其它类型湿地的遥感影像特征标志

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re and other wetlands

on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delta

湿地类型 形  状 色  调 纹  理

水  田
几何特征明显、边界

清晰、有规则的形状

深红色、色调均

匀

影像结构

均一细腻

沟  渠
几何特征明显、自然

弯曲或局部明显平

直,边界清晰

深蓝色、色调均

匀

影像结构

均一

湖  泊
几何特征明显、呈自

然形态

深蓝色或浅蓝

色、色调均匀

影像结构

均一

水库和坑塘
几何特征明显,有人

工塑造痕迹

深蓝色或浅蓝

色、色调均匀

影像结构

均一

草  甸 不规则斑块状 红色
影像结构

均一

沼  泽 不规则斑块状
深黑色、色调均

匀

影像结构

均一

河  流 自然弯曲条带状
深黑色、色调均

匀

影像结构

均一

表 3  Landsat图像滨海湿地遥感影像特征标志

Table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e mire

on the Landsat image

类型 色调 纹理 形状
位置

先后
关联情况 评 述

海水淹

没湿地

蓝黑

之间
光滑 不规则 岸边

滨海

芦苇
亮红色 光滑 不规则

水流缓

慢的冲

积平原

芦苇生长在

水流慢的地

区,常形成单

优势种   

芦苇地处

偏干的区

域,受水

深浅的限

制   

盐爪爪 灰色 粗糙 不规则

大量分布在

无红树林或

森林湿地的

边缘地区  

非湿地

区域

略带白的

浅粉红色
半光滑 不规则 边缘

2. 2  沼泽(湿地)信息分类及其编码

科学的湿地编码方式促使湿地的录入、查询等

操作简捷高效, 为此, 我们对所有湿地属性作了编

码处理, 分别以不同的代码表示。本研究建立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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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分类系统编码的原则为:

( 1) 综合性原则,主要考虑沼泽湿地的各项指

标;

( 2) 主导指标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 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沼泽湿地植被

类型难以应用定量指标, 但它却能敏感和直观地反

映环境条件和发育阶段的差异,具有可操作性;

( 4) 考虑沼泽湿地的地域差异原则;

( 5) 充分考虑沼泽湿地的遥感光谱差异性, 并

能使所分类别在解译或解译数据与外业调查成果

复合上具有可操作性;

( 6) 考虑湿地专题图件上的已有湿地类型。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将中国沼泽湿地分别用地

貌、含盐程度,是否发育泥炭、湿地土壤差异和植被

特征加以分类描述(表 4)。

表 4 湿地信息编码分类系统

Table 4  Wetland information encode classification system

一 级类 型

编号 名  称

二 级 类型

编号 名  称

三级 类型

编号 名  称

1 土地、地貌类型 11 山地沼泽湿地

12 高原沼泽湿地

13 平原沼泽湿地

14 海滨沼泽湿地

15 山地沼泽化湿地

16 高原沼泽化湿地

17 平原沼泽化湿地

18 海滨沼泽化湿地

2 含盐程度 21 淡水沼泽湿地

22 盐沼湿地 221 内陆盐沼湿地

222 滨海盐沼湿地

3 是否含有泥炭 32 泥炭沼泽湿地类

33 潜育沼泽湿地类

4 湿地土壤的差异 41 沼泽土湿地

42 沼泽化土湿地

5 沼泽湿地植被类型 51 木本沼泽湿地 511 灌木- 莎草沼泽湿地

512 灌木(或乔木) - 禾草沼泽湿地

513 灌木- 杂草沼泽湿地

514 半灌木沼泽湿地

515 乔木- 藓类沼泽湿地

516 红树林沼泽湿地

52 草本沼泽湿地 521 芦苇类(含芦苇- 苔草类)湿地

522 莎草类湿地

523 禾草类湿地

524 莎草- 禾草类湿地

525 杂草类湿地

526 禾草- 杂草类湿地

2. 3  数据库建库

系统数据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两部

分。空间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湿地调查地点图层、

中国河流湖泊湿地分布图层、中国湿地土壤分布图

层、中国湿地植被类型分布图层, 三江平原湿地分

布图层等图层。属性数据库主要指湿地名称、代

码,湿地范围面积、周长,湿地补给水源, 湿地植被

类型等(表 1)。在获取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

同时,最重要的是建立两者间的链接。在 ArcGIS

下对数据进行空间配准后, 转换为 shapefile格式,

再通过ArcView 输入属性数据,实现空间数据与属

性数据的无缝集成,建立完整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

据库,最后通过ArcIMS统一入库[ 12]。

2. 4  信息系统运行

湿地数据入库以后, 用户通过表单向 Web 服

务器发出请求,经过搭建的中国湿地信息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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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处理, 由 Web 服务器将已转化为 HTML 页面

的湿地信息查询结果发送至客户, 完成相应的交互

式操作,最终实现信息系统平台的成功运行。

3  系统功能

( 1) 湿地数据管理功能。系统以 ArcGIS为基

础,ArcGIS可以支持多种空间数据格式, 所有数据

信息可以通过ArcIMS组织以工程文件的形式建立

和存储。同时, 系统可以随时提供数据编辑、更新

功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 13]
。

( 2) 湿地信息检索、查询及分析功能。对于空

间信息的查询, 系统提供多种方式进行 ) ) ) 可以直

接在地图上点击欲查对象, 或基于属性信息进行

SQL 查询(比如/某一类的植被类型哪些湿地有0) ;
对于属性信息, 主要基于 SQL 查询(比如/查询某

一湿地的植被类型、土壤类型等0)。本系统同时还

拥有基本的分析功能,比如可以统计某一类型湿地

面积或者做缓冲区分析。

( 3) 湿地数据共享功能。本系统最大的意义

就在于数据共享。用户可以通过远程登陆中国湿

地专业网站 ( http: / /www. marsh. csdb. cn) 提供的

Web平台,查询所需要的数据信息, 进行部分直接

拷贝或者通过网站上的联系方式与我们联系获取

授权,获得全部数据。

( 4) 湿地数据可视化功能。GIS的长处在于它

的强大的分析和显示功能。ArcIMS为用户提供了

放大,缩小,平移,标注,分层显示, 专题图制作等功

能
[ 7]
。湿地信息系统继承了这些功能, 并实现了远

程显示的功能, 进一步可采用Hotlink技术, 使用多

媒体媒介表达数据信息。

4  结  论

我们采用 WebGIS 技术开发了中国湿地信息

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本系统方便快捷的查询中国沼

泽、湿地的相关信息,使沼泽、湿地的管理更为系统

化和科学化, 为国家政府决策提供了支持服务。但

是,由于WebGIS技术是近年来随着 Internet技术的

高速发展才出现的技术, 不足之处再所难免, 比如

系统的分析功能比较弱,远程访问限于网络带宽运

行速度比较慢, 可视化功能不强等。因此,在今后

的发展过程,除了数据的进一步完善外, 我们将紧

跟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强技术建设,逐步改进系统,

加强系统功能,提高系统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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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ina Wetland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Web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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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s connect ing with atmosphere, lithosphere and pedosphere, biosphere and hydrosphere, have the

special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ere called the / the kidney of the Earth0. Th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wet land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conditions. The Chinese wetland area

roughly is 6 594 @ 104 hm2, account for 10% of the world wetland. Due to wetland degradat ion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have resulted in the extremely serious ecosystem problems. Therefore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researched, estab-

lishing method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containing remote sensing, wetl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cluding every kind of

wet land informat ion databas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to publish and share informat ion, have become a

problem concerned by wetland and remote sensing scientists. The technique of WebGIS, that is a new technique deve-l

oped by GIS and the Internet technique recently, with the function processing a large amount of data effect ively and

searching quickly, which may realize to interactive operation between machine and human, satisfies the needing of re-

search,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wetland fully.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WebGIS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empha-

sizes to introduce the WebGIS application in China Wetland Informat ion System, and how to organize, manage and use

the data in China Wetland Information System more availably with the WebGIS. And China Wetland Information Sys-

tem based on WebGIS has been th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wetland research, protection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 WebGIS; China setland information system; remote sensing;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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