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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的标准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应急管理部门对应急测绘地理信息保障

服务的主动性和适应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应急制图作为应急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的重要内容，也面临着提

升制图速度、覆盖应急处置全过程的迫切需求。以地质灾害为例，梳理了地质灾害孕育、产生、发展到消亡全

过程的地理场景模型；提出了决策者、执行者、承灾者、旁观者等 4个用户类别并逐一解析了不同地理场景模

型中应急制图的用户需求模型；设计了数据制图模式、模型制图模式以及专家制图模式等一套满足多场景的

地质灾害专题制图方案，并以中国浙江省地质灾害中的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工作为例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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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是中国地质灾害易发和多发的省份

之一。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气象条件与人类

强烈工程活动的影响，平原区地面沉降发育迅

速；山区受梅汛期、台汛期强降雨影响，容易诱发

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1‐2］。

在地质灾害防治与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专

题图是应急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最普遍的测

绘成果表现形式。国内学者针对应急专题图制

作模式、制作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3‐13］。

现有成果主要围绕提升灾后应急制图的时效性

展开，能够避免出现“人等图”的现状，但依旧处

于被动式制图状态，在制图内容上缺乏对灾害应

急制图全过程场景的覆盖，在制图方法上缺乏对

全部可视化变量制图模式的解析。因此，本文以

地质灾害这一单一灾种为例，从构建地质灾害孕

育、发生、发展到消亡全过程的地理场景模型入

手，逐一解析了不同情景中的应急制图用户需求

模型，提出了针对不同的可视化变量的应急制图

模型，设计了一套满足应用需求的多场景地质灾

害专题制图方案，并以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和应

急中的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工作为例进行了

验证。

1 地质灾害地理场景建模

情景可以表述为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物

在它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趋势和态势的一

个全面描述，它并不是预测，而更倾向于是通过

对该事物在过去发生的大量案例的总结和分析

而产生的一种合理的期望［14‐15］。对情景建模就是

对某特定情景进行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的分析，

使它从一个抽象概念具化为一组参数或要素的

集合［16］，成为一个可以以清晰化、逻辑化的方式

用不同属性描述和表达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地质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有

效的防灾减灾应急响应工作对于人民的安全生

存与健康发展、国家的社会和谐稳定繁荣都具有

重要意义［17］。对地质灾害进行情景建模可为灾

害的认识和理解提供理论支持，也可为灾害发生

时应急响应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提高应急响应

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根据目前已开展工作的经验积累和总结，可

从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分期”3个维度构建

地质灾害的全过程情景。表达式为：

G ( I) ={ C,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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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 I)指代特定的一个地质灾害；I是对其标

识信息的编号；C表示地质灾害的类别，主要的地

质灾害有崩塌、滑坡、泥石流、不稳定斜坡、地面

塌陷等几种类型；T表示地质灾害的发生阶段，有

地质灾害孕育（灾前）、地质灾害发生（灾中）、地

质灾害后（灾后）3个阶段。L表示地质灾害的级

别，按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可分

为：（1）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Ⅰ级）：需搬

迁转移人数>1 000人或潜在经济损失>１亿元

或死亡人数>30人或直接经济损失>1 000万元；

（2）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Ⅱ级）：需搬迁转

移人数为 500~1 000人或潜在经济损失为 5 000
万元~１亿元或死亡人数为 10~30或直接经济

损失为 500~1 000万元；（3）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

灾情（Ⅲ级）：需搬迁转移人数为 100~500人或潜

在经济损失为 500~5 000万元或死亡人数为３~
10人或直接经济损失为 100~500万元；（4）小型

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Ⅳ级）：需搬迁转移人数<
100人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或死亡人数<
３人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这 3个属性

为一组即可完成对某一个地质灾害的情景构建

和特定表达。

情景的发生是和特定的地理空间相关的，这

个地理空间就构成了地质灾害的地理场景［13］，它

的本质是由一条条不同类型的地理信息组成的，

从特定场景中总结普遍性规律，对其中的地理信

息类型进行抽取、分析、概括的过程就是对它的

建模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是将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全过程中包含的地理领域的知识、信息和数据构

建为地理本体［18］。应急制图的过程就是对这个

地理本体快速描述的过程。

为了描述地质灾害处置全过程的地理场景

模型，选择“信息”“范围”“时态”“载体”4个维度

进行构建。其中，“信息”是指地理场景描述中涉

及的各类基础和专题地理空间信息，主要包括以

下 4种：（1）背景信息，指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全

过程相关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应急资源等背

景信息。这类信息通常应在日常工作中搜集并

提前准备好。（2）历史信息，指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过程的回溯信息。这类信息通常应在灾害发生

后整理形成。（3）现场信息，指地质灾害孕育、发

生阶段从现场实时监测或者报送的各类信息。

这类信息的获取通常需要提前建立监测网络或

者报送网络。（4）评估信息，指基于前面 3种信息，

利用各种模型计算加工后形成的各类预警预报、

评估评价信息。这类信息通常需要通过实时计

算获得。“范围”是指地理场景描述的空间单元，

可分为“小场景”和“大场景”。“小场景”是指地理

场景中“信息”的承载区域为灾害发生地周围的

空间单元；“大场景”是指地理场景中“信息”的承

载区域为应急管理所覆盖全区域的空间单元。

“时态”是指地理场景表达的时态性，可分为“静

态”和“动态”。“静态”是指地理场景中的“信息”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不会随时间而变化；“动态”指

地理场景中的“信息”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会随时

间而变化。“载体”是指地理场景表达的媒体形

式，分为“纸质”和“电子”。根据这个模型，地质

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消亡等 3个阶段的地理场景

模型建模结果如表 1所示。

2 地质灾害应急制图用户建模

用户模型是伴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

飞速进步而发展的概念，对用户们的兴趣需求和

认知特点进行总结划分，将用户分为不同类型，

对于不同用户类型使用具有一定结构、形式化的

语言进行描述［19］完成用户建模，有助于用户需求

挖掘和匹配的准确性。常见的用户兴趣建模方

法有向量空间模型［20］、基于本体的表示法［21］、神

经网络［22］、基于层次的表示法［23］等。

根据地质灾害领域研究的用户分类调研结

果［24］以及实际工作中不同人群对于应急响应在

任务分工、数据需求、相关程度、可视化认知能力

方面的差别，将地质灾害应急制图用户分为 4类：

1）决策者：对于全局具有较强空间认知能力

和决策能力，需要的是源数据加工后产生的信

息，根据信息结合不同情景产生相应的决策信

息，并确定拟采取的方案。

2）执行者：接受两方面的信息，承担两方面

的职责：一方面是需要接受关于地质灾害最完

整、最全面、最精细的源数据，并完成对数据的收

集、汇总、加工、处理，形成加工后的信息为决策

者提供辅助支持；另一方面还是决策者产生的决

策信息和选定的应急方案的直接接收者和承担

者，针对具体方案完成各项落实工作，具体地去

开展各项应急响应工作。

3）承灾者：是应急事件中的直接当事人，和

灾害事件具有最直接的关系。他是地质灾害受

灾信息的初始提供人，也是救灾方案的直接承受

者，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工作开展的及时有效性直

接为其生命安全和财产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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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旁观者：泛指与应急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

公众，只需要对少量原始信息和结果信息有所了

解即可。

对这 4类用户的兴趣模型使用基于层次的方

式进行表示。决策者的兴趣模型如图 1所示。执

行者的兴趣模型如图 2所示。承灾者的兴趣模型

如图 3所示。旁观者的兴趣模型如图 4所示。

根据用户兴趣模型将地质灾害不同情景下

产生的专题图与 4种用户进行匹配，如表 2所示。

3 地质灾害应急制图模型设计

应急制图具有针对性强、时效性高、信息传

输效率高的要求，针对地质灾害建立的全过程地

理场景模型，明确与之对应的应急地图的种类、

专题内容及制图方法，可以建立地质灾害情景知

识规则和地质灾害制图知识规则，形成“情景‐制
图”模型，开发应急制图引擎服务，以减少应急制

图的环节，提高成图速度。

针对地质灾害情景知识规则，表 1、表 2已对

不同情景、不同用户对应的应急地图种类进行表

达，有助于在实际应急制图情景下完成专题地图

类型的匹配和选择。

快速制图、数据准确、表达直观是地质灾害

应急制图的要求和目标，为此制图过程需满足标

准化、流程化、自动化。

1）标准化。针对各类数据源运用对应处理

表 1 地质灾害地理场景建模

Tab.1 Geological Disaster Geographical Scene Modeling

阶段

地质灾害孕育

地质灾害发生、发展

地质灾害消亡

地理场景模型

环境监测

预警预报

静态信息展示

动态信息展示

评估分析

决策结果展示

变化比对

静态信息展示

地理场景模型实例

历史地质灾害分布图

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台风路径图

气象监测图

地质风险防范区一张图

气象风险预报图

台风路径地质灾害风险分析图

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预报图

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实时预警图

灾区位置图

灾区地形图

水电油气通信管线分布图

灾区危险源分布图

应急安置点分布图

医疗救援点分布图

受损交通路线分布图

灾区实时遥感影像图

灾情信息分布图

救援人员动态分布图

安全保障范围图

预计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分布图

次生灾害隐患点及次生灾害分布图

避让搬迁区域分布及路线图

应急救援/受困人员撤离推荐路线图

灾后水电油气通信线路受损情况分布图

灾后植被覆盖变化图

灾后次生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人员伤亡分布图

灾后交通分布图

灾后受损建筑物分布图

经济损失分布图

治安保障分布图

公共卫生事件及隐患分布图

信息

背景信息

历史信息

现场信息

背景信息

评估信息

背景信息

背景信息

现场信息

背景信息

评估信息

背景信息

评估信息

背景信息

现场信息

评估信息

背景信息

评估信息

范围

大场景

大场景

大场景

小场景

大场景

小场景

小场景

大场景

小场景

大场景

时态

静态

动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静态

载体

纸质

电子

电子

纸质

电子

电子

电子

纸质

电子

电子

纸质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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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前进行标准化，尽量缩短应急制图中所需

的各类基础、专题信息数据源的处理过程。

2）流程化。针对应急制图形成流程体系，不

同专题图对其制图各阶段所需的制图规则、制图

模板、制图符号做好预设，标准化的数据源输入

后按照预设流程实现迅速出图。

3）自动化。运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源、完成

数据到知识的处理，提高自动化程度，提升速度。

不同的专题图制图流程有所不同，根据制图

专题信息的生成方式划分为 3类制图方法：

1）数据制图。适用于制作各类设施、人口等

信息的基础分布图，只需对这些要素的位置分布

信息进行直观表达，即简单的要素分布图，将数

据源空间化后得到的空间位置信息叠加制图模

板并设置合适制图符号即可得到结果图。

2）模型制图。适用于制作各类预警预报、分

析图，数据源需要套用各种地理模型进行分析计

算，专题地图呈现出的是分析计算的结果，相比

数据制图多了模型分析的过程。结果图可能是

要素分布图、统计专题图等地图类型，仍需套用

不同模板选用符号完成模板制图。

3）专家制图。适用于指挥现场各类决策方

案的呈现，比如撤离路线图等，它的数据源来自

现场直接输入的各种专题信息，套用相应模板符

号即可成图。

地质灾害应急制图总体流程如图 5所示。

4 地质灾害应急制图实现

4.1 设计思路

应急专题制图是以“模板+数据=专题图”

为指导思想，专题地图模板包含了专题制图数

据、附图、符号、整饰在内的各种制图要素的存储

方式和可视化表达形式。这些要素相互联动，相

互作用，共同构建了在线专题图的数字化表达形

式。从制图流程、技术要求和产品类型等因素出

发，通过对专题数据、附图、符号、整饰、尺度等在

内的制图要素属性（尺寸、位置、内容、层级、样

式、数值）进行分析，抽取、抽象封装成计算机可

执行的对象集合。各制图要素的集合组成的制

图对象就是一幅数字专题图，通过数据驱动，计

算机可直接动态渲染成图。

4.2 制图框架与功能

制图框架从下至上分别设计为数据访问层、

业务逻辑层和表示层，如图 6所示。数据访问层

是系统根基，用于获取第三方平台的地质灾害、

基础地理信息、政务信息等数据，形式包括接口、

服务和文件；业务逻辑层是系统核心，用于封装

专题制图引擎及其与场景库、模板库、符号库的

功能接口；表示层主要面向用户，用于接收和展

示制图引擎的运行结果。专题制图引擎包含专

题图管理、在线制图、共享这 3大功能模块。专题

图管理模块用于历史图件的目录显示、排序与查

询；在线制图模块用于各类应急专题图的动态生

图 4 基于层次的旁观者兴趣模型

Fig.4 Interest Model of Onlookers Based on Hierarchy

图 2 基于层次的执行者兴趣模型

Fig.2 Interest Model of Executor Based on Hierarchy

图 3 基于层次的承灾者兴趣模型

Fig.3 Interest Model of Disaster Victims Based on
Hierarchy

图 1 基于层次的决策者兴趣模型

Fig.1 Interest Model of Decision Maker Based on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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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包括模板选择、底图设置、动态符号化，附图

添加、制图要素的参数化设置等功能；共享模块

主要面向用户，提供线下打印输出、在线共享至

第三方平台系统以及打印参数设置等功能。

4.3 制图实现与测试

在 Visual Studio Code环境下，基于 VUE框

架，本文以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过程中的

要素分布图、预警预报图、灾害情况示意图为例

设计并实现了地质灾害应急制图模块。

要素分布图用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的全过

程，该类专题图主要面向执行者用户（省、市、县

应急值守人员），可直观展示地质灾害专题的要

素分布情况和属性信息，并能够根据指定参数值

动态控制要素的表现形式，方便用户判别风险情

况。要素分布图的制作是数据制图方法的典型

代表，这种专题图的特点是应用场景单一，数据

与引擎直接连通，可一次接入多种要素展示，如

避灾点、医院等（见图 7）。

预警预报图主要用于地质灾害孕育阶段，该

类专题图主要面向省、市决策者用户，通常以分

级底色法表示各地区的气象风险等级预报情况，

从宏观层面方便用户迅速掌握孕灾环境。预警

表 2 专题图与用户的匹配

Tab.2 Matching Thematic Map with Users

阶段

地质灾害孕育

地质灾害发生

地质灾害后

专题图

历史地质灾害分布图

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台风路径图

气象监测图

气象风险预报图

台风路径地质灾害风险分析图

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预报图

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实时预警图

地质风险防范区一张图

灾区位置图

预计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分布图

灾后地形图

次生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灾区危险源分布图

应急安置点分布图

避让搬迁区域分布及路线图

救援人员动态分布图

医疗救援点分布图

受损交通路线分布图

应急救援/受困人员撤离推荐路线图

安全保障范围图

水电油气通信管线分布图

灾区实时遥感影像图

灾情信息分布图

人员伤亡分布图

灾后交通分布图

灾后受损建筑物分布图

经济损失分布图

灾后水电油气通信线路受损情况分布图

灾后植被覆盖变化图

灾后次生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治安保障分布图

公共卫生事件及隐患分布图

用户角色

决策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执行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承灾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旁观者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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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图制作是模型制图方法的典型代表。这种

专题图的特点是专题数据需要经过专业模型分

析处理才能输入到制图引擎出图；而且模型分析

结果具有时序性，制图引擎也需要根据模型结果

动态出图，如图 8所示。

灾害情况示意图用于地质灾害发生阶段，主

要面向应急救援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用户，制作

时需以应急调查采集的灾害专题信息为基础，叠

加各类标绘结果，辅助用户实施救援。灾害情况

示意图的制作是专家制图方法的典型代表，这种

专题图的特点是专题数据来自灾害发生后野外

应急调查，专题数据经过制图引擎后，还需要结

合专家知识和地图标绘等能力，才能生成最终的

灾害情况示意图（见图 9）。

5 结 语

相较于传统被动式制图模式，本文以地质灾

害单一灾种为出发点，构建了地质灾害孕育、发

生、发展到消亡全过程的地理场景模型与用户需

求模型，提出了针对不同可视化变量的应急制图

模型，并由此实现了一套满足应用需求的多场景

地质灾害专题制图解决方案。通过浙江省地质

灾害防治和应急过程中的制图案例表明了该方

案在应急环境下可以辅助用户决策分析，进一步

改善地质灾害应急制图的效率和质量；且对于提

升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信息化水平也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的研究工作将重点分

析研究多场景地质灾害专题制图中的系列主题

模板，并对制图引擎不断优化，以提升应急制图

过程中的自适应性。

图 5 地质灾害应急制图流程

Fig.5 Geological Disaster Emergency Mapping Process

图 6 应急制图系统架构

Fig.6 Emergency Mapping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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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Mapping Model for Geological Disaster

GONG Lifang 1 LI Aiqin 1 CHEN Zhangjian 1 HU Fengwei 1 DU Qingyun 2 HOU Wanyue 2

1 Zhejiang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ngzhou 311100,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ss,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initiative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emergency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upport servic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mergency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emergency mapping is also faced with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mapping speed and cover the whole process of emergency response. Taking geological disas‐
ter as an example, we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emergency mapping model using the whole process geo‐
graphic scene modeling technology, user interest modeling method based on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cenario mapping” technology. Methods: First of all, us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geographic scene mode‐
ling technology, we propose seven geographic scene models and 33 examples related to mapping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from the birth to occurrence, development to extinction, by selecting
four dimensions of “ information”“scope”“temporal” and “carri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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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p use, the user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emergency mapping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Decision
maker, executor, disaster acceptor and bystander. Then the emergency mapping requirements of these four
categories of users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 method,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se four categories of users and 33 examples of geographical scene model is establish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generation of thematic information of cartography, three types of cartography
models, data cartography, model cartography and expert cartography, are designed by using “scenario
cartography” technology.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results of the mapping model, the geological di‐
saster emergency mapping system is developed. In the data mapping process, the disaster element distribu‐
tion map is selected as an example. After the thematic information is accessed in the system,the disaster ele‐
ment distribution map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the mapping engine. In the process of model mapping, the
early warning and prediction map is selected as an example. After the real‐time data of early warning and
prediction is accessed in the system, the thematic information of mapping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model
calculation and then the early warning and prediction map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the mapping engine. In
the process of expert mapping, the disaster situation sketch system is selected as an example. After the ini‐
tial mapping thematic information is accessed in the system, the preliminary disaster map is made by the
mapping engine, and then the final disaster situation sketch is obtained by overlaying the on‐site expert
knowledge.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mapping mode, we construct the geological
scene model and user demand model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preparation,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extinc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emergency mapping model for different visual variables,
thus realizing a set of multi scene geological disaster thematic mapping solutions to meet the application
needs.
Key words：geological disaster；emergency mapping；geographical scene；user demand model；mapp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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