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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典型破坏性地震应急处置过程及其产生的灾情信息的分析总结，针对地震应

急过程中不同用户群体对地震灾情信息的需求、不同工作场景中可用的信息传播途径和灾情信息用户
的双重身份特点，利用内容管理技术、信息集成发布技术、RIA 技术、自适应网页设计技术等，设计
实现了基于共享模式的分级分层地震灾情集成发布平台，实现了通过网页、手机 APP、手机微信、短
彩信等方式实时快速地发布地震应急过程产生的各类灾情信息，可为指挥人员、应急专业人员、政府
和社会公众等提供便捷快速的灾情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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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作为一种突发性自然灾害，因其具有破坏性大、突发性强、致灾面广、难以准确预
报等特点，往往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为了快速、高效、及时应对破坏性地震的应急救
援工作，减轻地震灾害损失，我国确定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军地协作、社会
参与的应急管理体制，抗震救灾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地震灾情信息服务作为抗
震救灾工作的基础，其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将会直接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效率。目前国外
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防灾减灾公共信息服务，先后建成了集成度很高的综合灾情服务系统，
例如美国的 USGS（http://www.usgs.gov）和日本的地震防灾信息系统（DIS）
（Shibayama 等，
2008），能够利用汇集到的各类地震灾情信息，面向不同对象提供灾情服务。
国内地震应急工作起步较晚，灾情服务从最初的文件传递到后来陆续发展的 WEB 灾情
服务（张建福等，2005；帅向华，2006）
，在历次破坏性地震应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距离当前这种协同联动的应急模式和社会日渐迫切的应急救援灾情需求还存在一些差
距，主要体现为灾情信息成果分散、信息分类模糊、发布手段单一、面向不同用户的信息服
务能力有限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政府、应急人员以及社会媒体对地震灾情服务的迫
切需求，本文通过对历史地震灾情信息内容、信息格式、产出单位和主要服务对象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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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总结，结合各类人员的工作场景，并考虑其获取资讯的便捷性，以灾情信息共享为基础，
以信息服务为基本目标，设计实现了基于 SOA 技术架构，查阅和推送两种灾情服务方式相结
合的面向不同终端形式的分级灾情集成发布平台，为各级政府、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各类
救援力量、社会公众等不同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灾情服务。

1 设计思路
地震灾情动态发布平台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网页、手机应用、广播电视以及手机短彩信等
途径，对收集处理的各类地震灾情信息以文字、图片等常见的信息形式为载体，面向不同用
户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灾情信息服务，为抗震救灾工作及时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要实
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做好灾情内容分析、用户需求分析、灾情发布方式设计三方面内容，也
就是要回答灾情发布平台设计的三个关键问题，发什么？发给谁？怎么发？
（1）灾情信息分类
灾情信息分类是实现信息及时高效发布的基础。地震灾情信息概括来说，是指与地震本
身、应急救援及地震灾害相关信息的总称（董曼等，2014）
。其信息来源包括应急指挥技术系
统分析产出结果、灾情速报网收集信息、各行业反馈信息、网络媒体反馈信息、现场调查反
馈信息等多种途径。具有格式多样性、内容碎片化、时空相关性等特点。本文主要从服务于
抗震救灾工作的目的出发，按照信息内容和信息应用需求将灾情信息分为震情信息、震区背
景信息、灾情信息和应急响应与救援信息等四大类，如表 1 所示。
表1
Table 1
灾情信息类别

震情信息

震区背景信息

地震灾情信息分类定义及主要功能

Classification and main functions of earthquake disaster information
宏观定义

主要内容举例

主要用途

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
判断地震灾害规模和成灾方
侧重描述地 震 本身的
等）、余震信息等。强震监测信息、 式，控制地震应急行动的总体规
各类自然特征。
震情趋势判断、地震成因分析等。 模和方式。
侧重描述震 区 客观存
震区人文、灾害、构造、救援力
在的各类与灾害或应急
量背景等。
相关的专题现象。

对地震应急行动起宏观参考作用。

灾情信息

侧重描述地 震 直接或
地震烈度及分布、房屋破坏信息、
直接控制地震应急行动的总体
间接造成的破坏或损失 人员伤亡信息、次生灾害信息等，
规模和方式。
信息。
具有动态性、可变性等特点。

应急响应与救援信息

应急决策信息、应急调度信息、
侧重描述为 应 对地震
指挥部工作动态、现场工作动态以
掌握救援进展，动态调整救援
事件、处置地震灾害而利
及对应急响应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 方案。
用的应急救援信息。
救援案例信息等。

（2）灾情服务用户分析
结合历次破坏性地震应急处置过程，本文将地震灾情信息发布的用户群体大致分为应急
指挥人员、应急专业人员、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四类，其中应急专业人员包括应急专家团队、
现场救援队伍和现场工作队等从事震后应急工作的相关人员。由于用户各自的专业背景以及
在地震应急救援工作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决定了其对地震灾情内容的需求存
在较大差异性。同时用户所处地的工作环境和网络条件也决定了其能够依托的灾情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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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灾情需求以及获取途径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Table 2

不同用户群体的灾情需求以及获取途径

Requirement and access method of different user groups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information

用户分类

灾情需求与用途

工作环境

可利用的网络条件

可利用的工作终端形式

应急指挥人员

灾情发展态势、灾情专家分析结
果、灾区背景信息、震情趋势、救援
各级指挥部
行业网、卫星通讯、
动态等，用以服务制定应急救援决策 或地震现场
移动通讯、互联网
和确定应急响应级别。

PC、智能终端、手机

应急专业人员

灾区背景信息、地震构造、震源信
息、灾害规模判定信息、震区历史地
各级指挥部
行业网、卫星通讯、
震灾害情况，灾情发展态势、震情趋
势、救援动态等等灾情信息全集，用 或地震现场
移动通讯、互联网
以判定灾害规模和制定辅助决策建
议，设计救援方案和灾害调查方案等。

PC、智能终端、手机

新闻媒体

地震发震构造、灾害模式等专业知识
的通俗化解读，地震灾情发展态势以及
救援动态等专业或专题性的灾情。

全国各地

互联网、移动通信
新闻媒体专用通道

PC、智能终端、手机

社会公众

了解灾情发展态势和灾情结果以
及如何避险等。

全国各地

互联网、移动通信

PC、手机

（3）灾情发布模式设计
通过上述地震灾情信息内容和灾情信息用户分析可知，由于不同的用户群体在地震应急
处置过程中的角色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其对灾情信息内容的关注点也各不相同，所能够
依托的信息获取途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设计既能够为地震应急指挥人员、应急专业人
员进行救援决策和灾害规模研判等提供信息支撑，又能向新闻媒体提供地震灾害与救援进展
相关的报道素材，还要向社会公众提供灾情发展态势以及如何避险等内容的多层次灾情信息
发布平台，就要求该平台信息发布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重点突出、途径多样。为达到上述
目标，根据地震灾情信息的内容和格式特点，结合地震应急中能够利用的灾情获取终端形式
与网络环境，本文设计了网站发布、手机 APP、微信和手机短信及彩信等四种灾情发布模式。
不同类型的用户可根据其权限分级获取不同的灾情内容。网站和手机 APP 发布内容覆盖全部
地震灾情信息，其中网站为应急人员和公众媒体设计了不同的灾情发布内容界面，手机 APP
主要面向应急首长和应急人员服务。微信主要发布灾情动态和应急工作动态，面向全体订阅
用户开放。短、彩信主要用于向部分应急人员发布重要信息提醒。

2 业务流程
根据地震应急处置业务流程和信息发布流程，地震灾情动态发布系统主要以地震事件为
主线，将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灾情收集系统、灾情专题图快速生成系统、地震动快速判
定系统以及行业动态等途径收集到的各类灾情信息，按照灾情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进行内容
管理和分类，依托应急处置工作时序将灾情推送至灾情发布服务器，按照灾情分级发布规则
进行审核发布，结合不同类型用户的服务规则进行灾情内容的订阅与推送设置。灾情信息发
布业务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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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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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情发布业务流程

Flow chart of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Information Publishing

考虑各类灾情数据的数据格式、数据来源和数据传输方式等，采用手动与自动相结合的
方式发布灾情信息。对于格式化的灾情信息采用系统自动发布；对于非格式化的灾情信息采
用人工手动发布。

3 体系架构设计
基于共享模式的地震灾情集成发布平台体系架构设计主要考虑数据统一存储、系统访问
便捷、结果展示直观、灾情信息共享、发布手段多样、业务可扩展性强、维护方便等需求，
同时考虑平台所依托的网络环境复杂（该平台主体依托行业网，发布途径有互联网途径、移
动互联网、SMS 短信途径、GPRS 彩信途径等）等特点，地震灾情集成发布平台系统架构设
计必须遵循相关的信息安全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本文借助 SOA 体系架构对松散耦合粗粒度
应用组件的分布式部署和管理的优势，设计实现了基于 SOA 架构的，包含应用交互层、信息
发布渠道、信息服务层、数据综合分析层、数据资源层、支撑层和基础设施层等多层地震灾
情集成发布技术架构。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
应用交互层是应用功能的集成展示和用户交互界面，主要包括按照不同灾情栏目分类展
示的图文灾情信息、突出破坏性地震的大震专题灾情信息展示、基于百度地图的震中位置展
示以及历史地震灾情信息展示、资源共享界面、基于百度地图的实时灾情分布等。
信息发布渠道主要包括网站 Portal、手机 App、微信推送、短彩信发布接口和资源共享
目录。
信息服务层实现灾情信息共享管理、地震事件管理、信息发布管理、信息主动推送等。
数据综合分析层主要负责完成数据查询、上报灾情代码解析、非结构化数据分析、可视
化地图展示。
数据资源层主要包括基础地理数据、灾情数据、地震专题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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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空间地图服务，灾情数据主要包括技术系统产出的格式化灾情以及上传共享的非格式化
灾情；地震专题数据主要指通过速报系统接收的地震参数、历史地震以及其他地震相关灾害
数据等。
支撑层包括 J2EE 基础架构、Apache Tomcat、MySQL 数据库、百度地图 API。
基础设施层包括固定的公网 IP 网络支持、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备份、短彩信网关和
基础软件。

图2

地震灾情动态发布平台体系架构图

Fig. 2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dynamic publishing platform of earthquake disaster

4 关键技术
（1）基于共享模式的灾情集成发布方式
破坏性地震应急处置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应对的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围绕
地震灾害和地震应急救援所产生的各类灾情信息往往分散于不同单位或部门，而每个单位或
部门在地震应急过程中既是灾情信息需求者也是灾情信息的提供者。基于灾情用户这种双重
身份特点，本文设计的灾情发布模式是一种基于共享模式的灾情发布方式，一方面用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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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需求者，根据自身用户权限通过网页或手机等方式查阅相关灾情信息，也可以直接访问
灾情共享目录查阅下载共享文件；另一方面用户作为灾情提供者，可以将自身或本单位采集
的灾情信息共享到灾情服务器，利用手机 APP、手机微信或客户端网页上传方式等将采集到
的规范格式的灾情信息直接反馈到灾情数据库中或灾情共享目录，并按照灾情信息命名规范
进行文件命名，通过内容管理服务进行灾情内容的统一管理、分类与下载服务。面向移动端
的灾情服务主要通过灾情发布后台管理服务将用户订阅或按照发布规则推送的灾情内容，通
过不同的接口适配器提供给用户，具体灾情发布技术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3

基于共享模式的灾情发布技术流程

Fig. 3 Flowchart of the disaster infromation releasement based on the sharing mode

（2）基于 RIA 技术的 WebGIS 空间灾情展示与在线标绘
RIA（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s，即丰富互联网程序）具有高度互动性、丰富用户体验以
及功能强大的客户端。该技术的提出有效克服了传统 WebGIS 界面展示单调、交互能力弱的
局限性。RIA 体系不仅具有传统 Web 应用程序灵活性部署的特性，同时还具有类似于桌面应
用程序的丰富体验。将 RIA 与 GIS 技术相结合，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表现能力，同时也提高了
客户端的数据处理能力。由于该平台面向处于不同工作场景的用户群体服务，在地震灾区现
场采集灾情的应急人员不仅希望了解本人上报的灾情信息，也需要了解其它灾情采集者上报
的灾情信息，同时处于后方的应急指挥人员也需要随时根据灾情的发展态势做出动态评估与
灾情标绘，所以灾情信息的空间展示与在线标绘功能也成了目前地震灾情发布设计的一个重
要环节。本文主要利用 RIA 技术实现了基于百度地图 API 的在线灾情信息空间定位展示与灾
情标注。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网页在线查看各个灾情上报信息点的位置、上报信息内容和采集
人信息，还可以利用常用的点线面在线标绘方式进行灾情标注，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
手机微信方式查看上报灾情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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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台发布信息分级自适应网页技术
自适应网页设计（Adaptive Web Design）指能使网页自适应显示在不同大小终端设备上
的新网页设计方式及技术。流体网格（Fluid Grid）和媒体查询（Media Query）是较为常用的
两大自适应技术，前者主要使用百分比来控制元素的尺寸大小，而后者主要通过指定条件告
诉浏览器选择何种页面样式（Ethan Marcotte，2010）。本文设计的地震灾情集成发布平台既
要面向传统的网站用户，也要面向使用不同屏幕的移动终端用户，为了达到良好的用户体验，
本文主要采用流体网格技术将发布到移动终端上的图片信息和发布到网页的信息进行自适应
调整，对发布到手机的图片进行自动压缩处理。

5 功能设计
地震灾情发布模式与平台建设是研究通过网络、短信等渠道以文字、表格、图片、专题
图等形式对地震灾情处理所产生的各种地震灾情信息进行实时快速发布的技术，为应急人员
和社会公众等提供快速的灾情信息服务，提高信息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的效率。系统功能
按照基于 RIA 技术的震情动态跟踪信息地图展示平台、以地震事件为中心的地震信息发布服
务、多来源信息融合处理服务组件、灾情信息处理中间件及地震灾情发布人员作业后台五个
部分进行组织，具体功能模块包括灾情发布后台管理模块、灾情发布前台展示网站、地震灾
情发布手机 APP 和灾情微信发布模块四个部分（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地震灾情动态发布平台功能模块图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earthquake disaster dynamic publishing platform

灾情后台管理模块实现了灾情分类管理、栏目管理、用户管理、信息发布对象管理、信
息发布审核管理、灾情调查信息录入、余震信息读入、地震事件管理等功能模块。
灾情发布网站前台设置最新分类地震信息，大震专题、历史地震信息、最新地震灾情上
报信息地理分布图展示、工作文件共享、用户登录鉴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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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客户端软件基于 Android 开发，手机软件集成了灾情上报及灾情信息发布接收客户
端和灾情分布图展示功能。灾情上报包括基于调查问卷的灾情烈度编码上报和灾情调查详码
上报。
灾情微信发布模块主要实现灾情信息推送模块和用户灾情反馈模块。

6 应用与讨论
地震是一种突发性自然灾害灾种，震后灾害涉及面广、破坏性强，抗震救灾是需要全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事情。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是一切工作开展的基础，抗
震救灾工作尤其如此，只有准确把握灾情信息和灾情发展态势，应急决策者才能科学快速地
实施救援工作；只有了解避难场所位置以及撤离路线、救援物资分发地点以及医疗救助点分
布等信息，灾区民众才能有效开展避难与自救互救。因此，只有将准确的地震灾情信息科学
及时地发布到不同用户群体以及社会各个角落，才能实现全民救灾，才能产生最有效的救灾
效果（聂高众等，2012）。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典型破坏性地震的地震灾情信息和应急救援经验，
结合处在不同场景的用户群体可用的灾情获取方式，设计实现了基于共享模式的地震灾情集
成发布平台，可以实现通过网页、手机 APP、手机微信、短彩信等方式向不同的用户群体实
时快速地发布地震应急过程产生的各类地震灾情信息。该平台建成后已经在 2014 年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景谷地震 6.6 级地震和新疆皮山 6.5 级地震应急工作中得到应用，为应急人员、政
府和社会公众等提供了便捷快速的灾情信息服务，提高了信息沟通、交流和共享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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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Publishing Platform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Based on Shared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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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sses and the resulting disaster information of

typical destructive earthquakes in recent years. Then we use technologies such as content management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integrated publishing platform for hierarchical earthquake disaster,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RIA,
adaptive Web Design and so on, which can release all kinds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produced during earthquake
emergency process through webpage, mobile phone APP, mobile phone wechat and short MMS in real-time . This
platform can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users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information during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provide various information share approaches for different working scenario, and adapt t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users. Moreover, the platform can also provide convenient and f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command staff, emergency personnel,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Key words：Earthquake disaster；Information service；publishing platform；Web page；Mobile ph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