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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系统功能介绍 

Web 端功能主要包括 5 大部分：在线监测、预警预报、分析溯源、执法联

动、监测评估，5 大功能能够为用户进行在线监测管理、空气预警预报、污染溯

源、管理执法、数据挖掘 5 方面空气质量管理工作提供支撑，并以置顶信息功能

方便用户进行系统管理，使得用户在面对海量设备、海量数据时，依然能够快速、

准确、方便的抓住关键信息、捕获急需信息、洞察深度信息。 

在线监测为用户提供当前城市概况、站点信息的统一展示，主要展示内容包

括：城市、站点的基础信息、实时数据、状态信息。 

预警预报功能从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气象动态情况、城市目标完成情况三个

方便为用户提供预警预报信息，辅助用户掌握空气质量的可能变化，提前做好准

备工作。 

用户根据需求选择因子、时间范围进行城市空气质量溯源模拟，展示选定时

间范围内，特定站点与其周边站点的相关性系数、空气质来那个变化规律相似度、

气象风玫瑰图，辅助用户探究站点空气质量变化的起源和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用户提供的管理标准，系统提供超标信息及超标热力图功能，为用户提

供超标事件的详细信息和超标的影响力分析，让用户聚焦超标重点事件，辅助用

户做好超标处理。 

监测评估为用户提供对空气质量管理的最深度数据分析和最全面分析站式，

为用户深度了解空气质量数据以及通过数据理解空气质量业务核心提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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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分析和展示支撑。 

在页面顶端向用户展示固定功能栏以及城市实时信息和用户信息管理的入

口，方便用户时时关注城市概况，快速获取自身权限等信息。 

手机端为用户提供首页、地图、排名、对比四大功能，并以更多功能提供系

统管理能力，通过以上几部分功能，辅助用户随时随地的实现空气质量监控和管

理。 

1.2 产品中的用户与角色 

角色 描述 

超级管理员 拥有使用系统所有功能的权限 

城市运营员 拥有所在城市所有的功能权限 

环保局领导 拥有所有 PC、手机端的展示功能权限 

环保局市局工作

人员 

拥有所有 PC、手机端的展示功能权限 

环保局区县局工

作人员 

拥有所在区县所有 PC、手机端的展示功能权限 

1.3 产品应遵循的标准或规范 

(1)《环境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规范》（HJ 729-2014） 

(2)《环境信息系统测试与验收规范—软件部分》（HJ 728-2014） 

(3)《境信息交换技术规范》（HJ 727-2014） 

(4)《环境空间数据交换技术规范》（HJ 7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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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信息网络验收规范》（HJ 725-2014） 

(6)《环境基础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HJ 724-2014） 

(7)《环境信息元数据规范》（HJ 720-2014） 

(8)《环境信息系统数据库访问接口规范》（HJ 719-2014） 

(9)《环境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平台总体框架技术规范》（HJ 718-2014） 

(10)《环境保护应用软件开发管理技术规范》（HJ 622-2011） 

(11)《环境信息化标准指南》（HJ 511-2009） 

(12)《环境信息网络管理维护规范》（HJ 461－2009） 

(13)《环境信息网络建设规范》（HJ 460—2009） 

(14)《环境数据库设计与运行管理规范》（HJ/T 419—2007） 

(15)《环境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规范》（HJ/T 418—2007） 

(16)《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HJ/T 4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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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概述 

2.1 软件功能性需求 

2.1.1 Web 端功能 

Web 端功能主要包括 5 大部分：在线监测、预警预报、分析溯源、执法联

动、监测评估，5 大功能能够为用户进行在线监测管理、空气预警预报、污染溯

源、管理执法、数据挖掘 5 方面空气质量管理工作提供支撑，并以置顶信息功能

方便用户进行系统管理，使得用户在面对海量设备、海量数据时，依然能够快速、

准确、方便的抓住关键信息、捕获急需信息、洞察深度信息。 

2.1.1.1 在线监测 

在线监测为用户提供当前城市概况、站点信息的统一展示，主要展示内容包

括：城市、站点的基础信息、实时数据、状态信息。 

2.1.1.1.1 站点地图 

基于地图标注城市国控、市控、自建三类站点，用户可根据顶置栏选择特定

因子的站点。不同图标标注该站点是何种类型，不同颜色显示为当前站点的空气

质量等级，根据需求选取特定站点，鼠标浮上显示站点简介，点击后显示该站点

信息。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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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要素： 

用户点击“因子选择”顶置菜单选择不同类型的设备，选择某类设备的监测

因子，查看特定种类特定因子的设备。 

用户点击地图上的“站点”图标，显示该站点该因子的在线监测数据。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在地图上展示选定类型、选定因子的设备。 

在“监测点数据”中展示监测点在线监测数据 

其他： 

站点类型包括：国控、市控、乡镇站、自建。 

站点监测因子包括：PM2.5、PM10、噪声、SO2、NO2、CO、O3、风力、风

向、温度、湿度、气压。（不同类型站点监测因子不完全相同） 

本项目站点空气质量等级颜色图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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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 站点列表和排序 

根据用户的需求以列表形式排序展示当前用户关注的站点，用户可按照不同

条件、不同顺序和自定义查询的方式筛选某类、某个站点，结果以列表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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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点击“超标图标”、“超标”标签页、“断线”标签页，查看不同条件下

的各类站点。 

用户点击“站点列表”中的某站点，查看该站点的位置和站点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展示用户选定的种类的站点列表。 

展示用户选定站点的地图位置和监测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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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3 站点查询 

提供面向在线监测功能页的站点查询和筛选，用户输入的信息后匹配相关站

点，并在站点地图和站点列表中显示查询结果。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在搜索框中输入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展示与用户输入信息相关的站点列表。 

其他： 

本功能用户输入的信息仅关联搜索站点名称，并不能搜索地图信息（地点、

景点、道路等）。 

2.1.1.1.4 本市概况 

本市概况向用户展示基于国控站点数据的当前城市空气质量主要指标，包括：

空气质量指数、空气质量等级等，并根据气象等数据推算当前日期的第二天、第

三天的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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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点击“本市概况”标签，查看城市空气质量相关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展示城市空气质量信息。 

2.1.1.1.5 监测点数据 

根据用户的选择，展示站点的详细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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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点击“站点地图”中某站点，“站点列表”中某站点，系统即可切换标

签页到“监测点数据”，用户查看选定站点的空气质量相关信息，默认选择“近

一天”时间范围的数据。 

用户选择监测点数据的时间范围包括“近 1 小时、近一天、近一周、近一月”

的时间范围。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选定站点空气质量在线监测信息，结果以折线图形式展示。 

向用户展示不同时间范围的站点空气质量监测信息，x 轴为时间、y 轴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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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值。 

2.1.1.1.6 监测点详情 

为用户展示选定站点的基础信息，包括名称、位置、安装时间、安装地点和

照片等信息。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中“站点地图”中某站点，“站点列表”中某站点，系统自动可切换

标签页到“监测点数据”，用户可再点击标签页“监测点详情”，获取监测点基础

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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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选定站点的基础信息。 

2.1.1.1.7 在线监控 

在接通视频监控的站点中，站点名称如下图所示： 

 

点击右侧摄像头图标可以进入视频监控系统界面： 

 

系统可以对摄像头进行控制，包括方向、播放河拍照功能，视频统一存储在

视频服务器中可供调取查看。根据视频摄像头的质量，我司视频播放和回放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查看。 

2.1.1.2 预警预报 

预警预报功能从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气象动态情况、城市目标完成情况三个

方便为用户提供预警预报信息，辅助用户掌握空气质量的可能变化，提前做好准

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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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 空气质量预报 

以空气质量为核心，展示今日空气质量状况、24 小时空气质量变化曲线、

当前日期后一天、后两天的空气质预报结果，并提供城市不同区域的未来两日空

气质量预报。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空气质量预报”功能，查看城市空气质量预报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选定城市的空气质量预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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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2 气象环流预报 

接入天气相关平台信息，为用户展示一定时间内气象环流的动态变化情况，

为用户更好的掌握气候对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提供支撑。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气象环流预报”功能，查看气象环流预报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气象环流预报信息。 

2.1.1.2.3 蓝天完成情况 

根据环保部、省环保厅、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向用户提供城市蓝天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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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辅助用户关注当前蓝天完成情况，距离目标数等，为更好地完成任务提供

辅助手段。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蓝天完成情况”功能，查看城市蓝天相关数据。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当前蓝天完成情况、全年蓝天目标、距离目标还剩天数。 

以折线图形式向用户展示今年蓝天目标、当年截止蓝天完成数、去年全年蓝

天完成情况。 

2.1.1.2.4 自动告警 

系统向用户展示当前设置的告警标准 超标或其他问题可直接推送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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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分析溯源 

用户根据需求选择因子、时间范围进行城市空气质量溯源模拟，展示选定时

间范围内，特定站点与其周边站点的相关性系数、空气质来那个变化规律相似度、

气象风玫瑰图，辅助用户探究站点空气质量变化的起源和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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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监测因子”、“站点”查看该站点空气质量溯源模拟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选定站点的相关性站点，并展示相关站点的相关性系统，提供相

关站点与选定站点的规律相似图比较柱状图，以及该站点监测的风玫瑰图。 

2.1.1.4 执法联动 

根据用户提供的管理标准，系统提供超标信息及超标热力图功能，为用户提

供超标事件的详细信息和超标的影响力分析，让用户聚焦超标重点事件，辅助用

户做好超标处理。 



   保密申明：内部资料 

                                                              记录编号：           

18 

2.1.1.4.1 超标热力图 

在地图上以站点为原点计算站点与国控站对比的超标比例，结果以颜色渲染

在地图上，方便用户直观的感受站点的超标量，抓住城市微型站中的管理重点。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在站点分类中选择不同种类的站点，选择时间范围，系统展示热力图。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在地图上以站点为核心，将计算结果依照图例颜色渲

染在地图上，形成超标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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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2 超标信息 

以列表形式展示城市空气质量站点的超标信息，用户可以对不同种类、不同

时间范围、特定站点进行查询，获取超标信息。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在站点分类中选择不同种类的站点，可复选；或在搜索中输入信息。 

用户选择超标信息的时间范围。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或查询结果，系统展示相应种类站点或特定站点的超标信息。 

根据用户的报警时间范围选择，系统展示时间范围内的超标信息。 

2.1.1.5 监测评估 

监测评估为用户提供对空气质量管理的最深度数据分析和最全面分析站式，

为用户深度了解空气质量数据以及通过数据理解空气质量业务核心提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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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分析和展示支撑。 

2.1.1.5.1 城市综合评价 

城市评估是监测评估功能的子功能，聚焦于城市整体空气质量管理信息，从

空气质量日历图、历史趋势、历史气象条件、城市月报、城市季报、城市总体评

估、国控站点平均浓度这些角度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数据分析、挖掘和展示。  

2.1.1.5.1.1 空气质量日历图 

根据国控站点数据得到城市空气质量日数据，并按照日历样式以不同颜色着

色展示空气质量等级形成空气质量日历图；并分析站式当月城市 AQI 级别比例，

以饼图形式展示，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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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月份，查看该月份空气质量日历图。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日历图形式展示选定月份的日空气质量等级，以饼

图形式展示选定月份的 AQI 级别占比。 

2.1.1.5.1.2 历史趋势 

将不同的监测数据转化为颜色，依托模型进行渲染，在地图上展示城市空气

质量随时间的变化，给用户直观的空气质量动态变化体验，辅助用户获取空气质

量变化规律，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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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选择“历史趋势”功能，查看城市近 24 小时空气质量历史趋势变化。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依托监测数据，在地图上将不同区域渲染为对应的空

气质量等级颜色，并动态播放近 24 小时空气质量变化。 

2.1.1.5.1.3 历史气象条件 

为用户展示历史气象条件的详细信息，包括风速风向堆积图、风频玫瑰图、

风向列表，帮助用户深入了解气象信息，辅助用户做好气象与空气质量关联分析，

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范围，查看选定时间的历史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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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柱形图展示选定时间不同风向的天数，并在某一风

向中展示该风向不同风速的天数。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玫瑰图的形式展示风向及风力的天数分布。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风向、风速的天数。 

2.1.1.5.1.4 城市月报 

城市月报是监测评估的核心功能之一，城市月报根据监测数据向用户提供以

月为周期的各类分析结果，包括：优良天数情况、首要污染物情况、空气质量日

历图、各站点污染等级分布情况、污染浓度环比、污染浓度同比，通过以上各角

度的数据分析和展示，帮助用户更好的对本月空气质量工作进行剖析和总结，系

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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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范围，查看选定时间的优良天数情况、首要污染物情况、空气

质量日历图、各站点污染等级分布情况、污染浓度环比、污染浓度同比。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饼图和列表形式展示不同空气质量等级的天数占比

情况以及去年同期和上月的数据。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饼图和列表形式展示不同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比情

况以及去年同期和上月的数据。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日历图的形式展示当月城市空气质量每天 24 小时

的小时值的空气质量等级，并以不同颜色填充。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各站点污染等级分布情况，包括站点

名称、各等级天数、首要污染物。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城市空气质量 6 参数和 AQI 的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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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同比及环比数值、同比及环比升降比率。 

2.1.1.5.1.5 城市季报 

城市季报是监测评估的核心功能之一，城市季报根据监测数据向用户提供以

季度为周期的各类分析结果，包括：优良天数情况、首要污染物情况、空气质量

达标情况、各站点污染等级分布情况、各污染月度变化情况、各站点平均浓度、

各站点 AQI 同比变化，通过以上各角度的数据分析和展示，帮助用户更好的对季

度空气质量工作进行剖析和总结，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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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范围，查看选定时间的优良天数情况、首要污染物情况、空气

质量达标情况、各站点污染等级分布情况、各污染月度变化情况、各站点平均浓

度、各站点 AQI 同比变化。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饼图和列表形式展示选定季度的不同空气质量等级

天数占比情况以及去年同期数据。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饼图和列表形式展示选定季度的不同首要污染物的

天数占比情况以及去年同期数据。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示优良天数进度和大气污染改善率，

折线图同时展示本年度、上年度优良天数进度和大气污染改善率以及优良天数和



   保密申明：内部资料 

                                                              记录编号：           

29 

气污染改善率的目标线。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各站点污染等级分布情况，包括站点

名称、各等级天数、首要污染物。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本季度三个月份的城市空气质量 6 参

数和 AQI 的月均浓度、同比及环比数值、同比及环比升降比率。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本季度各个站点的城市空气质量 6 参

数和 AQI 的平均浓度、同比及环比数值、同比及环比升降比率。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各站点本季度三个月月均 AQI 的同

比数据，并提供同比平均数。 

2.1.1.5.1.6 城市总体评估 

城市总体评估是针对城市管理中的关注重点提供整体视角的分析功能，主要

包括：优良天数、重污染天数、空气质量排名功能，辅助用户从考核、管理角度

以终为始的获取数据分析支撑，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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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范围，查看选定时间的优良天数、重污染天数、空气质量排名。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列表形式展示选定时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去年同

期天数、优良天数比例、去年同期比例。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选定时间的站点、重污染天数、去年

同期天数、重污染天数比例、去年同期比例。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示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其中一条为

全国排名，一条为全省排名，X 轴为时间，Y 轴为排名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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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1.7 国控站点平均浓度 

国控站点平均浓度为用户提供对国控站点的针对性分析，辅助用户在面对环

保部、省环保厅等考核时做到心中有数、及时处理，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范围和因子，查看选定时间、因子的国控站点平均浓度。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列表形式展示选定时间和因子的因子均值、超标率、

去年同期均值、去年同期下降比例。 

2.1.1.5.2 查询统计 

查询统计为用户提供基于自身需求获取数据的渠道，包括站点数据查询和监

测点日报功能，辅助用户快速的获取所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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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2.1 站点数据查询 

可提供站点小时数据、日数据、月数据等固定、自定义时间周期的数据查询，

方便用户快速的定制报表获取数据，数据支持导出与下载。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站点、时间范围和因子，查看选定站点、时间和因子的详细数据。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列表形式展示选定站点、时间和因子的详细数据。 

2.1.1.5.2.2 监测点日报 

提提供城市所有站点的监测点日报，日报信息包括监测因子的数值、分指数、

空气质量、首要污染物、空气质量级别、空气质量类别、空气质量指数颜色，系

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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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时间范围，查看城市站点的日报数据。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监测因子的数值、分指数、空气质量、

首要污染物、空气质量级别、空气质量类别、空气质量指数颜色。 

2.1.1.5.3 站点在线分析评估 

站点评估是监测评估功能的子功能，聚焦于城市单站点的空气质量管理信息，

从污染日历和浓度变化规律角度进行数据分析、挖掘和展示。 

2.1.1.5.3.1 污染日历 

污染日历为用户提供站点的污染变化分析，用户可根据需求订制特定站点、

特定因子、特定时间的污染日历图，方便用户快速了解自身所需数据的组成情况，

系统数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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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站点、时间、因子，查看污染日历数据。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日历图形式展示特定站点、特定时间、特定因子的

数值评价结果。 

2.1.1.5.3.2 浓度变化规律 

浓度变化规律是针对站点进行浓度变化趋势分析，辅助用户获取站点变化趋

势规律，更好的掌握该站点的信息，辅助用户开展对该站点的管理工作，系统数

据均支持导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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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用户选择站点、时间、因子，查看浓度变化规律。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选择，系统以柱形图和折线图结合的形式展示浓度变化规律，柱

形图展示该站点本时间段与上时间端比较，是上升或者下降。折线图为本时间段

影子的平均浓度。 

2.1.1.6 置顶信息 

在页面顶端向用户展示固定功能栏以及城市实时信息和用户信息管理的入

口，方便用户时时关注城市概况，快速获取自身权限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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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1 实时信息 

首页顶置栏通过切换方式滚动播出，城市空气质量概况信息，方便用户在不

同的功能页都能获得统一的城市概况信息支撑。 

 

 

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选择的城市，展示城市空气质量概况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点击，系统显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向用户展示展示城市空气质量概况信息。 

2.1.1.6.2 用户信息 

向用户展示用户名称、手机号等关联信息，以及当前所属城市和单位等基础

信息，辅助用户更好的管理自身账户。账号可以设置为多层分级体制，包括：环

保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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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PC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可输入的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新密码、重复新密码、所属地

区、所属单位。 

系统根据用户输入的信息进行用户基本信息的编辑。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编辑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的输入信息，系统更新用户信息列表内容。 

2.1.2 手机端功能 

手机端为用户提供首页、地图、排名、对比四大功能，并以更多功能提供系

统管理能力，通过以上几部分功能，辅助用户随时随地的实现空气质量监控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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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首页 

APP 首页功能主要向用户展示城市空气质量概况、监测数据信息、天气情况、

监测站点数据，帮助用户快速掌握必要信息。 

 

使用者： 

环保局 APP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可输入城市，系统展示该城市首页信息。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展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输入的城市，系统展示城市空气质量实时数据、监测因子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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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情况、监测站点数据列表。 

2.1.2.2 告警 

APP 首页左上角为告警信息展示，手机开通推送服务后，系统一通知的方

式向用户推送告警信息，便于及时处理和反馈告警信息。 

 

2.1.2.3 地图 

APP 地图功能基于地图向用户展示自控站点、国控站点位置、数据，并根据

站点数据提供热力图、月总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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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环保局 APP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可输入城市，系统展示该城市站点位置、数据和状态。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展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输入的城市，系统展示城市自建站点和国控站点的站点位置、站点

数据和站点状态；并根据以上信息计算城市空气质量热力图、月总量。 

2.1.2.4 排名 

APP 排名功能向用户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因子、不同时间范围高度定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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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展示。 

 

使用者： 

环保局 APP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可选择因子、站点类型、时间范围，系统展示站点数据排名。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展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输入的因子、站点类型、时间范围，系统以列表形式展示站点名称、

因子数值及评价结果和结果对应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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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对比 

APP 对比功能提供多个站点之间数据的对比分析、展示，辅助用户快速了解

站点数据和站点之间的异同。 

 

使用者： 

环保局 APP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可选择因子、站点、时间范围，系统展示站点数据对比图。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展示相应的信息。 

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输入的因子、站点、时间范围，系统以折线图形式展示站点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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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一个站点一条折线，X 周为时间，Y 周为监测值。 

2.1.2.6 更多 

APP 更多功能的定位是辅助用户更好的使用手机 APP 以及了解用户信息、

程序信息。 

 

使用者： 

环保局 APP 端用户 

输入要素： 

根据用户可选择“更多”标签页，系统展示更多功能的子功能清单。 

处理流程： 

根据用户的输入，系统展示相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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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要素： 

根据用户选择，系统可展示相应子功能的功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