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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应急救助和地震灾情需求，基于 MINA 框架，运用阿里云基础架构、微信组

件和应用程序接口等技术方法，设计并构建集灾情信息收集与报送、应急救助服务、科普宣教等功能
于一体的管理平台。该平台的设计与实现不仅有利于震后现场应急队员收集并准确报送实时灾情信息，
还可为被救助人员提供防震减灾知识和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分布等应急救助信息，实现了应急救助
与地震灾情的综合管理，提升了震后应急救助、应急指挥和辅助决策等方面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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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作为突发性自然灾害，因具有破坏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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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地震灾情信息快速获取和受灾群众对灾情
的有效处置一直是地震应急工作的关注热点与重点，受灾群众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灾害现
场及各部门间地震灾情信息传递更是成为讨论的焦点，尤其在地震应急期内，快速自救互救
并将灾情信息准确传至现场和后方指挥部，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地震现场应急决策、地震
应急救助等工作。
地震灾情信息与应急救助服务作为抗震救灾工作的基础，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直接影响
抗震救灾工作效率。在破坏性地震应急处置规划中，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灾害信
息的收集与传递，多种技术平台及系统（如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络及技术平台和日本菲尼克斯
系统）可确保灾害发生后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准确的灾害信息，并保证信息传递渠道较流畅。
汶川地震发生前，我国地震灾情收集工作主要依靠信息人员对灾区“三网一员”人员通过电
话调查、官方微博和现场应急通讯系统等手段获取灾区视频、图像等灾情信息进行。传统的
灾情获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及时、系统的收集和存储地震现场灾情信息，也不能直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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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空间位置信息，且灾情信息收集与传递缺乏公众参与（尹章才等，2008），距协同联动的应
急模式与社会日渐迫切的应急救助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后方指挥部进行科学的指挥决
策，也不利于救灾队伍开展救助工作（姜立新等，2011）。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加大了对地
震灾情获取与调查手段的重视程度，对以快速获取地震灾情信息为目标的技术、系统及平台
等的研究逐渐丰富，如姜立新等（2012）针对地震应急联动协作与实施协同问题，对构成地
震应急指挥协同技术平台的关键问题、设计和实现方式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帅向华等（2014）
通过研究天地图应用开发技术、互联网地震灾情处理技术和灾情信息综合展示技术，设计并
实现了基于天地图的互联网地震灾情处理与展示系统；杨天青等（2016）设计并研发了基于
共享模式的分级分层地震灾情集成发布平台，可通过网页、手机 APP 等方式实时快速发布地
震应急过程产生的各类灾情信息；申源等（2017）设计并实现了集日常科普知识、震后应急
灾情信息等于一体的综合查询系统；刘智等（2017）基于 MEMS 强震台网强震观测数据、县
域承灾体基础数据和手机终端获取的震后地震现场实时灾情信息，实现了县市地震灾区灾情
实时评估。上述研究成果在以往破坏性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但在新常
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方面仍有研究空间。
震后应急反应是减轻震害的关键措施之一。应急反应的关键是灾情数据的快速获取与处
理（徐敬海等，2010；胡素平等，2012）
，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是震后
应急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会公众既是地震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与应急服务对象，又
是地震直接感受者与灾情信息传递者。社会公众参与地震应急工作不仅可节省时间与费用，
且有助于公众准实时响应信息的传递，进而使应急决策部门更好地获取灾情信息并处理危机。
因此，高效快速地传递多元主体之间的灾情信息、提升各主体参与度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
Multi-purpose infrastructure for network applications（简称 MINA）是 Apache 软件基金会开发
的网络通信应用框架，基于该框架构建的网络通信应用程序和系统具有扩展性强和性能高等
优点，可实现跨通信平台、跨操作系统的即时信息传递，现阶段 MINA 框架已成功应用于微
信小程序开发（张锋等，2019）、生命探测系统定位终端开发（刘志博等，2017）中。为更好
地处理各级政府、各级抗震救灾部门、各类救助力量、社会公众等不同用户群体对灾情服务
的需求，本研究基于 MINA 框架、微信组件及应用程序接口，设计并构建集灾情信息收集与
报送、应急救助服务、科普宣教等功能于一体的管理平台，实现跨终端、跨平台的地震灾情
信息获取与管理，为应急救助和应急决策提供参考。

1 平台总体架构设计
基于 MINA 框架的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管理平台是综合跨终端系统与集约化数据管理的
服务平台，旨在为省、市、县三级地震工作部门、各级救助力量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用户群体
提供地震灾情信息服务，具有灾情收集、报送、应急救助、应急避险和统计信息管理等功能。
该平台总体架构设计分为 6 层（图 1），分别为基础设施层、支撑层、数据资源层、应用交互
层、接入层和用户层，其中，基础设施层包括基础软件、服务器、网络、备份、操作系统和
数据储存设备，为便于管理和扩展，本研究主要使用阿里云基础架构的弹性云服务器 ECS 和
SSD 云储存；支撑层搭建在 MySQL 数据库和 Apache MINA 框架基础上，配合腾讯地图等软
件开发工具包，可实现空间地理信息储存、调用及查询等功能；数据资源层包括基础人员信
息数据库、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科普宣教信息数据库、避难场所信息数据库与应急救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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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库，是平台数据的承载基础层；应用交互层作为应用和功能枢纽层，实现应急避难场
所搜索及导航、伤亡和失踪人员报送及查询、数据收集及管理和地震灾情公告等功能；接入
层主要采用目前应用范围较广的微信小程序作为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前端展现形式，使
用过程中无须安装和卸载手机应用软件，且占用手机内存少，辅以微信组件和 API 接口，可
跨目前主流的 Android 系统和 iOS 系统终端设备，实现平台前端与后台数据管理端信息的快
速交互；用户层以功能需求为原则，设计应急救助人员、被救助人员和应急决策人员三类用
户，以满足不同类型用户群体的需求。

图1
Fig. 1

平台总体架构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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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 框架与基础处理流程

MINA 框架实现了基于 TCP/IP 协议的 Socket 封装，具有良好的封装性、灵活扩展性，
可高效完成不同计算机进程间的通信（Lee，2006），MINA 框架与接口（图 2）功能如下：
（1）I/O 服务管理（IoService）：套接字建立和
监听接口，核心功能是建立套接字并监听连接是否
被建立，可对上层提供基于事件的异步 I/O 接口，
同时能隐藏底层 I/O 细节。
（2）I/O 过滤链（IoFilter Chain）：事件和请求
过滤接口，主要功能包括协议日志过滤、编码解码
过滤、线程池编码过滤等，形式上由多个 I/O 过滤
器串联而成。
（3）I/O 处理器（IoHandler）：具体业务逻辑实
现接口，主要用于业务数据的接收与发送。
（4）I/O 会话管理（IoSession）：对底层链接
封装，既是客户端与服务器的特定连接，又是用户
定义属性与应用数据之间的连接，有效会话需用户
主动断开或网络断开，否则会话将一直保持（剧忻
等，2008）
。
MINA 框架基础处理流程包括 IoService 监听来
自远程对等端的连接请求及将请求与接收到的数
图 2 MINA 框架结构
据传至 IoProcessor（I/O 处理线程）
。IoProcessor 负
Fig. 2 The frame structure of MINA
责调用注册在 IoService 的 I/O 过滤链对数据进行过
滤操作，经 I/O 过滤链处理后的数据到达 IoHanlder
后，由 IoHanlder 负责对业务逻辑进行处理（向运，2013）。

3 平台关键功能模块设计与实现
在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总体架构的基础上，考虑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和目
标功能，平台分为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前端和后台数据管理端两部分，包括数据库及管理、
应急避险、应急救助、应急公告 4 项功能模块（图 3），其中平台前端采用 MINA 框架设计并
构建，以微信小程序作为信息交互载体，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快捷便利的应急救助与地震灾
情信息获取服务。
3.1 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前端功能模块
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前端包括应急避险模块、应急救助模块和应急公告模
块，主要实现地震灾情信息收集与报送、应急救助、应急避险和应急公告及科普知识推送等
功能，平台前端功能模块展示如图 4 所示。
（1）应急避险模块：实现应急避难场所搜索、显示和导航功能。前端通过访问手机位置，
可显示手机位置附近至少 5 个应急避难场所位置。用户选择应急避难场所后，可通过调用内
部导航模块导航至应急避难场所。其中，终端空间位置信息的获取与展示是应急避难和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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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平台功能模块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platform

（a）登录界面

（b）主界面

（e）应急通讯录

（f）失踪人员搜寻

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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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急避难场所空间位置及信息查询 （d）应急避难场所查询及导航

（g）人员应急救助

平台前端功能模块展示

The exhibition of main function modules of platform

（h）灾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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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的重要内容，当终端地图信息发生变化时，平台通过实时获取用户选择位置，采取
调用地图 API 的形式满足该需求。主要代码如下：
loadLocation(){
var that = this;
this.data.mapCtx.getCenterLocation({
type: 'gcj02',
success: function(res) {
console.log('getCenterLocation',res)
that.setData({
longitude:res.longitude.toFixed(6) * 1,
latitude:res.latitude.toFixed(6) * 1
})
wx.request({
url: 'https://restapi.amap.com/v3/geocode/regeo',
data: {
location: `${res.longitude},${res.latitude}`
},
method: 'GET',
success: (res) => {
if (res.statusCode == 200 && res.data.status == '1') {
that.setData({
location:res.data.regeocode.formatted_address,
address:res.data.regeocode
（2）应急救助模块：实现应急呼救与地震灾情上报功能。平台预存常用应急部门联系方
式，点击即可拨打电话。同时，通过该模块可读取终端经纬度，完成准实时应急救助位置、
人员伤亡情况和地震灾害损失等灾情信息报送，后台管理端可及时对人员伤亡等地震灾情信
息进行统计。此外，该模块具备人员寻找信息上传功能，用户可通过前端报送失踪人员信息。
主要代码如下：
const app = getApp();
var $ = require("../../utils/request.js")
Page({
onLoad() {
var that = this;
console.log($)
$.get('/addbook/getall', function (res) {
var temp = {};
for (let item of res.data) {
if (!temp[item.department]){
temp[item.department] = { key: item.departmen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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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公告模块：发布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公告和地震应急避险、地震灾情、应急
救助信息公告。该功能模块主要采用推送模式，由管理后台将各类与应急安全有关的知识和
技能推送至应急知识学习板块。同时，该模块可推送应急避险情况、最新地震灾情、应急建
议和救助情况等公告信息。主要代码如下：
<wxs src="../../../wxs/format.wxs" module="format"></wxs>
<view class="container-layout">
<map id="myMap" latitude="{{eq.lat}}" longitude="{{eq.lon}}" markers="{{markers}}"
scale="10" show-compass="true" show-scale='true' enable-satellite='{{enableSatellite}}'>
</map>
<view class="eq-info">
<view class="title">{{eq.name}}</view>
<view>发震时刻：{{eq.eqtime}}</view>
<view>震级大小：{{format.formatM(eq.m)}}</view>
<view>震中位置：东经:{{eq.lon}}° 北纬:{{eq.lat}}°</view>
<view>震源深度：{{eq.depth}}km</view>
<view>参考位置：{{eq.place}}</view>
<view class="distance">距您：{{eq.dist.text}}</view>
</view>
</view>
3.2 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后台数据管理端功能模块
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后台数据管理端包括平台数据管理模块和数据库模块。
（1）平台数据管理模块：主要功能包括数据库信息管理、信息编辑及发布管理、登录人
员权限管理、信息发布权限管理、访问量统计管理和其他基本管理功能。
（2）数据库模块：实现数据存储与管理功能。该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信息：应急避难场
所名称与经纬度；终端识别号与微信账号信息；灾情上报者姓名、联系方式、经纬度；伤亡
人员及需应急救助的人员姓名、年龄、特征描述、照片等信息。数据库具体构成见表 1。
表1

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后台数据管理端数据库模块构成

Table 1 Information data structure of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seismic disaster
类型

数据类别
终端信息

客户端信息库
人员信息

基本地震信息
应急基础信息库

应急避难场所
潜在地质灾害

数据项

数据属性

终端分布

空间数据

终端识别号

表数据

终端微信账号

表数据

灾情上报人员信息

表数据

需救助人员信息

表数据

需救助人员图片

表数据

地震活动

空间数据

震中分布

空间数据

应急避难场所分布

空间数据

应急避难场所明细表

表数据

崩塌、滑坡、泥石流危险区分布图

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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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数据类别

防震减灾知识库

防震减灾知识

数据项

数据属性

农居地震安全科普文档索引表

表数据

法律法规

文本数据

地震基础知识

文本数据

地震监测预报知识

文本数据

地震灾害预防知识

文本数据

地震应急知识

文本数据

重大地震专辑

文本数据

4 平台应用示范
根据平台总体架构及核心功能模块设计方案，开发了基于 MINA 框架的应急救助与地震灾
情管理平台，并于 2020 年 2 月正式上线。由于涉及跨终端、跨平台功能需求，因此，对于不同
用户群体采用差异化登录方式。其中，客户端可通过扫描微信小程序二维码或在微信小程序入
口输入“应急救助犬”两种方式登录。后台数据管理端主要采用 Browser/Server（B/S）网络结
构模式，在 Web 浏览器中直接访问域名或 IP 地址均可完成登录。为保持功能及流程的完整性，
本文以应急救助功能模块为例进行应用示范说明。首先通过微信小程序主界面进入应急救助功
能模块（图 4（b）
）
，选择人员伤亡上报信息表或失踪人员救助信息表，填入需要上报的应急救
助信息（图 5（a）
）
。为便于用户二次编辑和信息确认，模块设置了“保存”和“保存并提交”
2 个选项，分别对应可二次编辑的“我的上报”
（图 5（b）
）和不可二次编辑的“状态查询”
（图
5（c）
）
。微信小程序上报的应急救助信息需经后台数据管理端（图 6）审核后，才能在客户端
进行应急公告。考虑到大规模应急救助事件多属非常规突发性事件，具有短时间内信息量呈爆
发式增长的特点，因此，在客户端特别增设了支持模糊查询的人员搜寻功能模块（图 5（d）
）
。

（a）人员伤亡上报信息表
界面

（b）已上报应急救助信息界面
（可编辑状态）

图5
Fig. 5

（c）已上报应急救助信息状态
查询界面

应急救助模块展示

The exhibition of emergency assistance function module

（d）应急救助信息查询
界面

震灾防御技术

844

图6

15 卷

应急救助信息审核

Fig. 6 Emergency assistance information review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 MINA 框架，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对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的需求，提出应
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总体架构和功能设计方案，运用阿里云基础架构、微信组件
和应用程序接口等技术，实现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的研发。该平台不仅可完成
准实时地震灾情信息收集与报送，还可对应急救助和地震灾情信息进行综合管理。对于应急
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前端，采用微信小程序作为灾情信息的传递方式，区别于基于
Android 和 iOS 等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可不依赖于智能终端的类型和配置，
设备仅需具备微信功能即可使用，且不占用手机内存空间，在满足不同终端、不同用户受众
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跨终端系统的目标。对于应急救助与地震灾情信息管理平台后台
数据管理端，运用阿里云基础架构的弹性可伸缩计算服务和云储存服务，在保证数据及计算
服务安全的前提下，可同时具备弹性的扩容能力和稳定的计算能力。下一步工作中将进一步
设计和完善协同管理功能，如通过搭建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等一对多的媒体性方式，增强对服
务对象的推广与协同管理，进而达到为应急救助、应急指挥和辅助决策提供参考信息的目的。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平台后续开发得到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杨大
克研究员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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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Platform of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Seismic Disaster Based on the MINA Framework
Xiao Benfu, Shen Yuan, Chen Weifeng, Mao Li, Gesang Zhaxi and Liang Houlang
(Sichuan Earthquake Agenc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different user colony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seismic disaster, a

management platform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ith a set of basis functions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 services,
seismic disaster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 etc. This platform is mainly based on the MINA frameworks, Alibaba
Cloud infrastructure, WeChat components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s.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tform will not only help emergency team members to collect and report quasi real-time seismic disaster
information after shock,but also provide emergency assistance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knowledge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s for the rescued people.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function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seismic disaster, the platform
can also improve the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emergency assistance, command and auxiliary decision-making after
shock.

Key words: MINA framework; Emergency assistance; Seismic disaster; Management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