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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环境部署 

本系统支持华为云远程一键部署。 

 

1.1. 硬件环境 

服务器硬件建议配置如下（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共用一台）： 

主频（CPU）：≥2.0GHz 

内存（Memory）：≥8G  

磁盘空间（DISK SPACE）：≥500G  

显卡分辨率：≥1024*768 

网卡：10/100/1000Mbps 以太网卡； 

1.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7 及以上 

浏览器：Chrome 谷歌浏览器、IE11 

 

 

2. 用户登录 

购买本系统后，会采用使用者根据分配给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本系统： 

 

3. 应急值守 

应急值守主要负责通讯录的展示，战时通讯录的设定，值班排班计划，以及值班日

报的填报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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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讯录 

通过通讯录查询机能，可以根据左侧组织机构树进行筛选，将该组织机构的人员现

在在右侧列表中。 

 

3.2. 应急通讯录 

应急通讯录基于通讯录创建，将在事件发生后，在组织架构设定时，快速配置。 

 

3.2.1. 添加应急通讯录 

点击战时通讯列表中的添加按钮，弹出添加页面，可录入战时通讯录名称，以及通

过点击组织构建，配置战时通讯录组织机构。 

 

键入应急组名称后，录入职责后，可将该组进行保存 

 
保存后的应急组会显示在列表中，并可通过添加成员，向该小组添加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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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部门后，录入该部门在该应急行动中的职责后，可保存。 

 

保存后的部门将会显示在该应急组当中，此时可在该部门中添加人员，点击【选择

人员】的＋，可进入人员添加页面。 

 

 

选定该部门人员后，提交保存，可将该人员添加到应急组的人员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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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通讯录名称并选择对应的时间类型后，该应急通讯录即可保存。 

 

3.3. 排班管理 

排班管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手工录入的方式，选中一个需要排班的部门或者企业，通过在日

历表上选择某一天进行排班，这种方式适合短期的排班或者临时的排班。 

 

 

第二种是模板导入的方式，通过平台预先提供的模板，选择某一个部门或

者企业，对列好的值班计划直接导入，这种方式适合多天的排班计划，比如月

底将下个月的排班计划列出，可以直接一次性将下个月的排班导入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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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班次管理 

用于设定某单位的值班班次信息 

 
该单位人员可更改班次设定 

 

3.5. 值班查询 

系统可以通过值班表直观的展示出园区内所有单位和企业的总表，可以平

台内看，也可以整个表导出到 Excel 中。 

3.6. 值班日志 

值班日志是为了指挥中心的人员使用的，就是为了值班人员每天进行巡检

的时候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以便后期发生问题时候的追踪，当天的值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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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登陆系统后，能看到自己以前的值班日志，在填报日志的时候可以查看上一

个值班人填报的日志。 

 

 

3.7. 群发短信 

通过通讯录，选定要群发短信人员，并录入内容后，可一次性将要发送的消息发送

给选定的人员。 

 

3.8. 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用于实时观察事件点位的视频信息，可远程监控事件发展进程，以便做出

准确判断，通过视频页面的功能按钮，可控制视频头的焦距，旋转，接入对讲，全屏放大

等机能。通过左侧树形结构，可控制视频头的切换。并支持多屏浏览。 

 

4. 事件管理 

事件管理是所有应急事件的处理起点，主要处理事件的创建，修改，上报，结束，

以及进入事件的处理入口。 

4.1. 事件列表 

4.1.1. 添加事件 

当事件发生时，需要操作人员添加事件，并记录事件的时间，类型，名称，以及描

述，并可使用地图机能定位该时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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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后，该事件会显示在事件列表中， 点击该事件，在左侧地图上显示该事件位置。 

 

4.1.2. 事件处置 

当事件发生后，需要具体应对事，点击该按钮进入该事件的处理流程中。 

 

 

4.1.3. 事件上报 

当事件的等级或影响范围符合上报的规定时，将会启动事件上报机制，点击事件上

报按钮，进入事件上报填报页面，上报分为两种：短信和传真 

 

4.1.4. 处置结束 

当事件得到解决后，事件通过处置结束机能进行完结处理，操作人员填报处理时间

后，事件完结。 

4.2. 总结评估 

当时事件结束后，需要对该事件的处理情况，影响范围，损失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使用该模块完成此项业务。 

点击所需了解的事件的【处置过程记录】按钮，可重现事件的处理流程，以及了解

各阶段任务的完成情况。在事件处置最后，需要提交各类总结报告，此机能对应该项业务。 

 

处置过程记录： 

点击“处置过程记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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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点击“调查结果”即可。 

 

 

说明：总结评估中可以展示在“应急处置”-“事件处置流程”-“调查结束”中已经

填写过的调查结果，如果没有在此处填写过，则“总结评估”下“调查结果”为空且无保

存按钮，如果填写过，则“总结评估”下“调查结果”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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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评估： 

点击“总结评估”-按照要求输入内容-点击“提交”即可。 

 
灾后重建工作： 

点击“灾后重建工作”-按照要求输入内容后，点击“提交”即可。 

 

4.3. 应急演练管理 

应急演练管理界面，可以创建事件并对事件进行演练操作，模拟真实事件的发生。 

具体操作步骤同（3.3.1 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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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处置 

事件处置是事件处理的核心机能，通过事件处置，可启动预案，创建事件应急处置

机构，并可通过系统提供的通讯方式进行电话，短信，音频会议的方式进行沟通。 

 

5.1. 启动预案 

当事件发生时，如有需要，可启动与事件类型相关的预案，点击启动预案标签，弹

出预案选择页面，点击需要启动的预案，并设定所需的响应等级，即可启动该预案，启动

预案后，组织机构以及应急小组将会根据预案进行配置。 

 

5.2. 综合研判 

当事件发生后，需要指挥人员以及救援人员对事故的影响范围，附近的危险源，以

及周边的可疏散地点，应急资源有直观的了解，此时可通过分析研判机能进行查看。 

 

5.3. 应急联动组 

应急联动组展示启动预案，可以快速添加应急通讯录人员。 

 

 

5.4. 辅助决策 

点选研判分析标签后，会有分析设置浮窗弹出，设定好需要显示的资源名称，以及

影响半径，即可分析出该范围内的资源以及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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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分类显示 

地图下部的八个分类标签，可分别显示/隐藏该分类的地图坐标，以便快速找到所需

的应急资源。 

 

5.6. 实时监控 

点击监控设备的地图图表后，可显示该摄像头的基础信息，点击查看视频，可调阅

该摄像头的实时监控视频 

5.7. 工具箱 

工具箱具有点、放大、缩小、事件地址、线、清除、面、距离测量、平移、圆、面

积测量、打印、矢量图功能。 

 

 

5.8. 事件处置流程 

5.8.1. 续报 

续报：对当前事件进行一个间断描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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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续报：点击添加按钮，输入续报内容 

 

5.8.2. 处置完成 

处置完成：终止当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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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为了预防二次事件的发生，允许重启当前事件。 

 

5.8.4. 调查结束 

调查结束：终止此次调查，需要输入调查结束时间、调查结论、上传附件。 

 

6. 预案管理 

应急预案是事件处理的的标准以及模板，该机能重点维护各类应急预案。 

 

6.1. 园区预案 

园区预案主要分为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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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企业预案 

企业预案分为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 

6.2.1. 新建预案 

点击添加预案按钮后，选择所需新建的预案类型 

 

将预案名称，发文单位，发布时间，对应事件类型等基础信息填入后，可保存该预

案 

 

 

6.2.2. 数字化 

预案分为四个响应等级，每个响应等级对应不同的组织架构，该机能是对应配置各

响应等级的组织架构的机能。点击各响应等级，即可对应配置该等级下的组织机构配置方

案，组织机构配置可通过导入战时通讯录实现。 

 

通过一键同步到其他等级机能，可快速的配置其他各种响应的组织架构 

 

6.2.3. 预案机构 

该机能展现了各预案的结构层级关系 

 

6.3. 预案统计 

以表格及饼图形式展示各类型预案的数量，支持时间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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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信息 

企业信息是包括化工园区所辖企业的信息集合，包括企业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信

息，重大风险源信息等多维度信息的集合。 

 

7.1. 企业基本信息 

包含企业类型，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等基础信息的列表，点击查看可进入详细

页面 

 

 

7.2. 重大危险源 

包括重大危险源名称，所属企业，危险源类型，地址等基础信息，点击查询可进入

详细页面 

 

 

 

8. 应急资源 

包括应急场所，装备物质，人员机构三个板块，通过列表展示其基本信息，以及可

点击查看按钮，查询详细内容以及在地图上标记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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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应急场所 

 

8.1.1. 避难场所 

 

 

8.1.2. 紧急集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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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中控室 

 

8.2. 物质装备 

 

8.2.1.1. 物资存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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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 应急物资 

 

8.2.1.3. 应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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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人员机构 

8.3.1.1. 应急机构 

 

8.3.1.2. 应急队伍 

 

 

8.3.1.3. 应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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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知识库 

知识库包括事件案例,MSDS，法律法规三个模块，以列表方式展示其基础信息，以及

可点击查看按钮进入详细页面。 

 

9.1. 事故案例 

 

 

9.2.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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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重要文件库 

建设重要文件库，按照文件发布单位、发布日期进行分类梳理，可分为：国家文件、

省级文件、市级文件、区级文件。 

重要文件库界面支持新增、删除、修改、查看、查询及一键下载功能。 

 

 

9.4. 标准规范库 

建设标准规范库，按照标准规范类别，对标准规范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本模块提供对标准规范库的更新维护功能，特定授权用户可对标准规范库进行增加、

删除、更新、一键下载操作。 

10. 管理维护 

10.1. 值班部门维护 

针对园区范围内的各个单位和企业进行值班排班的管理，通过录入系统，在事件发

生时可以第一事件找到对应的值班人员，可以为园区的管理提高效率，也可以在事件处置

过程中第一时间找到对应的联系人，为事件的处置争取更多的时间。 

在值班排班过程中会预先维护以下部门，班次和对应的值班人员，以便后期的排班

管理。预先维护需要值班的部门和企业，按权重进行排列，是为后面排班管理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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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输入部门名称及排序编号-点击“添加”即可 

 

修改： 

点击“修改”按钮-输入排序-点击“确定” 

 

删除： 

选择需要被删除的部门-点击“删除”-点击“确定” 

 

10.2. 值班人员维护 

每个部门和企业的人员很多，但是需要值班的人员固定几个人，通过提前维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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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的值班人员，可以为后期排班管理及时快速找到需要排版的人员。 

 

添加人员： 

选择值班机构-点击“添加人员”-选择需要被添加的人员-点击“提交”即可 

 

手工录入： 

选择值班机构-点击“手工录入”-输入人员信息-点击“提交”即可 

 
修改人员（只有手工录入的人员信息可修改）： 

选择人员-输入需要修改的内容-点击“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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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人员： 

选择人员-点击“×”即可 

 

10.3. 班次维护 

班次管理界面可以对各部门班次进行新增，修改，删除操作。 

 
添加班次：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部门、输入班次名、选择时间-点击“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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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班次： 

选择部门-点击“编辑”按钮-修改内容-点击“提交”即可。 

 

删除班次： 

选择部门-点击“删除”按钮-点击“确定”即可 

 

10.4. 同步基础数据 

所有设备信息、人员信息、地理信息等一切信息在录入平台后，需进行数据同步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