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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信息传播平台综合服务分析
崔满丰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北京 100045）

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微博、微信等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因其传播快速和便

捷的特点已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地震信息传播的特点和新兴媒介平台的优势，通过对
地震信息资源的分析，提出了建立以地震监测、震害防御、应急救援为主体的地震信息发布构架。同
时，借助大众新媒体传播及时快捷、立体多元、全面覆盖的信息平台，可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地震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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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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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我国的地震信息服务主要依托电台、电视台、无线广播等传统方式进行传播，因
此在时效性、广泛性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地震信息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
地震信息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今，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地震信息服务已呈现
出多样性的传播趋势。因此，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平台技术（张魏桔，2013），充分发挥其与传
统媒体的优势互补（王亚鹏，2013）
，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传递第一手地震信息，既做地震
信息的传递者，又做地震信息的解读者（陈平，2013），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地震信息服务的
迫切需求。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地震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及时性（黄沛等，2013）
，可根据不
同群体对地震信息的不同需求，向他们提供移动终端的个性化定制（马凯，2013）
、地震速报
自动收取、地震微博信息互动等多种地震信息服务模式。如此，才能有效地提高社会公众的
防震减灾技能和自救互救能力，让地震信息服务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地震信息服务现状
近年来随着地震信息服务的不断发展，其传播方式已由过去的电视、广播、报纸逐渐转
向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传播方式。其中，门户网站、电子报纸、移动终端和交流平台等信息
传播，加快了地震信息服务的效率和范围。同时由于地震行业的特殊性，一些地震速报信息
要求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更是加快了地震信息服务传播的高速发展。当今，网络互动交
流应用平台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已被公众广泛使用，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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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很好的效果。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并结合地震信息服务的特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
继推出了地震资讯微博、地震速报微博、救援队博客和网站地震专辑，以及地震速报信息、
地震科普知识、地震行业动向等，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地震信息服务。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上
述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地震的相关信息，并帮助公众掌握震情灾情、地震科技动向、地震科普
知识等，同时运用自救互救技能还能保护自己，拯救他人生命。

2 地震信息服务资源
（1）通过与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应用平台合作，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已开通了
中国地震资讯、中国地震台网速报、中国国际救援队等微博。同时根据地震信息的不同侧重
点，还开设了地震相关信息服务专栏，进行地震速报信息、地震科普知识、地震应急救援等
信息的发布，扩大了信息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具备了时效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点，能够
在最短时间内传播地震信息，服务公众。
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日常微博运行体系和大震应急信息服务流程模式，包括微博技术支
持、参与编发人员以及舆情专家组等，向社会提供地震信息服务。在日常情况下，微博通过
自动推送技术发布国内外地震速报信息，包括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以及地震科
普等知识性博文；在大震应急情况下，除正常发布上述内容外，还组织地震行业内相关技术
人员发布大震应急产品，及时播报地震现场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组织权威专家进行
地震原理解读，并结合公众舆情系统反馈的信息对网民关注度高的相关内容进行科学讲解，
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2）信息科技发展使得手机成为了公众手中获取信息的移动平台，由此开发建设了地震
速报信息手机服务客户端，并根据不同的手机系统分别开发了 IOS 版（下载地址：http://
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6/498/20121207150537812539523/index.html)、Android 版（下载地
址：http://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6/498/20121207150238987452704/index.html）
、WM 版（下
载地址：http://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6/498/20121207150012387241922/index.html）
，用以
满足不同社会公众的需求，例如图 1。手机客户端的开发服务立足于公众的需求，力求在第
一时间让公众获取地震信息（如：地震位置、时间、震级和震源深度等）
，为组织开展应急救
援和防御地震次生灾害提供科学信息服务。
（3）门户网站制作大地震专辑。当遇到突发大地震或
重大事件时，在网站上建立地震专辑或大事件专辑，集中
反映地震震中信息、地震基本信息、余震统计、受灾情况、
应急处置、地震救援、地震科普和现场图集等。同时要求
图 1 地震微信—地震快讯
做到信息内容科学准确、及时跟踪地震最新情况、随时发
Fig. 1 Earthquake Wechat布更新震情灾情，为公众提供权威准确的地震信息服务。
Earthquake news
针对国内外发生的高震级、有人员伤亡的地震，还要
特别制作地震专题。如针对国内特别制作的专题有：
“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沈阳市苏家屯区
交界发生 5.1 级地震”
、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昌吉市、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交界发生 5.6 级地震”、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
界发生 6.6 级地震”等；针对国外特别制作的专题有：“伊朗发生 6.3 级地震”、
“伊朗、巴基
斯坦交界地区发生 7.7 级地震”等。同时为了纪念防灾减灾日，宣传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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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制作了“2013 年防灾减灾日专题”等专辑，作为每年防灾减灾日的重大事件进行宣传。
（4）“12322”地震速报参数短信服务。“12322”地震速报，针对地震的不同级别和速报
类型进行了“CC、AU”等类型的分类，为地震来临时提供短报、速报、快报等地震速报信
息服务。同时，还提供包括速报短信息、舆情短信息、通知，以及应急启动和取消短信息服
务等。

3 地震信息传播数据分析
地震信息传播服务通过门户网站、网络应用平台向公众提供地震信息服务，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已经在日常运维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和方法，可分析出社
会公众对地震信息服务的各种反映。以 2013 年地震信息数据为例：地震门户网站月均访问量
1078.2 万人次；
“12322”地震速报参数短信服务月均信息量 2111 条；中国地震资讯微博信息
服务达到日均不低于 3 条的信息发布更新。
地震速报在地震信息服务中占主导地位。从初步统计数据看，中国地震台网的自动速报
结果准确率达 95%以上，初步结果和正式结果的吻合率在 98%以上，技术上与国外差别不大。
随着我国公众对于地震速报的难度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中国地震台网多阶段速报结果直
接发布的时机已经成熟。利用现有的微博、微信平台，大力推进地震速报服务水平，可提高
地震速报参数社会服务功能的及时性。
例如 2008 年汶川地震时，地震灾区的消息是由微博首先发出来的。由此可见，微博具
有迅速传播地震信息的特点，并且传播的速度很迅敏。在地震刚刚发生 53 秒后，成都高新减
灾研究所就率先将地震的消息传播到了微博平台上，而后微博平台成为了救灾的重要信息来
源，大量志愿者、当地民众在微博上发布震后图片、救人信息，开列灾区紧缺物资清单。这
些信息的出现，扩展了灾区灾情的救助力量，传递了救助的温暖。
再如 2013 年 4 月 20 日 8 点 02 分雅安发生地震后，国家地震台网官微@中国地震台网速
报于 1 分钟后发出微博，不过当时还未能确定雅安地震的震级；4 分钟后，四川当地媒体成
都晚报在媒体内最先发声；5 分钟后，陆续有震区网民发布微博信息；6 分钟后，首个全国性
媒体新华网发布地震消息；12 分钟后，国家地震台网确定震级；18 分钟后，军方成立抗震指
挥部并采取应急行动；27 分钟，公益组织壹基金关注雅安地震事件并采取筹款救灾行动；58
分钟后，国家高层关注此信息，启动三级救灾响应。
从表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在雅安地震发生后 1 小时左右地震信息发布量激增，其中微
博信息量居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微博地震信息传播量远远高于新闻、贴吧信息量。在
短时间内，微博地震信息传播快速并广泛地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网民、灾民、地
方媒体、全国媒体、军队、武警、公益组织、国家高层，全都参与到雅安地震应急事件当
中。由此可见，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和迅猛的响应速度，在地震应急处置、紧急救援时刻
发挥了积极作用，地震的发生突显出时间的紧迫性，时间就意味着生命。据《社会与公益》
舆情观察室报道：
“在地震发生的 72 个小时之内，被称之为救援黄金时间”。一旦过了这个
时间，灾民生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正是由于这种快速应急机制，为紧急“72 小时”黄
金救援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使更多的人有了生还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灾害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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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震发生后不同时间段微博、新闻和贴吧地震信息量

Earthquake information about Ya'an earthquake from Weibo, news media
and Post Bar at different time

时 间

10 时

14 时

16 时

新浪微博

51,054 条

134,000 条

134,067 条

腾讯微博

805,800 条

2,331,600 条

2,832,200 条

新闻

3,300 条

388,000 条

880,000 条

百度贴吧

434,102 条

649,027 条

825,159 条

图2

雅安地震发生后不同时间段微博、新闻和贴吧地震信息发布量柱状图

Fig. 2 Histogram of earthquake information about Ya'an earthquake from Weibo, news media
and Post Bar at different time

4 月 21 日，有关中国国际救援队相关新闻报导量激增，新浪微博中博文谈及该队的信息
量也成倍增长，如表 2 所示。
表2
Table 2

雅安地震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微博、新闻中信息发布量

News report on China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nd Rescue Team during Ya'an earthquake
from Micro-blog and News media

时 间

4 月 20 日

4 月 21 日（14 时）

4 月 21 日（21 时）

新闻

625 条

1665 条

2134 条

新浪微博

5001 条

10680 条

10916 条

腾讯微博

6500 条

7609 条

21000 条

通过上述信息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雅安地震中微博地震速报显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
和未来空间，雅安地震事件最先是从微博开始传播，此后信息量呈现爆炸性增长。自 4 月 20
日地震发生至 4 月 21 日 24 时，各种相关信息已高达 14767221 条，其中，微博更是信息传播
的主角，相关微博信息达 8712157 条，远高于新闻、博客和论坛。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地震事件的数据可揭示出，地震速报信息发布应当与新媒体合作，积
极利用新媒体互动平台，及时主动对外发布震情灾情及救援等信息。运用媒体平台进行地震
通报，公开透明地震信息，让公众了解地震进展等各种情况，把第一现场的灾情以及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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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应对情况及时传播出来，让民众知晓，让灾民安心。
充分利用地震信息传播平台在第一时间发声，有助于政府成为突发地震舆情事件的第一定义
者，进而掌握主动权。建立网络平台地震专版栏目，开设专业的搜救、自救互救平台，辅助地震
应急救援工作开展。整合网络地震信息平台资源，紧密跟踪地震灾区事态发展，地震信息高峰期
过去后，地震信息传播平台还要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安抚灾民，稳定民心发挥积极作用，引导
公众具有正确面对地震自然灾害的心态，使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队伍中。

4 结语
大众新媒体传播平台在地震信息发布中以其迅速、准确、广泛地向广大公众传播地震信
息，消除社会公众的恐慌和稳定公众的情绪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
“微时代”，充分利用好地震微博信息的传播优势，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方向，可为有效构建
良性的地震舆论环境创造条件。同时还可为引导公众科学认识地震，正确处理地震应急中自
救互救，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损失提供帮助。
通过对地震信息资源的整合，建立以地震监测、震害防御、应急救援为主体的地震信息
发布构架，借助大众新媒体传播及时快捷、立体多元、全面覆盖的信息平台（如：微博、微
信和媒体等公众应用平台），可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地震信息服务。
在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关注地震信息传播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
不断摸索适应公众需求的地震信息传播和服务模式，满足公众对地震信息的需求，为今后防
震减灾奠定基础，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致谢：笔者对审者和编辑部提出的修改建议表示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
陈平，2013．灾难报道中道德维度的把握——以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为例．湘南学院学报，
（4）
：29—31，36.
黄沛，荆楚网，2013．网民心态和舆论风向转变——以雅安地震救援为例. 新闻前哨，（11）：48—49.
马凯，2013．浅析传统媒体微博在灾难报道中的角色——以《人民日报》微博雅安地震报道为例．新闻世界，
（7）：200—202．
王亚鹏，2013．
《人民日报》雅安地震报道中的舆论引导．新闻世界，（8）：249—250.
张魏桔，2013．四川雅安地震舆情．新建设：现代物业上旬刊，（4）：5—5.

震灾防御技术

366

10 卷

Analysis of the Seismic Information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Cui Manfeng
(China Earthquake Networks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some new techniques, such as Wechat and Weibo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fast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Taking advantage of new media
platform for spread of earthquake information service, we proposed a technical frame for seismic information
reporting in order to provide timely, accurate, comprehensive public authority earthquake information, earthquake
science, earthquake security evaluation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e the public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quake, to reduce earthquake disaster losses.

Key words: Seism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ntegrated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