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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减灾服务系统的建设对于科学防灾减灾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单体架构的减灾服务系统无法满足科学

减灾、智能减灾的需求。设计了一种结合微服务架构和中台理念的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框架。首

先，通过分析中台理念的概念、微服务框架的特点及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的概念和需求，总结了中台

理念和微服务架构用于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的优势。然后，提出了基于中台理念的系统架构设计，

分为应用系统层、中台层、微服务层和基础设施层，重点介绍了中台层的模块和功能，同时介绍了基于微服务

的系统架构实现路径。最后，介绍了基于所提框架实现中国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路

径及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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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洪水、地

质灾害等自然灾害以及交通事故、建筑物火灾等

人为灾害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科学防灾减灾具有重大意义［1］。为有效应

对突发灾害，国内外多个地区建立了减灾应急相

关的系统，如地质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2‐4］、气象

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4‐6］、洪水灾害预警系统［7‐8］、

防洪调度系统［9］、应急指挥信息服务系统［10］等。

随着减灾系统的不断建设，减灾智能服务也

逐渐引起重视。智能服务指的是采用人工智能、

知识图谱等新技术为减灾提供服务，最主要的减

灾智能服务包括模型分析、可视化、智能制图、智

能决策服务等。本文所指的一体化综合减灾智

能服务系统定义为基于减灾应急相关的多源空

间和属性数据，结合地图服务、空间模型分析、可

视化、数据挖掘、智能匹配、知识图谱和应急主动

推送服务等智能服务技术建设而成的综合性减

灾系统，其目的在于为灾害的监测、分析、预警、

响应与恢复提供及时的信息和科学的依据，为防

灾减灾提供综合的支撑服务。

就系统架构而言，目前的减灾服务系统多以

单体系统的形式建设［2，5，7‐9，11］，项目架构简单，前

期开发成本低，运行在统一的服务环境中。但其

存在可扩展性差、可靠性低、维护成本高、技术创

新困难等问题，不适用于复杂系统的建设。为解

决这些问题，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
chitecture，SOA）被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减

灾服务系统基于该架构建设而成［3‐4，10］。SOA架

构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体系结构，服务之间通

过网络和接口调用，相互依赖并最终提供一系列

的功能［12］。SOA架构提高了系统建设的灵活性

和可扩展性。近年来，由阿里巴巴公司主要推广

的中台理念开始流行。中台是相对于前台和后

台而言的，是指将核心、公共、通用的数据、业务

DOI：10.13203/j.whugis20200124 文章编号：1671‐8860(2020)08‐1288‐08

收稿日期：2020‐03‐29
项目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C0803101，2016YFC0803109，2019YFB2102503）；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黔科中引地

［2016］4009）。

第一作者：仇阿根，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务地理信息服务、信息资源整合、时空地理信息大数据、应急地理信息平台等方面的研

究。qiuag@casm.ac.cn
通讯作者：赵习枝，博士。zxz@casm.ac.cn



第 45 卷第 8 期 仇阿根等：结合微服务和中台理念的减灾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和技术封装为服务，达到可以复用的效果，快速

实现前台提出的需求，避免重复建设。中台理念

的实现需要搭建一个灵活快速应对变化的架构，

往往通过微服务架构来实现。微服务架构是

SOA架构的升华，其强调业务和功能彻底的组件

化和服务化，将原有的多个业务系统拆分为多个

可独立开发和运行的应用，最终形成高内聚、低

耦合的系统架构。随着中台理念的提出和发展，

微服务架构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已有研究分析了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平台搭

建方法［6，13‐15］。而中台理念多体现于大型互联网

项目以及企业组织结构，使得项目更加便于扩展

和维护，企业组织更有弹性和便于管理［16］。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功能复杂，需

融合基于不同技术构建的智能化工具，而且需具

备为突发灾害迅速构建新系统的能力。因此，本

文提出结合中台理念和微服务架构设计减灾服

务系统，不仅能满足针对新发生灾害的新系统建

设及新功能的需求，还能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业

务系统开发效率、降低维护难度、节约升级成本，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以及应对多用户高并发的场

景，融合多种智能服务技术，使得防灾减灾服务

更快捷、更高效、更实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研究及应用”的

支持下，设计并实现了微服务架构在减灾服务领

域中的应用，为快速构建融合多种智能服务技术

的减灾服务系统建设提供示范。

1 中台和微服务架构概述

1.1 中台架构

中台架构可以理解为核心能力的复用平台，

具有模块化、组件化、通用性的特点。如图 1所

示，中台架构将前台稳定通用的业务、数据以及

后台频繁变化或被前台直接使用的业务、数据等

都提取到中台，可以包括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技

术中台、组织中台等，其目的在于解决在业务或

者功能需求类似的情况下，系统重复开发、复用

性低、开发效率低、无法快速迭代等问题，同时也

提高了前台的响应力和后台的稳定性［17］。中台

架构是一种系统建设的方法论，中台的落地往往

借助微服务技术。

1.2 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是指把单个应用按照业务从系统中

分割出来，拆分成多个应用服务，每个应用服务

可独立部署，服务与服务之间在轻量的通信机制

基础上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形成完整的应用［18］。

对比传统单体架构与微服务架构如图 2所示，可

以发现传统架构中所有组件混合在一个进程中，

存储在一个服务器上，当某个组件发生变化时，

需要重新对所有组件进行编译、打包和上线，业

务组件之间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而微服务架

构中，每个业务服务运行在单独的进程中，存储

在独立的数据库中，可独立进行开发和维护，实

现了单个服务高内聚、服务与服务之间低耦合的

效果。

图 1 中台架构概念图

Fig.1 Concept of Middle Platform Architecture

图 2 传统单体架构与微服务架构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Single Architecture and Micro‐service

1289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0 年 8 月

系统微服务化后面临诸多挑战，如服务之间

复杂的依赖关系、服务配置的管理、服务之间的

负载均衡、服务的监控、服务的容错等，因此需要

对服务进行治理。

微服务的服务治理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服务发现、服务配置、熔断、限流、负载均衡、服务

调用链跟踪等。为有效解决微服务化后的服务

治理问题，多种微服务框架被陆续提出。目前常

用的微服务框架包括 Dubbo、Spring Cloud、Ser‐
vice Mesh等。Dubbo是一个分布式服务治理框

架，主要模块包括暴露服务的服务提供方、调用

服务的服务消费方、服务注册与发现的注册中

心、统计服务调用次数和调用时间的监控中心，

以及服务的运行容器，并提供了集群容错和负载

均衡的能力。Spring Cloud是一种专门针对微服

务的框架，它将一系列组件进行了整合，包括服

务发现注册、负载均衡、配置中心、断路器、数据

监控、消息总线等。虽然 Dubbo和 Spring Cloud
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微服务化后的服务治理问

题，但 Dubbo和 Spring Cloud框架都需要对所有

接入的服务引入组件并暴露相关服务，这增加了

服务治理与服务之间的耦合度，当服务治理框架

发生变化时，每个服务都需要升级。而William
Morgan提出的 Service Mesh的概念将服务治理

与服务本身分开，采用边车模式，针对每个服务

实例部署一个边车进程，负责该服务所有对外的

网络通信。相对于 Dubbo框架和 Spring Cloud框
架，该模式降低了服务治理与服务之间的耦合

度，并且支持跨语言的服务调用［19‐20］。

2 微服务架构在减灾智能服务系统

建设中的优势

2.1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需求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利用多源数

据，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公共安全、知

识图谱、快速定位、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在灾前、

灾中、灾后各个阶段为管理人员、救援人员、公众

等不同用户提供应急减灾服务，做到信息共享和

协调联动，支撑应急减灾。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对系统性能

具有以下需求：考虑到灾害事件的突发性、减灾

应急信息的复杂性和需求的多变性，系统需具备

强可扩展性，能够在现有系统的基础上完成突发

灾害受灾地区系统的建立，并根据救灾的实际需

求扩展新数据的汇入和新功能的增加；需具有高

开发效率，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系统的建设、数

据汇聚和功能扩展；独立性强，新系统、新功能的

建设不能对已有系统造成影响；技术兼容性高，

多种智能服务工具可能采用不同的技术栈和程

序语言开发，系统需能兼容这些智能服务工具；

综合服务系统涉及多个子系统，核心功能和数据

需具备复用的能力。

2.2 微服务框架的优势

表 1从系统的耦合性、扩展性、独立性、容错

性和兼容的系统语言几个方面对微服务架构与

传统单体架构进行对比，并结合一体化综合减灾

智能服务系统的功能和性能需求，分析微服务架

构在平台构建中的优势。相对于传统的单体框

架，微服务框架具有支持多种语言、低耦合性、高

扩展性、高独立性、高容错性、高开发效率的特

点。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

服务系统，不仅能满足多样的业务需求，还能缩

短研发周期、提高业务系统开发效率，能够降低

维护难度、节约升级成本，快速响应用户需求以

及应对多用户高并发的场景，融合多种智能服务

技术 ，使得防灾减灾服务更快捷、更高效、更

实用。

3 系统设计

3.1 基于中台理念的系统架构设计

基于中台理念，并结合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

服务的业务需求，本文设计了一套功能丰富、便

于扩展和迁移的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

架构，如图 3所示，系统自底而上分为基础设施

层、微服务层、中台层和应用系统层。其中，基础

设施层包括网络、存储、云计算等基础设施，为系

统的整体运行提供支撑。微服务层为拆分到最

小颗粒的系统功能，如地名地址匹配、投影转化、

缓冲区分析、火灾蔓延模型等。中台层将系统的

核心功能和基础数据进行提取和沉淀，形成场景

化的功能模块，具有模块化、组件化和通用性的

特点。中台层的模块功能通过微服务的相互调

用、相互配合实现，如室内外一体化定位模块，由

基于无线网（WiFi）/蓝牙（iBeacon）的室内导航定

位 、全 球 导 航 卫 星 系 统/惯 性 导 航 系 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inertial navigation sys‐
tem，GNSS/INS）组合导航、定位数据存储等微

服务组合实现。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共涉及数据

中台、地图中台和应急减灾服务中台等 3个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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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台为核心数据和数据管理、服务工具的沉

淀，包括数据仓库、数据服务和数据资产管理模

块。其中，数据仓库是面向主题的多个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数据库的集成，存储了应急减灾所需的

核心数据，如基础地理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历史灾情数据等；数据服务模块为数据的发布和

使用提供支撑，如数据发布、数据计算、数据可视

化和数据统计；数据资产管理模块为数据的管理

提供支撑，包括元数据、数据资产分析、数据资产

应用等。

图 3 基于中台理念的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架构

Fig.3 Architecture of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Middle
Platform Concept

表 1 微服务架构在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建设中的优势

Tab.1 Advantages of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in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对比内容

耦合性

扩展性

独立性

容错性

系统语言

普通单体架构

高

低

低

低

单一语言

微服务架构

低

高

高

高

多种语言

在一体化综合减灾平台构建中的优势

使得各个模块更加容易开发、理解和维护

支持快速完成新系统和新功能的开发

提高部署效率，降低模块的升级成本

单个模块出现故障不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可用

可集成基于不同语言开发的应急减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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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中台为系统提供通用的地图功能，包括

地图匹配、地图显示、地图查询、空间分析、自适

应制图等。其中，地图显示模块提供矢量、栅格、

三维等多种形式地图的加载和显示功能；地图查

询模块包括地图空间查询、属性查询等功能；应

急自适应制图模块包括需求导向的制图知识规

则库、数据驱动的动态专题符号库以及数据驱动

的应急自适应制图功能，模块提供专业制图模

板、自定义模板和丰富的制图符号，实现各类专

题要素、统计要素服务集成，用户可根据需求快

速成图、出图。

应急减灾服务中台集合了多种应急减灾服

务模块，主要包括智能预案、智能用户管理、减灾

数据自动整合、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灾害预测模

型、智能推送、三维建模与可视化、室内外一体化

定位等。这些模块为应急减灾提供综合、智能化

的支撑。例如，智能预案根据灾害类型、级别、空

间位置、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信息自动生

成对应的应急预案，并支撑多客户端的实时协同

会商，实现救援路线规划、应急避难场所选择、救

援方案制定等多专家在线评估；减灾数据自动整

合模块提供多源减灾相关数据的整合方法，包括

基于语义的整合和基于位置的整合两种方式，并

基于知识图谱将数据进行知识化集成，使业务应

用层快速获取和利用有效信息；室内外一体化定

位模块综合了室内、室外高精度定位方法以及应

急自适应快速组网定位等方法，支持用户自身定

位并获取灾害现场人员、车辆、物资等的位置及

相关信息；三维建模与可视化模块包括灾害场景

自适应建模和灾害场景增强表达功能，该模块不

仅可以实现灾害人员、车辆位置等信息的可视

化，还可以模拟人员逃生过程、加强灾害场景真

实感表达甚至重建灾害现场三维场景等；灾害预

测模型和灾害损失评估模块分别提供了灾前和

灾后两个阶段多种典型灾害预测和损失评估模

型；智能推送模块基于知识图谱实现对应急管理

人员、救援人员和公众等不同用户的个性化信息

推荐。这些模块相互配合以实现一体化的综合

智能减灾。

应用系统层为具体的减灾系统或子系统，根

据应急减灾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用户的具体需求，

由不同的中台模块组合实现。以灾害预测预警

系统和救援现场信息上报系统为例，前者主要在

灾害发生前对可能发生的灾害进行预测，其用户

为政府和专业机构的管理人员。因此，该系统主

要依托数据中台、地图中台以及应急减灾服务中

台的减灾数据自动整合、三维建模与可视化、灾

害预测模型、智能预案、智能推送等模块实现对

潜在灾害的预测、灾害场景的模拟、预案制定以

及信息的推送。而救援现场信息上报系统的主

要功能为支撑现场救援人员上报现场灾情、人员

伤亡等信息，因此综合了室内外一体化定位、信

息上报、智能推送、智能用户管理等模块。

3.2 基于 Service Mesh的微服务架构实现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的具体功能

均以微服务的形式实现，如地名地址空间化匹

配、火灾蔓延模型、基于WiFi/iBeacon的室内导

航定位等，如图 3所示。这些服务相互调用、相互

配合形成业务中台的业务功能。

本文基于 Service Mesh实现微服务的统一管

理和精确治理。Service Mesh针对每个业务服务

实例部署一个通信代理，负责该服务所有对外的

网络通信，包括服务的发现与被发现。这种结构

设计实现了每个服务独立开发、独立存储的进

程，并使减灾智能服务治理不再与业务代码融合

在一起，与上层业务解耦，对业务代码无侵入。

此外，该框架不仅仅对 J2EE架构进行支持，而且

还整合了第三方的 C++、DotNet、PHP、Python
等异构语言服务，支持基于多种语言开发微服

务。同时，在减灾智能服务里实现了服务熔断、

服 务 限 流 微 服 务 治 理 功 能 ，保 障 了 系 统 的 稳

定性。

4 应用实例

本文基于上述框架设计了西藏自治区突发

事件地理信息服务平台。通常建设此类系统的

方式包括重新开始建立系统，或将其他系统进行

迁移改建。传统方式开发的系统耦合性高、可扩

展性低，迁移改建需要进行很大改动，难以在时

间上和功能上满足业务需求。本文基于中台理

念和微服务架构建设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地理

信息服务平台，该系统为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

务系统的实例化，主要功能依托一体化综合减灾

智能服务系统的数据中台、地图中台和应急减灾

服务中台实现，系统采用微服务架构，具体功能

均以微服务的形式存在。系统界面如图 4所示。

具体地，数据中台为系统提供了基础数据及

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服务功能。地图中台支撑系

统实现基础地图浏览、行政区划导航、地名查询、

路线规划、各种地图量算和查询工具、全区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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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查询等基础地图

功能，以及城市三维模型地图浏览、重要目标三

维模型等三维模型浏览功能。同时，应急减灾服

务中台为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的应急分析模型，包

括地质灾害风险预测、救援路径分析、应急避难

选址分析、危险域分析、洪水淹没分析等分析模

型，为应急处置决策提供辅助工具。

此外，本文还建设了手机端的便携式应急测

绘服务系统，提供基础地图浏览、综合信息查询、

应急专题信息服务等功能。

图 4 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Fig.4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Emergencies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5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微服务框架的特点及一体化

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的需求，总结了微服务架

构应用于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的优势；

基于中台理念和微服务思想设计一体化综合减

灾智能服务系统，实现了业务架构和技术架构的

设计。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实现了西藏自治区突

发事件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可为减灾系统

的构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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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nd

Middle Platform Concept

QIU Agen 1 ZHANG Yang 1 LUO Ning 2 ZHAO Xizhi 1 LIU Jiacheng 1，3 HE Wangjun 1，4

1 Chinese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eijing 100830, China
2 Institute of Softwa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School of Geomatics,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4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cientific di‐
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monolith architecture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
ments of cu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this paper designs an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ntelli‐
gent service system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nd middle platform concept to‐
gether.Methods: Firstly,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middle platform
concept, as well as the concept and demand of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ntelligent ser‐
vice system,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middle platform and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to build the disaster re‐
duction system are summarized, which are high scalability, high fault tolerance, high cohesion, low cou‐
pling and so on. Secondly, a system architecture is designed based on middle platform concept.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is divided into 4 layers which are application system layer, middle platform layer, micro‐ser‐
vice layer, and infrastructure layer. We detail the modu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middle platform, which can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reusability, respons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system. Then the imple‐
mentation path of system based on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is introduced.Results: By implying the above
architecture,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emergencies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build. The construction path and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system is introduced,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basic
functions such as map calculation, query, point of interest(POI) selection, but also provide emergency anal‐
ysis models including path analysis, shelter location analysis, hazardous area analysis and so on, in addi‐
tion, a portable system based on mobile phone is also established, which can provide basis browsing, com‐
prehensive information query, emergency thematic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so on.Conclusions: The inte‐
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 is designed with the micro‐service and the concept of
middle platform, and by utilizing the proposed framework, this paper real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emergencies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hich makes the con‐
structing of disaster reduction system more efficient, flexible and practical, and this paper can partly pro‐
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system.
Key words：micro‐service；middle platform；disaster reduction；intellig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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