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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六届高校GIS论坛即将召开
■ 文│本刊编辑部

国内地信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高端学术盛会——“探索与超越”2016第六届高校GIS论坛即将于11月
12-13日在上海同济大学盛大召开。
本届论坛由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
学、同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上海大学联合主办，同济大学、上海大
学、中地数码集团承办，将汇聚海内外地理信息领域权威院士、知名专家学者及100+所高校师生预计超600人，发
表权威学术观点、探讨前沿技术发展、分享地信全新应用。论坛同时设有人才招聘、产品展示、论文征集、奖项评
选、名师进高校及创新创业分论坛等活动。
论坛将特别邀请权威院士坐镇论坛，从新兴应用市场展开重量级主题报告；重点推荐海外专家亲临会场，分享
海外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精心策划互联网重头企业演讲，阐述互联网与地理信息的巧妙结合；百家争鸣
的圆桌论坛，聚集行业内外专家学者、技术达人、企业代表各抒己见，观点碰撞，多角度剖析产业发展最新趋势；
全新设置的创新创业分论坛，征集优秀创新创业项目，邀请国内知名企业家、风投VC、创业导师亲自指导，带来不
可思议的创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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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厚植“四全”服务理念，
以信息化推进国土体制改革

◎ 国土资源管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而信息技术在国土资源

调查评价、管理决策、监测监管和社会服务中的应用不断深化，为国土资源
管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岳阳市厚植“四全”服务理念，以信息化推进国土体制改革

Ｐ１０

创新云平台服务 推进“四全”服务模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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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业务“流程再造” “四全”模式便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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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ＧＩＳ １０．２全品类ＧＩＳ产品发布 开启ＧＩＳ应用服务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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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10.2全品类GIS产品发布
开启GIS应用服务云时代

◎ 8月30日，中地数码集团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

出其自主研发的MapGIS 10.2全品类GIS产品。此次新品发布会以“不只是
进步，更是超越”为主题……

专业为本，ＭａｐＧＩＳ １０．２再提升

Ｐ２５

高校城乡规划专业GIS教学的
实践和思考

◎ 专业的GIS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中地数码自身定位中的重要一环。MapGIS

10.2在专业的地图制图、全空间真三维表达与集成、高效精准的空间分析、
丰富多彩的影像处理与分析……

云平台ＭａｐＧＩＳ Ｉ２ＧＳＳ，实现ＧＩＳ服务互联共享

Ｐ２８

◎ 什么是MapGIS I2GSS（International Internet GIS Service

Sharing）？我们希望它可以实现全球的人力、智力、物理资源，通过互联
网，不受时空限制，实现GIS服务的共享互联……

打通各个关节，全方位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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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地数码在全国有3个基地，武汉是研发基地，深圳是产学研基地，四川

是空间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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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不动产登记系统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湖南省国土资源电子政务

平台的有机组成部分。”讲这番话的人正是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贺安

主

生主任。从今年元月起至今，湖南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已在三个试点县

地理信息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不间断发证了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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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虽取得良好的效果，仍有诸多不尽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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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图数据的不断增长，实现地图的快速共享与分发已经成为空间

信息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关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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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等专业的应用日益普及。许多院校的城乡规划专业也相继开设了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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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扩展的分布式地图发布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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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粕期货领跌。这是双粕期货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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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国内期货商品市场阴霾一片，农业板块商品再度遭遇重创，

物联网关键应用不在“物”，而在“服务”

期刊网址：media.gis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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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早已不再是新兴词汇，而是成为一个大众关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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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数码推出ＭａｐＧＩＳ１０．２
多处创新提升行业应用水平

的信息化应用和资源共享的基础底层支撑技术之一，它的
不断发展和提升将为其他各类业务平台和解决方案的优化
打下坚实的基础。

【GIS时代讯】日前，中地数码集团正式推出其自主研发
的MapGIS 10.2全品类GIS产品，其专业的GIS平台在稳
定性、高性能、大数据处理、运算效率等方面有了极大提
升。
据悉，本次推出的MapGIS 10.2全品类GIS产品
体系分为两大块，即传统的专业GIS平台和MapGIS
云平台-MapGIS I 2GSS（International Internet GIS
Service Sharing）。据介绍，新品以数据中心集成开
发平台MapGIS Data Center Server为根基，衍生出三
端产品：桌面平台（MapGIS Desktop）、WebGIS
平台（MapGIS IGServer）、移动GIS平台（MapGIS
Mobile）。
新产品MapGIS 10.2在专业的地图制图、全空间真三
维数据表达与集成、高效、精准的空间分析、丰富多样的
影像处理与分析、GIS开发模式创新，这五大专业GIS领

延伸阅读
以往开发一个GIS或软件项目往往需要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现
在，往往要求项目交付周期更短，系统今年招标明年就上线已不为人惊怪。
MapGIS 10.2利用“纵生式”开发模式，项目整体开发成本降低50%，产品

域取得了17点重要技术创新提升，成就了更加实用、高

缺陷密度降低20%，产品投放时间降低50%，维护成本降低20%，彻底改

效、精确的MapGIS 10.2专业GIS平台。该平台软件在信

变了软件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提高了软件生产效率、质量和稳定性，其应用

息化建设中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各行业数字共享平台系统

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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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联合印发实施
《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十三五”规划》

域，打造由新型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监测、应急测绘、航空
航天遥感测绘、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开发等“五大业务”构成
的公益性保障服务体系；夯实发展基础，激发服务活力，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讯】近日，国家发展改

面提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能力、基础设施装备保障能力、地

革委与国家测绘地信局联合印发实施《测绘地理信息事业

理信息产业竞争能力、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和协调融合发展能

“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力。从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优化生产服

《规划》明确，到2020年，要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测绘地理信息管理体制机制和国家地理信息安全监管体

务组织结构、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等方面抓好《规划》组织实
施。

系，构建新型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监测、应急测绘、航空航
天遥感测绘、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开发等协同发展的公益性保
障服务体系，显著提升地理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使我国测绘地理信息整体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创测绘
地理信息事业发展的新格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服务。
《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要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扩展测绘地理信息业务领
4

延伸阅读
《规划》提出，按照“加强基础测绘、监测地理国情、强化公共服
务、壮大地信产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测绘强国”的总体发展思路，着
力科技创新，加强能力建设，丰富地理信息资源，拓展服务领域，推进依
法行政，创新体制机制，弘扬测绘精神，加强队伍建设，形成业务体系更
加完善、保障服务更加有力、经济社会效益更加显著、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的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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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neSeed推出的植树无人机能利用装载摄像头在这些区
域上空飞行，了解区域地形并绘制3D地图。
另外，工作人员将首先利用DroneSeed无人机往杂草

【网易科技讯】在偏远地区植树造林仍是一个缓慢且费力

丛生的种植区域喷施除草剂。杂草死亡后，这种无人机能

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依靠人们使用铲子来完成所有

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以每小时384公里的速度将农作

工作。据外媒报道，为提供种植效率，日前总部设在太平

物种子射入土壤当中。据介绍，这种无人机的“射速”能

洋西北地区的DroneSeed公司推出了一款能高速播种大量

够达到800发/小时。

农作物种子的无人机，同时能监控植物生长过程。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每年森林能和其
他地表植被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从大气中吸收多达30%的人
类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独特作用。因此植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
DroneSeed公司与林业公司及非政府环保组织合作
启 动 了 这 个 项 目 。 太 平 洋 西 北 地 区 地 形 非 常 陡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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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人驾驶汽车做准备
日本政府开发高清３Ｄ地图

延伸阅读
在 2 0 1 5 年 ， 前 美 国 宇 航 局 工 程 师 L a u re n F l e tc h e r 所 在 的 英 国
BioCarbon工程公司就用无人机开发了个植树系统，所需成本只是传统造
林方法的15%，最快能在一天里种好几万棵树。植树完毕后，无人机还能
审查、监控这片被再造的树林看看植被的恢复情况。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
展，其在植树造林领域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此，三菱电机才会开发设备安装在测量汽车上。GPS会
追踪汽车在地图中的位置，原本用来侦测汽车倾斜度的传
感器可以用来测量公路坡度。

【凤凰科技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从今年9月开
始，日本一家合资企业准备开发高清3D地图，专门针对无
人驾驶汽车，日本政府准备在2020年之前让无人驾驶汽车
上路行驶。
确定汽车在公路上的精准位置十分重要，它直接决定

与此同时，测量汽车还会用激光收集公路标示和交通
灯的位置，包括左转弯、右转弯和人行横道。测量数据会
以点集合的形式呈现。公路线条（比如车道）、隔音屏
障、公路引导标示会显示在图像中，为3D地图重建公路环
境。

自动驾驶汽车能否商用。3D地图包涵了道路坡度、结构、
引导标示等测量数据，这些数据高度精准，可以方便汽
车确定位置。例如，急转弯之前，地图会告诉汽车前方有
交通灯，应该减速；在斜坡上，地图可以告诉汽车加速行
驶，防止拥堵。
在车道之内传感器可以引导汽车前进，防止汽车与前
方车辆冲撞，但是传感器经常会发生识别错误。在复杂的
路况环境下，传感器在识别时会出现困难，比如当汽车在
几条公路车道上行驶时，它很难确定哪条是右转车道。
现有汽车导航系统可以显示3D地图，但是当高架公路
处于汽车上方时，导航系统显示的车辆位置会出现错误。
将高清3D地图与传感器结合在一起，可以明确判断汽车处
在哪一条车道，知道汽车与交叉点的距离有多远。
要制作高清3D地图，需要高度精准的测量技术，正因

延伸阅读
负责地图开发工作的企业名叫Dynamic Map Planning，它由三菱电
机、地图开发商Zenrin、9家汽车制造商联手创办，该公司会在汽车上安装
特殊测量设备，为日本主要高速公路绘制数字图表，之后用计算机对数字图
表进行处理，转化成地图，交给汽车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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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马拉松，腾讯用互联网＋位置服务
做了一份浩大的“赛事地图”

图还增加了定位能力，实时跟踪用户的位置，起到“轻”
导航的作用。“马拉松出行地图”目前已在微信“城市服
务”、腾讯地图等平台上线。

【泰伯网讯】9月17日，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正式发枪开

通过马拉松出行地图，参赛运动员可提前知晓相应地铁

跑，比赛当天，158条公交线为“避让”赛事而作出调整，

站到起终点的步行路线，安检口、存衣处的位置等，更可

对于参赛选手和“观战”的市民而言，一份便捷而清晰的

沿着比赛线路全程试跑，熟悉赛道以获得更好成绩。而对

北京马拉松出行地图显得非常必要，这也让我们得以看到

于北京市民和游客，则可以通过地图提前获知比赛当天封

一次腾讯在综合位置服务上的新尝试。据悉，腾讯公司整

路和绕行数据，规划行程以减少赛事带来的出行不便。

合互联网+合作事业部、腾讯地图、互联网+警务等众多平
台和产品，推出北京马拉松出行地图，并利用LBS热力图
辅助赛事人流疏导。
腾讯地图推出的这份马拉松出行地图包含了比赛线
路、起终点详情及路线指引、中途服务点、道路管制及绕

延伸阅读
此次马拉松赛事的位置服务还包括了与北京公安局的合作项目——LBS
热力图，其被作为现场人流疏导的重要辅助手段。这也是继武汉国际马拉松
、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后，腾讯LBS热力图应用在大型赛事中的又一案例。大

行信息等内容，通过与北京马拉松主办方的合作，将权威

数据背景下催生更多的LBS服务模式，在这之中进行更多场景化的探索，或

赛事信息进行了可视化展示。除了展示这些信息，出行地

许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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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之上建基地
遥感卫星不必“奔波忙”

低，视野小。而地表、大气、海洋的物理性质无时无刻不
在变化。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完成时间维度的连续采样，
并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地球半球，有助于对地球大尺度宏观

【新浪财经讯】2016国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近日在北京

现象的观测。然而它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不能覆盖所有

结束，此次会议是全球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我

经度，难以观测南北极以及观测角度单一等。

国科学家郭华东院士在会上讲述了从月球上开展对地观测
的新设想，提出在月球上建立载人基地，依靠该基地放置
一个望远镜，实现对地球半球的整体观测。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郭华东院士认为，
地球观测技术的创新源于人们对地球不断深化的认识和随
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应用需求。他说：“对地观测科学
技术正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地球科学研究中，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观测，更
需要以全球性的系统观和多时空尺度分析方法来研究地球
..
整体行为”。
郭华东透露，“地球宏观科学现象的月基观测研究”

延伸阅读

已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5年批准的重大项目，由他
担任项目负责人。
郭华东院士认为，空间观测数据对揭示地球系统演化
过程的潜在机制非常重要，然而没有哪种单一平台能解决

6

月球对地观测具有遥感卫星不具备的很多优势。月球是一个长期存
在的平台，比任何人造卫星的寿命都要长。而全球变化信息的提取需要长
期固定的观测平台，在此平台上对地球表面进行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长
期连续性的观测，才能为地球系统长期变化规律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

所有的空间观测问题。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可以保证每天在

撑。月基平台的寿命远远长于人造地球卫星，能够提供长期的、精确校准

确定的时刻观测某一目标，但是采样较为单一，且轨道

的时间序列数据，这将大大有利于地球气候系统变化研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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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获ＡＲ导航专利：路痴在商店
再也不怕迷路

资讯聚览 2016.NO.3
ews center

如果用户走过零售商店，技术能够显示商店里的商品；而
另一个场景表示可以使用深度传感器形成某个位置的3D
图像。

【新浪科技讯】近日，苹果一项名为“基于视觉的惯性导

专利显示，这一技术无需使用GPS和蜂窝移动网络即

航”（Visual-based inertial navigation）的专利获得

可完成，不过必然伴随的特点就是电力的消耗，以及存储

通过。根据美国专利局官网提供的公开资料显示，这项专

本地图像时所占用的内存。

利包括两项内容：能够测量数据与预处理的传感器模块，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专利并没有提及这项技术可以应

它包括可以进行图像数据和惯性传感器测量的数据设备。

用在什么载体上——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任何设备——不

具有传输功能，借助处理器收集来自传感器的测量信息，

单单适用于智能眼镜，还可以是手机、平板等。这就让专

并使用滑动窗口反向滤波器（SWF），通过使用预测编

利的玩法丰富很多了。

码映射物体相对于设备的方向，将计算负担最小化。
SWF技术能够应用于AR设备的导航，能够输出覆盖
图像，并携带位置信息。苹果的这项技术运用了这些图像
和测量数据，让设备能够实时确定所在的方向和位置，也
就是说，消费者可以使用从摄像机和传感器获得的数据将
自身定位在三维空间当中。
而应用于生活中，这项技术就可以让你在某些建筑里
走失的时候进行“室内导航”，而且无需借助太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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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房神器！英国房产中介引进虚拟现
实技术

延伸阅读
在乔布斯时代，苹果曾经想在VR眼镜上动心思，但那个时候VR技术
依然不够成熟，这个项目也随即没声。早在年初，苹果秘密建设了一支百
人左右的团队，以研究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这个规模和当年微软
HoloLens团队的阵容相仿。像苹果、谷歌这样的公司，对于虚拟现实的关
注越来越多，可以说这项技术正成为一种“核心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
前景。

户邮寄谷歌纸盒虚拟现实眼镜（Google Cardobard），
方便他们看房。

【21CN新闻讯】为方便客户看房，英国一些高端地产中
介引进了虚拟现实技术。英国《泰晤士报》11日报道，
与印制宣传册、约客户上门看房相比，用虚拟现实技术
看房快捷又经济。使用这项技术的伦敦地产中介公司JLL
Residential主要销售位于英国乡村的住宅。客户如果实
地看房单程驾车就需45分钟，每份纸质宣传册的印刷成本
则约合2至3英镑（约合17.72至26.58元人民币）。
引进虚拟现实技术后，有兴趣买家只要走进公司的看
房处，戴上虚拟现实头套，即可360度全方位看房。虚拟
现实看房效果明显优于图册，甚至能展示每扇门的开合细
节，还可不受地理限制一次展示多套房。此外，对于尚未
动工或完工的期房而言，虚拟现实技术能给潜在买家更直
观的感受。一家名为Viewweet的技术企业开发了专供看

延伸阅读
有数据称，目前在上海买一套房通常需要花费12个月的时间，在线下
看20套楼盘。而如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有望使买房像在手机上玩
《纪念碑谷》一样轻松惬意。数据显示，通过这样的在线筛选，购房者的
平均看房时间为3个月，平均看房的户型降低为5套，而实地看房的转换率

房用的虚拟技术APP，每展示一处房产每月向地产中介收

为25%。对于客户而言，效率提高了4倍；而对于开发商而言，效率提高

费1英镑（约合8.86元人民币）。还有的地产商向海外客

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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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如何更“精准”？
地理信息大数据来帮忙

【新华网讯】贵州省台江县的长滩村是一个原生态苗族村
寨，不少村民长期戴着贫困帽子。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
一个“秘密武器”让村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扶贫工作更

图、增减挂钩易地扶贫搬迁作战图、土地整治就地脱贫作
战图、地质灾害治理扶贫作战图等８张图，实现了帮扶对
象、居住现状、致贫原因、扶贫措施等信息的精准识别。
贵州省第一、第二、第三测绘院的科技人员还对这套
系统进行了深入研发和功能拓展。比如致贫原因精准分析
功能，可以分析多尺度下的致贫原因，便于有针对性地施

有效率——安装在手机等移动端的应用软件“精准扶贫到

策；易地搬迁安置辅助决策功能，叠加了坡度分析数据、

户工作平台”。

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等，提供优先搬迁决策和安置点选点

这个由贵州省第二测绘院开发的应用软件是测绘地理
信息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一个典型应用。贵州利用现代

依据。
延伸阅读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制作了“国土资
源云精准扶贫挂图作战系统”，为扶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

目前全国多地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开展了地理信息服务精准扶贫工作。

用，该项目已被批准为国家级地理国情监测试点。完成了

如四川省开发了“地理信息＋”精准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精准识

贵州全省贫困人口信息、搬迁安置点、土地整治相关项目

别、摸清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村、户和人口基本情况，并在宜宾、广元投入
使用；湖南省开发的精准扶贫地理信息系统，把精准到户的脱贫攻坚相关

等空间位置、图片的采集及精确定位，还采集了部分全景

情况在三维和二维影像图中展现出来，实现扶贫对象、扶贫户占地面积、

影像。技术人员开发出贫困人口分布图、贫困户脱贫动态

扶贫举措、扶贫成效等“一张图”管理，大幅提升了精准扶贫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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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宠家小熊星：一款精细的专业级
宠物定位器

星还是全球首款IP67级防水防尘宠物定位器，整机浑然
一体，浸泡无碍，无惧风雨，可适应多种极端应用场景。
圆润、弧度的概念美机身设计，使其完美符合宠体工程学

【CSDN讯】近几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萌宠成为了

理念，内外兼修，极致简约。移动端彻底摆脱APP下载烦

人们生活欢乐的重要来源，我国养宠人数的比例正日益增

恼，巧妙融合微信，一键关注公众号即可轻松实现多时间

长，人们对待宠物更像家人一样，与此同时，各种寻宠启

尺度的轨迹查询。

示贴满大街，让宠物定位防丢问题成为一块难解的顽疾。
2016年2月，智宠家推出了一款名为小熊星的智能硬件，
它是一款专业级的宠物防丢定位器。
2015年12月13日，原型机问世，产品不仅可以定
位，而且加入了视频采集、语音对话等功能，可以说就
是一部挂在宠物脖子上的手机。同年6月，第二代专业级
宠物定位器小熊星问世，它搭载业界顶级MTK芯片，无
辐抗震，实现自动调节能耗平衡，轻松节能30%，使设
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处在最佳的工作状态，小熊星采用
GPS+LBS+WiFi三重定位工作模式，定位精度最高可小
于5m，完美解决室内外定位问题，360°给予爱宠贴心
呵护。供电方面选用全新锂离子凝胶聚合物电池，每块电

8

延伸阅读
美国 62% 的家庭养宠物，英国 43%，日本 28%，在发达国家宠物数
量比小孩多。12 年中国一线城市养宠物家庭比例已经达到 12%，35 岁以下
宠物主人占到 70% 以上。据相关数据显示，从城市拥有犬只的家庭占总数
的比例来看，北京宠物犬比例为7.5% 、上海为4.5% ，全国仅为1.7% 。另

池均经过100次严格抗压，针刺，过充过放实验，在保证

据相关专家预测，2018年将是我国宠物行业的“井喷”年，宠物行业将迎

电池安全性的前提下，续航能力可长达7天。此外，小熊

来高速发展阶段。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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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编辑部
国土资源管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而信息技术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管理决策、监测监管和社会服务中的
应用不断深化，为国土资源管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GIS 以其对空间数据管理、分析与多种信息的整合能力，在国土资源管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国土资源内部业务
处理与外部服务的一体化，为促进电子政务开展和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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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厚植“四全”服务理念，
以信息化推进国土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办证要件繁多、程序复杂，一度

“话难听”的衙门作风，损害了政府形象，疏远了干群关系。

让到政府部门办事的老百姓发怵。加上态度冷淡、话语生

国土资源管理联系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是加强和创新社

硬，让群众对到政府办事连连皱眉头。“脸难看”、
“门难进”、

会管理的重要方面，加快职能转变和打造服务型部门，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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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待。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针对国土资源工作的不足和弊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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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程优化审批”打破了国土资源业务之间的壁垒，
将国土资源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土地供应、土地登记等相

服务点少，业务类型复杂 ；业务割裂，重复报件 ；区域限制，

对独立的审批服务流程，通过内部关联、精减环节、并联运

不能异地办理 ；效能不高，周期过长等，牢牢把握服务和监

作等方式进行优化整合，贯通归并形成简化、畅通、信息共

管两个主要关节点不放松，全面整合国土资源管理体制，优

享的审批大流程。

化归并业务运行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审批环节，方便群众办

“全区域便民服务”是摒除行政界限，改革传统模式，

事。岳阳市国土资源局的一系列工作卓有成效的措施，推进

将岳阳市区数十个国土服务窗口打造成标准化的服务窗口，

了国体资源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将“便民、利民、惠民”

每个窗口均可受理全市区范围的土地业务，使市民能就近办

的服务目标落到了实处。

理任何国土事项。

现在，群众到岳阳市国土资源部门办事感觉又方便又时

“全业务网上办理”是梳理行政事权，将岳阳市级国土

髦。该市国土窗口全面实行全程便民服务，没有属地限制，

部门所涉“批、供、用、补、查”和“登记”等多项行政事

没有业务划分，只要带齐资料到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事情。

项全部纳入信息系统，全部网上全业务、全流程办理，达到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大胆创新，确定了以岳阳市国土资源
局云平台建设为切入点，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以提

了国土业务电子化全覆盖，全面提升了行政办公效率。
“全节点效能监管”是对业务办理全程电子监察，实时

升服务水平为目的，积极探索建设具有岳阳特色的“四全”

跟踪，督查督办。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的优势，通过内部监

服务模式，实现国土资源“规范有序”、
“高效便民”
、“阳光

管、外部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决策、执行、结

行政”的远大目标。

果“三位一体”全方位综合监管，为行政审批提供深度决策
支撑。

让数据网上走，群众少跑路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简政放权
中构建服务新模式，以“流程再造”使审批节点平均减少近
一半，办事效率大幅提高，让群众深切地感受到政府“接地
气”的改革力量。
岳阳市国土资源“四全”服务模式的创建，使得群众办
理各项业务的流程大大缩减，时间也大大缩短。以常见的国
土业务土地证过户手续办理为例，过去要花几百元几天时间
办的事，现在只花十几元几分钟就办好了。免去了各类无用
手续提供，重复流程办理，办理者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房
产证和过户合同，工作人员只需在系统中操作几分钟，办理
者就能拿到新的土地证。
这是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建立“四全”服务模式带来的
新变化。“四全”服务包括“全流程优化审批、全区域便民
服务、全业务网上办理、全节点效能监管”。通过简政放权
改革，行政审批节点大幅减少，实现了“多让数据网上走，

在岳阳市国土审批的流程中，每一件接收的业务办理到
哪个环节了，都有清晰的时间记录。全市范围任何窗口都可
以受理业务，符合流程的，会自动进入办理时段。依照法规
该办的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不该办的不论是谁都不给
办、办不了，从源头杜绝贪腐的可能，不断提升市局的公信
力，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树立国土部门良好形象。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简政放权
中构建“四全”服务新模式，以“流程再造”使审批节点平
均减少一半，办事效率大幅提高，让群众深切地感受到国土
部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改革力量。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鲜枝说：“国土
资源的服务就是要讲规范、求效率。政策、办事流程、所需
材料、示范表格等都给我们准备好了，群众就能少跑路。收
费项目、依据、标准等都一目了然，只要材料齐全，一次能
办好的，决不让老百姓再跑第二趟。”

少让群众路上跑”的便民服务目标。岳阳局以便民利民为原

以需求为导向，让服务更优质

则，通过科学再造登记流程、简化收件材料、规范窗口设置

过去，岳阳国土部门信息化水平落后，统计分析能力

等一系列措施，满足“四全”服务模式运行需要，促进国土

差，效能低；业务条线封闭运作，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土

部门的简政放权改革，实现便民服务的目标。

地供应、土地登记等审批流程，相互独立，部门之间缺乏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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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与配合；办事环节多、效率低，群众不满意，改革迫在

政权力整体下移，大幅度减少节点和严格的监管，通过阶

眉睫。

段性运行，规范了行政行为，提升了服务效能，赢得了社

对此，岳阳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深入调研，考察、学

会赞誉，实现了国土工作的重大变化。

习无锡、合肥等多地国土资源改革成果，再结合岳阳国土

“四全”服务模式的创建及运用，突破了行政服务受限

资源工作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四全”服务模式，从多

于行政区划和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打破条线分割，利用

个方面改革审批制度，实行“流程再造”，审批节点减少

信息化平台将“批、供、用、补、查”等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半，群众满意度大幅提高。

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提升了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水平。

规范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依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周治中表示，

规对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照法律法规审查行政审批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个非常形象而贴切的比喻，

的依据、清查收件资料清单、核查业务办理流程，该废止

已经全民皆晓。建立制度，按制度办，人们就可期待得到

的废止、该下放的下放、该简化的简化，国土行政审批得

预期的结果 ；按制度办，行使权力者就不能滥用权力，就

到正本清源。以地籍商品房初始登记发证为例，由原来11

能建立起良好的秩序，遏制腐败产生的可能。“四全”服务

个点，压缩至5个点，压缩率为54%，审批节点减少了，群

模式正是规范国土行政权力的极佳“笼子”。

众办理业务的时间也就大大缩短了。另外建设用地、规划

内部监管，源头预防。市局监察室通过流程监控、督

预审、地环管理、测绘管理、耕地保护总时限压缩率分别

察督办、短信提醒等方式，对业务办理过程中的每一个人、

为67%、33%、62%、40%、42%。

每一个审批节点进行全程实时监管。同时构建预警机制，

倾听群众需求，便民利民。群众办事最大的愿望是
跑路少、办得快、不受气。从这个需求出发，岳阳市国土

对国土资源管理重大事项进行决策预警，网上在线实施耕
地保护预警、供地率预警、违法用地预警等。

资源局提出大接件、少收件、快办件。如供地时，国土部

外部监督，互联互查。将国土资源服务事项办理过程

门要求出示征地批文，发土地证时，要求提供供地批文。

和结果直接推送至市纪委监察局、市行政服务中心等，直

其实这些都是国土资源局内部文件，本来就在国土管理部

接接受第三方实时监督，通过多种外部监督方式，加强了

门，如今这些前置条件全部取消，实现便民利民。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管，有效遏制违法乱纪现象，进一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权力最大化、责任最
小化”是机关的传统心理习惯，为破除这些陋习，对所有

步防治了腐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社会监督，政民互动。在市局门户网站开设查询窗口，

许可和非许可事项、流程、收件进行论证，明确固定后的

通过服务接口将所有办理结果在网站上公布，自觉接受社

流程和收件清单只能减不能增。在“四全”服务模式中，

会各界监督，实现“阳光审批”；建立了电子公示牌，以“数

岳阳国土“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如土地抵押登

字岳阳”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方便群众了解全市各类地

记，现在只要带上土地证和抵押合同，当场就可以办结。

块建设情况，便于更好的监督检查政府行为。

“四全”服务模式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着力为群众

“四全”服务模式“削手中权、去部门利”。这是国土

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优化内部业务机制，从而不再让群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破题之举，是国土管理重心从“重审批”

众办事“兜圈子”。

向“重监管、重服务”转变的重要举措。“四全”服务革除
了办事不便、效能不高、业务办理割裂、行政区域限制等

规范审批行为，提升服务效能
目前，国土“四全”服务模式已经在岳阳市正式施行。
这种服务模式减少服务审批环节一半左右，行政服务时间
和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大幅压缩，服务效能全面提升。同时

弊端，把广大群众的需求摆在了首位，将行政权力整体下移，
大幅减少节点和严格的监管，使便民利民的理念得以实现，
有力推动了管理型机关向服务型机关的转变。

实现了部门管理扁平化、监管透明化、人员全能化，国土

以信息化为推动，创新云国土

行政审批实现了颠覆性变革。该模式模糊了条线界线，行

近几年来，岳阳市国土资源局高度重视国土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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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积极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和湖南省厅的一系列部署

全面提升业务效率的着眼点在于业务规范化的建设。为

和要求，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电子政务及“一张图”工

进一步推进市局“四全”服务模式平台项目规范化建设，全

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提高国土资源部门办

面提升服务窗口规范化水平，制定了集名称规范化、业务办

事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降低廉政风险 ；如何落实“三严

理名称规范化、服务制度规范化、服务指南规范化、数据相

三实”、“群众路线”和“行政审批改革”，依然是国土资源

关标准规范、分类编码规范、应用服务接口规范、数据交换

管理的迫切要求。

规范等为一体的标准规范体系，优化了数据和服务环境。
在以上数据和业务规范的基础上，岳阳市“四全”服务

通过学习借鉴无锡、合肥等地的经验，结合岳阳工作实
际，岳阳局大胆创新，运用国内领先的 MapGIS 云平台，通

模式运用云服务的模式，所有业务部门都运用一套业务系统，

过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实现了国土各项业务的优化整合，将

没有数据转换、业务共享的难点，真正摒除了行政界线，将

国土资源管理所涉及的用地报批、土地供应、土地登记等业

市、区 4 个（市局、君山、云溪、临港）服务窗口打造成标

务流程进行连接或关联，实现全方位覆盖、全流程贯通、全

准化服务窗口，每一个服务窗口均可就近受理各项审批事项。

成果共享，加强了国土资源规范管理，推进了该局国土资源

后续将逐步延伸到其他 14 个县市，充分发挥分局和国土所

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前线哨所的作用，做到了同城通接。

岳阳市“四全”服务模式云平台基于 MapGIS 云平台应

通过云平台的建设，岳阳全市各分局不需要建任何应用

用技术，是一套充分利用云计算服务，基于国土行业大数据

系统，所有应用全部从市级云平台获取，直接使用 ；这种情

开展业务深度融合应用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它将基

况下，各分局国土资源局在市级国土云平台提供的数据服务

础硬件设施、网络设施、数据资源、业务系统等进行有机聚合，

和应用服务上直接开展县级业务应用，因此不存在共享与交

以资源虚拟化、应用专业化、按需定制、自由搭建的服务模式，

换。

为岳阳市局以及各分局提供高效能、低成本、一站式的辅助
决策和业务应用支撑。
在“四全”服务模式建设前，岳阳市局及其 6 个分局存

此外，在移动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政策宣传、
互动交流、重大专题活动、便民服务、在线查询、在线办事
等便民服务，构建了多端业务办理和多样化办事服务的新型

在多套系统，导致沟通不畅、数据交换困难、数据无法集中

政府服务模式。还可以提供实时案件移交提醒、超期提醒、

管理。通过该模式建设，整合并改造原独立运行系统，将电

通知公告提醒等模块，满足了公众移动互联的需求，提供了

子政务、一张图、综合监管、档案管理系统全部纳入四全服

集群化共享服务，全面提升了行政服务效能和水平，实现全

务模式，从而实现了市、区业务审批的一体化办公，并逐步

方位立体便民服务。

实现市、区、县、乡四级应用。将市局、分局所涉及的土地、

一个平台，几个条线，多个窗口，数十个工作人员实现

矿产、测绘等 77 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四全模式，实现

无障碍、高效办理任何国土资源管理业务。岳阳市局在“四全”

全业务网上办理运行。

模式运用推广过程中，从基层、群众需求出发，探索出一条

我们知道在国土各项业务中，数据是基础，没有全面精

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新路子！

确的数据，就谈不上精深的国土业务。岳阳市“四全”模式

当前，全国各地不动产登记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云平台集成整合各类国土资源数据，实现档案信息的集数字

岳阳市将国土“四全”服务模式引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存储、管理、利用、交换、共享的“一体化”，立足于档案

很好地实现了既有的国土“四全”服务模式与全新的不动产

资源管理和业务应用，满足了国土资源各部门间协作、档案

登记工作相结合，实现了“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规范登记

数据互联、档案数据整合及档案利用服务的需求，形成了集

行为，方便群众申请登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目标。

业务审批、图件调阅、档案管理为一体的“高效融合、服务

随着“四全”服务模式的建立、完善，必将融合国土资源各

集成、交换共享、深度应用”信息化管理新模式。

项工作，让国土工作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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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云平台服务 推进“四全”服务模式建设
信息化的推进，已经悄然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基于 MapGIS 云平台，开展业务深度融合应用的现代化信

以及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不管

息技术创新体系，它将基础硬件设施、网络设施、数据资

是参与宏观调控，还是合理配置资源，亦或是日常的业务

源、业务系统等进行有机聚合，以资源虚拟化、应用专业化、

办理、审批，都迫切需要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撑以

按需定制、自由搭建的服务模式，形成了新的大数据链条，

及智能的软件支撑，以提高效率，真正让国土资源工作便民、

克服传统的信息化建设观念和方式，消除“信息孤岛”，促

惠民、利民，甚至于倒逼国土资源体制的变革。

进了各部门之间工作的融会贯通。为岳阳市局以及各分局

一段时间以来，国土资源信息化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
平台不统一，交换不通畅 ；数据不全面，更新不及时 ；流

提供高效能、低成本、一站式的辅助决策和业务应用支撑。
通过云的“纵生、飘移、聚合、重构”的运动特性，

程不贯通，监管不到位 ；审批不高效，服务不便利。岳阳

市局各国土单位都能共享、调用优秀的软件框架和功能服

市国土资源局也或多或少受到此类问题的困扰，基于此，

务，无需要再从底层一步步建设应用系统，大大缩短了项

岳阳市国土资源“四全”服务模式云平台应运而生。

目工期，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国土信息化的进程。

岳阳市“四全”服务模式以 MapGIS 云平台为基础，

“四全”服务模式为全面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

以计算机硬件虚拟化、网络通信、云计算等技术为依托，

平台和“国土云”平台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基础

以大数据中心为枢纽，以业务流程为主线，以图数档一体化、

设施的优化、大数据中心、大政务平台、大监管平台的建设，

成果应用一体化、社会服务一体化、移动多端一体化等为

为后期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和“国土云”平台建

支撑，构建统一、共享的国土资源，业务管理、决策支持

设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服务和强有力的支撑环境。

和社会服务体系，实现“全流程优化审批、全区域便民服务、
全业务网上办理、全节点效能监督”的国土业务“四全”效果。
岳阳市国土局“四全”服务模式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了
各项业务管理之间的壁垒，将国土资源管理所涉及的“批、
供、用、补、查”及“登记”等业务流程进行连接或关联，
实现全方位覆盖、全流程贯通、全成果共享，加强了国土
资源规范管理，推进了岳阳市局国土资源事业的跨越式发
展，实现了国土行政审批的透明化、规范化和均等化，满
足了人民群众日益精细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云GIS平台 构建智慧国土
四全服务云平台

国土行业作为较早应用 GIS 的行业，保存了非常多的
资源，包括数据与功能资源。通过国土信息化建设，资源
得到了整理，但由于不同省市采用的 GIS 平台不同，所以
仍然存在功能接口不统一，数据格式不一致的问题。而导

全流程优化审批

致同级别或跨级别国土部门服务共享低，重复建设的现象

岳阳市建立的“四全”服务模式，打破国土资源业务

存在。
岳阳市四全模式云平台是一套充分利用云计算服务，

14

之间的壁垒，将国土资源所涉及的“批、供、用、补、
查”及“登记”等各项相对独立的审批服务流程，通过内

S
部关联、精减环节、并联运作等方式进行优化整合，贯通归
并形成简化、畅通、信息共享的审批大流程。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对原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实现审批
环节、审批时限的归并、简化，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建设用
地、规划预审、地环管理、测绘管理、耕地保护总时限压缩
率分别为67%、33%、62%、40%、42%，平均压缩率达到
了50%，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没缩短了审批时间。
岳阳市四全模式云平台根据建设将批、供、用、补、查
各环节的业务数据建立有效关联，通过逻辑映射形成国土资
源“一张表”管理，实现业务流转和回溯，增强了上下游业
务的透明度，促进了审批和图形数据在业务流程上、下游之
间的信息共享。利用“一张表”的“横向扩展、纵向延伸”
管理模式，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方便快捷的查看
每一块地的“来源”与“归属”，针对每一个审批项目，可
以查看与其对应的供地用途、供地率、供地面积供地信息，
针对每一个供地项目，可以查看与其对应的用地项目位置、
开工竣工时间等用地信息；针对每一个用地项目，可以查看
与其对应的开发整理项目的抵扣面积等信息。
为进一步节省办事时间，在大流程设计中设计各子流程
间自动启动功能，系统根据收件单信息及上一环节生成的结
果，自动判断并触发启动下一个子流程，同时也支持通过申
请人工调整流程，确保大流程流转顺畅，倒逼国土各部门从
原先的被动发起模式改变为主动服务模式。
“四全”服务模式通过信息化建设，打破了传统业务流
程割裂、互不相通的局面，将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土地供
应、土地登记等独立流程串联，形成国土服务大流程，实现

特别报道 2016.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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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域便民服务
岳阳局为“四全”服务模式建设，制定了集业务办理名
称、服务制度、办理流程等为一体的标准规范体系，将（市
局、君山、云溪、临港）4个办理窗口打造成标准化服务窗
口，优化服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四全”建设前，岳阳市局、各分局所有的办件窗口无
法跨区域接件，且收件材料需重复提交，群众也无法知晓办
理进度。“四全”服务模式改革传统接件办理模式，摒除了
行政界线，做到同城通接，实现群众就近受理、一次接件、
便捷领证。
这里以办理土地证为例，若群众住在岳阳楼区，但又在
君山区买了一套房子，在四全前，就必须要去君山区分局办
理，至少要跑两次以上，费时费力。受理后，也不知道办理
进度，更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领证。“四全”服务模式建立
后，可就近在岳阳楼区办理；更方便和省心。而且通过“收
办分离”方式，借助四全平台，虽然在岳阳楼区受理，但还
是由君山分局完成审批，实现异地接件、属地办理。而且在
土地证办理完成后，也会通过短信提醒，可就近在岳阳楼区
领证。
此外，“四全”服务模式基于移动互联技术，构建国土
资源政务微博、微信及移动等应用程序，提供政策宣传、互
动交流、在线办事等便民服务，构建了灵活、多样的、服务
型政府的新模式。还可通过短信平台，提供领证通知、窗口
补正提醒、办理超期预警、通知公告推送等功能，满足了公
众移动互联的需求，实现全天候、多方式的便民服务。

全流程贯通，提高办事效率。

全流程优化审批

全区域网上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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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节点效能监督

在“四全”建设前，岳阳市局及其6个分局存在多套系

“四全”服务模式按照李克强总理指示 ：
“从重审批走向

统，导致沟通不畅、数据交换困难、数据无法集中管理。本

重监管，从项目安排走向制度设计，把权力和责任放下去，

次“四全”服务模式建设，整合并改造原有多套独立运行系

把监管和服务抓起来”，实现全流程、全节点的监控和管理，

统，将电子政务、一张图、综合监管、档案管理系统全部纳

切实推进管理重心由“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入“四全”服务模式，从而实现了市、区业务审批的一体化

内部监控，源头预防。对国土资源重大事项进行决策预

办公，并逐步实现市、区、县、乡四级应用。

警，实现全业务办理过程的电子监察，做到实时跟踪和分析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原有各类系统只包含61项审批流程，

预警。与此同时，市局监察室可通过流程监控、实时督办、

通过本次“四全”建设，将市局、分局所涉及的土地、矿

效能监督等方式进行内部监控，实现全业务、全节点、全范围、

产、测绘等77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四全”模式，实现

审批的全程留痕、责权明确、阳光操作。

全业务网上办理。并通过业务梳理整合和平台的建设，拓宽
了业务覆盖范围，有效地填补了原有业务应用的空白。
大数据时代，作为典型代表的国土工作，需要足够的、

外部监察，互联互查。国土资源服务事项的、办理过程
和结果、直接推送至市纪委监察局，直接接受第三方实时监
督，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管与制约。

及时的、准确的信息支撑，一言以蔽之，信息为王。但当前

社会监督，群策群防。四全服务模式建立电子公示牌制

国土工作中数据不完整、更新不及时、信息不共享、数据不

度，将办理结果在门户网站、岳阳市地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分析等问题一直在困扰国土工作的开展。原有档案管理也无

上自动公布，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实现“阳光审批”。

法实现与现有系统的有效衔接和数据共享，在办业务无法实
时归档，影响办公效率。

岳阳市国土局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的优势，通过内部监
管、外部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决策、执行、结

岳阳市“四全”模式云平台大数据中心通过实时在线调

果“三位一体”全方位综合监管，真正实现“将权利关进制

用数字寿光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基础地理数据以及

度的笼子里”。实现了行政审批方式的颠覆性变革，促进岳

功能服务，实现了多年度、多比例尺、多专题的统一数据管

阳局由“重审批向重”监管，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为重”

理，利用动态投影技术实现了不同投影带数据的无缝叠加显

的职能转变。

示。以“一张图”数据中心为基础，提供综合分析功能，实
现国土资源各专题业务数据的覆盖，全部业务流程的动态监
测与监管。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以“四全”服务模式建设为目标，对
全部国土业务进行整合优化，进一步减少流程、压缩时间。
同时实现全局地籍管理、地产管理、矿产管理、建设用地、
土地储备等17大类全局行政事项全部网上全业务、全流程办
理，达到了国土业务电子化全覆盖，全面提升了行政办公效
率。
业务综合统计监管

“四全”服务模式是一项“永不止步”的工程，随着岳
阳市国土资源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土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
该模式将真正依托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国土资
源机制改革，促进国土行业健康发展，为岳阳市乃至湖南省
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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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业务“流程再造” “四全”模式便民利民
2016年8月23日，岳阳市中心城区全面启动不动产统一
登记服务，并启用新的不动产登记簿证。

外，各业务科室退至后台办理业务，不再接件和出件。同
时，结合“全流程优化审批”的成果，在办事主体不发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四全”服务项目整合了国土资源

生变化的前提下，办事单位或个人只需到接件点按要求提

相关的各类业务，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也在此列，作为当

供一次材料，即可规定办理从转征收到登记发证所有的业

前国土工作的重点和热点，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目的就是为

务，做到办件一“通”到底。通过破除业务和行政区划的

了保障不动产人合法权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统一登

疆界，划分内外职责，体现业务通、流程通、区域通等一

记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要实现便民利民。这与岳阳市国土

系列的“通”。

资源局构建“四全”服务模式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

“岳阳的不动产登记流程再造，严格建立在法治的轨

岳阳市紧紧围绕国土资源“四全”服务模式，开展不

道上。”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艾鲜枝告诉记者，岳阳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设计、落地、实施整个过程。在登记

不动产登记收件严格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没有

窗口建设方面，以“一站式”服务的要求建设不动产登记

明文规定的收件一律取消，凡已有材料不要求群众重复提

窗口。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坚持依法依规办理不动产登

供，允许服务对象缺项申报、领证补齐，最大程度地方便

记，梳理整合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

群众办事。

同时，将不动产登记服务性工作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切
实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流程再造 审批优化更快捷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以“四全”服务模式建设成果为蓝
本，经过多次优化，形成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和审
核审批程序，将办证时限由法定的30个工作日缩短到15个
管理为主，服务为重

工作日以内。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方便了企业群众。
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岳阳结
合本地实际，逐步形成流程短、手续简、效率高的不动产
登记服务。

效能监督 全程监管更安全

岳阳局以便民利民为原则，通过实施以科学再造登记

“四全”服务模式在将审批权限放下去的同时，将监

流程、简化收件材料、规范窗口设置等“流程再造”措

管服务收上来。监察室监督全局、市局监督分局、局领导

施，满足“四全”服务模式运行需要，切实提高了国土资

监督业务科室、科长监督科室，对市局、分局“四全”服

源各部门、科室的办事效率。基于“四全”模式的构建的

务模式的运行情况，案卷办理情况实施内部效能监督。同

经验，在不动产统一登记过程诸如业务整合、流程设置、

时，建立外部监管和社会监督，实现全面效能监督，全域

窗口设置工等各项工作中都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阳光审批”

同样让岳阳办证群众感受深刻的是，收件材料大幅减

市局监察室通过流程监控、督察督办、短信提醒等方

少带来的便利。“四全”服务模式改革了国土资源审批相

式，对业务办理过程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审批节点进行

关业务的办理模式。首先划分了内外职责，除服务窗口

全程实时监管。还可以对业务办理各环节进行网上抽查，

17

S

特别报道 2016.NO.3
pecial Report

四全服务模式成效

对不符合要求或未按时办结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责令整
改，确保业务办理提速的同时办理安全、可靠。

“四全”服务——全流程优化审批、全区域便民服务、
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节点效能监管，在岳阳不动产统一登记

通过全业务网上运行，有效的对权力进行监督，通过业

工作中的便民利民效果，赢得了社会赞誉，在全市乃至全省

务流程压缩，减少了风险点，限制了行政审批的自由裁量，

起到了重大影响，为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便民利民

缩小了滥用职权的空间，削减了部门的权力，通过全节点、

惠民服务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样本。

全流程的监控，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管，从源头上
防治了腐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四全”服务模式的推广，有利于推进行政服务体制改
革，有利于强化全体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
有利于树立国土部门良好形象。开启四全服务平台，国土部

深得人心 利民服务任重道远

门与老百姓拉近了距离，能零距离接触，实打实办事，给

“四全”服务模式从运行以来，收效明显。（1）群众

老百姓带来真正的方便和实惠。基于MapGIS云平台的岳阳

办事更加便捷。服务窗口的设立和跨区办件的实现，使老百

“四全”服务模式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其模式以及项目在

姓无需到原固定登记发证中心办证，节省了时间；（2）提

岳阳以及湖南各个市区具有极大的推广意义。

升服务效能。“四全”服务模式简化了流程，简化了审批环

权为民所赋，亦当为民所用，权力就是责任、服务和奉

节，提高了办事效率，市局对一切符合办证条件的案件，全

献。“四全”业务审批流程的出台，倒逼了国土资源体制改

部实现快速办结，得到了群众的好评；（3）提升了部门形

革。然而，“四全”模式如何更加快捷地服务于民、方便于

象。市局及各分局窗口人员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耐心对

民、有利于民还任重道远。

待每位来办证的老百姓，让老百姓深切感受到国土部门是真

下一步，为了方便农村办理不动产登记，市局还将充分

切为群众办实事的。（4）权利运行全程监督。所有业务全

利用乡镇国土所等资源，积极推进不动产登记窗口向乡镇延

部实现网上流转，全流程监控，削弱和杜绝了自由裁量权。

伸，切实方便农村办理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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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10.2全品类GIS产品发布
开启GIS应用服务云时代
■ 文 │ 白水亮 黄颖

8月30日，中地数码集团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举行

球的人力、智力、物力资源，通过互联网，不受时空的限

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其自主研发的MapGIS 10.2全品类

制，都能实现地理信息服务共享。在I2GSS里面有三大平

GIS产品。此次新品发布会以“不只是进步，更是超越”

台：GIS大数据管理平台、GIS云服务集群管理平台及GIS

为主题，全面介绍了MapGIS 10.2云-端各平台的新特

云应用集成管理平台，这三个平台很好的从应用需求出

性、新技术、新应用，以及在行业应用中取得的实际成

发，深层次的理解和分析了GIS大数据、GIS服务器平台、

效。

行业应用面临的挑战，并从大数据的管理和空间服务的集
本次推出的MapGIS 10.2全品类GIS产品分为两大部

成，以及最终行业的应用出发给出了解决方案。

分：一是专业的GIS平台；二是MapGIS云平台MapGIS

此次新品发布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产品技

I GSS（International Internet GIS Service Sharing）。

术特色上，继续引领技术潮流，关注用户需求。MapGIS

专业的GIS平台以数据中心集成开发平台为核心，衍生出

10.2在专业GIS平台和云GIS平台上都有诸多技术创新和

桌面GIS开发平台、互联网GIS开发平台和移动GIS开发平

提升，例如云计算、大数据、三维GIS、移动互联网以及

台，依托于T-C-V软件结构和纵生式开发模式，这三个

高效便捷开发等等。第二，应用案例丰富，发布会针对

平台可以很好地和MapGIS I2GSS进行一体化整合。

MapGIS 10.2介绍了多个实战案例，涉及多个行业领域以

2

MapGIS I GSS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其目标是希望全
2

及不同的服务需求，每个应用案例各具特色，也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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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技术初心 专业GIS平台进一步提升

不同的行业先进技术。第三，在注重产品的同时，注重
MapGIS 10.2对GIS服务模式的改变，力争从各个层面满
足客户需求，从而推动GIS产业进一步发展。

地理信息平台本身搭建的难度和维护投入都非常大，
因此中地数码这几年一直致力于底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
及各项平台能力的研发，包括三维能力、影像管理能力、
大数据分析能力等等。MapGIS 10.2 是其平台基础设施和
能力支撑具备的重要体现，在专业的 GIS 应用方面，取得
了极大的创新提升，为 GIS 应用提供全面、高效、先进的
解决方案。
首先，MapGIS 10.2 能提供更快捷、更精确、更易
用的专业地图制图服务。在新产品中创建的图库一体制
图模型能够实现地理信息数据与制图数据的一体化存储
和同步更新，提高制图成果的利用率及制图效率。同时，
MapGIS 10.2 在精确完成制图图式规范方面得到较大的完
善和提升。更精细的地图符号化表达、更精确的制图精编
处理工具使地图表达出错几率更小，地图更易读、更美观。
此外，平台还提供了上百种样式的制图模板，实现从提取
数据到地图整饰全自动完成，让制图变得更简单，大大加

MapGIS 10.2产品体系

快了一键成图的效果，特别是对于应急指挥的应用有广泛
的前景。

精确的制图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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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三维建模方法

其次，随着GIS应用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希望

都是一样的。中地数码基于当前以及未来全空间建设、

能够在真实的空间三维中表达和解决问题。基于上述需

管理以及轻量化三维应用的需要，让MapGIS 10.2更加

求，MapGIS 10.2的三维GIS在模型建模、三维、可视化

贴合实际、注重实用。

和多端集成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新产品将提供更高效、精准的空间分析。整

在三维数据集成方面，真正实现了多维空间数据的融

个空间分析的架构分为四层，最底层是面向实体的分布

合，实现对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统一、可扩展、层次化

式数据存储，第二层是空间数据引擎层，第三层是并行

的管理。在三维显示方面，提供全空间一体化的表达方

框架层，上面一层是空间算法层。矢量、影像、网络分

法，实现了空中、地上、地表、地下三维全空间信息显

析、DEM分析都可以运用在这个框架当中，特别地，针

示表达。在三维数据渲染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提升，主

对体量非常大的叠加分析，也能够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

要是应用了不同层级的可视化的缓存技术，让基于三维

和回收，实现整个的高效空间分析。此外，针对GIS三维

的表达能够有较好的效果，实现大范围三维模型数据的

分析，MapGIS 10.2作了重点优化，针对地形分析、切

高效可视化，更好地满足三维数字城市的性能需求。此

割分析、动态剖切分析、体数据三维模型分析等有了持

外，MapGIS 10.2能够提供桌面端、移动端以及浏览器

续的技术改进，特别是在剖切技术方面，提供了模型后

端三个不同层面的浏览，特别是对于MapGIS IGServer

果检查工具，提供自动或者半自动的方式解决相应的问

所发布出来的服务三端的应用层面展示效果、运行效率

题，从而达到剖切能够有较好的效率、效果。

高效的空间并行计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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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影像数据支持及显示

第四，MapGIS 10.2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影像处理与

大数据分析、挖掘，以及集成可视化方面的优越特性，

分析，影像多级动态显示满足了海量遥感数据高效显示

而“智慧城市GIS平台设计及建设”案例则是云GIS智能

和快速发布的要求，还能保证对影像二、三维可视化交

响应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

互实时分析和处理结果的准确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的绝佳

MapGIS 10.2针对国产卫星数据，提供多种算法，能够

典范。

满足遥感卫星数据基本处理应用的需求。

GIS平台软件作为管理与空间信息相关的基础软件，
在信息化建设中，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各行业数字共享

GIS应用服务步入云时代

平台系统的信息化应用和资源共享的基础底层支撑技术
之一，直接关系到各类信息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交互，即

如今，GIS应用越发广泛，可以说，GIS已经无所不
在。
在应用层面上，先从行业上来看，以往GIS一直局限

软件。
此外，随着近年来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

在有着强GIS需求的专业领域，现在各个行业都会使用地

类LBS、车辆监控等移动应用服务大量涌现，地理信息

图或者GIS。而对公众来说也同样如此，最近几年的热门

平台软件贯穿于上述应用的云－端各个环节，成为了支

词语，包括互联网+、O2O等，都和地理位置有关。在

撑地理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和云计

技术层面，各项新的GIS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GIS应

算等各类新兴技术集成应用的关键性支撑软件。

用领域进一步扩展，“人人享有地理信息服务”这一目
标得到更好的落地。

MapGIS 10.2是一款云端一体化的平台软件，实现
了二三维一体化、云计算和移动GIS等新技术的成熟应

基于GIS应用需求及技术发展，GIS平台的系统设计

用。其一方面可以支持全球用户使用GIS软件，搭建云应

理念也正在发生转变。硬件、数据、基础软件平台势必

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各种终端上使用移动GIS。实现了

进一步整合。这就催生了云GIS的发展。而MapGIS 10.2

云服务的对接。

则在真正的云GIS应用中走到了前端。

22

从大数据产业链的下游到上游都可能涉及地理信息相关

受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影响，地理信息产业链上的业

在“国家地质云（地质大数据）建设技术方案及实

务将来都将逐步迁移到云端。随着技术变革和需求应

践”、“基于云架构的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

用，GIS不断开疆拓土，直至如今全面与互联网相融合，

息库”建设两个项目中，MapGIS 10.2充分展示了其在

迈入云GIS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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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GIS时代构想

全新共享式服务模式

成GIS空间数据存储、组织和管理能力，决策支持能力

从2014年的MapGIS 10到如今的MapGIS 10.2，
MapGIS云平台，即MapGIS I2GSS的发布，标志着中地
数码集团在“让人人享有地理信息服务”的道路上又迈

以及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快捷、方便的地理信息服务能
力。从而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广泛、更智能的地理信息服
务。
GIS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传统的信息化建设思维无

进一大步。
MapGIS I2GSS的目标是希望集全球的人力、智力、

法解决用户单位内部、各系统之间、各部门之间条块分

物力资源，通过互联网，不受时空的限制，都能实现GIS

割、信息孤岛的格局。作为新一代地理平台的云GIS从理

服务共享。

念和技术上就考虑了这方面的需求，组织机构建设好自

MapGIS提出的面向云服务的T-C-V（Terminal-

己的地理平台后，机构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整个平台的

Cloud-Virtual）新一代三层软件结构，将在架构上集

信息贡献者和获取者。参与地理平台的各部门、各系统

T-C-V三层软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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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个人都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把自己的成果在这个平
台上分享，供其他的系统、部门或个人使用。和传统的
共享平台不同的是，这是多对多的分享，每个人都属于
这个平台中的一份子，从而形成网状、互联的协同工作
的良性机制。
MapGIS I2GSS云平台搭建了这样一个共享式的GIS
平台，平台中有GIS平台厂商、合作伙伴和用户。在这
个平台上，能够让合作伙伴更高效地生产更多的应用程
序、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业务模型，也能够让用户直接、
便捷和低成本地获取符合自己需求的业务应用，还能成
为组织机构内部业务系统、团队、员工之间互相分享的
桥梁。
中地数码投入大量研发力量，自主创新的“纵生
式”软件开发模式，让平台更灵活，让开发更加快捷高
效。这包括在程序开发上，提供了应用程序生成器，通
过向导，几步就可以生成可运行于任何设备的应用程
序。在程序应用上，使得开发者一次开发，即可处处使
用。

更安全便捷的用户体验
软件行业正在从传统的光盘套装、一次性授权付
费，向在线托管、租赁使用、按需付费型转变。在所有
的媒体都在大肆宣传SaaS的今天，有没有一种可以替代
加密锁的、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用户体验更愉快的
软件保护方式呢？
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新的基于云计算方
式的软件保护和授权方式——云授权。MapGIS 10.2里
面称为全新云授权，完全解除了原有的对授权接口的依
赖，全面接受离线认证和离线二维码认证，这种针对线
上线下的软件授权模式，带给用户和二次开发者更多的
便利。
MapGIS 10.2纵生式开发模式使得用户可以在互联
网上异地同步进行相关软件的研制，并且快速的汇聚到
系统中，且整个开发环境全部免费，这对空间信息开发
者来说更便捷。
当然，开发环境只是开发线上的一个环节，想要让
开发进行的更加顺利和高效，还需要在技术方面进行更
多的支持。MapGIS 10.2在对开发者的技术支撑上提供
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易用、简单的二次开发接口，覆盖
主流语言的开发接口，更丰富的辅助资源，同时针对不
同的客户类型，提供更加专业的研发指导，针对各类客
户疑难提供及时的解决方案。
MapGIS 10.2正力求强化GIS应用服务的整体链条，
为用户打造一个又一个精品应用、完善的解决方案，与
用户一道促进行业的发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纵生式开发模式

历经4载，100余人的研发团队，每年30%的销售
收入投入，17项专业GIS平台重点技术创新提升，10项
MapGIS云平台重要技术创新，MapGIS 10.2的推出标

据测算，运用MapGIS 10.2，能够使得整体开发
成本降低50%，产品缺陷密度降低20%，产品投放时间
降低50%，维护成本降低20%，彻底改变了软件生产方
式，从根本上提高了软件生产效率、质量和稳定性。

24

志着GIS云服务应用正式落地。
随着，MapGIS 10.2发布，GIS与云计算、大数据以
及各行业应用的融合将日益加速，为GIS产业带来良好的
发展机遇，真正做到集全球的智力和物力在统一平台上
进行服务，开启GIS应用服务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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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为本，MapGIS 10.2再提升
■ 文 │ 陈波

专业的GIS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中地数码自身定位中

的版面还提供了专题的模板以及多尺寸的模板，这样可

的重要一环。MapGIS 10.2在专业的地图制图、全空间

以让一些制图要素可以很快速地被复用。同时，我们提

真三维表达与集成、高效精准的空间分析、丰富多彩的

供了一键成图的功能，可以让用户交互式，或者是准确

影像处理与分析、GIS开发模式等五部分都有着不错的

输入坐标，能够开窗显示范围内的地图，快速地适用于

创新提升。

标准比例尺带来的图例显示的相关内容。大大加快了一
键成图的效果，特别是在应急指挥应用方面有广泛的前

专业的地图制图
制图一直是MapGIS的优势模块，之所以保持优势

景。

是因为持续的投入和专注，在MapGIS10.2中更是创建

全空间真三维数据表达

了图库一体的制图模型，制订了一系列基于制图规则的

随着GIS应用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在真

精细制图，同时实现了一键快速成图。最终向大家提供

实的空间三维中表达和解决问题。MapGIS 10.2的三维

了更易用，更精确，更快速的一整套的地图制图解决方

GIS在模型建模、三维、可视化和多端集成方面有更多

案。

的投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三维模型数据一体化管

长期以来，我们的地图制图将地理信息数据和制图

理方面提供了矢量数据、点云数据等引擎模式，提供了

数据分两块存放，地图表达数据主要存储在地图文档

多元、异构、海量数据一体化、层次化可扩展的管理，

当中，这种分开式的存储不利于制图表达数据的重复使

三维数据主要支持点云、BIM数据、倾斜摄影测量、相

用，而且操作极其麻烦，降低了生产效率。针对这一

应的属性体数据的融合，在第三方的数据模型导入方面

点，MapGIS 10.2提出了图库一体的制图模型，它可以

我们支持3DMAX模型直接的生成应用，在地质模型上

将地理数据和制图数据在一个库里面把基于公共的，有

支持GIM3D和交互式建模语言。针对不同的地质应用，

类似制图流程的数据整合形成制图数据存到数据库中，

提供了不同的建模场景。首先提供了地上地下一体化的

基于相应的规则可以自动地由地理信息数据生成制图数

场景建模，针对地质体提供了相应的建模方法，包括地

据，这个模型是创新之一。

上景观、地表地形、地下三维、河口海岸的曲面建模应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制定了一整套的符号化信息，

用。在三维数据渲染方面，做了极大提升，主要应用了

并且根据不同的要素只需要给出符合标准规范的属性，

不同层级的可视化缓存技术，让基于三维的表达能够有

都能够为它自动地匹配相应的符号信息。同时我们制订

较好的效果，例如基于虚拟现实和虚拟地理环境做的城

了100多种制图表达规则，基于这些规则，可以自动或

市景观的表达，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应用体验，内存稳定

半自动地实现制图精编要求，解决以往编辑过程中存在

可控，展示速度相当高效。在20万栋建筑物的浏览方

的难题，达到编辑的高效率和准确性。

面，可以达到增速50帧/秒的效果。全空间、真三维、一

对于版式，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版式版面，除了普通

体化的表达体现在对空中、地上、地表、地下多层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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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三维结构的融合。空中表达大气圈中相应的环境变

上也有实现。

量，雷达探测，以及相应的云、实体、卫星、导航等应

26

用。地上主要展示的是地表的建筑，地表的模型、树木、

高效、精准的空间分析

城市景观等内容。地表主要和遥感影像相结合，提供地

不断有新的计算IT资源突破，使得整个空间分析的架

上、地表和地下对准基面，同时也为地上地下一体化的建

构必须要做相应的调整，如何实现高效空间并行计算，我

模打通了技术壁垒。地下可以从地质体、矿体、隧道、管

们给出了四层结构。最底层是面向实体的分布式数据存

线、地下建筑、地铁等立体的城市景观的建模过程中解决

储，能够在存储级别带来分布式空间管理的基准面。第

大数据体量的问题。多端应用集成方面，提供桌面端、移

二层是空间数据引擎层，提供对空间数据分布式访问的接

动端，以及浏览器端三个不同层面的浏览，特别是对于

口，提供相应索引的建立。第三层是并行框架层，这一层

IGS所发布出来的服务三端的应用层面展示效果、运行效

实现了不同节点，不同核的调度框架。最上层是空间算法

率都是一样的，相应的轻量级基于FTM2.5的模式，在端

层，可以从矢量、影像、高层、三维做开发，实现整个空

间并行运算的发布。矢量、影像、网络分析、高层分析都

实现整个的高效空间分析。

可以运用在刚才的框架当中，特别是对于空间分析来说，

GIS三维分析是这次优化的重点。新品在三维这块主

叠加分析如果在体量非常大的时候，可以自动的由相应的

要进行了剖切技术的持续改进，主要的空间分析包括交互

节点做协调，调用能够申请到的资源，把资源分配到各个

式的地形分析、切割分析、动态剖切分析、体数据三维模

节点，甚至是不同的核，最后有统一的收回机制做合并，

型分析。空间剖切这块是业界的难题，我们投入技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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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后发现主要问题在于奇异面的构成，为了解决相此问
题提出了模型后果检查工具，这个工具可以让大家从三维
的顶点、面、曲面做检查，整个层面如果发现有相应的奇
异可以提供自动或者半自动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剖
切能够有一个较好的效率、效果。
在时空一体化方面，主要提供两方面：一是基于时间
维的延展，可以展示在一定轨迹上物体运动的情况；二是
基于空间的延展结合地表的动画显示，可以展示出可视域
范围内整个实体演变的情况。

纵生式开发
传统的开发模式确实需要逐步的分析，相应的技术人
员实现代码，代码相互的耦合程度特别高，这种代码再复
用特别不方便。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纵生式开发模式可
以比较好地解决问题。
第一，异步开发。因为它打破了相应的界限，把功能
按照框架 + 插件的方式进行分割，由不同的团队做功能定
制，最后聚合成软件应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异步开发。
第 二， 无 形 界 的 纵 生。 可 以 打 破 相 应 的 地 域、 团
队、时间维度的限制，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快速地享用

丰富多样的影像处理与分析
一直以来影像处理都是 MapGIS 的核心部件，因为它
能够将包含着相应类型的遥感影像融合进来，作为 GIS 必
须的一部分成果去展现。除了支持传统的影像数据外，这
次增加了对国产卫星的支持，相应的高光谱影像、雷达影
像、无人机影像的支持，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影像数据，
特别是在体量上很大，传统的缓存以及金字塔的缓存模式
不适用于现在这种体量影像快速的发布，基于这个问题我
们提出了“缓存 + 快视图 + 金字塔影像 + 多级索引模型”，
这样可以在互联网快速的发布影像成果。基于传统影像提
供了非常常规的操作，对于新进加入的高光谱数据、雷达
数据进行需要的光谱分析以及特征提取，相应的 SAR 数
据进行读取和干涉的要求，都是这次影像数据中所做的提
升。结合空间分析，对影像处理和利用做节点分发的技术，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影像分析的展示，也是在整个框架下比
较有趣的效果。对国产卫星数据的分析，传统意义上对国
产卫星提供了相应的力度，基于基面的分析和专家决策的
辅助技术可以对高分影像的提取提升数量级的精度。

MapGIS 提供的纵生式开发模式，相应的资源发布在云端，
我们的成果也在云端，基于 T-C-V 架构的纵生式开发模
式，可以让传统的劣势表现不出来，整个优势会表现的非
常明显。
第三，可迁移。一般来说相同的业务在不同省级业务
模式是类似的，基于某一个省市开发出来的系统完全可以
复制到另外的省市，但是这种模式对于其他的省市来说肯
定会有相应的改动，这个改动是纵生式开发可迁移的特点。
因为基于不同的模块，插件的构建力度非常小，改变相应
的小的插件功能，可以很快速的聚合成 B 省业务或是 C
省业务。
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有通用服务功能和专业服务功
能，将它们按需定制，可以自由地聚合成市政、地矿、防
灾应用。目前 MapGIS 的相关研软件全部是基于纵生式
开发模式的，这些软件的开发、测试、定价和运维全部
在线上利用 T-C-V 架构，运转良好。基于这种提升可
以将开发成本降低 50%，产品的缺陷率降低 20%，能够
提前一半的时间将产品投放市场，同时可以降低维护成本
2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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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MapGIS I2GSS，
实现GIS服务互联共享
■ 文 │ 陈小佩

什么是MapGIS I2GSS（International Internet GIS

据会达到PB级，我们要树立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

Service Sharing）？我们希望它可以实现全球的人力、

化数据多样化，还要应对传感器、位置感知设备流数据

智力、物理资源，通过互联网，不受时空限制，实现GIS

实时性处理，挖掘大数据业务隐藏的价值。为了应对大

服务的共享互联。

数据时代的要求，GIS也要在大数据时代做出相应的改变
和调整，MapGIS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以下几方面思考

MapGIS云平台总体架构
MapGIS I 2GSS基于虚拟化技术，根据终端的需要
构建一个高性能云技术的计算和功能环境。MapGIS云
平台将GIS的数据资源、服务资源、应用资源进行统一
化管理，用云服务的方式提供给终端用户。我们根据
MapGIS云平台管理历史，将I2GSS分为三大技术产品：
一是大数据管理平台；二是云服务集成管理平台；三是
GIS云应用集成管理平台。MapGIS大数据管理平台对海
量数据进行存储化管理，通过数据关联、数据挖掘、数
据可视化为用户挖掘大数据价值。MapGIS云服务管理
平台，通过对GIS的计算资源、服务资源进行集群化管
理，通过分布式调用和管理模式构建一个高性能的云GIS
服务框架。MapGIS云应用集成管理平台，通过对GIS的
数据资源、应用资源、用户资源进行统一化、集中式管
理，通过应用的集成、定制和管理运维提供给用户一种
更加便捷、更加高效地使用云GIS应用的方式。MapGIS
云平台的总体目标是给用户一种更加高效的使用地理信
息资源的方式。

MapGIS大数据管理平台
大数据引发了很多行业的根本性的变革，也对GIS提
出了诸多条件。比如说我们在应用过程中会发现业务数
28

大数据的解决方法。一是对非空间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
和管理；二是空间数据/非空间数据语义关联；三是提供
支持大数据的流式计算；四是实现机器学习统计模型进
行数据的挖掘与分析。
MapGIS大数据管理平台的目标：使用非关系型数
据库，分布式存储管理多类型、多格式的空间与非空间
数据，通过分布式处理、并行计算对多种数据源进行整
合分析，提供即时的洞察信息与集成可视化。
大数据管理平台的架构，基于T-C-V三层软件结
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大数据的功能仓库、数据仓
库、分布式计算框架及应用服务层。大数据的功能仓
库、数据仓库是基于MapGIS管理空间数据，基于大数
据分布式技术管理非空间数据，大数据功能仓库提供
ETL工具服务、特征提取、聚类、分类、推荐、流式计
算、空间几何计算等多种大数据所需要的计算算式，通
过“工作流+搭建”模式实现功能的搭建和扩展。大数据
分布式计算框架，通过应用HDMS这种大数据分布式管
理技术来实现对大数据分布式数据的资源管理。通过大
数据计算框架实现大数据分布式计算资源的管理，通过
大数据的服务协调框架实现对大数据分布式服务协调管
理。大数据应用服务层围绕着轨迹分析、预测分析、集
成可视化等热门大数据应用，通过聚合、迁移、重构的
特性为终端层提供源源不断的大数据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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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大数据管理平台架构

MapGIS IGSS云服务集群管理平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GIS应用发展，WebGIS系
统需要为海量的用户提供高效的历史数据的访问和应用
服务，这种面向拥有海量级别用户，MapGIS系统会面
临着高频发的压力，IGSS给出的解决方案既是将技术平
台跟基础设施云整合，实现云的计算能力空间化，将GIS
服务资源池智能化、自动化管理，实现弹性的资源管理
和调度，将GIS服务集群化，通过分布式服务框架，实现
GIS服务高性能高并发。

IGSS云服务集群管理平台的目标：主要是对通过将
GIS和基础设施云进行整合，通过集成化管理、分布式调
度，实现高效的云技术服务。
IGSS管理云平台架构：基于T-C-V的三层软件
结构。首先是IGSS云数据中心、IGSS运维管理平台、
IGSS分布式空间服务框架、IGSS云服务应用层。
IGSS产品特点：一是智能化的集群部署；二是弹性
资源调度和自动化的管理；三是并行计算。
一，智能化的集群部署，IGSS可以通过智能化的集

MapGIS IGSS 云服务集群管理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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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部署，快速部署大资源环境，快速地响应客户需求。

资源集中管理，利用虚拟化技术和池化技术，实现基于

传统的集群部署方式从选择硬件，安装操作系统，安装

业务场景应用的在线定制、在线使用和在线集成。

GIS操作平台软件，安装配置集成环境需要花费很长时

云应用管理层实现对应用的集成化管理，云生产中

间，基于IGSS技能化的部署可以在线选择硬件资源，

心可以通过聚合、迁移、重构的特性实现应用的在线定

选择基础服务器，选择集群配置的规则，一键式提交部

制和在线使用。平台的四大特点如下。

署，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应用软件池化管理：通过框架+插件的松耦合技术

二，弹性资源调度和自动化管理。在技术应用过程

实现应用的可扩展，通过插件的接口规范和效应机制保

中，随着用户数量和访问频率的增加，GIS高并发的量推

证了插件与插件之间的相互协同和智能感知，实现应用

到技术服务器的后端，这个时候GIS服务器会遇到瓶颈，

的可聚合和重构，通过插件的注册、更新机制实现可扩

要实现对GIS服务器的动态伸缩，IGSS弹性资源调度依

展，通过身份标识、版本管理、云授权等多种机制保证

靠监控环境中所关联节点的CPU利用率，当超过一定的

整个应用的安全的运行环境。

访问时，会添加一个IGSS服务节点；当CPU利用率低于
一定的访问时，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删除IGSS
节点。
三，并行计算。首先会根据空间数据的特征，进行
分布式的存储和管理、网格化的部署，当收到客户端请
求，会根据数据的分布情况和IGSS节点的负载情况，制
定相应的负载节点策略，实现并行角度，使IGSS节点的
负载开销相对均衡，最大限度地提高并行处理效率。基
于工作流技术实现了面相空间数据的高并行计算的服务
框架，支持大规模的空间数据并行处理。
资源大集中管理：主要通过四大中心构成，基础设
施中心、云软件中心、云端文件中心、统一用户中心。
基础设施中心与多种技术平台对接，实现集中化、企业
化管理；云软件中心通过应用池化技术可以将专业技术
平台MapGIS 10以插件的方式注册到云软件技术中心，
也可以将基于框架+插件的模式第三方的产品注册进来，
构成云软件集市，构成用户基于云软件的资源发现调用
和应用；云端文件中心实现了强大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分
组能力，实现数据云端集中管理。支持用户将本地数据
和云端的交换；统一用户中心是用户的单点登录和应用
同步，实现云户资源的集中管理。
智能化云应用集成：用户可以在线选择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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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云应用集成管理平台

软件资源进行动态调配，提交定单，后台可以实现一键

GIS技术在各个行业中不断深入，在行业应用构建过

部署，智能化的管理和运维，所有的应用都部署在云

程中会继承整合大量的GIS资源，在构建过程中会面临以

端，用户本地不需要安装任何的硬软件环境，直接在云

下问题。比如说各种资源分散，管理困难，业务需求多

端在线使用工具产品和应用服务。

样化，系统构建周期长，应用多，部署麻烦等。我们给

专属业务场景定制：按需定制，个性化使用，多级

出的解决方案是将资源池化，集中管理；按需定制，动

定制，自由聚合，多端定制，在线应用。可以根据自己

态构建；智能运维，在线使用。通过对硬件、软件数据

的业务需要，专属业务场景，定制自己的行业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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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各个关节，全方位服务客户
■ 文 │ 张雪峰

中地数码在全国有3个基地，武汉是研发基地，深圳

以实际上门的方式解决用户实际工作问题。星火计划是

是产学研基地，四川是空间大数据中心。同时在北京、

2015年全面起动的旨在寻找、挖掘、培养、建立具备

深圳、新疆、上海、成都、宁夏建设有子、分公司，同

MapGIS技术能力同时愿意分享个人经验和知识的民间

时在广西、湖南、江西、山东等地建设了16家技术服务

专家团队，依托强大的民间力量，资深用户的力量共同

中心，在武汉有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

强化和丰富MapGIS技术服务能力。目前依托与中地公

为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为中地提供技术支撑。可以看出目

司、子分公司技术服务能力和片区的技术支持力量加上

前中地的服务能力依托国家级研究中心、研发基地和中

广泛的资深用户基础和民间专家团队，整个中地全国技

地技术服务团队，共同形成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术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500人。并且在全国与超过160家
高校院所共建了MapGIS实验室，培养和输出了更多人
才。同时，每年中地还会联合各个高校共同举办GIS技能
大赛，同样为MapGIS的应用、推广奠定了基础和良好
的技术用户基础，目前已举办了八届。

开发服务更高效
对于开发者，中地提供了免费的开发授权与开发环
境，这些通过在线方式可以获得。中地所提供的开发平
台包含了桌面、Web、移动端等多端开发平台，开发者

为直接用户提供多种类型服务
对于直接用户，中地为用户提供了在线产品免费试
用，如MapGIS 10.2全品类产品的免费试用。提供了线
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和机制，力求能够实现为直接
用户随时随地的服务能力。在线的方式包括视频、技
术热线、在线远程，比如说每年50余场的网上视频课
程，5×8、12条专线，提供产品支持，通过远程QQ技
术群实现远程的技术服务指导。每年会定期举办各种实
用型培训，像MapGIS大讲堂、大课堂，同时在全国有
超过18余个城市巡回服务巡展。MapGIS万里行活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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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上获取免费开发环境的时候所获取的开发包可以由
系统来进行推荐选择，也可以根据开发者自己的个性化
需求进行直接定制。每个开发包都包含不同端开发平台
所需要的运行时和SDK。
想要让开发进行得更加顺利和高效，还需要在技术
方面进行更多的支持。中地也会提供更易用、简单的二
次开发接口，目前的开发接口覆盖了主流语言，升级的
逻辑更加简单，功能更加丰富，同时还匹配了更丰富的
辅助资源，同样也会涵盖桌面、Web、移动端，包括像
开发过程当中的常见问题、范例工程、代码库、程序员
参考、视频和书籍。
想让整个开发高效，除了刚才提到的基于产品层面
的技术基础支撑之外，在二次开发支持服务团队方面也
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和丰富，提供了包括资源共享服
务、即时服务、技术交流三方面的支持。在资源共享里
面会通过纸质、电子网站的不同媒介方式给大家提供资
料，即时服务根据开发用户及时反馈的情况覆盖售前、
售中、售后的不同阶段，对于技术交流层面有更大需求
的用户会采用现场网络以及电话的方式针对特定用户、
特定项目提供需求分析、产品推荐功能，甚至可以联合
共建方案。中地提供的技术支持是全程覆盖的，包括初
期与客户进行需求分析、需求调研、产品技术方向、技

对于合作伙伴，基于GIS的应用基础，特别是依托中

术路线的确定，包括与确定的技术路线所匹配的产品以

地原有的渠道体系，从2016年开始正式启动了中地MVP

及相应的技术，或者围绕所要策划组织的各种开发培

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联合在GIS应用、IT应

训，以及在项目开发不同阶段里面针对客户的疑难问

用方面相关的合作伙伴共同利用GIS技术共建GIS产业生

题、特定需求进行客户案例的编写。同时对于项目的部

态环境，主要面向的对象包括IS/ISV、产业企业联盟、

署、调试、调优，同样会协助二次开发合作伙伴共同完

科研院所等三大类作为主体。我们能够为合作伙伴提供

成，力求让项目完美收关。

的支持来自于软件产品的支持、开发服务的支持、市场

针对不同的开发客户，我们把客户的类型分为初

营销方面的支持等等。根据往年的经验，中地简单整理

级、中级、高级，针对不同的行业需求也提供不同的支

出了与合作伙伴可以相互合作和能够提供的服务内容。

持。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对中级用户会侧重行业功能，

意与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共同丰富和探讨双方的合作空

对于行业用户会采用VIP式的服务进行全程跟踪，安排专

间。

人进行研发指导，同时在项目产品解决方案方面会进行
全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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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伙伴协同共进

未来，依托于中地目前覆盖全国的渠道体系，以及
针对特定片区支持经理的团队体系，在各个商业部、行

中地一直以来开展的MapGIS直通车活动，每年会

业群组面对行业用户所能提供的技术服务体系。依托这

在全国十多个城市举办上门服务，通过培训与研讨，解

三大体系帮助合作伙伴协同推进在其他领域或者GIS应用

决二次开发用户实际问题。

领域里面客户业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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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质云（地质大数据）
建设技术方案及实践
■ 文 │ 谭永杰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总工）

2014年以来，在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实施大数据

据平台建设是从地质信息化方面考虑的，地质云是很泛

建设的意见背景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着手进行地质大数

的概念，地质大数据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一

据、地质云的建设。

个平台的建设，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地质大数据的建设
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数据的采集，地调局每年有100多亿

国家地质云建设需求与基本内涵

的项目经费，做各种地质数据的采集工作。做信息化工

一是建设世界一流地调局，实现“六个一流”的需

具软件则需要更加规范的采集数据，大数据的核心也是

要；二是强化地质调查成果服务水平的需要；三是推进

数据采集。二是数据的汇聚，采集完的数据如何汇聚？

地质数据综合共享，提升数据应用能力的需要； 四是促

渠道很多，关键的是建立汇聚的机制或是体系。汇聚的

进地质调查进入数据密集型工作模式的需要；五是提高

机制和会聚的体系，一个是大量线上汇聚体系，让数据

基础设施的效率，减少重复投资的需要；六是促进软件

源源不断地通过项目到工程到计划，汇聚起来，这是我

功能的共享和利用，减少重复购买和开发的需要。

们要建立的一个汇聚体系。另一个汇聚体系是全国地质

这些是建设地质云最初的愿景。地质云和地质大数

资料馆，依据《全国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在中国境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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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质工作的必须提交地质资料，通过省级地质资料馆

作区所有数据共享；2）数据有序整合与服务（时空一致

汇聚到全国地质资料馆。第三是数据汇聚之后进行分类

性）；3）数据综合处理——数据密集型工作模式；4）

和加工，产品上可以分为初级产品、基本产品、高端产

数据挖掘与建模——创新地质调查方法；5）野外数据采

品，再加上特殊类产品。把汇聚来的数据进行分工，进

集感知服务——智能空间体现；6）地质云计算——从相

行分级管理，丰富产品的数据源。第四是服务，我们建

关关系到因果；7）地质云服务模式——数据密集型服务

立了地质数据服务体系，包括两大体系：地质调查的项

模式；8）实现——地质调查大数据工作模式。

目，主要是局级的29个单位有数据和产品服务职能；依
靠全国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各个省地质资料馆委托保管
原始数据和实物数据。第五是围绕整个信息采集、数据
汇聚、数据产品加工和服务，需要建立大数据平台，建
立地质云来支持。
地质云（地质大数据）是以地质数据共享开放、驱
动地质数据强局建设、创新“地质调查+互联网”的工作
模式的基础平台，也是展现中国地质调查局拥有数据规
模、运用数据和服务能力的窗口。地质云为地质人员和
地质科学家提供更高水平的计算能力和理解大数据集的
协作工具，进一步催化地球系统科学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步伐。

建设目标任务

◎ 国务院两个文件是地质云建设技术路线的基本
依据，《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务院关于促
进云计算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强调要
通过数据云的建设减少重复建设，这是基本考虑。这两
个基本考虑在国土资源部刚刚发布的《促进国土资源大
数据发展行动意见》里面也明确了，数据共享、促进应
用。
◎ 推动已有数据和50个工程地质数据多粒度同步
共享是地质云建设的主要核心价值。地质调查已经做了
十六七年了，地质资料服务汇聚之后，群众地质资料馆
可以及时的服务，社会对我们最不满意，最有意见的地
方在于地调局工作过程中采集的数据怎么为社会服务。

总体目标要建成以高弹性、高效率、高可靠、高度

我们把地质云建设的重点放在这块，解决这个问题。现

智能化为特征的国际一流的地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云；

在一般立一个项目是5年的时间，提交报告也是5年以

全面实现已有地质数据共享和正在工作数据的动态共

后，汇聚到全国地质资料馆后提供服务，这个项目的服

享。建立新型智慧地质调查大系统，打破空间、时间、

务周期大概是6年以后，潜力评价10年，服务从第12年

业务领域分割，在云端服务、用户互动、信息采集、智

开始，这样的确会造成社会群众对于项目建设的不满。

能分析预判，知识库管理、数据挖掘等技术领域达到国

我们希望通过地质云的建设，把地质数据的服务提高到

际领先水平。基于大数据技术，在促进对地观测技术、

实时的状态，大家采集的数据只要能够发布就实时发

地球深部、表层系统、空间环境探测、监测系统，互联

布。

网、物联网等方面的发展，提升地球科学数据获取、分

◎ 以机制标准保安全、促效率，同步或超前建设

析、处理和服务的能力等方面达国际先进水平（以业务

地质云安全、标准等体系。安全体系建设上， 本次需

为主）。

将把地质云的等级保护把现在的地质业务网提高到等保

三年内实现的标志性指标：1）实现局直属单位所

三级，开展地质云安全建设，确保地质调查50个工程，

有规定的数据100%全面共享；2）实现局90%直属单位

300个二级项目的数据安全。开展云平台网络安全、云平

以云中心开展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集中共

台主机安全、终端接入安全、云平台应用安全、云平台

享；3）实现100%地质调查管理、服务、网站等相关系

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建设。机制建设上， 在技术保障下，

统的统一部署；4）实现60%以上大型软件局直属单位的

充分利用行政管理手段，超前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数据

共享；5）实现90%野外地质人员的云端化；6）高性能

汇集、管理、共享等），以机制标准促安全、促效率。

计算能力提高25倍，超算能力提高10倍。
在地质云（大数据）应用服务的目标上，实现1）工
34

建设原则

◎ 地质云采用1+X建设模式。基本技术路线：以集
中式建设为主的云中心建设和大数据技术从根本上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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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软件资源、硬件资源共享带来了契机。既然做分布

务、地质云中心建设、创新地质云服务应用模式、地质

式管理，要打破以前的分布式概念，所以这个中心是真

超级计算建设、地质大数据共享建设生态体系及地质云

正的中心，最终可能扩充到2、3个分中心，以集中式建

应用创新能力建设与示范。最近，我们利用MapGIS，

设为主。要形成统一云平台、地质云中心与分中心的部

野外地质调查人员依靠云端获得背景数据，有了背景数

署模式，统一云平台与应用系统之间的连接方式。

据后开展调查，调查后采集及生成的数据再实时传到云
端，实现了原来所说的地质云给地质地矿人员提供数

地质云架构

据，形成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即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的
地质调查队的工作模式。

※ 地质云概念架构与总体内容组成
按照云建设的基本标准有四层建设：一是硬件资
源、IT资源的共享；二是平台资源；三是数据资源；四
是应用服务。

以推进“地质云”（地质大数据）建设为手段，提
升地质信息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地质云建设需要一
“破”一“立”：
破：要提高地质信息服务的效率？首先需要破解

※ 地质云主架构
建设地质云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网络的问题，地调局
有三个网，有域网、业务网、互联网，云建设和大数据
建设的时候，主要的力量还是想放在业务逻辑隔离的内
网。建设的重点是物理隔离内网+外网，所以数据、IT
资源就很重要。对于内网按照云的架构建设，仅仅限于
内部使用，其他社会使用。业务网针对地调局的29个单
位，包括数据资源、软件资源。

“数字鸿沟”才有效率可言。其建设与事实力度前所未
有，加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革命的
到来，其形势又为“破”解几十年来数据共享老难题带
来了机遇。核心是数据分布到集中。
立：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建设一套从野外数据采
集、实时监测数据采集、数据传输、高性能计算处理、
超算建模处理地质数据中心、云平台和云服务。
目前，我们利用MapGIS部署了这套云平台，应用
模式示范做成了，初步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未来，还

建设内容

有更多内容等待我们去实践，推动地调行业信息化发

包括地质云四大标准体系建设、地质调查数据云服

展。

原始资料-筛查关键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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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架构的国家自然资源
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建设
■ 文 │ 李浩川 （国家信息中心处长）

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是中办17号文

络系统。

确定的“十五”期间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内容，相当于
是四大基础库之一，我们在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领域一
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电子政务基础库，是集基础地理、卫

36

基础库的应用需求

星遥感和自然资源数据于一身，建国以来规模最高、规

项目建设期间，总结出来有几个大的应用需求，一

模最大的大型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工程。这个项目正式开

是为综合部门提供跨部门的信息综合决策服务，解决单

始建设于2007年，完成了初步设计，开始实施建设，项

部门数据不足以支撑综合数据分析服务的需求问题。二

目的参加单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土资源部、水利部

是为电子政务及其他部门提供信息支撑。三是为项目的

等十个部门参与，参与的数据有将近600多个数据库，从

共建部门提供信息和服务支撑。这两个是解决部门间的

要素类来说，涉及2000多个要素类的整合改造和集中建

信息共享问题的。四是为社会公众、地方政府提供信息

库。

产品服务。

基础库的建设内容包括环境设施的建设、网络系统

从应用方面来讲，我们归纳了六大应用方向：包括

的建设、计算机和存储系统的建设、数据整合改造与数

自然资源的综合监测、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

据库系统的建设、交换系统的建设，交换系统是连接主

价、自然灾害监测与灾后评估、海洋资源开发和经济发

中心和10个参与部门10个分中心的数据系统能共享的网

展的监测及评估、资源环境领域计划规划和重大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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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跟踪及效益评估、区域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监

分析、改造。

测与评估。这六大方向的每一个方向里面进行分解都有

用户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应用需求也提出了新

很多要做的工作。我们在六大方向建设的时候发现，归

的要求，包括如何利用新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一方

纳起来，从中等规模的应用系统来讲，实际上有20多个

面是技术需求，另一方面是应用需求。在子中心所有的

应用系统需要做相关分析和产品制作。在这样的建设规

数据和模型库已经建设起来了，20多个应用系统在子中

模下，分析业务特点、需求特点有几方面：

心建设起来了，数据是可以通过网络以Web服务的方式

（1）业务需求多样化，灵活多变，需要模型复用。

方便和灵活的被调用，但我们的模型还只能局限于子中

（2）业务实现需要快速响应，可以及时进行模型搭

心，在局域网以服务的方式进行调用，它如何能从数据

建。主要指需求一旦来了，已经建的应用系统不见得能

通过模型的运算，做成产品和知识，能够为更大范围的

非常切合这个需求，满足需求，这个时候需要非常快速

人使用，我们认为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提出的新的应用

地响应，从应用系统搭建里面及时的进行模型的重组、

需求。在数据中心、部门、信息化企业都要基于最终构

搭建来满足需求。

建的云中心，建设一个共存的生态圈，数据分析挖掘、

（3）需要模型知识积累，方便模型的扩充。根据前
两个特点，归纳出来必须要进行已经有的模型算法的积
累。

主动服务、个性化定制都可以在云的数据中心里得到实
现。
建设内容：在这样的需求下提出综合应用集成平

（4）基于业务流程的工作协同，模型需以服务的

台，需要进行基于云架构的改造，所以提出来的模型库

方式灵活使用。十个部门做综合分析的时候，实际上需

是基于CS模式，基于SOA建设的，现在需要把模型放到

要跨部门综合协同，这个时候需要提供模型给不同的部

云上，并且模型库可以进行方便灵活基于云端的调用和

门，让各个部门能够在其应用模式场景下灵活运用。

使用。同时，还有需求的管理、产品制作的管理、工作

在这样的需求下，在2010—2014年这段时间，我

流的管理、应用的构建。应用的构建是调用模型库和工

们进行了基础库综合应用集成平台的建设，主要目标包

作流一起进行CS、BS模式的开发，同时也需要在这次升

括建设统一的技术支撑平台，用于提供应用系统的开发

级里面基于云架构把它构建在云上，让大多数人使用。

环境和运行支撑环境。在这个平台里面同时需要支持模
型、系统的集成，模型的集成包括了跨领域异构的模型
的集成。

综合应用集成平台建设

基于云架构综合应用实现
分层和MapGIS 10的技术架构基本一致，最下层是
虚拟层，也就是V层，即利用信息领域的一些通用技术
进行资源的虚拟化。在云计算层是应用概念，包括工作

包括七大子系统和一个模型库：应用构建子系统、

流管理子系统、应用管理子系统、模型构建子系统在云

工作流管理子系统、定制数据库管理子系统、模型库管

上的构建，以及需求管理子系统、产品管理子系统在云

理子系统等，还有一个模型库。

上的构建。在应用层实现应用系统，基于应用集成平台

技术架构：数据层、模型服务层、应用层。应用层

进行应用在云上的搭建。

开始是功能协议，在2014年的时候进行了升级改造，改

在开放式的云开发环境实现丰富的模型服务资源。

造成了基于Web服务，以服务的方式提供了模型库的模

在模型库里所有的模型通过原数据进行统一的云模型库

型服务，以及利用工作流管理子系统构建子系统进行方

的管理。这是多样化云应用系统的构建，可以看到登录

便的应用系统的定制。

以后进行模型的选取、迁移、聚合、集成，最后形成面

开发体系架构：包括开发组建的开发，进入工作流
的搭建，同时把搭建组件放到模型库进行积累，然后进
行应用的构建。
系统展示：所有的模型都可以进行调用，六大方向

向特定应用需求的应用系统。
同时，我们还进行了面向典型用户云架构的典型应
用。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用户专门定制化他所需要的数
据、模型、工具，以及应用。

的应用系统可以在统一的集成平台里进行系统的调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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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慧城市的GIS平台思考与实践
■ 文 │ 贺彪 （深圳市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博士）

深圳市数字城市工程中心主要致力于将GIS领域一些

布，服务到很多行业，税务、应急、气象、环保、工

先进技术引入到规划国土和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相关的

商、规划、水务等，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在智慧城市

领域应用。在半年前，我们开始利用MapGIS进行智慧

背景下，空间信息平台的升级有了新的挑战，但是需求

城市GIS平台设计及建设。

并不明确。一是数据未知，传统的GIS软件的开发往往
面向一个具体的应用，由具体的数据，开展一些功能开

38

智慧城市GIS平台思考

发，最后形成一个系统。在智慧城市阶段，多元数据的

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升级。在数字城市的基础

集成融合是大趋势，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无法对数据做

上，一般认为智慧城市是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物联

一些限定，也就是建设平台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今后这

网信息的接入，将实时信息接入以后服务民生等各行

个平台会接入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来源、内容、文件

业，开展智慧型应用。数字城市建设阶段，围绕着国家

格式、数据质量等方面都不能保障。二是应用未知，面

的要求以开展地理空间建设为主要内容。深圳在数字城

向城市基础平台不应该面向某一个特定领域，今后会服

市阶段建成了空间信息基础系平台，将地理信息进行发

务到民生的各个方面。这是平台建设的最大挑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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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产生了相应的数据，催生

※ 趋势二——由“室外”到“室内”

了人类新的想法。新想法不断地出现对整个平台也是一

传统的数字城市的平台是以建筑物为最小单元进行

大挑战。

管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能力的加强，由室

为此，我们对面向智慧城市GIS的平台产生了构想：

外到室内是一个趋势。包括现在比较火的BIM和室内模

（1）以地理空间框架为基础。数字城市建设阶段各

型、地下管线、增强现实技术，希望引入这些技术将这

个政府部门形成了数据成果和系统成果，是进行智慧城

个平台的能力由室外转向室内。

市平台建设的基础。
（2）多源数据动态集成。希望将物联网、传感器的
数据以及各个行业行政审批数据和行业专题数据动态地
集成到平台上来。
（3）融合最新的GIS技术。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室内
导航、BIM、INSAR等等技术，通过新技术引入到我们
的平台中，增强平台的整体服务能力，实现由单一到集
成，由室外到室内，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最后实现数
字城市大数据平台由好看到实用的转变。
（4）开放式的二次开发环境。
分析智慧城市发展的几大趋势：
※ 趋势一——由“单一”到“集成”
有研究表明人类社会所涉及的信息80%以上与地理
空间信息相关，我们认为数据集成或者整合的思路应该
是将各个行业的数据，包括行业的应用、行业的专题数

※ 趋势三——由“静态”到“动态”。
传统的GIS分析将数据落到空间上，进行静态的分布
制图，随着传感器数据的不断丰富和时空的轨迹，手机
有GPS的定位系统，可以捕捉到时空轨迹和人口活动，
这样的话就将传统的数字城市基础信息平台推向智慧城
市的基础信息平台。

据、行政审批数据，以及物联网的手机、视频、定位等
等相关的数据在地理空间上面进行集成，集成之后就可
以依托GIS云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数据进行基于空间的分
析。我们认为数据集中到一个物理数据库进行管理的方
式并不实际，在深圳有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效果不太
好，因为很多数据分享到不同的委办局，他们不太可能
将数据库迁移到一个地方进行管理。我们认为集成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不应该是一个预处理，不需要事先把数
据清理好，因为一旦清理好之后，数据的更新将会出现
问题。另外，我们认为集成是集成到地理目标，而不是
集成到坐标，传统地我们拿到一个地址就转成坐标了。

※ 趋势四——由“好看”到“实用”
很多城市做了大量的数字城市模型的建设，建成之
后最多是放在看一看的层面，需要实用转变。

我们认为每一个数据都是发生在地理空间实体中，可能
是一个建筑物、广场、公园。集成有两个层次：一是直
接，将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的数据以及各种数据集成到地
理空间，我们称为直接的集成。因为将数据集成到同一
个地理空间之后，将原本没有空间的数据建立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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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GIS平台探索与实践

评审，深圳大项目都要求用BIM进行报建，开发商报建过
来的数据可以加载到平台进行浏览和查看，对各种不同的

示范一：信息集成
传统的场景最基本的工作是将各种信息集成进来，在
深圳市称为法定图则。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承担规划方案的

方案进行对比。BIM大概有3G多，进行相关的浏览需要
技术的支持。

备案BIM加载显示

示范二：人口分布与公共设施评估

设置100个人作为一个黄色点。有了人口的分布可以用传

深圳市有1000多万人口，通过居住地进行空间落

统空间分类的手段，做一些空间落地图，也可以用三维的

地，落地之后用黄色点代表5000人，就可以看到整体人

形式进行查看。我们做了深圳市福田区社康站空间多边形

口居住的分布情况。如果用一个点代表2000人，点就会

分布，假设这个多边形是空间服务的范围，基于人口可以

更多一点。具体到某一个区，比如说深圳市福田区，可以

统计每个多边形里面到底居住了多少人。每个社康中心的

基于医院覆盖的空间多边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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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医生数量和建筑面积及科室的多少，服务能力，通

一个场景，某一个摄像头看到某一辆车，当他离开这个摄

过人口和服务能力进行对比，大家就会知道每一个社康站

像头的范围，很难判断后面会出现在哪个摄像头，除非对

的就医压力，这样的分析可以对城市规划，对公共设施的

这个区域特别了解的员工才能了解这种情况。举个例子，

选址有指导意义。

比如说有四个视频是一栋大楼的四个角，如果不对这个区
域特别了解，不知道这几个视频有什么关系。比如，一般

示范三：基于人口职住的交通分析

来说我们很难判断一辆即将驶出监控范围的车辆，并实施

根据深圳1000多万人口的居住地和产权登记的数

跟踪。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将这个视频直接集成到地

据，可以知道居住情况，进行空间落地，同时通过缴纳

理三维地理空间上，这样的场景下可以很容易判断某一辆

社保所在单位的办公地点，大概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工

车走在哪条路上，并在哪个地方拐弯。我们认为将视频的

作，有了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信息，可以推断可能的上班路

摄像头数据集成到地理空间中会更加直观，会为公共安全

径。对全市1000多万人口进行了模拟，每个点代表一个

和应急会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想做的工作是将全市所有的

人，从自己家里出来，按照一定的速度，一定的方式到工

视频监控摄像头加载到对应的地理空间位置上，将视频内

作地。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到每条路的需求压力，以及人口

容加载到地理环境里面去，基于这样的工作可以做很多事

整体的流动情况。

情。有了摄像头的参数可以做覆盖范围的分析，摄像头的

有了全市的模拟，也可以具体到某一个片区。深圳市

可视域，我们知道哪些区域被摄像头覆盖了，哪些区域没

领导会关注几个重点片区，以某些重点片区进行模拟。基

有。另外，还可做视觉计算机自动识别功能，识别车辆、

于人口流动的情况可以分析道路网的通行需求，可以推算

车牌和运行轨迹，有了这些识别功能之后，在全市的地理

每条道路每天大概有多少人通过，可以推断通行需求。

场景下基本上可以跟踪所有车辆，判断每条道路的压力。
面向智慧城市的GIS平台是深圳智慧城市的时空信息

示范四：视频与地理空间的集成

云平台建设发展的重要基石，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发挥了重

传统的交通指挥中心是一个大屏幕，上面摆着很多视

要的作用。未来我们将利用MapGIS产品更好的进行平台

频，交通指挥中心可以随意调看全市几十万部摄像头。有

构建，应用。

监控视频与地理空间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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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中地数码 客户服务部

历经 25 年的积累与沉淀，8 月 30 日，中地数码集团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发布 MapGIS 10.2 全品类 GIS 产品。
新产品提供了全新的云授权模式、纵生式开发平台、大数据管理平台、云集群管理平台、云应用集成管理平台，以及更
快捷、更精细、更易用的地图制图服务，更专业的影像处理分析功能，全空间真三维的数据表达、高性能的空间分析工
具等，在我国 GIS 软件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MapGIS 的一路茁壮成长，离不开业界一直默默关注和支持的各位星火专家们。“MapGIS 星火计划”作为提升产
品质量、扩大品牌影响的民间力量，一直受到公司领导的高度关注。发布会现场，武汉中地数码科技公司董事长吴亮表示：
“我们要攒聚起行业内‘草根’们的力量推动行业发展。”足可见领导们对星火计划、星火专家以及千万星火用户的重视。
活跃在 GIS 各行各业的星火专家在新产品质量提升和用户推广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也让更多的用户了解到
MapGIS 产品的最新动态，提升了新产品在更多行业用户中的知名度。他们积极参与本次新产品用户体验和评价，通
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多年使用 MapGIS 的经验，以及资深的行业应用经验，不断提出独到见解，为新产品的功能持续
优化、性能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用户基础。产品缺陷发掘、真实行业需求透析、相比于老版本及同类产品建设性意见
的提出，这些反馈对于 MapGIS 产品的提升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支持同事也及时响应各位专家提出的缺陷、
需求与建议，建档逐一记录，积极测试与讨论，及时予以答复。对于明确为缺陷或需求的反馈，及时与研发团队讨论和
沟通，第一时间提交并跟进，过程、结果也第一时间反馈至用户知晓。
8 月 11 日，星火专家高康在体验新版本产品过程中，发现在修改图元参数或属性操作过程中图元闪烁存在问题，
随后便立即向星火计划组人员提交缺陷报告。计划组人员接收到其提出的问题后立即进行测试，经过多环境反复测试，
该问题重现。随后便与研发人员进行沟通，经过再次验证，问题得到确认，同时在 MapGIS 问题反馈系统中进行提
交，分发给相应研发人员进行修正，此外还将问题处理的最新进展告予用户知晓。在后续的几天里，计划组人员一直
在持续跟进，并实时将跟进信息进行反馈与记录。8 月 14 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该问题得到修复。当然，这只是
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每位星火专家在新产品的体验和试用过程中都表现出了专业专注的态度，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对
MapGIS 深沉的爱。截止发布会前，全国 20 余位星火专家，在新产品体验和试用的两周时间内，结合丰富的行业工作
经验，从产品的实用性和易用性角度出发，累计提出 40 余条优秀建议，均第一时间得到研发与服务人员的响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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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条在提出 3 天内得到明确优化更新，其余部分均也已进入紧张的测试优化环节中，并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与用户见面。
为表达对 MapGIS 新产品的关注与支持，星火专家还纷纷发来微视频为发布会助力，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对
MapGIS 二十余载割舍不断的情谊，张张真诚的面孔写满了对 MapGIS 未来无限的期望与祝福。下面让我们一起感受
星火专家对 MapGIS 的那一颗颗炽热之心。

苏永红

GIS制图培训行业

自从 2001 年接触到 MapGIS 以后，MapGIS 就成为了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部分。十多年
的积累和沉淀给我带来了空前的工作效率，也给我带来了无上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我会一如既
往的支持中地，支持 MapGIS。中地好样的！ MapGIS 好样的！

林志纯

GIS地图绘制行业

我从事地图绘制工作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之前一直使用 MapGIS 67 和 MapGIS K9，
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试用 MapGIS 10.2。通过试用 MapGIS 10.2，我感觉功能和界面比 67 和
K9 更加集中，绘图功能比 ArcGIS 更人性化、更简单、更容易理解、更方便快捷。

刘锦秀

GIS制图行业

从事地质行业 GIS 制图，使用 MapGIS 软件有 5 年了。MapGIS 10.2 的失栅一体化功能
有着非常大的提升，特别是矢量数据标准分幅、批量裁剪自动生成图幅编号的功能，让我在
GIS 制图方面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提高。我期待未来 MapGIS 能给地质从业者带来更多的惊
喜！

郭明春

地质找矿行业

我在地质找矿工作，使用 MapGIS 已经有 8 年时间了。MapGIS 10.2 的栅格影像编辑功
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支持 msi 格式之外，还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栅格影像校正，同时增加
了批量栅格影像校正功能。除此之外，还提供了多种栅格影像的计算方式和数据处理方法。这
些为我在 MapGIS 中处理栅格影像的工作中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地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我希望未来 MapGIS 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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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康

GIS地图绘制行业

我从事地理信息行业，使用 MapGIS 软件已经有 10 年了。虽然在日常工作中已经不再使
用 MapGIS 软件，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关注着 MapGIS 的发展。最近我试用了 MapGIS 10.2，
该版本在功能集成与应用系统上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比如增加了数据的搜索功能，用户可
以通过输入关键字快速查找数据，特别是在大型的数据项目中是非常有用的。我期待未来
MapGIS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游过雄

国土资源行业

我在国土资源行业使用 MapGIS 已经有 15 年了。在这 15 年里，我经历了 MapGIS 6x 到
MapGIS 10.2 的成长过程。我感觉 MapGIS 10.2 比起过往的版本，不管是操作界面还是功能
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整图变换和投影变换功能。整图变换功能不仅能够对矢量数据进行
平移和旋转处理，对栅格数据也能够进行相同的操作 ；投影变换功能增加了中国 2000 国家大
地坐标系，功能的应用上也得到了优化，等等。这些变化都说明我们 MapGIS 10.2 在不断的进步。
MapGIS 10.2 功能的提升让我在工作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率。我非常期待 MapGIS 能够不断的
创新，给我们用户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周佐飞

国土信息化行业

从事国土信息化行业，使用 MapGIS 平台已经有 7 年了。MapGIS 从 6x 到 K9 到 10.2 云
平台有着很大的提升和完善，比如非常直观便捷的捕捉功能，支持继承参数和属性的格式刷功
能，支持栅格、矢量数据平移缩放的整图变换功能，支持直接打开 shp 等多元数据的地图显示
功能……我相信未来 MapGIS 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中地加油！

朱钊

煤田地质行业

从事煤田地质行业，使用 MapGIS 软件快有 10 年了。MapGIS 10.2 全新的 UI 界面，加
上多视图操作模式以及多种更人性化的功能设计，使流程化的工作更简单，让我在日常制图方
面的工作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我期待未来 MapGIS 软件能带给地质行业更多的希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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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浪浪

地质勘查行业

我从事地质勘查行业，使用 MapGIS 已经有 5 年了。MapGIS 10.2 提供了空间数据处理
与管理、地图矢量化、数据编辑与处理、布局输出、分析处理、三维建模等方面的功能。除此
之外，还具有全新的交互界面、集成和一体化功能布局界面设计。在编辑与处理方面，具有更
多视图操作模式、矢栅一体化处理、编辑功能优化、栅格处理增强、三维可视化效果等 ；在制
图与输出方面，地图绘制与表达中，新增图框制作，改进一键成图，版面编辑界面布局合理，
具有丰富的比例尺和指北针样式并支持动态格网的生成。MapGIS 让我在制图中效率得到显著
提高，我期待未来 MapGIS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刘晓

高校GIS教师

我是山东理工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系主任，现在我正在美国休斯敦大学访学。主要从事固
体矿产勘查工作。我接触 MapGIS 已经有 15 年了，MapGIS 10.2 主打三维 GIS，云 GIS，代
表的是 GIS 技术发展的一场革命。GIS 云平台为 GIS 最终用户、软件开发人员以及软件平台提
供商搭建了全新的桥梁。它类似于苹果公司的 Apple Store，是未来 GIS 发展的主流方向。我
相信 MapGIS 10.2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拓展潜力，我期待 MapGIS 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
惊喜！

裴晓东

地质灾害行业

我从事地质灾害行业，使用 MapGIS 已经十年有余了。MapGIS 10.2 的遥感影像处理分
析性能有着非常大的提升，让我在地质灾害数据处理和影像处理方面的工作效率有了显著提高。
我期待未来 MapGIS 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感谢中地数码集团！

关注用户体验，提高产品质量是我们的初心，始终未变。衷心感谢星火专家们对 MapGIS 产品一如既往的支持与
关注，感谢他们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抽出时间来体验新产品，为 MapGIS 的发展建言献策。我们的用户体验征集工
作才刚刚起步，面向用户更广、体验方式更全、征集奖励更丰富的 MapGIS 10.2 新产品体验总动员活动即刻扬帆起航。
我们期待有千万点星星之火加入到活动队伍中，共同燃起燎原的火种。
所以，如果您是一颗耀眼的星，或者您想成为一颗耀眼的星，欢迎您加入 MapGIS 星火俱乐部。在这里，我们将
为您提供一个专业的交流探讨的平台，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同时，我们还为星火专家们争取到了
更多产品试用的特权。我们始终相信，星星之火，必将可以有燎原之势。星火俱乐部，期待您的加入！
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 www.mapgis.com 星火计划专栏或致电 400-880-9970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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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不能成为信息孤岛
■ 文 │ 龙薇

“湖南不动产登记系统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湖南省国

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全流程信息化的一

土资源电子政务平台的有机组成部分。”讲这番话的人正

站式服务，标志着湖南省不动产登记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是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贺安生主任。从今年元月起至

虽然颁证的时间并未搭上早班车，但贺安生指出，湖南不

今，湖南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已在三个试点县不间断发

动产登记信息系统是在湖南省国土资源电子政务基础平台

证了四个多月，期间发现了一些问题，目前也正在解决、

上搭建的，去年用很短的时间就开发了不动产登记业务流

完善，虽然任务还很重，但不动产工作已经进入正轨——

程——这也是湖南省与其它省份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上的最

贺安生在就不动产登记工作接受专访时坦言。

大区别。

1月5日，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颁发了

湖南省国土资源电子政务系统应用的所有空间数据都

湖南省第一本不动产统一登记证，采用了MapGIS构建的

由国土资源“一张图”数据库管理系统管理，全省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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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集成度高，已稳定运行十年，期间得到了不断完善和提

然而，不动产登记依旧要在重重挑战中持续推进，因为

高，不动产登记系统就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开发和部署，充

一经实现了信息化发证，县乡镇级的国土资源部门的信息化

分利用了已有信息化建设成果，开发周期短，节约了开发成

应用水平及工作效率也相应得以提升；不动产登记发证的过

本。根据湖南实际情况建立省市两级数据中心，而县级不再

程，也是一个丰富、完善国土资源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过程，

部署系统。

详实的数据将为政府、国土资源部门的重大决策提供准确的
数据依据与支持；对不动产登记数据挖掘、分析，可以推动

湖南省的不动产登记业务涉及了海洋之外的房屋、农村
宅基地、林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所有业务，虽然全省统一

政府管理数字化和精细化，提升管理效率、促进节能办公、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部署不动产登记系统，作为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湖南
省不同地区之间会有不同的政策规定，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开

作为一名负责省级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的技术管理人

展都要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员，贺安生深知不动产登记工作中的难度，远不止体现在搭

修改。

建信息平台和颁证这两项工作中。不动产登记工作需要测绘
地理信息企业提供信息化系统、开展外业勘测等工作；不动

从政府开展工作的角度而言，不动产登记工作还涉及办

产登记涉及国土、住建、农业、林业、海洋等多个行政主管

事人员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环节，政府层面有亟待解决阻碍

部门，彼此之间的信息还需要共享与交换；不动产登记还要

不动产登记工作开展的四大难题：

与公安、银行、税务、法院等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还需要
其它软件厂商提供相关的管理系统，硬件厂商提供硬件支持

一，国土资源部门对信息化所要求的技术难度认识不

方案，单靠传统方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只有依赖云计算、

足，理解不够深，硬件系统准备不足，要全面完成不动产登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才能够真

记业务还很艰巨；二，组织机构之间协调难度大，信息封

正实现便民利民的目标。

闭，不动产登记涉及国土、住建、农业、林业、海洋等多个
行政主管部门，但彼此之间却并未建立互联互通与共享机

截至8月31日，湖南全省13个市州本级和85个县市区成

制；三，基础数据薄弱，地方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存在着差

功发证(含洪江区)，全省共计颁发不动产权45254本，证明

异，电子信息化程度不高，为后续工作开展构成了障碍；

72514份。11月底以前，所有的市县都要实现停旧证发新

四，人员素质层次不齐，尤其是在县乡级国土资源的基层单

证。

位，需要重新培训学习，很难做到人尽其用。
总之，不动产登记工作是一场持久战，无论是掌管国土
而在操作层面，还会遭遇众多不合法的现象，诸如许多
小产权房产不合法，尽管此前可能获得了房产证，但不能合

资源信息化的官员，还是基层公务员都面临许多工作上的机
遇与挑战。

法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而百姓就很容易误解，提出质疑。
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不动产登记率较低，大量的农村不

国土资源部对不动产登记的总体安排是：2014年基本完

动产权利如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

成各级职责整合，建立基础性制度；2015年健全配套制度，

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都从未办理过首次登记，土地用

平稳有序实施；2016年全面形成制度体系，正常有效运行；

途与土地证书标注内容不符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棘手的问

2017年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依法公开查询。在重重挑

题都需要登记机构对申请材料的一致性、准确性和齐全性进

战之下，这个远景目标如何实现，值得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

行查验，并进行实地勘测与核查，以确保数据来源的真实合

深思。

法性，确保登记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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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城乡规划专业GIS教学的实践
和思考
■ 文 │ 张凡伟 杜爽 张宏伟

――以上海大学为例

■ 文 │ 李永浮 刘勇
摘要：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一门空间科学，在地理学、城市管理、交通、公共卫生等专业的应用日益普及。许多院
校的城乡规划专业也相继开设了ＧＩＳ课程，虽取得良好的效果，仍有诸多不尽完善之处。本文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
从“教学课本、教学内容、教学软件和教学案例”四个方面，阐述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四
个方面，特别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提出若干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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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合使用有助于双语教学，极大地提高了学生ＧＩＳ的专业英语
水平。

员会的审定并颁布实施。２０１４年全国城乡规划专业院校陆续

其次，向学生推荐宋小冬和钮心毅主编的《地理信息系统

分片参加了《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２０１３年

实习教程（第３版）》［２］，作为课后练习用书，它通俗易懂和简

版）》的宣讲工作会。指导性专业规范是国家教学质量标准的一

洁实用，深受城乡规划和相近专业学生欢迎，许多学校都用作

种表现形式，是国家对本科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主要规定了

ＧＩＳ教学的必备参考书。

本科专业教学内容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本规范把专业知识划为

（２） ＧＩＳ的教学软件

核心和选修两类。核心知识是城乡规划专业必备的内容，学生

ＡｒｃＧＩＳ作为ＧＩＳ的旗舰产品，在全球地理信息系统市场上

必须掌握、熟悉和了解。本规范推荐的核心课程１０门，其中包

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国内外ＧＩＳ教材中都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来讲

含《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这门课程。可见ＧＩＳ在城乡规划专业中

解和演示空间分析功能，也正说明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产品的强势地

的较高地位，城乡规划专业对于信息技术给予空前的重视。

位。因此，在ＧＩＳ教学中，我们选用了功能强大的ＡｒｃＧＩＳ软件

有鉴于此，本文将总结上海大学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实

平台，这样有利于教师全面讲授和演示ＧＩＳ主要功能，也对学生

践，加强与其他高校的ＧＩＳ教学经验交流，包括非城乡规划专业

未来就业提高竞争力大有帮助。目前，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的最新版本

的院校，以此推动上海大学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的发展。

已经更新到ＡｒｃＧＩＳＴＭ１０．２。
此外，在ＧＩＳ教学中应当尽可能介绍一些ＭａｐＧＩＳ软件的基
本功能。主要原因在于，城乡规划所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通常

１ 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的探索

来自国土部门，数据多为ＭａｐＧＩＳ软件格式，需要把ＭａｐＧＩＳ数

１、上海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简介

据转换成为ＡｒｃＧＩＳ数据，才有可能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用地分

２００７年９月，上海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

析。当然，ＭａｐＧＩＳ功能日趋完善，在我国国土部门得到广泛地

学制为４年。从２０１４年９月，新招收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学

推广和应用，因此建议学生自学ＭａｐＧＩＳ基本功能非常必要。

制改为５年。上海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毕业生或出国留学，大部分

（３） ＧＩＳ教学内容

同学相继走上工作岗位，总体上得到规划单位的好评，就业率

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教学内容，共计１８章。其中，第１－

１００％。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在设计学下招收城乡规划与设计专业硕

９章，为ＧＩＳ基本概念部分，主要包括ＧＩＳ的基本概念、空间数

士研究生。总体上，上海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办学较晚，还需要

据的特性、ＧＩＳ的地图表达，地理数据的存储结构，地理和属

很长时间逐步发展壮大，但发展前景良好。

性数据的输入和编辑等。第１０－１８章，为ＧＩＳ空间分析与综合
部分。这部分内容乃是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的核心功能，也

２、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实践的探索

是与其他信息系统的主要区别之处，还是城乡规划中急需但

从２００７年第一届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开始，就开设了《城

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所欠缺的核心功能。其实，空间分析工具的质

市地理信息系统》这门课程，共２个学分。从城乡规划专业办学

量、多样性和效率，正是为竞争日益激烈和开放的软件市场中

开始，就学习和借鉴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ＧＩＳ

的厂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辨识标准［３］。

教学经验，从教材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等环

（４）教学方法

节，加强ＧＩＳ学科建设，着重培养ＧＩＳ技术操作和应用能力，取

城市规划专业的ＧＩＳ教学，面临着有限的教学课时与丰富

得了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１） ＧＩＳ的教材

的教学内容之间的困境。实践表明，必须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来
解决这个矛盾，方能收到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我们选择了张康聪（Ｋａｎｇ－ｔｓｕｎｇ Ｃｈａｎｇ）所著的《地理

为此，我们在课堂上重点讲解ＧＩＳ原理，简要演示操作方

信息系统导论（第５版）》［１］。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把ＧＩＳ概念

法，更为详细的软件操作步骤和练习题都让学生课后自学完

与实践并重，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平台，结合ＧＩＳ应用案例，讲授

成，第二次上课时留出时间检查完成情况并为学生答疑。目

ＧＩＳ的主要功能。教材中配有解决问题的练习及其详细的操作指

前，多数院校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成绩，大都比同校其他专业

南。同时这本教材的英文版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个版

学生优秀许多，这些学生学习积极主动，自学能力很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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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重精讲精练，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应用ＧＩＳ技术的

与空间结构研究，正如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机会。也要避免矫枉过正，对于决策树、贝叶斯网络、人工神

所认为：“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理解社会结构和

经网络、粗糙集、支持向量机、粒子群优化算法、期望最大化

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７］。因此，社会学专业也必然重视空间分

算法等方法，无需强求学生全部掌握，应结合学生兴趣有选择

析的技术手段，ＧＩＳ的空间分析正是其必需的技术手段。上海大

地讲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旦知晓了ＧＩＳ强大和实用的空间

学的经济学专业也在建议，为本科生开设ＧＩＳ专业，并且要求研

分析功能，学生怎会不愿意学习呢？

究生必须学习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的基本操作。

（５） ＧＩＳ教学案例
在ＧＩＳ教学过程中，结合城乡规划案例讲解ＧＩＳ技术应用，

２、在上海城市调查中应用ＧＩＳ技术

确是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和主动性的捷径。在上文提到的几本教

２０１４年１０开始，上海大学社会院将进行《上海城市调查》

材中，都配备了很好的练习题供学生选做。特别是宋小冬、钮

项目，主要基于社区层面开展，它的基本框架包括社区治理和

心毅主编的《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程（第３版）》，书中结合城

基层组织两部分。调查内容包括：社区基本情况、居委会、社

乡规划编写了大量针对性的练习题，把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分解

工专业化、物业和业委会、社会组织、环保、社会资本、社

到各个章节，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应用。把练习过程与原理

会质量、社区参与、养老、特殊人群、社会风险、青少年和家

相对照，就能较好地建立ＧＩＳ原理、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功能和相关专

庭、社区大事件史、社会资本等。为了开展多学科合作，保证

业知识之间的联系。其次，在《Ａｒｃ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实

调查内容更为全面，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社会学院邀请了全

训（第２版）》、《地理信息系统导论（第５版）》和《ＡｒｃＧＩＳ

校多个院系加入调查活动，包括计算机学院、环化学院、管理

地理信息系统教程（第５版）》［４］中也有大量练习，这些基础

学院、通信学院、建筑系等。

练习虽非源于城乡规划实践，仍然有益于理解ＧＩＳ原理和掌握
ＡｒｃＧＩＳ操作方法。

其中，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承担的主要工作是社区居住环
境调查，从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保健性、便利性和舒适性四个

即便完成这些练习，对于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的掌握仍嫌不

方面开展，调查社区居住环境的住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足。还要适当补充ＧＩＳ高级空间分析的教学案例。我们选用了王

施等现状。社区居住环境评价中ＧＩＳ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在

法辉的《基于ＧＩＳ的数量方法与应用》［５］和王劲峰等的《空间数

以往的社区生活环境评价中已有成功运用。例如，王兴中等利

据分析教程》［６］ 中的教学案例。这两本书是作者多年科研成果

用ＧＩＳ技术，开展西安中心城社区资源环境可获性评价，主要方

的精心汇编，那些案例都来源于他们的科研实践，以案例的形

法和流程概括如下：

式组织起来，并配以翔实的教学数据以供学生逐步操作练习，
学生能很快掌握那些高级空间技术和应用到规划专题研究中。

首先，将“可获性”定义为：距离每个网区（ｍｅｓｈ－
ｂｌｏｃｋ）中心最大范围内的生活、服务类设施种类（与质量）
的量化总和。步骤为：一综合“可获性的同等机会测度法”与

二、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的合作交流

“可获性的时－空测度法”的长处；二确定测度区域（社区）

１、为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讲授ＧＩＳ课程

的空间界限最小区域－－网区，使居民具有相同“接近时间”；

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城市规划专业就与社会学专业联合开设一

三再用“最大距离测度”（控制）每类社区资源的变化，因为

门课程《城市空间与规划》，其中就为社会学本科生讲授ＧＩＳ基

该距离表明不同类型的社区资源（设施）对不同规模空间（如

本知识。虽然有教师使用ＧＩＳ技术进行社会学科研工作，上海大

邻里区、社区与社会区）差异的重要性；四用网区的网络分析

学社会学专业却没有为本科生开设ＧＩＳ课程，从课堂教学效果来

与社区资源的构成（距离、数量、质量以及权重等指标）量化

看，学生们对于ＧＩＳ功能近乎完全不了解，只有个别学生有些接

综合提示（某一区域或社区的）网区间社区资源的可获性［８］。

触。但是，学生们对于ＧＩＳ技术和强大功能抱有极大兴趣，主动

通过上海城市调查，将对城市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产生巨大

将教学ＰＰＴ拷贝回去学习，并购买了教师推荐的ＧＩＳ教材，配合

推动作用，增加学生ＧＩＳ实践的机会，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将加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学习基本操作。

强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交流和融合。这恰与“数据与计算

近年来，社会学经历了“空间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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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复杂性范式的确立，正在开启一个计算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高教学成效。

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个领域之间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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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ＧＩＳ成为城乡规划专业１０核心课程，课程考核办
法也亟待改进，在此之前ＧＩＳ课程多为考察课，异常宽松的考核
办法使学生极容易应付，根本无法实现有效地督促作用。

３、与国内外交流ＧＩＳ教学经验
２、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困境的破解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提高ＧＩＳ教学水平，建筑系为ＧＩＳ专
业教师提供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加强ＧＩＳ教学和应用

（１）加强ＧＩＳ对城乡规划的技术支撑

的经验交流。例如，每年一度的“国际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大

通过城乡规划与设计专业教师与ＧＩＳ教师的协作，构建相

会”（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从ＣＰＧＩＳ于１９９２年成立以来，历届

对稳定的３－５人教学小组，形成城乡规划需求与供给的教学内容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大会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地理信息科学专家学者

体系，从而使ＧＩＳ技术能够真正成为城乡规划的强有力技术支

提供了聚集一堂交流思想的宝贵机会，其中大会就设立了ＧＩＳ

撑。

教学专题的会场。其次，每年一度的“高校ＧＩＳ论坛”也是交

建立理论和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框架，加强实践应

流ＧＩＳ教学的绝佳机会。这个会议专门设立 “ＧＩＳ学生建设与人

用操作，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例如，武汉大学城市设

才培养” 专题，鼓励高校ＧＩＳ教师撰写教学论文，交流教学经

计学院将ＧＩＳ教学贯穿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教学的始终，从总体

验。今后，每年的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规划的方案构思、方案深化和成果制作，都一直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

年会，也是ＧＩＳ专业教学经验交流的难得机会。

件，放弃了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这种将ＧＩＳ课程与城乡总体规划课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ＧＩＳ国际学术会议就是“空间综合人

程有机结合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文学与社会科学国际论坛”，至今已经召开了５届会议。２０１５

（２）加强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的教材建设

年第５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召

目前，专门针对城乡规划专业的ＧＩＳ教材已经出版好几

开，会议聚集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物理学、

本，总体上有效地改进了ＧＩＳ在城乡规划专业的教学效果，例如

计算科学以及地理计算等多学科的专家。不难理解，正是地理

同济大学宋小冬教授主编的《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程》，东南

信息科学（ＧＩＳ）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度整合，促进了人文

大学尹海伟编著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空间分析试验教程》。但

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基于统一空间参考的融合发展，也加强

是，这些教材还是ＧＩＳ技术的操作教程，只能介绍ＧＩＳ的基本功

了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个领域之间交叉融合和综合集成。

能及其应用，与城乡规划实际需要还有较大差距。例如，以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功能为例，城乡规划教学中仍以叠加操作，网络分

三、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的困境和解决
途径
１、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学面临的困境
目前，城乡规划专业和其他人文社会类专业的学生，数理
基础薄弱，特别是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更排斥抽象思维，ＧＩＳ教
学难度大，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其次，大多数ＧＩＳ教材侧重理论
教学，操作练习的选择与专业相差较远，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如果学生没有参与实际项目的机会，学非所用，就更会产

析和三维分析为主，其实空间分析的内涵已经大大拓展，帮助
实现的软件系统也很容易获取。如表１所示。
同时，有许多专著在ＧＩＳ应用方面有较大理论深度，但只
限于某些方面且较为零散，因此需要有系统地编著真正适用于
城乡规划专业深度要求的ＧＩＳ教材，这必然需要ＧＩＳ专业教师与
城乡规划与设计的专业教师精诚合作，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可
真正操作起来还有很大难度有待克服。

生挫折感，仅有的兴趣和热情消磨殆尽。进一步可知，正是因

四、结束语

为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教师不擅长城乡规划与设计，无法最大限度

本文是基于既往的经验和思考，从“教学课本、教学软

地将ＧＩＳ技术应用到城乡规划实践中，ＧＩＳ教学团队中急需城市

件、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四个方面，阐述城乡规划专业ＧＩＳ

规划与设计的专业教师参与，方能有力地推动ＧＩＳ技术应用，提

教学的改进措施－－“融合国内外优秀ＧＩＳ教材的精华，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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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IS空间分析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研究目标

属性

可视化和探索分析

统计方法

智能计算

点数据

格数据

点数据、格数据

GIS简介、地图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
位置

点格局识别

决策树、贝叶斯网络、

格局识别
数值

格数据统计

人工神经网络、粗糙
集、支持向量机、粒子

空间预报

数值

点数据插值

格数据回归

空间运筹

数值

空间运筹

时空分析

数值

BME模型、演化树预报模型

群优化算法、期望最大
化算法

ＡｒｃＧＩＳ为教学软件，讲授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精选教学案例，
为学生提供ＧＩＳ技术辅助规划研究的机会”。
教师贵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兴趣，培养他们
的自学能力，使学生养成勤于归纳和思考的好习惯。“击石乃

Meta建模

［１］（美）张康聪 著，陈健飞，张筱林译．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第５版）
［Ｍ］．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２］ 宋小冬，钮心毅． 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程（第３版）［Ｍ］．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有火，不击元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事须己运，

［３］（英）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ｄｅ Ｓｍｉｔｈ，（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 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英）

他得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唐朝的孟郊在《劝

Ｐａｕｌ Ａ． Ｌｏｎｇｌｅｙ 著． 杜培军 等译． 地理空间分析－－原理、技术与软件工具（第２

学》一诗中已经道破了为学的天机。

版）［Ｍ］． 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已经列入《城乡规划专业规范》中
的１０门核心课程之中。这说明ＧＩＳ在城市规划专业中的重要地
位获得广泛认同。许多院校的城乡规划专业也相继开设了ＧＩＳ课
程，为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传授ＧＩＳ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本文
只是讨论了ＧＩＳ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问题，还有更
多的问题，例如ＧＩＳ在规划和设计类专业课中的应用问题，ＧＩＳ
与其他信息技术的结合问题等。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ＧＩＳ才能
很好地适应城乡规划未来发展趋势。

［４］（美）Ｍａｒｉｂｅｔｈ Ｐｒｉｃｅ 著；李玉龙，张怀东 等译． Ａｒｃ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
教程（第５版）［Ｍ］． 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５］（美）王法辉 著；姜世国，滕骏华 译． 基于ＧＩＳ的数量方法与应用［Ｍ］．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
［６］ 王劲峰，廖一兰，刘鑫 编著． 空间数据分析教程 ［Ｍ］．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７］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Ｍ］． 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 王兴中，等著． 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Ｍ］．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本文获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村镇区域集约发展决策
支持系统开发（２０１２ＢＡＪ２２Ｂ０３）”的资助。（高校ＧＩＳ论坛优
秀论文）
第一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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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扩展的分布式地图发布技术
研究
■ 文 │ 王怀州 夏璟 翁敬农

摘要：随着地图数据的不断增长，实现地图的快速共享与分发已经成为空间信息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关心问题
■ 文 │ 李丽 王刚
之一。虽然目前有很多大型地图数据服务提供商，如ＮＡＳＡ、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Ｂｉｎｇ Ｍａｐｓ等，或轻量级的地图服务
系统，如ＧｅｏＳｅｒｖｅｒ、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Ｗｏｒｌｄ Ｗｉｎｄ Ｓｅｒｖｅｒ等都有着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本文通过讨论影像金字
塔结构、基于ＷＭＳ请求的地图发布方法以及可扩展的地图发布方法，提出了一种可扩展的分布式地图发布技术，
对于快速搭建地图发布服务系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影像金字塔；ＷＭＳ服务；分布式；地图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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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地图数据获取能力的不断增强，可利用的地图数据成
倍增加，已经有了ＰＢ级的发展趋势。李德仁院士认为：如何
更有序，更高效地存储与管理海量地图数据，形成统一的存储
组织标准，实现地图信息的快速共享与分发，已经成为空间信
息科学领域研究，业务应用部门和机构重点关心的问题之一。
虽然目前有很多大型地图数据服务提供商，如ＮＡＳＡ、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Ｂｉｎｇ Ｍａｐｓ等，它们可以提供全球大部分陆地的较高
分辨率的地图数据及全球主要城市的１０米以下分辨率的地图数
据。但是这样的服务有着两个较大的弊端：一方面是请求方需
要实时接入互联网，并且需要一定的带宽保障与网络稳定性；
另一方面是无法适应地图数据的扩展与其他的分析应用需求。
对于轻量级的地图服务系统，如ＧｅｏＳｅｒｖｅｒ、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ｎｄ Ｓｅｒｖｅｒ而言，虽然可以脱离互联网并且可以实
现地图数据的扩展需求，但是其仍有着发布能力的限制，如

表，核心服务器根据该ＸＭＬ修改自身的服务列表，以及时适应
数据的变化。同时，核心服务器还要维护服务列表中的服务器
状态，以防止某一个或几个服务器因故障停止服务后立即启用
备份服务器，从而保证整个地图服务的正常工作。
数据服务器负责存储和发布地图数据，并与核心服务器进
行交互。数据服务器同样也维护一个自己的数据列表，内容包
括：图层名称、显示范围、瓦片跨度、金字塔层数等元数据信
息。如果要对数据进行更改，则需要重新配置数据列表并重启
服务。
在数据服务器端，对地图数据的组织和管理是一个关键
的环节。本文将讨论如何应用影像金字塔结构对其进行组织。
同时，如何将组织好的数据发布到网络中。关于地图数据的发
布，本文将讨论基于ＷＭＳ请求的地图发布方法。而在核心服务
器端，本文将讨论一种可扩展的地图发布方法，实现对单一图
层数据量过大的发布。

ＧｅｏＳｅｒｖｅｒ需要借助ＧｅｏＴｏｏｌｓ的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和ＩｍａｇｅＰｙｒａｍｉｄ
等插件实现对发布地图影像数据的支持。
本文主要讨论一种可扩展的分布式地图发布技术，一种基
于ＷＭＳ服务标准的轻量级的地图发布解决方法。同时可以支持
海量地图数据的扩展，以及对其他地图服务系统的支持。本文
将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的实现技术分别讨论如何实现一个轻量级
的地图发布服务。

２ 总体设计
对于海量的地图数据而言，无论从数据的存储能力或者

图 1 分布式架构示意

是处理能力考虑，单一的发布服务器一定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的。所以，要实现海量地图数据的发布共享，就需要应用分布
式的架构，如图１所示。

54

３ 影像金字塔结构

图１中核心服务器负责维护服务列表并相应客户端的ＷＭＳ

对于一个地图客户端而言，一次性加载一张完整的地图需

请求。服务列表的内容包括：图层名称、显示范围、服务地址

要消耗大量的带宽资源和时间。而根据当前的观察范围与高度

以及备份标记。核心服务器接收到客户端的ＷＭＳ请求后，进行

给出适当的分辨率是更好的选择，即ＬＯＤ（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

请求解析并在自己的服务列表中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则将

层次细节模型）的概念。同时对于数据服务器而言，当响应每

该ＷＭＳ请求进行相应修改并转发给匹配上地址的服务器，它

次的小范围地图请求时需要进行大量的空间计算和图片渲染操

可能是另一个核心服务器或者是一个数据服务器。在核心服务

作，这样大大地消耗了服务器的ＣＰＵ时间，对于高并发的请求

器中的服务列表是自学习的，在最初配置好之后将托管给服务

时段数据服务器的响应时间将会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基于以上

器自身进行修改和完善，即当数据服务器返回一个数据获取异

两点的考虑，为了提高请求的响应效率，对于大范围的地图数

常时，在通知异常的ＸＭＬ中会给出该数据服务器的数据内容列

据需要进行瓦片切割操作，同时建立影像金字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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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影像金字塔需要预先将大的地图切割为２５６×２５６ 像

法。不过，它具有低通滤波性质，使高频分量受损，图像轮廓

素的瓦片（也可以使用其他大小），通常选择“２倍率”缩放

可能会有一点模糊。但对于由远及近的视觉效果而言，图像轮

比例构建的瓦片金字塔，因为其具有相当高的存取效率。研

廓的模糊是符合人们感知的。

究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可以发现，其瓦片从０级开始，全球大部分区
域都可以达到２１级，极少部分区域达到２３级，瓦片的大小为
２５６×２５６像素，上面一级的１块瓦片的显示范围为下面一级同
样位置的４块瓦片显示范围之和，即为四叉树结构如图２所示。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通过此影像金字塔结构实现了从比例尺为１：１０００
公里的一副循环的世界地图图片到分辨率最高的１：２米城市街道
地图的高效缩放操作。

４ 基于ＷＭＳ请求的地图发布方法
ＷＭＳ是ＯＧＣ标准中比较简单也是比较重要的标准之一。
它全称是“Ｗｅｂ Ｍａ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即网络地图服务。此标准主
要定义了用于创建和显示地图图像的三大操作：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获取服务能力）、ＧｅｔＭａｐ（获取地图）和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ｏ
（获取对象信息）。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和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ｏ两个操作
分别是获取服务器级元数据和获取显示在地图上的某些特殊要
素的信息。其中ＧｅｔＭａｐ为本文重点讨论的操作，此操作得到一
幅地图图像。ＧｅｔＭａｐ操作的参数如表１所示。
其中ＬＡＹＥＲＳ和ＢＢＯＸ为描述具体请求的地图范围。
所以，对于地图数据的发布而言，解析ＷＭＳ服务请求中的
ＬＡＹＥＲＳ和ＢＢＯＸ参数，并将其转换为统一的空间索引，将是地
图发布的关键一环。
对于影像金字塔结构的地图瓦片数据而言，有很多种目
录结构的存储方式。本文以其中一种可行方案为例。最顶层是

图 2 影像金字塔结构示意

以地图名称命名的文件夹，下面是以金字塔层数命名的子文件
夹，再下一层是以行号（Ｙ）命名的子文件夹，最后是以行号

影像金字塔结构在赢得了处理与响应速度优势的同时，也

列号（Ｙ＿Ｘ）命名的地图瓦片数据。其中行号列号是指以西经

付出了占用更多空间的代价。根据四叉树结构的特点可以得出

１８０°南纬９０°为原点，以一个定长的跨度∆为单位长度将全世

下面的计算：

界分成网格，然后从０开始计数所得到的。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２ ＋．．．＋ ｎ －１＝ －
≈３０％
４ ４
４
３ ３×４ｎ－１

（１）

对于ＷＭＳ的ＧｅｔＭａｐ操作而言，ＢＢＯＸ参数为请求区块左
下角点的经纬度以及右上角点的经纬度数据，可表示为ｍｉｎＸ、

公式１中ｎ为金字塔级数，一般来说ｎ取值在３－８之间，所以
可以认为约多占用原始大小３０％的空间。作为用空间换取时间

ｍｉｎＹ、ｍａｘＸ、ｍａｘＹ。将其转换为目录结构所使用的行号列号
的公式如下。

的典型例子，在目前计算机存储能力有了大幅提升的今天，这

{

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而且开源的ＧＤＡＬ库（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提供了可以切割瓦片建立金字塔结构的方法。它使用
以数字命名的文件夹来代表一个缩放级别，在每一个文件夹下

Ｘ＝

ｍｉｎＸ＋１８０
ｍａｘＸ－ｍｉｎＸ

Ｙ＝ ｍｉｎＹ－９０

（２）

ｍａｘＹ－ｍｉｎＹ

Ｌ＝ｌｏｇ２（

∆

ｍａｘＸ－ｍｉｎＸ

（

瓦片以ｎａｍｅ＿ｒ＿ｃ命名，ｎａｍｅ代表地图名称，ｒ代表行号，ｃ代

公式２中Ｌ为影像金字塔层数。而且本文讨论的是普遍

表列号。在生成上一级的瓦片时，可以使用双线性插值方法来

的ＷＭＳ请求情况，即请求区域为一个正方形。所以ｍａｘＸ－

完成图像的缩放。它比最邻近法的结果在灰度上更连续，同时

ｍｉｎＸ＝ｍａｘＹ－ｍｉｎＹ。而其中的∆为第０层瓦片的单位长度（经纬

比三次曲线插值法的计算量小很多，是图像缩放经常使用的方

度跨度）。

55

T

2016.NO.3
技术交流
echnology Exchange

表格 1 GetMap请求参数表

请求参数

强制／可选

描述

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３．０

强制

请求版本

ＲＥＱＵＥＳＴ＝ＧｅｔＭａｐ

强制

请求名称

ＬＡＹＥＲＳ＝ｌａｙｅｒ＿ｌｉｓｔ

强制

地图图层列表。多个图层逗号分隔。服务器渲染图层时，按照从左到
右的顺序渲染。即：最左面的图层，处于渲染结果的最底层。

ＳＴＹＬＥＳ＝ｓｔｙｌｅ＿ｌｉｓｔ

强制

样式列表。多个样式列表逗号分隔。与ＬＡＹＥＲＳ参数的值是一一对应
的关系。

ＣＲＳ＝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强制

坐标系统

ＢＢＯＸ＝ｍｉｎｘ，ｍｉｎｙ，ｍａｘｘ，ｍａｘｙ

强制

一组逗号分隔的坐标值，用于指定请求数据的地理范围。

ＷＩＤＴＨ＝ｏｕｔｐｕｔ＿ｗｉｄｔｈ

强制

地图图片的宽度像素值

ＨＥＩＧＨＴ＝ｏｕｔｐｕｔ＿ｈｅｉｇｈｔ

强制

地图图片的高度像素值

ＦＯＲＭＡＴ＝ｏｕｔｐｕｔ＿ｆｏｒｍａｔ

强制

地图输出格式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

可选

地图背景是否透明，默认为ＦＡＬＳＥ

ＢＧＣＯＬＯＲ＝ｃｏｌｏｒ＿ｖａｌｕｅ

可选

背景色，使用１６进制字符串表示，０ｘＲＲＧＧＢＢ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

可选

异常，默认为ＸＭＬ。

ＴＩＭＥ＝ｔｉｍｅ

可选

期望地图的制作时间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可选

地图的高程

Ｏ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可选

允许客户端请求除时间、高度以外的多维图层。

５ 可扩展的地图发布方法
对于地图发布而言，比较难处理的是一些过大的图层，即
一张地图的分辨率非常高，导致这张地图的大小达到几十ＧＢ的
级别，从而使得单一的数据服务器无法满足发布要求。而另一
方面，客户端又希望这是一张完整的图层，仅需要对它进行与
其他图层一样的配置即可。
为解决这种问题，本文给出一种可扩展的地图发布方法，
即可以将一张过大的地图切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区域分别发布于
不同的数据服务器上，然后通过核心服务器进行整合。这样对
客户端而言，无论这个图层被分成多少个区域，都只需要当作
一个普通图层进行对待。

56

在客户端请求的区块落在某一个区域中时，核心服务器
只需要向持有该区域的数据服务器进行请求数据即可。但是，
客户端的请求区块有可能是跨越多个区域的。这时核心服务器
就需要判断出它跨越了哪些区域，并且是如何跨越的这几个区
域，从而分别将每一部分得到再进行拼接，最后返回给客户
端。
解决这个跨区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出请求的区块
与分布式存储在各个数据服务器上的区域的交集。前提条件为
请求区块是个正方形区块，且分布式存储在各个数据服务器上
的地图区域一定是矩形。所以可以得出它们之间有３６种位置关
系，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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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地图发布应用验证。具体应用了Ｗｏｒｌｄ Ｗｉｎｄ的ＷＭＳ示

３

２

１

例小程序。其主要的功能为解析ＷＭＳ服务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ＸＭＬ
文件，并按照ＷＭＳ服务所发布图层的显示范围与层级进行标

６

４

２

准ＷＭＳ的ＧｅｔＭａｐ请求，然后将请求得到的地图影像瓦片渲染
在数字地球的三维视场中。用户可以通过旋转与缩放来改变观
察范围与角度，同时应用程序根据用户当前的观察范围进行地

９

６

３

图数据的获取与展示。通过使用该应用程序浏览了所有发布的
区域，显示效果符合预期，同时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并发请求测

图 3 位置关系示意

试，整个服务运转稳定，在局域网条件下的平均响应时间为
５０ｍｓ左右。图５为通过该程序所查看到的２００８年北航的航拍

图中实线围成的矩形代表某一区域，图中的数字代表请

图的发布效果。

求区块左下角的点在当前区域中右上角的点有几种可能的位
置。在这３６种可能的位置关系里面，要判断出两个区域的交
集，容易得出一共有１６种位置关系符合有交集条件。

０

０

０

４

４

０

４

４

０
图 5 2008年北航航拍图发布效果

图 4 有交集的位置关系示意

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在这１６种位置关系中有一个共同的特
性，即方形区块的某一条边一定穿过矩形区域（除去方形区块
完全包含矩形区域情况外）。这样进行抽象以后，可利用计算
机进行边的比较来得出交集区域，以达到区域判断的效果，同
时还能得出交集的具体位置。

通过验证，证明本文提出的地图发布技术对于实现一个
轻量级的地图发布服务有很好的效果。适用于快速搭建一个独
立的地图发布服务。

７ 结论
本文介绍并讨论了可扩展的分布式地图发布相关技术，

６ 应用验证
验证共发布了３１．５ＧＢ的地图影像数据，搭建了一个核心
服务器和三个数据服务器，其中一个为备份服务器。
本文应用ＮＡＳＡ开源数字地球软件Ｗｏｒｌｄ Ｗｉｎｄ的Ｊａｖａ版

包括影像金字塔结构、基于ＷＭＳ服务的地图发布方法以及
扩展的地图发布方法，并给出了具体的实现方法。同时结合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ｎｄ数字地球平台实现并验证了本文所讨论的地图发
布技术，通过验证效果可以证明本文所给出的地图发布技术的
可行性与先进性。对于搭建轻量级的地图数据服务系统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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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参考价值。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３ （２０１０） ３８－４３

下一步的研究可以结合地图数据的多源异构特性进行对不

［７］ ＸＵ Ｚｉ－ｚｈｏｕ， ＳＵＮ Ｓｈｕ－ｙ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Ｂ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ｅ－ｒｕ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 ＢＡＯ 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ｉｍ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同数据格式与组织形式的支持，同时增加分布式系统的负载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ｃＧＩ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３３）：

衡能力等。

９９－１０４
［８］ ＬＩＵ Ｘｉ－ｍｅｉ， ＮＩＵ Ｚｈｅｎ－ｇｕｏ， ＧＡＯ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高校ＧＩＳ论坛优秀论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Ｊ］．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３７）： ８７－９０
［９］ ＧＯＵ Ｌｉ－ｍｅｉ， ＺＨＵ Ｍｅｉ－ｚｈｅｎｇ， ＬＩ Ｙａｎ－ｍ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ｅｂ ｍａｐ ｔ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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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时代》致您的一封信
亲爱的读者：
《GIS时代》为了更好地为大家竭诚服务，特同批推出《GIS时代》的PDF格式的电子杂志供浏览，如果您
或您的朋友希望收到电子杂志，或是有其他建议，请您按附表要求将完整信息发至newsroom@gisera.com
电子信箱（请在主题注明“GIS时代订阅”）。
（信息不全者，恕不寄送）

《GIS时代》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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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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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邮编

您希望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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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背后的大雨

中国的气象局就不能把数据做得更精确一些吗？长期
以来，中国气象部门一直免费提供气象信息服务，气

7月8日，国内期货商品市场阴霾一片，农业板

象预报的发布权被气象部门垄断，未经官方许可媒体

块商品再度遭遇重创，双粕期货领跌。这是双粕期货

也不得擅自转播、转载。而这种免费的公益服务导致

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菜粕期货合计跌幅超过15%，

中国的气象服务发展了30年，却仍处于幼稚的起步阶

豆粕则超过11%。业内人士认为，7月8日国内期市大

段，没有形成规模，更没有形成产业。
好在2015年的9月29日，中国气象数据网正式上

文
■

线对外服务，该站将成为中国气象局对社会开放基本

蓝驰创投
│

跌，既受到国际隔夜市场美元走强以及原油暴跌等因
素影响，也与国内南方暴雨灾情有关。

气象大数据创业在中国何去何从？

国内的期货、养殖场的猪还有鸟巢的草

地理茶馆 2016.NO.3
eographic Teahouse

洪灾集中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重庆、江

气象数据和产品的共享门户。目前，用户可以通过中

苏局部等地区，这些区域生猪养殖在全国市场占比约

国气象数据网官方网页（http://data.cma.cn）访问和

为21%，许多养猪人的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下载各类气象数据。

各种有关于的猪场受损新闻报道，如《安徽大型养猪
场被洪水转走1.3万头猪》《洪灾中主人泪别6000头

商业气象服务意味着巨大的创业机会

猪》等不断见于媒体之上。

不用说商业气象服务在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创业

7月25日，国际冠军杯中国赛北京站曼联对曼城

机会。气象数据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畜牧业，

的比赛，因天气原因被取消了。因为鸟巢采用的草种

金融保险以及服装厂家等等都对精确的气象预测有需

一旦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气，虫害是难以避免的，而虫

求。

害也就造成了草皮与草皮直接拼接不齐整，最终坑坑
洼洼的场地，并不适宜进行足球比赛。

欧洲的气象服务已经全部商业化，年产值达
到 2600 亿美元，美国 1600 亿美元，日本 100 亿

国内的期货、鸟巢的草皮和养殖场的猪背后，都

美元，而中国只有 6 亿美元。根据 “德尔菲气象定

是一场来得措不及防的大雨。想必大家的疑问都是，

律”，企业气象投入产出比为 1:98，即在气象信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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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投资 1 美元，便可以得到 98 美元的经济回报。

会的核心。

两家非常有代表性的公司，2013年孟山都9.3亿美元收购
Climate Corporation，Climate中文意思是气象，可以理解

其他早期的应用方向

他们做的是相对中长期气象对于整个环境特别是农业的影响，

另外还有其他早期的应用方向，比如在能源上面做选址和

这一点在后面会特别讲到。另外一家是2015年IBM 20亿美元

电力输电系统的灾害天气预报和监测，运输上面，我们看到中

收购The Weather Company的B2B数据业务 ，The Weather

国的民航气象服务基本都被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公司垄断，很难

Company在美国做的天气预报的商业化公司，它们旗下有电

段时间超越，但在新兴的通航市场，不论是机场还是航线相关

视台节目The Weather Channel天气频道，根据15年2月统

的气象预报，对创业者来说都会有非常大的机会。另外，在美

计，能覆盖全美付费电视观众的83.6%。IBM收购的是它们2B

国有不少公司都出了给路面交通特别是物流行业的实时气象分

的部分和数据分析部分，为企业提供实时天气分析信息，帮助

析预报系统，在国内这方面还比较早期。

企业灵活决策。

气象大数据在金融方向的应用已初露端倪，且就在我们的
身边。上海迪士尼开园，国内首款游园天气险上线，游园当日

农业领域应用：以美国为例

达到大雨标准，可获得100元补偿；游园当日气温大于等于37

气象数据最重要的应用在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主要是种

度可获得50元补偿，高温或者大雨的天气将不再让大老远跑来

植业管理指导，气象对于四大主粮：水稻，玉米，小麦和马铃

尝鲜的小伙伴们败兴而归。

薯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温度和降水的影响。对于创业公司而
言，抓住典型的应用场景，建立关键农作物模型，并且在每个

气象大数据知识普及

农作物行业打下标杆客户，是这个领域的核心竞争壁垒。

我国目前有 5 万多个地面观测站，其中包括 2400+ 国

我国种植业也是从近10年开始重视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特

家级地面观测站，此外还有行业属性的农业观测站 (如土壤墒

别是今年1月，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

情)、雷电观测站、交通气象观测站等地面观测站；对流层空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18年基本完成

间主要以六分钟一个周期更新的雷达为主；还有在轨运行的卫

数据的共用共享，2020年实现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2025

星构成每年PB 级气象海量数据，每年为 PB（100 万 GB）等

年建成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这块美国由于农业信息化

级数据量。天气预报目前提供服务的有：分钟级降水预报、

程度较高，走在我国前列，不仅把气象相关数据结合GIS和土

72 小时逐小时预报、七天预报 (每半天)、到 40 天逐日天气预

壤数据还有其他IoT的数据结合：孟山都买下三家数据分析公

报，长期则有逐季以及一年的气候预报产品提供企业行精细化

司，分别在精密播种，气象数据分析和土壤测试。

服务。

这个领域还存疑的地方在于，最终的市场到底是一两家

而气象大数据技术，简单说就是利用上面讲的气象数

培训机构独大，切入下游的招聘业务；还是招聘平台先发展起

据，对于下面四个元素的统计评估和和精确预测，这四种元

来，再反向导流培训机构甚至自己做培训。

素的分析难度从低到高分别是：温度，降水，风和辐射。
最根本的气象学模型，是一个叫做全球气候模式（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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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

Climate Model）：求解大气流动的控制方程（Navier-Stokes

金融领域，美国的气象保险市场价值200亿美元，相当成

Equations）这个模式需要非常大的运算量，目前能解释的最

熟，广泛应用于传统农业保险里面的标的核算，核保定损，还

好的是欧洲气象局，还有日本，美国，中国气象局也在深入研

有以Climate Corporation为典型的气象公司推出气象指数保

究这个模式，我国气象局有一栋楼的server在运算，可见不是

险。这方面我国的需求非常强烈，国内也有多家保险公司在联

一般商业公司可以承担的。而商业公司基本都是基于这个模式

合气象公司推出太阳能辐射指数保险、风力发电指数保险，但

的数据输出，来做分析。这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几个技术发展

鉴于国内保险公司关于气象相关的的风险定价能力非常差，是

的趋势，分别是：基于已有的较大尺度范围的气象数据，进行

创业公司机会。除了企业保险之外，其他金融相关领域气象数

多源数据融合，降尺度以及利用深度学习在图像上的应用提高

据也有广泛结合点，但气象是否能起决定因素，是衡量创业机

预测精准度。（摘编自“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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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关键应用不在

众关注的领域。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摘要

例子包括Uber，SolarCity，Comcast和Clorox。他认
为：

中，有人就点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以前看PC互联

◎ Uber和SolarCity很有趣，它们都是依靠更智

网普及了，机会在手机移动互联网；现在看移动互联

能、更具连接性的产品或服务而盈利：对于Uber，其

网也普及了，下一个风口会是物联网吗？

关键是司机手中的智能手机；对于SolarCity，它原来

指出，每个人都在等待物联网时代，但其实它早已来

板，因为这需要知道每家客户的太阳能电板能生产多

临，只是跟人们想像的不太一样：物联网不仅仅是一

少电。

堆有芯片的设备加上连接一切的互联网，也不是人们
普遍认为“物”，而是“服务”。

◎ 对于Comcast，可以从其布局中窥知一二：

│ Zoe

的商业模式是把电直接卖给顾客，而不是卖太阳能电

文
■

而22日华尔街专栏作者Christorepher Mims撰文

物 ”
，而在 服
“
“务 ”

物联网早已不再是新兴词汇，而是成为一个大

2016年6月23日Comcast宣布收Networks（一家建立

他进一步解释道，物联网时代的关键性应用都不

于2014年的智能家居初创企业），而这家公司曾骄傲

是关于“物”的，而是以“服务”为核心，他举出的

宣称其产品是“替你做好”，而不是像其他家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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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让“你自己去做”。

◎ Clorox：刚入局物联网，新推出了支持Wi -Fi功能的
“智能”水壶，可以自动清理自己的滤嘴。

◎ 不过Alphabet的Nest有所不同，它的智能温度调节器和
冒烟的闹铃一开始都是作为独立的设备出售，而不是一个更大物
联网服务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些需求，Alphabet并没有回应。
而Networks的营销主管Letha McLaren曾说：明白一点至
关重要：很多人想要解决问题，但不想担心一堆技术麻烦。
她透露，“如果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叫做‘自动化家居’，

“未来不会有人卖给老年人一个新的连接一切的设备，不
过，以按每月付费的模式将‘心灵平静’卖给他的孩子？这听起
来像是下一个Uber，或者至少是下一个Sonos。”他最后说。
其实国外的几大巨头早已纷纷布局物联网，如谷歌32亿收
购智能恒温制造商Nest、亚马逊发力AWS物联网平台、英特尔
投资Quark产品线、AT&T推出物联网应用开发门户网站Data
Flow、戴尔与英特尔合作开设物联网实验室，连日益衰落的诺基
亚成长基金也募集了3.5亿美元用于投资物联网。

人们会很喜欢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不会花钱买。可如果你将它称

而国内，华为去年推出针对物联网设备的操作系统LiteOS，

为一种为‘心灵平静’而服务的设备，并且和家居安全挂钩，人

同时加入Cloud Foundry开源社区，希望建立物联网应用开发平

们就会愿意每个月花35-45美元购买这项服务。”

台；据Digtimes报道，2015年小米的专利重点就集中于物联网

文章中Christorepher分析道，当物联网成为一种服务，消

领域，同时大力投资手环、智能家居等产业，引人注目。BAT也

费者就不会再担心各种零部件和技术问题，而商家对其产品和服

毫不落后，2014年腾讯就推出了QQ物联只能硬件开发平台；今

务的定位也会更加明确。他指出，从“只是将自己的产品定位成

年2月，阿里巴巴便发布了物联网战略，以阿里云、阿里智能、

一个智能和连接的设备”，到“意识到它们只是整个服务中的一

YunOS等事业群组共同打造物联网时代的服务平台；百度则开放

个要素”，这种转换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个预测：服务型企业将是

云物接入服务（IoT Hub）。几大巨头无不希望在这一市场中分

物联网下一个爆发的风口。

一杯羹。

他也列举了其他一些人的观点：

不过据IDC预测，到2020年物联网将发展为价值1.46万亿美

◎ “你不会认为Uber是一堆连接起来的汽车，而是会把它

元的国际市场，而这一数值如今还只有7000亿。将来成为这一市

看成一种服务。”Ajay Kulkarni, Iobeam（其科技可以帮产品制

场龙头的企业，会真的如Christorepher所说，靠“服务”而非

造商分析产品生成的数据）的CEO和联合创始人说，“当设备需

“物”取胜吗？这也挺让人期待的。（摘编自“36氪”）

要修复或者升级的时候，AI能够帮助提前预测；而当商家可以从
中获得收入时，就会主动去修复和升级。”

◎ “‘物联网’这个词是被误用的”，Ljuba Miljkovic，
Automatic Lab（一家可生产出将汽车转化为连接工具的公司）
联合创始人，指出，“比只是简单的将一堆芯片和无线连接设备
装一起，更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智能、传感器、连接设备
到底是如何提高人们生活的？”

◎ “你可以说Sonos是第一家物联网公司”，Sonos CEO
John MacFarlane说，“不过大部分人不会那么在乎技术，除非
它出问题了。”

◎ “把一个芯片放在一个设备、然后让它连接的门槛是相
当低的。”Icontrol的Mclaren说，一个正从事这项工作的工程
师也透露，“连接是物联网的关键特征，但事实证明设备具备这
一功能其实是相对简单的。”
他同样提到，许多和他交流的人都举过一个例子：家庭护理
如今已成为一个热门，许多智能系统也已被用来跟踪健康，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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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家居和宠物可以帮助正在增长的老龄人群获得更独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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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台前幕后！

●

●

ＭａｐＧＩＳ专区：ＭａｐＧＩＳ携手未来，与时代同行

所有作者均可免费获赠发表文章当期《GIS时代》；
分级别发放稿酬：

启发与帮助作用。

● 图片征集：30元/张

纵论：集百家之言，思想与观点的碰撞

● 稿件视观点新颖性，内容可读性、形式创新性而酌情增减稿费。

技术交流
3S、IT、地理等领域相关技术的分享与交流。

风采３Ｓ人
从人文视角关注产业中最重要的群体——人，无论是普通从业者还是
高端学者，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

●

本刊暂不收取版面费；

● 100~300元/千字 不等

文章，集GISER百家之言。

●

１．
２．
３．

MapGIS应用与技术方面文章，体现MapGIS特点，对MapGIS用户有

对行业发展、热点事件等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具有思想性的评论

●

三、投稿奖励

４． 礼品奖励：对于一年内投稿两次以上的作者，除稿酬外还有精美的
小礼品赠送。

５． 荣誉奖励：每年年底编辑部评选《GIS时代》年度优秀作者，给获
奖作者颁发证书奖品。

６． 从本期开始，为保证稿费及时发送，《GIS时代》稿费为每期一结！投
稿一经录用，出版后一个月内即发送稿费。

海外
国外先进技术、理念、应用等方面的文章，使读者能够实时了解行业
国际动向。

二、稿件要求

１ ． 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论点明确，逻辑严谨，文字通
顺。立论新颖、论据充分、数据可靠；

四、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ｇｉｓｅｒａ．ｃｏｍ
联系人：白水亮
电话：０１０－６２９８５１８７
传真：０１０－６２９８５１８７

邮编：１０００８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９号嘉华大厦Ｃ座１２０１

２． 作者应具有文章发表的所有权，严禁抄袭，责任自负；1000-5000字
左右为宜；

３．

来稿一律使用WORD排版，并请注明第一作者的姓名、单位、通讯地

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多作者稿署名时须征得其他作者同意 ，

1

注意事项
● 请作者在E-mail“主题”栏写明“投稿”字样，并标出稿件题目；

按先后顺序排列，接到录用通知后不再改动；

● E-mail正文请附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电话、

４．

● 投稿后如在三天内未收到来自编辑部的邮件回复，请致电编辑部查询。

文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文中如有参考文献，应依照引

www.gisera.com

E-mail地址、通讯地址等）；

欢迎您的来稿，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