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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44/T 1796《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建设规范》目前分为5部分： 

——第 1部分：平台构建； 

——第 2部分：岗位设置与业务运行； 

——第 3部分：信息发布与传播； 

——第 4部分：预警信息（发布/传播）数据规范； 

——第 5部分：预警信息（部门对接/采集）数据规范。 

本部分为DB44/T 1796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广东省气象局提出。 

本部分由广东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102）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防雷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阳江市气象局、

广东省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邹建军、黄智慧、盛安、顾红兵、周武、梁淑敏、朱江文、郑延庆、陆文、

王娟、胡葳、陈多、张毅。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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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建设规范  第 1部分：平台构建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平台构建总体要求，以及建设流程、立项申请、总体设

计、方案评审、项目实施和项目验收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广东省内县级及以上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新建和改扩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 20815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4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74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11  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YJ 42  广播电视中心技术用房容许噪声标准 

QX/T 31  气象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规范 

DB44/T 1796.2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建设规范  第2部分：岗位设置与业务运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警信息  warning information 

发生或可能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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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社会安全事件信息，若政府授权，可以等同预警信息处理。 

3.2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emergency warning information release center 

由各级政府授权，代表政府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单位。 

3.3  

平台构建  platform design,construction and commissioning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环境、功能区和业务系统建设。 

3.4  

功能性标志  functional indication 

由文字标志和（或）图形标志组合形成，说明具体房间和服务窗口等基本功能的公共信息标志。 

4 总体要求 

4.1 建设目标 

在现有的气象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展升级其信息收集、传输渠道及

与之配套的业务系统；建立权威、畅通、有效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实现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相关各部门的高效联动和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快速、准确发布、传播及反馈和效益评估。 

4.2 建设原则 

平台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规范统一、运行高效，满足省市县一体化预警信息发布要求； 

——统筹兼顾、经济适用，与城乡发展规划、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工作需要相适应，

合理配置设施、设备； 

——远近结合、适度超前，设计新建项目应考虑长远需求；改扩建项目应充分考虑各系统

增容； 

——技术先进、安全可靠，体现科技与行政结合的特点。 

5 建设阶段和流程 

5.1 建设阶段 

平台构建按先后顺序，分为立项申请、总体设计、方案评审、项目实施以及项目验收五个阶段。 

5.2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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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个阶段开展的先后顺序、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每一阶段形成的成果等内容构成的工作

流程见图1。 

 

图1 平台构建流程图 

6 立项申请 

6.1  建设单位应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立项申请应具备项目建议书和省级气象主管机构

批复同意的建设方案。 

6.2  项目建议书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基本情况：项目名称、总体目标、建设内容与规模、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以及总资金

概算； 

——必要性：当地概况、需求情况分析等； 

——可行性：新建项目，应有地方人民政府对于开展建设工作的意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背景资料、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内容。对于改建和扩建项目，还应有现有场地工作条件等情

况介绍。 

7 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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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述 

平台构建应根据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业务运行模式设计建设方案，业务运行模式类型见

DB44/T 1796.2第4章。 

7.2 环境建设 

7.2.1 总体要求 

7.2.1.1 选址 

平台选址遵循以下原则： 

——应选择在交通便捷、公共设施较完善的地点，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停车场所； 

——宜选择在建筑物的低层； 

——充分集约型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选址与当地政府所在地距离应不大于 3 

km。 

7.2.1.2 环境功能区划分 

平台应设置核心功能区和辅助功能区。核心功能区应包括： 

——气象预报预警区； 

——突发预警业务区； 

——气象影视制作区； 

——会商指挥区； 

——新闻发布区。 

7.2.1.3 建筑面积 

平台构建采取新建和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条款如下： 

——建筑总面积宜符合表 1的规定； 

——核心功能区面积宜符合表 2的规定； 

——辅助功能区面积应符合相关的规定。 

表1 建筑总面积 

单位：㎡ 

级别 要求 

市级                  ≥ 3 000 

县级                  ≥ 1 000 

表2 核心功能区面积 

单位：㎡ 

功能区 
级别 

市级 县级 

气象预报预警区                 ≥ 300 100 

突发预警业务区                 ≥ 300 100 

气象影视制作区                 ≥ 200 200 

会商指挥区                   ≥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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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区                   ≥ 100 100 

在旧址改造的气象影视制作区面积：市级≥150 ㎡，县级≥100 ㎡。 

市级会商指挥区应能容纳 80 人以上；县级会商指挥区应能容纳 50 人以上。 

7.2.1.4 装修 

平台装修依照以下条款： 

——应坚持节能环保、规范统一、美观大方、经济适用的原则，体现科技与行政结合的风

格； 

——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量力而为，装修应重点考虑核心功能区，其装修标准可高于

其他区域； 

——同一功能区应设在同一个平面内； 

——核心功能区装修完成后净空高度宜不低于 4 m，其中，演播室宜不低于 5 m。 

7.2.2 设施要求 

7.2.2.1 供配电 

平台的供配电依照以下条款：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应具备可靠、优质的供配电系统。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52的规定；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消防系统、应急照明、安防系统、计算机房独立空调系

统、核心功能区照明、电梯、给排水泵等设施供配电应为一级负荷；核心功能区、计算机房的

业务设备用电应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 

——一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城市电网供电和发电机组应急电源组成，城市电网供电宜

使用两回路线路；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的供电系统，在一级负荷的供电系统的基础上，还应增设不

间断电源系统，其满负荷持续供电时间不应小于 15分钟。 

7.2.2.2 综合防雷 

平台的防雷设施应进行统一规划设计，防雷设计应符合GB 50057、GB 50343的规定。 

7.2.2.3 综合布线 

平台的综合布线应符合GB 50311的规定。 

7.2.2.4 暖通与空气调节 

平台的暖通和空气调节应满足下列要求： 

——根据当地的气象条件及功能需求，设置全部或局部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施，符

合 GB 50019的规定； 

——计算机房设置独立的空气调节系统，计算机房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施符合 GB 

50174的规定； 

——气象影视制作区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施产生的噪声符合 GYJ 42的规定。 

7.2.2.5 消防 

平台的消防系统应进行统一规划设计；消防系统应符合GB 50016、GB 50045、GB 502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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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6 照明 

平台的照明设施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照明设施宜选用节能型设备。 

7.2.2.7 安全监控系统 

平台的安全监控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建筑物周边和出入口、计算机房等区域设置监控摄像机； 

——值班室设置监控屏； 

——安全监控系统具备不少于 25d的循环不间断录像功能； 

——安全监控系统设备符合 GB 20815中 A级产品的规定； 

7.2.2.8 计算机机房建设 

平台的计算机机房应满足下列要求： 

——计算机机房建设符合 GB 50174中 B级或以上的规定； 

——计算机机房供电方式符合 GB/T 2887中一类供电的规定； 

——计算机机房防雷设计符合 GB 50343的规定。 

7.2.2.9 通信接入备份 

平台的关键数据通信链路接入应为独立双线备份。 

备份链路应由不同的运营商提供。 

7.3 环境功能区建设 

7.3.1 核心功能区 

7.3.1.1 设备配置 

设备的数量应按中心的业务运行模式和业务的实际需求予以确定，具体设备配置参见附录A。 

7.3.1.2 气象预报预警区 

气象预报预警区应分设预报、预警、决策服务等业务区，同时应设立天气会商区域和实时监控屏区

域。 

7.3.1.3 突发预警业务区 

突发预警业务区应分设指挥区、联动区、发布区、审核区、传播区，同时设立实时监控屏区。 

实时监控屏区域应接入和展示应急委成员单位的信息，显示屏数量应不少于8块。 

7.3.1.4 气象影视制作区 

气象影视制作区宜设置演播室、节目制作室、化妆室等。宜建立接入到当地电视台的光纤线路。 

7.3.1.5 会商指挥区 

会商指挥区应设会商室和设备调度室。 

7.3.1.6 新闻发布区 

新闻发布区应设发言区、记者工作区、摄影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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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辅助功能区 

辅助功能区根据需要宜设置值班室、媒体接待室、会议准备室、办公室、档案室、打印室、值班休

息室等。 

7.4 业务系统建设 

7.4.1 概述 

业务系统建设应满足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相关业务需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辅助指挥子系统； 

——发布管理子系统； 

——发布渠道子系统。 

三个子系统的逻辑关系见图2。 

辅助指挥
子系统

发布管理
子系统

发布渠道
子系统

指令预
警信息

发布 传播 受众

 

图2 各子系统的逻辑关系图 

7.4.2 辅助指挥子系统 

7.4.2.1 功能要求 

子系统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辅助指挥子系统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对各级政府提供突发事件研判和决策指挥依据； 

——系统可通过多维数据分析，提供综合灾情预测结果； 

——决策指挥结论可直达发布管理子系统对外发布。 

7.4.2.2 功能模块 

子系统的基本功能模块见图3，各地可依据本地需求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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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指挥子系统

信息接入
模块

内置灾害影响
评估模块

外接灾害影响
评估模块

综合展示
分析模块

决策辅助
模块

实况数据接入

预报数据接入

监控视频数据接入

山洪灾害评估

山体滑坡灾害评估

泥石流灾害评估

大风灾害评估

灾害点数据接入

灾害区域数据接入

灾害线形数据接入

二维GIS展示

三维GIS展示

地形图展示

智能路线规划

多源数据叠加处理

指挥下达
模块

阈值管理
模块

视屏会议接入

应急预案管理

人机交互指挥界面

责任人管理

监控视频叠加显示

受众人群选择

范围选择

指令发布

反馈结果展示

阈值设置管理

监测点设置管理

在线监视

告警管理

通信接口管理

告警任务监控
 

图3 辅助指挥子系统功能模块图 

7.4.3 发布管理子系统 

7.4.3.1 功能要求 

子系统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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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发布预警信息与应急响应，同时也支持重要通知和科普宣传信息的发布； 

——支持对社会公众、社会媒体、应急责任人、重点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受众发

布信息的功能； 

——支持电子政务外网为主、气象部门业务骨干网为辅的双网络环境运行； 

——提供预警信息录入客户端和系统接口两种信息采集方式，支持自动或手动发布功能； 

——提供符合信息传播标准的发布渠道接口，接受各发布手段子系统、大量社会媒体、企

事业单位建设的传播渠道接入，并进行统一管理、监控，保证预警信息能快速、准确地播发； 

——应遵循省市县三级发布管理子系统统一布局、分级部署、联动发布的要求； 

——安全管理模块应支持三大业务系统安全要求。 

7.4.3.2 功能模块 

子系统的基本功能模块见图4，各地可依据本地需求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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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管理子系统

用户及权限
管理模块

安全管理
模块

信息接收
处理模块

数据管理
模块

信息发布
模块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权限管理

认证机构

注册机构

查询与验证

密码管理

信息解密

信息正确性检查

信息授权检查

信息处理

日志管理

基础数据维护

配置信息管理

数据库管理

检索与统计
模块

监控展示
模块

应急预案管理

发布策略

格式转换

信息发布标准接口

发布处理

GIS发布管理

定制报表

实时显示

应用检索

信息统计

数据库监控

网络监控

故障管理

用户行为监控

信息发布监控

进程监控

文件系统监控

信息传送模块
与终端平台

用户界面

信息格式检查

信息加密

信息传输

效益评估
模块

效益评估

灾情预测

灾情评估

发布效益分析

 

图4 发布管理子系统功能模块图 



DB44/T 1796.1—2016 

 

7.4.4 发布渠道子系统 

7.4.4.1 功能要求 

系统应按照指定的范围和时间，通过各种渠道（短信、传真、语音外呼、邮件、网站、高音喇叭、

显示屏、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及时将信息传递给指定的受众人群，并按要求定时反馈发布状态，

及时反馈发布结果。 

7.4.4.2 功能模块 

发布渠道子系统是短信、传真、语音外呼、邮件、网站、高音喇叭、显示屏、广播、电视、微博、

微信等各种手段系统的统称，其基本功能模块见图5，各地可依据本地需求扩展功能。 

 

发布渠道子系统

信息接收
处理模块

渠道播发
业务模块

结果反馈
处理模块

查询接口
模块

监控展示
模块

信息解密

信息正确性检查

信息授权检查

信息处理

发布信息适配转换

发布对象提取

信息发布标准接口

发布处理

发布结果详细日志

发布结果概要统计

信息加密

中间结果反馈处理

完成情况反馈处理

概要结果查询接口

详细信息查询接口

发布状态查询接口

信息发布实时监控

发布结果统计展示

发布效果展示
 

图5 发布渠道子系统功能模块图 

8 方案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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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设单位在完成总体设计后，应向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提交项目建设方案，并提出方案评审申

请。 

8.2  气象主管机构应组织专家对建设方案进行评审： 

——通过评审的，建设单位应进入项目实施； 

——未通过评审的，建设单位应根据评审意见，对方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修改完善

后，重新提出申请。 

9 项目实施 

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建议书及批复、项目设计书、专项设计方案等，开展以下工作： 

——平台的硬件环境建设； 

——软件系统研发和调试；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整合； 

——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0 项目验收 

10.1  平台构建期一般为1年，中心完成建设任务后，建设单位应及时申请验收。 

10.2  验收需要准备的材料参见附录B。 

10.3  平台验收应符合QX/T 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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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核心功能区基本设备配置 

每个岗位配置 2个或以上的工作台。各个工作台间分隔布置，工作台台面规格宜为

180cm×85cm×2.2cm，可根据实际场所适当调整，工作台宜采用电动升降方式调整高度, 高度调整范围

为70cm～120cm。 

工作台监视器宜采用一机双屏或一机三屏，预警信息发布用机及其中一台预报业务用机采用一机三

屏。 

办公场所显著位置挂贴预报、预警、应急服务值班流程、业务规范以及业务标语、放置铭牌标注等。 

计算机机房设备配置依照以下条款： 

——设备按功能要求分类布置：外网接入相关网络设备、服务器不可与内网设备共用机柜； 

——配备保密机房或保密机柜； 

——相应机柜和网络端口设置标识。 

核心功能区基本设备配置参见表A.1。 

表A.1 核心功能区基本设备配置 

功能区 基本设备配置 

气象

预报预警

区 

业务区 
计算机（显卡支持多屏、全高清）、监视器支架、打印机、电话机、复印机、传真

机、碎纸机、扫描仪 

天气会商区 

大显示屏（≥84 英寸，高清）、MCU 终端、摄像头、话筒、音箱、电脑、调音台或

音量控制器、功放、操作台、中央控制器、led 屏、无线路由、交换机、路由器、无线

麦克风、机柜、电源控制器、调光器、红外发射棒、DVD 播放器、多功能插座、摄像机

升降架 

实时监控屏

区 
显示屏、计算机 

突发

预警业务

区 

指挥区 

显示屏（≥6 ㎡，分辨率 4K 以上）、MCU 终端、摄像头、话筒、音箱、电脑、调音

台或音量控制器、功放、操作台、中央控制器、信号统一调度（编码器、解码器、控

制器、服务器）、led 屏、无线路由、交换机、路由器、无线麦克风、机柜、电源控制

器、调光器、红外发射棒、DVD 播放器、多功能插座、摄像机升降架、海事卫星电话 

联动区、审核

区、传播区、发布

区 

显示屏（≥65 inch，分辨率≥1920×1080@60H）、计算机（显卡支持四屏 1920×

1080@60Hz 模式下运行顺畅）、监视器支架、打印机、电话机、复印机、传真机、碎纸

机、扫描仪 

实时监控屏

区 
显示屏、计算机 

气象

影视制作

区 

演播室 摄影机、题词器、电视机、专用空调、专用灯光 

节目制作室 非编制作系统宜使用高标清兼容、计算机、电视机、机柜、交换机、路由器 

化妆室 化妆台、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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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 

指挥

区 

会商室、设备

调度室 

显示屏（≥6 ㎡，分辨率 4K 以上、兼容的数字高清接口（DVI/HDMI/DisplayPort））、

MCU 终端、摄像头、话筒、音箱、电脑、调音台或音量控制器、功放、操作台、中央控

制器、信号统一调度（编码器、解码器、控制器、服务器）、电视机顶盒或网络电视盒、

led 屏、无线路由、交换机、路由器、无线麦克风、机柜、电源控制器、调光器、红外

发射棒、DVD 播放器、多功能插座、摄像机升降架 

新闻 

发布

区 

发言区、记者

工作区、摄影区 

发言台、座椅、直列式桌、投影仪、投影屏幕、功放、调音台、音响、影碟机、

话筒、无线话筒、无线路由器、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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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项目验收资料目录 

在竣工验收提供资料如下： 

——开发计划； 

——实施方案； 

——需求规格说明书； 

——概要设计说明书； 

——详细设计说明书； 

——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测试计划，要包括单元测试、联调测试、验收测试等； 

——单元测试报告； 

——操作手册； 

——安装手册； 

——联调测试报告； 

——培训计划； 

——试运行计划； 

——试运行情况报告； 

——验收方案（含三方测试报告）； 

——验收（初/终）报告（含备忘录）； 

——合同要求应提交的相关文档； 

——售后服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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