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卷 第2期
2011 年 6 月

震灾防御技术

Vol. 6, No. 2

Technology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Prevention

Jun., 2011

姜立新，帅向华，聂高众，杨天青，席楠，李晓杰，2011. 地震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设计探讨. 震灾防御技术，6（2）：156—163.

地震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设计探讨 1
姜立新 1） 帅向华 1） 聂高众 2） 杨天青 1） 席

楠 1） 李晓杰 1）

1）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北京 100045
2）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要

地震应急联动与紧急救援服务能力是国家地震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地震应急

联动与紧急救援服务能力在研究和建设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开展地震应急联动信
息服务技术平台的建设。因此，地震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的构成、设计和实现方式还有许多方
面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根据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的初步设计，对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
台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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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灾害严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1900 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发生 6.0—6.9 级地震
418 次；7.0—7.9 级地震 70 次；8.0 级及以上地震 8 次。这些地震造成的灾害涉及 28 个省份。
其中，1976 年 7 月 28 日发生在唐山的 7.8 级地震，造成 24 万人死亡，100 多亿元的经济损
失；2001 年 11 月 14 日发生在昆仑山口西无人区的 8.1 级地震，由于地震造成地面形变，使
兰—西—拉通讯光缆被切断，对青藏公路沿线生命线工程造成重大破坏；特别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 8.0 级特大地震，造成近 7 万人死亡，1 万多人失踪，直接经济损
失 8541 亿元，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可见，地震已成为我国重大自然灾
害之一，地震事件多发、致灾频繁、灾害严重、减灾紧迫是不争的事实。在历次地震应急过
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灾情信息获取不及时、应急救援协调指挥不畅等，因此地震
应急指挥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法律、法规、机制方面加以研
究和解决，更需要建立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包括：地震灾情获取系统、地震应急联
动协同系统等。
2000 年至今，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建立了震情、灾情、对策、指挥、信息等方面的
初级工作平台，为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指挥抗震救灾行动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条件，初步
具备了满足指挥部启动后技术需求的基本功能（姜立新等，2003a；2003b）
。通过首都圈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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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示范区工程、
“十五”重大工程项目“中国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的建设，已建成了国
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技术系统、15 个一级区域抗震救灾指挥部技术系统和 16 个二级区域抗
震救灾指挥部技术系统，使我国初步具备了应对破坏性地震的快速反应能力、初步快速评估
能力和科学指挥决策能力。
目前，根据国务院要求和抗震救灾的实际需要，我国的地震应急工作必须向联动协同方
向发展，主要的要求是：震后尽快同国家公共安全平台建立联动支撑关系，同指挥部成员单
位和其他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建立联动关系，向社会提供地震应急灾情信息、救援信息等多方
位服务。尽管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已按各自的需要建设了一些地震应急指挥技术平台，而远
程灾情监控和灾情获取能力、同其他相关联部门的信息交换、面向社会的信息服务等功能几
乎还是空白，仅仅是一个“指挥孤岛”
，各项功能还亟待完善。这就要求地震应急系统必须同
相关部门建立密切的信息交换和沟通渠道，借助相关部门的专家开展灾区的损失评估，并就
抢险救灾事宜同各部门紧密合作，因此必须建立围绕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同其他部门有
效沟通的地震协同联动系统，这也是国家对地震应急系统的明确要求（姜立新等， 2005；苗
崇刚等，2004）
。

1 地震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构成
地震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是根据国家对地震应急指挥系统提出新要求和当前地
震应急指挥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设计的技术平台，这个新要求就是要联动应急，就是要
实现国家公共安全的联动以及向社会提供应急信息服务等。该技术平台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我
国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是面向各类用户直接提供服务，包括：公
共安全平台服务、政府应急决策服务、指挥部成员单位联动协同服务、应急救援服务等。提
高国家应对突发破坏性地震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救灾处置能力，提高为社会各界提供应急信息
服务的能力。
建立基于地震应急响应和专业信息处理的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震后向紧急处置
机构或部门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在当前的情况下，主要是提供应急联动与指挥信息服务，
该技术平台的总体构成包括：国家地震应急联动接入系统、指挥信息服务系统、地震救援信
息服务系统，同时还完成了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的总体集成。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可
以提升国内应急与救援服务能力，初步实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与国家部委、国家应急专
业机构、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公共安全平台的联动接入与信息服务。平台构成按照服务对
象划分层次，具体内容见图 1。

2 国家地震应急联动接入系统设计
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务院应急办为前台、各类专业应急指挥机构
为后台的联动协同国家公共应急平台新架构。地震应急指挥中心必须与国务院、指挥部成员
单位、应急指挥机构以及各区域的应急办建立联动，实现多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共同应对
地震灾区内发生的涉及各个专业部门的紧急事件。
（1）总体设计
通过国家地震应急联动接入系统，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与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
单位、地震现场建立联系，面向联动协同单位，提供灾情查询、灾情上报、协同指挥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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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等服务（帅向华等，2001；2009a；2009b）
。总体设计遵循应急联动接入数据接口、软件
接口、硬件接口的设计以及业务流程联动规范，实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与国家公共安全
平台间的信息交换平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国家公共安全平台、指挥部成员单位以及
应急指挥机构进行数据信息交换的联动接入系统）的应急接入，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图1
Fig. 1

地震应急联动信息服务技术平台层次结构图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information services platform

图2
Fig. 2

公共安全地震应急接入系统结构示意图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access to public safety

（2）子系统设计和结构描述
依据国家应急联动接入系统的内容，子系统设计主要包括：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与国
家公共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的网络连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与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应急指挥
机构的网络连接；省级地震局与省政府应急系统的网络连接；各网络节点间数据、语音、视
频的双向互通、数据加密传输、应用配套的软硬件接口和数据交换接口等多个子系统。所涉
及的技术系统主要有：应急联动网络子系统；网络视频传输及显示子系统；网络语音（V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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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子系统；网络安全及数据压缩保密传输子系统；数据处理与联动控制子系统；相应的软
硬件接口模块。其层次结构见图 3。

图3

国家应急联动接入系统层次结构图

Fig. 3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national emergency linkage access system

3 指挥信息服务系统设计
指挥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地震灾情综合处理和查询子系统；指挥部内容管理子系统；地
震应急预案管理子系统。
（1）总体设计和结构描述
指挥信息服务系统总体功能包括：灾情数据转换、灾情查询、内容管理、信息智能处理、
搜索引擎、内容发布、区域地震应急预案信息管理、地震应急预案培训评估等。灾情数据转
换模块实现灾情数据的格式转换，灾情查询模块提供集成的灾情查询工具，内容管理模块实
现国家中心内部的各类数据的集中内容管理，信息智能处理实现提供集成化的数据加工处理
工具，搜索引擎实现基于数据库和本地资源的查询检索，内容发布实现基于 WEB 方式组织、
管理和发布多种信息资源，区域地震应急预案信息管理实现地震应急预案统一管理，地震应
急预案培训评估是对应急预案本身进行评价，给出预案的评价结果。其体系结构如图 4 所示。
（2）子系统功能设计
地震灾情综合处理和查询子系统是实现国家公共安全平台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技
术系统之间地震灾情信息交换的软件，主要功能是依据数据格式要求，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
挥部技术系统产出的地震灾情信息转换为国家应急平台数据格式，为国家公共安全平台提供
数据，同时将国家公共安全平台所产出的数据转换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技术系统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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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最终达到国家与地震行业系统之间数据交互功能。

图4

指挥信息服务系统体系结构图

Fig. 4 Comm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指挥部内容管理子系统的设计包括硬件支撑环境和内容管理软件。硬件支撑环境主要包
括服务器、存储与备份设备；内容管理软件具备信息管理、发布功能。
地震应急预案管理子系统采取分级管理、逐层汇集的原则建设，针对当前我国地震应急
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体制、资源整合、网络平台、平战结合、应用标准体系建设和功能评估
等问题，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地震应急预案管理系统。

图5

指挥信息服务系统功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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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Function tree of comm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system

4 现场救援信息服务系统设计
现场救援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是通过建设国内救援联动网络，为建立健全功能完善、反
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地震应急机制提供基础支撑，全面提高国内强震救援相关部
门的救援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和共享能力，妥善应对各级地震突发事件。通过信息整合，
把相关的救援信息进行梳理，形成资源目录，可大大减少重复与冗余，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
和应用效能。
救援联动网络服务系统由网络中心、国家级
节点和省级节点组成。网络中心提供信息交流与
发布的平台，各个节点通过配置的硬件设备可以
在平时和震时救援等两种不同的环境下访问本专
业平台，并能够进行相应的简单事务处理。主要
包括救援联动信息管理、联动资源共享管理、救
援成员单位管理、网络后台管理等功能模块。子
系统的功能划分如图 6 所示。
图6

救援联动中心服务网络功能树

5 应急协同联动集成设计

Fig. 6 Function tree of rescue linkage centre

在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的统一规划基础
上，针对地震应急指挥系统的各项任务，建立各
自节点的内部集成框架、数据接口和规范，完成内部软件的安装部署与数据集成，实现与已
有相关系统的无缝衔接。
应急协同联动集成是基于地震行业专网，采用应用间集成和数据集成两大类，应用之间
的集成是通过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服务总线进行连接实现的，从宏观上看，这种体系结构是
在全国的地震指挥系统之间建立了一条全局总线系统，实现相互之间的集成。指挥系统之间
的数据集成采用集成的文件系统实现，并利用服务总线实现状态传输（帅向华等，2009a；
2009b）
。其数据流程如图 7 所示。
集成架构主要采用 B/S 模式，实现应急指挥网络集成，指挥系统不再设立独立的广域链
路。鉴于地震应急的紧迫性，应急指挥系统需要在地震发生时快速处理空间数据，集成图像
综合处理，做到快速准确的进行地震相关信息的处理、查询、统计、评估、决策等（张百成
等，2005）
。
在系统安全性设计方面，整个地震应急指挥系统网络的内网和外网，在做综合布线时已
经将其完全物理隔离开来，整个外网使用光纤与地震局网络连接，并通过地震局网络与
Internet 进行连接。
在外网中部署需要对外进行信息发布的计算机，将地震信息通过 Internet 方
式进行对外发布。
services network

6 讨论
我国在长期的地震应急工作实践中，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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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应急联动工作机制。正是这种机制，确保了党和政府在汶川地震后的短时间内就组织
起全国力量，对汶川地震灾区实施立体救援。然而，目前在各部门和全社会应急联动开展抗

图7

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总体集成数据流程图

Fig. 7 Data flow diagram of the general integration of emergency rescue service system

震救灾工作中，也暴露出信息交流机制不健全、各部门指挥技术平台不协调、缺少应急联动
协同统一指挥技术平台等问题，各部门的信息相对封闭，共享程度很差，因此尽快提升国家
应急联动能力，必将促进今后的地震应急救援工作更加科学、有序、规范、高效。通过国家
地震应急联动能力建设，围绕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建立一整套应急联动信息技术平台，在
地震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和交换各自掌握的信息，符合地震灾区应急救援实际需求，是保
障地震灾区社会秩序正常的有效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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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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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and rescue servic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building the

ability of national earthquake social service. Currently in China, building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and rescue
service is in beginning stage, and the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Thus, the constitution,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information
service technology need enoygh attention in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paper, the content about earthquake emergency
linkag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design of national earthquake social
service project. Based on th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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