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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production safety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park, Then,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work in chemical parks, the significance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the settlement and 

deformation monitoring of major dangerous installations and video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fir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is discuss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op-down safety management process, the early warning 

mod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risk can be realized horizontally to the edge and vertically to the bott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improve park supervis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corporate response levels, help parks and companies effectively improve risk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realize safety 

control thresholds, and improve hidden dangers and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 chemical industry park is illustrated with the exampl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Practice shows that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 chemical industr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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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化工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现状，而后在阐述化工园区防灾减灾工作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

础上，论述了卫星遥感技术在重大危险装置沉降变形监测和视频图像识别技术针对火情监测预警的意义，通

过建立从上而下安全管理流程，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灾减灾风险预警模式，信息技术可提高园区监

管和防灾减灾能力以及企业应对水平，帮助园区与企业有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安全管控关口前移，提

升隐患和风险管控治理能力。最后以化工园区防灾减灾信息化系统为例，阐述了信息化技术在防灾减灾中的

应用。实践表明，信息化建设在化工园区防灾减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关键词：防灾减灾,信息技术 ,预警管理,化工园区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72

9th Annual Meeting of Risk Analysis Council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RAC 2020)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B.V.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04

mailto:sunjianzhong@sft360.com


 

 

1.前言 

化工园区包括以石化化工为主导产业的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专业化工园区及由各级政府依法

设置的化工生产企业集中区，是我国石化化工行

业发展的主要载体
[1]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化

工企业将不断向园区聚集。不同园区之间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部分园区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不规

范、制度不健全、安全环保隐患等问题越来越突

出
[2]
。 

由于化工企业大量使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化学品，具有生产使用场地集中的特点，一旦发

生事故，将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
[3]
。化工园区的现状已成为事故隐患和环

境污染的主要源头，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因

此，加强化工园区安全生产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5 年，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化工园区

规范发展指导意见》（工信部原[2015]433 号）
[1]
，

从科学规划布局、加强项目管理、严格安全管理、

强化绿色发展、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

务、加强组织管理七大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当前，我国化工园区信息化建设处于起步阶

段，化工园区信息化是园区信息化中一个组成部

分，根据我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进行

合理推算，目前化工园区信息化发展的投入规模

在 100 亿元左右
[4]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化工园区

信息化改造，我国工信部印发了《关于促进化工

园区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 

化工园区信息化发展即智慧化工园区的一种。

智慧园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特性，其建设

通常有侧重于服务其本身功能定位的特征
[5]
，如：

侧重于助推产业升级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以服务

于园区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化工园区信息化除了应具备其他信息

化园区所共有的政务管理、智能建筑、智慧交通、

园区服务等公共功能外，化工园区对环保、安全、

能源、安防等领域的应用需求也显得尤为迫切
[6]
。

构建环保信息化、安全信息化、能源信息化、安

防信息化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信息化平台将是信

息化化工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建立健全包括传

感器、视频等在内的全方位监测监控体系，则是

实现对化工园区动态全面感知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2.化工园区信息化建设现状 

目前化工园区信息化建设在以下几个方面还

存在不足。 

1、系统信息共享不足 

各业务系统相对独立、分散、集成度较低，

各业务系统之间功能无法融合，无法实现双向数

据集成，缺少通用基础支撑软件打通底层，难以

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2、数据处理不够先进 

系统间数据库相互独立、类型不一，缺乏标

准化统一接口，缺少在安全机制下的跨部门信息

交换，与上级系统之间不能自动交换，响应的数

据规范与标准不够完善。影像资料、法律文书等

数据无法采集，执法数据保全不完善，信息利用

不方便，利用率低。 

3、业务应用效果不佳 

部分应用子系统操作复杂，偏离实际使用需

求，数据流程不直观，统计分析功能零散。系统

综合预警能力弱，部分系统只能进行单方面或单

元素数据预警，无法整合监测监控数据、生产运

行数据、安全管理数据进行综合预警。用户使用

体验差，应用推进力度不够，导致部分系统业务

功能效果差，与现实工作要求脱节。 

4、实战服务效能不够 

化工园区部分现有系统偏重数据录入、信息

查询和统计报告功能，注重从上到下的单向管理，

缺乏不同层级角色的定位与细分，面向基层的业

务功能不足，基层人员无法获取企业运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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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管理层的智能分析、风险预警以及决策支撑

等功能不强，无法实现远程调度、远程指挥功能。 

3.信息化解决方案 

通过物联网接入、大数据可视化分析、事件

联动、应急指挥调度、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以沃土数字平台为核心，结合国内化工园区

建设管理经验，打造安全、环保、绿色的智慧化

工园区，将事件管理从事后处置变为事前防控，

保障生产安全，提升安全水平
[7]
。例如，通过高分

影像数据，可实时查看园区大气污染分布指数，

如图 1 所示。 

 

图 1 某化工园区 4 月 6 日-8 日大气污染分布指数 

园区可视化管理系统——为化工园区搭建全

景数字园区模型，如图 2 所示，采用多维一体化

GIS 展示模式，对接园区现有信息系统，实现园区

生产、检查、维保、安防等数据的全过程立体化

管控，全面加强园区、储罐的运行监管和安全监

管；同时系统可实现可视、高效的联防管控和预

警，降低隐患、预防事故、推动生产、保障效益，

有效提高化工区的安全监管效率，促进化工区安

全的可持续发展。 

 

图 2 某化工园区全景数字园区模型 

园区建设用地监管系统——以高分卫星影像

分析技术为基础，如图 3所示，利用多期高分辨率

影像数据对比提取新增建设用地信息，对违规用

地、破坏地表植被及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进行实

时监测，辅助国土管理部门定期采集和发现实际

新增建设用地。 

 

图 3 高分卫星建设用地分析影像 

运用高分辨率雷达遥感技术，可实现对化工

园区厂房建筑、重点罐区、自然山体等地表微小

形变自动监测预警，无需人工监测，不受天气影

响，可实时调取重点区域沉降变化数据，可快速

全面监测化工园区周边地表沉降变化情况，评估

预警整体安全稳定性和潜在风险，如图 4 所示。 

 

图 4 某化工园区地表沉降变化趋势分析 

园区封闭式管理系统——以 GIS技术为基础，

结合人员、车辆高精度定位终端，采用空间分析

方法对园区高危区域、重大危险源等区域非法入

侵进行自动判别，实现对人员和车辆的可视化实

时位置监控和报警，使作业人员和车辆在园区内

作业全过程可追踪、可追溯，实现动态监管。 

园区安全应急指挥调度系统——为化工园区

提供一套具备主动感知危险隐患的应急事故智能

化指挥调度管理软件。系统多场景应用模式（日

常模式、应急模式和演练模式），为园区提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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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日常业务监管和安全应急管理功能；快速启

动应急预案并动态跟踪事故发展态势；智能分析

模型实现对火灾、爆炸、危化品泄露等安全事故

动态模拟和演练。 

对接天基气象卫星数据，对雷电、台风、暴

雨、海啸、冰灾、雪灾等气象灾害进行可视化模

拟，通过三维实景模拟分析技术实现对某化工园

区洪涝灾害波及范围的精准预测，辅助防灾预案

和灾后重建方案决策，为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提

供技术支撑，如图 5 所示。 

 

图 5 某化工园区洪涝灾害三维实景模拟技术 

基于 VR 的化工区模拟演练及实战交互平台—

—基于化工区安全应急指挥调度系统，结合 VR 智

能终端设计开发的以浸入式模拟演练、实战交互

为主的智能化培训教育演练系统，用于化工区日

常业务演练的外延和常规化演练培训。系统通过

化工区三维场景的真实还原，让作业人员以浸入

式体验到亲临现场的感觉，并可在场景中模拟作

业过程、学习作业方式。 

园区安全信息管理（HSE）系统——参照国家

安全标准体系，为化工园区安全管理业务设计开

发的一套安全信息管理软件，提供基础信息管理、

安全检查管理、隐患信息管理、风险控制管理、

安全教育培训、各类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事故

信息管理、消防安全管理、职业健康防范管理等

一系列安全管理功能，使化工区的安全监管向日

常业务管理渗透。将各业务系统数据与 BIM建模技

术相结合，可直观反映园区各企业安全管理现状，

提升化工企业、人员安全意识，保障化工园区安

全运行，如图 6 所示。 

 

图 6 某化工园区安全信息管理（HSE）系统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成化工园区综合性信

息化应用平台，实现一体化、协同化、平台化与

最优化。一是将信息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生态

化融为一体，将虚拟化工园区与物理化工园区融

为一体；二是实现化工园区各功能单元的业务协

同、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等活动流程的协同，

化工园区发展与城市化建设的协同；三是实现产

业发展、政府管理与服务、居民生活的重要平台

应用，注重化工园区发展的资源与环节的集成与

共享；四是实现化工园区信息、技术、资本、人

力、土地等资源配置利用最优，资源价值得到最

大限度的释放，形成化工园区竞争力。 

4.结论与展望 

如何利用好信息化技术支撑园区的发展战略、

满足园区内企业智能化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园

区的管理效率，是化工园区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共

同课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智慧应用

为支撑，全面整合园区内外资源，实现园区基础

设施智能化、公共管理精细化、公共服务便捷化、

资源利用绿色化、产业发展智能化，促进园区发

展向产业集聚型、生态环保型转变。这对于拉动

产业经济，促进行业发展，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及

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未来信息技术在化工园区防灾减灾领域的应

用将围绕深化基础技术研究、加强资源整合、监

测感知与知识图谱应用研究等方面发展。未来园

区防灾减灾基础技术研究将重点关注单个灾害领

域、多灾种灾害链的机理和相关算法模型等的研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72

107



 

 

究；将目前园区各类生产运行数据、安全管理数

据、自然灾害监测感知数据等分散于不同部门的

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和综合分析利用，有利于推动

园区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充分利用物联网感

知技术、知识图谱综合分析技术，建设化工园区

防灾减灾感知网，实现对重点灾害点位和区域实

现动态感知和提前预防。随着信息化技术在监测

预警、综合监管方面的深入应用，化工园区防灾

减灾技术将趋于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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