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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动应急的工作平台建设是应急处置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包括联动应急的指挥平台和信息平台。

指挥平台应坚持以应急管理流程为主线来设计，其主要内容包括各类支援平台、相关的数据库、管理
指挥中心、各种保障体系等，其实现方式和途径可以设计为多维交互网络模型。联动应急信息平台的
建设可从信息接入系统、信息服务系统以及信息交换平台、视讯展示平台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省域应急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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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省域地震应急处置的工作平台隶属于国家抗震救灾工作平台，或者说是国家抗震救灾工
作平台的一项功能，当发生跨行政区划的破坏性地震而需要省域联动处置时，就需要在此工
作平台上运作。应急联动的工作平台建设是应急处置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建立和健全
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联动应急机制，预防和应对跨行政区划的破坏
性地震，减少震灾损失等具有重要意义。简言之，联动应急的工作平台是以抗震救灾科技为
核心功能，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软硬件相结合的应急保障系统，是实施联动应急预案的工具，
它与国家抗震救灾工作平台一起具体发挥着日常管理、风险分析、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动
态决策、综合协调、应急联动与总结评估等功能。
从危机管理的通行模式来看，应急平台是由基础支撑系统和综合应用系统两大部分组
成，即硬件支撑和核心应用。支撑系统包括：通信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图像接入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移动应急平台、安全支撑系统和容灾备份系统等；应用系统包括：综合业务
管理系统、风险隐患监测防控系统、预测预警系统、智能方案系统（即数字预案系统）、指挥
调度系统、应急资源管理和保障系统、应急评估系统、模拟演练系统和数据库系统。按照核
心功能划分，应急平台可以看作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信息获取系统、应急智能
系统和决策指挥系统（佚名，2007）。本文着眼于地震应急处置联动协同的核心任务和运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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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从联动应急指挥平台和联动应急信息平台两个方面，来探讨联动协同工作平台的构成、
流程以及方式和途径。

1 联动应急的指挥平台
地震应急指挥软件是地震应急指挥系统的核心系统，它要求系统设计全面、功能强大、
运算速度快，可为地震应急工作提供丰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范灵春等，2011）。平台主要
是以实现统一整合、快速反应为根本目标，强调通讯、计算机、网络和视频图像等技术，把
地震应急处置时多部门、多省市的应急资源有效地整合进抗震救灾指挥系统当中，由地震属
地行政区划的人民政府（或经由人民政府授权的地震部门）直接领导、统一指挥协调多个主
体。在地震联动应急过程中，指挥平台建设以能够高效地进行人员、资源、信息的调度为主
线展开，特别强调信息传递的有效与高效。就此而言，指挥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联动应急指挥
的调度系统，它是以信息智能化网络为基础，集语言、数据与共享为一体的应急指挥和全过
程信息化管理的通信系统，实现语音、数据、视频的多媒体化调度操作以及融合集群通信等
功能是其核心要求。以调度为导向的指挥评价建设，无论是否需要联动，都应坚持以应急管
理流程为主线来设计，力求在短时间内执行应急预案。
1.1 联动应急指挥的工作流程
当发生跨省域破坏性地震需要联合采取行动时（联动应急Ⅰ级响应/Ⅱ级响应），在判定
震级为 6.5 级以上后，当事省应成立联动处置指挥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地震破坏波及的省
份作为联动主体并入当事省的联动处置指挥部，听取统一指挥。同时，震中所在市县作为当
事方应成立现场工作组，附近受地震破坏波及的市县作为联动主体与当事市县一同并入省联
动处置指挥部，听取统一指挥，相互协作。当事省的联动处置指挥部设在该省的省地震局，
具体负责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事务，汇集地震灾情速报，管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
工作和地震损失评估与灾害调查工作（董星宏等，2010）。省地震局通过地震台网继续检测，
快速研判地震震级、烈度，听取现场组的灾情汇报；当研判震级超过 7.0 级，或中心城市发
生 6.5 级以上地震时，向联动应急指挥部以及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事件升级的信息。
根据省地震局提供的研判结果，由联动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的省级预案，同时当事的市县启
动相应的市级预案和县级预案。省域地震联动应急指挥的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在汇集地震遥测台网数据后，由省级地震局的地震应急响应快速研判系统作出地震应急
响应的启动级别（联动应急Ⅰ级响应/Ⅱ级响应）建议，当事省（市、县）依据相应预案成立
联动处置指挥部。全体联动应急单位收到应急响应后，应尽快做出回应并配置参与联动的力
量。联动指挥部成员到达后，有条件的可安排召集紧急会议，条件不足则按照先来后到直接
进行调度，整合力量到各应急处置小组，整合后的联动单位按规定的应急职责开展工作。
地震现场联动应急遵循以下工作流程：联动单位的现场工作队成员在收到应急信息后，
立即准备好本职责开展工作所需资料、图表、工具和装备，做好出发的准备；在赶赴现场途
中，领队要随时与当事震区的地震主管部门或应急指挥调度中心保持联系，了解和掌握地震
参数、震中区位置修订情况、震情、灾情和现场工作队工作场所。联动单位的现场工作人员
到达现场后要同应急指挥调度中心联系，确定应去的工作场所或工作小组后，通报已知灾情、
震情、现场工作队人数、规模、工作场所、联系方式等，召开联动单位内部现场行动工作会
议，部署具体现场工作任务。联动单位现场力量可分散配置在相应的工作组，服从所在相应

3期

蒋小杰等：省域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的工作平台研究

305

工作组调度；若单独成立现场组，则应与现场指挥部通讯保障组建立通信联系，传送所获得
的重要资料、数据与图像。当地震趋势已经明确，地震活动已明显衰减并趋于平稳，地震灾
害评估和科学考察及各项应急任务已经完成，灾区基本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根据联动应急指
挥部的决定并经所属行政区派驻决定单位的批准返回。

图1
Fig. 1

省域地震应急处置联动指挥的工作流程图

Commanding flowchart of inter-provincial earthquake linkage emergency response

1.2 联动应急指挥的工作平台
依据以上的工作流程分析，完整的联动应急指挥工作平台的框架应当包括如下的内容：
各类支援平台、相关的数据库、管理指挥中心、各种保障体系。支援平台涉及决策支持系统、
空间信息系统、应急联动系统、网络通讯系统；相关的数据库包括各类预案体系、应急资源
体系和其他链接数据库，例如：地理环境、交通设施、人口分布、应急能力等；管理指挥中
心包括资源管理中心、应急服务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各类保障体系包括政策法规体系、标
准规范体系、人才组织体系、安全体系等。如图 2 所示。
作为联动应急的工作平台，其中最为核心的乃是管理指挥中心。管理指挥中心是一个复
杂的应急联动指挥系统，从操作性角度来看，这一系统包括应急决策调度系统、视频监视系
统和视频会议系统。其中，决策调度系统的构成要素涵盖整个应急处置联动过程所有环节，
其成员主要是同级的人民政府、各类专家议事组、地震系统（上级、本级和下级）、联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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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决策调度系统通过现场工作组与各联动单位的子系统指挥中心发生联系，进而与所有一
线的应急处置人员、指挥车等发生关联，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杨乐等，2012）。视频监视系
统（或可称为视频跟踪系统）通过各类视频网络渠道（地震系统网络、社会公众互联网、交
通系统网络、公安系统网络、新闻媒体网络以及救灾专用网络等）实时进行重点地区、救灾
现场、道路通行等情况的监视或跟踪。视频会议系统则是通过地震应急的内网平台所实现的
包括同级人民政府、下级人民政府、专家议事组等在内的民主决策平台（杨天青等，2010）。
应急联动指挥系统的单位网络关系如图 3 所示。

图2
Fig. 2

Framework diagram of the command platform of inter-provincial linkage emergency response

图3
Fig. 3

联动应急指挥工作平台的框架图

应急联动指挥系统的单位网络关系图

Unit-network diagram of the command system of inter-provincial linkage emergency response

从图 3 可以直观地看出，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是在公众网和政务网之间实现的一种联通，
其发挥的核心功能是信息输入、信息加工和信息输出。为了能够实现信息的有效加工，需要
建构接处警管理系统、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和应急联动各类数据库以进行运作（姜立新等，2003；
帅向华等，2009）。信息输出是一个应急指令发布的过程，向联动的部门应急中心和市县应急
中心传递，实施具体应急处置；同时，信息输出还是一个向公众网反向输出的过程，实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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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之间的共享。
地震联动应急指挥系统实际上也是进行抗震救灾指挥服务的技术系统，主要由网络通
信、地震应急快速响应与灾害评估、地震应急指挥、地震现场应急工作等部分组成，具有震
情和灾情信息获取与处理、灾情快速评估、应急指挥、信息通告、动态显示、信息查询、辅
助决策、命令发布等功能。为了高效地实现联动应急指挥系统的核心功能，必须实现高度的
信息集成、决策集成和指挥集成。为此要求：①对所输入的信息进行协调一致的管理，最大
化地实现信息资源在平台内的共享；高度集成业务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在集成平台上实现
系统之间信息的互动与更新，并使数据挖掘与系统预警成为可能；②执行统一标准和规范下
的应急计划与对策、数据分析、知识库管理的集成；③对诸如互联网、电子邮件、短信平台、
电话系统、GPRS 等通讯平台实行统一管理，以服务于联动应急的指挥与调度。
单就支援性平台来说，着力点在平时建构和演练决策支持系统，完善空间信息系统。这
就需要建立领导与专家的沟通渠道和空间，疏通“政府-地震-公众”三者之间的信任渠道；
另外，不断更新基础地理数据、基础地质数据以及专题空间数据，例如：三维地理模型数据
库、地层地质构造数据库、水文地质数据库、高分辨的交通数据库以及地震高危区数据库、
危险品分布数据库、人口密集程度数据库等。
1.3 联动应急指挥的实现方式和途径
基于以上工作流程和工作平台的设计，地震联动应急指挥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可以设计为
多维交互网络模型。这一模型把联动应急指挥系统视作为一个高致密的开放系统，系统内部
的管理门户、预警系统、指挥中心、应急资源追踪、次生灾害监控等多维度要素高度整合，
同时又与社会公众实现良好的沟通，以获取社会性的支持性资源，降低应急联动的社会成本。
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应急联动指挥系统的多维交互模型图

M 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odel of the command system
of inter-provincial linkage emergency response

应急联动的管理门户是具有网络接入和输出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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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抗震救灾指挥部与政府公共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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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交换，实现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应急指挥机构进行数据信息交换的联动接入，向指挥
部输出信息以作为启动预案和事件追踪的依据；同时，经指挥部决定向社会公众系统输出信
息，与社会公众形成互动沟通，寻求社会资源的外部支持。应急管理门户的接入系统还直接
与联动单位的门户相连接，公安、武警、军队、卫生以及社会组织、志愿者之间进行信息交
换，为指挥中心协调这些协作主体的关系、进行应急资源的追踪提供依据。
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同时还与国土资源部门、气象部门、环保部门、消防部门、疾控部门
和安监部门的监管处置平台实现对接，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时可以及时向指挥部输入信息，
实现对次生灾害的监控，必要时指挥部可以与相关部门一起发出预警。由于应急管理门户与
其他门户实现了对接，可以通过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进行应急资源的供给和保障，
为次生灾害的处置提供先期的预备。

2 联动应急的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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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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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立新等，2011）。信息平台主
要是实现如下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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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就是向各类用户直接提供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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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共享平台
上可以汇总与整合区域内各地区的突发事件趋势，评估区域风险状况，最后根据区域风险特
征，制定出区域应急预案和年度区域联动方案”（滕五晓等，2010）。省级应急联动的指挥系
统依照功能模块可分为：划分接处警子系统、有线通信子系统、无线通信子系统、视讯会议子
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GIS/GPS 子系统、决策支持子系统以及办公自动化子系统（滕五晓等，
2010；方怡等，2011）。无论是哪一个子系统模块，其有效运行都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平台之
上的。依照信息流程则可以把平台分为：信息接入系统、信息服务系统。依照信息平台的性质
功能可以分为：联动处置的信息交换平台、视讯展示平台。在进行联动应急的指挥平台和信息
平台建设时，必须参照 2008 年 11 月 27 日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通过的“地震现场应急指
挥管理信息系统”和“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数据共享”两项国家标准进行制定。作为地震应急救
援的重要基础标准，要想实现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的信息标准化和数据共享，就必须依椐上述标
准进行信息规范和标准规范。同时，还应参考“地震现场工作”中的标准规定进行设计。
2.1 联动应急的信息接入系统
联动应急的信息接入系统所要实现的是图 5 中应急管理门户的功能。信息接入系统就设
计规范来说，则要求在联动应急的接入数据接口、软件接口、硬件接口以及信息操作流程上
依照标准来设计，这也是地震应急指挥部实现与联动区域内一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和地震主
管部门、与指挥部成员单位、与各联动参与单位、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动机制，
实现多主体间的协同合作的必需。
在图 5 中作为信息接入系统的应急管理门户，接收的信息源包括国家公共安全信息平台、
同级及下级政府各类关联的专业监控系统、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另外在联动应急处置过程
中，各联动单位的门户信息平台、次生灾害监测部门的信息平台等与应急管理门户进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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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实时应急信息。应急管理门户经由内部的数据库进行信息输入、处理，以图像、视频、
文字等形式，向应急指挥部以及联动单位的门户平台进行信息输出，同时向国家公共安全信
息平台、上级应急机构上报信息，以作备案更新和决策参考。在此关系当中，应急管理门户
与国家公共安全信息平台、特别是与联动单位门户平台形成双向信息供给关系。这一信息接
入结构的正常运作，需要各网络节点间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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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格式一致，需要网络视频传输及显示技术、网络语
音（VOIP）传输技术、网络安全及数据压缩保密传输技术、数据处理与联动控制技术等支撑。

图5
Fig. 5

联动应急信息接入系统结构图

Structur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linkage emergency information access system

2.2 联动应急的信息服务系统
从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就从其对象来观察，联动应急的信息服务系统主要是面向应急
指挥部、联动成员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兼具向次生灾害处置部门、社会公众以及上级应急机
构提供服务；就其内容来说，联动应急的信息服务主要包括信息的加工、信息查询和信息的
供给。联动应急的信息服务系统结构如图 6 所示。

图6

联动应急信息服务系统结构图

震灾防御技术

310
Fig. 6

7卷

Structur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linkage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信息服务系统中服务于应急指挥部的主要功能包括信息标准化转换、信息相关性分析等
信息加工，以及预案决策性支持、预案联动性评估等信息供给两项内容，主要是为应急指挥
部进行决策提供决策方案和政策支持。服务于联动单位的功能主要是信息查询功能，包括信
息发布平台、信息搜索引擎、信息高级检索等内容。联动应急信息服务系统的设计包括硬件
支撑和软件开发，特别是软件开发，包括数据编程软件、数据转换软件、智能处理软件、信
息发布模版、搜索引擎、信息检索软件、预案管理和分析软件等。
2.3 联动应急的信息交换平台
联动处置的信息交换平台是由应急指挥部所辖的接处警操作界面，负责接收各联动单位
现场应急的各种警情通报，由应急管理门户借助各种数据库（包括业务数据库、预案数据库、
地理信息数据库、交通路线数据库、构筑物数据库等）实现统一指挥、协同合作以及预案调
度、跟踪监控等多种功能。该信息交换平台的核心硬件是智能排队交换机，可以同时实现接
警呼入和调度呼出的功能，进行点呼、组呼、轮呼、会议等多种形式的调度，以及强插、强
拆、监听、自动呼叫、录音跟踪等多种控制功能，支持一键呼通、电话会议呼叫等功能（刘
虹，2008）。为了提高地震应急的决策效率，
需要注重与震情会商平台进行衔接（贾婧等，2008）。
为了能够使应急指挥人员同时看到不同界面进行应急操作，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联
动处置的信息交换平台采用一机三屏方式，配置一台工作站和一机多屏卡，分别在三台显示
器上显示电子地图、接警界面和处境界面，实现高效的信息交换和处置。
2.4 联动应急的视讯展示平台
为了实现对现场应急处置的可视化监控，可以借助现代发达的视频传送系统建构联动处
置的视讯展示平台，实现大屏显示、集中监控。这一平台主要包括“视频监控系统、视讯会
议系统、大屏幕显示系统和集控系统”（刘虹，2008）。视频监控系统与具有图像监控功能的
单位（交通、地质、电信等单位）进行网络对接，或由这些单位提供视频影像资料，经过标
准化处理为地震应急处置指挥部供给信息以备决策之需。应急联动指挥部可备统一的数字图
像交换平台，实现对图像信息的存储、交换、传输、展示和调用等。视讯会议系统在现代管
理当中运用非常广泛，其目的是实现指挥部与现场组之间的高效沟通，可以通过应急联动系
统内部自建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电信运营部门间接实现。大屏幕显示是通过综合性的显
示设备将多种类型的信息同时显示展现出来，便于信息的即时传递。集控系统则是将所有以
上的信息展示平台予以整合，借用无线触摸屏和具有视频回传功能的触摸屏实现自动控制。

3 结语
汶川地震后，普遍达成的共识是扩大联动范围，特别是信息联动。汶川抗震救灾的实践
也证明，建立技术先进、资源共享、及时联动、统一指挥的应急联动信息传送体系，是地方
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有力、有效的保障。在整个区域应急联动的建设当中，信息联动既是保证
区域准确、快速处置的重要因素，又是具体实施区域应急联动的重要手段。建立情报信息共
享联动系统，既要有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信息共享，同时更需要对区域内的自然状况特征、风
险因素和脆弱性以及应急资源状况等情报信息，在平时就能够实现互联互通。为此，通过各
地应急平台的建设，建立区域内应急信息的互联互通，确保区域内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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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报信息共享。在信息共享平台上可以汇总与整合区域内各地区的突发事件趋势，评估区
域风险状况，最后根据区域风险特征，制定出区域应急预案和年度区域联动方案。此外，在
各地区应急平台的建设中，需要充分考虑应急平台在灾害缩减、灾害预防、灾害应对和灾害
恢复这个灾害的全过程管理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建立一个高效的灾害情报传递系统。这
个系统在地区危机事件的联合管理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应急指挥系统提供
必须的信息和资料，同时也是实现与公众良性沟通的重要桥梁（滕五晓，2010）。信息平台的
建设对于地震应急的联动协同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目前在实践运用中也确实还存在着较
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在实践中探索更为具体、高效和畅通的联动应急信息平台仍是一项基础
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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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卷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Work Platform of the Inter-provincial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Jiang Xiaojie and Fang Shengj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o build the linkage emergency work platform is a basic work of inter-provincial emergency response.
Such a platform includes the platform for commanding and the platform for exchanging information. Commanding
platform should be build according to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cess, including various supporting platforms,
related databases, control center, security system, which can be designed for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network
model. Information platform consists of information access systems, information server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and video display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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