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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程选址、防震减灾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等均需要地震地质灾害基础数据，但地震地质灾害种

类多、信息量大，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并实现共享，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 GIS 技术，以
ArcGIS 为系统平台，建立了面向用户的地震地质灾害信息系统。首先，基于地震地质灾害的特点及对
应的分析评价方法，构建了地震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平台的总体架构；对构建地震地质灾害系统存在的
数据标准化等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解决方案；最后以唐山地震为例，建立了示范性地震
地质灾害 GIS 系统。
关键词：GIS 地震地质灾害 面向用户

唐山地震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地质灾害的预测和防治是一项系
统的工程，需从灾害空间信息的有效获取、存储、查询和空间分析入手，以提供灾情动态、
危险性区划和防治对策为主要目标，达到防灾减灾之目的。但地震地质灾害种类多，分布广，
当前的地震地质灾害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报告、图册、书籍、报刊中，因此很有必要对已有的
地震地质资料进行梳理，但是传统的分散式数据信息管理方法已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
GIS（地理信息系统）是在软、硬件的支持下，对各种信息进行采集、存储、检索、综合分
析和可视化表达的信息处理和管理系统。随着 GIS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字制图技术的不断成
熟，基于 GIS 技术、面向用户需求的、对地震地质灾害信息进行实时、形象的处理已成为可能。
近年来，国内学者采用 GIS 技术建立了诸多相关灾害信息系统（赵纯勇等，2001；霍志
涛等，2003；张苏平等，2003；高孟潭等，2004；李垠等，2004；徐春迪等，2005；刘昊
等，2005；邓吉秋等，2009；陈萍莉等，2006；陈好等，2010；李海峰等，2006），其中，
张苏平等（2003）利用 GIS 和神经网络模型对甘肃景泰进行了地震地质灾害小区划；高孟
潭等（2004）建立了 1303 年洪洞地震 GIS 系统；李垠等（2004）利用 GIS 分析了滑坡稳定
性技术。但其中某些研究并未很好地考虑历史地震的因素，或者只是对某单一种类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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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进行了分析，且多数平台只能在本地运行，不能满足大多数用户对数据的基本需
求，更不能实现用户与服务器的交互式沟通。
本文采用 GIS 技术，阐述了基于 ArcGIS 平台的地震地质灾害信息系统的构建方案，论
述了数据标准化等关键性问题，并建立了基于 GIS 的唐山地震示范性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实
现了面向用户的多种功能，为进一步系统有效地加强地震地质灾害的管理、分析及决策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

1 基本理论架构
1.1 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
地震地质灾害信息系统作为一种面向用户的应用性地理信息系统，要充分从用户的角度
出发，这就要求系统不仅能够使用户及时地获取相关的地震地质灾害信息，而且可以利用系
统的模块进行相关的分析处理；在系统功能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下，还应允许用户自行
开发相应的模块，并发布至服务器，实现用户与服务器的双向交流；对于用户感兴趣的数据，
应提供多种输出方式，所以系统应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数据显示与查询功能：通过平台可以查询某次地震所造成的地质灾害的具体信息，
包括灾害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以及影响该灾害的地震地质因素。
（2）高级分析功能：根据地震地质灾害的特点，建立相关的模块，对灾害进行空间统计
分析、易发性分析等。
（4）支持用户二次开发：用户根据自己掌握的更新、更详细的资料，能够对原数据库资
料加以扩充增补；用户也可以开发相应的模块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能将模块及分析成果发
布至服务器，服务于更多的用户。
（5）数据输出功能：对于用户需求的数据，应提供多种类型的输出方式，包括截图、打
印、数据格式转换等。
1.2 总体技术路线
从用户需求出发，收集相关的地震地质灾害资料并进行处理，将数据标准化后入库，开
发相应的模块来满足用户需求，最后对平台进行优化和调试，形成完整可靠的数据库平台
（图 1）
。
1.3 系统的基本架构
系统基本架构采用 B/S（浏览器和服务器结构）三层分布式结构实现，由用户浏览器、
Web 服务器、WebGIS 服务器、数据库管理连接器、数据库，共同组成系统的界面层、服务
层和数据层（图 2）
。其中，界面层处理与门户相关的 Web 页面；服务层提供对空间数据的
发布和分析服务；数据层存储和管理各种属性和空间数据。
地震地质灾害信息系统要实现对灾害的实时监测、分析、预测与防治等功能，GIS 平台的
选择尤为重要。ArcGIS 产品线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伸缩的、全面的 GIS 平台，其服务器端包
括：ArcSDE、ArcIMS、ArcGIS Server 等。在为用户提供空间查询与计算、缓冲区分析、叠加
分析以及空间统计分类分析等方面，都有着其他 GIS 平台不可比拟的优势（靳军等，2004）
。
选用 ArcSDE 作为数据库管理连接器与 Geodatabase——数据库组合提供空间数据，这种
组合方式具有多用户并发编辑地理数据、支持智能化行为等优点；WebGIs 服务器选用
ArcIMS，它能够提供数据服务和基于 Web 的应用服务，且采用 TCP/IP 通信协议，在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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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TTP 协议，客户端只需要使用通用浏览器即可访问服务器，大大增强了系统的开放性；
以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ervlet (Tomcat) 的组合作为 Web 服务器；服务器端操作
系统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

图1

系统所采用的技术路线框图

Fig. 1

A flowchart of the system

图2

系统架构图

Fig. 2 Frame diagram of the system

①将收集的数据通过矢量化、多比例尺数据的校正融合后，转换成.shp 格式，按点、线、
面分层存储，将矢量数据信息等存入空间数据库，属性数据库中存储地质地貌信息、气象水
文信息、灾情信息等基于空间图元的信息。
②利用 ArcSDE 使综合数据库与 ArcIMS 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数据层与服务层的联结。
再通过 ArcIMS 将数据库发布至 Web 服务器上，后者通过 Http 协议与用户浏览器联接，用户
即可以通过浏览器对系统进行相应的操作，而无需专业的 GIS 软件。
③用户通过客户端使用 Http 协议向 Web 服务器请求数据，后者使用 ArcXML 语言联接
ArcIMS，最后通过 ArcSDE 访问数据库读取数据，并通过以上路径向客户端返回数据。
1.4 数据的标准化与类型
数据标准化是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也是实现数据共享的必然要求。矢量图形数据是分层
存储的，涉及到文件层和逻辑层 2 个层次，空间数据库由多个文件组成，一个文件又包含多
个逻辑层。根据各类灾害的特点和共性，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制定出图形分层方案和图形输
出表达的图式、图例标准，并从名词术语标准化、数据精度格式化、数据单位统一化、指标
体系代码化 4 个方面，对属性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刘怡芬等，1997）
。
地震地质灾害主要包括：泥石流、滑坡与崩塌、地裂缝、砂土液化等。对于这些灾害不
仅要了解其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危害及所处的烈度，还要收集相关影响因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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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这些资料按照统一的标准建立相应的图层与属性表（表 1）
。
表 1 地震地质灾害种类及其影响因素（杨健等，2004；左双英等，2005）
Table 1

The types of seismic and geological hazard, and effected factors
(from Yang et al., 2004; Zuo et al., 2005)
灾 害 类 型

影响因素

泥石流

滑坡与崩塌

砂土液化

地裂缝

地震烈度

√

√

√

√

与断层的距离

√

√

√

√

地貌特征

√

√

√

√

土层特性

√

√

√

水文特性

√

√

√

岩层特性

√

√

坡度

√

√

注：√表示灾害类型与该影响因素相关。

2 关键性问题及解决方案
2.1 基础数据的整合与汇总
我国历史悠久，文字可考的最早地震记录见于《竹书纪年》，自殷代起就设有史官记录
地震，至明清时地方志的大量出现，更是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地震史料。面对如此庞大的原始
资料，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以服务于用户分析的需求，是数据库建立的前提条件。
（1）不同来源资料数据的整合与汇总
我国地震工作者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历史地震史料整理，编辑并正式出版了多部地震
目录。目前较为权威的有《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 23 世纪－公元 1911 年）》
（国家地震
局震害防御司，1995）
、
《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 1912 年—1990 年 MS≥4.7）
》
（中国地震局
震害防御司，1999）
。历史强震造成的地震地质灾害，除了地震部门的系统研究外，建设、交
通和水利等行业也根据工作的需要开展了针对性的调查勘测与分析研究，所以也需要广泛查
阅相关行业的期刊、研究报告、专著论述等。对于收集到的资料，与上述地震目录有相冲突
的，应以地震目录为准；地震目录上没有的资料，需多方求证方可使用，如地方志所记录的
相关地震资料；考虑到资料的完备性，收集到的资料有相冲突的，应将这些资料都录入到数
据库，并在备注栏中标上出处，为用户提供参考。
（2）不同类型资料数据的整合与汇总
从数据的结构类型来讲，可以划分为两大类：①空间数据，代表了矢量结构的图形；②
属性数据，代表了基于空间图元的各种数值、文本、图片等（张礼中等，2000）
。图形类资料
首先要进行矢量化；照片类资料需电子化；文字类资料按照统一的格式整理，按地点、时间、
灾情等要素进行分类。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料需建立各自的数据库，再对其进行统一编号，
不仅需按地理位置编号，也应以地震地质灾害类型编号。最后按照编号将这些数据库联结，
使文字与相关的图片、照片一一对应，以便于进一步实现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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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完整性资料数据的整合与汇总
应充分利用资料完整性较好的历史地震，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对于研究程度较低、资料
不够完备的历史地震，应有相应的文字对其不完整程度进行说明，为用户使用时提供参考。
2.2 面向用户的功能实现
（1）数据查询与输出功能的实现
用户通过 IE 访问地震地质信息系统，使用放大、鹰眼等按钮可以方便查看地图窗口，获
得需要的数据；利用查询选项，输入任意字段，即可定位到用户需要的数据；截图与打印功
能使得用户能任意获取需要的数据至本地电脑。
（2）高级分析功能的实现
根据地震地质灾害的特点，对其进行易发性研究是系统需要实现的主要高级分析功能。
①对于砂土液化易发性的判别，前人已经做了足够的研究，在《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2001）
（2009 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等，2009）
、
《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等，2006）
、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等，2010）中均给出了经验判别公式。故可以按照规范给出的经验公式，
使用编程语言进行二次开发，编制相关程序并转换成平台的模块，再从数据库中调用公式所
需要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结果，并生成新图层。
②对于泥石流、滑坡、崩塌等类型的地震地质灾害，由于没有通用的经验公式，可以使
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对其进行易发性研究。
先确定地震地质灾害的影响因子，建立相应的属性表；再通过层次分析法（AHP 法）确
定各影响因子的权重，并赋值给对应的属性表；然后对每个评价因子给定的权值进行加权叠
加，得到危险程度属性指标 V，同时为 V 建立专题图层，对其属性值进行分级，并用不同的
颜色表示以示区别。采用的公式为：
m

V=100-  WiCip
i 1

式中，m 为评价因子的数目；Wi、Cip 分别为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和 P 点的分值，i=1，2，„，
m（左双英等，2005）
。
（3）高级用户的分析功能实现
对于专业的高级用户，可以授予高级权限，开放数据接口。一方面用户可以在本地任意
修改数据库的内容；另外，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建立相应的模块。原则上用户的操作不
影响服务器端，只是保存在本地数据库中，但可以向服务器端发出申请，在服务器端审核通
过后，即可覆盖服务器端原数据库的内容，实现用户与服务器的双向交流。

3 唐山地震示范性地震地质灾害 GIS 系统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是发生在我国华北平原的一次重大破坏性地震，其震害范围广，也是
迄今为止资料最为丰富的地震之一。本文利用 ArcGIS 软件，建立了唐山地震示范性地震地
质灾害 GIS 系统。由于这次地震的震中区处在华北平原，泥石流与滑坡等现象较鲜见，故本
系统只对砂土液化、软土震陷和地裂缝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同时利用当前的钻孔资
料进行了砂土液化易发性分析，并与唐山地震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对比。
3.1 GIS 系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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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害资料以地震目录为主，并辅以相关的地震专辑；在数据库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资料
整合等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在功能方面除了实现查阅数据等基本功能外，还开发了相关模块
可对局部地区进行砂土液化易发性分析。
3.1.1 震害资料来源
主要以《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 1912—公元 1990 年）》（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
1999）为主；对于目录中无记载的，则以《唐山大地震震害》（刘恢先，1985）中的叙述作
为补充。
3.1.2 主要图层与数据
GIS 系统的主要数据有基础地理信息、等震线和地震地质灾害资料。其中，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数据、城镇居民点、河流等；地震地质灾害资料包括：
地裂缝、砂土液化和软土震陷分布图；建立的图层属性表包括：灾害的编号（ID）、灾害发
生的地点、灾害情况、备注栏（图 3）等。

图3
Fig. 3

唐山地震地裂缝图层属性表

A layer attribute table of ground fissures formed by Tangshan earthquake

3.1.3 系统界面展示
本系统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器暂未接入互联网，故只能在局域网内实现访问。在
IE 中输入：http://10.4.26.17/Website/tangshan2/frame.htm，即可通过局域网访问本系统（图 4）
。
页面左侧为菜单栏；中间为系统的主窗口即地图视图；右上侧为地图缩略图；右下侧为图层
列表；下方为实时经纬度和实时比例尺。
3.1.4 功能演示
（1）数据显示与查询功能
选定所要查阅的图层，对于单点可用“Identify”按钮显示数据信息；对于多点或局部地
区，可先用“Select by Rectangle”按钮选择所要查阅的区域，然后再点击“Attributes”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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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图 5）
。
点击“Find”按钮，在“Value”栏中输入所要查找的字段，在“Layers to Search”中
选择所要查找的图层（可多选），点击“Find”即可。如查找字段“20”，选择砂土液化、
地裂缝和软土震陷图层，结果如图 6 所示。点击“Zoom to”按钮，即可对查询结果进行
定位。

图4
Fig. 4

唐山地震地震地质灾害 GIS 系统

An example of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in the system

图5
Fig. 5

单点与局部信息显示图
An example of attribu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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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分析功能
本系统收集了唐山南湖地区 20 个钻孔资料，根据《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111-200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等，2006）给出的砂土液化的判别公式，使用 VC 语
言编制程序并转换成系统的模块，再从数据库中调用相关参数进行计算，得出了砂土液化
易发性分析结果的图层，并与 1976 年唐山 7.8 级地震时砂土液化的实际分布情况进行了对
比（图 7）
。

图6
Fig. 6

图7
Fig. 7

查询功能演示结果图

A map showing the results of search function

砂土液化分布对比图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sand liquefaction

（3）与服务器交流功能
修改图层显示方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修改图层的显示方式；添加批注，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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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具备更详细的资料或对数据库数据有疑惑之处时，可以选定对应的图层，使用“editnotes”
按钮添加批注。
（4）数据输出功能
对所需要的数据，系统为用户提供了多种输出功能，如截图、打印等；图片类数据可以
存储为.png 格式；功能演示中的图件可通过系统的截图功能获取；表格类数据可以存储为.xls
格式。

4 结语
（1）地震地质灾害数据对经济规划、工程选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信息量十分
繁杂和庞大，传统的技术手段已满足不了当前的需要，而利用 GIS 技术，可以对其实现有效
的管理和分析。
（2）面向用户需求，以 ArcGIS 为系统平台，充分考虑了各类地震地质灾害的特点及对
应的分析评价方法，针对性地给出了地震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平台的理论架构。
（3）在分析地震地质灾害的特点及用户需求的基础上，给出了其中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
方案。如对数据标准化给出了方案，提供了不同类型数据的整合方法以及各种地震地质灾害
易发性的分析方法。
（4）以唐山地震为例进行了具体阐述，介绍了 GIS 系统的主要图层与数据等，实现了局
域网内查阅等基本功能。同时利用当前的钻孔资料进行了砂土液化易发性分析，并与唐山地
震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对比。
（5）在面向用户功能方面，虽然实现了查询等基本功能，但在信息自动筛选分析处理功
能、空间分析模型的多样化、多类型灾害评估模型的开发接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所欠缺，有待
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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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ite selection,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seismic and

geological hazard information is critical.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seismic and geological hazard and hug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sharing are the key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On the basis
of GIS technology the seismic and geological hazar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developed with ArcGIS
server platform. First,, we structured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seismic and geological hazar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n, we discussed the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data standardization existing in the system. Finally, taking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as an example, we built up the exempl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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