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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为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环境提供了一个参考。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信息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AC/TC 38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彭松波、张旭、李应国、白降丽、李浩川、汪志强、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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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的概念模式、总体架构、逻辑结构、技术架构。 

本标准适用于规划和设计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总体框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1部分：总体框架 

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2部分：技术要求  

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3部分：数据接口规范  

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4部分：技术管理要求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21062.1-2007和GB/T 19488.1-20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交换结点 interchange node 

实现信息资源传送和处理的系统单元。交换结点分为端交换结点和中心交换结点两类。 

3.1.2  

交换 interchange 

信息资源从一个交换结点到其他交换结点的传送和处理过程。 

3.1.3  

交换系统 interchange system 

提供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部署在端交换结点和中心交换结点。部署在端交换

结点的交换系统称为前置交换系统，部署在中心交换结点交换系统称为中心交换系统。 

3.1.4  

交换域 interchange domain 

由部署在中心交换结点的中心交换系统及与其直接交换的部署在端交换结点的前置交换系统组成

的交换环境。 

3.1.5  

提供者 provider 

提供信息资源交换内容的机构或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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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使用者 user 

使用信息资源交换内容的机构或软件系统。 

3.1.7  

管理者 manager 

管理信息资源结点的机构。 

3.1.8  

消息中间件 message-oriented middleware 

安装在需要进行消息传递的系统之上，在它们之间建立逻辑通道实现消息传送的一组分布式的服务

程序。 

3.1.9  

数据库访问服务 database access service 

通过一组统一的异构数据库访问接口所提供的特定功能。 

3.1.10  

数据访问接口 data access interface 

数据访问行为或功能的执行过程所能体现的服务。 

3.1.11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forestry information resource  interchange system 

由服务模式、交换系统、信息资源、技术标准与管理机制组成的整体，实现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与共

享。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BPEL  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  业务流程执行语言 

SOAP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UDDI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统一描述、发现与集成 

URI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统一资源标识符 

WSDL  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  Web服务描述语言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扩展标记语言 

4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概念模型 

4.1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组成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采用逻辑集中、物理分散的交换方式。纵向实现国家、省、市和县四级林业部门

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和业务协同。横向实现同级林业部门之间以及林业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

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和业务协同。林业信息资源交换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4.1.1 交换结点 

根据不同应用需要构建端交换结点和中心交换结点，国家和省级必须构建为中心交换结点。交换结

点应至少提供数据传送和数据处理服务。数据传送实现根据选定的传送协议完成数据的接收或发送功

能，可通过HTTP/HTTPS、FTP、SMTP、RMI、JMS等技术进行数据传送。数据处理完成对消息包的封装或

解析功能，并根据需要实现格式转换、信息可靠性保证、信息加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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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前置交换环境 

端交换结点部署交换系统、交换信息库构成前置交换环境。端交换结点的内部业务环境仅与自己的

前置交换环境交换信息资源，它将需要交换的信息资源存储在交换信息库。前置交换环境既可以是信息

资源的提供者，也可以是使用者。各前置交换环境之间可以直接交换信息资源，实现点对点的信息交换

与共享。前置交换环境访问交换中心环境的共享信息库获得共享信息资源。通过交换中心环境，前置交

换环境之间可以实现可靠、可信的间接交换信息资源。在交换中心环境，建立并部署业务工作流程以实

现跨部门、跨业务、跨应用的业务协同。 

4.1.3 交换中心环境 

中心交换结点部署交换系统、交换信息库、共享信息库构成交换中心环境。中心交换结点将共享的

信息资源存储在共享信息库，它也可以从交换信息库获得交换信息资源。 

4.1.4 交换域 

交换域内部署交换中心环境，实现与交换域内各交换结点的前置交换环境互通以及跨交换域的交换

中心环境之间可以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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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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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模式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采用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交换模式，即混合交换模式。 

采用集中式的共享信息库存储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林业社会经济、通用服务组件等公共信息资源实

现数据交换，提供者或使用者通过访问共享信息库实现交换；采用分布式的交换信息库存储各业务数据

库中共享交换的信息资源，直接访问或通过中心交换结点实现数据交换，提供者和使用者通过交换结点

提供的交换服务实现两者之间的数据定向传送。 

前置交换环境交换中心环境前置交换环境

业务数据1

端交换结点

交换信息库

交 换 服 务 

共享信息库

中心交换结点

交 换 服 务 

业务数据1

端交换结点

交换信息库

交 换 服 务 

交换结点 交换结点 交换结点

服务

组件服务

服务

组件服务

业务数据N 业务数据N

 

图2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模式示意图 

 

注1：业务数据是由各业务部门产生和管理的数据； 

注2：交换信息库是端交换结点用于存储参与交换的数据分布式存储区，即部署在各前置服务器上的数据； 

注3：共享信息库是可以为多个端交换结点提供一致的数据的集中存储区。任意一个端交换结点可以按照一定的规

则访问共享信息库； 

注4：端交换结点是数据交换的起点或终点，完成业务数据与交换数据之间的转换操作，并通过交换服务实现数据

的传送和处理； 

注5：中心交换结点主要为交换信息提供点到点、点到多点的信息路由、信息可靠传送等功能； 

注6：交换服务是为特定业务交换信息资源而实现的一组操作集合，通过不同交换服务的组合支持不同的服务模式。

它可以部署在提供者的前置环境，或部署在交换中心环境。交换服务可以访问交换信息库、共享信息库以及

林业信息资源数据库。通过前置交换环境或交换中心环境的交换系统供使用者调用。交换服务能够被提供者

部署与发布，被使用者发现、定位和集成。 

5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总体架构 

5.1 概述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是全国林业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林业信息化建设的

重要应用支撑基础之一，是按照林业信息化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以林业政务内、外网和基础设施为基础，

为支持各交换结点间信息资源共享交换以及业务协同而建设的信息服务体系。围绕业务协同，以业务信

息为基础，确定各级之间交换信息指标及信息交换流程，实现各级异构应用系统间松藕合的信息交换，

形成各级林业信息资源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信息交换模式，提供全国林业系统纵、横向按需信息交换

服务，提高各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各类用户对林业信息资源的需要。 



XX/T XXXXX—XXXX 

 
6 

林业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在支撑林业应用时是一个有机整体，都是以林业信息资源为基

础，依托全国统一的林业政务内、外网络，采用不同的技术架构分别实现不同的服务功能，提供目录服

务和交换服务，实现各级林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各级林业部门之间、业务应用系统之间信息共享交

换和业务协同的支撑。作为林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与业务应用相对独立。 

依托林业政务内网及其基础设施建立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依托林业政务外网及其基础设施建立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这两个交换体系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采用离线方式。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总体架构由服务模式、交换系统、信息资源、技术标准和管理机制组成，不

同服务模式的业务应用通过调用交换系统提供的交换服务，实现对信息资源的访问和操作，技术标准和

管理机制为林业信息资源的交换和共享提供技术和管理的保障。如图3所示。 

注1：全国林业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是“四横两纵”的总体框架结构，“四横”为基础设施、数据库、应用支撑和

应用系统；“两纵”为支撑“四横”的标准规范体系、安全与综合管理体系。 

交换体系

安
全
与
综
合
管
理
体
系

技
术
标
准
和
管
理
制
度

林业政务内、外网基础设施

林业信息资源

交换系统 交换服务1 交换服务N……

服务模式
资源共享 业务协同 公共服务 决策支持

应用系统
资源

元数据
资源

服务
资源

公共基础
数据库

信息
产品库

综合
数据库

林业专题
数据库

林业基础
数据库

目录
资源

 

图3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总体架构 

 

5.2 林业信息资源 

林业信息资源存储和管理业务系统中涉及到的服务、数据、目录以及应用系统等，这些林业信息资

源存在于林业部门部门以及其它组织机构内，并且能够被统一发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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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交换系统 

交换系统提供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部署在端交换结点和中心交换结点。

交换系统提供的基本信息服务包括：数据传输、数据适配、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流程管理、数据存取

等服务，实现应用系统之间服务和数据的交换、路由、转储、发布、订阅、连接等功能。交换系统通过

数据交换能力把分散在不同单位或部门的业务数据进行比对清洗，汇集到共享信息库，共享信息库对外

提供统一数据应用服务，实现落地数据交换。另一种方式是交换结点之间的直接交换，交换系统只提供

对交换过程的管理与监控。交换系统用来解决信息共享交换和业务协同的核心问题，由交换应用子系统、

交换共享子系统、交换传输子系统、交换管理子系统等子系统组成。支撑交换系统运行的环境配置可以

参考本文件附录A。 

5.4 服务模式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至少提供资源共享、业务协同、辅助决策、交换服务、公共服务。 

使用者采取轮询方式、订阅发布方式或调用方式等获取林业信息资源，将林业信息资源存放于交换

信息库、共享信息库。轮询方式是使用者定期或定时访问提供者服务；订阅发布方式是使用者向提供者

一次性订阅，提供者分批向使用者发布；调用方式是使用者（业务系统）通过其前置交换环境访问提供

者前置交换环境，提供者前置交换环境再访问其业务系统，获得林业信息资源。 

5.4.1 资源共享服务 

支持两个或多个交换节点之间共享信息资源。通过确定单一信息源，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使用，解

决信息资源一致性问题。 

5.4.2 业务协同服务 

支持多个业务部门协同完成一个业务过程。通过采用工作流等技术，将多个部门业务组成一个业务

流程，各部门实现各自的业务，工作流实现业务信息按流程转发，并持续启动相关业务过程，实现跨部

门的业务协同。 

5.4.3 辅助决策服务 

为领导和管理人员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通过对多渠道的信息进行采集汇总、分析、归纳和综合等，

获取可靠、科学的决策信息。 

5.4.4 交换服务 

为特定业务交换信息资源而实现的一组操作集合，部署在提供者的前置交换系统，或部署在中心交

换系统。交换服务访问林业信息资源的数据库。通过前置交换系统或中心交换系统提供给使用者调用。

交换服务能够被提供者部署与发布，被使用者发现、定位和集成。 

5.4.5 公开服务 

采用Web技术或门户技术实现信息资源的公开，提供一组访问公开信息资源操作的集合，或一组Web

网页资源等。公共服务使得使用者能够采用Web方式浏览公开林业信息资源。公开服务及其公开信息资

源能够被提供者部署与发布，被使用者发现、定位和浏览。 

5.5 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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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为林业信息资源一致性和交换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提供基本保证，林业信息资源交

换体系技术标准主要包括信息采集、组织、分类、保存、发布与使用等信息生命周期各环节建立规范和

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技术标准： 

 与信息资源相关的标准。包括林业信息分类编码、林业信息元数据标准等林业信息化标准体系

信息资源类标准和相关标准。 

 与交换系统互连互通互操作有关的技术标准。包括林业信息化标准体系、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

类标准以及相关标准。 

 技术管理相关标准，涉及组织机构、角色、用户、应用系统、交换节点等的编码规则，以标识

其在技术平台上的唯一合法身份。 

5.6 管理制度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的建设涉及信息资源提供方、信息资源管理方、信息资源使用方、交换系统

管理运维单位、交换系统建设单位等其他相关部门及人员，管理对象包括信息资源、交换系统。制订林

业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方面的管理制度是林业信息资源能够长效共享交换的关键因素，包括信息资源管理

维护制度、交换系统管理维护制度两类，主要包括以下要求： 

5.6.1 信息资源管理维护 

5.6.1.1 信息资源公开 

鼓励公开内部可共享信息资源，规范约束信息资源提供方及时准确提供最新共享信息资源，明确信

息资源提供方的信息公开职责，做到“一数一源”，公开信息资源的备案制度，奖惩考核办法等。 

5.6.1.2 信息资源动态管理 

明确共享交换信息资源采集、注册、存储、更新、注销管理办法，保证共享数据库中信息资源的鲜

活性，对共享数据库中数据资源实现动态管理。 

5.6.1.3 信息资源安全管理 

明确信息资源供需双方共享交换信息的安全保密协议制度，保证信息资源在采集、存储、备份、访

问授权、传输、使用等过程中的安全。 

5.6.1.4 信息资源共享查询 

明确信息资源使用方共享查询信息资源的管理流程，获取信息资源后的备案制度等。 

5.6.2 交换系统管理维护 

5.6.2.1 交换系统管理 

明确信息资源提供方、信息资源使用方、交换系统管理运维单位、交换系统建设单位等其他相关部

门及人员在系统运行维护、日常管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岗位职责等。 

5.6.2.2 交换系统对外服务指南 

说明交换系统为各部门应用系统提供的支撑服务，交换系统支持的不同接入方式，每种接入方式的

特点及适用范围，将应用系统接入到交换系统过程中应该填写的表单、所遵循的工作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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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 交换系统安全运营管理 

从交换系统部署环境、设备安全，运行安全，信息安全，人员安全，运营管理，安全审计等各方面

做出规定，全面保护交换系统安全运营。 

6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技术架构 

6.1 组成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由交换应用子系统、交换共享子系统、交换传输子系统、交换管理子系统组

成，如图4所示。 

交换共享子系统

交换应用子系统

交
换
管
理
子
系
统

交
换
传
输
子
系
统

基础设施

网络基础设施服务器 存储设备操作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GIS系统

J2EE框架 .NET框架

数据访问服务

数据桥接

服务
适配器

数据采集

服务

映射关系

服务

数据转换

服务

共享信息库

交换信息库

打包

传递

转换

路由

解包

配置服务

监控服务

日志服务

安全服务

……

服务总线（ESB）

服务封装、路由、转换等

组合与流

程服务
展现服务 业务服务 信息服务 其它服务

描述与发

现服务
管理服务 安全服务 集成开发

接口/互操

作

服务/资源

应用系统
资源

元数据
资源

服务
资源

目录
资源

公共基础

数据库

林业基础

数据库

林业专题

数据库

综合

数据库

信息

产品库

……

 

图4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技术架构 

6.2 交换共享子系统 

交换共享子系统实现对异构数据库的统一访问，支持业务数据库、交换信息库、共享信息库之间的

双向同步数据交换，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使用。要求通过一个交换信息库，将整体交换系统和业务数据

库隔离开，有效地保障业务数据的安全性，解决与现有业务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交换共享子系统

要将交换的信息（包括元数据及目录信息）交换到交换信息库；共享交换信息传输到共享信息库。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子系统至少提供以下服务或功能： 

a) 映射关系服务。支撑各交换结点业务数据库与交换信息库之间的数据映射关系，提供访问和管

理映射关系数据的接口，被授权的管理员可以通过它维护相应的映射关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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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换信息采集服务。定时从各个业务系统收集所需的数据；同时在具体业务系统的信息交换过

程中，将需要的信息保存在共享信息库中。数据采集采用数据库方式、虚拟数据库方式、适配

器方式三种方式。 

注1：数据库方式，即由提供者开发接口，将需要共享的数据统一转存在指定的数据库； 

注2：虚拟数据库方式，即在提供者的业务数据库上建立所需的数据表，交换系统访问虚拟库取得信息； 

注3：适配器方式，提供者将业务数据封装，直接为交换系统提供服务。 

c) 数据转换服务。要求实现异构数据库之间、数据库与数据文件（如 XML、TXT等）的双向转换。 

d) 数据库访问服务。要求封装访问关系数据库的实现。在 JDBC、ODBC、OLEDB的基础上，提供部

分自定义的数据操作 API。 

e) 数据桥接服务。要求提供数据层面的桥接配置及管理，而非网络层面的连通，来实现业务数据

库与交换信息库之间的指定表的双向在线实时和离线数据交换。 

6.3 交换应用子系统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应用子系统为特定业务交换信息资源而实现的一组操作集合，实现数据的采集、

接收、发送、转换、用户身份认证、权限管理以及对各种操作的管理和监控等功能。为基于SOA应用提

供基础的技术和标准规范支撑，如服务的接口描述与发现，服务的组合与编排，服务的管理，服务的代

理中介（典型代表为服务总线），服务的访问安全保障，服务的注册与管理及服务和SOA应用的相应开

发工具。对于已存在的服务/资源，它还提供资源的服务化封装和接入，以满足相应的数据信息、业务

功能等的重用要求。林业信息资源交换应用子系统至少提供以下服务或功能： 

a) 描述与发现服务。主要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定义标准的信息模型和访问接口来描述服务，

二是定义服务注册的机制，以及服务信息的访问机制，来发现和使用服务。 

b) 管理服务。要求对应用支撑服务中的各种组成部分、部署及运行的服务、服务合成应用、业务

流程、相关基础运行设施等的实时运行状态监控、配置、历史系统日志统计、生命周期控制等

进行管理。其重点是服务的运行质量属性管理，包括服务的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效率、

维护性和可移植性等，并可根据服务质量信息进行相应的调优。 

c) 安全服务。要求为其他服务、应用及相关信息资源等提供访问控制、权限管理、私密性等安全

支撑保障。主要解决身份验证、资源授权、访问控制、数据私密性、数据完整性、抗抵赖性、

传输安全性等问题。主要功能包括基础安全服务、安全令牌服务、安全策略服务、审计与日志

服务、授权服务、角色管理服务和角色映射服务。 

d) 集成开发。要求提供基于定义和配置的方式开发应用，支持灵活、快速构建应用系统，支持与

现有应用集成。 

e) 接口/互操作。提供不同服务或应用进行互操作的统一标准访问接口及数据格式的规范定义，

能够解决出现数据格式不一致、访问接口不统一而造成的不能互联互通的问题。 

f) 服务总线。主要目的为服务的接入，以及服务之间的通信提供基础支撑。使分散的服务可以快

速接入“服务总线”，并且与接入“服务总线”的服务之间进行绑定，支撑调用时的消息交互

与通信过程。服务总线为服务的消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通讯，提供协议转换、消息格式转换、

基于内容的路由及相关的访问策略保障等代理功能。 

g) 组合与流程服务。提供对原子服务的封装组合并形成更大粒度服务的能力，实现服务的重用，

提供将已有应用或数据封装形成的服务进行调用、组装形成应用，从而完成具体的应用功能，

或者构建成新的更大粒度的服务，提供给其他需要的消费者使用。不但能够以指定的业务规则

及调用顺序、步骤来组合不同的服务、组件及应用，还支持人机交互、复杂处理分支、流程的

调度及授权策略等。 

h) 展现服务。主要解决应用中人机交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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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交换传输子系统 

直接采用《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1部分：总体框架》和《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2部分：技术要求》的规定和要求。 

6.5 交换管理子系统 

实现对整个交换过程的流程配置、部署、执行、安全等的监控和管理，提供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和

安全论证等功能。交换管理子系统能监视信息交换系统的状态、服务、日志、消息等信息。可以监视其

它子系统的运行状态、系统性能及资源占有情况、日志及系统异常情况，监视各交换系统中部署的交换

服务运行情况以及消息传递的情况。协调交换系统中的各种服务，共同完成业务系统的信息交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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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环境 

A.1.1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环境组成 

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林业信息资源，是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交换系统运行

的基础。 

A.1.2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服务器、存储设备、操作系统、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库系统、地理信息系统、

J2EE和.NET框架等，为林业信息资源交换系统提供必要的运行环境。 

A.1.3 林业信息资源 

林业信息资源是指业务系统中涉及到的服务、数据、目录以及应用系统等，这些林业信息资源存在

于林业部门部门以及其它组织机构内，并且能够被统一发现和描述。林业信息资源分为应用系统资源、

数据资源、服务资源、目录资源。 

A.1.3.1 应用系统资源 

应用系统资源是指能够运行在同构或异构环境中的业务软件，如森林资源管理系统、电子邮件系统、

内部办公系统、财务软件系统，以及连接遗留系统的适配器等。应用系统提供标准接口或者适配器与外

部系统或者访问服务集成。 

A.1.3.2 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指业务系统中的数据物理信息（数据库表定义信息）、消息格式定义（XSD/DTD/XML）、

其它格式文件，以及业务系统对外提供的数据服务定义等。数据资源提供标准接口供外部系统访问。主

要包括公共基础数据库、林业基础数据库、林业专题数据库、综合数据库、信息产品库，以及各种文档

和多媒体。以下列出了《全国林业信息化纲要》所规定的数据库。 

A.1.3.2.1 公共基础数据库 

公共基础数据库包括基础地理、遥感影像、社会经济、气象等数据库。基础地理数据库包括：各种

比例尺数字化地形图、DEM数据；省、市、县多级比例尺的行政区划图、交通道路、水系、城镇居民点、

独立建筑物等数据；多级比例尺的土壤数据等。遥感影像数据包括多源、多时相、多分辨率海量遥感数

据，如用于森林资源、土地利用现状动态变化监测等的遥感影像数据库；用于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

宏观森林资源动态分析的遥感卫星影像数据库；用于各类生态工程建设的遥感卫星影像库等。社会经济、

气象数据库包括：人口、经济产值等数据库；温度、湿度、降雨量，极端最高、最低温度、年积温等分

布数据等。公共基础数据库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权威的专业部门，国家和地方根据不同管理层次的

需求，建立不同的空间尺度的公共基础数据库。该类数据保密性强，由各地与相关部门进行统一协调进

行建立，数据库由各级林业部门统一建立、维护。 

A.1.3.2.2 林业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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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基础数据库包括森林资源、荒漠化、湿地及生物多样性、森林生态观测、林业产业等。各级林

业机构建立不同空间尺度反映林业资源现状和动态变化的数据库。国家和地方根据不同管理层次的需

求，建立相应的林业基础数据库，各业务部门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应业务应用。 

森林资源数据库包括：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作业设计调查数据；年度

核查数据；林地林权数据；资源利用数据；古树名木数据；其他标准、文档、技术规程等综合数据。 

荒漠化数据库包括：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类型数据、全国荒漠化气候类型数据、全国沙尘暴监测数据、

其他标准、文档、技术规程等综合数据。 

湿地及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包括湿地调查、监测、专项调查、重点工程、保护区数据；湿地标准、湿

地GEF项目运作过程、湿地履约的进程等数据；动物、植物信息数据；全国自然保护区分布数据库；其

他标准、文档、技术规程等综合数据。 

林业产业数据库包括：林业产业产值、主要林产品产量、林业企业基本情况、林业优质产品、规模

以上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情况、国家林业局重点联系林产品市场和企业情况、木材加工业在建项目基本情

况、国家级木材贸易加工示范区、主要林业产品进出口情况、海外森林资源开发情况、林业安全生产情

况、其它标准、文档、技术规程等数据。 

A.1.3.2.3 林业专题数据库 

林业专题数据库包括森林培育和生态建设、灾害监控与应急、综合办公、林业产业、林业科技等数

据库。各级业务部门根据业务需要建立相应的专题数据库，并负责管理和更新维护。梳理业务管理及业

务数据之间的关系，确保数据更新与业务应用的结合，从而实现在处理业务的同时达到专题数据的更新

和维护。 

森林培育和生态建设数据库包括造林营林、各类生态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速生丰产用

材林基地建设工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林业项目数据；灾害监控与应急数据库包括森林防火、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沙尘暴等数据；综合办公数据包括各类林业审核审批、视频监测、办公文档、公文流转等数

据；林业产业数据库包括林业市场、林副产品贸易、林产品各类产品交易、价格行情等数据；林业科技

包括各类科技知识，林业科技成果，林业实用技术等数据——各业务部门为开发应用系统直接使用或相

关联的数据库。 

A.1.3.2.4 综合数据库 

在基础数据库和各类专题数据库基础上，进行整合、集成生成的数据库。包括综合分析、综合评价、

综合决策、综合预测、林业区划、林业规划等数据。根据领导决策和综合分析的需要，各级林业数据维

护和管理支撑单位负责本级综合数据库的建立、维护。 

A.1.3.2.5 信息产品库 

根据用户需要制作，可直接为最终用户服务的数据库。信息产品是根据用户需要，依据林业资源信

息化信息产品标准生产的类型，信息产品库可直接为最终用户服务，包括：制图产品、数据产品、信息

服务产品、信息应用产品。根据公共应用与服务的需要生产相应的信息产品，各级林业数据维护和管理

支撑单位负责本级信息产品库的建立、维护。 

A.1.3.3 服务资源 

服务资源是在不同业务过程中能够被重复使用的功能实现，服务的实现一般不依赖特定语言与工

具。服务资源又可分为原子业务服务、组合式服务（通过流程对原子业务服务进行编排形成提供新的业

务功能的服务）。服务资源提供标准接口供外部系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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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4 目录资源 

目录资源是指能够反映次序或层次结构的数据，是对数据和信息的分类。如：电子政务中信息资源

编目、行业标准指标编目等。目录资源一般与业务系统整合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