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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地理信息标准研制的进展，发现国内外标准化机构的工作重点均从地理数据标

准化逐渐向地理信息服务标准化转变。在此基础上，从工作机制和标准研制两方面，思考了我国地理信息标

准化近期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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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ＩＳ已在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公众生

活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１］，逐渐形成了由地理信

息及其服务和服务平台等要素构成的ＧＩＳ产业。

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造成公众对

ＧＩＳ产业要素的爆炸性需求
［２］。面对网络环境中

快速增加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如何实现地理

信息及其服务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化，并实现

其发布、存储、管理、检索、调用和交互，以何种方

式组织和架构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或在其他网络

平台上加载地理信息资源，是ＧＩＳ产业发展现阶

段亟待解决的问题［３］。地理信息标准化是解决地

理信息共享、服务互操作与系统集成等资源重用

与过程协同问题的关键［４，５］，是引导与规范 ＧＩＳ

产业化和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６，７］。

１　国外犌犐犛标准发展现状

１．１　国外犌犐犛标准制定整体情况

１９９４年成立的ＩＳＯ 地理信息技术委员会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ＩＳＯ／ＴＣ２１１）是目前最具国际权威性

的ＧＩＳ标准化组织
［８］。其工作范围为数字地理

信息领域标准化，主要任务是针对具有空间位置

特性的对象或现象的标准化，以便规范地理信息

数据管理（定义和描述）、采集、处理、分析、查询、

表示和转换的方法、工具和服务，从而在不同用

户、系统和位置间交换数字／电子形式的地理信息

数据［９］。

截止至２００７年３月，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已经与２６

个国际组织和１５个ＩＳＯ／ＩＥＣ的技术委员会／分

技术委员会（ＴＣ／ＳＣ）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为地

理信息与服务的共享和应用系统及平台开发构建

标准框架［１０］。

１．２　犐犛犗／犜犆２１１标准制定的现状与趋势

２０００年至今，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共出版国际标准

３３个，处于不同制定阶段的计划项目２０个（见图

１）。图１（ａ）中不包括《地理点位置：经度、纬度及

高度的表示标准》（ＩＳＯ６７０９１９８３）；图１（ｂ）中未

将《地理信息：基于坐标的空间参考（第２部

分）———参数值扩展》（ＩＳＯ１９１１１２）统计在内。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的标准制定内容包含了信息技

术、ＧＩＳ技术、ＲＳ技术、ＧＰＳ技术等领域最前沿

的概念、模型、模式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和实践［１１］，

各项标准／计划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具有明确

的结构性，形成了对地理信息及其相关应用的系

统支撑和规范。

１．２．１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已出版标准

截至２００５年，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完成了首批确定

研制的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
［１１，１２］，并对部分标准

进行了修订。ＴＣ２１１侧重于地理信息应用及服

务，发布了２项技术报告（ＩＳＯ／ＴＲ）———《地理信

息：影像和栅格数据》（ＩＳＯ／ＴＲ１９１２１２０００）和

《地理信息：人员资格认证》（ＩＳＯ／ＴＲ１９１２２）

２００４），以及系列标准《地理信息：简单要素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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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标准制定情况统计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ＳＯ／ＴＣ２１１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第１部分）———公共架构》（ＩＳＯ１９１２５１２００４）

和《地理信息：简单要素查询（第２部分）———ＳＱＬ

选项》（ＩＳＯ１９１２５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以后，该ＴＣ

又出版了７项标准，分别是ＩＳＯ１９１２３２００５《地理

信息：数据层几何和函数模式》、ＩＳＯ／ＴＳ１９１２７

２００５《地理信息：大地测量代码与参数》、ＩＳＯ

１９１２８２００５《地理信息：Ｗｅｂ地图服务接口》、ＩＳＯ

１９１３３２００５《地理信息：基于位置的服务———跟踪

与导航》、ＩＳＯ１９１３５２００５《地理信息：项目注册程

序》、ＩＳＯ／ＴＳ１９１３８２００６《地理信息：数据质量度

量》、ＩＳＯ１９１３４２００７《地理信息：基于位置的服

务———多模式路径与导航》，并撤销了《地理信息

综述》（ＩＳＯ１９１０２）。

从上述已出版标准的内容来看，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近两年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地理信息数据标准化转

向地理信息 Ｗｅｂ服务（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标准化，如

数据类型定义、地图服务接口和地理信息资源网

络发布的注册与管理。特别是基于位置的服务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ＢＭＳ），即对移

动通信网络终端设备的定位、跟踪、路径模拟和导

航服务，是该ＴＣ近年来的工作热点。

１．２．２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计划项目

分析ＩＳＯ／ＴＣ２１１计划项目（表１）发现，今后

几年该ＴＣ在增补、修正和修订框架和参考模型

类（２、１１）、数据表示和管理类（１、３～８、１２、２０、２４）

标准的同时，主要将标准研制的工作重点集中在

地理信息服务（９）、信息与服务的网络应用（１０、１５

～１９、２３）、产品质量管理（１３）和软件功能规范

（２１、２２）等几方面。

此外，结合移动通信和空间定位技术的迅猛

发展，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加大了对ＬＢＭＳ领域标准的

投入力度，争取通过计划项目（１４，２５，２６）实现标

准制定与技术进步的同步。

１．２．３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工作机制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按内容分工作组（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

ＷＧ）组织研制各项标准（表２），并根据实际需要

表１　犐犛犗／犜犆２１１计划项目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序号 计划号 计划名称

１ ６７０９ｒｅｖ． 基于坐标的地理点位置表示标准

２ １９１０１２ 地理信息 参考模型 第２部分：影像

３ １９１０４ 地理信息 术语

４ １９１１０：２００５

／Ａｍｄ．１

地理信息 要素编目方法 修正案１

５ １９１１１ｒｅｖ 地理信息 基于坐标的空间参照（修订ＩＳＯ

１９１１１：２００３）

６ １９１１１２ 地理信息 基于坐标的空间参照 第２部分：参数

值扩展

７ １９１１５２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２部分：影像和栅格数据扩

展

８ １９１１８ｒｅｖ 地理信息 编码（修订ＩＳＯ１９１１８：２００５）

９ 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５

／Ａｍｄ．１

地理信息 服务 修正案１

１０ １９１２６ 地理信息 要素概念字典与注册

１１ １９１２９ 地理信息 影像、栅格和数据层数据框架

１２ １９１３０ 地理信息 影像和栅格数据的传感器数据模型

１３ １９１３１ 地理信息 数据产品规范

１４ １９１３２ 地理信息 基于位置的服务 参考模型１

１５ １９１３６ 地理信息 地理置标语言

１６ １９１３７ 地理信息 空间模式核心专用标准

１７ １９１３９ 地理信息 元数据ＸＭＬ模式实现

１８ １９１４１ 地理信息 移动要素模式

１９ １９１４２ 地理信息 Ｗｅｂ要素服务

２０ １９１４３ 地理信息 滤波编码

２１ １９１４４１ 地理信息 分类系统 第１部分：分类系统结构

２２ １９１４４２ 地理信息 分类系统 第２部分：土地覆被分类系

统ＬＣＣＳ

２３ １９１４５ 地理信息 地理点位置表示法注册

２４ １９１４６ 地理信息 跨域词汇表

２５ １９１４７ 地理信息 基于位置的服务 传输节点

２６ １９１４８ 地理信息 基于位置的服务 线性参考系统

　注：本表数据来自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工作网站，更新日期为２００７年

３月底。

动态地调整 ＷＧ的设置（图２，包括已发布的标准

和计划项目），一方面保障标准的协调性和一致

性，另一方面可以依据市场上的技术发展趋势调

整工作组，实现标准研制投入的效益最大化［２，１０］。

该ＴＣ成立初期下设５个工作组（ＷＧ１～５），在首

批标准基本完成时解散了４个（ＷＧ１、２、３、５）。

工作组解散后，其工作项目转交给其他工作组，并

根据标准化工作的现实需要成立了４个新的工作

组（ＷＧ６～９）。其中，ＷＧ８的设立最能体现出工

７８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９月

作组制度的灵活性与高效性。移动通信产业的迅

猛发展是信息技术各个领域始料未及的。通过移

动通信终端设备为用户提供地理定位、路径查询

和导航以及其他相关服务是一个全新应用方向。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针对这一最新技术发展设立了

ＷＧ８，为支撑这一新兴服务业态系统地部署标准

计划。

表２　犐犛犗／犜犆２１１工作组设置

Ｔａｂ．２　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编号 名称 状态

ＷＧ１ 框架和参考模型 解散

ＷＧ２ 地理空间数据模型和算子 解散

ＷＧ３ 地理空间数据管理 解散

ＷＧ４ 地理空间服务 活动

ＷＧ５ 专用（Ｐｒｏｆｉｌｅ）标准 解散

ＷＧ６ 影像 活动

ＷＧ７ 信息领域 活动

ＷＧ８ 基于位置的服务 活动

ＷＧ９ 信息管理 活动

图２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工作组的工作项目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ＩｔｅｍｓｏｆＩＳＯ／ＴＣ２１１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ｓ

１．３　犗犌犆标准制定的现状与趋势

ＯＧＣ成立于１９９４年，是由ＧＩＳ企业、数据库

企业和科研机构等不同实体联合组成的，为实现

地理信息的互操作而成立的非营利性ＧＩＳ技术

与标准化国际组织［１３］。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６年，ＯＧＣ

成员数从２０个激增至３４２个，在全球地理数据和

地理服务互操作标准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

ＯＧＣ协同政府机构、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

研制开放的、可扩展的ＧＩＳ接口和编码标准，通

过制定互操作规范，在ＧＩＳ中引入分布式计算、

中间件技术等技术手段，引导国际上对地理信息

和基于位置服务的标准研制工作［１４］，使ＧＩＳ从专

有的地理数据与语义格式，接入基于标准化软件

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在分布式网络环境中可互操

作的开放式网络架构中［１５］。

ＯＧＣ建立的 ＯｐｅｎＧＩＳ参考模型包括技术、

数据、应用与企业等不同层次，其中地理数据模

型、编码以及协议等方面的互操作对实现ＧＩＳ互

操作至关重要［１６］。除已发布了１０项推荐标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以外，ＯＧＣ还发布了一系列抽

象规范（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和实现规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

１．３．１　ＯＧＣ抽象规范

ＯＧＣ标准发展的核心是共享地理空间信息，

提供地理空间服务。抽象规范的１８个主题可以

归为４类（表３）。

１）服务主题。主题１２在整体层面上描述一

系列综合的地理空间服务，主题１３、１５和１６则对

特定类型的地理空间服务进行更详细的规范。

２）信息共享主题。主题５、６、７分别规范

ＯｐｅｎＧＩＳ要素、数据层类型和地球影像等各种表

现形式的地理空间信息的处理与发布。事实上数

据层是特定的ＯｐｅｎＧＩＳ要素，地球影像是特定的

数据层。

表３　犗狆犲狀犌犐犛抽象规范

Ｔａｂ．３　ＯｐｅｎＧＩ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ｉｃｓ

序号 名称 版本 日期

０ 综述 ５．０ ２００５０６２７

１ 要素几何 ５．０ ２００１０５１０

２ 空间参考系统 ３．０ ２００４０２１１

３ 定位几何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３１８

４ 存储函数与插值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３３０

５ ＯｐｅｎＧＩＳ要素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３２４

６ 数据层类型 ６．０ ２００００４１８

７ 地球影像 ５．０ ２００４１０１５

８ 要素间相互关系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３２６

１０ 要素采集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４０７

１１ 元数据 ５．０ ２００１０６０８

１２ ＯｐｅｎＧＩＳ服务架构 ４．３ ２００１０９１４

１３ 目录服务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３３１

１４ 语义和信息团体 ４．０ １９９９０４０４

１５ 影像开发服务 ６．０ ２００００４２４

１６ 影像坐标转换服务 ４．０ ２００００４２４

１７ 基于位置的移动服务 ０．０ ２００００５１５

１８ 地理空间数字版权管理参考模型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２９

　注：表中数据于２００７年４月统计自ＯＧＣ工作网站。

　　３）基础条件主题。主题１～４、８和１１为主题

５～７提供支持，是实现共享地理空间信息的基础

条件。主题１规范要素的几何结构。主题２和３

分别从两个方面对地理定位（地球坐标模型）进行

了规范。主题８和１１分别关注要素关系的建模与

发布、元数据的建模与查询。主题４研究数据层的

两种存储函数，即从地球坐标映射到数学坐标空

间，或从数学坐标空间映射到其他坐标值域。

４）信息理论主题。包括主题０、９、１０、１４、１８

在内的其他主题，主要关注信息理论相关内容，是

理解与使用地理空间信息的基础。这些主题与地

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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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信息和服务的联系较弱，长期看来其他组

织可能会为这些主题开发互操作接口［１７］。

１．３．２　ＯＧＣ实现规范

实现规范基于抽象规范或抽象规范在具体应

用领域的扩展，详细规范各种应用的分布式软件

组件及其接口［１４，１５］。规范的粒度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独立开发的两个组件间的互操作程度［１８］。

实现规范中定义的接口允许基于服务发现和获取

松耦合组件的动态绑定架构。并非所有ＯＧＣ实

现规范都具有松耦合性，简单要素、栅格数据层和

坐标转换实现规范都是细粒度的紧耦合规范。

ＯＧＣ技术委员会指出，除网络服务外，ＯＧＣ将继

续细粒度规范的研制工作［１７］。本文限于篇幅不

列出ＯＧＣ的１９项实现规范。

２　我国犌犐犛标准发展现状

过去２０ａ来，我国在各类科研项目和工程项

目中，对地理数据基础建设、ＧＩＳ技术和软件开发

的投入逐渐加大［１９］，推动了地理信息数据、服务

和服务平台的建设，也促进了地理信息标准的研

制和实施［２０］。根据《国家地理信息标准化“十一

五”规划》，我国地理信息标准化已经取得了一定

基础，在标准前期研究、标准制修订、标准体系研

究、标准宣传与贯彻以及采用国际标准等各标准

化环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

２３０）是我国从事地理信息领域标准化工作的国家

级技术组织，主要负责地理信息领域国家标准的

规划、协调和技术归口工作，以及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对

口业务工作［１６］。

图３　ＳＡＣ／ＴＣ２３０归口管理的国家标准

Ｆｉｇ．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Ｃ２３０

ＳＡＣ／ＴＣ２３０归口管理的７７项国家标准（图

３）按照制定时间和内容可以分为４类：① 图件记

录类，制定于１９９４年之前，包括测绘技术、图件绘

制和印刷、测绘术语、测绘仪器等在内的共计２９

项标准；② 数据获取类，制定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

年间，包括数字测图、电子／数字地图、图件数字化

等在内的１８项标准；③ 数据管理类，制定于１９９９

年至２００３年间，包括数据交换格式、数据库接口、

产品质量、ＧＩＳ系统设计、ＧＰＳ测量、信息一致性

与测试等方面的标准共１５项；④ 服务类，２００４年

以来制定的标准，包括元数据、数据字典等信息共

享标准，以及导航服务的数据、产品和安全等方面

的标准共计１５项。

除上述标准研制工作以外，在标准体系研制

方面，我国借鉴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的经验开展了地理

信息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国家地理信息

标准体系框架。在标准实施贯彻方面，已经颁布

的地理信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数据生产、产品

制作、应用服务等环节得到初步贯彻，并逐步渗透

到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

动方面，加强了对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及其他国际组织

在地理信息标准制修订方面的跟踪和研究，对已

成熟且符合我国国情的若干国际标准，予以转化

或直接采纳为国家标准，并组织了相关国际标准

的宣讲、介绍和交流活动［１０］。

总体看来，我国地理信息标准化工作已经形

成了一定的基础，且在ＧＩＳ网络化应用和ＬＢＭＳ

等方面展开了标准研制。但是正如许多研究者所

指出的［１０，１５］，长期以来地理信息标准研制工作受

到各部门自身需求或各级科技项目的推动，造成

标准研制“条块分割”和“项目推动”的局面，总体

上缺乏系统性。标准研制思路多局限在信息分类

编码、数据结构、数据元和元数据等层面，未能面

向市场设计其他层面的标准项目，存在“内容局

限、脱离市场”的问题。此外，标准的宣贯和执行

力度不足，造成了标准研制与实施不能衔接的“两

张皮”现象。

３　结论与建议

为了加快我国地理信息标准研制，加强标准

的宣贯和推广，本文从工作机制和标准研制两方

面提出如下建议。

３．１　工作机制

１）设立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作为

我国最高一级地理信息标准立项和审查的归口管

理机构，对加强地理信息标准研究、制定、协调、监

督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 ＧＩＳ与信

息技术的领域结合与扩展，以及ＧＩＳ产业化和社

会化的进程需求，有必要在ＳＡＣ／ＴＣ２３０下设立

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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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技术委会员，以便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管理和协

调地理信息标准化工作。

２）形成产业标准联盟。目前社会各界标准

化意识大幅提升，形成了良好的标准化氛围。为

了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和专利的标准化，研制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形成产业发展核心竞

争力，有必要参照ＯＧＣ模式，成立我国的开放性

ＧＩＳ产业资源、技术与标准联盟，联合国内相关科

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地

理信息标准化工作。

３．２　标准研制

１）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
［１８］的ＧＩＳ标准体系研究。鉴

于ＧＩＳ产业的社会化趋势和公众用户对ＧＩＳ信

息服务需求的普遍性，有必要结合ＳＯＡ，从服务

描述、服务契约／策略、服务基础环境等服务静态

标准，以及服务可见性、服务交互、服务功能／作用

等服务动态标准入手，构建一套适用于我国ＧＩＳ

产业的面向服务架构的标准体系。

２）参考模型。参考模型是用来定义领域内

标准化的全部概念和标准组成的元模型，旨在确

定标准制定所应用的基本原理和标准结构框架，

保证各项标准的一致性、结构性与完整性。《地理

信息：参考模型》（ＩＳＯ１９１０１）和ＯＧＣ从开放ＧＩＳ

的角度构建的ＯｐｅｎＧＩＳ参考模型，从两个角度为

构建ＧＩＳ参考模型提供了参照。

３）服务类标准研制。“服务”是信息技术领

域经常出现的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重要术语。近

几年来，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和ＯＧＣ等国际组织纷纷开

始制定服务类地理信息标准。我国应该把握这个

机遇，开展地理信息服务类标准的研制工作，保证

ＧＩＳ服务具有完好封装性、松耦合性和重构灵活

性。

４）管理类标准研制。随着产业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各类ＧＩＳ机构和企业必然越来越多地通

过网络平台和第三方平台向公众用户以有偿或免

费的共享方式提供数据、信息、技术支持、软件等

各种在线或离线产品与服务。为了规范产业发

展，保护用户权益，必须以标准规范的手段，建立

一套产业运作规则，促进ＧＩＳ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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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征 稿 简 则

本刊是由武汉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测绘及相关专业学术期刊，ＥＩ、Ｐ、ＣＳＡ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均收录

本刊发表的论文。为进一步提高刊登论文的代表性，发挥本刊在国内外的学术辐射优势，特面向国内外公开征稿。

１．稿件内容：本刊主要刊登有关摄影测量、遥感、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物理大地测量、地球动力学、图

形图像学、地理信息系统、测绘仪器、资源与环境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所有来稿文责自负。

２．稿件要求：来稿应符合科技论文著作要求，论点明确，论证严谨，内容创新，数据可靠，方法科学，文字通达、

简洁，字数一般在８０００字以内。来稿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有关出版标准，附３００字以内的中文摘要和

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并附有中英文关键词。作者署名应符合著作权法规定，并附第一作者简介（中英文）、Ｅｍａｉｌ、通

讯方式及所有作者的详细地址（中英文）。基金资助论文应注明基金名称、项目编号。

３．投稿要求：所有来稿应打印清楚，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保留相关的作者信息，另二份去掉作者信息）；图表、公

式应清楚，易混淆的字符应注明；所附照片应符合制版要求；参考文献著录内容齐全，格式符合有关标准，并按引用

的先后顺序于文中标出；不准一稿两投。一经投稿，视为作者授权编辑部可作不影响作者论点的必要文字加工。

４．鉴于本刊已整体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系统科技期

刊群”及“台湾华艺电子期刊全文资料库”等，若无特别声明，所有投稿视为作者同意在本刊出版印刷版的同时授权

出版光盘版及进入因特网。本刊所付稿酬包含此项收益。

５．来稿经本刊组织的同行专家评议、审查同意刊登后，将酌收版面费。一经刊用，即付稿酬。来稿一般不退。

对于投稿三个月后无答复的稿件，作者可以查询，查询电话（０２７）６８７７８４６５。

６．本刊编辑部地址：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武汉大学（测绘校区）信息科学学报编辑部，邮编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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