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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农村房屋建造技术不科学，并且人们获取地震安全知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等问题，本

文介绍了基于网络环境面向用户的“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网络服务系统”的建设内容。该系统包含了信息
自动筛选、处理分析及信息整编等关键技术，可实现农居建造的抗震设防、场址选择、基础及结构选型
的自动组合、合理筛选，为农民工匠、基层技术人员提供农居地震安全方面的初步技术信息。同时，本
中还介绍了农居地震安全咨询软件的设计目标、主要内容和功能，重点讨论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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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居地震安全是防震减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民建房很大程度上还流于自然、随意主
观，致使很多新建农居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地震安全问题（王兰民等，2006）。以往人们通过
阅读书籍、参加授课教育的方式来获取地震安全知识。而农村地区建设面广，无法依靠人力
进行及时的技术服务，因此提供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农居地震安全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就成了必
要的选择。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后，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和农民抗震安居工程的实施，农居地震
安全技术服务的需求更高，建设这样一个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十分必要。
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网络服务系统设计了人机交互咨询程序，可提供定制的技术信息服
务。技术咨询依托制作的基础数据库和设计的算法进行分析，并提供结果。在网络环境下，
面向用户设立专门的“农居地震安全技术信息咨询服务”，此举旨在进一步加强人机联系，加
快农居地震安全信息资源传播的速度，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以便为广大用户提供及时、
准确的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指导和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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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网络服务系统概况

甘肃省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服务网站既是技术资料的载体，同时也是服务能力和服务手
段。系统主要把先进的网络技术及 WEBGIS 软件技术应用在防震减灾实践中，可有效实现震
害信息共享，提高防震减灾科学技术水平，提升地震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为推动国家防震
减灾目标的实现，提高全省地震安全水平，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地震安全保障。该系统是集农
居地震安全技术服务、农村震害防御管理、地震安全技术培训教育和相关政策文件宣传于一
体的，以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服务为核心的网络信息服务系统。目前外挂在“甘肃省地震信息
网”上提供服务。它的建设具有如下意义：①提供技术实用、覆盖广阔、形式多样的农居建
设地震安全技术服务。为提高农村建设水平、降低不良建造，减少问题农居提供必要的支持。
②结合省和市州地震部门震害防御管理的需求，推进监督实施和提供指导管理手段。③为科
研人员提供成果宣传推广、技术咨询的窗口，推进相关成果的转化，建立科研人员与农村震
害防御需求之间的互动关联。④作为公开的公共服务网络，本服务系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
学生和老师参考学习，下载资源，从而扩大地震部门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

2

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网络服务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以目前成熟的技术，结合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网络服务的实际需要进行研制和开发，
主要解决农居安全技术信息查询、地震安全技术指南服务等问题，可以为广大农村居民服务，
同时也为地震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管理工具。依据软件工程的工作思路，以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论为原则，开展系统设计工作。系统建设则遵循全局性和整体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标准化
和规范化，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安全稳定性以及经济时效性等原则。主要采用如下技术：
①系统采用 Internat/Intranet 下的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结构，利用先进的图像
预处理 WebGIS 技术，实现了省、市、县地震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信息化、网络化，并可有效
发布震害防御信息，具备宣传、服务和管理等功能。②WebGIS 图像预处理技术。此技术利
用类 GoogleMap 地图图片预生成技术，服务器只需要根据用户的请求找到相应的图片传回客
户端，大大缓解了服务器的压力。充分利用了浏览器的多线程同时下载的功能。③网页设计
技术。考虑目前网页设计的技术趋势及网页的应用平台兼容性，主要采用 JavaScript、Php 技
术。④数据库技术。主要是 Web 数据库的设计、访问接口、MYSQL 查询及安全措施。⑤Ajax
技术。表单技术涉及信息交流、用户管理以及信息处理等。⑥人机交互设计。设计人机交互
小程序，以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提供定制的信息咨询服务。该方式更实用，也容易被使用
者所接受，所有咨询结构都以图文形式显示。⑦动画技术。为增强部分资料的教育性和通俗
性，将其制作成 flash 或者 gif 动画，用户可以从专门目录进行浏览或者下载。

3

面向用户的农居地震安全咨询软件设计

农居地震安全咨询软件由三部分构成：输入模块、分析模块和输出模块。输入模块提供
用户输入所要咨询的具体情况，也给系统分析提供基本的输入参数；分析模块利用输入模块
进行技术分析，同时为输出模块提供输出结果和用户问题建议做准备；输出模块是根据分析
模块中的结果，调用相应的输出结果及针对用户所咨询问题的建议。
程序数据结构为数据表形式；分析采用计算和判断，计算结果是多个数值，根据数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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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用存放在数据表中的建议结果。数据表相对独立，便于单独修改。当数据表修改后，程
序自动寻找新的数据，算出不同结果，然后从另外的数据表中调用建议结果。总之，各类输
入数据简单方便；输出的数据格式符合标准要求，输出操作简洁快速。
3.1 农居地震安全咨询的基本信息及前端处理
用户根据所要咨询的问题，进行基本信息的输入与选择，软件系统提供基本信息参数分
项输入方式。
（1）烈度
软件提供 4 种抗震设防烈度，即 6 度、7 度、8 度、9 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01）。
烈度信息可通过两种方式输入：①选定相应的地名，系统自动搜索储存的各地抗震设防基本
烈度，并显示在下拉菜单中，此方式主要是为不太了解抗震设防烈度的人提供辅助。②通过
下拉菜单进行选择，此方式主要适用于对抗震设防烈度有一定了解的用户。
（2）场地地形条件
场地地形条件一方面提供地震动放大效应参考，进而在分析中对烈度进行微调；另一方
面场地地形条件也是判断地震地质灾害的主要参考因素之一。场地依其地形特征划分为 8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01）
，每种类型都有其自己的代码，便于编程。每类场地地形
条件被赋予相应的放大系数和场地安全系数。对于用户很难分辨的地形，又进一步给出了相
关的说明，用户在通过下拉菜单进行相应场地类别选择时会自动弹出，以帮助用户进行场地
地形的选择（见图 1）。

图1
Fig. 1

建筑场地地形条件选择示意图

Function of building site selection based on topographical site condition

（3）场地土类
建筑场地土类按抗震规范分为四大类（岩石因实用性不强，所以不采用），每种类型都
有其自己的代码，便于编程。每个大类中又包含若干种情况，对用户不了解或很难分辨的土
类，在其通过下拉菜单进行土类选择时，软件会自动弹出说明菜单，帮助用户进行土类的选
择（见图 2）
。

图 2 建筑场地土类选择示意图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sit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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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结构类型
结合农村民房的实际情况，将农居房屋按结构组成及承重方式的不同分成 10 种类型（葛
学礼等，2005），每种结构类型都有其自己的适用烈度和代码。如果用户通过下拉菜单选择了
“烈度 9 度”
，那么在结构类型选项中只有“单层砖混房屋－有构造措施、二/三层砖混房屋－
有构造措施”可以选择，其它结构类型自动变成灰色的不可选择项，这种根据选择的烈度和
结构等对后面的条件自动排除即为前端处理。对于用户不了解或很难分辨的结构类型，给出
相关的说明及图片示意，帮助用户进行房屋类型的选择。
确定结构类型后，就可以根据《中国地震烈度表（GB/T 17742-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2008）等资料，由震害指数得到结构安全指数（1：震害指数）来进行结构安全分
析，而结构安全分析又决定了结构建议（见分析模块）。
（5）基础类型
结合农村民房的实际情况，将农居房屋建设的基础共分成 5 种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2002），每种类型都有其自己的代码。建筑基础选型采用下拉菜单进行选择。同样，
表格中的说明是用户选择相应类型后弹出的菜单来解释基础类型，帮助用户进行基础类型的
选择。
3.2 农居地震安全咨询的分析过程
（1）关联分析（逻辑分析）
输入的基本信息如结构、烈度本身就提供了一些筛选条件，基于这些信息，软件通过代
码进行逻辑的运算，即可将部分情况排除在分析之外或者给出不适用的建议。以地基处理建
议信息获得过程为例，在抗震设防烈度中选择 9 度，在建筑场地土类中选择软弱土。首先，
分析模块查找可以识别的基本信息参数，即抗震设防烈度的参数为 I，I=9；建筑场地土类为
软弱土的代码为 RR。之后，进行基本信息参数的组合运算，即 9+RR。最后，可在输出模块
中调用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建筑场地为软弱土时的地基处理建议。
（2）公式计算分析
① 结构安全系数
S=

100 K I ( 2 − 0.36 A )
1.64

（1）

式中，S 为结构安全系数；KI 为不同结构对应各烈度的安全指数；A 为地形放大系数。
此计算公式考虑了烈度、场地地形条件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同时兼顾各种场地地形条
件对结构影响的放大倍数，通过多次验算而得到。通过计算可得到不同结构形式的房屋在各
烈度下的安全系数，在应用基本信息参数组合的逻辑分析基础上，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构
安全系数来调用输出模块中的结构抗震构造措施的建议。其计算结果主要用于得到相应的结
构安全建议。
② 地质安全系数
G=

150SL ⋅ (2 − A) 2
I − 1.5

（2）

式中，G 为地质安全系数；SL 为场地安全系数；I 为烈度值；A 为地形放大系数。
此计算公式考虑了烈度、场地地形条件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同时兼顾各种场地地形条
件易发生地震灾害的倍数，通过多次验算而得到。通过计算可得到不同场地基本条件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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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度的场地地质安全系数，然后可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地质安全系数来进行地质灾害建议的
调用。
3.3 农居地震安全咨询的输出信息及其依据
输出模块需要单独做出“地质灾害”
、“地基处理”、“基础选型及施工”
、
“结构抗震构造
措施”的每一子项目，并预留一定的空间，方便以后增加建议项目。前面分析计算得到数据，
用数据调用建议部分的信息即可，这样以后要修改，仅需修改数据表就可以。
（1）地质灾害建议信息
地质灾害处理建议信息的获得需要输入的基本信息包括“烈度”和“地形条件”。由烈
度值 I 和场地地形条件对应的场地放大系数 A 以及场地安全系数 SL，通过公式（2）计算得
到地质安全系数 G，然后由 G 值所处的范围通过表 1 获得地质灾害建议。
表1
Table 1
场地类型

地质安全系数

有利地段

G≥40

一般地段

40＞G≥30

不利地段

30＞G≥20

危险地段

20＞G≥0

地质灾害建议信息表

Suggestions for anti potentially geological hazard
地 质 灾 害 建 议
此地段为有利地段，无需地震地质灾害防治。
此地段为一般地段，可不做地震地质灾害防治。
此地段为不利地段，应进行避让；当无法避让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如做护
坡、挡土墙，或采取措施加强基础和结构的稳定性。在这类地段上建房时应先处理
地基，后建房。
此地段为危险地段，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应在此建造房屋。

（2）地基处理建议信息
地基处理建议信息的关联信息为程序判断需要读的字段，地基处理建议由烈度和土类联
合确定建议信息。此建议信息的获得需要输入的基本信息包括“烈度”和“场地土类型”
。由
烈度值 I 和场地土类型对应的代码值通过系统中存储的“地基处理建议信息表”即获得地基
处理建议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即为分析模块中的基本信息参数组合的逻辑分析方法。
（3）基础选型及施工建议表
基础施工建议信息的关联信息为程序判断字段，由基础类型和烈度共同决定。基础施工
建议信息的获得需要输入的基本信息包括“烈度”和“结构形式”
。当烈度值 I 和结构形式选
定之后，由烈度值 I 和结构形式代码由系统中存储的“基础选型及施工建议表”即获得可选
的基础类型，此时不可选的基础类型在下拉菜单中变灰。在上述操作之后，即可选择基础类
型，采用基础类型代码 TJ（或 SJ、ZJ、HJ、GJ）+烈度值 I，通过“基础选型及施工建议表”
即可获得地基处理施工建议信息。
（4）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建议表
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建议表的关联信息由结构类型和结构安全系数决定，结构适用性本身
可排除不适用烈度，结构安全系数计算出来后可以得到不同烈度下的取值，所以本身也确定
了烈度。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建议表信息的获得需要输入的基本信息包括“烈度”
、
“结构形式”
、
“地形条件”
。首先，输入烈度值 I，给出不同结构类型所使用的烈度建议信息，通过后台计
算机的判断，不适用于该烈度值的建筑结构类型下拉菜单中的结构类型名称变灰，不能选择。
其次，选择要修建的建筑结构类型 TM1(TM2、TM3、ZM1……)，此时由烈度值 I 和结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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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代码获得该结构类型对应的不同烈度下的安全指数 KI，同时由输入的场地地形条件代码
PT(HP、SL……) 获得场地地形放大系数 A，由 KI 和 A 通过公式（1）计算得到结构安全系
数 S。
此处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房屋类型选定之后，对于系统中存储的“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建
议信息表”就确定了其选择的范围，这个范围就只选择所选结构类型对应的各烈度下的建议
信息。然后再通过 S 值所处的范围给出建议信息。即使是设防烈度为 6 度区的房屋也可能给
出按照 7 度设防的建议，这是由于场地地形对烈度放大的结果所致。

4

结论

随着农居地震安全工程的发展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快速增长，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
多。网络化农居地震安全技术能体现出人机的交互性，并且用户可以摘录内容进行学习，可
以做成笔记与人交流，听取建议，这些将对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知识的普及起到很大的推动作
用。人们在以前主要是通过书籍来获取地震安全信息和学习知识，而在网络信息时代，用户
的需求转化到信息综合分析而得出解决方案，指导人们科学建房。除此之外，用户对信息需
求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希望能够随时随地获得信息，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农居地震安全技术信息咨询软件便满足了广大用户的需求。
甘肃省农居地震安全技术网络服务系统实现其各类功能的途径是：信息浏览、软件咨询、
技术交流、专家讲座以及资料的分类、整理、评比和分析等。通过这些途径，本网络服务系
统可以提供地震常识、农居地震安全技术和图集；抗震设防信息、法规文件、教学资料、新
闻信息、市州动态等方面的信息浏览；人机互动、在线交流、专家答疑、文件下载等。其中，
农居地震安全技术涉及震害资料、农居类型、农居抗震性能、场址选择、地基基础技术、中
低成本的抗震技术、抗震构造措施和施工技术等各类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根据农村震害防
御要求和农民对地震安全技术的需求等实际情况，服务系统中相关资料简明、易懂、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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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for rural buildings technically has no scientific base, and there is only very
limited sources for people to acces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seismic safety in constructing rural building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established a user-oriented "Networking system for Seismic Safety of rural building". The
major functions of this system include automatically filtering of informa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zing,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This system can provide technical service for for artisan and primary technical staff in rural
areas in constructing rural building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ite selection, automatic selection and composition of
foundation and structure typ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sulting software for seismic safety on rural buildings,
and most importantly, discusses the key techniq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Seismic safety of rural buildings; Network environment; System of consulting software; Key
techniq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