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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time and accurate disaster information is the key to relieve and reduce disaster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leasing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perfectly is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in the daily life. Based on the Map World, which provides detail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the paper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real-time release system of
online disaster map. The system realized the release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spatial orientation,
disaster plot, information query,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nd so on, and all of these are based on
spatial location services.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provides auxiliary support tools for the disposal of the disaster emergency. Not only does it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public, but also it
broadens the field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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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时准确的灾情信息是灾害管理部门救灾减灾的关键，完善的灾情信息发布展示是公众日常生活的实际
需求。本文基于天地图平台提供的详细地理信息服务，设计并实现了基于空间位置服务的在线灾情地图
实时发布系统，该系统实现了灾情的实时发布、空间定位、灾情标绘、信息查询以及统计分析等核心功
能，其成功运行为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提供了辅助支持工具，为公众及时了解灾情信息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同时拓宽了测绘成果服务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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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全面加
快，信息及信息系统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略基础设施，因而向社会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信息共
享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和民众的普遍需求[1]，而网络则是信息发布与获取最便捷的通道。在信息化、网络
化的背景下，国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其中把公共安全研究列
为未来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那么如何借助网络平台，便捷的发布灾情信息，提升国家公共安全服务
等级，从而及时高效的应对、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监测、防范重大自然灾害，是长期以来国家管理部
门思考的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是灾情应急努力的方向[2] [3]。
在灾情应急信息发布领域，已经有很多成果服务于公众，卢俞[4]介绍了应用于地市级的气象预警应
急信息发布系，该系统是基于 Web 数据库的信息发布系统，主要包括预警信息、灾情发布、新闻报道等
功能，不足之处在于只是单纯以文字方式发布灾情信息，缺少信息查询功能，更缺少地图的交互功能；
吕长春[5]设计了基于 WebGIS 的遥感灾情信息网上发布系统，该系统弥补了卢俞的应急系统的不足，实
现了地图可交互性，但却无法实现信息的实时发布，降低了信息的时间价值；骆小龙等人[6]构建了云环
境下一体化多终端自适应的应急服务平台，实现了台风路径的实时发布，但是在历史灾情统计分析方面
却存在欠缺；以上三种灾情信息发布系统是灾情应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系统。本文在分析总结当前灾情
信息发布系统的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之上，设计并实现了在线灾情地图实时发布系统，该系统是针对民政
部减灾中心每天提供的“昨日灾情”信息，利用天地图提供的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实现地图可交互、灾
情实时发布、灾情定位、灾情统计分析等功能。该系统为公众提供了灾情信息可视化平台，公众可以随
时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情况、损失概况、紧急援救措施等。基于天地图的在线实时
发布系统是测绘地理技术走出专业的领域，走进公众，真正服务于民的表现，也是迈向新地理信息时代
[7]的一个开端。

2. 系统总体设计
2.1. 系统结构设计
本文在分析公众实际需求基础之上，本着简洁、实用、便于扩充和改进的原则，力求界面简洁化，
功能模块结构化，数据组织规范化，力争全方位做到服务人性化[8]，避免二次访问才能查询到需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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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的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该系统充分利用天地图数据现势性统一、地理底图统一的优势[9]，在其基础之上将灾情部门整理的
“昨日灾情”信息，辅以灾情符号、文字简介、统计图表等信息，以基础地理信息为依托定位于在线地
图之上，公众无需任何第三方插件，通过浏览器借助于网络平台即可登陆网站，点击鼠标就可详知灾情
概况。

2.2. 系统功能设计
在线灾情地图实时发布系统主要是通过整合梳理民政部减灾中心的“昨日灾情”文档信息内容，以
自然灾害信息可视化为基础，将灾害信息按类别定位到基础地理信息背景上，并将灾害信息数据入库，
按时间、行政区划、灾害类型建立灾害事件之间的关联和联系，通过“空间定位–灾害信息标绘–灾害
信息查询–灾害信息统计分析”等步骤实现系统灾害信息处置的整个流程，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2 所示。
1) 灾情信息实时发布
灾害发生后，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发布最据有权威性的灾情信息，包括灾害发生的具体地理位置、灾
情的严重程度、灾情的持续时间、相关部门采取的有效措施，以及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2) 灾情信息空间定位
公众浏览地图时，快速定位灾害事件发生空间位置，获取地名、时间、灾害类型、文字描述等灾害
的属性信息，并可查看灾害周边的情况。
3) 灾害信息标绘
管理人员根据灾害类型选择相关的灾害动态象形符号，在具体的位置进行灾害的标绘，从而方便公
众浏览。
4) 灾害信息可视化
将灾害发生位置和地图进行叠加显示，直观地展示出灾害发生区域及周边地理要素分布情况和灾害
发生地与某点的距离，受灾情影响的区域面积、灾区内的人口与 GDP 统计、灾区内的居民地和行政区划
信息统计等。
5) 灾情信息查询
灾情信息的查询是针对具体灾害信息，按时间、地域、灾害类型、时间和地域组合查询、模糊搜索
查询等功能。
6) 灾情信息统计分析
针对发生的灾害，可按时间、地域、灾害类型、时间和地域的组合等多种方式，进行灾害信息的统
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可以图表、折线图、饼状图等方式展示。
本系统通过与天地图空间信息融合，支持自然灾害事件数据的采集、快速地图定位、标注、查询、
统计、输出等，并提供形式多样的典型事件专题地图，实现了互联网基础地理信息灾情发布、查询、统
计等功能，实现与政府权威互联网门户网站事件描述信息与空间信息的集成，为公众提供直观、翔实、
权威的灾害事件信息。

2.3. 系统特点
本系统基于天地图网站提供的详细的地理信息服务，实现了自然灾害在空间信息支持下的灾情实时
对外发布；自然灾情信息实时动态标绘；灾害区域的人口、GDP 信息统计；灾害区域的居民地和行政区
划单位统计；自然灾害信息的分类统计与组合查询功能等，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了决策辅助工具[10]。系
统的主要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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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rve: the flow diagram of the system
图 1. 在线灾情地图实时发布系统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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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urve: the key function of the system
图 2. 系统核心功能

1) 灾害信息的流程化管理：系统的建设以自然灾害信息展示为主线，通过“空间定位–灾害信息标
绘–灾害信息查询统计”等步骤来实现自然灾害信息管理的整个流程；
2) 灾害信息的可视化表达：通过对自然灾害信息管理与发布，可直观地将当天或历史某天发生在全
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信息发生地、周边环境、文字描述、与某点的距离、灾区面积、灾区范围内的人口和
GDP 的统计信息、灾区范围内的居民地和行政区划信息等，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直观的表达，便于领导
和业务人员实现救灾现场指挥、资源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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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丰富拓展了天地图服务领域：系统在天地图信息平台的支撑下，政策、技术、数据和应用高度集
成，可为行业应用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应急地理信息服务，丰富拓展了天地图服务的同时，为其他领
域如何与天地图提供的服务集成拓宽了思路、提供了经验。

3. 系统功能实现
3.1. 基于天地图的地理信息浏览
基于天地图提供的丰富地理信息资源，实现以二维地图为主的地理信息浏览，自然灾害数据展示等
功能：
1) 基础地图浏览：基于天地图平台实现详细的矢量地图、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地形图等多种类型的
地图浏览，如图 3 所示为矢量图的浏览方式；
2) 提供距离量算、面积量算等空间查询基本工具，图 4 所示，鼠标点击后，详细展示每段折线路径
之间的距离。

Figure 3. Curve: browse the vector data based on Map World
图 3. 基于天地图的矢量数据浏览

Figure 4. Curve: the function of measure map based on Map World
图 4. 基于天地图的地图量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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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灾害信息的统计分析
按照时间、地域、灾害类型、灾区内的人口、GDP 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可为救灾决策提供辅助分
析工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按灾害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按照灾害类型以图表的方式统计指定时间内发生的灾害次数，如图 5
所示，是 2008 年 1 月到 2014 年 3 月这段指定时间段内发生的所有自然灾害类型以及发生次数；
2) 按地域对灾害发生次数进行统计：如图 6 所示，显示在 2008 年月至 2014 年 3 月这段时间范围内，
全国各省市发生的总灾害次数情况，条形图形象直观展示了这段时间内，四川、云南两个省发生的灾害
位居前列，远高于其他省份；
3) 按灾害区域的 GDP 统计：如图 7 所示，选择矩形、或圆形或多边形等方式制定待查询区域范围，
既可以显示指定范围因自然灾害带来的 GDP 损失情况；
4) 按灾害区域的人口统计：如图 8 所示，类似于按灾害区域的 GDP 统计,可选择圆形、矩形、多边
形等方式指定待查询区域，就可以查询到该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口受灾情况；
5) 按地域和灾害类型进行组合查询：除了按照区域人口、区域 GDP、按地域、按灾害类型等单因素
进行简单查询，还实现了多因素的组合查询，如图 9 所示，即是指定时间范围、指定区域、指定灾害类
型进行查询。

Figure 5. Curve: statistical by the type of disaster
图 5. 按灾害类型统计功能

Figure 6. Curve: statistical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based on regional
图 6. 按地域进行灾害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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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urve: statistical of GDP for the affected regional
图 7. 受灾区域 GDP 统计功能

Figure 8. Curve: statistical of the people for the affected regional
图 8. 受灾区域人口统计功能

Figure 9. Curve: the combination query according to region and the
type of disaster
图 9. 按地域和灾害类型的组合查询

98

在线灾情地图实时发布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 总结
本文在总结现有的灾情信息发布系统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之上，从用户角度出发，结合数字城市建
设成果，把昨日灾情数据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基础数据相结合，设计了基于天地图的、面向公众的
在线灾情地图实时发布系统，该系统以灾情信息为核心，实现了地图可交互、灾情实时发布、灾情查询、
空间定位、统计分析等相关功能，弥补了现存灾情信息发布平台的不足，初步建立了一个基于公共网络
环境的灾情信息沟通渠道。
随着地理信息应用不断扩大，天地图应用服务和数据服务已经成为信息服务业的一部分，在天地图
信息平台的支撑下，政策、技术、数据和应用高度集成，可为行业应用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应急地理
信息服务，从而促进整个地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现代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该系统建设起到
了对“天地图”的宣传和示范效果，可以为其他行业和其他部门的应用提供成功案例和经验，在此基础
上向更多的行业和部门进行合作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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