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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SO和和GB/T 20000.1 GB/T 20000.1 –– 20022002对对““标准标准””的定义（同等转化的定义（同等转化ISO/IECISO/IEC
第第22号指南）号指南）::

“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经协商一致制
定并有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
的一种规范性文件”。

WTO/TBT(WTO/TB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规定：
“标准是被公认机构批准的、非强制性的、为了通
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为产品或其加工或生产
方法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

标准的定义



ISO和GB/T 20000.1 – 2002对“标准化”的定义:

“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对现实问题
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
的活动”。

什么是标准化：标准化是制定条款的活动；
条款的特点：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
条款的对象：研究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
标准化的目的：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标准化的定义



标准概况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经
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的标准化工作面临着新
形势和新挑战。发达国家通过将核心技术转化为
专利技术，又将专利技术融入到技术标准中，并
设法在最大范围内推广其技术标准，从而达到垄
断核心技术、占有国际市场的目的，即"技术专
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 "近年来，这
种技术垄断趋势日益突出。



标准概况

国家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积极参与ISO/TC 211（国际标准化组织/
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活动，跟
踪、分析、引进和转化为我国地理信息
标准作前期研究。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地理信息是指与地球上位置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联的对象或现
象的信息，也称为地理空间信息。（ISO/TC 211 术语）

地理信息标准化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直接或间接与地球上位置相
关的目标或现象信息，制定一套结构化的标准，以便确定地理
信息数据定义、描述、表示以及相互关联和转换，实现地理信
息的共享和服务。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国际地理信息标准和规范的发展十分迅速，各国
对地理信息产业的标准和规范空前重视。在地理信息
标准化研究和制定方面的合作十分密切，成立了国际
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技术委员会ISO/TC 211，以
INSPIRE等为代表的区域性地理信息标准化组织，以
OGC为代表的国际论坛性地理信息标准化组织等。这
些组织在其成员的积极努力下，开展了全面的地理信
息标准化研究工作，制定出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区域
性组织、合作联盟和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地理信息标准、
规范、技术报告（TR）、技术规范（TS）、可公开提
供的技术规范（PAS）。



ISO/TC 211

国际标准化组织/地理信息技术委员（ISO/TC 211)成

立于1994年11月。

• 基本思路是：确定论域—建立概念模式—实现操作。

• 基本方法是：用现成的数字信息技术标准与地理方面的应用
进行集成，建立结构化化的参考模型，对地理数据集和地理
信息服务从底层内容上实现标准化。

• 主要围绕两个中心点展开：一个是地理数据集的标准化，另
一个是地理信息服务的标准化。



 

概念模式语言 

概念形式化  
机制  概念模型  

真实世界  

论域  

概念模式  

应用模式



ISO/TC 211

ISO/TC 211 共有10个工作组，1、2、3、5工作组已经撤销；
现在有60多个标准项目处于发布、编写、修订过程中，一般编
号为：191**；

共计研发了三代标准：空间数据标准/基于位置服务和影像标
准/公众信息-专用领域信息构架

地理信息标准的价值：在于保证地理信息数据库的互操作和应
用，目前的工作是使多数移动设备能访问和应用数据库。
目前，一个新的方向日渐清晰，为统一和集成共公信息领
域的各类专用标准提供框架。在可预见的将来，地理信息
在传统地理学范畴外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其应用将
变得更加深入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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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C 211

•• Working group 1 Working group 1 -- Framework and reference modelFramework and reference model
•• Working group 2 Working group 2 -- Geospatial data models and Geospatial data models and 

operators operators 
•• Working group 3 Working group 3 -- Geospatial data administration Geospatial data administration 
•• Working group 5 Working group 5 -- Profiles and functional standards Profiles and functional standards 
•• Working group 8 Working group 8 --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OGC

• OGC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从事地理信息
领域、论坛性国际标准化组织。总部设在美国，有300
多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成员，来自企业、政府部门、
大学、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

• 地区分布：北美 150（美国131个、加拿大 19个）；欧洲142
个（德国36个、英国25个、法国11个、西班牙11个、荷兰10个、
意大利9个 ）；亚洲35个（澳大利亚16个、日本11个、印度2
个）；中东（土耳其2个+ 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卡塔尔、U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非洲2个（南非+ 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中南美1个：巴西。

• 使命：服务于全球空间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合作开发者和
用户的论坛，促进国际地理空间互操作标准的发展。



OGC

OGC的目标是通过信息基础设施，把分布式计算、对象技术、

中间件软件技术等用于地理信息处理，使地理空间数据和地理

处理资源集成到主流的计算技术中。

OGC提出了挑战性的互操作计划(Interoperability Program，

简称ＩＰ)。该项目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综合的开放接口规范，

以使软件开发商可以根据这些规范来编写互操作组件，从而满

足互操作需求。





INSPIRE

• 2007年3月14日通过欧盟空间信息基础设施(INSPIRE)。发起
（2001）- 筹备（2002-2005）- 预备（2005-2006）- 转换
（2007-2009）；计划于2019年全面实现。

• 经过论证，标准化作为INSPIRE实现数据信息共享的技术基础,
是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性特征。现有的国际地理信息标准
是实现INSPIRE的核心标准,其标准构成可分为两部分： 1）以
已经发布实施的信息技术（IT）标准，直接引用或者经过修编
采用；2）研制地理空间数据标准，包括地理空间数据定义、
描述、处理等方面的标准。



FGDC

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FGDC）制定和公布有关地理
信息的标准。其任务之一是研究制定地理空间数据标
准，以便使数据生产者与数据用户之间实现数据共
享，从而支持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FGDC制定的标准主要有：
• 数据标准，包括数据分类、数据内容、数据符号或表
达、数据转换和数据实用性；
• 处理标准，包括通用数据转换、专题数据转换、现有
数据访问、数据采集、存储、数据分析、数据集成、
质量控制和评价；
• 组织和管理标准，包括数据生产、维护、管理、组织、
分发等软件、硬件、系统协议，与工具、环境和系统
间的接口。



地理信息标准化“十一五”规划

在“十一五”末：地理信息标准化总体水平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即：国家标准的标龄达到5年以内；
相关领域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达到60%
以上；我国提出和承担国际地理信息标准项目实现零的
突破。基本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地理信息标准
体系；制修订100项左右急需的基础性、通用性标准和
专用标准，基本缓解地理信息生产、资源共享、国家安
全与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存在的标准缺失、不配套、实用
性不高的矛盾；建立和完善地理信息标准管理与协调机
制，完善标准形成机制，初步扭转我国地理信息标准制
修订工作严重滞后的局面。



已有标准的分布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原有的标准体系多注重于服务于系统（行业）内的标准原有的标准体系多注重于服务于系统（行业）内的标准

的制订和完善，标准比较完整和系统，而对于标准体系所涵的制订和完善，标准比较完整和系统，而对于标准体系所涵

盖的范围及与其相关的大环境的分析缺乏研究，使得现有的盖的范围及与其相关的大环境的分析缺乏研究，使得现有的
标准多是侧重在内部的标准，而忽视了对于地理空间标准范标准多是侧重在内部的标准，而忽视了对于地理空间标准范

围以及包围面上标准的制定。目前的状况是内部标准繁复，围以及包围面上标准的制定。目前的状况是内部标准繁复，

而与外界进行交流和应发挥基础控制作用的标准存在缺位或而与外界进行交流和应发挥基础控制作用的标准存在缺位或

不到位。尤其伴随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已经成为不到位。尤其伴随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已经成为
当今信息社会中作为其他信息定位描述的四维时空载体，从当今信息社会中作为其他信息定位描述的四维时空载体，从

标准方面给其以正确定位就显得更加重要。标准方面给其以正确定位就显得更加重要。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意义和作用
为适应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环境下地理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需
要，促进地理信息资源的建设、协调、交流与集成；优化地
理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规范地理信息服务和市场秩序；
保护知识产权和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提高地理信息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推进地理信息共享共建和产
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是地理信息共享和系统集成的前提，也是地理信息产业化和社
会化的必由之路。为标准化主管部门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参
考；为地理信息产业法律、法规提供技术支撑；为地理信息
市场准入、契约合同维护、合格评定、产品检验和质量体系
认证等诸多方面提供依据；为跨部门的地理信息标准制、修
订和协调提供指导。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目标

是针对直接或间接与地球上位置相关的目标或现象，制
定一套结构化的系列标准。
该标准体系定义地理信息数据模型和结构；理清标准间的

层次及相互关系；解决共性标准和个性标准的隶属和包容的
关系；规范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处理、存储、分析、访问
和表达；描述实现以数字或电子形式在不同用户、不同系统
和不同空间位置之间的数据交流的方法、过程和服务；避免
标准间的矛盾和交叉、遗漏和重复；推动在分布式计算环境
中地理信息系统间的互操作；有利于克服地理信息标准编制
的盲目性、随机性。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编制原则

全面性

先进性

系统性

适用性

可扩展性





灾害

空间模式

空间基准

术语

参考模型
……

土地 地质 海洋

环境

……

公共安全 数字城镇 LBS

电子政务……

物联网

气候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分为：分为：3 3 层次，层次，7 7 大类，大类，44 44 小类小类, 219, 219个标准个标准
• 通用:  7 小类, 31个标准，占16.4%;

• 数据资源: 7 小类, 84个标准，占39.4%;

• 应用服务: 6小类, 56个标准，占26.4%;

• 环境与工具: 4 小类, 11个标准，占5.2%;

• 管理: 5 小类, 24个标准，占11.3%;

• 专业:11小类，2个标准，占仅以“公共安全”为例；
• 专项: 4小类， 5个标准，仅以“电子政务”为例。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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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有待实践的检验和逐步完善

–有待应用的检验

–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600/700标准均衡）

–标准体系/标准参考模型？前者具体、明确，便于
操作；而后者抽象、更具包容性和拓展性。



新的问题与挑战

• 以往标准化是一个对现有技术确认和规范化的过程。而当今标
准化需要更多地预测并且谨慎定义需求和新技术的实现，对发
展中的新事物不能有阻碍或偏见。

• 成功的标准化过程包括标准的编制、使用和内在的协调一致。
• 标准在开发、执行过程中都要综合考虑执行者和使用者的需求。
• 地理信息标准化最大的挑战是必须克服以往应用地理信息的惯
性思维。目前，地理信息已超越了其传统的应用方式，综合了
最新的技术。从市场到企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将基于位置的
信息集成到其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中，会增加其产品和服务
的价值。

• 以用户的需求作为首要任务
• 需要广泛地与其他机构合作



新的问题与挑战

•• 数据数据

地理信息精细化（宏观地理信息精细化（宏观--微观）微观）

多元数据数据的综合利用多元数据数据的综合利用

•• 服务利用（政府职能服务利用（政府职能//新兴产业）新兴产业）

基于位置服务基于位置服务

物联网物联网//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



科学/系统/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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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系统/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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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问题与挑战

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地理信息领域
内的标准化归口工作，通过地理信息标准项目的组织与
实施，逐步有序地推进地理信息标准体系的建设，建立
一整套从地理空间信息获取、处理、存储、交换、共享、
管理和应用所适用的标准规范。通过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的建立，促进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开发、共享和利用，推
动地理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地理信息对
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政务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服务与保
障能力。使得地理信息标准化建设走向科学、有序和获
得全面的经济效益。



www.gistandard.org.cn
lili@nsdi.gov.cn

谢 谢！

http://www.gistandard.org.cn
mailto:lili@nsdi.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