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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实现全省生态环境分析专题的统一集成、管理和应用，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全省生态环境信息化统一的数据专题集成工作，对全省各市

（州）数据专题集成过程中各项工作进行统一规定，电脑端和移动端的数据专题

集成均需遵循该规范，以保证全省生态环境数据专题的统一管理，指导数据专题

集成工作规范有序的进行。 

本规范由四川省环境信息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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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应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及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建设的业务数据

专题集成、发布和管理工作，全省生态环境业务系统基于四川省环境信息化三级

统筹电子政务综合平台进行数据专题集成、展现须遵照此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应用文件 

下本规范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标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T 418-2007 环境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规范 

HJ 727-2014 环境信息交换技术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规范： 

3.1 电子政务综合平台 

指四川省生态环境电子政务综合管理平台，是全省生态环境用户统一的办公

平台和入口。同时又分为省级电子政务综合平台和市级电子政务综合平台，省级

生态环境用户使用省级电子政务综合平台，市本级生态环境用户使用市级电子政

务综合平台。 

3.2 环保通 

指四川省生态环境电子政务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的统一移动端办公 APP，是全

省生态环境用户统一的移动端办公平台和入口。 

4. 专题定义及要求 

4.1 专题定义 

数据专题：指全省生态环境业务系统建设的基于各类环境业务数据进行的图

形化展示的专项分析页面，包括电脑端专题页面和移动端专题页面。 

 



 

2 

 

4.2 专题设计要求 

4.2.1 符合用户界面设计规范 

页面设计中涉及与电子政务平台视觉匹配内容的，严格参照电子政务综合平

台界面规定设计。对标志与规范字体的各种组合，包括位置、大小均作了规定，

要求不得随意更改。 

4.2.2 在各种运行环境下的兼容性 

电子政务综合平台采 B/S 结构，因此要求集成的各类型数据专题页面也要支

持当前各流行浏览器的兼容性，确保在 IE9 及以上版本中能够正常浏览。在常用

显示屏大小的情况下，有良好的显示状态，在系统要求最低分辨率（1024*768）

以外的情况下也可以正常浏览。 

4.2.3 移动端专题要求 

移动端专题设计需使用 HTML5 技术开发适配主流手机移动端的专题页面，因

环保通只能在安卓手机上使用，主流手机包括华为、小米等常用安卓机型。 

4.2.4 专题资料一致性 

专题名称和图片必须要和专题展示的内容和功能相关。 

4.2.5 界面风格统一性 

在界面设计中要保持界面风格的统一性，统一性包括：使用相同的信息表现

方法，如在字体，标签风格、颜色、术语、显示信息等方面保持一致。 

4.2.6 专题响应时间 

电脑端和移动端专题页面打开速度应控制在 3秒以内。 

4.3 界面风格要求 

4.3.1 UI 控件规范 

UI 控件风格应与电子政务综合平台（包括环保通）风格一致，包括不限于导

航栏、图展示控件、列表框 List、表格、操作按钮、单选按钮、多选按钮、日历、

时间等控件。 

4.3.2 文字使用规范 

专题页面中使用的文字颜色和大小建议如下： 

10 号字格式：字号 10 px┊字体 Arial┊颜色 #333333┊ 行距 1.5 倍┊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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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号字格式：字号 12 px┊字体 宋体&Arial┊颜色 #7F7F7F┊ 行距 1.5 倍 

┊ 粗体&细体； 

14 号字格式：字号 14 px┊字体 宋体&Arial┊颜色 #333333┊ 行距 1.5 倍 

┊ 粗体&细体； 

26 号字格式：字号 26 px┊字体 微软雅黑&Arial┊颜色 #000000 或其他┊

行距 1倍 ┊ 细体； 

说明：10 号字格式，12 号字格式，14 号字格式中的数字英文字母为 Arial，

中文为宋体。 

4.3.3 图片使用规范 

图片规范是指对数据专题上图片使用做出基本要求，并对图片的格式、尺寸、

大小等做出规定。 

图片常常是网页上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图片规范有助于保证图片的精致和页

面的齐整，进而提升网页乃至整个网站的品质。 

4.3.3.1 图片使用的基本要求 

1) 图片的选用与反映的主题一致； 

2) 图片画面显示清晰，不采用改变显示尺寸的放大或缩小； 

3) 不同尺寸的图片展示主题要一致，否则会造成混淆； 

4) 图片画面不允许变形； 

5) 图片按照“所属栏目名_图片描述名”的规则命名，图片名称均由小写字母、

数字和“_”组成，不能有空格或其它字符。 

4.3.3.2 图片的尺寸和大小要求 

1) 图片文件大小控制在 30 KB内为宜； 

2) PC 端专题需提供分辨率为 310px*454px 的高清图标； 

3) 移动端专题每个图标需要适配 1 倍、2 倍、3 倍缩放图，共提供 3 套图标，

分辨率分别为：36px*36px，72px*72px，108px*108px。 

4.3.3.3 图片文件格式 

1) 应用场景不同，GIF、JPG和 PNG 的图片格式均可被采用； 

2) 图片中的颜色没有过渡渐变效果的时候用 gif格式的图片； 

3) 图片中的颜色有复杂的过渡渐变效果的时候用 jpg格式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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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片中图形不规则，但又需要透明边缘时，一般使用 png格式的图片。 

4.4 界面一致性 

在页面设计中应该保持界面的一致性。一致性既包括使用规范的控件，也指

使用相同的信息表现方法，如在字体、标签风格、颜色、术语、显示信息等方面

确保一致。 

4.4.1 显示信息一致性规范 

1) 标签提示：字体为不加重、宋体、黑色、灰底或透明、无边框、右对齐、

不带冒号、一般情况为五号（10号）； 

2) 日期：正常字体、宋体、白底黑字； 

3) 对齐方法： 

    " 左对齐：一般文字、单个数字、日期等。 

    " 右对齐：数字、时间、日期加时间。 

4) 字体缺省为宋体、五号、黑色； 

5) 底色缺省采用白色。 

这些信息的排列显示风格供参考，在同一个应用程序中，这些信息的表现方

式不一致，会使得用户分散注意力，影响这一软件的使用，因此应当注意在同一

软件中表现形式的一致性。 

4.4.2 布局合理化原则 

  应注意在一个窗口内部所有控件的布局和信息组织的艺术性，使得用户界面

美观。在一个窗口中按 Tab 键，移动焦点的顺序不能杂乱无章，Tab 的顺序是先

从上至下，再从左至右。一屏中首先应输入的和重要信息的控件在 Tab 顺序中应

当靠前，位置也应放在窗口上较醒目的位置。布局力求简洁、有序、易于操作。 

4.5 专题集成数量要求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应按照专题要求自行制作各 5 个及以上的电脑端专题

和移动端专题，包括水环境质量专题、大气环境质量专题、污染源环境质量专题、

建设项目管理专题等，数据专题应发布到本级电子政务平台 PC 端与环保通相应的

数据专题频道。 

4.6 安全性要求 

专题页面的安全性由各个专题页面提供方负责，电子政务综合平台只负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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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展示。 

5. 专题集成与发布 

5.1 集成流程 

专题页面1

专题页面2

专题页面3

电脑端

专题统一展现

专题管理与发布
移动端

 

图 5-1 专题集成流程 

专题集成和发布的流程如上图 5-1 所示，业务系统专题集成的流程如下： 

1) 数据专题页面由各个业务系统负责建设； 

2) 业务系统提供专题的相关信息：专题名称、链接地址、专题缩略图、共享

权限（本级共享、全省共享）至电子政务综合平台； 

3) 由电子政务综合平台管理员进行专题的配置、管理和发布； 

4) 专题发布后由电子政务平台的数据专题页面统一进行展现，电脑端专题通

过电子政务综合平台进行展现，移动端专题通过全省统一移动端环保通 APP 进行

展现。 

 

5.2 集成方式 

各个业务系统制作好专题页面（包括电脑端或手机端专题）后，需提供专题

名称、链接地址、专题缩略图、共享权限（本级共享、全省共享）至电子政务综

合平台管理员，由电子政务综合平台管理员统一在专题管理页面进行集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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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后会在各个市（州）的电子政务综合平台上进行展示。 

 

5.3 专题管理 

专题管理采用省级、市级分级管理模式，省级的专题由省级管理员来管理，

市级的专题由各个市（州）管理员进行管理。各级管理员可根据使用需求，自行

新增、编辑、删除本级专题资源，并设置专题资源的共享范围，专题类型、专题

排序等信息。 

 

5.4 专题发布 

专题集成后，电子政务综合平台提供的数据专题发布功能，可以对已经集成

的数据专题进行发布。管理人员通过数据专题管理发布专题资源，可自行发布专

题并设置权限范围，共享范围分本级共享和全省共享，本级共享是指专题资源只

能展示给本级生态环境单位用户进行查看，全省共享是指共享给全省的生态环境

单位用户查看。 

 

5.5 专题展示 

专题集成并发布后，统一在全省电子政务综合平台的数据专题页面进行展示，

展示内容包括本级专题和共享专题。本级专题是按照专题设定的分类进行展示，

共享专题按照省级共享专题和各个市（州）共享专题来展示。通过电子政务综合

平台统一的专题展示功能，搭建了全省生态环境部门统一专题信息共享发布门户，

实现数据专题分级、共享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