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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地方和地
区政府运营的
高级地理空间

解决方案
公众日益要求地方政府能快速高效地

提供服务。不论是提供洁净的饮用水、维
护街道和道路安全、清理垃圾、确保准确
的财产评估还是应对紧急情况，地方政府
都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为了根据预算和
人员限制以一致方式规划、编制和提供这
些服务，政府需要采用最佳工具并且借助
于了解地方政府需求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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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Intergraph® 一直在借助由产品、服务和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员构成的成熟商业解决方案帮助地方和地区政

府解决挑战。今天，Intergraph继续凭借基于其领先技术的

现代商业解决方案而保持领先地位，这包括 GeoMedia® 软

件和其它明确侧重于地方政府工作流程的行业产品。这些新

型商业解决方案帮助地方政府有效从地理空间意义上实现其

信息技术 (IT) 基础设施，从而在整个组织内提供前所未有的

地理空间数据及功能访问水平。

地理空间技术被公认为是一个有效整合地方政府的不同

业务系统和流程的工具。由于地方政府中的几乎每一条信息

都具有空间基准，因此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功能可以提供为将

所有工作结合到一起而所需的“骨干”。Intergraph 的地理

空间解决方案将地理空间数据、功能和工作流程同开放并且

可高度扩展的企业技术集成为一体，帮助地方和地区政府最

大限度提高部门和整个组织的效率。换言之，这可以改进服

务和业务水平。全球政府机构在其运营的所有方面都依赖

Intergraph 提供的高级地理空间解决方案。

管理地方基础设施
由于关系到公共安全和生活质量，政府必须有效维护其

基础设施。Intergraph 面向政府的地理空间解决方案可在基

础设施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为相关人员提供帮助，这包括：

• 呈现来自多个源头的数据，以便进行规划

• 为工程师提供用于设计的基本数据

• 提供基于实地的解决方案，以便实现资产和施工检验

• 帮助维护及运营人员确定资产位置并作出维修/更换   

决定

• 分析修理历史、年头和使用情况，以帮助规划资本改造

项目

供水和污水处理
Intergraph 与合作伙伴一起可以为供水和污水处理网

络提供完整的企业资产管理解决方案。这些网络构成资产

存量的骨干，并且维持着和供水和污水处理部门的正常运

营。借助 GeoMedia 高级的特征建模系统，该解决方案确

保可以创建一个准确的互联网络，并且可以支持网络跟踪

等高级能力。Intergraph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水和污水处

理解决方案，它不仅能缩短网络建设和维护所需的时间，

而且还首次可以确保信息收集的正确性。

牢固的关系意味着强大的网络
令 Intergraph 感到自豪的是，Intergraph 与关键资产

管理合作伙伴建立了牢固关系，并且实现了同合作伙伴解

决方案之间的紧密集成。由此获得的解决方案可在

Intergraph 技术和关键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之间提供无缝的

双向集成能力。借助这些关系，您可以将空间组件集成到

您的资产和工作管理流程中，从而使您可以快速查找和确

定资产并实现复杂情况的可视化-这不仅能为决策流程提

供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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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PARA O 
DESENVOLVEMENT
O COMARCAL DE 
GALICIA (SITGA)，
西班牙/加里西亚

10多年前，SITGA 进行了一次 GIS 供应商考察，并最

终因为 Intergraph 能够满足 SITGA 的需求而选择了

Intergraph。自那以后，SITGA 和 Intergraph 便保持了一种

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SITGA 现在被确认为是加里西亚的

官方地图组织，并实施了西班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空

间数据基础设施 (SDI) 项目。现在，SITGA 已是品质和专业

的代名词，并且成为所有加利西亚地图的来源。SITGA 借

助 Intergraph 解决方案为民众和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地理空

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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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市有150多万居民，它是地中海地区最具活

力的城市之一。巴塞罗那市政府希望实现信息整合并

与民众和服务承包商（电力、煤气、照明等）共享这

些信息。巴塞罗那市计算机研究所 (IMI) 在2007年选

择了 Intergraph 提供的GIS解决方案。IMI 实施了一个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SDI) 门户，从而实现了 Web 服务

同 GeoMedia 的集成。这种借助SDI过渡到Web服务

架构的做法带来了重大优点，其中包括市政府和分包

商可以共享辖地和服务信息。

感谢：Institut Cartografic de Catalunya

巴塞罗那市政府，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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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SDI)
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4年4月发布的总统令对“国家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NSDI) ”的定义是，“为了获得、处

理、存储、分发地理空间数据以及改善其使用而所需的技

术、政策、标准和人力资源”。

根据美国联邦地理数据 NSDI 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政

府机构和其他组织经常需要对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环境

危机和国土安全警报作出快速反应。“在这些情况下为了

作出合理决策而所需的信息中，有许多都属于地理学的范

畴。以更具性价比的高效方式作出明智决策的压力始终存

在。准确和最新的地理空间数据对这些决策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

用成熟的解决方案
克服地方和地区政
府所面临的挑战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任何一个市/镇/县的生命动脉。交

通运输机构必须持续管理道路、照明和桥梁的建设、检验

和维护工作，以确保民众的安全。不论是在分段基础上管

理道路，还是使用线性参照技术和动态分段功能，

Intergraph 的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方案都提供了以空间方式管

理交通运输类信息所需的所有工具。

土地信息管理(LIM)
各级政府必须管理一系列的土地信息管理流程，包括

测量、绘图、所有权/契据记录、规划、选址等等。地球空

间型IT基础设施应简化这些流程，并且向所有用户和民众提

供准确、及时和最新的信息，而不论他们的访问位置和访

问方式为何。

Intergraph 面向政府的地理空间型商业解决方案涵盖了

土地信息管理的方方面面，这包括：

• 保持解决方案与关键业务系统（比如所有权/契据记

录、地籍登记、估值、规划和许可以及不动产选址）

的集成

• 企业可以在桌面、网络和实地层面访问地理空间型信

息和地理空间功能

• 实现地理空间技术与非空间业务系统的集成，以便从

空间角度实现和利用非空间系统的价值

作为 Intergraph 的地理空间型土地信息管理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GeoMedia 产品提供了一流的土地管理工具，

从而提供了在土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高效及时地输入、

调整和集成土地数据所需的现代工作流程。Intergraph 的

高级数据建模、企业事务管理、高效的日期记录和谱系工

具及流程确保了这些解决方案的灵活性、强大性和可扩展

性。我们的解决方案使用了 GeoMedia Web 产品，这使得

企业可以用空间方式查看和分析关键的非空间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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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发展空间数据基础设施：SDI 详细指

导”，也阐述了地理信息在地方、地区和全局级别作出合

理决策中的价值。“犯罪管理、商业发展、抗洪、环境恢

复、社区用地评估和灾难恢复，只是地理信息以及那些支持

地理信息发现、访问和在决策流程中使用这些信息的相关基

础设施 （比如SDI） 能给决策者带来好处的几个例子。”

借助 Intergraph 提供的地理信息系统 (GIS) 和互操作

性技术，可以部署用于协作和地理空间数据分发的空间数

据基础设施。这个用交互方式将空间数据、元数据和工具

连为一体的框架允许全球的政府机构以高效而灵活的方式

使用和共享空间数据。世界上某些地区颁布了地理空间数

据共享法律。此外，从商业的角度看，也存在强烈的地理

空间数据共享需求。

Intergraph 认为，SDI 将改变地理类解决方案的格

局，从而使其成为一项主要以服务为主的业务。以集成

GIS 流程（数据采集、数据维护、软件集成、与数据库相

关的实现等）为主的传统服务将变为针对集成项目的服

务，后者将支持其它市场参与者提供的先进的服务手段和

互联网服务。

SDI 还使得空间数据可用于更广泛的用途，比如与其

它（非空间型）商业系统的集成，以及与全面的端到端在

线服务（通常需要与多个系统交互的）的集成。这正是欧

盟各国政府寻求利用IT来提高服务效率、质量、灵活性和

可用性从而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推

动因素。私营机构也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做同样的事情，

它们将数据和流程孤岛连接起来，从而增强业务认知和提

高运营效率。

Intergraph 的 SDI 应用程序基于使用开放地理空间联

盟 (OGC®) 和 ISO Web 服务的 GeoMedia 技术，它提供了

可在几分钟内创建地理空间型内部网和互联网解决方案的

一流 Web 工具。利用这项技术，政府可以通过实现SDI系

统来实现政府实体、企业及公众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欧盟 

INSPIRE、联合国 SDI、加拿大地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及

美国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等政府计划纷纷对空间数据基

础设施作出了规定。

利用 Microsoft®.NET 的优势，GeoMedia 技术可以随

时通过兼容 OGC 标准的Web服务而实现与其它企业应用

程序的集成。这种前所未有的软件集成水平使得多个部

门、其它政府实体、企业、承包商、供应商和民众可以有

效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共享信息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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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斯托霍瓦市大地测量
和绘图部，波兰

琴斯托霍瓦第一次见诸史料记载是在1220年。如今，

这座城市已发展成一个大都市，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强

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力。琴斯托霍瓦市大地测量和绘图

部负责管理该市的地籍、土地登记和基础设施地图。该部

过去用于土地登记和地籍地图的系统是2个不同系统，因此

带来了若干难题。旧系统的集成能力非常有限。此外，它

仅着眼于维护数据，而不是共享它们。

琴斯托霍瓦市当前正在使用 Intergraph 面向政府的解

决方案执行地理空间分析、维护几何数据以及显示地籍和

主题地图。在多层式的技术下，可以轻松在系统中添加新

工作站并且根据需要扩展系统功能。借助 GeoMedia 的开

放架构和行业标准，可轻松实现信息集成和数据w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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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尔顿市，
加拿大安大略省

哈密尔顿市是位于安大略省南部的一个大型城乡混合地区。该

市需要一个综合的跨部门技术解决方案来帮助管理复杂的基础设施

网络。哈密尔顿市使用 Intergraph 技术来提供下述运营帮助：工作

单管理和客户服务；针对残障人士的公交车队管理；以及下水道、

供水和道路的资本项目规划。Intergraph 的 GeoMedia提供了一整套

工具。借此，各个城市可以轻松输入、处理和分析地理空间数据，

从而为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管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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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数据目录
在企业内通过内部网或互联网维护和部署地理空间

数据资源目录，是一项对任何数据库系统来说都日益重

要的任务。Intergraph 提供了用于创建、查询和管理地

理空间元数据目录的工具，从而使您可以最充分地利用

您的数据投资。Intergraph 用于创作和提供元数据目录

服务的元数据解决方案正从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的

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过渡到更为强大的国际数据及服务

元数据标准和规范（ISO-19115、19119和19139）。

Intergraph 与不断发展的技术标准和集成目录架构保持

同步，这确保您可以为政府运营中的关键工作流程轻松

发现并使用您的地理空间资源。

企业图像的发现、管理和分发
使用图像内容是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许多工作流程获

得成功的关键。Intergraph 的地理空间内容管理应用程

序采用了 TerraShare® 技术。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开

放的并且专为地理空间数据定制的地理空间元数据数据

库，因此，您可以在一个统一环境中满足您的图像管理

和分发需求。不论您的组织只有一个工作流程还是有多

个不同的业务流程，这种采用统一环境的方法都将是行

之有效的。TerraShare 是一个多层的客户端/服务器型产

品环境，是专为实现地理空间数据的管理、访问和分发

而设计的。

借助该解决方案，您在搜索规划、设计、建造和维护

工作所需的现有图像文件时可以避免时间浪费。我们的内

容管理应用程序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提供了一个管理数万

亿字节数据和元数据（从数据采集和存储到利用和分发）

的解决方案，并通过改善最终用户性能和提高系统效率而

实现投资回报。

通过合作伙伴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Intergraph通过与非空间型解决方案行业的领导者合

作，来为地方政府提供全面的空间型业务解决方案。这些

解决方案赋予我们客户的非空间型解决方案投资以地理空

间功能，从而补充并充分利用了这些投资，包括许可、记

录、资产管理、CAMA、税收以及其它系统。这包括综合

的基于交易的土地信息维护以及土地信息的综合查看和分

析。不论是使用现有的业务系统，还是购置新的业务系

统，这种方法都能赋予您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Intergraph 协同增效计划支持第三方研究、开发和实

现基于Intergraph技术的地理空间解决方案。该计划是一

个独特框架，它旨在全球建立和维持一个由下述组织构成

的高品质网络：研究实验室、增值分销商、咨询公司、培

训提供商、系统集成商、数据提供商、内部项目小组、企

业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独立软件供应商。有关该计划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synergy.intergrap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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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政府为什么选择 Intergraph
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纷纷选择 Intergraph 

解决方案来实现他们的地理空间工作流程。

这样做的主要优点包括：

• 我们提供了构建和集成GIS、互操作性和企业 GIS 功

能从而为地方和地区政府提供完整业务工作流程的    

能力。

• 我们可以使用预先配置的数据模型和用户界面来降低

我们解决方案的部署成本。

• GeoMedia继续为我们的政府解决方案提供了一流的地

理空间能力。其开放的架构，包括行业标准（OGC、

FGDC、ISO/CEN、SOA），提供了一个用于解决政府

业务问题并确保法律遵从的优异平台。

• 我们GeoMedia产品使用 Oracle 空间数据结构和长期

交易技术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技术来提供数据管理

的IT标准。

• GeoMedia 用当前居于领先地位的地图浏览器（Google 

Earth 和 Microsoft Virtual Earth）扩展您的企业数据和地

理空间能力。

• 随着对图像数据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的地理空间内

容管理应用程序采用 TerraShare 技术提供了可扩展的

企业解决方案，借此可以管理和利用所有政府系统的

图像数据。

• 我们直接参与行业和政府的政策活动（INSPIRE 起草

小组、欧盟参考项目、OGC 技术委员会），这使得我

们可以直接将行业标准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带到客户的

解决方案中。

• 借助使用 Intergraph 解决方案的SDI可以共享地理空间

数据和服务，从而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实现整个部门以

及与其它政府及企业之间的合作。

• 我们提供了通过 SDI 向公众分发政府信息的能力，从

而可以改善电子政府服务。

• 我们面向不同行业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管理工具通过

一个统一环境提供维护和管理方面的便利，从而提高

客户的生产效率。

• 对欧洲来说，Intergraph 基于 Web 的 SDI 解决方案和工

具符合 INSPIRE 指令，可以确保对法律规定的遵从。

• 我们基于 Web 的地理空间技术解决方案和工具被全球

各地的用户采用，它们可以分发符合 OGC 和 ISO 标
准的数据及 Web 服务。这可以尽量减小群体之间的隔

阂和实现最大程度的沟通。



1111

KOMMUNALES 
RECHENZENTRUM 
NIEDERRHEIN (KRZN)，
德国默尔斯市

KRZN 是德国下莱茵地方政府机关的数据处理中心，它为40多个城市

和125万人提供服务。当数据处理需求随地区增大而增长时，KRZN 

选择了 Intergraph 面向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解决方案，并借此将其原有

的数据管理系统变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数据仓库。现在，用户可以查看

和分析地理空间和其它主题的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集发布到 Web 

或公司内部网上，从而使有需要的人员可以获得这些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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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TERGRAPH

 

Intergraph 是全球领先的工程和地理空间软件供

应商，其产品使得客户可以实现复杂数据的可视

化。60多个国家/地区的企业和政府依靠 Intergraph 
的行业性软件将庞大数据整理成易于理解的可视化

形式和可据之采取行动的情报。Intergraph 的软件和

服务帮助客户构建和运作更为高效的工厂和船舶、

创建智能地图并且保护全球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及

数以百万计的人员。

Intergraph 的业务分为两块：化工-电力-海洋部门 
(PP&M) 和安全-政府-基础设施部门 (SG&I)。Intergraph 
PP&M 为工厂、船舶和海上设施的设计、施工和运营

提供企业工程软件。Intergraph SG&I 为国防和情报、

公共安全和保障、政府、交通运输、摄影测绘、公用

事业和通讯行业提供地理空间型解决方案。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intergrap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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