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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和免责声明

本 文 由 英 国 国 家 测 绘 局 约 翰· 卡 朋 特（John

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本版

Carpenter）、杰文·斯奈尔（Jevon Snell）代表联合国

已采纳会上以及之后反馈的意见。本文最后列出了所

全球地理信息管理（UN-GGIM）专家委员会撰写。但

有参与者的名单。我们对提供书面材料或参加 2012 年

本文内容完全基于各方提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在 2012 年

4 月讨论会并允许本文引用其观点的所有个人和单位表

4 月讨论会上表述的观点和确认的趋势。因此，本文不

示感谢。

一定代表作者本人或其所在机构观点。尽管参与方有
时观点不同，甚或存在冲突，但各方仍就一些主要趋
势达成了共识。

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被转载，但应注明资料引自
“《 未 来 五 至 十 年 地 理 信 息 管 理 发 展 趋 势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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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所 含 信 息 受 版 权 和 其 他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本

2013 年 7 月”。

背 景

2011 年 10 月，在韩国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地理信

我们收到来自地理空间领域广泛专业人士的书面

息管理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委员会决定要将地理

意见，并随后于 2012 年 4 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讨论

空间领域权威人士对未来五至十年本行业发展的展望

会，详细论证这些意见并就主要趋势达成共识。基于

记录成文。

收到的书面材料和 2012 年 4 月的讨论成果，我们形成

来自地理空间领域广泛学科的专家和远见卓识之
士，从数据采集专家、学者和地理信息的主要用户，
到私营部门和志愿者地理信息（VGI）运动的领军人物，

初稿并于 2012 年 8 月提交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
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本文现已根据该次会议以
及之后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

都应邀发表了各自对地理空间领域发展趋势的看法。
此外，我们也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征求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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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过去十年中，地理空间领域经历了巨大变革。近

作为本文的补充，世界各地广泛的案例研究可从联

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层决策者对地理信息

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网站（ggim.un.org）查阅到。这

价值的认识已大大提高。互联网、移动设备和基于位置

些案例将随时增加和更新，希望能有助于向各国高层决

服务的激增，使人们每天都直接接触位置信息，从而开

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展示“位置的重要性”。

始重视对地理信息的需求。

很多反馈者提出，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

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旨在

员会各成员国在创建和维护本国可信和精确的地理信息

确保成员国携手合作，共享知识，并支持建立完善的地

数据库方面面临诸多不同挑战。这些挑战的规模和范围

理信息数据库。这项工作基于地理信息能够对促进经济

各不相同。然而，要证明建设和维护地理空间基础设施

增长、提供关键服务、支撑可持续发展，进而改善全世

的价值以及地理信息为国家带来的益处却是普遍存在的

界人民生活发挥重要作用的广泛共识。

一个挑战，需要全球的努力和参与。

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认为，将未来五至十年影

尽管如此，在一个面临饥荒、传染病、粮食和水等

响地理信息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记录成文是一项有益

基本资源短缺的国家，要说服政府相信维护精确的地理

的工作。

信息数据库的重要性，在很多人看来是存在巨大困难的。

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知名专家以及联合国所有成员
国应邀提供初步书面意见。随后于 2012 年 4 月在阿姆
斯特丹举行了讨论会，梳理这些意见并寻求共识。
本文草案提请 2012 年 8 月在纽约举行的专家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并征求意见。本文纳入了成员国在该
次会议上以及之后提出的反馈意见。
该次会议上的意见之一是有关地理信息的应用。在
最初收到的反馈中，有关应用的内容相对较少，因此本
文对这一点阐述不多。尽管如此，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
管理专家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应是，提升人们对地理
信息应用广泛且富有价值的意识。因此，专家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要求，各成员国提供能够说明地理信息如何应

然而，正是在这些国家，社会能够从权威的、维护良好
的地理信息数据库获得最大价值。
希望本文以及附随的用户案例研究有助于向所有国
家和政府证明空间位置的重要性，地理信息是一个国家
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地理信息的投入将带来物超所值的
回报。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可能面临不同挑战，这一点
在所难免。但我也确信，未来五至十年，我们将面临
很多相似的挑战和机遇，希望本文有所阐述。我相信，
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是我们探讨这些
挑战和机遇、互相支持、分享各自宝贵经验和专业知
识的有效论坛。

用及其益处的案例研究。
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表
明，世界各国依靠地理信息促进其发展并有效提供公共
服务。从埃及利用详尽地理信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税
收效率，到西班牙利用地理信息支持农业补贴管理；从
巴西利用地理信息降低犯罪率，到韩国利用地理信息更
新地籍图和改善土地所有权管理，地理信息已日益成为

瓦妮莎·劳伦斯博士
英国国家测绘局局长
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联席主席
2013 年 7 月

国家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
以上只是地理信息诸多重要应用的一些小的实例。
将来，随着政府日益认识到地理信息对日常决策的重要
作用，地理信息的应用会不断增加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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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的应用迅速增长。政府和私营部门日渐认

地理信息。地理信息对科学决策至关重要，无论是长期

识到，掌握位置和地点是有效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还是应急响应，同时也为实现空间信息化社会的潜

即使不具备地理信息专业知识，甚至不熟悉地理信息这

在利益提供保障。

个词语的民众，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和接触地理信息。
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在不知不觉中为地理信
息的采集做着贡献。
一些重要的技术驱动趋势可能在将来产生重大影
响，创造出以往难以想象的大量位置相关信息，并使我
们对地理信息的构成的理解产生质疑。这些发展将带来
重要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挑战。未来
五至十年，应对这些挑战并确保所有国家实现潜在利益，
对确保地理信息价值充分最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所有技术驱动型行业一样，地理信息领域的未
来难以预测。但本文通过采纳地理空间界各领域知名专
家的观点以及国家测绘与地籍管理部门的宝贵意见，力
求对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给予一些展望。
根据所收集的材料，这些发展趋势分为几个大的主
题，涵盖地理空间领域的主要方面，包括：技术发展趋
势与数据生成、维护和管理未来方向；法规政策发展；
技能需求与培训机制；私营和非政府部门的作用；政府
未来在地理空间数据提供和管理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各国在地理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升级
和应用方面处于不同阶段。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投资于
地理信息并实现其服务于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全部潜力，
这是无法避免的风险。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帮助减少这种风险，传播投资和开发权威
和维护良好的地理信息数据库的价值和重要性，减少“数
字鸿沟”出现的可能性。
确保将来地理信息价值的充分实现，也有赖于建立
适当的培训机制。日益增长的地理信息，需要以新的、
不断改进的技能进行管理，以确保从中实现最大价值。
过去十年，从事地理信息生产、管理和提供的人
员数量显著增加，这种增长趋势在未来五至十年将会
继续并可能加速。私营和公共部门将在提供技术和信
息以最大程度利用各种机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除了
增进对地理信息最终用户群的了解外，他们还可能提
供有价值的、在许多情况下独特的地理信息要素以及
所需的技术和服务。
政府将继续在地理信息提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
成为地理空间数据的重要用户。但是，未来五至十年政
府在地理信息管理中的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当然，它
仍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不同组织之间
搭建桥梁，与地理信息界其他方面开展合作，最重要的
是要提供完善的地理空间框架及可信的、权威的、维护
良好的地理信息，以确保用户能获得和使用可靠可信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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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发展趋势与数据生成、维护和管理未来方向

1.1

“事物皆有位置”——数据生成的新浪潮

1.1.1

1.1.6

增长，日常生活中地理信息使用量不断增加的
我们看到，无论是数据获取方法，还是或许

同时，随之而来的是，需要以更强有力的政策和

更为明显的数据生成和获取量，都在呈指数式增

法律框架来管理隐私问题并保护数据提供者的利

长。“移动地理”概念早已形成，事实上，过去

益。上述信息的使用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隐私问

五至十年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具有全球卫星导

题将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航系统 (GNSS) 功能和互联网连接功能的设备使
用数量，而这两项功能既使用又生成位置信息。
1.1.2

这种趋势将在未来五至十年得以持续。我们

1.2
1.2.1

说成为一种地理空间标志，关联或生成位置信息。

位置来理解和识别正在生成的海量数据中的模式。
1.2.2

目前，我们正在遭受数据泛滥之苦，普遍而
言，我们生成数据的能力超出了有效使用这些

这意味着生成的数据将达到以往难以想象的量级。

数据解决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这

数据的生成既有主动也有被动，但更多将是

些正在生成的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中获得巨大的价

被动的。“推特”和“脸谱”等社交媒体用户可能

值。然而，数据量的增长对“在恰当时间找到正

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成了大量与空间有关的信息，

确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原因在于这些详细信息是日常活动的副产品。在与
朋友聚会的地方发表“推文”，或使用手机版“脸谱”

1.2.3

字节的数据生成，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

这些活动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新数据层，因而

位置，因此数据管理和数据集成方面的挑战将十

出现了“地理空间参与者数据模式”，即个人通
过网站和社交媒体生成的信息叠加到空间位置精
确的地理信息之上。使用社交媒体和日常设备生

分严峻。
1.2.4

分析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将是未来五至十年的主

能。这并不是一种新趋势，许多网络公司和资源

要趋势之一。目前，许多大数据解决方案都是专

已经按照这种方式分析解译信息，而基于位置服

门为客户定制的。处理大数据的技术虽已存在，

务的大量涌现是过去五至十年的重要趋势之一。

但未来五至十年对这种技术的依赖将会加大。

通过这些渠道生成的数据越来越多，因此未来五
1.2.5

未来对实时信息和实时建模的需求必将
增加并构成重大挑战。目前已有的图形处理器

这种趋势之所以会持续下去，是因为它带来

(GPUs)、NoSQL 和内存强大的 SQL 数据库等

了诸多显而易见的益处，从生死攸关的灾后信息，

技术将满足在更短时间内对高数量级空间和非

到寻找餐馆等生活信息。未来五至十年，更多益

空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需求。

处将会显现，从降低保险费，到通过移动设备查
看最近的淡水源或土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方式

为应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和
依赖“大数据”技术，即在可用和实际的时限内

成的信息将进一步使模式检测和行为预测成为可

至十年这种趋势很可能继续发展。

当前已生成的大量数据以及可能生成的更多
数据要求完善数据管理系统。每天约有 2.5x1030

发布照片，这些都在无形中生成或提供地理信息。

1.1.5

大量数据的生成对理解数据的能力提出了要
求，这本身就会拉动地理信息需求，因为人们借助

上的低成本、低技术、网络化的传感器越来越多，

1.1.4

海量数据管理

能够设想这样一种情景：许多物体从某种意义上
安装在手机、电脑、能量计或任何其他日常设备

1.1.3

然而，在地理空间信息化设备配置数量显著

1.2.6

展望未来五至十年，处理非结构化和半结构

将由于地理空间标志和传感器不断增多而改善，

化数据的新型大规模分布式系统将出现，并将在

反过来又为分析提供“超级素材”，如果有效和

地理信息管理和解译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技术

适当利用，能够并将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的使用将促进对日益增多的地理空间传感器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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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大量原始数据的有效利用，消除无用数据干

oad;
d

扰，使我们能够在恰当时间找到正确信息，从而
at
the right time, thus driving effective and
well‑informed
decision‑making.
进行有效和科学的决策。

e is
he
t is
e
g

1.3.2 Semantic technologi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en it comes to publishing and making
sense of this data, offering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rich machine‑processable descriptions
of data. This will enable knowledge sharing
1.3.2 and re‑use
语义技术将在数据发布和数据释义方面发挥
in addition to data sharing and
重要作用，可生成丰富的可由机器处理的数据描
re‑use.
It is expected that data will really start
to
show its true value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述，使数据共享和再利用以及知识共享和再利用
other
data sources. Location will provide a key
成为可能。只有在与其他数据源相结合时，数据
underpinning framework to the Web of linked
才能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空间位置将为关联数
data, providing an essential information hub that
据网络提供关键性的基础框架，形成聚合各类数
brings
many datasets together.
据不可缺少的信息枢纽。
Audioscrobbler

Flickr
exporter

SW
Conference
Corpus

SIOC
Sites

BBC

Magnatune

ACM

Revyu

DBLP
RKB
Explorer

Linked
MDB

World
Factbook

Open
Calais

PDF Book
Mashup

DBpedia

nce,
ta

Source: cgartist/Shutterstock.com
资料来源：cgartist/Shutterstock.com
1.2.7 Whilst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ices generating
1.2.7
当生成此类信息的设备数量在世界各地都在
such information may reach most corners of
激增时，有效分类和管理数据所需的资金却分布
the globe, the funds necessary to collate and
不均。因此存在出现数字地理信息鸿沟的风险。
manage
such data in an effective way may
世界各国掌握的技术及获取技术所需财力资源均
not
be so well distributed. There is, therefore,
a衡不一。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移动通讯等领域
risk of a digital geospatial divid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ing
取得跨越式发展，但光纤和核心处理能力不足将
required to access such technologies, are not
使一些国家无法利用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机遇。
available equally across the globe. Although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have leapfrogged
1.2.8
在一些突出的技术进步有可能降低成本和提
in areas such as mobile communications, the
高效率的同时，依然存在一种风险，即资金短缺
lack
of fibre‑optics and core processing power
会使一些国家无法受益于这些机遇，继而导致或
may
inhibit some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some of these
加大与能够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此
technologies.
外，在那些为发展地理信息基础设施获取资金仍

one
rs –
ta’

hin
,
ted

ce
ext

se

是主要挑战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可能
1.2.8 Whilst some of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ive on
依然是第一要务。数据处理和分析外包和离岸外
QL
highlighted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costs
ormation Management
e
and
increase efficiencies, there is a danger
包趋势的发展，以及下文将详述的云计算等新技
mand
that
a
lack of funds prevents some countries
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风险。
cs in
from benefitting from these opportunities, thus
or increasing the division between
1.3 creating
关联数据和“物联网”
those who are able to make use of such
ars,
and those who are not. Furthermore,
1.3.1 resources
鉴于正在生成的大量数据，尤其是通过使用
s for
in countries where securing funding to develop a
网络生成的数据，以及理解这些数据的需求，网
d
base geospatial infrastructure is still the primary
络信息联接能力将会日益重要。因此，未来五至
challenge,
prioritising the collection of basic
十年我们将看到数据日益以“关联式”分发。关
geospatial
data is likely to remain the primary
nt
Use
focus.
The potential trend towards greater
联数据为网络上的数据互联提供了机会，可将已
tive
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of processing and
有信息融入相关背景并增加其价值。
ed
analysis,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sors,
such as greater use of the cloud – discussed
a’4
in greater detail below – could go some way to
mitigate this risk.

Un‑gg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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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 to the UN‑GGIM Secretariat on Future trends i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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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IRIT
Toulouse

Geonames

ata

1.4

DBLP
Hanover

W3c
WordNet
DBLP
Berlin

UMBEL

Pub
Chem

Daily
Med

Reactome

CiteSeer
Audioscrobbler
UniParc

GeneID

Source:
Ordnance Survey/linkeddata.org
资料来源：Ordnance
Survey/linkeddata.org
1.3.3
of tomorrow, built on an increasing
1.3.3 The network
未来的网络以日益增多的传感器和数据量为
number
of
sensors
and thus increasing data
基础，将形成一个超链接的环境或“物联网”，
volumes, will produce a hyper‑connected
2020 年预计将有 500 亿件以上的物品实现网络
environment or ‘Internet of Things’, with
连接。地理信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
estimates
of over 50 billion things connected
by
2020.
The
‘omnipresence’ of geospatial
几乎所有数据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位置。空间位置
5
information
in our lives, whereby almost all
将形成一条关键纽带，将“物联网”传感器与物
pieces of data have some form of location
联网世界中某一物体或对象的统一资源标识符

Sour

5 This phrase was used in one of the submissions to the UN‑GGIM Secretariat on Future trends in geosp

(URI) 关联起来。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可用性，这
将推动对地理空间数据的标准化元数据的需求。

1.3.4

未来五至十年，我们将可能看到地理信息促
进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精确定位信息的出现和
使用在这方面提供了大好机会，并将构成信息技
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然而，将来这方面的应
用也将对地理信息的管理构成挑战。

1.4
1.4.1

云计算
当前及今后，海量数据的管理、存储和提供
需要对基础设施和软件进行大量投资。某些情况
下，这些成本是地理信息管理机构难以负担的。
但是，“云”的使用——无论是自有还是共享的

the ‘cloud’, however, either Private – hosted on
your premises, or Public – hosted elsewhere
in a shared manner, provides a means to host
and serve significant volumes of data without
the accompanying investment costs required
“云”——为存储和提供海量数据而无需投资获
to
own the technologies necessary to do so
取独立运作所需技术提供了途径。
independently.

IRIT
Toulouse

DBLP
RKB
Explorer

源解决方案的推广将为其更广泛应用扫除许多已
知障碍。随着更多用户采用开源解决方案并反馈
改进意见，其价值将不断增长。一些国家测绘和
地籍主管部门，即负责提供国家权威地理信息的
政府部门，已经在一些服务中采用了开源解决方

eSeer
Audioscrobbler

案。

arc

1.5.2

有三大趋势可能推动开源解决方案的应用。
其一，在资源特别稀缺的国家，提供免费使用的
软件显然首先具有经济效益；其二，共享和修改
软件相对容易，也会促进知识交流和建立共同用
户群。在尚处于地理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初级阶段

sing
a

的国家，开源解决方案确实可以替代以往的操作
方法；其三，下一代地理信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
和个人生活中都会接触开放源码，因此会在技术和

d

意识上更易接受开放源码的使用。要有效提升对拥
有开源技术总成本的意识，因为即使核心软件是免
Source: SCOTTCHAN/Shutterstock.com
资料来源：SCOTTCHAN/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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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在未来五至十年，为满足这种需求，特别是

在数据量以及实时实景数据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
下，地理空间领域对“云”的使用和依赖将大幅
增加。未来五至十年，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费的，开源技术的开发和维护也会带来劳动力成本。

1.6
1.6.1

13

平台即服务 (PaaS)、软件即服务 (SaaS) 和数据

开放标准
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负责制订地理空间数据
采集、构建、维护和使用标准。在国际层面，开
放地理空间联盟 (OGC)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牵头开展此项工作，并与许多更广泛的技术标准

即服务 (DaaS) 为地理信息管理提供了技术便利，

组织进行合作，以确保互操作性。这些机构制订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的标准将继续为全行业互操作提供可能，并改善
1.4.3

如前所述，用户希望在恰当时间获得正确信
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鉴于数据量的增加，地
理空间计算将日益凸显非人工性质，自动生成准

全世界数据的可访问性。
1.6.2

为更好地利用这些标准，需要开发附加标
准 和 补 充 工 具， 以 适 应 不 断 变 化 的 技 术 和 实

确结果并直接提供给最终用户。

践。开放式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规范（OGIS）
1.4.4

用户除了希望在恰当时间获得正确信息外，

Geospatial 和 GeoSPARQL 标准的应用，以及标

还日益期望通过他们自选的设备接收所需信息。

准 SQL 的使用，使开发地理空间数据维护互操

云的使用也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并很可能在

作技术以及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复杂语义分析

未来五至十年成为一种标准做法，使任何人在任

成为可能。

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能够获取地理信息资源。

1.5
1.5.1

开放源码

1.7
1.7.1

作为可替代独家供应商的一种选择，开源解

“专业”数据生产和维护趋势
在地理信息数据采集专业界，一些主要的技
术驱动趋势将继续改进数据采集质量和效率。

决方案可能会显著增长。开源地理信息业界已通
过开源地理信息基金会 (OSGeo) 建立了很完善

1.7.2

在用户和技术的双重驱动下，未来五年，从

的“基础设施”，并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联系

二维（2D）测绘到三维（3D）和四维（4D）可

紧密的共同体，为发挥其潜能而努力。政府对开

视化的发展趋势将会加速。用户有望看到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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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upplement both everyday data collection
and in emergency response situations, where
near‑real‑time information is of particular value
to those on the ground.

than a distinctive add‑on as it is now. Much
of the influence fo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se
areas comes from outside of the traditional
geospatial sphere, with 3D software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gaming industry offering
和逼真的三维模型，尤其是城市三维模型，以便
insights
and possibilities that 2D ‘maps’ cannot
进行有效规划管理和优化资源配置。三维数据将
provide.
日益成为核心地理空间数据的内在组成部分，而
1.7.3 There also will be an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不是像目前一样只作为一种特色附加数据。对这
3D information with business information
些领域发展的影响大多来自传统地理信息领域之
management
systems that will use ‘internal’
外，电玩业中的三维软件及开发提供了二维测绘
and
below‑ground 3D to create integrated
walk‑through
models.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无法企及的见识和可能。
technologies and the data models to exploit this
1.7.3 potential
此外，“外部”三维信息和商务信息管理系
will continue in the coming decade.
统也将集成，使用“内部”和地下三维数据，创
1.7.4 The use of the fourth dimension is also likely
建集成漫游模型。未来十年，挖掘这方面潜力的
to increase over the coming five to ten years
技术和数据模型将会继续发展。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with GIS companies increasingly providing
1.7.4
在未来五至十年，地理信息系统中第四维的
‘time’ functionality as an additional dimension
使用也将增加，地理信息系统公司将越来越多地
alongside
conventional x, y and z coordinates.
This
is likely to provide the abilityx、y、z
to view 坐标轴
提供“时间”功能，作为对传统
the
pa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ange
that
的一个补充维度。通过使用四维技术，我们能够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but will also enable
呈现历史，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能对未
predictive modelling of future trends. Effectively
来趋势进行预测性建模。有效管理实时信息和有
managing
real‑time information, but also
效存储不同时间的数据将会成为日益重要的数据
effectively
archiving time‑referenced data, will
become
an
管理技术。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echnique
in the management of data over the coming
1.7.5 years.
未来五至十年，航空影像的质量将继续提高。
然而，目前全球许多地区都可以获取厘米级超高
1.7.5 The quality of aerial imagery will continue
分辨率影像，今后该领域的重点将是提高向用户
to increase in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
提供影像的速度以及利用影像进行的分析。
However,
with the existing availability of very
high‑resolution imagery at centimetre levels in
1.7.6 many随着低成本发射系统和低价卫星以及日益强
areas of the globe, focus in this area is
大的多波段传感器的增多，高质量影像的成本将
likely
to be more on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imagery
can be provided to users and what
会降低，数据量会大幅增加。数据覆盖范围的扩
analysis
can be undertaken with those images.
大以及数据采集频率的提高，将允许对偏远地区

1.7.8
无人机能够进入难以接近的地区，因而可为
1.7.8 The ability
of UAVs to access area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inaccessible offers the
应急响应人员和现场决策者提供更好更全面的
chance
to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行动信息。这种近实时数据采集手段的利用，对
to decision‑makers on the ground, providing a
工业区火灾事故或大型活动后人群控制等意义重
more comprehensive operating picture to those
大，因为在这些事件中，额外信息将进一步提高
involved
in an emergency response. The use
of
this kind of near‑real‑time data capture tool
指挥、控制和分析的实效性。
could be invaluable in an incident such as a fire
1.7.9 on an光学成像传感器的精度将会继续大幅提高，
industrial complex or when crowd control
is
required
following an event, where additional
地物识别能力也会随之提高。空间、光谱和辐射
information
further increases effective command
分辨率将大幅提升，使地物识别能力更强。在这
and control, and analysis.
点上，高分辨率高光谱立体影像也将能更广泛地
high‑resolution
hyper‑spectral imagery could
also
become
more
widely
available.
获得。
1.7.9 The
accuracy of optical
imaging
sensors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significantly over the
coming years, bringing with it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features on the ground better. Spatial,
spectral and radiometric resolutions will
improve drastically, enabling better identification
of features. In this regard, stereoscopic

树冠层损失和土地利用等问题进行更加动态的
分析。
1.7.7

无人机 (UAV) 作为一种数据获取手段，将

15

在民用领域得到更多应用，补充卫星遥感和航空
影像。无人机数据既可用于补充日常数据获取，

Sour

也可用于近实时信息对现场人员具有特殊价值

1.8.3

的应急响应。

Un‑ggim

1.7.10 Mobile mapping systems will be upgraded for
capturing and processing both street‑level visual
information, points of interest (POI) and attribute
data in more detail. We are likely to see further
use of 3D LiDAR and optical sensors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generation of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datasets.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 on

Global Geo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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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ositioning ourselves in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

1.7.10

1.8
1.8.1

移动测量系统将会升级，用于获取和处理更

1.8.4

室内定位也是一种新兴前沿技术，但其仍然

详尽的路面视觉信息、兴趣点（POI）和属性数据。

存在巨大挑战。尽管一些现有技术能用来改善这

三维激光雷达和光学传感器将进一步应用，促进

方面的数据，包括超宽带、加速器和射频识别

生成更全面和完整的数据。

(RFID)，但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源能达到将来

未来五至十年的定位技术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已成为目前的主流技
术，未来五年，随着新型和下一代全球导航卫星

有望实现的广泛覆盖面。尽管解决方案终会出现，
但很可能不是五年而是十年之内，我们才能看到
室内地理信息的广泛应用。这些新技术有望带来
与现行标准制订程序相符的新行业标准。

系统的启用，用户装备领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到 2015 年，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在轨卫星数量将
超过 100 颗，即使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数据
采集速度将更快，精度更高，完整性更强。用户
装备与其他技术兼容更强，可实现更完善且无处
不在的定位解决方案。
1.8.2

卫星重力测量的进步对确立高程基准体系的
方式形成了挑战。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逐渐
摆脱以大规模地面观测为基础的传统方案，完全
以重力大地水准面来定义国家高程基准体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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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eteimaging/Shutterstock.com
资料来源：eteimaging/Shutterstock.com
1.8.3
frames are becoming more
1.8.3 Reference
随着技术的进步，参考框架的精度不断提高。
accurately
defined
with each iteration as (SLR)、
长期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和卫星激光测距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s improve. This is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LBI) 和星载多普勒无线电
further aided by long‑term GNSS and other
定轨定位系统
(DORIS)
等其他空间观测数据为
space
observation,
for example,
satellite
laser
ranging (SLR), very long baseline
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各国参考框架将与全球
interferometry
(VLBI) and Doppler Orbitography
标准化大地测量参考框架，如国际地球参考框架
and Radiopositioning Integrated by Satellite
(ITRF)，以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参考框架，日益
(DORIS) datasets. National reference
接轨。未来五至十年，这将不断促进全球地理信
fram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more
息数据的互操作和统一。
aligned
to globally‑standardised geodetic
reference frameworks – an example being
the 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
(ITRF) – as well as GNSS reference frames.
This fosters interoperability and unification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atasets across the
globe and will be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the
coming five to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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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规政策发展

2.1

在变化的世界中获得资金

2.1.1

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证明地理信息的价值并
获得维护地理信息的必要资金。在信息，包括地

从事地理信息采集管理的政府和政府机构，

理信息在内，极易免费获得的时代，这将是一种

其工作传统上依赖于公共资金。虽然过去十至

挑战。

二十年出现了各种经费模式，但大多数国家仍然
或多或少依赖于公共拨款。因此，使政府相信地

2.1.2

的国家，高质量数据对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投资以保障数据精度，仍将是国家测绘和地籍主

要作用将得到更好的理解。随着对精确的、维护

管部门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良好的地理信息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加深，国家将
可能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数据采集和维护项目。

某些信息的免费使用不可避免地引发关于使
2.1.6

当前，相对于其他优先发展事业，为地理信

是采集还是管理，信息的内容都是需要成本的，

息采集和维护所需设备和技术资源争取投资，

但是免费地理信息的日益增多，使得阐明数据采

尤其是在那些基本医疗、卫生和粮食仍然是首要

集、管理和维护成本并获得必要经费保障的难度

政策问题的国家，意味着使政府相信对地理信息

加大。对国家测绘和地籍主管部门来说，这一挑

进行投资的价值将会非常困难。但是，随着更多

战可能仍将存在，不论其运营采取何种经费模式，

案例研究证明地理信息对解决此类重大问题的价

如完全靠公共拨款，或通过向用户收取数据使用

值，地理信息对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日益深

许可费获取资金，或采取任何其他经费模式。

入人心。随着这种认识的提高，会有更多政府开

通常情况下，地理信息的采集、管理和维护

始把精确的地理信息视为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基

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尽管有些数据会免费提供使

础部分，并决定对此投资，因为这样的资源配置

用。私营公司可以选择免费提供某些信息，因为

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他们可以从叠加在该数据上的其他信息中获得价
值，从链接至该信息的其他来源中获得收入，这

2.1.7

额外资金。这可能是某些地区的主要经费模式，

的领域。常规的志愿者地理信息（VGI），即公

特别是那些正处于可靠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的

众主动和自愿采集的地理信息（最著名的例子是

初级阶段的地区。

“开放街区图”），可免费提供使用。此类信息
依靠相对较少的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采集和

由于地理空间数据的基础性，其资金将来自
于中央财政，有时全球或国家开发基金也会提供

样做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尤其是在经济活动活跃

2.1.4

在测绘资源不足且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欠发达

理信息的价值及其带来的利益，以及有必要持续

用其他信息资源的费用问题。一般情况下，无论

2.1.3

2.1.5

2.1.8

在很多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已造成中央财

管理，或合并其他来源的信息。因此，此类信息

政减少投资。与此同时，免费提供核心数据的压

能否可持续提供和更新，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予

力加大，期望升高，也将造成困难的环境。这无

以证明。政府可能选择向其公民免费提供信息，

疑会使一些国家测绘和地籍主管部门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会改善百姓生活或刺激经济增

而且政府会密切关注其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问

长。尽管新技术可能会降低相关成本，但地理信

题。上文所述的技术进步可能会降低数据采集和

息的生产、管理和维护将继续会有成本付出。

维护的部分成本，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资金问题。

如今，大多数提供地理信息的政府部门通常

然而，初期投资需求仍将存在。可能需要寻求其

依赖于公共财政或混合型收入来源。在有些国家，

他收入来源，以补充公共拨款，例如收取基础设

为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提供工作经费仍然是一个

施使用费，向使用数据最多的公用事业部门收取

有争议的话题，这一做法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发生

费用，或在一些国家寻求开发援助。

变化。在地理信息提供方面，未来五至十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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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accurate and maintaine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2.1.9
因此，未来五至十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要

on

d

资金投入。如果资金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获得，

找到维护精确和有质量保障的地理信息所需的经
2.2 Open
data

费和运营模式，同时要使高质量、精确和维护良
1.1.1 The
drive for access to government‑generated
好的地理信息的用户数量不断增长。
geospatial information free at the point of use
likely to continue, albeit in an uneven way,
2.2 is
开放数据
in the coming years. A number of trends will
th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orce behind
2.2.1 drive未来几年，免费使用政府生产的地理信息的
this is simply the widespread availability of
推动力可能继续存在，但情况不一。这方面有多
other mapping information free at the point of
种趋势的推动，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其他免费使
use.
The Internet has shaken the foundations
用地理信息的广泛存在。互联网已经撼动了许多
of a huge number of content‑based industries.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music and
基于内容的行业的根基。创意行业，尤其是音乐
movie, have been arguably the highest profile of
和电影业，被认为是受此趋势影响最大的行业。
the industries affected by this trend. However,
地理信息的内容提供者，特别是国家测绘和地籍
geospatial
content providers, particularly
部门，也不能幸免其影响。
NMCAs,
are not immune from this trend.

ing
e

g
e

ng
n
sary

ata,

无法保障数据维护以及或免费或收费提供使用，
那么必须认识并考虑到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和
社会成本。
2.2.5

隐私问题将在下文详细阐述。随着数据的精
确性和现势性不断提高，有些国家希望对数据
的使用进行控制，或者至少要知道是谁在使用
数据。在线访问控制技术的发展将会使这一目
标实现，但是由于此类控制往往很容易规避，
在有此关切的国家可能还是会出现信息使用者
究竟是谁的问题。

2.3
2.3.1

许可、定价和数据“所有权”
在许多用户看来，现有的地理信息收费定价
和许可模式往往过于复杂、死板，而且价格高。

onal
t
model

事实上，志愿者地理信息发展的部分动机就是要
提供使用相对免受许可限制的数据。但是，对那
些必需通过数据许可获得数据采集和管理资金的

ial

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来说，用户对以免费或低价、
少受或不受限制的方式轻松使用地理信息的期望
仍将是一种挑战。

ral

2.3.2

对价格更低和内容更丰富的地理信息的推动
力持续存在，这意味着从要素层面而不是地方、

e

省区或国家数据库层面进行信息监控和许可的压
2.2.2
2.2.2 One 未来几年，全球地理空间领域面临的最艰巨
of the greatest policy challenges over
的政策挑战之一，是各国如何满足对互联网和谷
the
coming years in the global geospatial
community
will be how countries can meet the
歌、微软等机构所带来的免费内容日益增长的需
increasing demand for free content that the
求。这可能对那些仍然需要大量资金来提高本国
Internet and the presence of organisations,
核心地理信息质量的国家产生特别的影响。然
such
as Google® and Microsoft ®/Bing®, has
而，未来五年数据开放的驱动力可能会面临两大
brought.
This may particularly affect those who
still
require significant funding to improve the
逆向压力：一是资金，尤其是在数据开放将产生
quality
of cor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 their
费用或者目前数据是收费的情况下；二是安全和
country. However,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隐私问题。
drive for open data is likely to face two main
counter‑pressures; funding, especially where
2.2.3
确保获得资金的关键可能是开展宣传和教
making the data open carries a cost and/or
育，让人们了解使用高质量、权威性和可信赖地
where
it is currently charged for; and security/
理信息的价值，及其为有效决策带来的经济和社
privacy
issues.

,
e

e

ng
be
s
blic
f the
ers
me

next
nd
ate

会效益。
2.2.3 Key to securing this funding is likely to be
and education on the value that can
2.2.4 advocacy
地理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不可能没有成本。由
be
gained
from use of high‑quality, authoritative
于用户日益依赖于精确、详尽的地理信息，并以
and truste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the
此为基础进行决策，后续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都会
引起注意，因此要开展宣传并实现持续稳定的

d nations initiative on
Un‑ggim
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Global Geospatial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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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持续加大，随之带来了新的挑战。
2.3.3

未来几年，数据所有权问题将更具挑战性。
目前，地理空间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相对简单，
因为数据的生产、处理和发布过程相对独立，各
方的角色通常很明确。但是，数据量和数据生产
过程参与者以及各方关联性的增加，可能对数据
所有权的认知构成更大的挑战，虽然有些挑战可
通过有效利用元数据和遵从标准得到解决。

2.3.4

尽管如此，网络世界中的数据许可并非易事。
娱乐业努力保护其内容权利，但结果好坏参半。
地理信息业很可能像娱乐业那样面临同样的问
题，很多用户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数据都是免费
提供的，是可以广泛共享的。有人尝试为有价值
的内容提供简单的机读许可证，有时称之为“数
字权利管理”，但这些努力至今未能解决该问题。
数据盗版问题在这段时期将会非常严重，由于与
开放数据相结合，消费者对地理空间数据的使用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免费的。要应对这个问题，

2.3.5

2.4.5

公民在全球范围内活动时，上述问题会加剧。

需要持续进行有效的宣传，让公众了解数据许可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传送的信息和有关他们的

的使用通常是为了保障信息质量。

信息并无变化，但这些数据的使用权和相关法律

where all devices that we use can be constantly
然而，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目前针对这些
online, will make most individuals visible
问题缺乏国际的法律或政策框架。由于在一国获
most
of the time – in fact it is likely to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opt out and hide oneself
取的数据可能会由第二国的企业在第三国进行处
from
other
individuals
or agencies.
理，而数据本身又储存在“云”中，如果不努力

保护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未来十年，将会有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that the lack of a global
framework
be addressed by multi‑national
日益明确和迫切的需求，由国际机构，如联合国，
bodies,
such
as the UN.
来解决全球性法律框架缺失问题。

达成一项全球性协定，法律框架、责任、担保等
2.4.2 This will challenge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问题就无法明确。当然，这些并不只是地理空间
privacy.
Given the amount of devices emitting
数据才有的问题。
and
recording information that will exist, even
if individuals choose not to use many aspects
2.4 of
隐私
modern technology, they will be visible
as they move through the landscape. Aside
2.4.1 from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许多
the moral aspects of a ‘surveillance
society’,
individuals will be the focus of
社会对隐私问题的态度。很多人愿意暴露隐私，
targeted
messaging, much of which will be
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并习惯于传播与自身及其
driven by combining personal and locational
活动有关的信息。随着“物联网”的兴起，我们
data. Consequently,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使用的所有设备可能始终保持在线状态，使得大
marketing
laws and policies will need to evolve
to
enable
the
citizen to enjoy appropriate
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可见的”，实际上
protections.
很可能会越来越难选择退出或使自己对其他人或
机构“隐身”。
2.4.3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track and monitor
is already a subject of controversy
2.4.2 individuals
这将对个人隐私权构成挑战。由于发送和记
– this is witnessed by the debates on the use
录信息的设备数量众多，即使本人不使用现代技
of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 and the
术的许多功能，他们在周围活动的时候也会“现
monitoring
of voice and text messages. As all
devices
become
location‑enabled broadcasters
身”。除了“监视社会”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外，
available
24 hours per day, 7 days per week, the
个人还将成为定向信息发送的目标，这主要是由
state will have the capability to hugely enhance
于个人数据与位置数据的结合。因此，需要完善
its ability to observe the location of these
消费者保护和市场营销相关法律和政策，使公民
devices.
While bringing huge potential benefits
享有适当的保护。
in
te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national laws and oversight
2.4.3 bodies
国家能够跟踪和监视个人已成为争议问题，
will have to evolve to ensure the data
is
maintained
and used appropriately and that
对闭路电视的使用及语音和文字短信监控的争论
personal
privacy is not sacrificed.
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所有设备都成为每周
7 天、
每天 24 小时可用的具有定位功能的广播设备，
2.4.4 Cybersecurity is a growing threat to privacy,
国家将能够大幅提升其跟踪这些设备位置的能
where
malevolent ‘hackers’ are not respecting
privacy
policies, and are stealing/manipulating/
力。这将为国家安全和灾害管理带来巨大的潜在
destroying
private information. Such activity is
益处，但是国家的法律和监督机构必需进行调整，
further enabl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location
确保以适当的方式维护和使用数据，并且不牺牲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个人隐私。
Powerful
encryption technologies and other
security software/hardware protection will,
2.4.4
网络安全日益对隐私构成威胁，恶意“黑客”
therefore, increase in importance.
不尊重隐私政策，窃取、操控或摧毁私人信息。
2.4.5 The
issues described above are exacerbated
个人和组织的位置信息更可进一步促成这些活
when
the citizen moves across the globe. In
动。因此，强大的加密技术和其他安全软硬件保
most cases the information they broadcast and
护将日益重要。
which is acquired about them does not change,
but the rights over the use of that data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s may change radically.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clear and growing demand

Source: jannoon028/Shutterstock.com
资料来源：jannoon028/Shutterstock.com

2.5 Standards
2.5
标准和政策 and policies
2.5.1 The geospatial
community is, relatively
2.5.1
相对而言，地理信息业是制订和维护开放标
speaking, an exemplar industry in the
准的模范行业。过去二十年来，开放地理空间联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open
盟 (OGC) 与许多组织合作，牵头协调此项工作。
standard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is
通过这些合作，开放地理空间联盟的标准往往会
has
been led and coordinated by OGC
in
partnership with many
organisations. (ISO)。
被其他标准机构采纳，
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These
partnerships
often
result in OGC
开放和通用的技术标准和语言得以确立，全行业
standards being adopted by other standards
的政府、商业、学术和研究部门越来越多地在政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ISO. Open
策和实践中采纳这些标准。
and
common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languages are now well established and
2.5.2 adoption
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对开放标准的需求持续存
is increasing in both policy and
在。然而，大部分参与标准制订的专家以往都来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industry,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commercial, academic and
自北美和欧洲地区，近来亚洲和中东的专家逐步
research
sectors.
增多。若要在标准制订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
球代表性，未来几年需要以更正式的方式支持采
2.5.2 New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techniques
纳开放标准。处于采用和遵从这些标准的相对初
drive
the continued need for open standard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experts engaged
级阶段的地区，未来几年将加强与开放地理空间
with
the
standards
联盟等机构的合作。development process
have historically come from North America
with an emerging membership
2.5.3 and Europe,
一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各单位，为制订
in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If truly global
和采用此类标准提供了支持。共享数据的需求将
representation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is
进一步推动这些标准的应用。但是显然存在这样
to
be achieved, we will see a requirement in
一种风险：由政府支持的更正式的途径可能会抑
coming years for sponsorship in the adoption
of
open standards in a more formal way. In
制自愿模式的创造力和快速发展。因此，未来五
regions
where uptake and adherence to such
年可能更加需要在联合国等机构的支持下整合这
standards is in relatively early stages, there
两种模式的优势。
will be increasing focus on engaging with
organisations such as OGC in the coming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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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6.1

社会进步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并未实现协同一致的

责任和数据保证问题

发展，而且有落后于技术发展的趋势。
在这段时期，数据质量和精度的责任问题可
能会凸显。过去，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以及其他

2.7.4

地理信息提供机构基本都能避免这一问题，通过

信息的价值，认识到地理信息是政策制订和分析

发布免责声明来免除诉讼风险。某国政府在开放

的参考框架、不可或缺的基础信息以及私营经济

许可中的措辞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此信息按

增长点。但是，世界许多地区可能还没有形成隐

现状许可使用，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信息

私、国家安全、责任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致和

提供者免于与此信息相关的任何陈述、保证、义

透明的法律政策框架。

务和责任。信息提供者对此信息的任何错误或遗
漏不承担责任，对其使用所造成的任何损失、伤

2.7.5

更大的风险是，某些国家由于完全缺失必要的法

的情况出现：数据已被证明不准确，用户为此遭

律和政策框架或者相关法律和政策不明晰，那些

受损失，因此寻求法律赔偿。很难预测这种趋势

有巨大社会价值的技术和商业应用将无法实现。

者必需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并且还可能影响政
府更广泛的立法工作。
未来几年，为应对这种不断加大的风险，可
以采取以下两种形式：继续接受这种风险，但通
过政府立法最大程度地减少诉讼风险；或开发“担
保”数据模式，至少数据某些属性将包含某种形
式的担保。这样做必然会导致为规避风险付出更
高代价，但是对于那些使用数据做出重大决策的
专业用户而言，这会被视为一种附加值。
2.6.4

由于用户不可能去检查每一项数据，因此大
数据解决方案的采纳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有赖于担
保和责任规定。

2.7
2.7.1

法律和政策框架之间的差异
各国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千差万别，而这种差
异将持续存在。实际上，在未来五至十年，这一
事实本身就可能形成最显著的趋势之一。

2.7.2

未来十年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明显差异：有的
国家根据技术变化完善法律和政策框架，并具备
促进位置或空间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框
架；而有的国家则没有建立这样的框架。

2.7.3

与法律和政策框架不同，技术发展相对而言
是没有边界的。技术发展可以引领我们实现空间
信息化社会，实现一个主动和被动使用和创建地
理信息及基于位置服务的社会。然而，促成这种

Un‑ggim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 on

Globa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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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限制，有空间制订出适当的框架。然而，

然而，在更广泛的政府数据环境下，有这样

如持续发展会产生的影响，但这是所有数据提供

2.6.3

有一种对立的观点表明，那些尚未具备此类
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地区，反而可以不受任何激进

害或损害不承担责任。”
2.6.2

未来五年，政府可能会更加理解和认同地理

2.7.6

要确保不出现这样的分化，或者至少要确保
这种分化不过于明显，将是未来几年在法律和政
策方面的重大挑战之一。

3.1

Maximising the valu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3.1.1 In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skills are required and what training
is needed will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nsuring the valu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s
maximised. Early determination of, and action
these issues is vital, as the time needed to
3.1 on
实现地理信息价值最大化
develop an appropriate training capability and
the individuals is at least five years.
3.1.1 then train
未来五至十年，对所需技能和培训的正确认
The demand is highly likely to exceed the pace
识将是确保实现地理信息价值最大化的重要因
of development. This is being taken seriously
素。鉴于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形成适当的培训
and,
in some quarters, is evidenced by recent
能力并实现人员培训，就此尽早做出决定和采取
pronouncements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some
of
the
largest
and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of
行动是至关重要的。需求增长速度很可能超过发
the
world
that
have
made substantial investment
展速度。这个问题正在得到认真对待，在某些地
commitments i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 the
区，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经济体的
last 18 months.
政府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承诺对地理信息领域进

3

技能需求与培训机制

3.1.2 In
certain regions, there is a lack of qualified
行重大投资，这些政府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
personnel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manage
3.1.2 and utilise
某些地区缺少有效管理和利用地理信息的合
geospatial information. Ensuring
that
programmes
are put in place as quickly
格人员。因此，最重要的是尽快落实方案，建立
as
possible
to
develop
a suitable body of
合适的专业人员机构，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有能力
such professionals and to support retention of
保留这些技能。
those skills within the country or region is most
important.
3.1.3
在欠发达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可以协助解决
很多最关键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和开发机构将会
3.1.3 Many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where
在开展全球性技能培训方面发挥潜在的重要作
geospatial
data can assist are found in
less‑developed
nations. There will be a potential
用，以确保所有国家都能享受到空间信息化社会
major role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的成果。否则将会有“人才流失”的风险，数量
(NGOs) and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有限的人才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富裕国家的政府机
ensuring
that the skill base necessary to
构或私营部门。
ensure
all countries reap the benefits of a
spatially‑enabled society is developed globally.
3.2 Without
从海量数据中发掘价值
this there is a risk of a ‘brain‑drain’ as
the limited pool of talented individuals could
3.2.1 be drawn
由于在本文别处所述的原因，地理信息的使
to other government positions or
private‑sector
opportunities in higher‑wealth
用将日益大众化，然而，数据的激增，尤其是非
economies.
结构化数据的激增，将会带来对高技能数据建模
专家的重视。即使在领先的数据库公司和最先进

3.2 Extracting value from a world of data

的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真正了解数据模型与数

据流之间相互关系的专家的数量普遍较少。
3.2.1 Although
the use and availability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will be increasingly democratic, for
reasons identified elsewhere in the paper, the
proliferation of data, especially unstructured

data, will place a premium on highly‑skilled data
modellers. Even among the leading database
companies and most advanced NMCAs,
the number of experts who truly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data models
and data flow is generally quite low for each
organisation.

isak55/Shutterstock.com
资料来源：isak55/Shutterstock.com
3.2.2
models will need to continuously evolve
3.2.2 Data 数据模型需要不断进化，以解决各种问题，
to answer the range of questions and manage
管理不断增多的数据。因此，若要实现潜在的利
the rising volume of data. Hence the training
益，必须要优先考虑培训一批数据专家，使他们
of
a cadre of data experts, who understand
了解有关空间数据、非空间数据和基于时间数据
the
additional complexities of geospatial,
non‑geospatial
data and time‑based data, must
的其他复杂问题。将来各部门可能都需要这方面
be a priority i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re to be
的专业知识，因此支持开展相应的教育符合各方
realised. In the future this expertise is likely to
利益。像现在一样，这些教育活动将大多与学术
reside
in all sectors and hence it will be in the
机构合作开展，但会更集中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interest of all to sponsor appropriate education.
As
today, much of this will be in collaboration
领域，而非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领域。
with the academic sector, but increasingly
3.2.3 focused
当然，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继续发挥
in the areas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rather than in the more
作用，因为数据输出仍然需要解译，以便为决策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者提供信息。但是，这些专家需适应于解译模糊
(GIS) field.
和非结构化数据，同时也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渠道
来表达解译结果。
3.2.3 There
will of course continue to be a role for
traditional GIS skills, as data outputs will still
3.2.4 need 许多机构依然认为地理信息系统是在幕后发
interpretation to create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makers.
However, these experts
挥作用，与政策或行动鲜有联系。因此，除了继
will
need to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with
续发展技术技能外，还需培养地理信息专家在沟
interpreting fuzzy and unstructured data and will
通、表达和影响力等方面的软技能。
also need to find mor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their results.
3.2.5 communicating
如前所述，在这段时期，强大的开源技术将
进一步获得发展动力，并将像软件业其他领域一
样，逐渐与独家解决方案并驾齐驱。开发人员需
要适应这两种环境，仅掌握一种编程语言将不能
满足需要。这类学习可以通过建设全球网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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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验和想法来实现，从而减少对正式培训机
构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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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1

地理信息，这些人对地理信息熟悉程度有所提高，

可视化技能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需要走出“地图上的点和颜色”的局限，
过去十年，整个行业专注于数据，低估了地

指导这些用户使用简单而直观的工具，自行处理

图制图和数据表达的作用。然而，地图制图这门

数据，而不需要通过后台专家获得解决方案。

语言将继续以空间方式解译激增的数据，因此需
要研究和开发新的方法。通过移动设备消费和解
译的地理信息日益增多，这一事实也使得我们需
要改善移动设备地图制图质量。
3.3.2

3.6
3.6.1

一些工具可以实现三维数据和基于时间数据的可

都至关重要。
3.6.2

自动化处理、基于位置的应用程序开发以及海量

策者传达信息。数据解译人员需要具有更多设计

非结构化数据集成。对相关新兴领域的早期原型

专业背景，而不是只具备传统地图制图技能。此外，

设计、测试和评估进行投资，不但能尽快实现这

由于地理信息将在多种设备上展示，从事地理信

些新开发技术的利益，还能使广泛的机构对这些

息可视化的人员还需要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的技能。

3.4.1

技能培训的正式机制
我们需要对技能发展和能力建设进行管理，
随着这种认识的提高，技能的培训可以通过广泛
的专业、学术和在职方式实现。

3.4.2

上文所述的技能需求将对国家测绘和地籍部
门产生重大影响。采用数据驱动而不是制图驱动
的地理信息内容，将带来基础技能和成本的根本
性改变。先进的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已发现，数
据管理人员的雇用成本超过地图制图和数据采集
人员的雇用成本。因此，需要对有能力的内部员
工进行再培训。对于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欠发达
的国家而言，有机会寻求和开展实现其地理信息
部门目标所需要的综合技能教育。

3.4.3

为吸引学生并培养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地
理信息院校教学的内容也需要改进。要增加跨学
科的课程，吸收利用传统地理信息、计算机科学、
设计和相关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最佳做法。

3.5
3.5.1

教育与宣传
在发展核心技能的同时，还需对政策制订、
决策、规划、地理空间数据代理人员进行教育，
有可能的话，还需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最高层人
员进行教育，使之充分了解地理空间数据在解决
重要问题方面的潜能。这将有助于他们表述问题
和解释数据。通过使用消费者应用程序中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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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研究领域反映了地理信息行业的很多
最新趋势和未来走向，包括更有效的传感器数据

视化，但其往往只注重外观和感觉，而不是向决

3.4

在各行各业中，研发投资对于促进未来所需
技能的发展，以及确保新趋势潜在效益的实现，

三维数据和特别是四维数据采集的增长，将
对结果信息的有效表达构成新的重大挑战。现有

研发投资

新开发技术有所了解。
3.6.3

与标准机构加强合作至关重要，可确保研究
成果迅速为用户和单位所了解，并在企业环境中
得到应用。

4

私营和非政府部门的作用

4.1

让测绘走向大众

4.1.1

信息界可能会继续在人们的日常地理信息应用中
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质量保障、详尽程度和

过去十年，准入壁垒的减少、网络和移动测

维护机制等方面看，这类信息通常不能用于解决

图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众包地理空间数据的热情，

重要商业或公共服务问题，如能源供应管理、土

使私营部门和志愿者群体的作用大幅增强。谷歌

地范围登记和应急服务公共行动平台等。因此，

地图和必应地图成为全球品牌的事实表明，是私

对官方采集的地理空间数据或至少由政府部门提

营部门使数字化测图走向大众。
4.1.2

随着地理信息使用量的激增，“开放街区图”
（OpenStreetMap）等志愿者地理信息团体，已
开始在相对小众的范围内普及地理空间数据的采
集方法。

4.1.3

作为一种数据源，用户生成的内容已在我们
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得到广泛认可。最著名的实例
大概就是维基百科，尽管存在可信度和近期突出
的资金可持续问题。如本文别处所述，用户生成
的内容可能会继续被使用，主动和被动的数据创
造者提供大量的位置数据，对于传统的数据采集
机构来说，这些数据的采集在经济上不可行，或
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

4.1.4

对跨国界信息需求的日益增加，凸显出基于
国界方法的局限性。不同国家的测绘和地籍部门

供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需求还将持续存在。
4.2.3

尽管如此，随着志愿者地理信息的发展，私
营部门越来越希望像电信业和邮政业一样，在
所有经济活动活跃领域与政府信息源进行竞争，

4.2.8

can
be artificial. While much of the provision of
并可能会超越航空影像和综合数据等现有竞争范
the
data
may be by private sector contractors,
围，扩展至大比例尺详细数据。
governments and supranational bodies
remain the largest customers and
4.2.4 often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消费领域之外，区
commissioning agents.
分私营还是公有地理信息提供可能是完全人为
的。大部分的数据可能由私营部门的承包商提供，
4.2.5 Cost
and efficiency requirements will see
而政府和国际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客户和委托方。
NMCAs outsourcing many processes to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coming years. Thus, much
4.2.5 of the出于成本和效率要求，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
income generated by, for example,
在未来几年将会把很多工作外包给私营部门。因
satellite
and aerial imagery providers, will
continue
to come from governments and NGOs
此，卫星和航空影像供应商的大部分收入将继续
– indeed the proportion from these sources is
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这一来源的收入所占比
likely to increase over this period.
例在这段时期可能会增长。

联合开展了一些项目以应对这些问题。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私营部门的供应商，无论是卫星影像
还是地图供应商，相比政府地理信息部门，在跨
越边境方面早已捷足先登。因此，当出现跨国境
问题时，往往会让私营部门提供数据。私营部门

4.2.9

和志愿者地理信息团体将继续在这方面发挥主导
作用，而受国境限制的政府部门则通过国际和政
府间机制努力赶上。

4.2
4.2.1

私营部门的未来作用
私营部门可能会继续在提供本文前述的各种
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政府以及其他私营
部门能够生产和采集我们将来可能看到的海量数
据，提供管理和利用这些数据的技术，并且在提
供最大限度利用这些数据所需技能中寻求价值。

4.2.2

对消费者而言，易于访问和使用以及普通的
位置参考是其主要需求。私营部门及志愿者地理

Source:
Mechanik/Shutterstock.com
资料来源：
MECHANIK / Shutterstock.com
4.2.6
highly technical defence‑related
4.2.6 Sector‑wise,
国防系统将重新关注新的挑战并重新配置更
geospatial solutions will grow as a market for the
多技术推动型解决方案，因此高科技国防地理
private sector specialists, as defence structures
信息解决方案将会为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员开辟市
refocus
on new challenges and reconfigure into
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详尽的地理空间数据
ever‑more
technology‑driven solutions. Recent
conflicts
have shown how detailed geospatial
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未来五至十年，
data can greatly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ces – the trend over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
will be applying these techniques across more
governments and further into counter‑terrorism
and asymmetric conflicts.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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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更多国家的政府采用这些技术，并进一步应

4.2.12

的理解和能力，聚焦于价值链的高端。除了继续

用于反恐和不对称冲突中。
4.2.7

因此，私营部门日益需要利用其对地理信息
在促进空间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技术开发中发挥关

各国基于位置服务市场成熟度不同，但世界

键作用外，私营部门将在数据整合和情报提供方

各地移动设备数量的激增，为企业发展有价值的

面发挥重要作用，解译其采集的数据，将采集的

基于位置服务和公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私

数据与其他数据源相整合，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营部门可能最快意识到地理信息的应用价值，至

使用户本身无需掌握技能和技术。这将在目前对

少能最快向大众提供这些应用，这样，在提供有

地理信息应用非常有限的行业开辟新的市场。

价值的服务同时，也有助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4.2.8

然而，在其他领域，数据采集私营部门在未

4.3

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成熟市场之外找到可
以进入的新市场。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日益期望

4.3.1

借助移动技术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大众传播，

免费使用数据，也往往满足于“差不多能用”的

开启了公众被动和主动提供地理空间数据的潜

数据。只要发现有利可图的小众消费者市场，那

能。例如在海地大地震中，众所周知，志愿者帮

些不断寻求竞争优势的大规模全球性公司就有可

助丰富了其他来源的信息，填补了对数据的迫切

能迅速将其占领，这些公司利用地理空间数据或

需求。然而，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更多的潜

服务吸引消费者关注其更广泛的产品。因此，这

力将在未来十年得以实现。

些公司的资金模式日益需要由增值服务推动，但
是这种方式目前证明很难奏效，或者需要通过有

4.3.2

没有或仅有有限的其他数据的地区，众包数据可

售给这样的供应商。
数据生产私营部门面临的另一个风险是开放
数据的发展。因为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生产并维

在有些国家，众包数据可作为对各种其他地
理信息源的补充，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目前

广告业务资助的第三方发布数据，或将其数据出

4.2.9

志愿者地理信息和众包地理信息在未来
的作用

能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3.3

志愿者地理信息除了生成数据外，还可作为
一种鼓励和授权公众参与的宝贵机制。同样，在

护的高质量数据可能会在政府的要求下免费提供

其他可用数据源匮乏的国家，这种公众参与可能

给公民使用，这可能威胁到私营部门之前的收入

成为必需而不是选择。

来源，或者至少会迫使他们转移其价值链的重心。
4.3.4
4.2.10

过用户主导方式，采集基本地理信息，从而尽早

息形成的被动的众包模式预计将会增长，并可能

实现地理信息对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益处。此

在未来几年为私营部门提供新的机遇。数据采集

种方式不能被视为可以取代对国家全面测绘项目

者从移动设备的运动中确认新开通的道路和交通

的持续投资，但是此类信息的生成至少可以创建

事故的位置。通过更精确的三角测量和更快速的

一个初始数据层，最终用于补充国家测绘和地籍

大量数据处理，类似技术正应用于个人的运动，

部门采集的任何其他信息。

这些数据由手机运营商整合，打包销售给用户，
如零售商。
4.2.11

4.3.5

门可能在解译和分析这些海量信息，以及利用这
些信息为地理信息的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用户提
供增值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私营部门在这方
面的新作用，以及很多从事地理信息采集和提供
的政府机构经费缩减，可能会促使建立更多的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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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地理信息
数据库的国家，也许能够带头去探索如何将志愿

通过这种方式创建的大量数据为私营部门对

者地理信息和众包信息与政府维护的地理空间数

基础地理信息进行增值提供了巨大潜力。私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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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缺少任何详细地理信息的地区，可通

本文在别处提到，通过个人携带设备传递信

据以最佳方式整合起来。
4.3.6

志愿者地理信息和主动众包信息的另一个好
处是，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使
公民了解地理信息的价值。因为社区知识体系建
立在该信息的基础之上，公民将会更直接地体验
地理信息的价值，可能从他们参与生成的地理信
息中获得直接和重要的利益。

tive

way, potentially reaping direct and significant
benefit from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hat they
themselves have helped to 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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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kiwanja.net
资料来源：图像由
kiwanja.net
提供
4.3.7
countries where well‑established
4.3.7 In those
在地理信息资源完善的国家，志愿者地理信
geospatial sources are already available, VGI
息和众包数据可能在大多数政府数据采集规范的
and crowdsourced data is likely to include
范围之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数据可
valuabl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提供用户对其所在地理环境的看法，如果政策制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most government
data
collection specifications. This data has
定者和决策者采用了这些数据，就有可能采取更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a user’s view of their
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更适合的公
geography, which if used by policy and
共服务。
decision‑makers, could potentially allow for
4.3.8

然而，志愿者地理信息在带来许多好处的同
时，其某些方面也使之不可能削弱社会对有质量
保证和值得信赖的地理信息的需求。志愿者地理
信息依靠一群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自愿付出，缺

29

少广大地理信息用户普遍认可的质量保证制度，
也缺少定期维护制度。这些都意味着，尽管志愿
者地理信息可以在某些地区作为重要的信息源，
但是它不会消减对广泛的有质量保证的核心地理
信息的需求。再者，志愿者地理信息依赖于不受
报酬的志愿者群体提供，因此，虽具有潜在价值，
但不可避免地缺乏一致性并不可预知，因而不适
合广泛的政府和应急管理用途。
4.3.9

尽管如此，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可以与志愿
者地理信息社群中的活跃成员携手合作，确定缺
乏数据的地理区域和信息类型。鉴于志愿者地理
信息出现的部分动机源自于政府对数据使用的
限制性许可条件，这种做法可能需要切实加强国
家测绘和地籍部门与志愿者地理信息社群之间
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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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未来在地理空间数据提供和管理方面的作用

5.1

变化产生的影响

5.1.1

再加上降低成本的压力，各国政府在未来几年的
一项重要任务是要促进所有信息源之间的协作。

本文提及的许多变化将对政府在提供和管理

这可能包括积极鼓励非政府机构采集其他信息以

地理空间数据方面的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尽管采集

及提供框架以结构化方式集成这些数据。

地理信息的机构和实体日益增多，但是国家测绘和
地籍部门以及地理信息政府和商业用户不可能也不
希望完全依赖于私营部门或其他来源的数据。
5.1.2

5.2.2

因此，未来五至十年主要趋势和挑战之一是
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加大与私营部门和志愿者地
理信息群体的合作，有效利用日益增多的众包信

私营部门的供应商仍需根据投资收益来确定
其数据采集和维护的合理性。在偏远地区，主要
客户是政府机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
只会代表政府采集数据，这使得私营部门和政府
之间的区别与所采集信息的类型或地区无关。如
前所述，志愿者地理信息的覆盖范围往往有限，

息，使这些不同数据的价值最大化。现在，权威
数据和众包数据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由于各方
之间加强了合作，这种差距将会在未来几年缩小，
志愿者地理信息将集成政府提供的数据，而政府
也将探索各种方式集成用户以主动和被动方式创
建的数据。

而且没有定期维护制度，无法获得地理信息主要
用户的广泛认可。此外，由于在数据提供和更新
方面可靠性不足，志愿者地理信息不可能适合那
些需要稳定的、质量有保证的、现势信息的主要
用户，而政府往往能够以明确或不明确的方式满
足这些需求。
5.1.3

因此，政府将继续能够考虑全社会对地理信
息的需求，在提供可靠可信和维护良好的基础地
理信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在地理信息管理

coming five to ten years. We may
5.2.3over the未来五至十年，找到途径将其他来源的信息
increasingly see NMCAs taking a role in
集成到国家数据集以及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将是
developing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and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面临的重要挑战。国家测绘和
standards for VGI data so that a level of
authority
can be included with such data. In
地籍部门将在为志愿者地理信息数据建立质量保证
the area of VGI, as stated previously, countries
机制和标准方面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从而使这些
where geospatial frameworks are currently less
数据能够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如前所述，在志愿者
developed
may actually be better placed to use
VGI
and crowdsourced data as a data source
地理信息领域，现阶段地理空间框架欠发达的国家
for their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from an
可能更适合使用志愿者地理信息和众包数据，将其
early stage.

作为早期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数据源。

中发挥的具体作用、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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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必然会因国家而异。
5.1.4

目前，现势数据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量化，
因此在有些国家，替换几十年前采集的过时数据
将是主要趋势；而在其他国家，主要趋势将是调
整业务模式和数据使用制度，以满足客户不断变
化的期望，这些客户习惯于在界面友好的环境中
轻松使用在线地图，因此其要求将越来越高。有
些国家会将其业务局限于核心任务范围内，而其
他国家将重视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正如过去十年那样，政府地理信息部门可
能会在未来几年发生重大变化。

5.2
5.2.1

资料来源：Rafal Olechowski/Shutterstock.com

Source: Rafal Olechowski/Shutterstock.com

缩小差距：协调与合作
其他数据源，特别是众包信息，为丰富现有
及未来地理信息数据库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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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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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tal part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as it w

will challenge NMCAs, possibly leading to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ole played by
governments in geospatial data collection and
provision.
地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利用
地理信息做出的决策越来越多，因此，维持对地
理信息的信任和信心仍将至关重要，并将是政府
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5.2.5

提供一些包括一致性检查和修订跟踪等质量
保证措施的方法，可以提高志愿者地理信息的可
信度，使之更易于集成到由政府提供保障的地理
信息数据库中。

5.2.6

如前所述，政府除了推动地理信息领域不同
部门间的协作外，还将推动不同类型地理信息和
其他信息的互操作性和集成方面的协作。由于用
户希望更全面地了解地球，未来几年，对海洋地
理信息、更广泛的水文地理信息与地形信息之间
的互操作性和集成可能会更加重视，对地质空间

入壁垒的减弱，私营部门在经济产值高的地区，
5.4.2 As more organisations become involved in
主要是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的竞争可能会增
the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eospatial
加。此类地理信息源的增多将对国家测绘和地籍
information,
the geospatial marketplace will also
witness
change.
As well as having a vital role in
部门形成挑战，可能使其对政府在地理空间数据
ensur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 trusted geospatial
采集和提供方面的传统作用进行重新考虑。
information base, government regulatory
may need to grow their awareness and
5.4.2 bodies
随着参与地理信息采集和分发的机构增多，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spatial marketplace to
地理信息市场也将发生变化。除了要确保可信的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and practices continue
地理信息数据能够提供使用之外，政府监管机构
to
remain fair.
还需加深对地理信息市场的认知和了解，确保维
5.4.3 However,
despite the increase in producers and
持公平的竞争和做法。
provider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government
will retain a key role in other areas
5.4.3 authorities
尽管地理信息生产和提供机构的数量有所增
of
the
geospatial
environment where trust in
加，但是在数据可信性至关重要以及自然出现政
the data produced is seen as vital and where
府垄断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仍将在地理信息领域
natural government monopolies exist.
其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5.4.6

5.4.7

信息也会更加重视。
5.2.7

许多国家的政府还将推动或者至少支持，通
过建筑信息建模 (BIM) 实现建筑施工和公共安全
等领域的跨部门合作，通过农业风险管理方法和
系统实现农业领域的跨部门合作。由于政府期望

5.4.8

将其掌握的大量数据联系起来并真正发挥这些数
据的作用，我们也有可能看到，地理信息部门和
统计部门以及其他信息部门之间将加强数据互操
作性，并在某些情况下加强数据集成。

5.3
5.3.1

建设国家地理信息基础设施
在地理信息管理基础设施投资仍处于早期发
展阶段的国家，其政府将在协调各方共同促进空
间信息化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关键在于，
要向负责为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提供资金的有关
机构证明，投资是值得的，是有回报的。国际案
例研究将有助于促进投资，因为这些案例可以使

5.4.4
虽然对“核心框架数据”的构成可能继续存
5.4.4 Whilst arguments over what constitutes what
在争论，但是一些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的框架数
have
been termed ‘core reference dataset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there is likely to remain
据将可能继续由政府采集和维护，从而保证这些
a数据“一次采集，多次利用”。
set of reference datasets for which it is bo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sensible for the
to produce and maintain, in order
5.4.5 government
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在某
to
ensure
they
are collected only once, yet used
些情况下性命攸关的一些地理信息应用，需要详
many times.
细的、可信的、定期维护的、达到规定高精度并
面向全国提供的地理信息。这些信息的应用方式
5.4.5 A
number of use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essential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很多，例如，通过提供土地登记来创建不动产所
有权管理系统并解决争端；帮助发现医疗卫生领

人们了解到在世界其他国家地理信息的利用方式

域的不平等问题并在居民层面有效实施干预；用

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tive on
政府在地理空间领域发挥的具体作用必然会
formation 5.3.2
Management
因国家而异，但是各国政府都将在确保建立包括
相关政策、资源和架构的综合性框架方面起到关

于规划应急车辆到达重大事故现场的路线，确保
所有应急人员都了解行动信息。
5.4.6

考虑到数据源的增加，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
在未来五至十年的重要作用之一，可能是规定和

键作用，使地理信息以协调和便捷的方式提供给

维护政府所需数据的质量标准和现势性制度。政

决策者和用户。

府的独特职能决定其必须发挥这种作用，并评估

5.4
5.4.1

维护精确、详尽和可信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大比例尺测图领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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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此类数据所需的信息详细程度。
5.4.7

然而，由于其他数据源的激增和其他部门的

5.4.9

潜在竞争，政府地理信息部门的角色可能向政策、
咨询和采购方向转变。一种正在出现的趋势是，中
央政府可能会日益认识到没有必要亲自采集所有地
理信息，而可以委托给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或可能
志愿者地理信息等最适当和最相配的数据源。
5.4.8

政府和以往主要从事数据采集的政府部门将
转变职能，朝着委托提供和管理整个地理空间框
架方向发展。这样，国家还将继续依靠政府来确
保经济活动不活跃领域能够同经济活动活跃领域
一样，其数据得以采集和集成，并为用户决策提
供一个可信赖的地理空间框架。

5.4.9

向更广泛的数据源采购数据，可解放人力和
财力资源，用于监督数据的管理和维护。着力确
保能够广泛提供和维护丰富的信息资源，同时确
保获得必要资金来支撑数据的可持续提供和维护。

5.4.10

随着决策者对地理信息价值的认识以及在决
策过程中对地理信息的依赖度的提高，政府利用
广泛而宝贵的信息源，作为高质量、详细和精确
地理信息的权威提供者的职能将日益重要。出于
对数据质量和出处的信任，终端用户应当能够像
使用水和电一样，每次使用政府担保的空间数据，
都相信能达到预期。

5.4.11

权威可靠的地理信息使用量的增加，将推动地
理信息的应用，使其在政府和商业决策过程中以及
消费者领域无处不在。对数据内在价值的认识不断
提高，意味着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可能需要与政府
中统计、经济或土地等其他“官方机构”更密切地
保持一致。政府将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具备使地理
信息提供和管理各方实现有效合作与协作的框架，
确保实现空间信息化社会可能带来的利益。

5.4.12

地理信息对全球实现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跨国性质
日益凸显，因此，在不同国家测绘和地籍部门
之间及其与其他区域机构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之
间，我们将看到更多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合作及解
决方案。未来几年，随着更多人接触并亲身体验
到地理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价值，人们在这方面
的认识和理解会不断加深。政府所发挥的关键作
用在于召集所有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可持续地提
供和有效地管理可靠可信的地理信息，建设一个
可持续的空间信息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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