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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的升级与实践
郎楠，张驭涛，蒋绍锋，袁媛，孙承业，张宏顺，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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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的系统重构和新技术应用，理顺功能架构、解决数据填报冗余、
交互欠友好等问题。 方法 系统分析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卫生应急准备规律，优化填报流程及适应系统网
络安全等新要求，采用“微服务”架构网站搭建技术重建新平台。 结果 新平台增加了首页工作中心、中毒舆情和中
毒咨询模块，整合了填报和查询模块，重新设计了统计分析功能，修改了部分表单内容，实现了填报、查询、提交、审
核、复核等各项功能的有机整合。 结论 升级后的中毒信息平台系统能够更安全、稳定地服务于中毒卫生应急处置
与管理，有助于全面、动态掌握全国各级各类中毒卫生应急机构工作状况，为评估中毒卫生能力、科学规划建设提
供支持。
关键词：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升级
中图分类号： TP315；R5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1326（2023）01-0020-04
引用： 郎楠， 张驭涛， 蒋绍锋， 等 .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的升级与实践［J］.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23，41（1）：20-23.

Upgrade and practice of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acute poisoning
accidents LANG Nan, ZHANG Yutao, JIANG Shaofeng, YUAN Yuan, SUN Chengye, ZHANG Hongshun, ZHOU J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acute poisoning accidents was upgraded through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rationalize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data redundancy
and unfriendly interaction. Methods The rules of health emergency disposal and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reporting process was optimized.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system network
security, a micro-services architecture website was applied to construct a new platform. Results On the upgraded platform,
the modules including home page work center, poisoning public opinion, and poisoning consultation were added; the
modules of reporting and query were integrat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function was redesigned; and some of the form
content was modified so that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reporting, querying, submission, auditing,
and reviewing, can be achieved. Conclusions The improved poison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system can more safely and
reliably serve poisoning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 in comprehensively and dynamically grasping the work status
of all poisoning emergency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poisoning capacity evaluation,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acute poisoning accidents;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platform; upgrade

突发中毒事件是指在短时间内，毒物通过一定
方式作用于特定人群造成的健康影响事件，包括食
物中毒事件、职业中毒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1］。 突
发中毒事件的发生率仅次于突发传染病事件，严重
危害公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为动态了解和评估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能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国家级化学中毒救治基
地）研发了“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以
下简称“中毒信息平台”）［2］。 2014 年原国家卫生计
生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正式启动突发中
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的通知》， 要求省级突发
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机构于每年 1 月和 7 月定
期填报更新中毒卫生应急组织机构、 事件处置、卫
生应急准备等相关信息。 现将中毒信息平台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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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方案介绍如下。

1 原中毒信息平台存在的缺陷
中毒信息平台利用 Eclipse 开发工具，Jetty 作为

web 服务器，以 Oracle 作为后台数据库，采用 J2EE
应用模型和 MVC 架构技术构建而成；2013 年完成
平台的构建并投入使用［2］。 经过近 10 年的运行，系
统暴露出技术架构过时、功能架构不清晰、数据填
报项冗余、交互欠友好等缺陷。 由于设计初期技术
的局限性导致系统架构和功能扩展越来越困难，原
平台已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需要。 此外，根据国家加
强信息系统安全和基层用户填报减负的要求［3 -4］，
亟需对中毒信息平台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内容包括
对系统架构调整、原有功能的整合、新功能增加等，
使平台页面简洁、人机交互便利、运行速度加快、功
能区分清晰、统计分析功能增强，以满足中毒卫生
应急机构的工作需要。

2 系统优化
根据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卫生应急准

备规律， 本着尽量减轻基层填报用户负担的原则，
项目组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反复商讨优化新平台
填报内容，简化了系统各部分表格的内容，删除非
必要的内容。 为解决原平台架构过时、运行速度慢
等问题， 采用微服务架构网站搭建技术重建新平
台，将前后台重要功能合并，并进行老系统历史数
据迁移， 构建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新平台。
在功能模块方面，考虑到突发中毒事件的监测预警
对于中毒事件应急处置的及时性非常重要，为了更
好地掌握全国突发中毒事件的动态情况，本次升级
在原平台的基础上增加了“中毒舆情”模块。 2005 年
我国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省级化学中毒
救治基地，鉴于部分基地已开展了辖区内的中毒咨
询服务，为推动中毒咨询服务的信息化，在新版中
毒信息平台中也开设了“中毒咨询”模块。

3 新版中毒信息平台的结构与功能
3.1 系统功能设计

新版中毒信息平台模块分为信息填报查询、信
息审/复核、统计分析和系统管理（见图 1）。 信息填
报查询模块用于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相关内容
的填报查询，是该平台的核心内容。 信息审/复核模
块用于对填报内容的核实纠正，提高填报内容的准
确性。 中毒信息平台的审核单位是卫生行政部门，
对辖区内机构填报的信息进行审核，比如省级卫生

健康委审核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级中毒救治
基地和指定医疗机构以及市级卫生健康委相关信
息， 市级卫生健康委审核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市级中毒救治基地和指定医疗机构以及县级卫生
健康委填报的信息，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县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中毒救治基地和指定医疗机
构填报的信息。 复核单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负责所有单位填报的信息
的复核工作。 统计分析模块用于对平台中的填报数
据进行分析汇总。 系统管理模块用于对系统用户和
系统内容的管理。 平台的用户类型包括参与中毒卫
生应急处置的卫生行政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毒救治基地及指定医疗机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
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填报的内容根据用户类型不
同而不同，具体见表 1。

图 1 新版中毒信息平台系统的总体框架图

表 1 不同类型用户的填报权限

机构类型 基本
信息

中毒
事件

中毒
病例

中毒
咨询

中毒
舆情

毒物
检测

物资
情况

培训
演练

卫生应
急技术
文件

卫生应急
队伍及
专家

卫生行政
部门 √ √ — — √ — — √ √ √

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 √ √ — √ √ √ √ √ √ √

救治基地和
指定医疗机
构

√ √ √ √ √ √ √ √ √ √

注：“√”表示需要填报，“—”表示无需填报。

3.2 系统技术架构
新版中毒信息平台的建设采用微服务架构，遵

循前后端分离的设计理念， 整体分成填报查询前
端、管理后台前端、服务端 3 个部分（见图 2）。 填报
查询前端面向普通用户提供计算机网页访问，提供
门户、数据填报查询等功能。 管理后台前端面向系
统管理员提供计算机网页访问，提供系统管理相关
功能。 前端工程偏向于信息的增删改查，基于自研
XEM 前端框架开发 。 XEM 是基于 Vue、jQuery、
Bootstrap 等开源技术构建的快速开发、轻量级框架；
该框架包含功能菜单、常量、权限、列表和详情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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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等方面特性； 采用列表/详情页的操作模式，能
够快速支持增删改查业务的开发。 服务端基于
Spring Boot 构建， 同时对填报查询前端和管理后台
前端提供一致的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HTTPS）服
务，服务传递的数据采用 JSON 格式。

图 2 新版中毒信息平台系统技术架构

3.3 系统实现
3.3.1 工作中心

为了让用户快速、整体了解中毒信息平台的填
报情况、机构单位信息和通知公告等内容，升级后
的中毒信息平台增加了工作中心（首页），对页面进
行了美工设计，使页面简洁清晰。 工作中心由填报
情况、过期提醒、通知公告、机构分布、共享资料和
业务讨论 6 个部分组成。 填报情况是统计中毒卫生
应急处置机构的填报情况。 过期提醒是对平台中填
报的物资进行过期提醒，便于机构及时更新应急物
资。 通知公告显示中毒信息平台发布的相关通知。
机构分布是将中毒卫生应急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
在地图上呈现，便于查询。 共享资料栏显示中毒信
息平台发布的中毒卫生应急相关技术文件、科普知
识、标准等。 业务讨论提供中毒卫生应急专业讨论、
系统使用反馈。
3.3.2 信息填报查询模块

信息填报查询模块除原平台的基本信息、中毒
事件、中毒病例、毒物检测能力、物资情况、培训演
练、卫生应急技术文件、卫生应急队伍及专家、信息
提交、信息总览等内容外，还增加了中毒咨询和中
毒舆情的内容。 基本信息填写本单位的基本信息，
如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中毒事件、中
毒病例、中毒咨询、中毒舆情、毒物检测能力、物资
情况、培训演练、卫生应急技术文件、卫生应急队伍
及专家用于填报和查询本单位和下属单位相关的
内容，由列表页面和详情页面组成。 信息提交是填
报完成后对填报内容进行浏览，确定无误后进行提

交。 信息总览可查阅本单位或下属单位填报的过往
数据。
3.3.3 信息审/复核模块

信息审核模块由中毒事件审核、中毒病例审核、
中毒咨询审核、中毒舆情审核、信息总览审核 5 个部
分组成。 其中“中毒事件审核、中毒病例审核、信息总
览审核（除中毒事件、中毒病例、中毒咨询和中毒舆
情外的填报内容的审核）”功能由填报用户所在单位
的直属上级审核权限用户进行审核（直属上下级审
核逻辑），而“中毒咨询、中毒舆情”功能由用户所在
机构拥有审核权限的用户进行审核（自审逻辑）。

信息复核模块由中毒事件复核、 中毒病例复
核、信息总览复核 3 个部分组成，由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拥有复核权限的
用户进行复核。
3.3.4 统计分析模块

统计分析功能设有“机构类型、级别、省份、填
报单位、时间”5 个筛选条件，通过多维度筛查条件，
可精确统计目标机构填报的数据。 填报用户可通过
统计分析模块对本单位及下属单位填报内容进行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中统计的时间字段分为“按年度”与
“按时间周期”。 其中基本情况、物资情况、毒物检测
能力、中毒卫生应急队伍及专家按照年度进行统计
分析，而中毒事件、中毒病例、中毒舆情、培训演练、
卫生应急技术文件按起止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3.3.5 系统管理模块

平台的系统管理分为国家级和省级， 包括组织
机构管理、用户管理、功能角色设置等。 组织机构管
理和用户管理可设置机构信息和平台用户详情信
息，用于设立系统用户。 功能角色管理是机构功能角
色设置， 管理员通过此页面设定角色在系统中的填
报管理权限，以及角色在系统内可见的目录、模块项。

4 应用与实践
中毒信息平台于 2014 年启用， 经过近 10 年的

运行，现已成为国家、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业机
构管理掌握辖区中毒卫生应急能力的有效平台。 借
助此平台 2017—2018 年期间完成了全国突发中毒
事件卫生应急基本情况调查，将填报对象延伸至河
南、浙江、海南等省份的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将中毒信息平台在全省进行推广
应用，掌握了本省中毒卫生应急基本情况，为突发
中毒事件的处置提供数据支撑。 为动态掌握本省中
毒病例情况，黑龙江省二院通过中毒信息平台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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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的中毒病例信息，现已成为常态化工作。 2021
年 7 月系统完成升级后，11 月底与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一期项目-突发公共事件
卫生应急指挥信息子系统进行对接。

中毒信息平台的升级改造本质上是系统的重
建过程。 新版平台修改了填报字段，将填报模块和
查询模块整合为 1 个模块，增加了中毒舆情、中毒
咨询的功能，重做了统计分析功能，并解决了系统
技术架构过时、功能架构不清晰、数据填报项冗余、
交互不友好等问题，使页面整体更加简洁、美观，提
升了页面调转的速度。 由于平台系统升级，新老系
统的填报字段发生了变化，对数据的迁移造成了难
度［5］，故对于原平台系统内的填报数据未进行迁移，
而是建立了旧系统的超链接，新系统用户点击超链
接即可进入旧系统。 但用户登录信息和单位的基本
信息则是从旧系统中以 Excel 的形式导出， 经核对
无误后导入新系统中， 避免了填报单位的重复工
作。 在这次的升级改造中我们对统计分析功能进行
了更新， 能够根据填报的数据内容生成不同的图
表，但是没有加入风险评估的功能，不能对突发中
毒事件进行预警；也没有生成年度报告模块，有待
进一步的完善补充。

升级后，中毒信息平台的省级管理员可看到省
市县的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功能，分析本单位或下
属单位的中毒卫生应急信息数据，实现了中毒卫生
应急信息在纵向上的互联互通。 在中毒信息平台的
升级改造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毒物数据库、 中毒咨
询、中毒舆情、应急物资等模块对所有填报单位开
放的功能，实现了中毒卫生应急资源的横向和纵向
共享，在事件处置、物资调用、中毒监测及应急管理
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6-7］。 一旦突发中毒事件
发生，可在平台中查询毒物临床救治信息、毒物检
测情况、防护用品、标准品等信息，联系相关单位进
行资源调用，快速有效地进行事件处置，最大程度
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中毒信息平台是全国性的突发中毒事件卫生
应急日常管理工作平台，是各相关机构记录突发中
毒事件、中毒病例、中毒监测、物资等中毒事件相关
信息的平台，完成了日常信息集成、分析和维护功
能，解决了我国大多数应急信息系统“平战分离”的
问题［8］。 目前涉及突发中毒事件的全国性平台除此
之外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但是后
者只涉及突发中毒事件的事件报告内容，不涉及中
毒病例、中毒监测、物资等信息；中毒信息平台是进
行突发中毒事件相关卫生系统全行业的管理，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是突发中毒事件相关信息数据仓
库［9］。信息是应急决策的依据，应急绩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信息的及时搜集、传播和利用，信息管理系
统是整个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10］。 中毒信息平
台是为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指挥系统收集中毒
卫生应急相关基础数据而建立的，可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毒卫生应急处置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为提高填报数据的准确性，新版中毒信息平台
上线后，2021 年 7 月我们对省级的平台填报管理人
员进行了线下培训，2021 年 8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应
急办公室重新下发了要求进行平台填报的通知。 升
级后的中毒信息平台继续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时、
全面地掌握全国各地中毒应急资源、能力储备和分
布以及使用情况提供支持；通过宏观调控、组织协
调、规范督导，为实现中毒应急资源配置和使用的
合理布局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为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救治机构之间建立中
毒应急物资、能力处置等信息共享的桥梁。

中毒信息平台的运行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给予政
策性保障才能更好地运行下去。 国家疾控局成立后，
对于非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突发中毒
事件）处置的各类卫生部门承担的职责尚未明确，中
毒信息平台的后续发展还将面临很大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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