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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震标准化是集研究、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基于互联网的工作平台有利于整合系

统资源，规范和优化系统的运转过程。本文参考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的建设经验，讨论该平台建设的
一般原则、需求、框架、功能和实现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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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为地震标准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地震标准化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通过建立一整套良好的规则协调地震标准化系统中的各部分，使其成为有机整体。利
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将已建立的良好规则实体化，确保系统规范化、
高效化运转，进而实现系统各部分资源的充分共享。目前，一批与防震减灾相关的工作平台
已搭建完成，如甘肃地震信息微信服务平台（蒲举等，2019）、云南地震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许
瑞杰等，2019）、国家地震应急救援物资综合管理平台建设（蔺冲等，2018）等。

1 需求分析
“标准化”活动是人类社会中每天都在进行的诸多活动中的一种（白殿一等，2009）
。在
这种活动中，存在不同的服务或管理对象、多套工作流程和多个工作环节、丰富的信息资源
等。参与者既希望任务简单、便捷化，也希望过程规范、高效，并能方便获取有用信息。搭
建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可将事务性的繁杂工作交给计算机后台处理；可将使用者和信息进行
分类，在使用过程中为不同使用者显示或推送相关信息；使用者可随时随地获取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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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今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对标准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标准化管理体制由孤立
分散的企业和行业标准管理转变为与生产建设系统及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相协调的国家标
准管理体系，并融入国际标准化管理网络，即国际标准化管理体系（洪生伟，2012）
。孤立分
散的企业和行业搭建自己的工作平台是融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及与国际标准化管
理体系接轨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目前，国家鼓励各标委会建立自己的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2015 年，纲领性文件《国务
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
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在落实标准化改革方案中，突出信息建设对标准化工作改革
的支撑作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工作改革方案>行动计划（2015-2016
年）的通知》
，第 5 点提出“建立完善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
，第 10 点提出“加
强信息化建设。按照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标准化信息
交换与资源共享，规划建设统一规范的全国标准信息网站，为社会提供服务”
（程宁，2019）
。

2 建设的原则
（1）安全性：安全性是平台建设首要考虑的因素。平台必须具有一定的诊断、测试手段、
监测能力，尽可能早发现并避免平台数据泄露、被篡改等。提供多种后备措施，当平台发生
问题时对数据进行有效备份和恢复。
（2）规范化：平台设计应与本行业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一致，并与实际工作流程一
致。如果存在多级管理，还应考虑上下级衔接的问题，在各层级中预留软件接口。规范化是
确保效率、实用及平台开放性的基础。
（3）多元化：平台应通过多种途径提供服务和操作，尽可能将先进、实用的技术纳入到
平台建设中，如手机、微信、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等，可减少空间和时间对用户和管理者的
限制，简化过程、提高效率。
（4）自动化：搭建平台可规范化过程，并自动处理部分工作，减少用户和管理的工作量，
提高工作效率。如果平台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学习用户的需求和使用习惯，可更好地为用
户提供服务。平台建设还可完成部分事务性工作，如部分信息自动更新、进度管控、信息提
示、数据统计等，减少管理者的工作量。
（5）易用性：对于用户群体，使用平台时可考虑不同用户群体的使用习惯和信息需求倾
向，提供特定的信息和界面，突出特定信息，减少操作流程，简单、快速地获取服务。对于
特定用户，当条件允许时，可通过人工智能了解用户使用习惯，定制个性服务。

3 地震标准工作平台设计与实现
3.1

平台架构
地震标准工作平台采用 5 层架构模式，分别为支撑层、数据层、逻辑层、应用层和用户
层，如图 1 所示。
（1）支撑层
支撑层提供保障整个平台良好运行的软硬件和网络环境，包括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部
分。支撑层软硬件参数的选取以保证在实际应用中的极端情况下系统运行稳定和安全为依据，
这种极端情况不能过分追求极端而偏离实际，避免资源的浪费。根据以往工作经验，假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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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端情况，即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在线投票，同时开展地震标准项目立
项（假设 50 人）和征求意见工作（假设 50 人），100 名关心地震标准化工作的公众同时在线，
按照近 200 人同时在线的情况配置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

图1

地震标准工作平台整体架构

Fig.1 The architecture of seism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work platform

硬件环境包括 2 台服务器，1 台用于数据库服务，1 台用于应用服务器，4U×8 核，64G
内存，4 个千兆自适应网卡。1 套网络接入设备，包括核心交换机 1、防火墙和入侵防御。1
套存储、备份设备，用于平台存储系统，双控制器，16G 数据缓存，8 个 8G 光纤通道接口，
1 块 600G 2.5 寸 SAS 硬盘，标准软件包，3 年备件服务。
软件环境包括操作系统、应用服务器、数据库软件。平台依据安全及性能最优原则，操
作系统主要采用 Linux 系统，Linux 系统采用 CentOS 7.3 及以上。为满足更大的吞吐及并发
量，平台采用 Tomcat 7 及以上版本应用服务器。平台数据库软件采用较为稳定的 MySQL 5
及以上版本，并配置相关热备方案，实现数据库的安全备份机制。
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既可自己搭建，也可通过购买云服务获得。实际操作中，购买云服
务切实可行，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减少了硬件购置、运行管理和系统申级更新等成本。
（2）数据层
数据层是整个数据库系统的数据资源，提供数据存储和管理能力。除标准文本等少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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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文本形式存放外，其他数据资源均采用关系数据 MySQL 进行存储、维护和管理。按照
数据类型、用途等，创建 25 张数据库表用于存储和管理数据资源，如表 1 所示。
表1
Table1

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数据库表清单

The database table list of seism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work platform

表英文名

表中文名

表英文名

表中文名

表英文名

表中文名

Abolish

废止库表

Person_R_Organization

人员组织关系表

ProjectStatus

项目状态表

Committee

委员表

PersonStandard

标准参与经历表

Role

角色表

Example

审批流程
实例表

PersonStandard_R_Person

标准参与经历
人员关系表

Vote

投票表

Expert

专家表

PilotStudy

预研项目表

Standardization

标准库表

Node

流程节点表

PilotStudy_R_Person

预研项目人员关系表

User

用户表

Organization

组织表

PilotStudy_R_Project

预研项目与标准
项目关系表

User_R_Role

用户角色
关系表

Permission

权限表

Process

审批流程进程表

Workflow

审批流程表

Permission_R_Role

权限角色
关系表

Project

标准化项目表

Person

人员信息表

Project_R_Person

标准化项目
人员关系表

（3）逻辑层
逻辑层是系统的核心，是构成应用的基础,包括数据浏览、数据查询、数据统计、消息推
送、立项管理、起草管理、咨询管理、审查管理、发布管理、出版管理、复审管理、废止管
理、表单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日志管理等。逻辑层处于数据层和应用层之间，为应
用层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接口函数。如用户通过应用层查询某类标准信息时，先调用逻辑层相
应的接口函数。逻辑层调用数据层数据，根据参数按照标准属性、适用范围、系列标准、相
关标准、时间、标准的强制或推荐性质等查询和计算，如图 2 所示。应用层根据返回的数据，
组织数据并向用户以某种形式显示。

图 2.

地震标准查询示意

Fig.2 Seismic standard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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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层
应用层是面向用户的系统，实现项目管理、环节管理、进度管控、归档管理、系统管理
等功能。应用层直接面向用户，其设计质量直接影响平台的易用性。应用层根据用户类别和
权限、使用习惯和信息需求倾向，提供特定的信息和界面，突出特定信息，减少操作流程，
使用户能简单、快速地获取服务，如平台的管理者和地震标准项目申请者的需求不一样，前
者往往更重视地震标准化的综合信息，包括地震标准数据、项目完成情况、不同领域标准数
量和使用情况、委员完成任务情况等综合信息；后者更关心项目申报、进度和现阶段及下阶
段需完成的任务等，同样是项目申请者，当项目进展到不同阶段时，希望平台显示的信息和
内容不一样。
（5）用户层
用户层主要根据用户信息，定制个性服务，调用不同的应用界面，供用户使用。地震标
准化工作平台将应用分为系统管理员和一般用户。系统管理员实现对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包
括存储管理、权限管理、配置管理、日志管理等。一般用户包括一般使用者、项目申请人、
委员会委员、专家、秘书处和分领域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人员、地震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等。
3.2 功能划分
为满足地震标准管理需求，工作平台分为系统首页、项目立项管理、项目起草管理、项
目咨询管理、项目审查管理、项目发布管理、项目出版管理、项目复审管理、项目废止管理、
系统管理 10 大模块，如图 3 所示。整个平台起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实现地震标准立项、征
求意见到报批等各环节的进度管控、上报、复核等管理功能；建立与中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管理平台的接口，实现地震国家标准、工作总结等自动上报等功能。
项目构建技术标准从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出版、复审、废止的全
流程分类管理，实现各管理阶段信息分类管理及整体流程的总体把控，实现系统操作日志、
信息流转记录、审查论证记录等相关信息的存储与统计，为后续专家委员评估、标准效益评
估提供服务及依据。
项目建成后，实现与国家标准管理系统的对接，实现工作平台相关信息与国家标准管理
系统的同步更新，对接方式目前还在调研中，可利用国家标准管理系统提供的后台接口直接
实现互联互通，或通过工作平台导出相关记录，然后直接导入国家标准管理系统，减轻多套
管理流程并行的工作压力。
（1）系统首页：包含相关信息的统计（如新立项、已发布、已出版等）
、相关项目进度概
览、待办事项概览、我的消息等模块。
（2）项目立项管理：针对标准申请者完成项目申请人信息填报、项目立项材料上报；针
对管理者提供申请项目申请清单、摘要、初选、委员投票，将项目申请人信息导入人才库。
（3）项目起草管理：标准负责人设置项目进度节点。
（4）项目咨询管理：实现从地震人才数据库和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库挑选相关专
业的专家人员，供管理者挑选成立专家组，向专家组推送标准文本、通知。委员实现手机 APP
在线回复等。将新增专家导入人才库。
（5）项目审查管理：基本功能类似征求意见阶段。
（6）项目发布管理：标准批准发布后，自动更新地震标准化信息库。由于采用动态网页，
地震标准化服务平台查询结果也将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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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震标准工作平台功能模块

Fig.3 Seism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work platform function block

14 卷

4期

和锐等：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905

（7）项目出版管理：自动分配地震标准编号，地震标准向出版社发送电子邮件。
（8）项目复审管理：提供标龄到达复审年限的标准清单，根据管理者的指令发起标准复
审，复审结果更新地震标准化信息库。
（9）项目废止管理：复审结果为废止的，更新地震标准化信息库。
（10）系统管理：面向系统管理员，实现对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包括存储管理、权限管理、
配置管理、日志管理等。
3.3 数据库
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库采用关系数据 MySQL 对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维护和管
理，为应用实现提供数据支撑，包括地震标准化人才库、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信息库、
地震标准化信息库、地震标准项目库、地震标准化管理库等，映射为应用层不同的功能。地
震标准化人才库可实现分领域和专业查询、邮寄电子邮件、打印通讯地址等功能，为征求意
见、审查及委员遴选等提供数据支撑。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信息库可实现向委员推送
信息、委员在线投票和征求意见等，并为投票统计及委员考核等提供数据支撑。地震标准化
信息库可实现按地震标准属性、范围、领域、时间、起草人等实现查询。地震标准项目库为
实现项目进度管控、信息查询、修改提供数据支撑。地震标准化管理库为地震综合信息查询
提供数据支撑。
3.4 技术路线与实现
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作为系统性工程，必须结合地震标准化工作的特点和软件工程的规
范，有计划、有目标地实施。考虑系统安全性、规范性、易用性等要求，在软件配置方面尽
量考虑技术上较为成熟和通用的产品，采用以下技术路线：
（1）采用 B/S 架构进行系统开发；
（2）按照行业内各项技术规定组织数据内容，建立数据结构模型；
（3）基于成熟的对象关系型空间数据库引擎，实现各种数据一体化无缝建库、管理；
（4）平台架构、功能、界面的设计主要依据现行的《标准化法》《地震标准化管理办法》
《地震标准化制修订工作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
（5）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在需求分析抽象的基础上，进行软件功能组件的设计；
（6）采用索引和分块技术，提高数据访问速度。
整个平台基于 B/S 架构（浏览器和服务器架构）模式开发。B/S 架构最大的优点是使用
者可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无需安装任何专门的软件，只要有 1 台能上网的电脑即可使用，
客户端零安装、零维护，系统的扩展非常容易。
平台的支撑层即软硬件环境，通过购买阿里云的云服务、短信服务和域名服务等，减少
搭建软硬件环境的成本，为平台的运行提供安全可靠、稳定快捷的环境，且方便平台后期升
级扩容。

4

结语

地震标准化工作平台通过整合地震标准化人才资源、地震标准化信息资源等，进行科学、
有效的集中管理，实现资源共享、交换。针对不用的使用者，在确保规范的同时，简化操作
过程。通过记录地震标准化资源使用情况、专家和委员任务完成情况，为地震标准化基础研
究、专家和委员的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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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ism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tegrating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service.

Work platform based on the Internet can integrate the systematic resource, and normalize and optimize the
systematic running. The paper, based on building a practice platform, discussed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e needs, the
contents, the frame and the methods of Seism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work platform.
Keywords: Seism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Work platform; Inte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