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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 技术标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已经
成为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
要尽快完善国家技术体系， 改变目前我
国技术标准受制于人的状况， 用高新技
术标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
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国务院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国务院科学技术教育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



概况

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胡锦涛总书记
对于我国的标准化工作作出了“加强重要技
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和协调”的重要指示。温
家宝总理作出了“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的重要指示。国
务院关于科技纲要若干配套政策明确提出"
支持企业社团制定和参与国际标准，推动
我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



概况

确定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第一阶段目标到“十一五”末，我国标准总体水平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即：国家标准的标龄由现在的10.2年提
高到5年以内；相关领域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的比例由现在的44%提高到80%。

第二阶段的目标在实现第一阶段目标的基础上再经过5年
的努力，使我国标准总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即：
我国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或
标准工作组的比例由现在的1.7%提高到10%，相关领域
采标率达到90%，中国要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常任理
事国。
这是个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争取用10年的时间跨过30年
的差距。



概况

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依托国内相关产业、行业
和企业，充分发挥协会、中介组织以及科研机构
的作用，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的原则，坚持国际
化的原则，坚持重点领域快速发展的原则，坚持
自主创新的原则，鼓励我国自主技术创新，提高
标准中自主知识产权的含量，发挥标准化桥梁纽
带的作用，提高标准的水平，提高标准的适用
性，提升我国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和社
会的快速发展。



ISOISO和和GB/T 20000.1 GB/T 20000.1 –– 20022002对对““标准化标准化””的定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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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体系

我国标准化工作经历了从单一标准、系列标

准到体系标准， 从只涉及一个研究领域发展

为涉及多个领域， 从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领

域开拓的过程；逐步实现社会、经济、科技等

领域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体系的科学化、实用

化、兼容配套化，为国家信息化工程建设提供

了一个较完整的标准体系。



地理信息与地理信息标准化

地理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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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地理信息。
（ISO/TC211术语）

地理空间信息标准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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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确定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定义、
描述、表示以及相互关联和转换，实现地理空间信
息的共享和服务。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我国自1983年开始对地理信息标准化进行系统研究，次年发表《资源与环
境信息系统国家规范和标准研究报告》（俗称蓝皮书）。这是我国第一部
有关地理信息标准化的论著，对后来地理信息系统及其标准化工作产生
了重要影响。
涉及到标准框架方面的项目成果有：
在“八五”期间，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所编制了《测绘标准体系表》
（ISBN-7-5030-0931-4）；
“九五”期间编制了《地理信息标准体系》（C95-07-01-01）。
2000年10月，国家空间数据协调委员会组织，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负责
完成了《国家基地理空间信息共享标准体系》；
国家计委与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共同完成了“国土资源环境和区域经济信息
系统指标及标准体系框架”；
2000年中国测绘学会承担完成的《测绘质量体系模式研究》等项目。
另外， 还有《国土资源标准体系表》、《海洋测绘标准体系表》、《军用
数字化测绘技术标准体系表》。



已有标准的分布



标准体系分析

××…………√√…………

×信息化√住宅与房地产业信息化标准体系

×信息交换和实物传递√邮政技术标准体系

×专业门类和序列√水利技术标准体系

×全程质量控制√绿色食品标准体系

×专业和建设过程√公路工程标准体系

×标准的使用范围√给水排水工程建设标准体系

×与信息技术结合√交通行业信息标准体系

×功能√电子商务标准体系

×技术功能√制造业信息化标准体系

×全国通用和行业通用√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专业和作业方法√测绘标准体系

标准的关系分类层次型















概念模式语言（UML）

在数据库和计算科学领域中确定数据的组织和其涉及
的关系时，概念模型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UML成为国际对象管理组织（Object Management 
Group, OMG）认可的标准建模语言。UML的核心价值
和优势体现在面向对象的方法和流程中。采用UML规
范地表述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过程，能够提升开发效
率并保证可持续发展，是公认的发展趋势。模型能够
帮助我们在简约繁复的基础上， 捕捉现实问题的本
质，研究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形成标准框架体
系表。



标准体系结构

目前搜集到的国内的各行业的标准体系来看，尽管
各行业的标准体系分类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标准
体系的结构形式均为层次型的结构形式。层次型结
构的标准体系能表现出标准体系的内容组成，但是
标准内容的之间的关系并未进行充分地表达。

地理空间信息标准化所涉及的标准集合是一个复杂
多态的标准体系，其中既有层次结构，也有关系结
构。因此选择统一建模语言UML来构建地理空间信息
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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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信息标准体系

实现标准

服务标准 产品标准 管理标准

基础标准相关标准





实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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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模型参考模型

术语术语

空间基准空间基准
空间模式空间模式

……

水利水利

海洋海洋

地质地质
土地土地

……

数字城镇数字城镇
LBSLBS

电子政务电子政务

………… …………
…………

灾害灾害

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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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chema

Spatial 
schema

……

Water 
conservancy

Water 
conservancy

OceanOcean

GeologyGeology
Land useLand use

……

Digital cityDigital city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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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overnment

E-
government

………… …………
…………

DisasterDisaster

Public
safety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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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

共7大类 ：

• 通用标准7类；
• 数据资源标准7类；
• 应用服务标准5类；
• 环境与工具标准2类；
• 管理标准5类；
• 专业标准10类；
• 专题标准5类。



Framework Framework ofof the the Standard Standard 
Architecture fArchitecture foror GGeomaticseomatics

3 levels3 levels，，7 Categories7 Categories，，44 classes44 classes ：：

•• General:  7 classesGeneral:  7 classes

•• Data resources:  7 classesData resources:  7 classes
•• Application & services:  6 classesApplication & services:  6 classes

•• Computer & Computer & PeripheralPeripheral:  4 classes:  4 classes
•• Management:  5 classesManagement:  5 classes

•• Interface (with other professions):  11 classesInterface (with other professions):  11 classes
•• Special application:   4 classesSpecial application:   4 classes



地理信息标准项目指南

为实现国家地理信息标准“十一五”规划的工作目标，
在“十一五”末：地理信息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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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缓解地理信息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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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标准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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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标准项目指南

• 地理信息国家标准项目指南可以补充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在动态性，及时吸收和应对地理信息标准发展新动向方
面的不足。作为指导对地理信息标准化项目的申请立项
和标准的编写工作的指导文件，在推进地理信息标准制、
修订工作有序开展，缓解全国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建设、
管理和服务中地理空间信息标准需求与现有标准不配套、
数量不足、对产业发展指导能力弱的矛盾，为初步形成
我国地理信息结构化标准体系建立一个互动的机制。

• 根据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原则要求，遵循国家地理信息
标准 “十一五”规划的工作目标和地理信息标准体
系，针对地理信息标准的制修订情况，尤其要面向社会
应用需求，及时调整每年地理信息标准制修订的工作重
点，编制项目指南。



地理信息标准项目指南

2007年度标准指编制的原则是优先安排基础性、应用急
需标准。重点解决通用性、基础性标准空缺较大，无法
满足对相关标准编制的指导作用和与国际地理信息标准
接轨的问题。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0号
“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五条、第六条、第
七条等作为原则。对于在本指南中未提及的重要和急需
标准项目，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



Thank  for your  attentionThank  for your  attention！！



概况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平均在国家标准新闻发布
会上的讲话（2006年5月25日）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2006年7月12日发急件[标委办计划[2006]61号]文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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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

标准化活动始终是一个组织的行为，备受国际
事务的关注，它的地位和作用都在发生着深刻
变化。 当我们对标准和标准化活动中任何现
象进行分析研究时，都不可能割裂这种客观存
在的内在联系，而将某一项标准孤立起来进行
分析，必须把它放到它所在的系统中，视其为
系统的一个要素。这是现代标准化的一个基本
观念，叫做标准系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