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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国际公认的高新技术领域，地理信息技术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地理信息技术和产业化虽然
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成绩单厚重而且多“得了高分”。
据刚刚发布的《2018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下称

《报告》） 显示：201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预计超
过 62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数量已经超过 9.5 万家，
从业人员数量超过117万人。地理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迅猛
发展，成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
字中国”各项构想规划落地实施重要支撑。地理信息产
业已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力量。

“数字中国”建设是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为对
象，以新一代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为引领，以信息
资源为核心要素的国家信息化建设系统工程。作为地理
信息技术专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做了主题
为 《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 的特邀报告。王
钦敏见证了地理信息技术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历程。他以
自己参与的“数字福建”项目为例，介绍了地理信息在

“数字中国”中的历史方位、顶层设计思想、系统工程框
架以及发展趋势。他提到，早在 2000年参与规划“数字
福建”的时候，科技工作者们就明确地将“数字福建”
项目与社会经济、信息化“画上等号”，把各级政府、各
行各业、千家万户都纳入到该体系中来，跳脱了原来

“数字地球”只和空间数据挂钩的狭隘局限，这是具有前
瞻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创新，为后来“数字中国”概念范
围的拓宽延伸打好了基础。

当今，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绝大部分都离不开地理
空间位置属性，故而地理空间位置是整合、集成各类信
息的最佳公共基底；“数字中国”也就成为集成、共享我
国社会、经济、自然、人文、环境等信息的地理空间载
体。《报告》分析说，在国家政策导引和应用需求旺盛的
双重驱动下，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经由快速成长阶段逐
步进入高质量成长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技术转化迅速、
从业人员素质进一步提升以及行业人才结构持续优化。
王钦敏感慨地说：“人头攒动的大会现场多是年轻人，这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地理信息领域发展正处在朝
气蓬勃的阶段。”

地理信息技术迅速转化和扩展的程度有多高？数据
显示，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科技企业“新星”，其2017年的
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市场收入，占当年总应收比例已经
超过了 8%，其中“合众思壮”达到了 16.3%，其 2017 年
海外收入同比增长也超过了15%。

高质量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是开拓国际市场的三个
“法宝”。我们的短板又在哪里？此次大会聚集了目前中
国最顶尖的技术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看法一致而客
观：我们的技术整体不差甚至有一些是全球领先的；但
还是缺乏国际市场经验。“我最近在中东地区出差时，亲
身感受到我们的信息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
强盛的需求。”一位行业专家分析说，“作为这个行业发
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感到自豪；但是，我们的产品
硬件和服务还有需要提高的空间。”

近日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指由自然资源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指
导导、、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主办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主办的20182018年中年中
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在海南海口召开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在海南海口召开。。大会公大会公
布了布了““20182018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和和““地理地理

信息产业优秀工程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窗口窗口””和平台和平台，，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了解

处于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前沿的地理信息技术处于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前沿的地理信息技术，，
其成果其成果、、竞争力和发展趋势竞争力和发展趋势。。

地理信息技术打造造““数字中数字中国国””
吴维翔 齐 欣

在此次大会上，听一下行业顶级专家讲解发展趋
势，巡礼一番同时举办的数十场主题论坛，再看一下人
头攒动的现场演示，任何人都能感觉出，“地理信息技术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判断是扎
扎实实、真实可信的。

2018 年，有两个科学团队项目，进入了“地理信息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它们分别是“大数据辅助多规合一
关键技术与应用”和“智慧城市‘多规合一’空间信息
融合与智能决策支持关键技术”——两项技术成果都旨
在解决“多规合一”的实际应用难题并获得了重要突破。

“多规合一”是“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规划，有序协调各部门职能，解
决“规划打架”、企业按照规划好的一张蓝图去做，省去
层层审批的繁琐低效。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试点的省份之一，海南省在本次大会上开
设了专展。展台以海南省总体规划一张蓝图为大背景，
上面明确标注了各类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耕地、
近海海域、林地，以不同颜色深度代表不同的土地用
处，参观者可一目了然地看到鲜明的综合与区分。海南
省副省长王路在会上表示，地理信息系统促进了海南全

省各类空间规划数据的统一整合，政务数据空间共享应
用，也提高了空间管理执法的效率和科学性，在海南省

“多规合一”改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理信息技术不仅在国家政务层面发挥作用，近年

来也开始逐渐将注意力向民生领域前移，直接服务于社
会日常生活，由被动需求、封闭的、纯技术性的状态向
充满活力、开放、积极主动、现代型的科技领域转变。

正因为此，这个以往不为公众熟知的纯粹“后台”
行业大会，也鲜明地将 2018 年的主题定位为“新时代、
新机遇、新发展”。

科技工作者展示了地理信息技术在未来生活中可能
出现的全新应用：无人驾驶或者称为“自动驾驶”，近年
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无人驾驶的背后，有着基
于地理信息提供的各式各样的硬件和软件支撑，如GPS/
北斗、激光雷达、高精地图等。一旦无人驾驶技术完全
成型，毫无疑问将极大地解放人类，深刻地改变人类的
生活方式。

随着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导航软件
和免费地图的广泛应用，位置服务的应用领域也逐渐延
伸——我们日常使用的网约车、出行导航、实时公交等
都是地理信息技术中位置服务技术的具体应用。 科技大会的特点是论坛林立，“2018年中国地理信息

产业大会”也不例外，而且分论坛的数量和论题领域，
都创了记录。

无论是高端论坛、专题论坛还是成果技术展览，多
涉及综合交通、电子政务、智慧城市、乡村振兴、公共
安全……但是，此次论坛增加的两个文化论坛则格外引
人瞩目：“用地图发现中华文化之美”分论坛和“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分论坛。

与此同时，两个与文化相关成果也进入了“2018 地
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分别是“基于‘一张图’的
历史建筑信息化管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和“古城遗
址保护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研究与应用”。

地理信息技术开始加快向文化领域融合渗透。
实际上，地理信息产业积极谋求在文化相关领域的

多元发展和转型升级，地理信息技术主动寻求在文化领
域的用武之地，这已经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新态势，并
且开始出现成效：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的“每周一图”
地图便民服务活动，借用专题地图传授地理知识、传扬
城市文化；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利用 《北京人文地
理》 杂志展示地方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资料，北京帝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地理信息技术运用在遗产保护中
……这些都是地理信息在文化领域开花结果的生动实例。

那为啥文化领域的应用却常常出现“叫好不叫座”

的状况呢？因为在地理信息技术和文化领域结合过程
中，出现了一些由于行业知识不对应、难融合而产生的
难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专
题论坛吸引了许多人。在一个科技论坛上，令人惊奇的
景象是：发言的专家学者更多描述的是“大运河文化带
的时空”、“唐诗中的大运河”“大运河遗产小道怎么
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今年的暑期社会实
践题目是 《带动社会力量，规划电子地图文化遗产体验
网络的可行性方法》。项目团队的代表在论坛上陈述了他
们遇到的困难——由于相关地理信息技术“太技术化
了”而且主要面向政府、企业等专业用户；现场实践者
和体验受众始终无法在电子地图上规划出体验路线及其
延伸产品。基于此困境，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富有
创造力、活力和公益热情的全国大学生群体，特别是和
大运河价值体验相关的新闻传播、地理、历史、遥感、
测绘等专业的同学们，应该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体验项
目的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共同推动文化遗产体验网络早
日在电子地图上实现。”

如何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体验产品出现
在电子地图产品上，形成能够产生长尾效应的文化层，
将是另一个地理信息技术适配文化领域的新问题。但
是，此次大会令人鼓舞的感受是：地理信息技术，已经
激发社会力量，开始从另一个方向推动“技术+应用”。
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使得地理信息技术和产业，令人
信服地成为了“数字中国”的基石。

地理信息技术快速应用 从业人员超117万人地理信息技术快速应用 从业人员超117万人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聚焦智能应用 解决“多规合一”难题

关注文化发展趋势 大学生现场呼吁多领域合作关注文化发展趋势 大学生现场呼吁多领域合作

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地理信息核心技术发展和应用
程度。这次大会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聚焦“自主创
新”热度明显增加。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胥燕婴介绍说，
近年来我国地理信息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中国自主研发的航空数码相机无
人飞行器系统、移动测量系统、无人航测三维激光等装
备已经广泛使用；自主导航的应用芯片不断问世，国产
北斗芯片已经实现了规模化产品引入；商业遥感小卫星
在分辨率、存储及视频沉降等方面都迈入了国际一流行
列；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主持研发的科学卫星珞珈
一号拥有世界一流的分辨清晰度……

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GIS）、遥感 （RS）
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 都属于地理信息产业的基
础技术。我国在这四项地理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之路
上，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1998 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先林成功研制第一代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JX-4，结

束了我国先进测绘仪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2015 年，
国产GIS软件完成“逆袭”——在中国市场GIS软件份额
的前四名中，自主品牌占据三个席位；今年 1 月 25 日，

“遥感三十号04组”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今年 7 月 29 日，第三十三、第三十四颗北斗导航卫

星成功上天。2018 年中国卫星发射密度增大，中国航天
“超级2018”现象的背后，是国计民生对于地理信息应用
成果的旺盛需求。

这次大会专门设立了“创新展区”，展示和展览可谓
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在高德地图的展览区，创新产品

“预警精灵”吸引了不少人的停留——这个主体只有拳头
大小的设备，在道路封闭后可为其它车主实施道路预
警。在场的技术人员介绍说，道路突发情况发生后，车
主或交警部门可将其放置在需要封闭预警的区域，设备
会自动定位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经过交管系统，将预
警信息发送到车主的终端导航系统，实现提前告知功
能，提升出行效率和道路安全指数。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暑期实践团
队代表，在论坛现场“向在座的专家老师
和全国的大学生群体发出倡议”，推动新闻
传播、地理、文博考古、规划设计、遥
感、测绘等专业的融合合作，早日让多年
实践积累的文化遗产价值体验线路，出现
在人们日常使用的电子地图上。

本报记者 齐 欣摄

“地图和地理信息可视
化 ” 是 人 们 认 识 世 界 的

“第二语言”，在大数据爆
发时代尤为重要。由首都
师范大学王涛副教授 （左
二） 领导的技术团队，完
成了“多源时空数据快速
可视化关键技术与地学应
用”项目，较好地解决了
系列关键技术，在国内外
的地质、城市管理、海洋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该项目获得了2018年“地理
信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邓智天摄

今年今年 77 月月 2929 日日，，第三十第三十
三三、、第三十四颗北斗导航卫第三十四颗北斗导航卫
星成功上天星成功上天。。

20182018 年中国卫星发射密年中国卫星发射密
度 增 大度 增 大 ，， 中 国 航 天中 国 航 天 ““ 超 级超 级
20182018””现象的背后现象的背后，，是国计是国计
民生对于地理信息应用成果民生对于地理信息应用成果
的旺盛需求的旺盛需求。。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遥感卫星技术和实现产业应
用，武汉大学全球首颗专业夜光遥感卫星“珞珈一
号”（左图） 利用世界领先的夜间遥感记录优势，分析
叙利亚战场局势及其变化，研究成果在世界各地得到
了大量引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 （下
图） 介绍了另一项应用：当台风等自然灾害来临时，
通过分析电子社交网络信息大数据，如何判读不同地
区人们的关注程度。 本报记者 齐 欣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