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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是在农业信息系统、作物模拟模型和农业专家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正朝着群决
策支持系统和网络决策支持系统方向发展。本文对农产品预警决策支持系统作了详细需求设计，完成了系统的框架
结构设计，并提出框架设计的原则和所采用的开发平台。其次，对农产品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的需求和功能模块进行
了详细分析。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产品预警决策支持系统进行了初步设计，给出部分实现界面，建立了
一个基于NET的农业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原型，并通过实例说明了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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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ystem, crop
simulation model and agricultural expert system. At present, it is develop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network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early warning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were designed in detail. Firstly, the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design of the frame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were put forward. Secondly, the demand and function modul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early
warn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agricultural early warn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the preliminary design gave a par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face to establish a based on Net
agricultural macroscopical decision support prototype system and an example was given to illustrate its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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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决策支持系统是在农业信息系统、作物模拟模型和农业专家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
业决策支持系统是利用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借助于当代信息技术、数学模型在计算机上实现信息处
理，对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农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农业的生产和综合形势进行
预测[1]。它通常划分为田间和区域尺度。目前它正朝着群决策和网络决策支持系统方向发展。

1

系统设计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涉及到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生产情况等信息，因此数据量大，关
系复杂，涉及面广，同时为扩大服务层面，将 INTERNET 技术、数据仓库技术引入系统中[2]。农业
决策运行系统框架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框架原理图
Fig.1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framework

1.1

设计原则

为了科学全面地反映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同时兼顾普遍性要求，农业决策支
持系统总体框架的设计遵守以下原则：
（1）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在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中一定要选择对主要因素重点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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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它次要因素可以适当简化或忽略，作到既有重点又兼顾一般；
（2）易操作的原则。在系统开发时应使其界面更友好，操作更简单，逻辑更清晰，使决策者在
对系统的使用中感到友好易行；
（3）科学性原则。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要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习惯，保证决策者在使用软
件过程中不至于使决策支持的思路与人脑的思路产生冲突，保证整个决策过程的人机融合；
（4）先进性原则。整个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过程都采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使整个系统在各个环
节上都体现它的先进性。
1.2

系统结构设计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3]的核心工作是总体框架结构设计。农业决策支持系统总体框架结构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资源管理模块、农业综合管理模块和农村管理模块以及模型库管理。

图 2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总体框架结构图
Fig.2 Total framework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decision system

三种模块的具体介绍如下：
（1）资源管理模块。在农业决策支持系统中首先设定了资源管理模块，将各种资源整合，建成
统一标准，规范化的资源库。资源管理模块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资源、农村经济发展数据、农业生产
统计资料、农业产品数据、其它涉农部门信息资源等对农业生产和活动有影响的资源，通过数据库
可实现对资源的动态管理，包括修改、增加和删除等操作。
（2）农业综合管理模块。在农业综合管理模块中主要包括种植业模块、畜牧业模块、渔业模块、
加工业模块等。为寻求种植、养殖、加工等综合优化结构，需建立各种作物分析、粮食产量预测、
加工业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其它相关的预测研究；再进行总体综合性研究构建成农业综合管理系统。
（3）农村经济管理模块。在农村经济管理模块中，选取人口、劳动力、综合经济、农业、工业、
贸易、文教、卫生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2
2.1

系统设计与开发
系统功能设计

目前，农产品监测预警工作需要进一步规范、整合和优化，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四方面：第一，
调整、完善监测指标，健全、规范信息采集渠道，强化信息采集手段，为预警工作提供及时、全面、
准确、稳定的数据支撑，并集成为规范、可控的公共数据环境；第二，加强部门间沟通，健全信息
共享机制，协调预警报告口径；第三，改进和开发数据分析模型，提高量化分析水平；第四，建立
远程多媒体会商环境，方便、即时、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特别是产品产区的意见。
系统包括四项功能模块：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会商、信息发布。其中，数据分析包括警情
预报、在线分析、平衡表处理、辅助决策支持，会商包括视频会议、专家会商室、在线会商，农产
品监测预警系统功能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功能图
Fig.3 The function of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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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表分为用户表、用户权限表、省份表等 27 类，具体分类如下所示：
1) 用户表（T_user）：对所有使用本系统的用户进行管理。
2) 用户权限表 T_power：按照用户对系统不同功能的使用权限进行分类。
3) 农村经济指标表 T_economy_index：管理农村经济指标，便于维护。
4) 省份表 T_province：参照国家区域代码。
5) 地区表 T_area：参照国家区域代码定义。
6) 县份表 T_town：参照国家区域代码定义。
7) 部级经济数据表 T_center_data：存贮历年部级各经济指标数据。
8) 省经济数据表 T_province_data：存贮历年省级各经济指标数据。
9) 地区经济数据表 T_area_data：存贮历年地（市）级各经济指标数据。
10) 县经济数据表 T_town_data：存贮历年县级各经济指标数据。
11) 农产品批发市场表 T_market：存贮各批发市场基本信息。
12) 农产品品种表 T_variety：由农业部提供的菜篮子品种指标代码进行编码。
13) 品种选择表 T_select_variety：存贮某批发市场经济的所有品种。当信息员第一次使用系统
时，可将本市场的所有品种选择出来，让系统记忆下来，供信息员每次录入数据时系统将自动调用
该品种组合表，这样信息员只要直接输入数据即可，不用重复选择品种。
14) 农产品价格信息表 T_price：存贮每种农产品在不同批发市场上的价格信息。
15) 部级图形管理表 T_photo_province：存放部级数据分析图形。为提高分析检索速 度而设，
将第一次生成的统计分析图形保存于图形库中，当有相同检索时，则直接调用，减少模型运算时间。
16) 省级图形管理表 T_photo_province：存放省级数据分析图形。
17) 地区级图形管理表 T_photo_area：存放地（市）级数据分析图形。
18) 县级图形管理表 T_photo_town：存放县级数据分析图形。
19) 批发市场价格图形管理表 T_photo_market：存放批发市场各品种价格数据统计图形。
20) 分析模型表 T_model：将制作完成的模型存放在模型表中，以供分析预测程序调用。
21) 国内需求指标表 T_internal_demand_index：存储某品种的库存、损耗以及用量 等内容。
22) 进出口指标表 T_ImpandExp_index：存储国内国际贸易依赖度和影响指数等信息。
23) 国内市场价格表 T_internal_market_price：存储各销售环节的价格，为测算国 际价格竞争力
作基础依据。
24) 国内生产指标表 T_internal_produce_index：存储对经济贸易和生产有影响的相关各项指标。
25) 警情指标表 T_alarm_index：用于监测预警的六类核心指标。
26) 警级表 T_alarm_level：用于标识警情级别。
27) 农产品平衡表 T_produce_poise：根据我国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选择部分农产品品种，
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国家农产品供求平衡表。

3
3.1

系统实现
系统登录界面
按照需求分析中的要求，保持原有的数据采集系统。如图 4 所示为实现的系统登录界面。

图 4 系统登录界面
Fig.3 The login interface 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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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录入界面

对所有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录入，如图 5 所示，经过各方面分析后所产生的分析结果将产生分析
结果图，所以系统还设计有对其管理的界面如图 7 所示。

图 5 农村经济数据录入界面
Fig.5 The interface typing in the data of rural economic

3.3

图 6 对已生成的分析图进行管理
Fig.6 Administration for the generated analytic diagram

查询及分析界面

根据对市场调查后所作出的分析，将设计有各种不同的查询页面，如：经济数据年鉴查询界面，
如图 7 所示，产品价格查询界面，如图 8 所示。

图 7 经济数据年鉴查询界面
Fig.7 The interface to search the annual economic data

4

图 8 按产品查询价格
Fig.8 Inquiry for the prices of products

结 论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开发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于.NET 技术平台对农
业决策支持系统作了新的定义，在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和技术实践，终于完成了农业决策支持系统
的研制任务。本文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理论指导，并从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概念进行探讨，得出一
个比较清晰的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定义、特征和功能。提出三个基本功能模块和两库的农业决策支持
系统理论框架结构，该结构汇集了农业资源、社会环境资源、农业分析预测及决策于一体。最后，
以农产品预警决策支持系统为实例，利用上述理论为依据，作出具体的详细设计，为农业发展，经
济增长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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