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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同志在出席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时的讲话
今天是全国科普日，我和奇葆、源潮、金龙、万钢同志一起参加北京主场活动。今天早上，

我看了媒体关于科学嘉年华的报道，感受到科普日的浓厚氛围。从 2004 年起，我连续 13 次

参加科普日活动，今天是第 13 次。总的感到，科普日活动一年比一年办得好、办得精彩，可

以说年年有创新、有亮点，效果也很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把科学创新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有力号召，这对科技界是

巨大的鼓舞，其实对中华儿女、对所有中国人也是巨大的鼓舞。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加强科学普及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科普兴、科技才能兴，科普强、科技才能强。我们要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就应当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真正使科普工作强起来。我感到，有这样几点

很重要。

第一，牢牢把握建设科技强国这一目标。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系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开展科普工作，就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谋划、来推进，

找准工作的方位方向和重点着力点。要紧密结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的生动

实践，持之以恒地开展科普教育，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

学方法，推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人民中间的

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第二，突出青少年这个重点。青少年代表着希望和未来，今天的青少年日后就是科技强国

的中坚、国家建设的栋梁。从一定意义上说，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决定着国家未来的科学素质。

所以，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抓起，把科技教育贯穿于青少年成长成才的

各个阶段，积极为他们亲近科学、参与科普创造条件。要大力开展科技活动进校园、科技教育

进课堂，把科学的种子、创新的精神播撒到青少年心中，帮助他们从小养成科学兴趣、树立创

新自信，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三，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科普也是为了人民。

要坚持科普为民、科普惠民，推动科普公共服务更多向基层倾斜，广泛开展贴近群众的科普服

务，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针对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科技知识，积极开展

便民化、实用性的科普服务，更好满足人们的科技需求。同时，要以“真科普”揭露“伪科学”，

对人们关注的科技热点问题及时做出科学权威解释，更好地解疑释惑。

第四，注重不断改进创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普工作也应与时俱进。要创新科普表达

方式，善于大众话语开展科普教育，使科普通俗化、大众化，为人们喜闻乐见。要创新科普传

播方式，注重运用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运用互联网开展科普教育，增强知识性趣味性，提



领 导 指 示

ZHONG YAO TONG XUN06

高吸引力感染力。要创新科普活动形式，设计更多公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科普活动，

让公众在体验中享受科学、感知创造。

这里还想说的是，在我们国家干事情，要想干得好、干得成功，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有各级政府的支持。科普工作也是这样。我们每年都搞一次科普日活动，这是一个载体，但不

能只是科普日才搞科普，实际上科学普及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做。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

政府把科普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普惠共享的科普体系，推动形成社会

化科普工作格局。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要加强科普公共服务，科技工作者要结合自身研究

方向做好科普工作。科协要当好科普工作的主力军，以抓常抓长的韧劲做好科普工作，促进全

民科学素质的不断提升。

最后，借此机会，向全国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表示问候，也祝愿科普日活动圆满成功！

（2016 年 9月 18 日）

李源潮同志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 

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召开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总结会，主要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改革试点指示精神和中央对科协系统深化改革

的部署，总结两年多来两轮试点经验，研究部署常态化推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改革工作。

刚才，杨晶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改革试点的成绩，对下一步常态化推进这项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各级科协和学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尚勇同志的总结汇报，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中国电子学会、中华医学会和江苏省科协负责同志的发言，都讲的很好。

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是科协系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由习

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亲自批准和指导的一项综合改革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

改革试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批示，并主持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中国科协所

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中办国办文件印发，将这项改革纳

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李克强总理、刘云山同志、张高丽同志和马凯、王沪宁、刘

延东、杨晶、王勇同志多次作出批示给予指导。两年多来，中国科协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国务

院相关部委积极支持，改革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配合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科技体制改革，丰富了科技公共服务供给。二是总结出 5种转接模式，探索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三是建立了可负责、可问责的机制，进入有门槛、服务有标准、工作有监管、承

接有竞争、绩效有评价。四是提升了学会的能力，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正如杨晶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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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讲的那样，总的看，改革试点基本达到了政府放心、社会满意、科技工作者认可的预期目

标，中央改革办批准中国科协关于扩大试点的总结报告，同意常态化推进这项改革工作。下面，

我就常态化推进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

第一，响应政府机构职能改革号召，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开展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

作，主动服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大局。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具体举

措，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来推进，已经进行的试点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比如，“双

创”政策第三方评估，被李克强总理称为“送给部长们的大礼”；国家引才目录推荐、国家

重点实验室评估，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方面反响都很好。全面深化改革正处在进行时，政府

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常态化推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要跟上政府简

政放权的进程，跟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把科协和学会组织服务大局的职能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

第二，积极推进科协系统改革，拓展科协工作新领域。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

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和工作总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决策和部署的一项改革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中央通过的改革

方案，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坚定不移抓好落实。中国科协和各级科协组织是推动科协系统

深化改革的责任主体，首先要增强抓改革落实的责任意识，将常态化推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工作摆在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的重要位置，稳妥有序加力推进。其次要通过改革拓展科协

工作新领域，为科协工作开辟新空间。比如，中国电子学会与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等

国际组织联合研制技术标准，在团体标准国际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其三要坚持上下联动

推进改革。目前，11 个省区市启动试点，有 710 多家地方学会承接了 1500 多项政府转移职

能。中国科协和全国学会要加强对下级科协和学会组织的具体领导，确保承能工作在基层推

进、在基层见效。

第三，积极创新学会组织的社会化服务职能。科协所属学会组织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第

三方身份评价客观、标准透明，有较强的公信度。比如，中国化学会承接了化学类国家重点实

验室评价，评估结果受到各方广泛认可。常态化推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就是要为社

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更有公信力的科技公共服务。一是服务科研攻关，通过第三方科技评估、

科技决策咨询等，助力中国重要科技领域赶超世界前沿。二是服务地方和企业创新发展，积极

开展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三是服务科技工作者成长发展，充分

发挥人才评价、科技奖励推荐等托举作用，积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氛围。

第四，建立可负责、可问责的常态化运行体制。试点工作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学会承接政

府转移职能一定要可负责、可问责。两轮试点总结出了 5种转接模式，形成了科技评估、科技

奖励推荐、工程技术职业资格认定、技术标准制定 4类操作规范，较好地探索了可负责、可问

责的职能转接机制和转移后的服务机制，这些经验都很好。有关部门表示，对学会承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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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研究中心评估等职能感到放心。建立可负责、可问责的常态化运行机制，一定要做到程序

严密，政府部门转出的程序、科协对接的程序、学会承接的程序都要具体明确、有章可循；做

到运行规范，发挥出学会的专业化优势，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做到责权分明，谁确定职能、

谁负责运行、谁监督质量都要有公开透明的制度；做到制约有效，防患于未然，确保在职能转

换中不出混乱。

第五，按照接得住、接得好标准提升学会的素质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团组织不

能离开自身职能定位来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不能变成“二政府”，不能利用承接职能的机会揽

权争利。在改革试点之初，对学会的素质和能力不托底、会不会演变为“红顶中介”，各方面

都有不少担心。试点中，这些问题尚未显现，但常态化推进后会不会出现，要高度警惕、预作

约束、强化审计、公开监督，绝不能把承接职能转移中获得的权力用以谋私，确保政府职能转

移清正廉洁，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政府有关部门要对转移职能定规则、提要求、抓

监管，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转接。中国科协要深入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学

会治理体系，提高学会专业素质，增强学会服务能力，加强学会人才建设，确保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接得住、接得好。

深化改革是一项艰巨任务。中国科协和各级科协组织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和中央

的改革部署，增强“四个意识”，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坚定抓好改革落实，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2016 年 10 月 20日）

杨晶同志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

能试点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召开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系统

总结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研究部署常态化推开相关工作，这对于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刚才，尚勇同志汇报了前期试点工作情况，相关部

门和学会代表作了很好的发言。一会儿，李源潮同志还将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简要谈几点意见。

一、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将这项改革纳

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稳妥有序、试点先行，推动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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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发挥好学会组织的独特作用，有序承接政府有关职能。两年多来，中国

科协按照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聚焦重点、主动作为、

先行先试，为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提供配套支撑，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积累经验，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一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理顺政府和社会关系提供范例。通过试点，政府部门

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学会，使政府集中精力更好地抓好督导监管。另一方面，推动

学会“去行政化”，还原学会的社会属性。二是服务社会治理创新，探索科技公共服务协作

供给新机制。试点工作以政府委托为主，立足科技公共服务，在扩大供给主体、优化供给结构、

丰富供给品种等方面大胆尝试，推动学会将工作重心转向更好服务行业和市场，为企业提供

高质量的指导、咨询、信息等智力服务。三是助力科技体制改革，推动资源配置优化和创新

效率提升。试点围绕科技评估、职业资格认定、技术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推荐等领域展开，

促进了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了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为释放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提

供了有力支撑。

二、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
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是我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

部分。中国科协按照党的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有关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试点

中探索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围绕简政放权，在科技评估、技术标准研制等四个

领域形成了专业化的服务规范，将适合学会等社会组织承担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促进直

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落实到位。围绕放管结合，构建了“政府放权-学会接手-科协监管”

等五类转接模式，通过健全运行、约束、公开、服务等机制提升学会专业服务能力，学会等社

会组织发挥第三方评估监督作用，承担相关专业性、技术性、服务性工作，促进事中事后监管，

有助于形成公正、完善、有力的监管体系。围绕优化服务，鼓励和扶持包括学会等社会组织承

接政府相关服务职能，形成了进入有门槛、服务有标准、工作有监管、承接有竞争、绩效有评

价的宝贵经验。这有利于更好地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能从具体和微观事务中脱身。

中国科协试点工作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探索了与政府部门经常化对接工作机制，摸

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为社会力量配合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作了有益尝试。国

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高度重视、充分发挥科技社团

的独特作用，把向相关学会承接转移职能与本部门减少行政审批、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等工作

统筹起来研究，同步加以推进。要通过转移政府职能和支持相关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进

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进一步推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常态化深入发展
政府转移职能，转移的不是权力，而是社会责任，是公共服务，不能一转了之。各地方、

各部门加强对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的常态化指导、扶持和监督。积极为学会承接政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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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职能、开展公共服务创造条件，与科协建立畅通的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更新和补充政府购买

服务目录，确保相关社会主体公平竞争，同时不断加大对学会购买服务的支持和指导力度。对

本部门转移委托给学会承担的工作，要加强指导，规范标准，履行好监管责任；对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不断总结经验。发改、财政、民政等部门，要对相关学会的财务管理、

购买服务、收费等政策进行研究，积极搞好政策衔接。要通过共同努力，建立起支持学会承接

政府转移职能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行机制。

中国科协要做好统筹协调和沟通服务工作。一方面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对接，摸清情

况，了解需求，凝聚共识，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承接好转移职能。另一方面要做好统筹协调，

加强对学会业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帮助学会不断提升承接和服务能力。有关学会也要切实加

强自身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公信力和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做好政府有关职能的转移和承接工作，任务繁重，意义重大。各地方、各部门以及中国科

协和所属学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推进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各项工作，

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2016 年 10 月 20日）

积极推进协会功能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社团组织是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领域。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重要指示，中国科协9月 28日召开党建工作会议进行了专项部署。

我会对此积极响应，严格按照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技社团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科协

科技社团党委《关于推进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党建“两个全覆盖”专项工作方案》等文件关于学

会党建要求和精神，克服遥感交叉学科多、涉及领域广、人员众多且分散等困难，对全体副理

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的政治背景和组织关系逐一进行了全面核查，形成了我会的党建统计材

料，按期上报中国科协党委办公室，为开展协会功能性党组织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续我会将在国防科工局局属机关党委和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指导下，积极推进协会理

事层面的功能型党组织建设相关工作。

党 建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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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政府 

遥感与空间资讯研讨会在深圳成功召开
为推动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遥感学术交流与合作发展，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会同香港遥感学会、台湾地理资讯学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地图绘制暨地

籍局，以及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澳门科技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中科遥感（深圳）卫星应用创新研究院和深圳市尔泰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在深圳举行了“第十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遥

感与空间资讯研讨会”，吸引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百余位知名遥感专家参加，围绕防灾减灾、

城市风险管理等关切民众重大共同利益的议题开展了深入而务实的学术研讨，并调研考察了深

圳市相关典型创新企业和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同时，也商定后续三年

分别在香港（香港回归 20周年）、台湾、澳门（澳门回归 20周年）按年度举办后续会议。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蒋耀平，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深圳市委副书记、

市长、党组书记许勤，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孙来燕，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国家航天

局秘书长田玉龙，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理事长罗格，台湾

地理资讯学会会长江浑钦，香港遥感学会会长黄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地图绘制暨地籍局局

长張紹基先生委托代表詹庆心等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不仅重启了中断十年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一级协会 / 学会间沟通交流，为后续

各方轮值、正常实施年度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内地与港澳台在遥感领域加

强衔接，深化合作，为将其相关技术力量和系统设施有效纳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开创了良

好局面；更将推动各方就灾害应急等重大紧迫需求加强遥感数据等相互支援，并加速发展以遥

感应用为核心的空间信息产业，共享遥感科技成果，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确保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具有重大意义。

罗格理事长在第十届海峡两岸暨 

港澳地区遥感与空间资讯研讨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蒋耀平副会长，马兴瑞书记，许勤市长，孙来燕主席，田玉龙秘书长，江浑钦理事长，

黄波会长，詹庆心女士，李德仁院士，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各位专家，各位新闻媒体的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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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会 要 闻

第十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遥感与空间资讯研讨会今天在开拓创新的前沿、朝气蓬勃、生机

盎然的深圳隆重召开！对此，我深感荣幸！我谨代表中国遥感应用协会，非常感谢香港遥感学会、

台湾地理资讯学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地图绘制暨地籍局，以及各协作单位的通力合作和共同

努力；特别感谢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国家航天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悉心指导和鼎力支持！

遥感科技及其应用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国计民生具有重大作用。世界各发达国家

和地区纷纷将其作为重点发展方向，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实施政府采购、引导巨资投入、扶持

企业发展等系列措施，积极抢占这一新的科技制高点和经济增长点。我们内地方面，也在民用

航天、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或任务的推动下，

迅速发展可控自主的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以及天空地一体化的对地

观测体系。“十二五”以来研制并成功发射了气象、海洋、陆地等各型观测卫星 20余颗，极

大地促进了遥感数据在内地各行业、各区域的广泛应用。到现在，我们已在内地 20多个部委

和 20多个省（区、市）实现遥感数据与其主体业务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数百种达到业务化应

用程度的数据产品及其相应服务。这不仅有效满足了防灾减灾、城乡建设、资源开发、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紧迫需求；而且为“十三五”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不仅致力于推动内地的遥感技术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更期盼

在上述领域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沟通和交流，并推动彼此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共

同推动技术进步，并有效满足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国计民生的重大需求。近二十年来，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为推进合作，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我本人也曾赴台湾、

香港、澳门等地参加研讨。我深知，台湾、香港、澳门同仁在遥感科技及应用方面取得的成就，

并非常值得我们内地同仁学习借鉴。

我建议，我们内地相关主管部门积极支持香港有关方面按照相关程序申请设立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系统香港数据与应用中心，作为沟通海峡两岸，辐射澳门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平台；

并且更好地发挥香港现有遥感相关基础设施的作用。我们也期盼并支持深圳市抓住机遇，着力

发展以“深圳一号”为代表的商业遥感卫星系统，并打造相应的产业链，迅速形成引领空间信

息产业发展的强大集群。

我相信，面对关系港澳台广大同胞切身利益的重大需求（如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国家航天

局等部门也一定会支持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作为桥梁和纽带，向各方有效提供内地的相关数据与技术成

果；而内地各行业或区域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遥感应用工程（如湖南“一湖四水”遥感监测等），

也会积极邀请港澳台优势力量参与，从而不断借鉴先进经验，实现集智攻关，互惠互利。我们将以包

容开放的胸怀，务实求真的态度，统筹衔接协调，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汇集各方智慧，促进我们共同

的遥感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福于伟大的中华民族。

最后，再次感谢与会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新闻界的朋友们对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一如既往

的关心和支持，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各位代表万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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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 

工程应用与产业国际化发展论坛顺利召开
9 月 19 日至 20日，在国防科工局指导下，由协会协办的“深化‘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

廊工程应用与产业国际化发展论坛”在乌鲁木齐顺利召开，徐文秘书长出席会议并致词。

本次论坛组织数十位国内外遥感、通讯和导航领域的知名专家，就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运行和在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探讨了空间信息走

廊工程实施、应用推广和国际化运营的策略、模式与方法，全面系统的展示了空间信息走廊建

设可行性、成果前景和服务能力；也通过现场交流，不断发掘和掌握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和我国相关用户对空间信息及其设施、技术等的应用需求，为有效开拓国际商业模式奠定了良

好基础。

徐文秘书长在深化“一带一路”空间 

信息走廊工程应用与产业国际化发展论坛的致词
尊敬的童旭东主任，苏定国副主任，各位专家、来宾、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金秋收获的日子里，借我们新疆举办第五届中亚博览会的契机，在

外交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下，齐聚美丽的城市乌鲁木齐，就如何贯彻落实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空间信息走廊工程开展研讨。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罗格理事长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战略是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旨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推动沿线国家协调发展、加强合作、融合

市场、促进交流，尤其是要分享中国数十年发展所形成的经济、科技等成果，实现区域共同繁荣、

和谐发展。

我国航天事业经过 60年发展，已形成强大的科研生产与运行保障体系，从运载火箭到卫

星飞船，从器件载荷到地面场站，系统完备，型谱丰富，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并且正在全面

推进航天商业化进程，加强技术转化与商业开发，为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高新技

术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就今年首个“中国航天日”也明确提出了“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奋斗目标。

国家航天局审时度势，提出了“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工程的发展规划，拟

充分利用我国现有和规划发展的天基和地面资源，以卫星通信、导航、遥感为主体，通过“互



ZHONG YAO TONG XUN14

协 会 要 闻

联网 +空间信息”服务模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矿产、环境、减灾、安全等重

点领域有效而广泛的应用空间信息，以及实现资源、文化、商业、金融、安全等信息互联互通

提供有力支撑，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强大保障。

在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中，卫星遥感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广懋，国家众多，地貌多变，文化迥异，政体、宗教、经济、社会也各不相同。只有通过卫星

遥感，才能迅速获取大范围地表的各种科学数据，并就各国共同关心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

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问题提供强大的空间信息支持。中国遥感

应用协会作为我国遥感应用领域唯一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国家一级科技类社会团体，是

全国遥感信息技术应用的行业性兼学术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愿意携手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

工程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新疆自治区卫星应用中心等兄弟单位，组织广大会员单位（尤

其是企业会员）和专家，充分调动和组织各种社会资源积极参与空间信息走廊工程实施，各尽

所能、统筹衔接、挖掘需求、加强服务、开拓市场、创新模式。

同时，我相信新疆作为中亚腹地、乌鲁木齐作为我国西北重镇和中亚经济与文化中心，

在新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有力组织下，定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体现特色、有所作为，

把自治区建设为推动空间信息走廊工程建设、实现空间信息落地与应用推广的重要基地，更好

地发挥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桥的国际大通道、乌鲁木齐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的核心关键作

用！

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届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科学技术奖评审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根据《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暂行）》和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科学技术奖

奖励委员会有关工作安排，以协会徐文秘书长为组长、共由十五位来自我国遥感各领域的权威

专家组成了评审委员会，于 8月 26 日至 28 日顺利完成第一届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科学技术奖

评审答辩工作。

评审委员会全面听取了 2016 年所有申报项目的专题报告，并就各项目的主要成果及创新

点、与国内外同类情况综合比较、应用效益以及对我国遥感事业发展的贡献等进行了认真审查

和质询，提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和三等奖 6名的推荐建议。我会已就此建议与获奖单位

进行了沟通确认，确认推荐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和三等奖 5名。后续，将由中国遥感应用

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最终审定，并予以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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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赴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交流
9 月 18 日，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卫征、副秘书长罗秀清、特聘专家赵启发一

行到访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倪金生总经理及相关人员座谈交流，并参观了该公

司的空间数据服务中心。

卫征常务副秘书长就我国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详细阐述了对国家相关政策

与产业发展形势，空间信息产业内涵与概念以及发展策略、产业模式等的认识。航天泰坦公司

营销总监详细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及核心业务，以及近期发布的针对多源空间数据生产的迅达

图像处理一体机。

双方就开展空间信息应用服务与合作、加强宣传推广等事项进行了深入讨论，探讨了今后

的合作方向，将进一步携手推进我国遥感应用及相关产业发展。

协会承担的“科研管理体制与科研经费 

使用问题调查分析及对策”课题通过评审验收
中国科协办公厅召开了中国科协八大代表 2015-2016 年调研课题成果评审会，协会承担

的“科研管理体制与科研经费使用问题调查分析及对策”课题通过评审。由于报告调研充分，

内容扎实，分析精辟，建议有力，经评审组投票并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审批，该课题被评定

为“良好”，其成果将有力促进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经费使用机制改革，使其更好地适应

新常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有效满足广大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现实而合理的发展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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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遥感大会成功举行
协会会同深圳市人民政府，支持中国遥感委员会于 8月 10 日至 12 日在深圳市成功举办

了第二十届中国遥感大会，就近年来我国遥感理论、技术与应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产业发

展等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协会罗格理事长出席会议。

本届大会设有主旨报告、主题分论坛、学术分组讨论、第九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赛、遥感

影像艺术展等活动，近20名院士和超过1500名的国内外遥感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参加会议。

协会在大会期间承办了“区域遥感应用分论坛”，邀请了全国十个省（区、市）的专家代表，

就各具特色的遥感应用成果和经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第二届中国国际农业遥感应用技术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为推动遥感科技与农作物估产、长势监测、农业灾害防治、耕地监测等农业主要业务加强

结合，支持我国精准农业发展，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会同廊坊市人民政府、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于 9月 27 日至 28 日在廊坊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国际农业遥

感应用技术高峰论坛；以“扩面、深化、完善，多元化发展”为主题，组织国内相关科研机构、

企业和瑞士、埃及等国家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农情遥感监测与分析研究、农业遥感应用技术

及新设备、智慧农业与空间信息技术、京津冀一体化与农业遥感、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与农业

遥感”等 5个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第三届高光谱成像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成功举行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会同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和中国光学

工程学会，于 11 月 7日至 9日在苏州举行了第三届高光谱成像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来自国内

高光谱遥感领域的近 4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罗格理事长到会并致辞。

本次会议围绕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2017 年拟发射的高分五号高光谱遥感

卫星，针对卫星及其相关载荷研制、数据处理与应用技术预研成果，以及其他星载、机载高光

谱载荷等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并展示和宣传我国高光谱遥感进展情况、应用前景和最新成果，

为高分五号卫星发射后有效实施在轨测试和数据应用推广，以及我国高光谱遥感应用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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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0 场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 -2016• 中国地热国际论坛成功举行
11 月 17 日至 18 日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主办，协会参与协办的第 240

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 -2016•中国地热国际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成功举行，700 多人参会。

本次论坛主题为“创新…合作…绿色…跨越”，围绕“十三五”期间地热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发展现状、趋势及挑战，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战略布局，地热产业的技术、装备和相关政

策等进行研讨。

分 支 机 构 动 态

标准化分会协办国家高分辨 

遥感综合定标场第一次工作会议
8 月 23 日至 24 日，由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科学院光

电研究院主办，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协会标准化分会协办的国家高分辨遥感综

合定标场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内蒙古包头成功召开，旨在促进并规范国家高分辨遥感综合定标

场的建设及业务化运行，提升遥感数据质量。协会副理事长、标准化分会主任委员李传荣，

常务副秘书长卫征，以及标准化分会秘书处相关人员参加，并见证了国家高分辨遥感综合定

标场揭牌。

会议邀请了来自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国家卫

星气象中心、中国天绘卫星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卫星测绘应用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信息技术研究所、北京市遥感信息

研究所、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数十名领导及专家参加，均对国家高分辨遥

感综合定标场给予高度评价，并就其管理机制、技术合作及推广应用、标准化定标服务等进行

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本次会议，有力促进了协会标准化分会与各主要用户的交流与沟通，对更好地组织遥感技

术领域标准化工作，推动遥感技术定量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ZHONG YAO TONG XUN18

分 支 机 构 动 态

第二十届中国环境遥感 

应用技术论坛在辽宁辽阳成功举办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环境遥感分会与中国宇航学会卫星应用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十届

中国环境遥感应用技术论坛于 8月 25 日至 26 日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本次论坛以国产卫星

遥感数据，在各行业、各地区的应用为主题，70多位代表出席。论坛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刘

玉机教授主持开幕式及主旨报告会。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卫征到会致辞，并做了《空间信息产业发展分析与高分专项数据政策介

绍》的主旨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相关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形势、高分专项建设进展与数据应

用推广情况，阐述了对空间信息产业和国际遥感数据政策的认识以及高分专项数据政策，对以

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更好地推广应用高分数据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还交流了《西藏阿里阿汝村冰崩遥感调查》、《水体污染遥感监测实验研究》、《基

于遥感的近30年三江源植被变化特征》、《卫星遥感在海洋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

《广西“甘蔗气象”特色领域卫星遥感应用》、《遥感技术在环保方面的应用》、《辽宁典

型区域生态环境动态变化卫星遥感分析研究》、《遥感技术在地质环境灾害隐患排查中的应用》

等报告。…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论坛为交流遥感应用新技术、新方法，促进和深化新时期遥感应用技

术推广提供了良好平台，要充分利用论坛这个平台，不断提高卫星遥感应用的水平。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会议在杭州召开
2016 年 11 月 18-19 日，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常务会议在

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 50位常委和代表参加会议，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卫征到会致辞。

会议传达了专委会主任赵文津院士的若干意见，要求专委会定期组织成员交流、突出遥感

应用效果、横向推动加强联合等。专委会常务副主任胡如忠强调此次会议要交流最新科研成果、

商讨 2017 年上半年专委会工作计划以及充分听取常委有关意见和建议等。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卫征就遥感应用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协会和专委会工作提出建议，提倡

通过社团建设，凝聚和发挥社会各方面优势力量，集结科研、资本、服务等多种资源，推动我

国遥感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与企业加强衔接和合作，以企业为主体、以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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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动力，推动我国的空间信息产业加速发展。

迎来高光谱遥感应用时代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完成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设，形成国际先进的对地观

测体系。尤其是高分专项拟于2017年发射高分五号高光谱遥感卫星，装有大量面向大气、地矿、

植被等目标高光谱探测的有效载荷，将为我国的高光谱遥感应用提供强大数据支撑。

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刘德长研究员做了题为“航空高光谱遥感

油气探测及效果”的报告，就航空高光谱遥感油气探测国际难题，利用CASI/SASI/TASI 航

空高光谱成像系统在甘肃庆阳、新疆吉木萨尔、伊宁等地区获得的大量数据，通过建立油气渗

漏异常识别新模型和改进传统的油气信息填图技术，在高光谱油气探测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张远飞研究员做了题为“高光谱数据信息提取的一些新思路与

探索”的报告，就实测光谱数据分析、高光谱数据蚀变信息提取、基于实测光谱分析的遥感蚀

变信息提取等提出了新思路，并建议加强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软硬件产品。

新型成像雷达及融合应用的潜力大

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杜培军教授做了题为“戈壁覆盖地区全极化 SAR遥感

数据地质应用初步探讨”的报告，通过新疆红石山地区地质构造解译应用案例展示了全极化

SAR在地质中的应用效果，表明全极化SAR能对传统光学影像中受地表覆盖层影响、形迹

不连续的隐伏构造和边界不清楚的边界等地质要素进行有效解译。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张景发主任做了题为“干涉雷达技术地壳形变监测应用新进展”

的报告，认为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InSAR）结果的精度与实际的运动量值绝大部分难

以满足实际需要，必须最大限度减少噪声影响，并针对具体目标选择恰当的方法。

国产遥感卫星推广应用，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徐素宁主任做了题为“基于国产卫星的地质灾害调查系统研制与示范

应用”的报告，指出现有国产卫星数据能满足 1:1-1:5 万比例尺地质调查需求，研制出首套地

质灾害调查监测系统、卫星终端设备和相关业务软件，建立了地质灾害遥感调查和卫星监测系

统平台，并在全国六个典型示范区开展了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业务化应用。

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屈鸿钧经理做了题为“北京二号与遥感数据即时服

务系统”的报告，介绍了北京二号卫星星座的性能、运行、应用与市场服务情况，包括与国际

市场接轨情况等。

同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吴昀昭研究员做了题为“月球与行星遥感应用”的报告；北京

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李培军副院长做了题为“基于高空间分辨率数据城市建筑物毁损提取”

的报告，电子集团 54所马惠元总工做了题为“认知地球家园方法讨论”的报告，北京航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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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新副总经理做了题为“空间信息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探讨”的报告，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张建国总工做了题为“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国接收站网”的报告

等。

在会议讨论期间，专委会董宇阳副主任指出，2017 年我国将启动第三次土地普查，政府

非常关心遥感技术，同时建议明年的大会交流推广国土普查遥感项目。广西气象减灾研究所钟

仕全副所长介绍了国产高分卫星在当地的应用效果，尤其是甘蔗产量估算等方面效果显著，并

指出，卫星遥感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有着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并进行了全面部署。

最后，胡如忠常务副主任总结强调此次会议达到了预定目标，建议尽快按照协会“十三五”

规划有关要求，加强专委会建设。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专委会副主任和常委的增补名单，初步决定 2017 年 6-7 月份在大连召

开专委会全体会议，并进行学术交流研讨。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增补名单

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惠元…………………………张友焱…………………………张建国…………………………刘宝银…………………………彭望琭

常务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世勇…………………………王茂芝…………………………张………志…………………………贠 ……敏…………………………刘…………杨

刘雪萍…………………………闫柏琨…………………………杨自安…………………………吴军虎…………………………吴昀昭……

李培军…………………………赵建华…………………………屈鸿钧…………………………贺…………辉…………………………袁本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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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单位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成功举办 

国际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第 28 届可见光红外 

定标工作组会议暨第 5 届全球自主定标场网会议
7 月 18 日至 21 日，由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副理事单位中科院光电院主办的国际卫星对地

观测委员会（CEOS）第 28 届可见光红外定标工作组（IVOS）会议暨第 5 届全球自主辐

射定标场网（RadCalNet）会议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

国家大气海洋局（NOAA）、欧洲空间局（ESA）、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德

国宇航研究院（DLR）、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法国航空航天研究院（ONERA）、日本地质调查局（GSJ）、美国南达科

他州立大学（South…Dakota…State…University）、中科院光电研究院（AOE，CAS）、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等国内外机构的近 3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科院

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光电院副院长吴海涛和定量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传荣研

究员等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 IVOS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各成员机构研究进展报告及新成员机构介绍，伪不变定标

场研究进展及专题任务组讨论，OCO-2、MODIS/VIIRS、Sentinel-3、Landsat-8在轨定标，

成像光谱仪定标与真实性检验，遥感载荷计量、不确定分析及交叉比对方法，大气对辐射定标

的影响，国际定标新技术等技术交流。会议还研讨了 IVOS在WGCV、CEOS中的贡献和未

来发展规划等。会上，李传荣进行了中科院定量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专题介绍，全面展示

了中科院在定量遥感信息获取及应用、定量遥感信息质量控制、定量遥感信息服务方面的研究

成果及最新进展，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赏与肯定。

RadCalNet 会议交流的主要内容包括首批四个示范场工作进展、统一质量标准的

RadCalNet 数据中心建设情况、定标数据处理不确定性分析，以及RadCalNet 的后续业务

运行规划等。中科院光电院对地观测技术应用研究部马灵玲研究员汇报了包头国家高分辨遥感

综合定标场作为RadCalNet 全球四个首批示范场之一，在自主辐射定标技术研究、系统运行

及应用示范方面的最新进展，吸引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和讨论，并对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积

极的建议。

会议同期还召开了调制传递函数（MTF）专题小组会，主要研讨了CEOS全球MTF

靶标库扩容及靶标维护、构建MTF评估参考影像和评估方法库、专题组后续工作计划等内

容。会上，中科院光电院对地观测技术应用研究部李晓辉研究员做了题为“MTF…Estimation…

Using…Baotou…Edge…Target”的报告，与国际专家交流了中科院在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

MTF在轨评价与精度分析方面的相关技术成果。会议还决定吸纳中科院为MTF专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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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后续开展MTF、地面分辨率等光学遥感卫星在轨空间特性评价方面的国际交流，提高在

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IVOS技术组为CEOS定标与真实性检验工作组（WGCV）中的专业技术组，主要开

展可见光、红外载荷的定标、性能评价和产品真实性检验研究工作，平均每十个月举行一次

会议，是国际公认的权威性可见光、红外载荷定标和验证研讨会议。2014 年 1 月 IVOS 面

向可溯源、高频次、无人值守的网络化外场定标最新理念，启动了由NPL、NASA、ESA、

CNES、AOE五家单位联合发起的RadCalNet 计划，开展全球联网自主定标技术、运行和

应用示范专项研究，提供全球统一质量标准的定标服务。包头国家高分辨遥感综合定标场被选

入 RadCalNet，与 NASA 的 Railroad…Valley…Playa、CNES 的 La…Crau 和 ESA 的定标

场并列成为全球首批四个示范场。RadCalNet 定期召开电话会议与合作互访，经过两年多的

技术攻关与示范运行，目前已升级成为WGCV的常态化任务。

此次会议受到 IVOS主席Nigel…Fox…先生、WGCV下届主席Kurt…Thome 先生以及与

会代表的高度赞赏。会议的成功举办增进了我国在对地观测载荷定标与真实性检验方面的国际

合作交流，推动了我国包头国家高分辨遥感综合定标场的建设与完善，对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

更好地发挥我国对地观测遥感载荷应用效益均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 

院组织并圆满完成第二次系留气球 

搭载强度关联载荷外场科学飞行试验
10月8日至24日，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副理事单位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作为863计划“强

度关联遥感成像技术（二期）”项目试验组织实施单位，在北安河机场组织开展了第二次系留

气球搭载被动光学与微波强度关联成像系统科学试验。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先进

遥感技术主题专家组组长、光电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定量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传

荣研究员作为试验总指挥参加试验，来自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中科院光电院对地观测部和气球中心等单位的 7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外场试验。试验按

照预定计划完成了被动光学与微波强度关联成像系统在系留气球平台上的场景数据获取，飞行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试验，完成了系留气球科学试验系统的设备转场、分系统地面测试、设备安装、充

气锚泊、平台联试以及系留气球带假负载升空测试工作；完成了吊舱稳定平台与被动光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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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联成像系统在系留气球系统上的安装联调；完成了系留气球搭载被动光学强度关联成像

载荷在 800 米高度的数据获取飞行试验，获取的数据包括扇形、灰阶、彩色和条形靶标，以

及树木、房屋、小汽车等自然场景目标；完成了微波强度关联成像系统的换装、POS 系统

的安装以及科学试验系统的联试；完成了系留气球平台搭载微波强度关联成像载荷在 300 米

和 600 米高度的数据获取飞行试验，获取的数据包括角反射器靶标，以及树木、房屋、草地

等自然场景目标。

此次外场科学试验充分验证了系留气球科学试验平台在高精度稳定、高速率实时数据传输、

高质量供电、高精度姿轨测量等方面对两套强度关联成像载荷的空中成像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能

力，为我国强度关联新型载荷研制和应用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科学试验平台。

常务理事单位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组织开展全国高分卫星数据应用推广培训会
为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60周年，大力推广普及我国高分卫星数据应用，支持政府部门

提高社会治理与资源开发能力，并提升产能效益，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会同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

工程中心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指导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空间数据服务中心与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于 10 月中旬在全国各大

城市开展全国高分卫星数据应用推广培训会。

2016 年 10 月 17 日，培训会在北京开班，航天泰坦公司总经理倪金生就卫星数据现状与

行业应用做了专题报告，与与会领导、技术骨干人员深入讨论了全球卫星现状、卫星产业市场

容量、我国高分卫星现状与应用情况以及高分卫星数据在国土、林业、农业、海洋、环保等行

业的应用情况。来自中国地震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天绘中心、华北理工大学等单位的 30

余技术骨干人员参加，并通过考评获得高级培训证书。

培训课程从介绍航天泰坦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多源空间数据生产的图像处理一体机开始，

详细讲解了泰坦航图一体机的功能模块、技术特点与生产案例。在上机实操课程中，学员们实

际学习了地理浏览软件的操作使用和工具箱的操作使用，并以高分一号数据和资源三号数据正

射影像生产为例，全面讲解了航图一体机软件的流程定制化处理模式，并现场体验了航图一体

机超强的影响处理能力。之后，学员们详细了解了航图一体机强大的扩展功能，包括第三方软

件集成方法。互动交流中，学员们分别就一天的学习内容进行了总结与讨论，大家纷纷惊叹航

图一体机的速度与其高性能、低成本，并申请在本单位工作中试用航图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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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国际太空馆建成投入使用
协会指导并支持所属会员单位北京中航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三主粮集团合作，

在呼和浩特市建设内蒙古国际太空馆，由太空探索、太空人训练体验、空间实验室、登陆月球、

火星探秘、太空城堡及太空影院等七大主题组成，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8 月 18 日已投

入使用。

永记生态园惠州航天主题园建设进展顺利
为将神秘的航天科技与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相互结合，借助航天科技体验项目，协会指导会

员单位北京中航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永记食品集团合作，建设永记生态园惠州航天主

题园，由航天文化广场（含景观大道、科普长廊等）、航天主题馆（2000平方米）、航天俱乐部、

太空影院等组成，集科普性、互动性、参与性及体验性为一体，吸更多的人了解我国航天知识。

该馆预计 2017 年初投入使用。

《卫星遥感应用知识问答》科普书编制顺利
为促进我国自主遥感卫星发展和加强数据应用推广，面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社会

大众等宣传普及航天遥感知识，调动全社会各种力量支持和参与航天遥感事业，协会组织国内

航天工业部门和国土、环保、住建、农业、林业、气象、海洋、测绘等行业的20多名专家编制《卫

星遥感应用知识问答》科普书，该书已形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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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特勒支市政府战略发展部主任

Albert Hutschemaekers 一行到协会交流
2016 年 9 月 27 日，荷兰乌特勒支市政府战略发展部主任 Albert…Hutschemaekers、

办公厅国际部主任Desirée…van…de…Ven、经济事务高级顾问Brigitte…Hulscher 等到协会交

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卫征、副秘书长吴晓梅等进行了接待。

常务副秘书长卫征向荷方介绍了协会的发展历程、工作动态、中国航天遥感发展情况以及

在资源调查、环境保护、政府管理、灾害监测等领域的应用情况。

双方就加强工作交流、务实推动中国遥感界有关单位参与乌特勒支市旅游资源开发、市政

建设、精准农业、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交谈，积极探讨了开展国际合作

的可行性。

技 术 专 题

面向大数据时代的 Skybox Imaging
四十年前，人类首次看到从太空拍摄的蓝白色地球照片，四十年后，新增的地球照片却少

之又少。在时刻环绕地球飞行的 1000 多颗卫星当中，大约有 100 颗发回图像数据。其中只有

12颗发回高清晰图片（分辨率 1m），而且 12颗中只有 9颗进入目前市值约为每年 230 亿美

元的商用卫星成像市场。更糟糕的是，该市场约 80%被美国政府控制，他们相较所有其他购

买者拥有优先权：当政府机构需要使用卫星时，提出要求即可。由于卫星数量不足和政府对卫

星经营权的控制，订购地球指定地方的图像可能要花上数天、数周、甚至数月。

虽然政府对商用卫星分辨率有限制，在轨卫星仍能清楚地显示每辆汽车和其他距离几尺

远的物体。它可以看到联邦快递卡车穿越美国，或者白色厢车驶过贝鲁特或者上海。每天许多

对经济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个人和企业行为都通过各种方式记录在从太空拍摄的图片里，包

括运输货物、在大卖场零售店购物、伐木、晚上关灯。所以，当大数据公司在互联网、交易记

录和其他在线资源上收集资料分析全球消费者的行为和经济生产的同时，一种几乎从未被开发

过的数据来源——有时公司和政府试图保密的信息——正悬挂在我们头顶之上。这种资源正是

Skybox…Imaging 将开发并赖以生存的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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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kybox Imaging 公司概况

在创新的道路上，美国人总是走在前面。2009 年成立的Skybox…Imaging 公司正在成为

对地观测领域内的重要关注对象。Skybox…Imaging 公司计划用 5年时间建设一个 12 至 24

颗微卫星的星座，用以拍摄高分辨率地球影像，其成本是DigtitalGlobe 和 GeoEye 公司的

十分之一。该星座将达到 1m分辨率，天气允许的话每天可以对同一地点进行 3到 4次成像。

随着卫星密度的增加，最终可以形成近实时视频播放的能力。

2012 年 Skybox…Imaging 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

评为 50 个最具创新力公司之一，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累积

已投入 9100 万美元，计划于 2013 年年底发射第一颗卫星

SkySat-1。

2013 年 2… 月，Skybox…Imaging 已与俄罗斯联邦航

天计划的次要载荷发射提供商联系，确定获得了今年第二

次搭乘联盟号飞船的发射机会，将在 2013 年内追加发射

SkySat-2。SkySat-2 是原定发射计划 SkySat-1 的复制

品，在一年之内建造并发射两颗卫星，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2013 年 5 月，Skybox…Imaging 宣布与三菱的子公司

日本航天成像（Japan…Space…Imaging…，JSI）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为日本市场提供高分辨率影像和全动态商业视频资

料。若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这份协议将使 JSI 能够可

靠而频繁地直接向Skybox…Imaging 的微卫星群安排计划，

并可直接从卫星下行和接收影像数据。

（2）商业价值分析

Skybox… Imaging 真正的回报是图像转化而得的信息和情报。从长远的角度看，

Skybox… Imaging 真正的回报不在其销售的卫星影像上，而是来自每天经过其系统而未销售

的大量影像数据资料，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或低成本人力分析，这些图片能够转化成极其有

用的高质量数据。例如，在美国每家沃尔玛特停车场上的汽车数量；中国三个发展最快的经

济开发区道路上行驶的油罐车的数量；南非最大金矿外矿渣堆的大小；恒河主要流域照明亮

度的增长速度等等。

这些信息碎片包含了国家、产业和单个企业的经济健康状况的线索。据了解，Skybox…

Imaging 已经可以完全基于卫星数据，为所有国家提供重要经济指数评估的可行性方案。用同

样的方法对零售连锁、采矿公司、电子公司的收入有更直观的了解，只要确定那些离开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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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中，哪些是运输商品或者主要配件就行了。

Skybox…Imaging 的目标是实时获取数据。许多人想实时获取数据——投资者、环保主义

者、社会活动家、新闻记者——除了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外，目前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假如

Skybox…Imaging 成长为谷歌那般规模的公司，或者成为一个疯狂盈利的对冲基金，那么实时

获取数据的理念也并非遥不可及。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足够多的卫星送入轨道，然后把图像

数据传回地球并进行分析。以下是几个应用实例：

停车模式：总部位于芝加哥的Remote…Sensing…Metrics 公司追踪停车场的车辆数量以

预测零售业务绩效。

数据矿：矿区周围的井坑和矿渣规模图可以用来估算矿区的生产力、开采状况等等。

荒凉山庄：保险公司利用卫星成像查看受损的房屋，用以核实索赔，并标记可能存在的潜

在诈骗。

原油测量：漏油事故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追踪浮油的规模和动向。

……………………… …………………… ………………………

图 1  停车模式        图 2  数据矿         图 3  荒凉山庄        图 4  原油测量

（3）Skybox 微卫星介绍

Skybox 卫星技术源于多年的高校立方卫星实验。随着电脑运算能力和运行速度的飞速发

展，不但能够用廉价的零件造出一颗卫星，还能赋予它强大的电脑。将立方卫星的尺寸放大，

使卫星的高度达到 1米左右，内部可以容纳获取商业级别的高清图像所必需的光学设备，即设

计出了Skybox 卫星。最小的立方卫星仅重 2.2 磅，Skybox 卫星则重达 220 磅。本质上，

SkySat-1 是 Skybox 公司将立方卫星放大到小型冰箱的尺寸并为其配备计算机，一颗卫星总

成本不足 5千万美元，可以使用 4年。2009 年由 DigitalGlobe 发射的WorldView-2 可拍

摄超高清照片，使用寿命将近 8年左右，其缺点是造价过高，花费约 4亿美元。价格优势是

Skybox 微卫星技术最大的特点。

（4）Skybox Imaging 大数据解决方案

Skybox…Imaging 公司使用了Hadoop 框架，能够为地理空间应用提供分布式的大规模

数据处理。该公司设计了SkyNode 软件套件，能使用户在一个友好的网页平台有效地按日程

向卫星下达任务、下载图像和处理图像产品。

Hadoop 是 Apache 开源组织的一个分布式计算开源框架，在很多大型网站上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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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应用，如 Amason、Facebook、Yahoo、IBM 等。Hadoop 是一种类似于平台即

服务（Platform…as…a…Service，PaaS）的云计算框架。Hadoop 框架中最核心的设计是

MapReduce 和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MapReduce 最早被 Google 资深科学家 Jeff…Dean 用于分布式计算，他在处理

Google 的日常工作时，认识到Google 所需的绝大部分数据处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并

行算法：MapReduce。这个算法能够在很多种计算中达到相当高的效率，而且是可扩展的。

MapReduce 的任务执行流程分为三个阶段：任务分解、子任务执行（map过程）和子任务

合并（reduce 过程）。图 5为基于MapReduce 模型的多机分布式并行处理流程图。

HDFS是Hadoop的底层文件系统，为分布式计算存储提供了底层支持。HDFS在最开

始是作为Apache…Nutch 搜索引擎项目的基础架构而开发的，后来独立出来，作为Apache…

Hadoop…Core项目的一部分。HDFS以流式数据访问模式来存储超大文件，运行于通用硬件集

群上。HDFS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因为它假设计算元素和存储会失败，同时维护多个工作数据

副本，确保能够针对失败的节点重新分布处理。HDFS能提供高吞吐量的数据访问，非常适合

大规模数据集上的应用，另外它放宽了一部分POSIX约束，来实现流式读取文件系统数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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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 MapReduce 模型的多机分布式并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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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航天遥感系统的发展
近年来，大数据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关注热点。《Nature》、《Science》、

欧洲信息学与数学研究协会会刊《ERCIM…News》等国际知名学术杂志纷纷推出大数据专刊，

讨论大数据研究的关键技术。我国也多次组织学术讨论会，讨论大数据的理论、工程技术、应

用方向、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和资源支持等重要问题。随着大数据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价值和

作用已经在互联网、金融、电信等行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技术开始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

方面和环节。

航天遥感系统是通过天基载荷获取遥感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管理、分析和应用的有

机整体，具有全天候、大范围、观测周期短、动态性强等优点，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提供重要

的技术支撑。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遥感卫星数据快速增加，空间、时间、光谱等观测分

辨率大幅提高，航天遥感系统正在面临着数据规模庞大、数据结构复杂、增长速度快等典型大

数据难题，成为重要的大数据研究领域之一。根据 2012 年 3月美国政府启动的“大数据发展

计划”，国家航天局（NASA）、大气海洋管理局（NOAA）、地质勘探局（USGS）等美

国航天遥感科研机构陆续开展了大数据背景下获取、存储、处理、分析和共享海量遥感数据的

研究工作。

本文分析了遥感的大数据特征，总结了压缩、处理、存储和数据挖掘四个大数据关键技术

的研究现状，并从星地数传、高效存储、快速处理和遥感应用四个方面讨论大数据时代航天遥

感系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遥感的大数据特征

遥感具有数据规模巨大、类型复杂、增长速度快等典型大数据特征，但也有自身独有的特

点。首先，遥感数据规模通常在PB级以上。截止2006年，NASA累计存储数据高达4.9PB，

每天新增 4.5TB，日均分发 2.5TB。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负责存储管理总计 1.1PB 的风云

系列和其他国外气象卫星的数据，满足日均 1TB的分发需求。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作为国

家级的对地观测卫星数据中心，截止 2012 年累计存储资源系列、环境系列、实践系列等我国

陆地观测（资源）卫星数据高达 3.5PB，每年向用户提供数据近 500TB。

其次，遥感数据类型复杂，几乎全部为非结构化数据。各种传感器获取携带地球目标物体

信息的电磁波信息，以成像和非成像两种方式记录为原始数据，再经过预处理、反演、信息提

取和应用等一系列处理流程后得到各级数据产品。这些数据都难以用传统关系数据库的二维逻

辑表来表示。同时，多源数据之间包含了大量的冗余性，不具备结构化数据的原子一致性特征。

再次，随着观测能力的提高，遥感数据以每日 TB级以上的速度增长。EOS的 Terra 和

Aqua 两颗卫星每日可以获取TB级以上的数据。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目前运行管理着 8颗

国产陆地观测卫星，每日获取的遥感数据量总和高达 4TB以上。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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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国内外 21 颗气象卫星 801 类数据，每日新增数据量达 2TB。

但是与其他行业的大数据相比，遥感大数据的价值密度并不低。单景遥感影像即可获得地

物分类统计、地表温度指数、水体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坡度坡向等丰富的信息，并用于国土资源、

旱灾、水灾、农业估产、山体分析等。但对海量的遥感数据进行组合挖掘分析，又可以获得新

的价值。如变化检测、气象预报、地球系统变化等一些长期宏观监测，则需要对长达数十年的

数据进行准确的信息定义和提取，以及复杂的分析处理，才能获得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和趋势。

（2）大数据的关键技术

( 一 ) 压缩技术

压缩技术可以利用统计、景物、结构和知识等特性，去除数据中的冗余信息，合理保留数

据中的信息量，减少数据的存储空间和传输时间。压缩算法可以分为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两种。

无损压缩方法有霍夫曼、LZW、LZ 系列、DPCM等。有损压缩算法常用的有基于DCT的

JPEG、基于DWT的 JPEG2000 等。此外还有基于分形和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压缩算法。传

统图像压缩技术受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限制，对存储和处理能力要求高，难以同时获得高压缩

比和高质量重构图像。压缩感知（Compressed…Sensing）理论突破了传统信号处理中奈奎

斯特采样定理的限制，将对信号的频率采样转变成了对信号中信息稀疏性的采样，大幅降低了

采样数据量和硬件成本。因此，基于压缩感知的图像压缩算法可以将通过满足非相干性或等距

约束性准则的感知矩阵将图像投影到正交变换基上，得到在某个变换域下图像的稀疏或者近似

稀疏表示，获得高压缩比的结果，通过求解非线性最优化问题可以重构出高质量的原始图像。

（二）计算技术

传统的数据密集型高性能计算技术通常使用MPI、PVM等消息传递模型开发分布式并行

处理系统。但是程序员需要考虑数据与任务量的划分、任务之间的通信同步、死锁检测等问题，

编程负担较重，效率不高。MapReduce 是谷歌公司提出的用于处理大数据集的分布式并行

编程模型。通过映射 (Map) 和合并 (Reduce) 两个阶段，先将大数据分解为多个数据块，利

用集群分别进行计算处理，再根据合并规则将结果合并后输出。它屏蔽了底层实现细节，降低

了开发并行程序的难度，提高了编程效率。此外，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图形处理

单元（GPU）和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等具备并行能力的硬件设备。FPGA带有多

个加法器和移位器，可以设置多个并行运算通道，适合图像增强、噪声去除、边缘检测等图像

像素处理算法的并行化处理。GPU可以在有限的面积上提供更多的计算单元，对于大量循环

算术逻辑的图像处理算法具有很强的并行计算能力。

（三）存储技术

并行存储系统和关系型数据库是传统数据存储技术的两个方面。前者又分为基于SAN的

分布式并行存储系统和基于NAS的集群存储系统，这两种都缺乏较强的扩展性，在达到一定

规模容量后，对存储数据的查找和读写性能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大数据的快速增长需求。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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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GFS和 Hadoop 的 HDFS是典型的大数据存储系统，主要针对文件较大，且读远大于写

的应用场景。其原理是在PC服务器集群上构建一个可扩展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将数据分割为

多个数据块存储，以提供高吞吐量的访问带宽。同时每个数据块会在不同的节点中存储三个以

上的副本，具有高容错性。通过在集群中增加PC服务器即可扩展存储容量，也降低了存储成

本。NoSQL数据库技术放弃了传统关系数据库强大的SQL语言和事务强一致性及范式的约

束，只针对数据的可用性和分区容错性进行设计。在一致性方面，采用弱一致性原则，不对多

用户的操作进行严格实时的一致性控制。常见的NoSQL数据库分为键-值存储、面向列存储、

面向文档存储、面向图存储四种。

（四）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综合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统计学等多个学科知识，通过分析大量

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提取出潜在有用信息和知识，是大数据研究

中发现知识的重要工具。数据挖掘算法可以分为关联、分类、聚类三种。关联规则法可以挖掘

发现大量数据集之间存在的相关联系或规则。Apriori 算法是最经典的关联规则算法。分类是

根据数据集的特点构造一个分类器，把未知类别的数据样本映射到某一类中。传统的分类器有

基于决策树、贝叶斯、K近邻、支持向量机等。聚类是一个无监督的学习过程，可以把数据聚

集成不同特征的类，使类间的相似性尽可能小，类内相似性尽可能大。近些年提出的神经网络、

模糊集、粗糙集、云理论、遗传学等算法可以较好地处理语义模糊、动态变化、不完整等复杂

巨量的数据，将成为空间数据挖掘的研究热点。

（3）航天遥感系统的发展

（一）星地数传

当前，遥感卫星的探测能力大幅提高，空间分辨率达到亚米级，光谱分辨率达到纳米级，

辐射量化比特数达到 16 位。这使得星地数传码速率不断提高，传输带宽趋近国际电联所规定

的X波段无线电带宽。例如，美国的Quickbird 卫星和 IKONOS-2 卫星的传输码速率达到

320Mbps。通过采用极化复用技术，美国的WorldView-1 卫星和中国的资源三号卫星分别

达到 800Mbps 和 900Mbps。在有限带宽限制下，数据压缩、信道编码和调制等技术也可以

提高传输效率。差分脉冲编码（DPCM）、离散余弦变换（DCT）和小波变换是三种星上常

用的数据压缩方法。压缩感知理论提供更高压缩比的图像压缩算法，可以在传输大数据量时保

证高质量的图像。Turbo 码和低密度校验码（LDPC）是接近香农极限的信道编码技术。多进

制正交幅度调制（M-QAM）可以将传输效率提高到 8bit/s/Hz。Ka 波段的传输带宽是X波

段的四倍，可以满足海量数据传输的带宽需求，但需要解决大气损耗（尤其是雨衰）问题。大

气激光通信具有更高的载波频率，其信道容量超出短波几十万倍，可以根本上改变频率资源紧

张的局面。星上对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只将处理后有价值的数据传回地面，也是一种提高星地

传输效率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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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效存储

数据存储管理是航天遥感系统的基础，满足海量数据可靠存储、快速读写和高效管理的业

务需求。目前存储系统多采用基于Raid 技术的文件系统来存储数据。多个存储设备通过高速

网络相互连接，利用Raid 技术进行数据备份。文件系统建立数据的分布式索引，满足数据并

行访问请求。基于SAN的分布式并行系统和基于NAS的集群系统是常用的两种方式。由于

遥感数据属于非结构类型，规模巨大且增长迅速，基于传统技术的存储系统难以满足遥感数据

可靠存储和快速读写时对性能提出的苛刻要求，也不具备低成本的在线扩展能力。Hadoop 的

HDFS在大量廉价服务器之上构建分布式文件系统，可以实现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可靠存储和

快速读写，支持低成本的在线扩展。

系统还需对海量遥感数据进行高效管理，能在数据的“汪洋大海”中快速查询出所需要

的数据。当前世界主要数据中心均使用关系数据库保存遥感数据的元数据信息，用SQL语句

对元数据进行插入、查询、更新和删除等操作。关系数据库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简化了数据层

的访问接口，易于系统的开发和维护。但在面对上百万条数据记录或者复杂的非结构化数据

时，会带来性能损失，也无法适应数据的快速增长。NoSQL数据库技术放弃了关系数据库的

SQL语言和事务强一致性及范式的约束，针对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可用性和分区容错性进行

设计，满足高并发的业务访问请求和数据的快速增长需求。

（三）快速处理

随着卫星观测能力的不断提高，导致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因为卫星是围绕地球周期性

采集数据，所以必须在卫星传输回数据之前将旧数据处理完毕。此外，在灾害应急和公共安全

等特殊情况下，还要求尽可能实时化处理数据。目前的数据处理系统一般采用阵列处理机、向

量处理机（SVM）、对称多处理机（SMP）等类型的大型主机设备或者基于PC服务器的计

算集群两种架构。前者处理功能和流程相对固定，无法处理多种卫星载荷的数据。后者通过虚

拟化的硬件资源管理和灵活作业调度技术，采用基于MPI 的消息传递分布式计算模型，处理

算法实现复杂且难以调试。随着，遥感数据量快速增长，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无法满足遥感大

数据的高速批量化处理需求。MapReduce 是处理大数据集的分布式并行编程模型，降低了

开发并行程序的难度，提高了编程效率。但它来自于互联网数据处理需求，没有考虑图像之间

的相关性问题。GPU和 FPGA对图像处理算法具备较强的硬件并行加速能力，但是无法进行

复杂的作业调度。因此，需要根据遥感大数据的特点，基于大数据计算技术设计简洁高效的数

据处理算法对持续增长的遥感数据进行高速批量化的处理。

（四）遥感应用

在大数据时代，以数据为中心的传统遥感应用将进入分析即服务（AaaS）的时代，通过

数据挖掘技术为社会大众提供大规模业务化的信息服务。国外基于遥感应用技术研制灾害应急

管理系统实现应急管理技术的体系集成与辅助决策支持。在 2005 年美国飓风灾害中，IBM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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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减灾系统通过综合导航、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信息，协同管理人员、情报、物资、设施，

提高了救灾和援助的效率。遥感应用还将从宏观监测开始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例如，利用高分

辨率遥感数据识别提取城市道路、建筑物、市政设施、水系分布等目标，对变化区域进行自动

检测，建立城市空间信息数据库。从而动态监测城市变化，预测城市发展趋势，提升城市管理

规划的科学性和高效性。目前政府仍然是遥感数据的主要用户，但是大数据技术可以从遥感数

据中提取出与大众生活和工作相关的信息，挖掘出指导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知识，使简单的数据

共享走向信息共享，甚至知识共享，让遥感像通讯、导航一样全方位地走进社会大众的工作和

生活中。正如美国ESE计划所描述：使地球科学预测更加广泛全面地服务于社会。

（4）结束语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航天遥感系统在数据获取、处理和应用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遥

感卫星数量的快速增加和空间、时间、光谱等分辨率的不断提高，遥感数据的规模庞大、结构

复杂、数据量增长速度快等大数据特征越来越明显，航天遥感系统也遇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国内外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对大数据研究高度关注，纷纷开始了在数据压缩、海量数据存储、

高性能计算、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助于解决航天遥感系统在星地数传、高效存储、

快速处理、遥感应用等方面的大数据难题，给航天遥感系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全球等经纬度剖分网格 GeoSOT
随着空间信息行业的发展，不同行业的空间数据内容专业、种类繁多、关系复杂，其生

产和维护往往分散于不同的单位，导致不同的部门之间、不同的系统之间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

之间所采用的数据网格标准各异。例如，卫星地面数据中心的原始遥感影像数据按照轨道条带

或者轨道景组织，而轨道条带、轨道景主要依据世界参考系WRS（Worldwide…Reference…

System）和格网参考系GRS（Grid…Reference…System）所形成的固定参考格网，并利

用Path/Row对轨道景编码；测绘部门的正射影像数据产品中，低级产品按照轨道景数据组

织、高级产品（4级以上）按照地图图幅标准进行组织；公众广泛使用的空间数据服务，如

Google…Earth、Worldwind、天地图、百度地图等数据服务软件，都采用构建影像金字塔的

方式进行数据组织。

不同部门建立各自独立的数据组织和索引方式，可很好地满足本部门的业务需要，但在进

行跨部门数据应用时，不同的数据组织和记录方式则带来极大的不便，不利于空间信息的交流

和共享。目前已有的全球数据网格在组织与管理遥感影像数据上，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

跨部门之间遥感数据相互兼容和历史数据继承问题上考虑较少。为此，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提

出了对历史数据具有很好继承性的多层次全球剖分网格——基于 2n及整型一维数组全球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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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剖分网格GeoSOT（Geographical…coordinate…Subdividing…grid…with…One…dimension…

integer…coding…on…2n-Tree）。

（1）GeoSOT 全球等经纬度网格

GeoSOT网格通过地球表面经纬度范围空间经过 3次扩展后再对其进行严格的递归四叉

剖分，由此将整个地球分割为大到全球、小到厘米级的整度、整分、整秒和秒以下的层次网格

体系，如图 1所示。其中，第 1次空间扩展是将整个地球表面扩展为512°×512°，如图2（1）

示，面片中心与赤道和本初子午线的交点重合，然后递归四叉剖分，直到 1°网格单元；第 2

次空间扩展是将 1°网格单元从 60′扩展为 64′，如图 2（2）示，然后递归四叉剖分，直到

1′网格单元；第 3次空间扩展是将 1′网格单元从 60″扩展为 64″，如图 2（3）示，然后

递归四叉剖分，直到1″网格单元。1″以下剖分单元直接采用四叉分割，直32级到（1/2048）″。

这样，整个地球表面经纬度空间在经线方向和纬线方向通过严格的 2分方法，将整个地球表面

分割为覆盖全球的多级网格体系。

 

(3)全球多级剖分(1)第0级剖分 (2)第1级剖分

图 1  GeoSOT 网格多级剖分示意图

…

 

(1)第1次空间扩展 (2)第2次空间扩展 (3)第3次空间扩展

512°

0° 512° 64'

64'

60'

60'

0' 64″

64″

60″

60″

0″

图 2  GeoSOT 网格 3次扩展示意图

下面为以度为单位的各层GeoSOT网格面片大小：

其中，i 表示GeoSOT网格层级。

根据GeoSOT 网格的划分方案，总体上GeoSOT 网格单元大小是一致的，但局部层

级局部网格单元大小略有不同。例如，0级网格在地球表面为 180°×360°，2 级网格有

90°×128°、90°×52°两种情况，而 32′网格有四种情况等。不同层级GeoSOT网格单

元大小如表 1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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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GeoSOT剖分网格形状一览表

层

级

网格划

分大小

GeoSOT网格

实际可能的大小

层

级

网格划

分大小

GeoSOT网格

实际可能的大小

G 512°网格 180°×360° 17 16″网格
16″×16″、12″×16″、

16″×12″、12″×12″

1 256°网格 90°×180° 18 8″网格
8″×8″、4″×8″、

8″×4″、4″×4″

2 128°网格 90°×128°、90°×52° 19 4″网格 4″×4″

3 64°网格
64°×64°、26°×64°、

64°×52°、26°×52°
20 2″网格 2″×2″

4 32°网格
32°×32°、26°×32°、

32°×20°、26°×20°
21 1″网格 1″×1″

5 16°网格
16°×16°、10°×16°、

16°×4°、10°×4°…
22 1/2″网格 1/2″×1/2″

6 8°网格 8°×8°、8°×4° * 23 1/4″网格 1/4″×1/4″

7 4°网格 4°×4° 24 1/8″网格 1/8″×1/8″

8 2°网格 2°×2° 25 1/16″网格 1/16″×1/16″

9 1°网格 1°×1° 26 1/32″网格 1/32″×1/32″

10 32′网格
32′×32′、28′×32′、

32′×28′、28′×28′
27 1/64″网格 1/64″×1/64″

11 16′网格
16′×16′、12′×16′、

16′×12′、12′×12′
28 1/128″网格 1/128″×1/128″

12 8′网格
8′×8′、4′×8′、

8′×4′、4′×4′
29 1/256″网格1/256″×1/256″

13 4′网格 4′×4′ 30 1/512″网格 1/512″×1/512″

14 2′网格 2′×2′ 31 1/1024″网格1/1024″×1/1024″

15 1′网格 1′×1′ 32 1/2048″网格1/2048″×1/2048″

16 32″网格
32″×32″、28″×32″、

32″×28″、28″×28″

* 从 8°网格开始为南纬 88°～北纬 88°之间可能的网格形状。

（2）GeoSOT 网格单元剖分编码

在GeoSOT网格剖分方案的基础上，采用 64位编码对每个网格单元进行唯一标识。假

设第 k层某网格单元编码为a0a1a2…ak，（0≤ k≤ 31，a0=0，a0~ak 取值范围为0、1、2、

3）。在东北半球区域0、1、2、3按反Z序从下到上从左至右顺序排序，如图3（1）、3（2）

示，在西北半球、东南半球和西南半球等区域GeoSOT网格单元的编码，除 a1 取值不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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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编码与东北半球区域的编码相同，分别关于本初子午线、赤道和原点对称，如图3（3）示。

 

002 003

000 001

013 012

011 010

01 0013

00110010

002 003

0012

03

01

02

002 003

000 001

（3）基于反Z序对称编码（1）反Z序编码规则 （2）东北半球的编码规则

03 02

021 020

023 022

030 031

032 033

图 3  GeoSOT 网格单元的四进制 1维编码

通过这种编码方式，实现对每个GeoSOT网格单元进行编码且该编码全球唯一。同时，

由于GeoSOT网格中每个剖分面片在地球上具有确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因此GeoSOT网格

单元剖分编码具有了准确的地理空间含义，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地理空间坐标的意义。

根据GeoSOT网格的划分方案，网格单元编码结构可归纳为度级编码、分级编码、秒级

和秒以下级编码等四部分。根据GeoSOT网格的划分规格，从第 0级（大小为 512°）到第

9级（大小为1°）为度级面片，从第10级（大小为32′）到15级（大小为1′）为分级面片，

从第16级（大小为32″）到21级（大小为1″）为秒级面片，第22级以后则为秒以下级面片。

由于GeoSOT网格上下层之间采用的是四叉树划分，下一级子面片在父面片的基础上采用一

个四进制数就可以进行标识。因此，GeoSOT网格面片编码结构设计如下：度级编码占20位，

分级编码占 10位，秒级编码占 10位，秒以下级编码占 24位，共 64位编码，如图 4示。

第1位 第63位

1级 3级 4级 6级 7级

2位 2位 2位

0~1 4~5 6~7

2位 2位

12~1310~11

2级

2位

2~3

5级

2位

8~9

8级

2位

14~15

9级

2位

16~17

29级

2位

56~57

30级

2位

58~59

31级

2位

60~61

32级

2位

62~63

…

…

…

图 4  GeoSOT 网格编码结构示意图

在数据处理与运算时，计算机对二进制数据处理的效率更高；人机交互时，十进制经

度、纬度更加方便；而在数据检索时，一维数据作为索引可能更好。因此针对不同应用情况，

GeoSOT网格设计了不同样式的编码。

为了便于人机交互，设计了分别用 32位的十进制数值表示经度和纬度值的GeoSOT网

格剖分面片编码。如图 5所示，编码首位定义为南纬（用 1表示）、北纬（用 0表示）、东经

（用 0表示）和西经（用 1表示），纬度、经度整度数分别占用 8位，纬度、经度整分数分别

占用 6位，纬度、经度整秒数分别占用 6位，整数纬度、经度秒小数分别占用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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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sd d d d d d d d d m m m m m s s s s s u u u u u u u u u u

m usd d d d d d d d d m m m m m s s s s s u u u u u u u u u u

(秒小数，精确到1/2048秒)

(整秒数0-59)

(整秒数0-59)

(秒小数,精确到1/2048秒)(整分数0-59)

(整分数0-59)

(整纬度0-90)

(整经度0-180)

N/S

E/W

图 5  GeoSOT 的十进制 2维编码

由于 GeoSOT 网格划分是按照整度、整分和整秒进行划分的，因此在特定的二维

十进制编码与传统测绘数据中的经纬度是一致的。如北京世纪坛（39° 54′ 37″ N，

116° 18′ 54″ E），其第 9级其剖分编码为（39，116），其第 15 级为（39-54，116-

18），而第 21级则为（39-54-37，116-18-54）。编码中的″-″是为编码更具有可读性。

同时，为了计算机高效地进行信息处理运算和数据索引，GeoSOT网格剖分面片编码设

计了二维二进制编码和一维二进制编码。其中，二维二进制编码结构与二维十进制编码结构相

同，只是用十进制存储的度级、分级、秒级和秒以下级编码分别采用二进制进行表示。

一维二进制编码与二维二进制编码编码之间，借鉴Morton 码的编码方式，将二维二进制

经度编码和纬度编码交叉处理即可生成一维二进制编码，如图 6示。一维二进制编码与一维四

进制编码除了首位编码不相同外，其他通过进制转换即可得到，且它们的结构相同。

 

B B B B B B B BL L L L L L L L
一维二进制编码

B B B B B B B B

L L L L L L L L

交叉
二维二进
制编码

纬度编码

经度编码

图 6  二维二进制编码变成一维二进制编码示意图

这样，根据不同应用需要设计了四种不同GeoSOT网格单元编码形式，并根据需要四种

编码可快速进行相互转换。如一维四进制编码与一维二进制编码是一一对应关系，一维二进制

编码与二维二进制编码是分拆关系，二维二进制编码与二维十进制编码是二进制与十进制的转

换关系。

（3）GeoSOT 网格与编码的优点

GeoSOT网格通过三次扩展将整个地球经纬度空间实现了完美的四叉划分，有利于计算

机组织与管理。

GeoSOT网格在秒级以上的剖分面片均为整度、整分、整秒，不存在小数据；且基础面

片可聚合成国家测绘地图、航空、气象、海图等规格数据产品，对现有的测绘数据具有很好的

继承性。

GeoSOT网格方案综合考虑了数据获取、生产到数据服务的整个组织流程以及现有测绘

数据的继承问题，因此更有利于空间数据的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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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OT编码模型本质上是整型一维二进制编码，所有的查询检索操作均为整型运算，

可利用计算机二进制位操作实现，提高了数据检索效率。

GeoSOT编码具有全球唯一性和地学含义，可方便实现全球统一的基于空间区域组织的

数据索引机制，便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间信息产品形成较好的区位关联关系。

（4）现有的全球经纬度网格

与 GeoSOT 不同，Google…Earth、Worldwind、BingMaps 和天地图等网格单元大

小并不是整度、整分和整秒划分，不能与地图图幅进行无缝拼接。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同构

性分析从理论已证明了GeoSOT 网格与国家地形图图幅和Worldwind、Google…Earth、

Google…Maps、Bing…Maps、天地图等网格具有很好的同构性，有利于对传统测绘数据的继承。

下面介绍这几类数据网格的划分规则。

( 一 )Google Earth 与 Google Map 的全球等经纬度网格

Google…Earth 影像地球和提供地图服务的Google…Maps 是 Google 推出的姊妹产品。

Google…Earth 与 Google…Map 均采用固定 18层的全球等经纬度网格，其瓦片划分方式是：

第 1层（Level…0）用一个瓦片表达整个球面，其中心位于经度 0°与纬度 0°，然后每个瓦

片作为一个四叉树的父节点，递归四分地球表面，直到第 18 层。每个瓦片编码在其父瓦片编

码基础上增加 r、s、t、q进行递归编码，如图 7示。

 

第 2 层 ： 180 °× 90 ° 

第 3 层 ： 90 °× 45 ° 

第 1 层 ： 360 °× 180 ° 

Google Earth 的编码方式 

r q 

s t 
rq rr 

rt rs 

sq sr 

st ss 

tq tr 

tt ts 

图 7  Google Earth 与 Google Map 网格划分及其编码方式

（二）WorldWind 的全球等经纬度网格

WorldWind 是由 NASA 推出的一款类似于Google…Earth 可以查看地球的卫星照片的

虚拟地球仪软件，俗称地球放大镜。WorldWind 采用平面Carree 投影后的矩形来表达影像

数据，其长宽比为 2:1。在平面投影的基础上，WorldWind 采用等经纬度全球四分的剖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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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全球分为多层不同尺度的瓦片 Tile。WorldWind 全球等经纬度网格具体划分方式是：

第 1层（Layer…0）先将球面按 36°×36°大小划分为 10×5个瓦片；然后将本层的每个瓦

片进行 4等分划分得到下一层瓦片，递归四分地球表面，如图 8示。对于网格中的每个瓦片，

WorldWind 采用（行号，列号）坐标对进行标识，行列号的起始点为左下角。
 

(0,0)

(4,0) (4,9)

(0,9)

Level Tiles Tile size
Level0
Level1
Level2
Level3

50
200
800

3200

36°×36°

... ... ...

18°×18°
9°×9°

4.5°×4.5°

图 8  WorldWind 网格划分及其编码方式

（三）BingMaps 的全球等经纬度网格

Bing…Maps，原名叫做“MSN…Virtual…Earth”，是微软公司推出的 Bing 服务中线

上地图服务系统。Bing…Maps 的工作原理类似 Google…Maps、Google…Earth、NASA…

Worldwind，可以逐级地改变地图的比例尺，实现在网络浏览器中观察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BingMaps 全球等经纬度网格瓦片划分方式如下。第 1层（Level…0）以赤道和本初子午线将

整个地球表面划分为 2×2瓦片；然后再将每个瓦片作为父节点进行等经纬度 4分，递归四分

地球表面，直到 19层，如图 9示。瓦片的编码方式是，第 1层采用 0、1、2和 3进行编码，

其他层的瓦片编码在父瓦片的基础上递归增加 0、1、2、3。

 

第1层：180°×90° 第2层：90°×45° 第3层：45°×22.5°

10

32

10 11

12 13

00 01

02 03

30 31

32 33

20 21

22 23

100 110

120 130

000 010

020 030

300 310

320 330

200 210

220 230

102 112

122 132

002 012

022 032

302 312

322 332

202 212

222 232

101 111

121 131

001 011

021 031

301 311

321 331

201 211

221 231

103 113

123 133

003 013

023 033

303 313

323 333

203 213

223 233

图 9  BingMaps 网格划分及其编码方式

（四）天地图的全球等经纬度网格

天地图是 2011 年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建设运行的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系统，可对矢量、

影像、三维 3种模式的全球地理信息数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天地图所采用的全球等经纬度

网格第 1层将整个地球表面划分为 1×2瓦片；然后再将每个瓦片作为四叉树的父节点，递归

四分地球表面。在该网格划分的基础上，第 0层采用 0、1进行编码，其他层面片在父面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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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基础上用 0、1、2和 3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递归编码，如图 10示。
 

第1层：90°×90°

第2层：45°×45° 第3层：22.5°×22.5°

第0层：180°×180°

10

10 11

12 13

00 01

02 03

100 110

120 130

000 010

020 030

102 112

122 132

002 012

022 032

101 111

121 131

001 011

021 031

103 113

123 133

003 013

023 033

图 10  天地图全球等经纬度网格划分及其编码方式

（五）我国测绘数据规格网格

我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均以 1:100 万地形图为基础，其分幅标准采用国际 1:100 万地图分

幅标准。每幅 1:100 万地形图划分经差为 3°纬差为 2°、2行 2列共 4幅 1:50 万地形图；

划分经差为 1° 30′纬差为 1°、4行 4列共 16 幅 1:25 万地形图；划分经差为 30′纬差为

20′、12 行 12 列共 144 幅 1:10 万地形图；划分经差为 15′、纬差为 10′、24 行 24 列共

576 幅 1:5 万地形图；划分经差为 7′ 30″纬差为 5′、48行 48列共 2304 幅 1:2.5 万地形

图；划分经差为 3′ 45″纬差为 2′ 30″、96 行 96 列共 9216 幅 1:1 万地形图；划分经差

为 1′ 52.5″纬差为 1′ 15″、192 行 192 列共 36864 幅 1:5000 地形图。

载荷辐射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遥感是通过利用与探测目标存在一定距离的载荷，记录目标的电磁波特性，进一步通过分

析计算得到目标物体特性等有关信息的技术与科学。载荷的辐射定标过程是将传感器记录的计

数值转换为辐射亮度的过程。辐射定标是遥感信息定量化的前提与基础。

1  可见近红外载荷辐射定标校检技术

（1）星上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为了解决传感器发射后的定标问题，许多传感器如 SeaWiFS、MISR、MODIS、

SPOT、ADEOS…OCTS、ETM+、TM、VEGETATION、ASTER等都安装有星上定标系统，

星上定标系统在传感器发射后利用星上的人工或自然光源监测传感器的性能，其优点在于它们

能提供经常性、高精度的定标。例如，MODIS有四个星上定标器：太阳漫射板、漫射板监测器、

V形黑体和光谱定标系统。太阳漫射板对可见光近红外波段进行星上定标，漫射板监测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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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太阳漫射板的衰减变化，其星上定标的反射率定标精度2%，辐亮度定标精度5%。类似地，

ASTER的定标依靠基于灯的星上定标系统，SPOT和 ADEOS…OCTS上是一个内定标灯和

一个观测太阳的光纤系统，TM携带有内定标器和灯。

由于星上定标器使用发射前定标源定标，所以星上定标的精度不可能高于发射前的定标精

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星上定标器不确定性增加。星上定标系统又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不再能提供有效的定标系数，如SPOT和 ADEOS…OCTS。这些说明必须使用多种独立的定

标方法相互比较来评价星上定标的精度和可靠性，及时发现定标器响应的变化。而且星上定标

系统花费巨大，因此为了节省费用，之后的很多传感器没有安装星上定标系统，如Polder。

对于这些没有安装星上定标系统的传感器，更需要寻找可替代的定标方法来监测传感器的性能，

避免系统误差的出现，于是各种绝对辐射定标方法发展起来。

（2）场地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光学科学中心提出了利用与卫星同步测量的地面和大气数据进行定标的

方法。即在地面上选取均匀区域作为定标场，当传感器过境时，通过地面或飞机上准同步测量，

以及地基大气光学特性的测量来实现在轨卫星传感器的辐射定标。包括三种方法：反射率法、

辐亮度法和辐照度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亚利桑那大学遥感组一直以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基地、

加利福尼州亚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干湖床和索诺拉沙漠为辐射校正场，对 Landsat-5、

Landsat-7、SPOT、EO-1、MODIS 等多种传感器进行场地辐射定标，对 TM、SPOT的

场地定标的精度在 2~5%。此外，亚利桑那大学与 saga 大学、日本地质调查局等三个研究组

采用反射率法在同一场地同时对ASTER的短波段进行定标，得到一致的结果，但该结果与星

上定标的趋势不同，说明了ASTER的 1~3 波段星上定标系统出现问题。

尽管在轨场地定标方法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但由于这种方法工作量大、花费过多、操作

复杂，而且只有传感器经过定标场地时才可以进行，难以实现经常性的定标。大气特性的不稳定、

测量仪器自身的定标误差、几何配准的误差也给定标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各种不需要在卫星

过境时进行地面同步测量的方法便发展起来。

（3）交叉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交叉定标是以一个定标精度高的在轨传感器作为标准，来确定未定标的传感器。该方法不

需要精确的大气参数测量，可以在投入相对少的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下得到相对高的定标精度，

是目前常用的辐射定标方法之一。

已开展的工作 / 研究有：利用MODIS 对搭载我国 FY-1D 上的MVIRS进行交叉定标，

发现MVIRS 发射前后定标系数差别很大；利用 Railroad…Valley 实验场，以 ETM+ 为标

准，对 ALI、Hyperion、MODIS、IKONOS等传感器进行交叉定标，结果显示所有传感器

与 ETM+ 反射波段的误差在 10%以内，ALI、ETM+ 和MODIS 可见光近红外波段之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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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一致性，其相对误差不超过 2.3%；通过ETM+对 TM的交叉定标，提出了 TM辐

射响应随时间变化的衰减关系；利用稳定的沙漠场，通过ETM+对 TM的交叉定标，更新了

2003 年给出的 TM的定标衰减公式；等等。

2  热红外载荷辐射定标校检技术

（1）星上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MODIS 热红外波段主要是使用星上黑体进行在轨星上定标。MODIS 采用一种V槽形表

面的黑体，发射率可达到 0.997，具有良好的温度均匀性，并且黑体的辐射覆盖了整个仪器的

入射口径，属于全光路定标。在黑体定标的过程中既可以使用 315K和 270K两个温度进行点

定标，也可以利用黑体被加温然后冷却的这个均匀过程所提供的多种辐射尺度进行多点定标。

例如，CBERS-02…IRMSS上有高温黑体和常温黑体表面作为对热红外谱段9的定标源。

高温黑体温度稳定性高，其辐射经内定标光学处理后，再经快门上的平面反射镜反射进入主光

路，作为谱段 9高温定标信号；常温黑体直接装在旋转快门上，在扫描镜非线性滞留时间段内

常温黑体表面的辐射直接进入主光路，作为谱段 9常温定标信号。这种工作方式的星上定标黑

体辐射未经过前级光学系统，因此只能实现相对定标。利用发射前实验室定标的结果进行修正

得到经过全光路后的等效辐亮度值。

此外，研究人员 2010 年利用HJ-1B 发射以来红外相机热红外通道进行的 7次星上定标

数据进行星上定标，通过半高宽法有效波段宽度计算实现辐照度与辐亮度的转换，并使用星上

定标前后的MODIS第31、32通道的合成辐亮度对HJ-1B热红外通道星上定标结果进行检验，

认为星上定标系数精度下降了 1.5%。

（2）场地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该技术于 1993 年首次应用于TM传感器热红外通道 6的场地定标，结果与发射前定标相

差 5％，相当于 3.4K 的亮温差，试验选择白沙场作为定标地面目标。为了提高定标精度，一

般建议选择海拔较高面积较大温度均一的水面场。NASA就是利用 TITICACA湖作为地面对

象，对MODIS 的红外通道开展在轨场地定标。ASTER的场地定标选择 Tahoe 湖、Salton…

Sea 和 Railroad…Valley 作为定标场地。

我国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如，选择青海湖进行CBERS…IRMSS载荷的在轨替代定标实验；

两次在青海湖开展 FY-1C卫星红外通道的在轨辐射定标，结果表明，利用辐射校正场辐射得

到的定标系数与星上定标结果相差 5%左右，相当于 3K的亮温差；利用青海湖、南海海域的

水面辐射和浮标数据进行FY-2 卫星热红外通道的场地定标，同时进行静止气象卫星的同步测

量试验；利用青海湖湖水自动观测浮标数据和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再分析资料的

探空数据，实现我国海洋光学卫星HY-1A搭载的海洋水色扫描仪COCTS热红外通道的定标；

利用青海湖同步测量数据，对HJ-1B 红外相机进行了绝对辐射定标，通过验证说明其定标精

度为 1K左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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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算法研究也取得了丰富成果。如，基于热红外辐射传输方程推导了场地替代定标的

LET（Radiance，…Emissivity…and…Temperature）法，分别用青海湖的两期同步观测实验

数据得到场地替代定标的结果；针对CE312 地基热红外辐射计的实验室定标算法进行了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HJ-1B热红外通道星地光谱匹配算法；等等。

（3）交叉定标校检技术现状

交叉定标就是建立不同传感器热辐射值之间的转换关系。近年来，国际上开始进行无场地

定标技术研究，即无需建立地面校正场，进行多传感器、多时相卫星热红外数据的交叉定标。

这种定标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数据源，实现不同传感器数据的同化应用，从而建立起一个多

卫星数据共用的数据链。

国内开展的相关工作包括：利用GMS-5 和 NOAA-16、17 卫星对 FY-2A、2B 红外

通道进行交叉定标，改进了 FY-2B 卫星的定标系数；利用 Landsat-7 上搭载的 ETM+红

外通道 6和 FY-1C通道 4分别对CBERS-02…IRMSS热红外通道进行交叉定标；以Terra…

MODIS 遥感器热红外 31 通道为参考，基于青海湖、太湖地区的影像，开展 IRMSS遥感器

交叉辐射定标；以多次不同时间青海湖地区的MODIS 影像和HJ-1B 热红外影像为基础，实

现红外相机的交叉定标；以MODIS 为参考，针对HJ卫星提出劈窗算法交叉法，对HJ-1B…

IRS 在轨运行一年的 26 景纯水体的HJ-1B…IRS…B08 影像开展交叉定标；针对MODIS 与

HJ-1B 对应热红外通道的光谱响应特性，改进了交叉定标光谱匹配算法；等等。

3  新技术展望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和载荷研制水平的提高，将会不断出现各种新型载荷。我国在未来十

年内，将会发射多颗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和高时间分辨率的各类载荷。这些卫星将应

用到测绘、林业、农业、国土、减灾、环保等各个部门。在这些卫星中，尤其是在利用多幅图

像进行大面积遥感应用以及利用多时相影像进行动态变化监测时，高精度的定标系数将是影响

数据应用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针对这些新型载荷，如何开展发射前定标关键技术预研，确保

在轨辐射定标的精度和可信度，对于提高我国的遥感定量化水平，促进遥感在各行业各地区的

深入应用，挖掘国产卫星数据的应用潜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高空间、高光谱分辨率卫星，

在基于传统在轨定标方法的基础上，应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运用新型载荷数据的场地辐射定标

大气校正是场地辐射定标的重要环节，在地表反射率的反演过程中需要去除大气的影响，

主要是气溶胶和水汽的影响去除。但在目前辐射定标过程中，由于完整同步的大气参数无法获

取，往往采用估算的形式，简单设定大气类型，因而定标存在较大误差。随着多种大气载荷的

发展，多种大气成分可以得到精确的测量，例如：大气气溶胶多角度偏振探测仪基于多角度偏

振信息可以提高气溶胶的反演精度，获取气溶胶的空间分布，将测定的精确的气溶胶等大气参

数用于辐射传输模型中，可以有效提高辐射定标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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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过程定标

目前，发射前的实验室定标和在轨辐射定标相互比较独立，没能形成一个全链路的过程。

发射前的高精度定标对在轨辐射定标精度非常重要，另外在辐射定标中也要考虑几何成像因素

的影响，例如行周期的影响等，链路中的任意一个环节，都会对定标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要

想进一步提高最终的定标精度，必须从仪器研制阶段开始就对每一个过程都深入进行研究，尽

可能减小每个环节的误差。

（3）光谱定标技术

高光谱遥感器的优势在于可根据各地物的光谱曲线，利用具有吸收峰特征的“诊断性”光谱，

实现地物目标的识别和定量化反演。而光谱漂移是影响这个过程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卫星在轨

运行期间，传感器不仅会发生辐射响应的衰减，还有可能发生光谱位置的漂移。因此，需要开

展在轨高光谱遥感器的光谱定标研究。具体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基于星上定标设备的光谱定标

和基于吸收气体的光谱定标。今后，应根据我国自主研制高光谱载荷的特点，参考借鉴国外同

类载荷的光谱定标方法，确定我国高光谱载荷在轨期间的中心波长位置，实现光谱定标。

遥感云服务关键核心技术
1  技术现状

1.1  遥感数据云计算处理技术

传感器与信息获取技术迅猛的发展，一系列高分辨遥感卫星的发射成功，使各种时间、空

间和光谱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传统遥感影像处理方法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其

日产量海量和单幅像素海量。

传统的遥感影像处理方法一般是采用串行（或循环）的方式对单张遥感影像（或遥感影像集）

进行处理。此类方法对于数量较少、数据量较少的遥感影像较为适用，但面对海量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受限于计算机单机硬件，海量遥感影像的处理无法直接进行。而对

于某些勉强成功的处理，也需要长时间的等待，这对于数据处理者和使用者来说都是无法接受

的。因此，需要转换研究思路，扩展处理能力，尽最大可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缩短处理时间。

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之下，新兴的高性能计算技术（如云计算），

在海量数据处理方面已经得到广泛推广。利用高性能计算集群的超强计算、存储及吞吐能力对

海量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集进行并行处理，为当前海量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高效处理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

国内外已经开始结合Hadoop 云计算技术进行了图像、视频、生物、空间科学计算等方

面的研究。可以实现在线化，大数据高效处理、分析。Hadoop 平台相比传统并行系统具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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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优点，但还存在一些局限导致无法直接支持遥感数据处理。尽管在遥感领域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但是这种潜力还有待被进一步开发。目前，国内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地面数据处理系统

几乎没有，也缺少大数据遥感影像处理的应用实例。如何吸收改进Hadoop，使其适应于遥感

数据处理，是一个值得研究并且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类研究是利用云平台来支持遥感数据处理等应用。这些工作侧重系统结构的研究，

结合原型系统，探讨了系统架构、核心组成和关键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刘异等结合

OpenRS插件系统、Map-Reduce 并行计算模型与HDFS文件系统等，设计了一个遥感处

理云计算系统，包含入口、多任务并行作业、数据发布与管理、算法插件、分布式数据存储、

计费等组成部分。康俊锋围绕数据共享及地图服务等应用的特点，提出整合云平台Hadoop

及 Eucalyptus 的方法，设计云计算环境下的遥感数据存储方法、管理平台以及高性能计算

服务，并与土地利用规划业务结合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Andrzej…Dziech 等设计了一个基于

Hadoop 平台的分步式原型系统，用于存储、分析和处理多媒体（音频、视频、图像）内容。

郑广成提出了一种基于SOA…的云体系框架设计，利用SOA高内聚、低耦合、粗粒度、重用

性等特性构建了面向用户、面向平台和面向服务提供者的多层次云服务体系结构，并使用基于

SOA的云服务调度算法，通过对任务、主机、调度优先级之间关系的优化提高了服务能力、

稳定性和响应效率。F.…C.…Lin，L.…K.…Chung 等，提出了一套集UAV影像管理、WebGIS

服务接口、数据分析与处理模块和云计算环境相结合的遥感云计算平台框架。为遥感影像存储、

分发、处理与分析提供了基于云平台的灵活高效的实现方式。并通过实验验证了HDFS文件

系统在遥感数据处理与分发这类大数据、高并发任务场景下相对于单机文件系统的优势。这一

结论也与T.…D.…Dinh 对 Hadoop 的读写表现评估工作的结论相一致。

另一些研究侧重利用Hadoop 或者其他云平台作为支撑手段，解决计算效率或规模的问

题。例如，Ariel…Cary 等人利用Hadoop 框架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支持矢量和栅格的基于

数据块的R-树索引，以及基于图像特征统计的航空遥感影像质量评估。证明了Hadoop 平

台在处理空间信息时具有很好的可伸缩扩展性。Jong…Won…Park 等人用 HDFS 和…Map-

Reduce 实现并行处理 3D空间信息数据，处理传感器网络收集的城市噪声数据和生成 3D噪

声分布图，分别由两个Map-Reduce 作业实现。经过和MPI 集群运行的结果对比，证明处

理时间大幅度降低。Jie…Li 等利用Windows…Azure 平台在 150 个的虚拟节点上实现了一个环

境业务应用 :MODIS 高级专题产品的投影变换与数据叠加合并，相对于高端桌面平台运行时

间降低了 90%以上。G.…Bruce…Berriman 等基于Amazon…EC2弹性云平台实现了大规模图

像数据镶嵌的实例，并提出了基于工作流的云计算应用方案以及中间产品跟踪管理系统。

1.2  遥感算法并行化技术

第二类研究是基于Map-Reduce，实现已有遥感处理算法的并行化。例如，郑欣杰等利

用Map-Reduce 编程模型研究了基于Hadoop 的分布式光线跟踪算法的设计与实现；江小



ZHONG YAO TONG XUN46

技 术 专 题

平等给出了MapReduce 编程模型实现 k-means 聚类算法的方法。提出Map 函数完成每

次聚类叠代后，Reduce 函数根据Map得到的中间结果计算出新的聚类中心，供下一轮Map

作业使用。实验表明算法在Hadoop 集群上取得了较好的加速比和扩展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经有研究人员开始将Hadoop 等云计算平台与遥感图像处理应用相

结合进行研究，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工作展示了Hadoop在遥感领域的应用，

表明了云计算技术可以有效提高遥感数据处理效率。但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还

是局限于利用Hadoop 云计算平台进行遥感数据处理应用示范的介绍，未能进行深入详细阐

述；已涉及到Hadoop 环境下遥感影像的存储访问和数据格式等问题；已经有研究将Map-

Reduce 计算框架用于提高某个或某些遥感处理算法的执行效率。

2  关键技术

2.1  基于 HDFS 的多源载荷数据存储与组织技术

建立面向Map-Reduce 并行处理的一体化存储模型。对于HDFS，从存储效率来说，

分块越大，则分片数量越少，越容易管理；从数据访问来说，Map-Reduce 作业输入为单个

大数据文件的时候，比多个小文件更为高效。因为小文件可能分布于多台节点上，一个分片要

跨越多个HDFS块，则一个Map任务必须要由多个块通过网络传输，需要增加额外文件拷贝

和传输开销，这种开销能增加数十到数百倍的处理时间。而对于遥感处理算法，通常需要多个

特定波段数据作为输入，并在一定范围内对领域像素运算。

因此，无论按波段（光谱域分解）还是按照像素（空域分解）组织数据，都难免降低数据

局部性。因此，建立HDFS存储模型，关键问题在于：不能孤立考虑存储问题，而要把并行

作业的数据访问的效率需求和数据存储的效率需求统一考虑，使Map-Reduce 作业能够高效

地读取和写入数据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处理本地数据，尽可能提高数据局部性。…

设计新的数据类型和组织方法，在存储大数据影像文件时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性能优势：克

服遥感数据和文件格式的异构性以及粒度差异引起的存储效率问题；支持Map-Reduce 作业

高效直接读取，保持与Hadoop 默认序列化文件大致相当的访问效率。

解决途径：

1）设计一种新的数据类型（RS…Image…Bundle），将多个不同粒度的遥感影像文件聚合

为大数据文件 (图 2)。包含两种类型：一个是数据对象，保存影像数据本身、辅助文件、头文

件信息等；一个是多级索引，保存文件的索引信息，记录了各个文件的偏移量，其中头文件中

包含数据类型、位置、尺度等元数据信息；

2）提出一种提高数据局部性的遥感数据组织方法：数据被划分成子块，这些子块是一个

立方体，每个切面由空域相关的像素构成，而纵面同时包含了所有相关波段的数据。可根据需

要访问指定的波段，而不必遍历所有的文件，支持整轨、单景和任意波段等多种读取模式；

3）设计基于Map-Reduce的并行小文件打包算法、HDFS大数据文件包高效访问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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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HDFS 的遥感数据组织方法初步设计示意图

2.1.1…遥感数据组织模块算法开发

首先，需要对GF-1…WFV的原始数据和元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把数据按照一定的分块

规则重新组织后，导入到HDFS文件系统中。必须开发针对GF-1 卫星的文件格式解析。

（1）分块分层算法模块开发

以GF-1…WFV数据导入算法设计主要流程如下：

◆…解析 GF-1…WFV 数据包，解压缩后，读取元数据 XML，读取某些字段值。GF-1…

WFV数据包结构如下所表示：

图 2  GF-1 WFV 数据包结构

其中，快视图、拇指图均为 jpg 文件格式，HDFS导入时不需要，而用数据库方式存储

时则需要用到。XML 文件内是需要的元数据信息。Tiff 文件内是影像数据主体，已经按照

geotiff 格式分波段打包。

◆ 把GF-1 数据解析产出的 xml 信息写入子块的头信息中。按照metadata…L2A 的方式

添加到每个 block 子块的元数据区域。

◆ 对标准景产品，编写数据切分的脚本 InputFormat，支持数据的并行化处理。设计数

据的切分规则，保证 InputFormat 的简便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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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块读入的参数如下，主要为子块的 x方向大小（像素个数），y方向大小（像素个数），

边界重叠像元个数。

preprocess.xBlockSize…=…1024

preprocess.yBlockSize…=…1024

preprocess.borderSize…=…2

分块读入的 python 代码如下所表示。

array[:，:，index]…=…tiffs[key].ReadAsArray(tx，…ty，…numCols，…numRows)

◆…读入每个波段的Geotiff 数据后，按照遥感数据组织模型组成结构化的数据块。用

avro 序列化把每个数据块持久化存储。元数据区域放在子块的头部，描述元数据区域的定义

如下：

表 1……GF-1…WFV子块元数据结构

编号 键 值 说明

1 L2A GF-1…xml 元数据项 把GF-1 数据解析产出的

xml 元数据加入到每个子块

头部信息

2 Block blkName，…geoPicture.bands，…

geoPicture.picture.shape，…

xBlockNumber，…yBlockNumber，…j，…

i

由原始文件计算得到，添加

到每个子块头部信息，用于

预先取数据等操作

3 GeoTransform newtlx，…weres，…werot，…newtly，…

nsrot，…nsres

从geotiff文件中解析得到，

用于计算子块大小等参数

◆… 每一个标准景内的子块，以及跨标准景且属于同一条带内的子块，均按照

SequenceFile 的形式打包成数据包，命名为 *.seq 文件，其中 *由原始文件决定，如GF1_

WFV1_E111.4_N41.3_20131026_L2A0000154914.seq。

◆… 序 列 化 的 语 句 如 下 所 表 示， 其 中，SequenceFileInterface.write 是 调 用

SequenceFile 接口将子块数据包写为SequenceFile，Key 值为重新计算生成的头文件结构

体，Value 值为每个独立的子块数据包，数据包在生成的过程中已经在内存中由Avro 序列化

为带有元数据的数据结构体。

SequenceFileInterface.write(json.dumps(blkheader)，…geoPicture.serialize())……

◆…为了后续计算过程的高效与方便，避免在计算的时候对整个子块反序列化，因此

需要合理设计 SequenceFile 的 Key 值。目的是在 Key 值包含必要的冗余信息。因为

SequenceFile 不带索引，要定位某个子块需要遍历整个文件的 key 值，当 SequenceFile

对应为整个条带或者多个条带数据时，如果逐个子块读入后都经过反序列化解包，然后判断是

否是需要的感兴趣区数据，这样效率会相当低下。因此，经过精心设计的子块 key 值包含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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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带有基本信息的结构体，当读取数据时，仅仅对 key 值进行判断就可以了，如果不是想要的

数据则直接丢弃该数据块，无须逐个反序列化，大大地提高了大量文件读入的执行效率。key

值的结构如下所表示。当需要某景数据中任意空间范围，任意波段的数据时，都能够快速定位

子块并迅速抽取。

表 2……GF-1…WFV…SequenceFile 数据结构

编号 键 值

1 blkname "GF1_WFV1_E111.4_N41.3_20131026_L2A0000154914-0000000000"

2 blknumber "0000000000"

3 bands ["B1"，…"B2"，…"B3"，…"B4"]

4 shape [1026，…1026，…4]

2.1.2……遥感数据存储模块算法开发

（1）小文件混合存储算法

Hadoop 环境下多源载荷遥感混合文件存储方案，针对HDFS中的小文件进行定期归档

处理的需要，以便减少小文件数量，高效地对文件进行存储和管理，设计了多源载荷遥感混合

文件存储模块。模块设计的主要思想是：先将多个小文件按照遥感数据组织算法合并成一个大

文件，然后为这些小文件建立索引，以便进行快速存取和访问，最后通过序列化的方法将大文

件持久化地保存到HDFS上面。

在混合文件存储的时候，设计了在文件上传的时候增加一个文件类型判断模块，…当一个

文件到达时，判断该文件是否属于小文件，…如果是，则交给小文件处理模块处理，如果不是，

则直接上传HDFS。

小文件处理流程整个方案执行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

1）用户上传文件到云存储系统，在系统中有一个文件类型判断模块，判断上传文件是大

文件还是小文件，具体可以设置一个阀值，例如，设置阀值为 1M，小于 1M…的为小文件，其

他为大文件。

2）如果上传的文件为大文件，…则跳过小文件处理模块，…直接存储于HDFS…中。

3）如果上传的文件为小文件，…则把文件的索引放入小文件队列中，…当队列到达一定阀值

时，采用MapFile…技术，把队列中小文件合并为大文件，…最后完成小文件到大文件的映射。

4）最后处理已经合并的小文件，…有效减少文件数目。

2.2  基于 Map-Reduce 的多源遥感数据处理及应用算法并行化技术

传统的MPI 等消息传递编程模型，由于算法与编程模型的强耦合性，都难以达到自动化

并行的目标。Map-Reduce 采用了纯粹数据并行方式，采用了更严格的编程模型，而且提供

透明的容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用户算法的自动并行化。遥感处理算法虽然具备并行共性特

征，但由于具体算法在并行性、复杂度上差异很大。并且，Map-Reduce 要求用户在Map

和 Reduce 两个函数内实现用户自己的算法，从而完成并行化，面对Map-Reduce 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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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细节，无疑增加了并行化难度。

因此，建立并行化计算模型，关键问题在于：进一步抽象和简化Map-Reduce编程模型，

从框架上考虑第三方算法的自动化集成。

解决途径：

1）将并行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描述：即任务分解（M-R解耦）、子任务执行(Map过程 )、

子任务合并 (Reduce 过程 )，将具体算法映射到这三个过程。实现任务有效分解、Map结果

到Reduce 的分配、处理结果拼接，从而实现粗粒度的数据与算法去耦合。

2）采用共性函数与定制函数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具体算法与Map-Reduce 编程模型去

耦合。共性函数提供通用模板，为遥感算法制订统一的接口方式和调用方法，使原有算法能够

直接被Map过程调用，定制函数则留给具体算法实现。

图 3  基于 Map-Reduce 的算法自动并行化初步设计示意图

2.3  并行处理模块算法开发

（1）通用设计

把一个图像文件作为一个作业分片，把整个作业分片作为一条作业记录来处理。这样每个

Map…任务只需调用一次Map…函数来处理一个图像文件，进而实现多个图像文件的并行化处理。

系统只定义了一个Reduce…任务，其调用Reduce…函数对每个键值对进行简单的输出操作。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首先，需要设计Map…和 Reduce…任务的键值对的类型，用于在

Map…函数和Reduce…函数之间传递数据。其次，文件的输入和输出格式，用于图像文件和键

值对类型数据之间相互转化。最后，在Map…函数中实现图像处理。

键值对的类型。MapReduce…框架并不允许任意的类作为键和值的类型，只有支持序

列化的类才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充当键或者值。Hadoop…有自己的序列化格式Writable，实

现Writable 接口的类可以作为值类型，而实现WritableComparable<T> 接口的类既可以

作为键类型也可以作为值类型。该系统使用的键类型为 Text，是 Hadoop…的 org.apache.

hadoop.io…包中自带的，用来存储图像文件的名；值类型为 Image，实现了Writabl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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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存储图像文件的内容。

图像文件的输入和输出格式。InputFormat…为 MapReduce…作业描述输入的细节规范。

MapReduce…框架根据作业的 InputFormat：检查作业输入的有效性；把输入文件切分成多

个逻辑 InputSplit…实例，并把每个实例分别分发给一个Mapper；提供RecordReader 的实

现，这个RecordReader…从逻辑 InputSplit…中获得输入记录，这些记录将由Map…函数处理，

Map…函数实现从 InputSplit…中读取输入的键值对。

OutputFormat… 描述 MapReduce… 作业的输出样式。MapReduce… 框架根据作业

的OutputFormat：检验作业的输出；验证输出结果类型是否如作业初始化配置的；提

供一个 RecordWriter…的实现，用来输出作业结果，输出文件保存在 Hadoop…的文件系

统上。FileInputFormat… 是所有使用文件作为其数据源的 InputFormat… 实现的基类，

FileOutputFormat…是所有使用文件作为其数据源的OutputFormat…实现的基类。Hadoop…

提供了 Java…MapReduce…API…，用来设计开发MapReduce…程序。

（2）Hadoop 图像处理接口

默认的Hadoop 输入为大数据的文本文件，而图片文件的数据保存方式和图片文件大小

和普通文本不一样，因此Hadoop 对图像的处理需要实现新的图像处理接口。Hadoop 框架

调用 InputFormat 对输入的文件进行分割处理，InputFormat 主要功能是：

1）对输入进行有效性检查；…2）将文件分成多个逻辑的 In-putSplit 数据块，每个

InputSplit 数据块为一个单独的Mapper 要处理的数据块；…3）提供RecordReader 的实现，

从逻辑的 InputSplit 数据块中读取数据并且生成键值对 <key，value>。

…Hadoop 默认调用 InputFormat 的子类 Text…Input-Format 处理文本文件，将数据

切割并且分配到不同的 TaskTracker 中，再按照文件行生成键值对传递给Mapper 处理。

为了处理图像文件，需要自定义改写图像处理接口。ImageInputFormat 和 ImageRecor-

dReader 分别继承自 InputFormat 和 RecordReader。

3  小结

遥感云服务属于交叉学科领域，关注云计算技术在多源异构遥感数据处理与分析领域的应

用，着重解决新技术应用初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进一步实现基于云计算的多源遥感数据综

合处理与应用服务奠定技术基础和参考方案。

遥感云服务关键核心技术解决Hadoop 平台无法直接用于遥感数据处理的实际问题。结

合Hadoop 的特点与遥感数据算法的特征进行分析为突破点，研究基于Hadoop 的大数据遥

感影像文件高效存储、遥感处理算法并行化、多图层数据发布服务等相互关联的具体问题。

遥感云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一体化遥感云服务环境的基础技术，促进云计算在遥感领

域应用的基础性工作，突破传统的多源遥感数据服务模式，提高数据综合应用效率，提升多源

载荷遥感数据处理与科学分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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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DX 云平台简介及应用
1 GBDX 简介

GBDX平台即 geospatial…big…data…平台，它能够以超高速链接到亚马逊云服务器，用户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简单、快捷地访问DG…公司超过 15年所积累的 80PB、50多亿平方公里的

历史和实时成像的地理空间数据，同时获得信息提取所需要的算法和工具。GBDX平台由一

系列应用界面（API）组成。

图 1  亚马逊云服务示意图

1）目录应用界面

GBDX目录建立在图数据库的基础上，包含记录和元数据。记录和元数据可以被“检索”

或“遍历”。可以通过空间区域范围、日期范围或者是两者联合可以对记录进行检索。也可以

通过一些与记录相关的属性（例如：传感器类型、云盖量、天底角等）对检索结果进行进一步

筛选。

资源：

资源 描述

Heartbeat 利用 Heartbeat 端点来检验平台的响应。

record record 是 GBDX目录的基础数据实体。

type type 具体说明记录包含什么信息。每条记录有一个类型。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展示数据记录之间的关系。

服务：

服务 定义

遍历 按照记录之间的关系来列出记录。记录可以被遍历至关系标签的最大深度。

检索
目录记录可以通过位置、起始日期和 /或结束日期来检索。检索结果可以通过与

记录相关的属性（例如：传感器类型、云盖量、天底角等）等进行进一步筛选。

2）订单应用界面

在GBDX订单应用程序界面，用户可以通过目录 ID来订购图像，也可以查询订单状态。

下订单时，可以输入一组目录 ID。可以订购能获取的最高限度的解决方案。这其中包括最大

数量的波段。当全色和多光谱都可获取时，可以获得“全色”和“多光谱”联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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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订单：

标识 描述

Order_id 给定的订单标识符。用户可以使用Order_id 来查看订单状态。

Acquisition_id 订购的目录 ID标识符。

State 目录 ID的订单状态。

S3…bucket…location
当用户订购目录 ID 时，图像文件将被放置于亚马逊云服务S3存储

桶中。这个标识就是存储桶的位置。

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 描述

Submitted 订单已经提交给GBDX平台

ordering 订单中的目录 ID正在从DG工厂中进行订购

Placed 订单已经在DG工厂中下单

Delivered 订单中的目录 ID已经从DG工厂中分发出来并且可用

failed 订购失败

3）工作流应用界面

工作流就是一系列的任务捆绑在GBDX平台上运行。每项任务是一个执行某一种活动的

独立进程。每项任务必须在工作流系统中的任务注册器中进行注册，才能作为工作流中的一部

分运行。

任务在Docker…container…中运行，Docker…container…通过 Docker…hub…来实现。用户

输入必须要经过系统任务、工作流 JSON模式的验证。当一个工作流运行时，系统会产生一

系列事件来表明状态。

工作流资源：

Workflow…API…允许用户做如下操作：

● 在工作流系统的任务注册器中注册一项任务；

● 在任务注册器上管理任务；

● 通过提交工作流的定义来创建新的工作流；

● 查看工作流的状态；

● 通过状态、时间范围或是拥有者来检索进程。

资源 描述

工作流 一系列捆绑在一起的任务构成的一个活动。

任务 一系列用来执行一个给定的活动的极微小粒度的任务。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输入，

也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输出。

工作流事件 系统生成的系统状态事件。一个任务的状态事件包括提交、开始、运行和完成。

模式 用常用的 JSON模式来验证用户的输入。这两个模式就是任务定义模式和工作

流模式。

2  GBDX 应用

这些数据最有价值之处不是它的质量，而是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它的见解可以解决任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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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尺下的过去从未解决的迫切的问题，影响投资者，商业，城市甚至发展中国家。可以帮助用

户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提供强大便捷的工具，让用户以固定的速度、精度和清晰度分析能

找到、计算、测量和对比的一段时间内的地球表面的特征。可以使用GBDX平台提供的算法，

也可以使用用户自己的算法，获得见解，并轻松地将这些见解集成到用户的项目和产品中，创

造出有价值的用户解决方案，而无需承担获取数据的高昂成本。

…

1）太阳能潜力

……

图 2  某地区的太阳能潜力

2）土地利用监测

……

图 3  识别并精确描述某种特定农作物的长势

3）绘制人造地表地图

……

图 4  为城市规划部门绘制人造地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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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地表材料图…

……

图 5  城市地表材料

5）石油钻塔的增长情况

……

图 6  石油钻塔的增长

6）通过计算住宅与森林之间的距离来评估住宅遭受森林火灾的风险等级

图 7  火灾风险等级评估

7）通过计算屋顶覆盖面积来规划受灾时的疏散路线

…… ……

图 8  通过计算屋顶覆盖面积来规划受灾时的疏散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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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在遥感中的应用
1  使用深度学习软件进行目标识别

DigitalGlobe 公司的卫星星座每天收集大约 400 万平方公里的高分辨率地球影像，产生

大量有关我们星球变化的信息。为了洞察世界各地发生的重要活动，我们缩小搜索空间，依靠

计算机自动识别对象和图案寻找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依靠最新、最好的技术、研发人员和合作伙伴寻找更新、更快、更好的方法来分析和

使用巨大的大数据宝库。GBDX…（DigitalGlobe’s…Geospatial…Big…Data）平台提供云计算

访问当前和历史图像、访问工具和算法来提取有意义的数据。GBDX便于使用者从浩瀚的档

案中搜索、探索和订购数据，并使开发人员和分析师在规模上应用自己的算法处理图像。通过

GBDX，用户可以申请工作流方便的处理图像，例如大气补偿、微拼接等可以进行分布式分析。

该平台还具有众包能力，能够快速发现和验证图像目标，加快算法的验证和培训。

我们的目标是让开发者和数据科学家使用Hadoop 和其他现代框架，像Spark，在规模

上对我们的影像应用和验证新的分析算法。

MrGEO（MapReduce…for…Geospatial）项目，在某一时间段，利用云计算处理全球栅

格数据库（例如，图像和地形）就像在桌面执行类似的操作一样。这个想法很简单：在云中建

立一个集群机器来分发地理空间数据，并为数据提供你的算法。分布式算法结果结合云计算，

移动到桌面进行最终分析。这是用户和我们处理大量数据方法的一个胜利。

现在我们正在探索一个人工智能的分支，叫做深度学习的潜力，可以自动检测目标进行大

数据分析。分布式处理对我们每天收集的大量图像数据提供了同步处理的方法，训练算法像飞

机、车辆、甚至大象来检测目标，需要大量的有效处理。研究中，我们看到了通过深度学习令

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深度学习通过开源框架如 Theano、Torch…和 Caffe 应用于图像和视频

分类。互联网巨头谷歌和微软为了降低进入人工智能的门槛，发布了自己的深度学习工具——

TensorFlow…和…CNTK。

然而，这一技术的功率只能通过高性能GPU 架构实现，如 NVIDIA，这已成为今天

深度学习计算机的标配。NVIDIA 不仅在硬件层面上创新，而且为群众民主化技术已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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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个深度学习生态圈，（例如，DIGITS）。每年，开发者和科学家都会赢得比赛，如

ImageNet，使用NVIDIA…GPU建立深度学习算法。

我们正在尝试如何使用深度学习在卫星图像和其他大量的数据源，如社会媒体，发现目标。

前景是非常有前途的。我们的模型可以可靠地发现几十个目标类型。结合分布式图像处理的可

扩展性和独特的高性能计算能力，我们正在探索一系列的混合架构。我们利用NVIDIA…GPU

来训练我们的深度学习，然后将这个模型在分布式亚马逊网络服务（AWS）云计算环境中规

模化处理数据。这种混合架构可以实现一类全新的任务，我们需要通过缩小搜索空间快速搜索

大量信息。例如，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当前东部非洲大象的迁移模式，提供情报，以

阻止非法野生动物贩运。

想象一下，在DigitalGlobe 采集的每一幅图像上使用该方法自动检测感兴趣的目标和活

动（70PB）。此外，设想将这种能力应用到其他卫星、无人机、甚至手机采集的图像上。

GBDX重点在于利用NVIDIA…GPU训练深度学习算法，更方便的搜索DG…PB级图像和其他

云上的地理信息空间数据。

2  利用人脑训练机器

如果你最近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或自动驾驶汽车的最近道路测试阅读技术搜索了你的手机照

片库，你已经看到了深度学习在实际中的应用。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把人工智能与流行的科幻电

影联系起来，但许多现实世界已经应用了存在于今天的这项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工作、游戏

和生活的方式。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教机器通过经验而不是通过编程设定的逻辑

执行任务。

由于在计算速度、开源软件和广泛访问训练数据方面的进步，深度学习模仿人类的学习方

式，在许多领域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ImageNet 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取得巨大的创新。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博士在2015年 3月做了一个TED演讲，“如何教电脑读懂图片”。

演讲描述了她是如何通过巨大努力将收集的 1500 万公开可用图像分成 20000 多类，促进了

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的进步。2010 年以来，每年举办 ImageNet 大赛，看谁能创造出最佳的

目标识别算法。2015 年，获胜团队建立的深度学习算法，首次超过了大多数人的表现。

在地理信息行业，为了捕捉地球变化，地理空间情报的商业化导致了采集数据数量的爆炸

性。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将深度学习应用于遥感数据。DigitalGlobe 公司正在与合作伙伴，

包括 In-Q-Tel…CosmiQ工厂和NVIDIA，组织图像数据挖掘挑战，开发者和数据科学家从卫

星影像自动提取地图特征和活动指标。

矢量数据，如基础设施和兴趣点，主要是通过手动或半自动化技术制图。规模化、准确地

提取这些特征关键是建立和维护当前地图。解决这一挑战使更多新的使用成为可能，如变化检

测、广域搜索、自动倾斜和移位、如自主车辆导航。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为卫星图像建立图像网络（ImageNet），促进计算机视觉在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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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行业的应用。为此，DigitalGlobe 和 CosmiQ 工厂已经建立了空间网络（SpaceNet）。

SpaceNet 于 2016 年六月中旬发布可以用于收集卫星图像和有限注册标记矢量数据。

SpaceNet 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学术界、政府和行业之间的持续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对遥感数据

的应用。除了发布的开放资源，SpaceNet 将使用机器学习推进自动特征识别与提取算法。

3  使用 GBDX 给全球经济带来透明度

2013 年，DG与 Spaceknow共同创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通过空间数据分析跟踪

全球经济趋势，给全球经济带来透明度。现在，仅仅三年后，Spaceknow公司已成为有目标

行业和地理信息智能的领先供应商。对我们的成长不可或缺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DigitalGlobe

公司的GBDX云计算平台。当我们使用专有接口，从GBDX平台容易获取DigitalGlobe 公

司敏捷、成熟的商业地球成像卫星星座丰富的地理空间数据，我们已经能够分析和跟踪前所未

有的全球事件和经济趋势。

DigitalGlobe 只能为 Spaceknow 提供最高精度、清晰度和分辨率图像，要获得决策信

息和见解需要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前所未有的 30厘米分辨率数字地球影像是DigitalGlobe 和

Spaceknow期待深化相互关系一个关键推动者。

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合作项目。

你能在一天内数 4亿 6000 万辆车吗？Spaceknow可以。

3.1  计数很多汽车 

Spaceknow 专有目标特征检测提供卫星图像分析，高峰期每天 4 亿 6000 万辆车。

DigitalGlobe 图像对 Spaceknow的经济分析和在一系列项目中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如从预测区域收入到估计未来消费活动。

3.2  跟踪难民营

Zaatari 难民营使用GBDX和 Spaceknow的变化检测特征进行分析。这次合作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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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约旦Zaatari 难民营的规模扩大。之前，这个级别的细节只提供给政府情报机构。今天，

这些地区可以通过卫星城市应用给出评估结果。Spaceknow的卫星图像量化分析使在一段时

间内监控难民营的事态发展成为可能，有时甚至比地面上观察到的那些事件更准确。

3.3  中国的工业设施

Spaceknow首次创造了卫星制造业指数（SMI），2016年3月1在Bloomberg终端上线。

Spaceknow密切监测中国 6000 个工业设施。利用卫星观测的 2.2 亿多个点，SMI 指数是对

横跨最近 15年、0.5 万平方公里组合分析的结果。

很快，Spaceknow将使用GBDX看门狗服务。这将为客户在地球上任何选定位置提供

一个连续的、自动化的、近实时监测——从加利福尼亚的海景房到伊朗核设施。

Spaceknow正在面临卫星影像服务无限应用的一个指数增长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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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碳卫星及其数据处理技术
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排放的 CO2 等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为了控制全

球变暖，采用碳关税、碳交易是一种可行的途径。为此，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上提出了“可

报告、可检测、可核实”三可要求。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温室气体监测实实现“三可”的

有效手段。

目前具有温室气体探测功能的在轨运行卫星 / 载荷主要有：日本的温室气体探测卫星

（Greenhouse…Gases…Observing…Satellite，GOSAT）、欧洲环境卫星ENVISAT上的扫

描成像大气吸收制图仪（SCanning…Imaging…Absorption…spectroMeter…for…Atmospheric…

CHartographY，SCIAMACHY）、美国水卫星Aqua 上的大气红外探测器（Atmospheric…

Infrared…Sounder，AIRS）、美国极轨气象实验卫星TIROS上的业务垂直探测器（TIROS…

Operational…Vertical…Sounder，TOVS）、欧洲气象极轨卫星METOP系列的红外大气探

测干涉仪（Infrared…Atmospheric…Sounding…Interferometer，IASI）。此外，美国的轨道

碳观测卫星（Orbiting…Carbon…Observation，OCO）于 2009 年发射失败后，以其为蓝本

研制的OCO-2将于 2014 年七月份发射。

在众多具有温室气体探测功能的卫星中，真正专门为探测温室气体CO2、CH4等而设计

的是OCO和GOSAT，两颗卫星选择的温室气体探测波段相同，并具有高光谱分辨率，且位

于极地太阳同步轨道，能完成对全球大部分区域的覆盖。

（1）OCO/OCO-2 概况及其处理技术

OCO 源于美国 NASA 地球科学研究室的地球系统科学探测计划（Earth…System…

Science…Partnership，ESSP），卫星上搭载了一台综合三个通道的高分辨率光栅光谱仪

的有效载荷，中心波长分别是 0.76、1.61 和 2.06μm，可以同时对同一地点分别获取三个

通道的辐射观测值。OCO卫星的设计寿命为 2 年，过赤道时间为 13:15，与地球观测卫星

（Earth…Observing…Satellites，EOS）具有相同的观测轨迹，重复周期为 16 天。2009

年 2 月 24（北京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时，由于火箭整流罩问题导致

卫星坠毁。

其替补星OCO-2 计划于 2014 年 7 月发射，将成为A-Train 中的一员。A-Train 是由

Aqua、Cloudsat、CALIPSO、Glory、PARASOL、Aura 和 OCO-2 组成的松散下午卫

星编队，轨道高度 705公里。OCO-2卫星将排在该编队的第一个。A-Train 作为 ESE计划

顶层组成部分，以多卫星编队组合方式飞行，实现多平台、多传感器、多谱段的协同对地观测，

可以时空近似一致的来研究气、水、土、气溶胶等对象。

OCO/OCO-2 地面数据系统（GDS）将载荷传回的观测数据转换成一系列数据产品，

以作进一步的研究调查。OCO/OCO-2的数据产品包括四级，如表 1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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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OCO数据产品

其中，L1A 产品为原始数据。L1B 级产品是对

L1A 产品进行定标和定位后的辐亮度光谱数据。每

条 L1B数据包含一个独立的关于一次运行轨道观测

中的环境条件记录。同时，L1B 级产品中还包含相

应的观测误差信息，这些误差信息用来衡量观测光

谱的精度和可用性。

L2 级产品提供了一些大气及地球物理学方面

的反演观测值，包括大气温度、二氧化碳、水以及

气溶胶的垂直分布信息，同时还包含地表温度、反

射率以及干空气二氧化碳的克分子数（…）。同样，

该级产品中也包含有误差信息，用以衡量数据产品

的质量。

L2级产品的数据还用以生成L3和 L4级产品。

L3 级产品是地面 1°（经度）×1°（纬度）的二

氧化碳的…分布图，精度要求为 1ppm；L4 级产品

则为全球二氧化碳的分布图。

OCO/OCO-2各级产品的生产关系如图1示。

（2）GOSAT 概况及其处理技术

GOSAT 是由日本航空航天局（Japan…Aerospace…Exploration…Agency，JAXA）、

日本国家环境研究中心（the…National… Institute…for…Environmental…Studies，NIES）和

日本环境省（the…Ministry…of…the…Environment，MOE）共同参与的碳元素观测计划。

GOSAT 上进行温室气体观测的热和近红外碳观测传感器（Thermal…and…Near-infrared…

Sensor…for…Carbon…Observation，TANSO）主要包含两部分：气溶胶成像仪（Cloud…and…

Aerosol… Imager，TANSO-CAI），以及具有高光谱分辨率、高光谱范围的傅里叶变换光谱

仪（Thermal…And…Near…infrared…Sensor…for…carbon…Observations…-…Fourier…Transform…

Spectrometer…，TANSO-FTS）。GOSAT 于北京时间 2009 年 1 月 21 日利用 H-2A 运

载火箭发射成功，2月 9日传回了第一批数据。

 

图1 OCO 数据产品生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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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合作组织中，JAXA主要负责载荷的研制，此外还负责载荷定标、卫星的发射、管理

和操作，以及将原始数据处理为 L1 级产品。NIES 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载荷参数要求，提供较

高级别的数据产品（包括L2的温室气体浓度及L3和L4的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及全球分布图），

研究数据处理流程和方法、数据质量验证等，此外还负责数据的存储和分发。MOE的主要职

责是配合 JAXA进行载荷开发，并通过对GOSAT数据的检验和使用来辅助环境决策。

地面系统方面，NIES 建立了 GOSAT 的数据处理和分发机构（Data…Handling…

Facility，DHF）。当 JAXA 接收到GOSAT 数据并进行了 L1 级产品处理以后，数据将会

被转交给GOSAT…DHF。GOSAT…DHF将使用GOSAT数据和其他来源的参考数据来反演

CO2和 CH4的柱浓度、月平均分布数据以及碳通量数据。GOSAT各级数据产品及生成关

系见图 2。

图 2  GOSAT 地面数据产品及生成关系

表 2中列出了GOSAT…DHF将提供的标准数据类型。

表 2…GOSAT…DHF提供的标准数据产品

产品级别 传感器 产品描述

L1A
FTS TANSO-FTS获得的干涉图数据

CAI TANSO-CAI 获得的原始数据

L1B
FTS 通过对 Level…1A 数据傅里叶变换获得的光谱数据

CAI 从原始数据中分离出各波段，并进行几何校正

L1B+ CAI 对 L1B 的 CAI 数据进行地图投影

L2 FTS
CO2柱浓度

CH4柱浓度

L3 FTS
将 CO2柱浓度制作成分布图（月 / 季度平均）

将CH4柱浓度制作成分布图（月 / 季度平均）

L4A - 亚大陆尺度的 64个区域的CO2波动情况（月平均）

L4B - CO2全球分布数据（三维分布，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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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XA主要负责 TANSO-FTS的…L1A 数据生成 L1B数据，获取探测区域的温室气体辐

亮度吸收光谱数据，处理过程主要包括坏区域标记、零光程差定位、相位校正、低频误差校正、

傅里叶变换等环节，详细的处理流程如图 3所示。

图 3  L1A 到 L1B 数据处理流程

NIES主要负责由 L1B生成最终所需的 L4数据，处理流程如图 4示。

图 4  L1B 到 L4 数据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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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 技术进展

1  星载 SAR 技术进展

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是一种主动式微波成像传感器，通

过发射宽带信号，结合合成孔径技术，SAR能在距离向和方向上同时获得2维高分辨率图像。

与传统光学遥感和高光谱遥感相比，SAR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的成像能力，还有一定的穿透性，

获得的图像能够反映目标微波散射特性，是人类获取地物信息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

截止到2012年，全球约有20个星载SAR系统在轨，16个星载SAR在建；在未来10年，

美国计划发展 10个左右的星载SAR系统，欧空局计划发展 16个，德国计划发展 6个，加拿

大计划发展 3个，日本计划发展 3-5 个星载SAR系统。“十二五”期间，星载SAR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是我国对地观测领域重点发展的方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星载SAR正朝着能够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丰富、细致的目标信

息的方向发展。现阶段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分辨率宽测绘带 SAR

由于受到脉冲重复频率的限制，传统星载 SAR不能同时实现高分辨率和宽测绘带。目

前，利用方位向多通道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潜在方案。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矛盾，世界著名的

SAR研制单位EADS、DLR和 JPL 把多通道技术引入到了目前和未来的星载SAR系统设

计中。为了将多通道技术应用于星载SAR系统设计，目前迫切需要开展高分辨率SAR图像

应用及特征目标散射机理、通道的一致性、多通道雷达信号冗余机理、多通道数据压缩等基础

理论与核心关键技术的研究。

（2）多基星载 SAR

多基星载SAR是指发射机和接收机分别被安装在不同卫星平台上的一种SAR系统。通

过灵活配置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相对位置，该系统能够扩展传统单基SAR的功能、并提高SAR

的性能，多基星载SAR具体应用包括：多基SAR干涉、运动目标检测、多种平台系统成像、

多维成像技术及其应用等。对 3维和 4维 SAR成像技术的探索，已经成为近年来星载SAR

技术及应用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

●多基SAR干涉

多基星载…SAR…能够灵活配置卫星轨道间垂直轨迹向上的间距，形成多条不同长度的基

线，结合长、短基线的优势，能够获得较高的高程测量精度。目前唯一一套在轨的多星干涉系

统是德国的 TerraSAR-X/TanDEM-X，它由两颗X…波段星载SAR…系统 TerraSAR-X…和

TanDEM-X…组成，一次飞行可以得到多幅双基干涉高程图和单基干涉高程。

●运动目标检测

除了能够通过干涉获得地面高程信息外，多基星载SAR…还可实现运动目标检测。在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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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过时同时获得长、短基线，通过灵活配置卫星数量和基线组合，多基星载SAR…增大了系统

自由度，兼顾地面快、慢速运动目标的检测、测速和定位能力，增大了动目标可测速范围。

●多种平台系统成像

星载…SAR…可通过天、空、地基相结合，高、中、低分辨率互补充而形成空时协调的多基

对地观测系统。这一系统能够准确有效、快速及时地对重点军事区域进行远距离灵活安全探

测，对重点基础设施进行长期稳定监测。例如，德国使用…TerraSAR-X…和欧洲最先进的机载

SAR系统PAMIR进行双基混合实验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多维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常规…SAR…通过距离脉冲压缩与方位向合成孔径技术，只能获取 2…维平面信息，却不能获

取地面的高度信息。然而越来越多的军事与民用需求已不满足于 2…维 SAR…成像，希望对目标

实现真正 3…维甚至 4维 (3 维空间域 +时间域 ) 信息提取。3维 SAR技术成像通过 2…维合成

孔径技术和发射宽带信号来实现 3…维成像，在 3维成像的基础之上，通过差分技术又发展出了

4…维 SAR技术。

（3）多极化 SAR

多极化SAR技术利用电磁波的全矢量特性，能够获利目标的极化散射回波特性。由于目

标的介电常数、物理特征、几何形状和取向等对电磁波的极化方式比较敏感，因而与单极化相比，

多极化SAR技术可以大大提高SAR获取目标信息的能力。这项技术在军事侦察、农作物估

产、环境灾害监测、资源勘探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现阶段的热点研究技术包括：多极

化合成技术、目标最优极化、目标的多极化分解、多极化SAR图像分类，此外还包括多极化

SAR的目标检测与识别。

（4）超小型星载 SAR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 SAR 技术体制的创新，星载 SAR 载荷系统重量从最初的

2000 － 3000…kg，发展到目前的 300－ 700…kg，甚至是 10…kg 以下，在载荷重量上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超小型SAR系统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技术含量高、研制周期短、制造费用低、

发射灵活和不易被摧毁等一系列优点，而且能较快地采用新技术成果、容易发型、研制规模小、

生产效率高、适应性强、便于管理、风险性低，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例如，德国的

SAR-Lupe，整星总重量仅为 770kg，该星载SAR通过卫星平台转动实现成像，获得了 0.5

方位分辨率。SAR小型化还是实现深空微波探测的重要技术途径，美国和印度就使用超小型

SAR系统MiniSAR实现了对月球的探测。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目前已研发了一部总重量小于

2kg 的机载微型SAR系统，其分辨率为 0.2m。

（5）多模式星载 SAR

随着天线技术的进步与星上处理能力的提高，现阶段的星载SAR可实现多模式工作（如

加拿大的RadarSAT-2，德国 TerraSAR-X等），根据对测绘带宽和分辨率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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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条带、扫描、聚束、滑动聚束 4种模式之间切换，还可利用多极化通道接收回波，实现

多极化观测。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最新、最先进的多模式空间SAR…系统 X-37B，如图所示。它是

美国NASA…于 1999…年正式启动的Boeing…X-37( 也称Orbital…Test…Vehicle) 无人航天飞行

器SAR…项目的第2…代产品，即X-37A…的改进产品。其运行在410km…高度的太阳同步低轨，

工作于X…波段。该系统具有基于步进频线性调频波形和距离向子带合成技术的超高分辨SAR…

成像模式，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子带个数和发射时序，能够实现 0.08 － 0.8…m…的超高斜距分

辨率。

图 1  Boeing X-37 SAR 在太空的形态

（6）多传感器数据整合

将星载SAR传感器和其它空间传感器进行有效融合是未来航天对地观测技术的重要发展

方向之一利用多源遥感数据整合技术获得对同一目标的更为客观、更本质的认识，可增强系统

的抗干扰性能和伪装识别能力，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提高图像的空间分

辨率，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获取信息的能力。在军事领域，多传感器数据融合被应用于战机、

机场、舰船、坦克等重要军事目标的检测、定位、识别与追踪、反伪装、战场监视、藏匿武器

的监测、打击效果评估等诸多方面。在国土资源开发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如植被覆盖的统计分析、

农作物产量估计、城市规划、测绘、自然灾害预测与评估等等。

总之，为进一步满足人类对地球多维空间信息的需求，星载SAR将以多通道、多基地、

多极化、多模式优化配置、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等技术为手段，以快速获取地球与空间的多维动

态信息为目的，将人类融入一个高分辨率、宽测绘带、多层次、多维、多角度、多模式协同工

作的对地观测新时代。

2  双基 SAR 技术进展

双基合成孔径雷达（Bistatic…Synthetic…Aperture…Radar，BiSAR）系统通常是指

空间中收发天线分置于不同平台的 SAR 系统。与传统单基 SAR（Monostatic…SAR，

monoSAR）系统相比，BiSAR系统具有如下优势：接收机“静默”工作，隐蔽性好、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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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干扰能力强；可以获取目标多视角散射信息，利于目标数据融合；部署灵活，甚至可以选用

导航卫星、通信卫星系统等作为外辐射源。

上世纪 70年代末，美国率先开展BiSAR系统的研究工作，通过理论研究和一系列机载

和星机BiSAR实验，初步解决了诸多BiSAR系统难题，并验证了BiSAR技术的可行性。由

于技术问题和缺乏有效的成像算法，上世纪 90年代后期的研究受到了限制。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机载和星载SAR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BiSAR研究热潮，尤其是欧洲地区。

近 10年以来，德国应用科学研究所（FGAN）和德国宇航局（DLR）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机载、

星载和星地等几何配置下的BiSAR实验，得到了非常好的实验结果。英国各大科研机构，如

伦敦大学（UCL）和伯明翰大学（UoB）等，开展了机载、基于非雷达外辐射源等几何配置

下的BiSAR实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实现了基于干涉应用的静止接收BiSAR实验。

此外，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也积极开展了BiSAR系统的科研工作。在各项实验的

推动下，BiSAR成像算法的研究工作也逐渐深入并不断完善，如基于Smile 算子、LBF算子、

级数反转算子等思想的成像算法。在国内，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电子学

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也陆续开展了机载双基、星地双基等几何配置的BiSAR系统实验和成像算

法、干涉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目前，主要的 BiSAR 系统主要由在机载、星载和基于外辐射源三大类，其中，星载

BiSAR系统还分为星地、星机和星载三类。

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物理分离，发射和接收采用两套电子设备，同步

处理成为首当其冲的难题，主要包括 3个方面：波束同步、时间同步和频率同步。在已有的各

类BiSAR系统实验中，同步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例如波束同步不仅可以通过严格

的波位设计来保证，并且可以利用比较复杂的波束追赶法来实现；时间同步既可以通过跟踪直

达波、高精度铯原子钟、连续采集等方法直接实现，也可以基于数据的自适应思路进行处理；

频率同步可以利用高精度频率源保证，但是直达波同步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处理方法。

图 2  TerraSAR-X/PAMIR 星 -地双基工作示意图

除去同步处理之外，高效、精准的成像处理是BiSAR系统实现的另一大难题，其困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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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于两方面。首先，目标的斜距历史是目标到发射机与到接收机的斜距之和，是一个双根

号表达式，如果将驻定相位原理应用到系统多普勒频谱相位的求解中，则得不到驻点的解析表

达式，从而得不到解析的回波频域表达式。其次，发射机与接收机位于不同运动平台，导致目

标场景内不同位置目标回波聚焦参数的变化非常严重，即聚焦参数随目标位置空变，这里的空

变性一般表现为 2维空变，即不仅不同距离门内的聚焦处理也需要不同的多普勒参数，同一距

离门内的聚焦处理也需要不同的多普勒参数。对于BiSAR系统成像处理，德国的Ender 教

授提出将其分为 5个阶段解决的思路，从易到难分别为：单基地模式、跟随模式、空不变模

式、等速模式和一般轨迹模式。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工作，对上述 5个阶段已经提出了不同的

BiSAR成像算法进行解决。其中，BP算法虽然处理效率低下但仍然是目前在BiSAR实验数

据处理中应用最广泛的成像算法；基于级数反转的算法可以得到一般BiSAR模式回波的解析

频谱，但是其表达式极其复杂；并且现有成像算法对聚焦参数空变性的处理均存在局限性，如

何给出一个高效、精确和适应性强的BiSAR成像处理算法仍旧是雷达领域的研究热点。

3  圆迹 SAR 技术进展

圆迹SAR（Circular…SAR，CSAR）是近年来为满足精细观测需求而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一种全方位高分辨率 3维成像模式。常规SAR的成像模式依赖于传感器平台的直线飞行轨迹

及侧视成像几何来获取观测场景在 2维斜距面上（方位-斜距）的投影图像，其距离分辨率、

方位向分辨率分别由发射信号带宽和方位多普勒带宽决定。该成像几何下，一方面存在由于地

形起伏的迭掩、透视缩短和阴影等SAR影像固有变形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合成孔径积累时间

内观测视角受限，仅能获取观测对象在某小范围方向上的后向散射，给SAR图像解译和目标

识别带来了特殊的难点和问题。

与常规直线轨迹SAR模式不同，CSAR模式以雷达随平台作 360°圆周运动、波束始终

指向同一场景区域为主要数据获取几何。这种观测几何下，CSAR通过对观测场景的 360°

全方位观测，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1）能够获取目标在各方向的散射特征，提高目标识别

和地物分类精度；（2）拓宽波数域有效带宽，理论分辨率达亚波长量级，使低波段高分辨成

像成为可能；（3）所形成的圆周合成孔径能够获取目标的 3维位置信息，突破了常规直线轨

迹SAR只能获取 2维斜距图像的局限，能有效减小甚至消除迭掩、透视缩短和阴影等现象。

因此，依据这些独特优势，CSAR在高精度测绘、灾害评估和精细资源管理等领域具有鲜明

的应用潜力，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的关注。

CSAR的概念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就被提出，以解决常规直线轨迹SAR的小角度观

测几何对目标识别存在的漏警问题。上世纪 90年代至本世纪初，CSAR成像技术研究主要为

成像机理研究，验证手段为点目标仿真及可控暗室实验。这一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标准

CSAR模式下的简单目标成像。期间，国内多个科研院所也开展了圆迹SAR成像技术的相

关研究，包括：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民航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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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等。2004 年开始，法国宇航局（ONERA）、瑞典国防研究院（FOI）、

德国宇航局（DLR）以及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相继利用机载试验平台开展了

CSAR飞行实验，挖掘CSAR在对地观测中的应用优势，最具代表性的CSAR机载实验

有：VHF波段CSAR对植被覆盖下隐蔽目标的识别；X波段CSAR的 DEM获取；L波段

CSAR全方位成像；P波段CSAR全方位成像。

图 3  DLR 获取的 L波段全方位圆迹 SAR 图像与常规 SAR 图像的细节对比

作为一种新兴模式，CSAR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虽然国内外已通过多次机载试验验证

了其可行性和成像效果，但仍有不少关键技术有待解决和完美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雷达系统

方面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高精度导航技术、高精度波控技术等；信号处理方面的关键技术主

要包括：成像处理技术、运动补偿技术、旁瓣抑制技术等。如何与特定应用结合，以最大限度

发挥CSAR的优势，是专家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CSAR成像技术的后续工作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多维度散射特性研究及目标识别、3维高精度土地覆盖分类、DEM反演与正射成

像相结合的精细测绘。

国内外地震电磁卫星简介
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难题。首先，地球具有不可入性，地下发生的变化只能通过对地表的

观测来推测以及用地震学统计方法来推算得到。其次，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十分复杂，

不同地震构造环境、不同时间阶段、不同震级的地震都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孕育过程；第三，地

震的发生是小概率事件，全球每年都有地震发生，有些还是比较大的地震，但对于一个地区来

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从几百年到上千年不等，要获得用于科学研究的大量信

息，在有生之年非常困难。当前，科研人员所做出的预报，特别是短临预报，主要以经验性为主。

总结起来，制约地震预测水平的主要困难，一是地球科学家们对于地震发生机理缺乏足够的认

识，二是地震预测受到观测技术的严重制约。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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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对现代地壳运动、地球内部结构、地震震源过程、地震前兆图像的观测，

在分辨率、覆盖面、动态性等方面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一些国家已开展地震卫星技术的应用

研究，应用现有的卫星观测信息开展了包括GPS、卫星电磁、InSAR、红外、卫星重力等方

面的研究并揭示了观测信息与地震活动的区域性和局域性异常的关联性，初步显示了空间对地

观测在地震预测研究中的巨大应用前景。

近几十年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地震与电离层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这为地震卫星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震例和理论基础。利用卫星捕捉电磁前兆将成为地震短临预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地震电磁卫星是目前地震监测卫星发展的主要方向，各国从本世纪初开始，竞相发展自身的电

磁卫星计划：继俄罗斯、法国、美国、乌克兰先后发射专用的地震电磁卫星之后，俄罗斯、乌

克兰和美国已经启动其后续卫星计划，日本、欧空局等也正在酝酿其相应的地震电磁卫星计划。

我国也计划于 2017 年发射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

由地震活动引起的电离层与磁层扰动研究开始于 1964 年的阿拉斯加地震，之后，利用卫

星观测数据研究地震引发的电离层效应越来越广泛。卫星观测到的地震电离层扰动现象主要

有：电磁辐射、等离子体参数变化及高能粒子沉降等。近年来，已有很多文章报道过卫星飞过

震中附近区域记录到电磁辐射异常及电离层参数扰动等现象。国际上用于观测到此类扰动现象

的卫星主要有：Quakesat（2003）、DEMETER（2004）、COMPASS-2（2006）、

ESPERIA（2007）等。各个卫星观测到的具体的物理量都不同，实际应用中达到的效果也不

尽相同。

本文主要介绍目前几个主要地震卫星和即将发射的中国电磁监测试验卫星的观测物理量和

地面系统，这些卫星将是未来科学家们进行地震电离层效应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

（1）Quakesat 卫星

Quakesat 是斯坦福大学空间系统发展实验室和QuakeFinder 公司基于CubeSat 平台

联合开发的一颗小型卫星，于 2003 年 6月发射进入高度为 840km的太阳同步轨道，主要用

于研究ELF磁场信号与地震岩石破裂的关系，进而预测地震活动。Quakesat 仅装载一个单

分量极低频磁传感器，重 4.5kg，用以监测ULF频段地震电磁前兆信息。

Quakesat 卫星地面系统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Stanford 地面站：负责卫星的测控，上传任务指令，下载科学数据和卫星辅助数据。将

接收到的数据通过 FTP传输给QuakeFinder 任务控制中心。该地面站是无人值守的，全部

工作自动完成。

阿拉斯加 Fairbanks 地面站：是Stanford 地面站的补充，由于其纬度高接近北极，使

得地面站与卫星通讯的次数从每天6次增加到17次。该站主要负责卫星轨道的测定和数据接收。

QuakeFinder 任务控制中心：QuakeFinder 任务控制中心是卫星的全面管理中心，负

责卫星测控命令的生成、与用户交流安排卫星工作任务以及卫星数据的处理存档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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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METER 卫星

法国DEMETER（Detection…of…Electro-Magnetic…Emissions…Transmitted…from…Earthquake…

Regions）卫星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成功发射，采用极轨椭圆轨道，轨道倾角 98.3 度，轨

道高度 710km，2005 年 12 月中旬轨道降至 660km。DEMETER卫星载荷如下：

ICE：电场探测仪，用 4 个球形电场传感器探测电场的三分量，频段范围为

DC~3.5MHz。

IMSC：感应式磁力仪，测量磁场的三分量，频段范围为几Hz~18kHz。

ISL：朗缪尔探针，测量电子密度和温度。

IAP：等离子体分析仪，测量离子密度、成份、温度和速率。

IDP：高能粒子分析仪，测量能量范围在 70keV~0.8MeV的高能电子通量。

DEMETER卫星的目标是探测地震和火山活动引起的电离层扰动。过去 20年，有大量

文章报道过与地震活动有关的电磁辐射。相应的测量覆盖了很大范围，从ULF到 HF频段，

并且既有地面观测数据也有卫星探测到的数据。电场探测仪（ICE）是以宽频段及高灵敏度对

DC-AC电场进行连续观测，从而在电离层探测到可能由地震活动引起的静电湍动或电磁波扰

动。等离子体分析仪（IAP）实验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电离层等离子体状态特征，从而探测与地

震活动有关的扰动及提供等离子体参数，以便分析电场探测仪和磁场探测仪获得的数据。在地

球辐射带，波与高能粒子相互作用过程中，粒子速度矢量与磁场矢量的角度可以改变，并且粒

子因此能够沉降到高层大气。高能粒子分析仪（IDP）实验的目标就是测量当高能粒子与波相

互作用时沿轨道的上述改变及高能粒子的能量，特别是靠近震中时。

Demeter 卫星地面系统主要包括七个部分：

测控站：通过S波段与卫星通信，接收卫星运行参数，给卫星发送指令。

科学数据接收站：通过X波段接收卫星有效载荷获取的科学数据。

控制中心：主要功能是业务运控计划管理、卫星和有效载荷监视管理、指令处理以及提

供辅助数据。

任务中心：是Demeter 卫星地面系统的中枢部分。它包括三部分：数据处理系统、数据

管理和网络数据服务系统、有效载荷科学计划系统。数据处理系统主要任务有数据获取、辅助

数据处理、数据预处理（L0）、Quicklook 数据处理（L0’）、物理值处理（L1）、仪器标

定、高分辨率显示（L2）。数据管理和web数据服务系统负责科学数据存档、数据web服务。

有效载荷科学计划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有效载荷计划生成。

数据中心：用于卫星数据分时间和等级的保存。

地震数据提供部门：负责提供地震数据。

科研部门：是卫星数据的用户，它们向Demeter 任务中心定制数据，开展相关研究和应

用推广工作，并反馈数据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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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PASS 电磁卫星

俄罗斯COMPASS-1（Complex…Orbital…Magneto-Plasma…Autonomous…Small…Satellite）

卫星于 2001 年 12 月 10 日发射成功，但由于遥测系统失败，卫星未能接收到任何信息。

在 2006 年 5 月 26 日 COMPSS-2 卫星成功发射。目的是探测由灾难性事件，如地震、热

带飓风、强磁暴等引发的大气层、电离层和磁层的异常物理现象。卫星轨道参数为：近地点

400~500km，远地点 620km，倾角 79 度。COMPASS-2 卫星星上载荷用来研究 DC-

15MHz 范围内的电磁辐射、获得等离子体分布结构及测量高能粒子通量。这将有助于理解不

同异常现象在形成及发展阶段发生的物理过程。COMPASS-2 科学载荷如下：

PES（或 TEC）（Total…Electron…Content…Detector）：TEC探测器，利用横越电离

层的卫星和GPS系统探测电子浓度的垂直分布（从低层电离层到卫星高度），目的是研究全

球电离层垂直剖面，分析人为因素对电离层等离子体的影响以及自然因素在地球大气层中引发

的效应，包括地震区域上空产生的效应。

MAYAK（Dual…Frequency…Radio…Transmitter）：双频无线电发射机，在地震活跃区

上空探测波的时空分布及电子浓度。

RFA（Radio…Frequency…Analyser）：无线电频率分析仪，记录 100kHz~15.1MHz

频段等离子体辐射的电场成份。

NVK（Low…frequency…wave…complex）：低频电磁波综合观测仪，记录ULF和 VLF

频段辐射爆发，在ULF/VLF 频段探测地震活动和电离层电磁场变化之间的联系。

TATYANA（Radiation…and…Ultraviolet…Detector）：辐射及紫外探测器，研究地球大

气层中的辐射、宇宙射线及紫外线；研究宇宙辐射的不同成份（质子、电子等）对空间环境的

影响。

（4）意大利 ESPERIA 卫星

意大利ESPERIA（Earthquake…investigation…by…Satellite…and…Physics…of…the…Environment…

Related…to…the…Ionosphere…and…Atmosphere）卫星致力于研究天然源和人工源引发的电磁

现象及其在大气层、电离层和磁层产生的扰动。该卫星设计为地球同步圆形轨道、倾角11.5度、

高度 813km，2007 年 10 月发射升空。ESPERIA 与 DEMETER的主要区别是轨道倾角、

测量方式及一些仪器参数的不同。DEMETER的极轨更适合监测沿磁力线圆形极化的波，例

如哨声；并且在其与电离层高能粒子相互作用过程中能更好的跟踪观测这类波。而ESPERIA

的近赤道轨道能更好地探测高能粒子沉降和经向漂移。过程中的粒子爆发（由震前超低频电磁

辐射引起），有利于探测到尽可能多的由地震活动引起的震前粒子爆发。ESPERIA 有一些更

精确的测量技术，但 11.5 度的倾角使得卫星将只能记录近赤道的地震效应。

ESPERIA 科学载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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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Particle Detector Analyser）：粒子探测分析仪，用于在很宽能量范围内

（~300keV-2GeV）监测带电粒子（通量强度、粒子鉴别、能量和投掷角）。

LP&RPA（Langmuir…Probe…and…Retarding…Potential…Analyser）：朗缪尔探针和延

迟电势分析仪，用于研究电离层的等离子体参数，比如热电子及低能离子。它可以测量等离子

体密度、电子温度、等离子体电势和离子能谱。

EFA（Electrical Field Analyser）：电场分析仪，由 6个偶极天线，10 个传感器组成。

主要用于研究DC-5MHz的电场。

MAFA（Magnetic Field Analyser）：磁场分析仪，主要用于研究DC-100kHz的磁场。

由两类传感器组成，三分量磁通门磁力仪用于探测DC-10Hz 的低频探测，三分量感应磁力仪

用于探测更高频率的磁场。

（5）中国电磁监测试验卫星

我国的电磁监测试验卫星轨道计划采用太阳同步圆轨道，轨道高度为 507km，轨道倾角

为97.4度。根据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对探测物理量的需求，即对空间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

高能粒子等物理量的观测需求，我国电磁监测试验卫星有效载荷将配置电场探测仪、高精度

磁强计、感应式磁力仪、等离子体分析仪、高能粒子探测仪以及朗缪尔（Langmuir）探针和

GPS掩星接收机、三频信标机等。电磁监测试验卫星载荷探测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1…电磁监测试验卫星载荷配置方案

探测内容 探测物理量 配置载荷

电磁场
磁场强度

高精度磁强计

感应式磁力仪

电场强度 电场探测仪

等离子体

总电子含量 GNSS掩星接收机

三频信标发射机电子密度剖面

离子密度

等离子体分析仪
离子温度

漂移速度

离子成分

电子密度
朗缪尔探针

电子温度

高能粒子

质子能量、通量

高能粒子探测器
电子能量、通量

粒子鉴别
投掷角

X射线能谱

电场探测仪主要用于测量电场的三分量；感应式磁力仪和高精度磁强计主要用于测量磁场

的三分量；高能粒子探测器由低能段载荷（LEPD）、高能段载荷（HEPD）和太阳X射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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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SXM）三部分构成；等离子体分析仪是用于测量电离层低能等离子体参数的仪器，探

测离子成分包括H+、He+和O+；朗缪尔探针主要用于测量加载电压和收集电流的对应关系，

即伏安特性曲线，对伏安特性曲线进行数学物理反演获得电子密度和温度；三频信标发射机通

过发射相位相干的VHF、UHF和 L三频段无线电信号，伴随卫星在轨运行实现对地球上空的

电离层进行垂直扫描；GNSS掩星接收机的原理是GNSS卫星发射的电波信号被地球大气所

遮掩，经过地球大气和电离层折射后到达GNSS接收机，接收的GNSS信号中包含了地球

大气和电离层信息。

电场探测仪、感应式磁力仪、GNSS 掩星接收机、等离子体分析仪、朗缪尔探针五个有

效载荷具备巡查和详查两种工作模式。采用何种工作模式及该种工作模式工作的时间和地点

由地面上行指令控制。高精度磁强计、高能粒子探测器采用不变的工作模式。三频信标发射

机在指定区域工作，第一阶段考虑在我国首都圈地区和南北地震构造带开机工作。随着地面

系统建设的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在卫星使用规范允许的条件下，陆续开展在其他地区

的观测。

太赫兹探测技术在遥感中的应用
太赫兹（Terahertz，THz）通常是指频率在0.1THz～10THz（波长为0.03mm～3mm）

的电磁波。它的长波段与发展较为成熟的微波、毫米波（亚毫米波）相重合，主要依靠电子学

科学技术；而它的短波段与红外线相重合，其发展主要依靠光子学科学技术，可见，THz 波

是宏观电子学向微观光子学过渡的频段，在电磁波频谱中占有很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由于

缺乏有效的THz辐射产生和检测方法，导致THz频段的电磁波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应用，被

称为电磁波谱中的THz空隙（THzgap）。

（1）太赫兹波的性质与特点

由于 THz 波在电磁波谱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与微波、毫米波和光波相比，THz 波具有许

多特殊的性质与特点：

THZ光子能量和黑体温度很低。频率为 1THz 的电磁波的光子能量只有大约 4meV，约

为X射线光子能量的百万分之一，与其相比具有低能性，不会对生物组织产生有害的电离，适

合对生物组织进行活体检查。

大分子物质对 THZ的吸收具有“指纹”特性。物质的生物大分子的低频振动和转动能级

都落在THz波段范围。大分子物质都有特定的振动和转动能级，能够对THz波产生特定的吸

收，具有明显的“指纹”特性。

THz波具有选择吸收特性。THZ波可以透过一些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不透明的非金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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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极性的物质，如密封的包裹、纸板、塑料、衣物及鞋子等具有部分透过特性，但是对于极性

的水分子、氨分子、SO2等展现出高吸收与指纹特性，因此具有选择吸收特性。

THz的时域频谱信噪比很高。这使得THz非常适用于成像应用。

THZ比无线电优势明显。与无线电及微波相比，THz的频率高，带宽很宽（0.1THz～10THz）。

（2）国内外太赫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现状

在美国，有数十所大学都在从事 THz 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实验室都在开

展THz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美国国家基金会（NSF）、国家航天局（NASA）、能源部（DOE）

和国家卫生学会（NIH）等从 90年代中期开始对THz科技研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近年来，

以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等为中心，积极推进以国防为主要目的的尖端技术开发和

超高速电子领域的相关项目研究。

在欧洲，政府和企业围绕THz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研发日益活跃。

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浦项科技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台

湾清华大学等都积极开展 THz 研究工作，日本于 2005 年 1 月 8日，公布了日本国十年科技

战略规划，提出十项重大关键技术，将THz列为首位。

在我国内地，以“太赫兹科学技术”为主题的第 270 次香山科学会议被认为是我国 THz

研究工作的里程碑。2005 年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召开了以THz科

学技术为主题的第 270 次香山科学会议。此后，THz 科学技术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逐步

加大了对 THz 研究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力度，2007 年科技部设立了 973 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逐年增加了多项 THz 相关重大、重点及面上研究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支

持下，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天津大学

等单位在基于真空电子学、光子学、量子级联激光器的 THz 辐射源、超导探测、特殊材料、

成像及波谱分析等领域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结果，逐渐在国际 THz 科学技术

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太赫兹技术在遥感中的应用

由于 THz 波与其他电磁波段相比具有诸多独特的性质，使得它在许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应用价值，例如：环境监测、军事领域、卫星通信与雷达、反恐与安全检查、医学诊断

及成像。其中，THz波以及亚毫米波在大气遥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大气中的微粒对光束有散射作用，散射强度与波长的四次方成反比。当不存在吸收物质时，

THz 波的衰减低于可见光。一般当大气中存在的微粒尺寸与探测波长接近时，探测信号会明

显改变，因此使用THz波可以监测沙尘天气。更重要的是在该波段内许多分子有特征吸收线，

可以用来探测大气中特定种类或相态的踪迹成分，如水气、冰云、臭氧等，从而给出有关对流

层和平流层中上升气流运动的信息，实现环境降水分布监测。

THz 波对因人类活动而排放的含氯、氮、硫、氰废气有特殊的敏感性，可用于臭氧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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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保监控。THz波段覆盖着地球 50%以上的长波辐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了解全球变

暖过程的重要波段。由于处在无线电波与光波的中间区域，THz 波可以综合表现出两者的各

自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兼有无线电波的透过性和光波的方向性（比如，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日本国家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所（NICT）的相关研究表明，THz 波段是最适合用来观测

几百微米大小的冰云颗粒的。他们也开始认识到，THz 波段也非常适合用来对地球大气层中

存在的水蒸气进行观测。例如，利用 THz 水蒸气观测技术的灵活性和敏感性，人们有可能提

供城市地区的局部暴雨预报。

星载激光测高仪及其数据处理技术
星载激光测高仪（Satellite…Laser…Altimeter，SLA）是一种安置在卫星上的主动式的激

光遥感设备，它利用激光测量卫星与地面目标之间的距离，结合星上的位置和姿态数据，从而

获取目标的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Elevation…Model，DEM）。星载激光测高仪硬件系统主

要由发射和接收系统组成，其结构原理见图 1所示。

 

位置/姿态系统 接收系统 发射系统 

图 1  SLA 系统的硬件组成原理

图 1中的位置 / 姿态系统是由卫星平台提供，不属于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本身。发射系统

主要由激光器和发射天线组成，它负责产生规定指向的脉冲激光。接收系统主要由接收望远镜、

探测器及其电子系统组成，它负责接收由目标散射回的激光束，并对回波光信号进行光电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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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号处理。

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的工作原理为：激光测高仪持续地向被测目标发射激光脉冲，激光脉

冲穿过大气到达被测目标，经目标散射后产生后向散射回波。由于被测目标的类型和高度分布

复杂多变，因此，后向散射回波的波形分布也相应地会发生改变，其示意图见图 2。不同的波

形分布对激光测量精度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而对回波信号的分析和处理至关重要。

…

图 2  不同目标散射回波的波形分布

目标的后向散射回波再次穿越大气被测高仪上的望远镜接收，经由光电探测器件的光电转

换和滤波过程将激光脉冲回波转换成电脉冲回波。通过对电脉冲回波数据的处理进而获取卫星

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由于星载激光测高仪原始数据受到目标展宽、大气延迟、噪声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回

波信号的信噪比降低，使得激光测距的精度发生降低。同时，考虑到星载激光测高仪获得的测

距信息仅仅是建立在瞬时坐标框架下，导致其数据的可用性下降，因此，必须开展星载激光测

高仪关键技术的研究，解决回波弱信号提取、激光测距数据改正、激光脚点定位建模及误差分

析等核心问题。

（1）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的发展

星载激光测高是一门新兴技术，在地球科学和行星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目前，世界

上很多国家都在开展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的研制工作。其中，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相继研

制成功了各自的激光测高仪系统。

● 火星观察者激光测高仪MOLA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星载激光测高系统研究的国家。1974 年“阿波罗”登月宇宙飞船

上就应用了激光测高技术，这是世界上首个星载激光测高系统。由于当时器件水平的限制，星

载激光测高仪的平面和高程精度较差。进入 90年代，星载激光测高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88 年和 1996 年，NASA研制的火星观察者激光测高仪 1号和 2号（MOLA-1，2）进入

火星轨道，用于绘制火星表面的数字模型，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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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OLA 系统及其测得的火星表面地形图

MOLA-2 是由美国的火星勘探号宇宙飞船所携带，其飞行轨道高度约为 400km，能够

以 300m的间距分辨率探测火星表面的轮廓。MOLA-2 系统对回波信号不进行记录，而是利

用其接收系统中的电子线路对回波信号的时间重心、均方根脉宽和能量等统计参量进行分析和

解算，进而获取高精度的激光测距信，其激光测距精度可达到 37cm。

● 对月观测激光测高仪系统Clemetine

1994 年由弹道防卫组织和NASA联合研制的对月观测Clemetine 号发射升空，开始了

对月球表面的探测，以获取表面的有关信息。图 4给出了Clemetine 激光测高仪系统的实物

及其绘制的月球DEM模型。

图 4  Clemetine 激光测高仪系统及其测得的月球表面地形图

Clementine 系统中的激光测高系统由美国的 LLNL 公司制造，该测高仪的测距范围为

500km-640km，水平和垂直分辨率分别为100m和40m。Clementine系统不记录回波信号，

仅仅是对回波信号设置一定的阈值，以减小信号的虚警概率增加激光测距精度。但是，考虑到

阈值法忽略了回波信号的波形形态分布，其获取的激光测距精度较低，仅为 40m。

● 小行星激光测高系统NLR

1996 年，NASA研制的第一个观测空间小行星的激光测高系统NLR进入太空，NLR是

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小行星轨道的激光测高仪，它搭载在尼尔（NEAR）宇宙飞船上，用于测量

宇宙飞船和厄洛斯（Eros）之间的距离。图 5给出了NLR系统的实物及其绘制的NEAR行

星的DE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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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LR 激光测高仪系统及其测得的 NEAR 行星地形图

NLR激光测高仪的测距范围为 50km，在距离行星表面 6.4km处的激光脚点直径约为

1.5m，水平分辨率约为 3.7m。由于采用阈值法来获取激光测距信息，其测距精度也较低，但

是考虑到激光测距精度与测距范围成反比关系，因而其测距精度相对Clementine 系统而言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其值约为 1m。

● 地球科学激光测高仪系统GLAS

2003年，NASA用美国delta-2火箭，成功发射了“激光测高仪试验卫星 ICESat（Ice，…

Cloud，…and…land…Elevation…Satellite）”，这是第一颗实验型激光测高仪卫星，它是“地

球观测系统”（EOS）计划中的一颗卫星，由NASA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主持GLAS的研

制和科学应用。星上装载了一台地球科学激光测高仪系统（GLAS）。图 6是GLAS系统及

其测得的南极冰层覆盖图。

…

图 6  GLAS 系统及其测得的南极冰层覆盖图

GLAS是新型的星载激光测高仪，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台具有高速回波信号存储、处理

与传输功能的星载激光测高系统。通过对回波信号的事后分析与处理，能够实现冰层距离与倾

斜等信息的精确反演，其高程残差平方和精度（RSS）仅为 13cm。它用于观测两极冰层表面

的特征和厚度，可制作较大比例尺的冰盖拓扑图。

● 水银激光测高仪MLA

2004 年，NASA研制的水银激光测高仪（MLA）发射成功，它于 2011 年达到水星，完

成 360 天的水星表面和空间环境观测任务。基于MLA的观测数据，可以实现对水星表面、空

间环境、地球化学和距离等信息的测量。图 7是MLA系统的实物及其测得水星DE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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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LA 系统及其测得的水星地形图

MLA激光测高仪的最大测距范围在 800-1200km，其测距方式与MOLA-2 系统一致，

因而MLA系统在较低高度（200km）时的测距精度优于 1m。

● 水星激光测高仪系统BELA

水星行星轨道器（MPO）是欧洲航天局（ESA）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合作的水星探测项目，也是第 1个欧日合作的大型探测任务。MPO上搭载有BELA激光测高

仪系统，用于探测水星表面结构。BELA系统结构见图 8所示。

图 8  BELA 激光测高仪系统结构原理

MPO设计于2013年由“联盟2弗雷盖特”火箭发射，它飞行5年10个月后到达水星轨道，

在围绕水星的极轨道上将飞行 1年。

● 日本月神号激光测高仪 LALT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研制的月神号（SELENE）是环月飞行的航天器，

于2007夏天发射，轨道高度为 100km。LALT系统及其测得的月球DEM模型见图9所示。

图 9  SELENE 卫星及激光测高仪载荷

月神号探测器平台上载有激光测高仪（LALT），它是月神号平台上14种科学仪器中的一种。

其科学目的是确定月球形状，构建整个月球的地形数据库，其中包括至今探测较少的极区。在

精度和覆盖面方面，LALT…要比美国Clementine 上的测高仪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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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观察者激光测高仪 LOLA

2009 年 NASA研制的对月球观察者激光测高仪（LOLA）进入月球轨道。LOLA会为月

球绘制地图至少一年时间，它从北极转到南极再转回北极，每 113 分钟一周。LOLA系统及其

测得的月球DEM模型见图 10所示。

…

图 10  LOLA 系统组成

LOLA采用了阵列光束发射，阵列探测器接收技术。它会以每秒28次的频率发射激光脉冲，

每次脉冲由 5束激光组成，并且在接收部分采用了 5个 APD探测器件同时接收回波信号，该

技术不仅使得其测距精度达到 7.5cm，而且使测量周期从原来的三年缩短为一年。这是世界上

第一台采用该技术的星载激光测高系统。

● “嫦娥一号”星载激光测高仪

我国进行激光测高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2007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为“嫦

娥一号”研制的星载激光测高仪是我国第一台实用的激光测高仪，其结构及测得的月球DEM

模型见图 11 所示。

图 11  嫦娥一号激光测高仪结构原理

嫦娥一号激光测高仪在沿轨方向的分辨率低于 1km，测距精度为 5m，与国外同期的激光

测高仪系统有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激光测高仪系统硬件水平上，而且体现在数据

处理和分析方法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的激光测高仪系统不具备波形的记录和分析功能，因而

其仅仅作为激光测距机使用，只能获取激光测高仪至目标之间的斜距值，无法实现目标信息的

定量反演。

● 小结

根据现有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的发展状况，对其系统参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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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显示，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的脉冲能量越大、激光发散角越小、重复频率越高、望远镜面

积越大，则越有利于提高激光测距精度。但是测距精度除了与系统参数有关之外，还与回波信

号的处理方法存在紧密关系。因此，必须根据星载激光测高仪回波信号的分布规律，采取合适

的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尽可能地提高激光测距精度。

表 1……现有星载激光测高仪系统参数

激光测高仪
轨道高

度 (km)

脉冲能

量 (mJ)

脉冲宽

度 (ns)

激光发散

角 (mrad)

重复频

率 (Hz)

望远镜口

径 (mm)

CLEMENTINE 500 171@10649@532 <10 0.5@10644@532 1，8 38

LALT 100 100 17 0.4 1 200

China…SLA 200 150 <7 <2 1

LOLA 50 2.4 6 0.1 28 140

MOLA 400 42 8 0.37 10 500

NLR 50 15 12 0.235
1/8，1，2，

8
89

GLAS 600 36@53274@1064 1 0.15@5320.475@1064 40 1000

MLA <1000 20 5 <0.05 8 230

BELA 1000 50 0.05 10 250

（2）GLAS 载荷概况及其数据产品

● GLAS载荷概况

美国 2003 年发射的 ICESat 卫星在南北两极冰层表面的特征和厚度的观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ICESat 的地学激光测高系统GLAS（Geo-science…Laser…Altimeter…System）可

以精确测定卫星到反射物的激光传播时间，从而测定从卫星到地球表面以及到干扰云层和气溶

胶的距离。

激光光子穿过大气层由地球表面或云层反射后再经大气层返回，被GLAS望远镜接收到

并激发光子探测器。整个光子传播时间由测高仪精确测定。将光子的传播时间减半再乘以大气

中的光速，卫星至地球表面激光轨迹的距离就可以得到。每发射一个激光脉冲，ICESat 就利

用接受到的GPS数据计算卫星的位置。卫星 -地心连线与激光光束的夹角由整合在GLAS

上的跟踪相机测得。联合所有测得的数据计算出待测的地表每一点的位置与高程（图 12）。

图 12  ICESat 测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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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ICESat 卫星的技术参数

轨道类型
轨道高

度 (km)

倾角

(° )

截距

(km)

回归周

期 (d)

姿控

方式

轨道测

定 (cm)

质量

(kg)
尺寸 (m)

功耗

(W)

非太阳同步 590 94 15 183 三轴 5(GPS精度 ) 970 1.9×1.9×3.1 640

表 3……GLAS…的技术指标

波长

(nm)

固体

激光器

脉冲

能量

(mJ)

脉冲重

复频率

(Hz)

脉冲

宽度

(ns)

光斑

尺寸

(m)

光斑

间隔

(m)

接收

视场

(mrad)

望远镜

口径

(m)

测距精度 被测对象

532 Nd:YAG3 35 40 6 70 170 0.…15 1

75 ～ 200m( 云 / 垂直 )

150…m( 云 / 水平 )

50km( 气溶胶 )

云气

溶胶

1064 Nd…:…YAG 75 40 6 70 170 0.…475 1 10cm( 冰 / 陆 ) 冰盖陆地

● GLAS数据产品

GLAS 是 NASA 地球科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测量冰盖地形、云和大气特征及

其随时间变化；在GLAS 飞临陆地和水面上空时，还能得到沿迹方向的地形图。GLAS 系

统由NASA…Goddard 空间飞行中心（GSFC）设计制造，对外公布的数据产品共分 2级、

15 种标准数据文件，由 NASA…NSIDC…DAAC（National…Snow…and…Ice…Data…Center，…

Distributed…Active…Archive…Center）公布，截止 2011 年 11 月数据发布版本为 Release…

33。GLAS的 15 种标准数据文件的基本概况由表 4给出。

表 4……GLAS标准数据文件

GLAS标准数据文件

简称 全称 级别 数据包大小 轨道 / 数据包数 数据包数 / 天

GLA01 测高仪数据文件 1A 9…MB 1/4 56

GLA02 大气数据文件 1A 671…MB 2 7

GLA03 工程数据文件 1A 19…MB 2 7

GLA04 SRS和GPS数据文件 1A 2…MB-386…MB 2 4

GLA05 基于波形的高程修正数据文件 1B 25…MB 1/4 56

GLA06 高程数据文件 1B 7…MB 1/4 56

GLA07 后向散射数据文件 1B 827…MB 2 7

GLA08 边界层和海平面以上的气溶胶层高度数据文件 2 7…MB 14 1

GLA09 云层高度多层数据文件 2 82…MB 14 1

GLA10 气溶胶垂直结构数据文件 2 289…MB 14 1

GLA11 薄云 / 气溶胶光学能见度数据文件 2 13…MB 14 1

GLA12 冰盖产品数据文件 2 104…MB 14 1

GLA13 海冰产品数据文件 2 107…MB 14 1

GLA14 陆地产品数据文件 2 209…MB 14 1

GLA15 海洋产品数据文件 2 279…MB 14 1

表 4显示：1A级数据是系统测量的原始数据，包括测高仪 1064nm波长通道原始测量的

斜距、532nm通道与大气及云层相关的原始散射数据、测高仪在轨标定的与系统误差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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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测高仪平台的姿态与位置数据。1A级数据是后续高程计算的基础；1B级数据是对原始

数据改正、处理后的数据，如基于波形的高程修正数据是通过对回波波形的滤波、分析，得到

回波到达时刻，用于计算测量瞬间的斜距；高程数据则是通过对测高仪测得的斜距数据的各种

改正，以及斜距与平台姿态、位置的联合解算，得到测量瞬间激光光斑在大地坐标系下的高程；

后向散射是根据大气通道的回波计算出的大气后向散射系数。2级数据是针对目标特性反演出

的符合使用精度要求的测量成果。2级数据中的GLA08…、GLA09、…GLA10 和 GLA11 与大

气或气象参数有关，GLA12…、GLA13、…GLA14 和 GLA15 与地物或地形有关。由于不同种

类的地物具有不同的表面分布特性和不同的反射特性，因此反演方法和反演精度、成果类型都

是不一样的。

L0 级数据：L0 级数据是EOS数据产品，设计用来存贮原始器件数据，记录了基于时间

序列的原始分辨率，没有经过任何删减处理。目前GLAS数据包直接公布了原始数据经过一

定处理之后的 L1 和 L2级数据，L0级数据无法获得。

L1 级数据：分为 L1A和 L1B两个分级数据。其中 L1A级数据是EOS数据产品，是 L0

级数据重建后，未经处理产生，记录了基于时间序列完整分辨率。L1A数据附带了辅助信息用

来注释数据产品，包括放射校正系数，几何校正系数，地球参考参数数据（如星历表等）。涵

盖的参数系数没有被用于修正 L0级器件数据。L1A级数据文件内容如下：

GLA01 测高仪数据文件包括测高仪发射和接收激光波形的相关信息；

GLA02 大气数据文件包括标准能量的 532nm和 1064nm波长激光后向散射数据，在

532nm和 1064nm波长激光的低级别器件校正（例如：532nm和 1064nm两个波长的激光

能量校正，532nm光子符合修正，1064nm探测器增益校正）；

GLA03 工程数据文件包括卫星发射前的器件参数，用于对GLA01 和 GLA02 数据进行

校正；

GLA04…SRS和GPS数据文件是用于精确激光指向的卫星姿态数据，包括激光脉冲阵列

（LPA，Laser…Pulse…Array），激光参考系统（LRS，Laser…Reference…System），回

转仪罗盘（GYR，Gyro），仪器星跟踪器（IST，Instrument…Star…Tracker）等组成。

L1B 级数据是 EOS数据产品，是 L1A 级数据经过放射性校正，原始数据处理形成传感

器数据单元，并且已经基于地理参考数据进行激光脚点地理定位。

GLA05 基于波形的高程修正数据文件包括波形特性处理过程的输出参数和其他用来计算

表面斜率和相关特性的输出参数。

GLA06 高程数据文件包括表面高程，假定斜率为 0时的表面粗糙度，假定粗糙度为 0时

的表面斜率，基于大地测量和大气校正后的激光测高仪测距值。GLA06 与 GLA05 结合用于

创建级别为 2的激光测高仪数据，即GLA12-GLA15。

GLA07 后向散射数据文件提供标准功率 532nm激光和 1064nm激光的不同时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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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向散射结果，包括 532nm激光在 41.1…to…-1.0…km高度范围内和 1064nm激光在 20…to…

-1…km 高度范围内校正减弱后的后向散射轮廓，其采样频率为 5Hz；532nm和 1064nm激

光在 10…to…-1…km高度范围内的校正减弱后的后向散射轮廓，其采样频率为 40Hz；以及修正

系数和分子散射轮廓，其采样频率为 1Hz。每个数据文件时间跨度为 190 分钟。

L2级数据是EOS数据产品，分为不同表面的，由 L1 级数据产生的，记录相同分辨率，

时间序列和地理位置信息。L2级数据文件内容如下：

GLA08 边界层和海平面以上的气溶胶层高度数据文件包括地球边界层高度（PBL，

planetary…boundary…layer）；地面检测高度（ground…detection…heights）；从 -1.5…km

到 20.5…km范围内大气气溶胶的底层高度和顶层高度，数据采样为 4秒 1次；从 20.5…km到

41…km范围内大气气溶胶的底层高度和顶层高度，数据采样为 20秒 1次。

GLA09 云层高度多层数据文件包括多层云层结构中每层的底端和顶端高度值数据，其采

样频率有 4秒 1次，1Hz，5Hz 和 40Hz 等 4种。

GLA10 气溶胶垂直结构数据文件包括减弱修正云层和气溶胶后向散射轮廓数据和消失轮

廓数据，其中云层的采样频率为 4秒 1次，气溶胶的采样频率为 1Hz。

GLA11 薄云 / 气溶胶光学能见度数据文件包括薄云和气溶胶的光学厚度，薄云的定义是不

会完全减弱雷达返回信号的云层，通常其对应的光学厚度小于 2.0。

GLA12 冰盖产品数据文件提供了冰盖表面高程数据，同时包括了激光脚点的地理位置，

目标表面反射率和基于大地测量，仪器设备以及大气对测距修正的信息。高程数据产品用于研

究地表的变化，包括极地冰盖高程变化和表面地形学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数字高程地图。

GLA13 海冰产品数据文件提供了海冰表面高程数据，同时包括了激光脚点的地理位置，

目标表面反射率和基于大地测量，仪器设备以及大气对测距修正的信息。

GLA14 陆地产品数据文件提供了陆地表面高程数据，同时包括了激光脚点的地理位置，

目标表面反射率和基于大地测量，仪器设备以及大气对测距修正的信息。

GLA15 海洋产品数据文件提供了海洋表面高程数据，同时包括了激光脚点的地理位置，

目标表面反射率和基于大地测量，仪器设备以及大气对测距修正的信息。

（3）GLAS 数据产品处理流程

L0，L1 和 L2 级数据可以递进关系进行处理和修正，图 13给出了其处理流程图。

● L0 级数据到 L1A级数据的转换

在GLAS系统测试中，每一个应用程序标示符（APID，Application…Identifier）中的测

量结果由一个校准方程决定，目的是将测量结果转化为工程数据。

有些不需要转化的数据将会保留。恒星参考系统（SRS）的姿态、位置数据GPS数据，

将会从类似于那些用在其他航天器上的标准的现有系统中得到。SRS和GPS数据将会和激

光指向监测数据一起被打包成GLA04 数据产品。下面将详细介绍具体转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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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L0，…L1 和 L2 级数据处理流程图

● L1A 级数据到 L2级数据的转换

L1A级数据到 L2级数据的处理过程主要分为两个主线，分别为高程数据处理和后向散射

数据处理，前者为从 L1A 的GLA01 测高仪数据文件，辅以GLA03 工程数据文件和GLA04…

SRS 和 GPS 数据文件，产生 L1B 的 GLA05 基于波形的高程修正数据文件和GLA06 高

程数据文件；经过进一步处理产生 L2…GLA12-GLA15 冰盖、海冰、陆地和海洋产品数据文

件；后者为从 L1A 的GLA02 大气数据文件，辅以GLA03 工程数据文件和GLA04…SRS和

GPS数据文件，产生 L1B的GLA07 后向散射数据文件；经过进一步处理产生 L2…GLA08-

GLA11 边界层和海平面以上的气溶胶层高度、边界层和海平面以上的气溶胶层高度、气溶胶

垂直结构和薄云 / 气溶胶光学能见度数据文件，由于此主线与大地高程测量是分开的，以下将

重点讨论高程数据处理的详细处理步骤和计算流程。

（4）结论及建议

激光测高仪提供的最终成果是覆盖全球或重点区域（如南极冰盖区域）的DEM模型。为

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计算地面激光脚点在指定坐标系，一般是大地坐标系下的三维坐标，并确

定点位坐标，尤其是其高程坐标的精度。这种转换过程需要基于各种复杂的坐标框架体系，建

立计算激光脚点大地坐标的数学模型，并通过分析硬件系统的误差得到脚点坐标的误差规律。

测高仪系统地面脚点位置的解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脚点高程精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

载荷设计过程中，不同的高程测量精度会对测高仪本身以及卫星平台的位置、姿态测量精度提

出明显不一样的技术要求。从应用需求出发，开展测高仪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方案论证，解决原

始数据分析、处理和改正中的种种问题，才能提高激光测高数据精度，使测高仪系统在对地观

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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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发射的科研卫星上拟搭载激光雷达载荷，用于陆地高程、大气成分

垂直分布等参量的探测。为确保载荷数据质量和探测精度，急需开展激光测高数据处理相关关

键技术的先期研究，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设计地面数据处理系统。为此，中心应与国内载荷研

制单位及激光测高数据处理优势单位积极开展合作，共同攻克难关，尽早掌握星载激光测高仪

的数据处理流程和关键技术。

PLEIADES-HR 图像几何质量调试新技术
Pleiades-HR是由法国航天局（CNES）组织实施的高分辨率光学成像卫星星座，由 2

颗完全相同的卫星Pleiades-1A 和 Pleiades-1B 组成，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和 2012 年 12

月成功发射，目前均已进入商业运营阶段。双星配合可实现全球任意地区的每日重访，快速满

足用户对任何地区的超高分辨率数据获取需求。

Pleiades-HR卫星（以下简称PHR）发射后，在为期 6个月的在轨调试阶段，CNES

图像质量团队进行了图像质量评价与定标。在几何方面，在轨调试是为了精确表征成像模型，

其调试内容包括：提高图像几何质量以满足定位精度、局部一致性、动态稳定性和长度改变等。

图 1  墨尔本市中心区 Pleiades-HR 图像

在轨调试过程中，采用了大量新技术进行载荷几何定标和性能评价，特别是基于卫星敏捷

的探测能力，许多创新方法才得以实现。如：对获取的很多恒星图像和变化缓慢的地面图像进

行处理，可以描述一些动态现象；此外，沿轨-垂轨图像对也被用来提高焦平面探元分布的精度。

本文主要介绍PHR第一阶段在轨调试几何校正方法并简要评述它们的精度和可操作性，

具体包括：校正定位模型偏差以提高几何精度，取得焦平面精确的地图投影以改善不同波段配

准，以及纠正局部畸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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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测参考坐标系定标

载荷观测参考坐标系的主要偏差是载荷和平台中影像定位模型偏差的累加，偏差通过在调

试期间对全球地面控制点偏差进行大量检测来估算。通过时间跨度为几个月的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得到一段时间内的偏差状态特征，可以获得影响定位精度的轨道和季节性变化模型。这个

方法非常精确、可靠，但需要大范围的地面控制点，而控制点的获取不是那么容易。另外，每

个地面控制点的精度必须与系统定位性能要求一致（PHR地面控制点精度优于 1m）。

● 自翻转法

PHR在轨调试阶段，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种叫做自翻转的创新方法，该方法的实现以卫星

超常的敏捷性为前提。如图 2所示，在同一轨道上以相反的方向获取相同区域的一对图像，则

不必用到外部数据就可以得到侧滚和俯仰偏差。

卫星在两次成像之间做U型转弯所引起的仪器轴线反向，可以用来计算两幅图像之间的

相对位置偏差，这个相对位置偏差即为每个轴线偏差值的两倍。其优势在于它能在全球任何地

方实现，特别是能在没有地理基准数据的地方和在少有成像请求的轨道上实现。

该方法的结果与传统利用地面控制点评估的结果一致。其精度主要依赖于自翻转得到的两

幅图像的校准质量。此外，为减小DEM误差的影响，最好在相对平坦的区域获取图像。自翻

转方法尤其适合粗略估计定位偏差以及监测其发展变化。

………………………

      图 2  自翻转成像原理               图 3  关注区域示例：Pleiades 星座

● 恒星观测法

另一种参与测试的方法是利用高精度定位的恒星观测来估算偏差。2度的 PHR视场角可

对来自各星座的若干恒星进行成像。与对地成像类似，每个恒星可以视为一个地面控制点来估

计偏差。该方法巨大的优势在于这种成像方式是在夜间轨道按照预定的时间拍摄，而不干扰商

业成像任务，并且完全不受云层影响。

该方法的一个独特性在于考虑了所谓“相对光行差”效应，图 4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描述，

并分析其对定位模型的影响。与大小和方向依赖于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体之间相对速度的偏差类

似，对地球成像来说，计算中只考虑卫星的轨道运动，而对于恒星观测，我们必须考虑地球的

轨道运动（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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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恒星成像，估计的偏差与用传统地面控制点的方法获取的偏差有所不同。因此我

们必须适当考虑“相对光行差”效应以避免地球定位模型偏差的计算失真。这个方法还未在业

务上实施，此次测试主要是为了验证原理并检验应用于未来系统的可操作性。

图 4  光行差原理

● 偏航偏差较正

校正偏航偏差有些困难，因为杆臂效应的存在使得偏航偏差比前述偏差低 70倍。对于一

片 20 公里区域，10μrad 的偏航误差影响相当于区域末端 10 厘米全面旋转，这从为数不多

只有几个地面控制点的图像中很难观察到。为提高偏航偏差的观测性，研究人员通过运用多轨

成像，如利用 10轨影像覆盖约 200公里范围来放大杆臂效应。

图 5  多轨覆盖

如图 5所示，这些部分用在末端有地面控制点、重叠区域有连接点的空间三角形块中。这

个过程可以估计偏航偏差和足够精度的焦距修正。

上述偏差分析贯穿于整个调试阶段，因此特别能刻画出导致定位模型偏差的时间趋势。

（2）焦平面定标

焦平面定标，即精确估计载荷每个像元的观察方向，是焦面上各波段精确配准的前提，也

是进行局部畸变校正以提高图像内部几何一致性的必要条件。

PHR焦平面由 5块全色、多光谱波段探测阵列组成，生产传感器校正产品和正射校正产

品需要非常精确的焦平面标定，精确的焦平面定标尤其对保证 5景基本图像完美拼接以及波段

融合所需的高精度配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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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HR 焦平面布局

● 超级场地法

经典的焦平面定标方法是利用参考几何质量较高的图像来实现。这个参考图像通过航拍获

得，又被称为“超级场地”。2009 年夏季在法国图卢兹进行了航拍，覆盖范围为 20×20 平

方公里，得到 12 厘米正射图像和非常精确的 1米 DEM数据。使用这些数据来模拟PHR焦

平面参考图像，与获取的PHR图像进行密集匹配和比较，推导出全色观测方向模型校正量。

图 7所示图表为通过平均相关网格得到的模型校正量。

图 7  全色焦平面绘图在轨校正量

由图可知，图像的精度很高但有些噪声（rms<0.2…PAN像元），这是由于 09年获取的

夏季参考图像和 11年获取的冬季PHR图像之间存在较大辐射差异，如图8所示。尽管如此，

这个精度已满足要求。

图 8  参考图像和 PHR 获取图像之间辐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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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IAZ 校正立体像对原理

● 线阵搭接区（IAZ）定标

IAZ 绘图的标定也需要特别关注。这项标定是为了实现正射图中不可辨识的实际探元阵列

和理想传感器之间的几何转换。实际上，这些区域需要进行辐射重建，这要求具备高精度的相

对映射。图9是利用立体像对获得 IAZ特征的示意图，其原理是计算两景图像之间的纵向偏移。

● 交叉模式法

一种颇具创新性的焦平面标定方法也参与了测试，并与常规方法作比较。这种方法称为“交

叉模式法”，其原理是：利用相互垂直的两个推扫方向获取图像对，基于推扫成像方式的特性，

可以沿着图像行或列方向将静态和动态要素分离，然后将两景图像进行关联，并对视差图的行和

列进行统计，通过对一景图像的动态要素取平均值来刻画另一景图像的绝对焦平面特征，反之亦然。

图 10  交叉模式成像原理

这种方法的主要优势是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实施各种绝对焦平面成图，相比于传统基于参

考点的方法，它将大大节省成本。而且，利用图像对进行互相关处理要比利用参考图像进行处

理的质量更好，因为图像对之间不存在因景物变换引起的显著辐射差异，这种辐射差异会降低

互相关处理的性能进而降低标定的精度。利用这种方法，标定的噪声相对于传统方法减少了二

分之一。

● 全色图像参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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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多光谱观测方向的测绘采用已标定的全色图像作参考，而正是这一步保证了所有光

谱波段间的正确配准。为了确保校正准确，这一过程也是基于各光谱波段间的密集匹配方法实

现。这个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大量不同地形、不同获取条件的图像上实现。相对于全色图像，

获得精度很高的光谱特征。

在轨调试期间第一次定标实施后，多光谱配准残差小于 0.25 像元，优于指标。后续还将

继续提高这个性能。

（3）稳定性校正

PHR卫星凭其陀螺传动装置提供的高转矩实现高速旋转，从而带来卫星的敏捷性，但这

个速率必须谨慎选取以在保证卫星最大敏捷性的同时减小微振动对观测的影响。实际上，特定

的自旋速率会引起谐波扰动，这种扰动可以通过仪器结构传递，最终降低图像质量。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动态分析并选择最适合的自旋速率。

● 成像方式法

第一种方法最能反映真实成像。它将多光谱不同波段相互匹配，这与焦平面标定类似，但

不同的是它将视差图沿列方向计算平均值以提供时间信息，而不是通过计算行平均值进行静态

分析。多光谱探测器彼此平行放置（如图5），地物的成像在两个连续波段间存在7ms时间延迟。

通过图像间的互相关处理，可以将这一时间间隔内由干扰引起的畸变计算出来。

这个方法的优势是可以对行和列两个方向（如翻转和俯仰）的干扰特征进行细致的描述，

并且这个分析可以在获取的图像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时进行。

● 稳定模式法

另一种方法称为“稳定模式法”，如图 11 示，通过操控卫星，对地球表面成像，使对地

扫描行的投影沿图像保持恒定。

… ……

     图 11  稳定模式成像原理                        图 12  稳定模式图像提取 

翻转扰动的典型特征是出现列偏移，这可以通过两个连续行（图 12）之间的匹配技术来

估计，它决定了自旋速率的振动特性。

● 恒星观测法

第三种方法称为“恒星观测法”，应用广泛。同稳定模式类似，都是通过操控卫星来实现，

但不同的是它通过缓慢操控卫星对恒星而不是对地球表面进行成像。

该方法的主要优势是利用夜间轨道来获取图像，从而避免参与日间业务 / 商业编程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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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过载。其主要困难在于用最多只有 20阶的 TDI 矩阵的窄孔径对恒星成像。实际上，恒星

作为点光源，匹配其微弱的观测信号非常困难。为确保观测到恒星，使用一种被称为“StarAcq”

的特有导航片覆盖部分太空，减轻指向精度的影响。观测过程中导航片的移动限制了图像的持

续时间，图像上只有几千行可看见恒星，但这足以实现动态分析。

图 13  恒星模式原理和图像提取

这种观测方式的利用与稳定模式类似。逐线匹配过程可以揭示沿线方向由于翻转振动引起

的干扰。这种方法高效、精确，可以对最低 10-9rad 的低幅扰动进行识别，并迅速为传动轮

选择最适合的自旋速率。

图 14：最大微振动幅值与 CMG 自旋速率

在整个在轨调试过程中，所有动态分析并未揭示出振动现象的存在对图像质量的影响。动

态扰动保持在远低于指标要求的水平（0.2…PAN…pix），CMG自旋速率的选取保证了卫星最

佳的敏捷性。

（4）主要几何图像质量性能

经过 3个月的调试与定标，PHR几何性能满足计划的指标要求。卫星的高敏捷性可以用

来成功测试这些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将在后续卫星上继续实施。

下面的表格给出了 2012 年 4月 1 日到发射期间主要的图像质量性能评价。这些质量指标

结果仍旧需要提高，但它们预示了Pleiades 系统最终的几何质量图像性能。

表 1……主要几何图像质量性能（2012.4.5）

图像质量标准 性能

定位 (CE90) 16m

全色 / 多光谱配准（多光谱像元） 0.25

多光谱 / 多光谱配准（多光谱像元） 0.15

共面性（全色像元）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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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IADES-HR 辐射质量改进新技术
第一颗Pleiades-HR卫星发射于2011 年 12月 17日，它是由两颗卫星组成的Pleiades

星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颗卫星生产高分辨率光学影像。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影像，Pleiades-

HR应首先经历重要的、为期六个月的在轨测试。在轨测试期间，要进行定标和图像的辐射、

几何质量评价，以保证给用户提供质量最好的影像。得益于众多领域的技术进步，这个新卫星

的性能比其他的陆地观测卫星更为出色。本文将致力于讲述这些在Pleiades-HR卫星在辐射

质量轨测试期间首次使用的新技术。

辐射质量在轨测试涉及压缩、绝对辐射定标、探元响应一致性、调焦、MTF评价、信噪

比评价和地面系统数据处理参数调整。本文总结了以上涉及的每一项辐射性能。

（1）Pleiades-HR 卫星介绍

PLEIADES计划是由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主导建设的空间地球观测系统。它在 2012

年将运行两颗敏捷卫星，这两颗卫星将为民用用户和军用用户提供光学影像。

图 1  墨尔本市中心的 Pleiades-HR 影像

自Pleiades…1A 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在 2011 年 12 月 17 日成功发射以来，法国国家太空研

究中心已经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在轨测试和验证。

这颗卫星最主要的一个改进就是它平台的敏捷性。它能迅速地从一个姿态调整到另一个姿

态，能迅速地获取分散的点目标信息，成像能力也有所提升。由于它的敏捷性，定义了一些制

导策略以使其辐射和几何在轨测试变得容易。这为测量辐射和几何质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

可以通过避免一些特定的成像方式来降低操作成本。本文只专注于讲述辐射方面。几何质量调

试方面的信息请参考技术动态第三期《PLEIADES-HR图像几何质量调试新技术》。

全色模式（PA）和多光谱模式（XS）同时成像，可提供 20公里幅宽、70cm分辨率的

全色和多光谱融合影像。全色模式和多光谱模式的扫描线阵均由 5个CCD阵列组成，阵列相

互重叠以确保扫描线的连续性。这些阵列被安装在望远镜的焦平面上，一个积分时间获取一个

扫描线。由于形变和全色模式TDI 探测器的倾斜，全色和多光谱模式的视线不是一条直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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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些制导方式分别适用于全色模式和多光谱模式。对于全色波段来讲，TDI（时间延时积分）

探测器能够实现五个不同的曝光等级。

图 2  Pleiades-HR 焦平面

（2）探元响应的均一化校正和压缩

由于阵列上探元的敏感性不一致，对均匀地物成像时，获取的 raw格式图像存在垂直条

带噪声。探元响应的均一化校正是利用探元间的相对增益和偏置对 raw格式图像进行校正，

使输出图像是均匀的。

图 3……Pleiades-HR卫星全色波段拍摄的南极RAW格式图像，竖条纹是可见的。

发射前的定标结果表明，探元响应是一个关于辐亮度 L的双线性函数，而不像大多数的卫

星，探元响应是一个关于辐亮度的线性函数。双线性模型为：

如果， 则

如果， 则

对于波段 b的第 n个探元，A是绝对定标因子，它将探元的比特值与辐亮度的测量值之间

建立联系；C是暗电流值，经典的测量方法利用夜间升轨拍摄的海洋图像来估算暗电流值。由

于Pleiades 的敏捷性，这些专用的图像可以用星图（本质上主要是黑的）来代替，但要求这

些星图已经适用于MTF的测量。

和 是相对偏置量，有两种方法可以对其进行估算。一种是经典方法，采用均匀景进行

估算。著名的均匀景如南极和格陵兰的影像可以在六个月的在轨测试期间例行获取。另一种是

新方法，采用AMETHIST 影像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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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线性辐射模型

探元响应的均一化校正系数值取决于TDI 使用的积分级数。这个数值在在轨测试最初的几

个月里设置成 13，可以选择的数值有 [7，10，13，16，20]。在轨测试期间，将会根据需要

进行一些实验，以选择最优的积分级数。如果拖尾效应足够小，大的积分级数可以确保高的信

噪比，而小的积分级数可以确保不饱和。由于图像采集的过程中，像元的动态范围是12比特，

所以饱和值是 4095。

探元响应的均一化校正可以作为后处理在地面完成，也可以在轨完成。非线性的均一化校

正系数，即在轨定标数据从地面上传到卫星，并根据需要经常更新。大部分的图像（除了用来

算定标系数的这些图像外）都使用定标系数在星上完成辐射校正，然后图像经过压缩再下传至

地面。压缩算法基于三级分解的小波变换，与 JPEG2000 标准相似并适用于卫星图像：它是

一种叫做“带状的”压缩，适用于推扫型大数据率成像仪。在这种模式下，相同的数据率的数

据，每 16行划为一个块。数据率可在以下几种数值中选择：[2，2.22，2.5，2.86，3.33，4]

比特 / 像元。由于码流是嵌入式的，低数据率的图像可以由高数据率（4比特 / 像元）的图像

模拟出来。在轨测试期间，标称的在轨压缩数据率将被优化以使压缩引入的伪信息和数据率均

最小。最终，初始推荐的数据率被设置为 2.86（全色模式）和 3.33（多光谱模式）。

之所以说在在轨压缩之前进行归一化校正是更好的，有两个主要原因：压缩破坏了每个探

元的辐射模型，因为它混合了不同列之间的信息；当输出图像应该是个常值时，不需要条带编码，

否则将浪费比特容量。

2 比特 /像元 2.22 比特 /像元 2.5 比特 /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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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比特 /像元 3.33 比特 /像元 4 比特 /像元

图 5  全色波段解压及模拟的更低数据率解压图像（墨尔本地区）

（a）                  (b)                 (c)

图 6  Pleiades-HR 卫星不同阶段 RAW 格式图像

其中，图（a）为在轨拍摄的南极RAW格式图像，高频和低频条带噪声均可见；图（b）

用发射前的定标系数进行辐射校正后的RAW格式图像，一些条带噪声仍然可见，特别是低频

的；图 (c) 用在轨更新过的定标系数进行辐射校正后的RAW格式图像，条带噪声不再可见。

为了估算探元间的相对增益，每个探元必须接收相同的辐亮度。经典的方法是用参考辐亮

度（L1，L2，L3）获取均匀景。

表 1……参考辐亮度 L2…(W/m2/μm/sr)

PA B0 B1 B2 B3

L2 100 130 115 100 90

但是，这个方法的使用是受限制的，因为地球上不存在绝对均匀的地物。AMETHIST 方

法在Pleiades 上次首次进行了实验，这种有效的方法避免了均匀性的限制。设计了一种特殊

的制导方式以保证每个探元看到的是相同的目标：扫描线的地面投影与地速对齐。推扫的原理

由原来的目的转变为生产 20km的窄列图像，窄列图像通过创造非常窄的（几米宽）窄条带图

像得到的。AMETHIST 图像是由一些斜条带组成的，每个条带都是对一个地面点成像，它的

长度表明了对它成像的探元的个数。

几何方面的限制（探元必须看到同一个地物区域）不能让全色模式和多光谱模式同时完成，

这与焦平面的配置有关。因此不同的波段有不同的曲线姿态制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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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METHIST 的获取原理（红色区域表示目标地物线）

在预处理（即全局范围内移动RAW格式图像的每一列）之后，我们得到了一幅包含了全

部所需信息的图像。这意味着每一行包含了一组对同一地物做出响应的探元。所以，非线性的

均一化校正系数可以通过直方图匹配的方法计算出来。

图 8  全色模式图像和多光谱模式AMETHIST 图像示例

图 9  校正过的全色 AMETHIST 图像示例

这种方法需要一些获取物（典型的 30景图像）来完成均一化校正系数的估算而不收天气

和地点的限制。这些系数的更新频率预期为 6个月。

自从 2009 年开始，就开始分析像元响应的时间演化。结果表明发射后，探元响应发生了

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应该被监测。NeDLI 测量了辐射校正之后的残留的非均一性（高NeDLI

值表明竖条纹可见），这就是探元响应的时间演化的测量方法。地面测量一般每六个月更新一

次校正系数。最初的四个月表明NeDLI 演化的足够缓慢，足够维持到第六个月。

表 2……NeDLI 在最初三个月的演化（在搭接区之外的估算）

PA B0 B1 B2 B3

+0.08 +0.15 +0.2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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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绝对定标

每个波段绝对定标系数的估算是基于各种地物已完成方法比较和时相监测。输入图像是采

用相对归一化定标系数进行辐射校正的图像。这些地物已经被确定了一些年了，由于之前的卫

星在轨测试时一直使用这些景物。它们现在已完全地个性化，并且仍被其他的法国国家太空研

究中心发射的在轨运行的卫星所使用，这些卫星也可以做交叉定标。

这些地物包括：均匀的地物，如沙地和雪地；拉克罗试验场，它配有CIMEL 辐射计，可

以自动地提供多角度观测的大气数据和邻近区域的地面反射率的测量值；月球。

方法的最大范围是保证 5%的绝对定标系数估算精度。最初的结果表明测量结果非常接近

发射之前的测量值。

得益于Pleiades 卫星的敏捷性，做了一些绝对定标系数关于卫星观测角度的敏感性的新

研究。为了完成这项研究，获取了一些地方的图像序列。

（4）MTF 评价和调焦

Pleiades 的调焦系统包含了一个望远镜二镜位置的热控装置。开发并试验了一些新的方

法，即利用仪器在大动态范围的散焦能力（典型地，为了测热稳定性在每一次热控制改变之后

实施一个 15分钟的脉冲）。

得益于Pleiades 卫星的敏捷性，开发和试验了一种基于星获取的新方法。这些点状物体

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它们可以直接用于MTF的计算。与先前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具有巨

大的优势：不依赖天气条件，并且与地球观测获取不冲突。

得益于这些非常有效的方法，在Pleiades 发射五天之后就完成了调焦工作，以提高全色

波段在乃奎斯特频率处的MTF值。在图像质量评价算法中，这些MTF值是要考虑的，如图

像恢复算法和噪声测量。

（4）信噪比评价

Pleiades 卫星的仪器噪声模型 cσ 与多个贡献因子的平方和有关。贡献因子包括光子噪声

sσ ，量化噪声 qσ ，暗噪声和电子噪声 obsσ 。噪声模型： 222
sqobsc σσσσ ++= 。这个模型有两种表

述方式：在成像链路的末端用数字量化值表示；作为仪器的输入用辐亮度的单位

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互转换由绝对定标系数的均值来实现。

因此，全局的列信噪模型可以写为 ，或是其等价模式 。

用数字量化值表示时，模型为 。 a和b 是两个估算系数。参数 a不依赖于输入的

辐亮度，可以由暗电流图像估算出。

表 3……的估算值（2012 年 4月 5日评价）

PA B0 B1 B2 B3
a 5.14 3.24 2.61 2.54 2.28

一些方法用来估算仪器的噪声，其中有两种方法是全新的。两种方法都在在轨测试期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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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行地面测量的时候成功地测试过，它们分别是：稳态模式获取法和高频分析法。

● 稳态模式观测法

第一种方法得益于卫星的敏捷性，卫星有一种“慢速移动”制导方式。稳态模式观测用来

湖区地面上的点目标，其原理就是控制卫星使扫描线在地面上的投影恒定不变。

图 10  稳态模式获取原理（红色为目标地物线）

因此，每个探元在列方向上获取的是地面上的同一个点，在观测方向上有些微的变化。图

11 展示了一幅稳态模式获取的一幅图像。这种模式能获取大量的输入辐亮度，使得探元的时间

演化的计算变得容易。每一列都对应着一个探元对一个给定输入辐亮度的时间响应。

由于视线的投影效应，成像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几何形变，每个探元的时间响应

应该在非搭接区的 50个像元长度的列块上进行分析。

最终，全局噪声模型可以通过对所有探元响应的综合分析得到，覆盖了大量的输入辐亮度。

为了提高输入辐亮度的动态范围，需要多一些稳态移动模式获取的图像综合分析。图 12 展示

了一个例子，输入图像为32景。最终，我们可以评价仪器的噪声，以及它对辐射信噪比的贡献。

图 11  稳态移动图像示例

图 12  全色波段参数 b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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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参数 b估算（2012 年 4月 5日评价）

PA B0 B1 B2 B3

b 0.039 0.037 0.041 0.043 0.047

● 高频分析法

另一种新技术叫BETSI，用于在高频滤波后测量高频残留。这项技术基于一个假设：高

空间频率被MTF充分削弱以至于奈频附近只有噪声。

有三种方法满足这个假设：奈频出低MTF值；获取低复杂性的地物（例如，应该避免选

择市区，因为其包含高频）的图像；获取离焦图像（通过使用望远镜系统的二镜位置热控系统）

由于Pleiades 在奈频出有高MTF值，且BETSI 技术一般应该具有低操作复杂性，因此

BETSI技术不应该要求特殊地物图像的获取，这种方法已经应用于全色波段离焦图像的处理。

图 13  开普省城镇离焦图像示例（热控=3° C，2011 年 12 月 23 日获取）

BETSI技术用到的数学工具是傅立叶变换或是小波分解。其理念就是选择一个高频子集，

在这个子集中，地物的成分被足够的削弱以至跟噪声比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基于傅立叶变换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图像进行傅立叶变换，应用二值掩模挑选出高频域，进行傅立叶逆变换，

这样可以得到高频噪声图像。原始图像和滤波后的图像都应该在非搭接区裁出大小为N×N像

元的一些图块。对于每一个图块，平均信号值应来自原始图像，方差应来自高频噪声图像。由

于噪声方差是在傅立叶变换域的一个子集中计算的，它必须经过归一化因子进行放大。归一化

因子仅仅是子集和整个频域表面积的比值。因此，一景图像可以生产出一个巨大的（本地信号q，

噪声方差V）对集合，可以从统计学上进行线性函数 LbaLV LL +=)( 的正确估算。

频域可以通过人工（例如确定二值环状掩模的半径）或是自动（让算法寻找最佳区域）方

式选择。这方法生产出鲁棒性更好的噪声估计模型，这个模型中傅立叶域的子集大。

当MTIF 是已知的（Pleiades 就是这种情况，见图 14），频域可以在归一化的倒易晶胞

处轻易的选出（倒易晶胞是与空间采样栅格相关的频率区域）。

例如，Pleiades 全色波段离焦图像（开普省城镇区域，如图 13 所示）半径为 0.65 时就

满足了，因为从奈频 /2 到奈频MTF值接近 0。所以，噪声可以从一个巨大的傅立叶域子集中

估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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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Pleiades 的 MTF 示意

黑色的线表示全色波段MTF等级线，fx 和 fy 轴分别代表沿X和Y方向的频率；

绿线部分表示倒易晶胞，奈频处（abs(fx/fe)=abs(fy/fe)=0.5），MTF值等于 0.16。

红色的线代表半径为 0.65 的掩模，蓝色区域代表相关的频率子集。在这个区域里

max(MTF)=0.0987、min(MTF)=0.0554、mean(MTF)=0.079。

对于离焦图像，MTF在频率域 [-0.5：-0.25，0.25：0.5] 中等于 0，这确保了蓝色区域

只包含噪声。

（5）图像主要的辐射质量性能

下表给出了从卫星发射至 2012 年 4月期间，对Pleiades…1A 图像主要辐射质量性能进行

评价的结果。其中一些到在轨测试结束（2012 年 6月 30日）之前还会更新。

表 5……主要的图像质量性能的初步结果（2012 年 4月 5日评价）

图像质量标准 性能

NeDLI 变化

（最初三个月）

PA +0.08

B0 +0.15

B1 +0.2

B2 +0.3

B3 +0.3

绝对定标精度 绝对定标精度 5%

奈频处MTF

PA波段奈频处MTF 0.16

XS波段奈频处MTF…(X…axis) 0.33

XS波段奈频处MTF…(Y…axis) 0.27

信噪比

PA波段在参考辐亮度为 L2时的信噪比 150

B0 波段在参考辐亮度为 L2时的信噪比 174

B1 波段在参考辐亮度为 L2时的信噪比 151

B2 波段在参考辐亮度为 L2时的信噪比 136

B3 波段在参考辐亮度为 L2时的信噪比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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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8 陆地成像仪（OLI）发射前几何定标
1  概述

Landsat-8 陆地成像仪（OLI）是一个线阵推扫型成像系统，采集可见光、近红外、短

波红外波段的图像，地面采样间距 30米（全色波段 15 米），轨道高度 705 公里，幅宽 190

公里。OLI 数据是 Landsat-4、Landsat-5 和 Landsat-7 卫星 TM和 ETM+ 传感器数据

的延续。TM和ETM+搭载在 Landsat-4、Landsat-5 和 Landsat-7 上，其上装有垂轨方

向的扫描镜，摆扫成像。OLI 的推扫式结构导致 Landsat-8 的几何模型和定标方法与以往的

有些不同。本文介绍在轨几何定标工作的目的和方法，测试和验证了关键的几个几何性能指标。

1.1  几何定标方法

几何定标的基本目标是为每个探元提供一个相对于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坐标系的视线方向或

角度，以支持图像精确定位。通过几何定标，修正几何视线模型参数，可以抑制系统误差导致

的几何定位偏差。在常规成像期间，监测几何性能可以得到图像的几何特性，可以为几何定标

调整提供数据，几何定标调整可以保持图像的几何精度。几何定标被视为一个为了达到所需的

几何性能而进行的几何视线模型调整的过程。几何定标的细节依赖于几何模型公式。

最初的OLI 几何视线模型基于传感器的设计，传感器的设计工作居于任何OLI 硬件组成

部分的制造。有几个关于设计的关键方面在此处值得重申。特别是，OLI 焦平面布局（如图 1

所示）对几何模型和与之相关的定标参数与方法影响很大。

图 1  陆地成像仪（OLI）焦平面布局展示：

图 1的上部展示了可见光、近红外（VNIR）和短波红外（SWIR）波段在沿轨道方向的

排列情况；图的下部展示了 14个焦平面组件在OLI 视场内的排列。

OLI 垂轨方向的视场角是 15 度。OLI 的探测元分布在 14 个焦平面组件（FPMS）上，

每个组件覆盖了 15 度角的一部分。相邻的焦平面组件在沿轨方向交叠放置，以保证相邻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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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组件有搭接区，这可以避免垂轨方向上的覆盖裂缝。每个焦平面组件包含探测元和九个OLI

波段中每个波段相关的滤波器，再加上一个用于辐射定标的暗背景波段。所有 14 个焦平面组

件的内部布局是一样的，交叠的焦平面组件被旋转了 180 度以保持有效的探测元区域尽可能的

靠近。这导致相邻焦平面组件在沿轨方向的波段顺序是相反的。OLI 可以被认为是由 14 个独

立的子传感器组成的，其中每一个传感器覆盖了约 1/14 的垂轨视场。获取每个焦平面精确的

位置和方向信息是完成OLI 精确几何定标的关键。

发射前的初始几何模型，基于每个焦平面标称的位置信息，通过计算每个探测器在焦平面

的位置构造得到。然后使用OLI 光学系统的设计参数将这些探测元的位置投影到物方空间。这

为每个基于标称的焦平面排列和光学性能的探测元提供了的标称的视向量和相关的角度。由此

产生的标称设计几何模型是用于OLI 在装调期间的算法开发和数据模拟。图 2展示了每个焦

平面上每个波段的两个端点和中心，以此方式展示了视线角。请注意，垂直方向以一个接近于

8的缩放因子进行了放大，以使谱段排列清晰可见。还应注意到，沿远离视场中心的方向焦平

面有轻微的旋转。这个旋转是有意设计的，以补偿光学畸变。

图 2  沿轨方向的 OLI 视线示意图

沿轨方向以一个接近于 8的缩放因子进行了放大。沿远离视场中心的方向，焦平面组件有

轻微的旋转以补偿光学畸变。

在OLI 发射前的测试中，选取了一些探测元作视线方向测量，以此修正标称几何模型。这

些测量是在做传感器级别的热真空实验时通过扫描一些水平的和竖直的小狭缝目标来完成的。

这些结果用来修正标称焦平面位置和方向参数，以及光学系统参数。用这些被修正的参数生成

一组新的探测元视线，以此形成发射前几何模型的基础。

在发射、仪器的激活和最初的检查之后，将对用发射前的几何模型处理的OLI 图像进行分

析，分析手段包括使用地面控制点、参考图像和波段间比较等。这些测量和相关的分析，将被

用来进行在轨修正几何模型和创造一组新的几何定标参数，这些将在下文进行描述。模型修正

的 =模型修正的每次迭代（设计、发射前、在轨）产生的一系列的几何模型校准参数，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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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定标参数文件（CPF）中。此文件将静态或缓慢变化（例如，传感器的排列可能发生季

节性的变动）的几何模型的元素打包在一个单一的位置上，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简化他们的应

用。每个季度都会生成一个新的定标参数文件，以更新持续变化的地球定向参数。如果需要补

偿在轨状态的变化，可以更频繁更新这些参数。

1.2  关键几何性能指标

OLI 的几何性能有具体的详细说明。目前测了四个关键技术指标。Landsat-7 和

Landsat-8 的性能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Landsat-7…ETM+和 Landsat-8…OLI…几何性能要求

指标 ETM+性能要求 ETM+实测性能 OLI 性能要求

绝对定位精度 536.5 米 45-190 米 65 米

几何（地形校正）精度（CE90） N/A 15 米 12 米

波段配准精度（LE90） 8.4 米 3.0 米 4.5 米

图像配准精度（LE90） 12.0 米 10.5 米 12 米

绝对定位精度是指在地面控制点应用之前的几何校正产品的几何定位精度。几何定位精

度主要依赖于卫星平台的性能（例如，姿态数据和星历数据），也与传感器的指向精度和稳

定度有关。与几何定位精度关系最密切的几何定标参数是OLI 与卫星平台姿态控制系统坐

标系的相对位置确定。Landsat-8 要求达到 65 米（CE90）的绝对定位精度，是为了确保

Landsat-8 的准确度与 Landsat-7 在系统的惯性参考部件（陀螺）退化之前的精度一致。

虽然 Landsat-7 和 Landsat-8 的数据产品都使用了来自全球土地调查…(GLS) 图像数据集地

面控制点进行了校正，具有准确的先验图像定位信息使控制点匹配过程更可靠，尤其是部分被

云覆盖的图像。

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的OLI…的…1T…级…数据产品的最终精度，包括地面控制点和数字

地形模型校正的应用，就是几何精度。经地面控制点校正后的产品的绝对精度取决于控制点本

身的精度，因此性能要求明确地认为地面控制点的精度，即水平方向 3米（CE90）水平和垂

直方向12米（le90）在几何校正和精度验证时可用。几何精度测量是在几何定标场中完成的，

几何定标场中有高精度的地面控制点。但是产品生产时使用的来自GLS控制点一般达不到这

个精度等级。因此实际水平 1T级产品的精度 Landsat-8 的系统几何精度和GLS地面控制点

系统的固有精度（即 25米 . 均方根径向）的综合精度。

OLI 波段配准精度要求定义为OLI…1T 产品不同波段的相应像元间相互对齐的精度。注

意此要求适用于 1T级产品，即经过几何校正（包括图像重采样）的产品，这点非常重要的。

OLI 传感器系统在成像时不进行波段间的内部配准。每个波段的探元排列成一行，不同波段在

沿轨方向平行排列，如图 2所示。不同波段对同一地面目标成像存在细微的时间差，因为探测

器阵列是利用卫星的轨道运动对地物进行推扫成像。稍微不同的时间作为检测器阵列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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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的轨道运动的宇宙飞船。这种依次出现的时间差导致波段间出现小量视差，这使得波

段配准对地形起伏敏感。因此，波段配准精度要求是对实现了地形校正的 1T级图像而言。

OLI 第 4项关键的几何特性，多时相的图像配准精度，就是不同时间获得的同一地区的图

像的相应像元间相互对齐的精度。GLS地面控制在实现这个产品间的几何一致性的过程中发

挥了其主要价值。把所有的 Landsat…1T 产品置于GLS体系中以确保多时相配准，尽管GLS

控制点的绝对精度有限。

2  OLI 几何定标 

2.1  发射前定标

OLI 的初始几何模型，包括OLI 焦平面上每个探元的视线方向，是用每个焦平面模块在

焦平面上的标称设计位置、焦平面模块上每个波段探元的标称位置和OLI 望远镜光学系统模型

（包括畸变影响）计算出来的。该模型包括了焦平面上所有的光敏探元，包括额外的冗余探元

行，但不包括被遮住的第 10 波段（暗背景波段）或是在每个波段探元阵列端部的记录参考像

元。相邻像元以两个标称瞬时视场的间隔在沿轨方向错列摆放，这可以实现探元间的信号隔离。

还有额外冗余探元行；可见光和近红外（VNIR）波段有一个冗余探元行，短波红外（SWIR）

波段有两个冗余探元行；冗余探元行距主探元行仍是两个标称瞬时视场的距离。选取一个波段

的探元布局中的 10个探元作图解展示，如图 3(a) 所示。这些冗余探元可以分别挑选出来，代

替死探元或是性能不佳的探元以提高整体探测器性能。由于受奇 / 偶探元的错列摆放及主 / 冗

余探元的选择的影响，最终的OLI 线性探测器阵列的实际情况如图 3（b）（短波红外波段）。

构建几何视线模型的最后一步是将“探元选择位置图”应用到所有探元的“视线方向表”中。

图 3  左图展示的是 OLI 奇 /偶探元摆放位置及冗余探元行摆放的位置。

右图展示的是实际的“探元选择位置图”。

基于设计值的视线模型，用于OLI 仪器制造期间的算法开发和数据仿真。发射前的几何定

标将对这一模型进行修正。发射前的几何定标使用热真空实验中被投影的边缘和线目标的测量

结果。线目标通过将狭缝投影到OLI 焦平面创建。每个焦平面模块上选出一些探元对线目标进

行扫描成像，以建立每个焦平面模块在物方空间的实际位置。然后利用这些“控制”探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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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平面模块坐标系、方向以及光学参数，以为剩余的探元创建相对于仪器坐标系的发射前视线。

在OLI 全视场对边缘目标进行扫描时获得的测量值将对这个刚更新过的几何定标参数做进一步

修正。虽然没有狭缝扫描测量的精度高，但相对快速连续的边缘扫描有助于纠正指向漂移。基

于狭缝和边缘的扫描测量得到的修正后的视线模型用来构建在发射版本的几何定标参数文件。

这模型是经过对预期的在轨温度范围进行热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的，被认为是精确到小于 10 微

弧度（在 705 公里的轨道高度对应地面距离相当于 7米）。而且认为在发射过程中，模型精

度改变不会超过几十微弧度，顶多在轨运行时在再进行微小更新。

在卫星集成装调的过程中，在完成OLI 仪器与卫星平台的集成之后，隔热层安装之前，应

该进行OLI 仪器相对于卫星平台、姿态敏感器相对于卫星平台等一系列安装位置的测量。通过

这些测量可以得到OLI 仪器坐标系与卫星平台 / 姿态控制系统坐标系之间的关系。

Landsat-8 陆地成像仪（OLI）在轨几何定标
1  OLI 安装矩阵在轨精确标定

2013 年 2 月 11 日，Landsat-8…发射。经过初始激活和测试，从 2013 年 3 月中旬开

始获取适用于定标操作的对地观测数据。几何定标中最先进行的是OLI 的安装矩阵的在轨更

新。认为发射前安装矩阵定标精度达到 2 毫弧甚至更优。使用从最初一些无云的定标景中选

取的控制点，来修正发射前的安装矩阵定标结果。尽管GLS 数据集拥有全球的控制点，但

初始在轨定标需要依靠一些精度更高的控制点集，如由美国地质调查局提供的数字正射标准

图幅数据和由澳大利亚地球科学组织提供的GPS 控制的 SPOT 数据。这些高质量的控制点

来自于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43 个定标场。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初始安装矩阵在轨调整幅

度各轴均在 2 毫弧以内（发射前精度预期）。发射前安装矩阵的任何测量误差以及由发射震

动和零重力释放导致的安装矩阵改变足够小，其造成的沿轨和垂轨方向定位精度偏差均优于

1.4 公里。

表 1……OLI…安装矩阵定标：发射前、在轨及与之前的差异

OLI 相对于卫星平台的安装位置 与之前的差异

安装位置
滚动角

（毫弧）

俯仰角

（毫弧）

偏航角

（毫弧）

滚动角

（毫弧）

俯仰角

（毫弧）

偏航角

（毫弧）

发射前 -0.222 -0.175 0.627 - - -

初始在轨 1.513 -1.945 1.372 1.734 -1.770 0.745

最终运行 1.513 -1.945 0.521 0.000 0.000 -0.851

2013.7.1 日更新 1.515 -1.962 0.524 0.002 -0.017 0.003

2013.10.1 日更新 1.527 -1.954 0.531 0.012 0.00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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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安装矩阵初始在轨定标更新，使随后获取的图像进行控制点自动匹配变得容易。每一

景经过地面控制点处理的图像输出一个对OLI 安装矩阵的估计，以校正平均指向偏差。这些结

果存储于 Landsat-8…图像评价系统（IAS）趋势数据库中。数据库中的内容随后将被用于在

轨测试期间的其他安装矩阵的标定，以确定OLI 内部几何位置。特别是OLI 安装矩阵标定程

序中的偏航角标定组件，会作为焦平面间相对位置标定程序中的一部分进行调整。在轨测试期

间，OLI 安装矩阵标定结果将通过OLI 对星成像进行验证。这需要让卫星平台进行一个特殊的

机动，即作一个慢速的俯仰方向的旋转，来实现OLI 视场对太空中预选区域的扫描成像。还有

一个特殊的操作，就是让OLI 处于延时积分模式以获取可以测量的星位置的足够信号。最终认

为星测量的结果没有使用地面控制点测量的结果可靠。OLI 安装矩阵测量将继续进行，它将作

为 1级产品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并在卫星运行期间持续监测。

2  具有可操作性的视线模型

视线模型最基础的形式可以认为是由OLI 焦平面上每一个探元的视线方向向量或是相应的

视角组成的一个表格。此模型在传感器坐标系中进行描述，包含了焦平面摆放位置和光学畸变

的影响。如此一个对视线模型的严格描述，对许多普通的几何校正操作而言是不太方便的，然

而它对以下这种情况而言是有帮助的：将这些探元的组成看作连续的线性阵列而不是非连续的

错列方式。在轨运行中使用的几何校正软件，我们将视线模型用公式表示，方便了几何模型计

算和在轨定标。勒让德多项式，代替了每个探元视线方向的严格描述模型，来为每个焦平面上

每个波段的视向量在沿轨和垂轨方向的分量进行建模。用二次勒让德多项式来拟合每个焦平面

或是每个波段的主探元虚拟行的视向量的前两个分量（x和 y）。图 2通过展示由虚拟探元组

成的一行，描述了这个过程，这些虚拟探元（图中用红色X表示）就是由勒让德多项式模型产

生的。勒让德多项式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途径来快速计算任何探元的视向量，甚至是非整数像元

位置。

图 1  左图展示的是 OLI 奇 /偶探元摆放位置及冗余探元行摆放的位置。

右图展示的是实际的“探元选择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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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使用图1中的例子，红色X表示理想探元位置，它由勒让德多项式视向量模型来描述。

勒让德多项式使用实际探元位置与理想探元位置之间的偏移量来给主探元虚拟行建模。

勒让德多项式依据归一化探元（nd）坐标进行计算。该坐标定义为：

：为探元位置（取值范围是 0~探元数 -1）；

：探元数是当前焦平面当前波段的探元数。

每个探元的视向量可分为三个分量

生成的 x和 y向量分量以及相应的归一化探元坐标用来求解勒让德多项式的系数。

主探元虚拟行上的探元用来计算每个焦平面上每个波段的 6个勒让德系数（3个 x沿轨方

向，3个 y垂轨方向）。最终的勒让德多项式模型包含 756 个系数：每个波段 6个系数×9

个波段×14焦平面。这些系数可以用来生成OLI 焦平面上任意一个探元的标称视向量。

每个探元实际视向量的 x和 y分量与其相应的标称勒让德多项式重构的标称视向量的差异

存储在一个查找表里，这个表在图像重采样时会用到。为了支持图像重采样程序，标称勒让德

视向量模型将被用到，以及相应的卫星平台的位置和姿态数据，用来计算未进行重采样的 1R

级数据（做了辐射校正而未作几何校正）与相应的 1T级数据（如果没有使用控制点，也可使

用 1Gt 级数据）之间的图像像元位置映射关系。这是通过使用特定图像行的成像时间，将该行

中某个特定像元的标称视向量投影到地表高度或是接近地表高度来实现的。这样就建立了一个

由 1R级图像的行 / 像元位置到 1T级图像的行 / 像元位置的映射表。这个表可以认为是一个三

维的栅格，图 3对其进行了描述。这张图充分描述了 1R级图像输入空间与 1T级地面输出空

间的投影关系。每个焦平面的每个波段都要计算其单独的栅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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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R 级“行 / 采样 / 高度”坐标系到 1T级“行 / 采样”坐标系映射关系三维栅格。这

栅格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实现未作重采样的 1R级图像与输出的 1T级产品两个坐标系间的

转换。多光谱波段标称栅格的分辨率为 =30行，=40像元，=500 米

栅格中间的位置可以快速地通过插值计算出来，以实现在某一特定高度 1R级图像中“行

/采样”位置投影到1T级图像上某一“行 /采样”位置。相反地，也可以将1T级图像上某一“行

/ 采样 / 高度”三个一组的数映射回 1R 级图像上的“行 / 采样”坐标。图像重采样利用逆映

射将输出图像产品某一给定位置在源图像像元中定位，然后将该像素值用于生成该指定位置

的像素值。栅格提供一个理想的输入 1R 级图像位置，探元偏置表用来进一步校正非理想状

态的探元位置：奇偶探元错列，探元取消选择；和沿轨方向的视差与振动；在图像重采样过

程中。

将视线模型分成一个简单的勒让德多项式标称线性探元阵列模型和一个详细的探元放置

校正表，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平滑变化的理想化的探元模式版本。如果需要，也可以重构任

何探元的严格视向量。勒让德多项式也使对某一个焦平面上某一个特定波段的所有像元做仿

射（偏置、转动、缩放、斜交）调整变得简单，使焦平面级或是波段级的视线模型定标更新

变得容易。



ZHONG YAO TONG XUN 111

技 术 专 题

俄罗斯高分辨率遥感任务星座
1  Resurs-P1 卫星

Resurs-P1 卫星是俄罗斯航天局资助的项目，由TsSKB（Progress…State…Research…

and…Production…Space…Center）研发的地球观测卫星，商业数据分发由莫斯科Sovzond…

JSC 负 责。 该 卫 星 由 莫 斯 科 NTs…OMZ（Research…Center…for…Operational…Earth…

Monitoring）运营。

Resurs-P1 卫星是为了替代上一代卫星Resurs-DK，Resurs-DK 卫星于 2006 年 6

月 15 日发射。2012 年，Resurs-DK已经超出其设计寿命，其图像的质量已经恶化，分辨率

从 1米降为 3米。…

图 1  Resurs-P1 卫星

Resurs-P星座由Resurs-P1…and…Resurs-P2 两颗卫星组成。

1.1  卫星参数

Resurs-P 系 列 卫 星 继 承 了 1980-90 年 代 的 军 事 侦 察 卫 星。 卫 星 是

Yantar-4KS1 总 线， 并 采 用 3 轴 稳 定。 轴 指 向 精 度 0.2 弧 分， 角 速 度 稳 定 精 度

是 0.005 ° / 秒。定位精度 <100 米。卫星导航由星敏感器和太阳传感器完成，

提供姿态数据和 GLONASS…/…GPS 系统测量轨道位置。卫星采用模块化设计，

包含电源封装模块和安装在外表面上的两个太阳能光伏阵列等。设计寿命 5 年。…

………Resurs-P1卫星约7.9米长，直径2.7米，重6570公斤，设计寿命5年。卫星包括三部分，

有效载荷部分包括成像载荷；服务部分由航空电子设备，电气系统和其它辅助设备组成；推进

系统包括主推进系统和高保真姿态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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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esurs-P1 卫星在拜科努尔

仪器模块约 1米长，包含卫星的所有支持系统，包括电气系统，电池，导航设备（一个陀

螺仪和两个星敏跟踪仪），通信系统（上行链路传输命令和下行链路遥测）和卫星姿态控制系统。

姿态确定由 IMU（惯性测量单元），地球传感器和星跟踪器传感器提供。卫星采用三轴稳定，

指向精度达到 0.2 角分，稳定度 0.005° /s。

Resurs-P1 卫星 2013 年 6 月 25 日从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太阳同步近圆轨道，高度

475公里，倾角97.3°，重访周期3天。…LTDN（降交点地方时）为10:30，运行周期94分钟。

图 3  Resurs-P1 卫星 2015 年 4 月 30 日获取的中国上海的全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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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 月 13 日澳大利亚 Cairns 多光谱影像

图 5  2013 年 8 月 9 日埃及亚历山全色图像

1.2  传感器（Geoton-L1，GSA，ShMSA）

Resurs-P有三种有效载荷：高分辨率，广角和多光谱载荷。卫星可以观测地球表面上的

单个目标，也可以观测地球表面延伸至 2，000 公里的范围。

1.2.1……Geoton-L1 成像仪

Geoton-L1 成像仪是Resurs-P1 主要成像仪，具有图像存储和转换功能，可以将光学

图像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处理、压缩，并将数据下传到地面站。

Geoton-1（Geoton-L1）是一种光电推扫式成像仪。目标是获取地球表面的高分辨率

图像，用于商业和科学研究。成像仪包括近红外范围内的8个波段，可提供全色和多光谱图像。

调查观察模式沿轨成像高达 2000 公里。成像仪可以垂轨倾斜，改进区域成像，通过卫星倾斜

±30°来完成。

Resurs-P1 目标是获取GSD( 地面采样距离 )1m的全色图像和分辨率 3～ 4m的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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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像。Resurs-P1 最大成像区域 950公里。卫星还可以进行立体成像。

Geoton-L1 成像仪的光学子系统焦距 400 厘米和孔径 50厘米。FPA（焦平面）设有 4

个TDI（延时和集成）探测器阵列，一个全色和三个多光谱。每个探测器阵列有36个“Kruiz”

感光 CCD芯片（也称为 PhCCD）组成。单个阵列的有效长度约 36000 像元。每个 Kruiz…

CCD1024 列×128 行，高速 TDI 传感器。像元尺寸 9微米×9微米。

TDI 可选电子数：128，64，32，16，8；

两种读出移位寄存器和两个输出放大器，允许两倍速率读出；

动态范围：2500

最大量子效率：0.33（0.72 微米）。

该仪器重 310 公斤，由俄罗斯NPO…Opteks 和 CNII 联合设计，CNII 制造的。

表 1……Geoton-L1 参数

参数 值 参数 值

全色 0.62-0.79…μm 分辨率（PAN） 1…m…GSD

多光谱 0.48-0.53…μm…( 蓝 )0.54-0.59…μm…( 绿 )

0.62-0.68…μm…( 红 )0.72-0.80…μm…( 红边 )

0.81-0.88…μm…( 近红外 )

分辨率 (MS) 3-4…m

下传速率 75，…150…or…300…Mbit/s 存储容量 768Gbit

幅宽 38…km…at…nadir…(FOV…=…5° 18') 区域成像 950…km

量化位数 10…bit 定位精度 <…100…m

图像通过卫星存储，通过 300Mbit/s 的高速通信系统下传到俄罗斯地面站。Resurs-P1

用户有俄罗斯农业、环境、应急、气象和制图政府部门。

图 6  Geoton-L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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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GSA超光谱成像仪

GSA的超光谱成像仪 216 个谱段，谱段范围 400 ～ 1100nm，地面分辨率 2……5 米，光谱

分辨率 5～ 10nm，幅宽 30公里。

表 2……超光谱成像仪参数

光谱范围 0.4 ～ 1.1…μm

GSD…( 地面采样间距 ) 25-30…m

幅宽（星下点） 30…km

波段数 >…96

光谱分辨率 5-10…nm

图 7 GSA 超光谱成像仪的示意图

1.2.3…ShMSA多光谱成像仪

ShMSA焦距 4厘米，幅宽 441.7 公里。全色每行 8160 像元，多光谱每行 4080 像元。

全色分辨率 59米，多光谱 118 米。

表 3……ShMSA多光谱成像仪参数

参数 中分辨率 高分辨率

光学系统 焦距孔径视场 40mm1:454° 30' 200mm1:311° 70'

幅宽 441.7km 97.2km

地面采样距离 全色多光谱 59m118m 12m23.8m

谱段

全色 0.43-0.7μm

多光谱

0.43-0.51μm…(blue)…0.51-0.58μm…(green)

0.60-0.70μm…(red)…0.7-0.9μm…(NIR1)

0.8-0.9μm…(NIR2)

像元尺寸 全色多光谱 5…μm…x…5…μm10…μm…x…10…μm

数据量化位数 12…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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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hMSA 多光谱成像仪示意图

1.3  测量模式

1.3.1……路线测量

路线测量可以固定滚动和俯仰角，并给定方位角来完成。卫星滚动和俯仰角星下点

±45°，偏航±60°。路线持续时间 2～ 300 秒。

图 9  路线测量模式示意图

1.3.2 区域测量

图 10  区域测量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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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立体测量

立体成像通过卫星俯仰实现，间隔 115 公里。

图 11  立体测量模式示意图

2  Resurs-P2 卫星

2013 年 6 月发射 Resurs-P…No…1 卫星同时，TsSKB…Progress（后更名为 RKTs…

Progress）也研发Resurs 系列的第二颗卫星，是Resurs-P1 的副本。

图 12  Resurs-P2 卫星示意图

2.1  卫星参数

2014年 12月 26日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了Resurs-P2卫星。太阳同步近圆轨道，

轨道高度475公里，轨道倾角97.3°，重访周期3天，降交点地方时10:30，轨道周期94分钟。

Resurs-P2 与 Resurs-P1 共面轨道。

2.2  传感器（Geoton-L1、GSA、ShMSA）

（1）Resurs-P2 卫星与Resurs-P1 卫星主要有效载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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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surs-P2高能粒子探测器是为Koronas-Nuklon卫星研发（Koronas-Nuklon

卫星 2012 年取消发射任务）的；

（3）Resurs-P2…AIS（自动识别系统），用来记录地面轮船交通情况。

图 13  2015 年 5 月 11 日获取的意大利 Naples 图像

图 14  Resurs-P2 卫星 2015 年 1 月 7 日获取的西班牙马德里，

图上显示的是皇家马德里著名的伯纳乌足球场

图 15  2015 年 1 月 4 日，Geoton-L1 获取的早期光学图像，图上显示的是 Santa 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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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urs-P3 卫星

Resurs-P3 卫星俄罗斯地球观测卫星设计和 TsSKB…Progress(Progress…State…

Research…and…Production…Space…Center) 研发的。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资助项目，商业数

据分发由是莫斯科的Sovzond…JSC负责。运行由该航天器是由地球监测运行研究中心负责。

卫星设计寿命 5年，Resurs-P3 与 Resurs-P2 和…Resurs-P1 为姐妹星，有多光谱

载荷，重约 5730 千克，星下点可倾斜±45°，卫星 7.93 米长，直径 2.72 米，两个 5米长

的太阳能电池阵列。和它的前辈一样，Resurs-P3 具有图像存储和转换系统Sangur-1U。…

Sangur-1U将光学图像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处理，压缩和下传到地面站。

Resurs-P3 由三部分组成：有效载荷部分包含成像系统；服务部分包括航空电子设备，

电气系统和其他辅助设备；主推进系统和高保真姿态控制系统。卫星采用模块化设计，包括电

源模块和两个太阳能光伏阵列，仪器舱，及其目的设备舱。

图 16 Resurs-P3 卫星 2016 年 2 月 26 日发射前照片（没有太阳能电池板）

图 17  Resurs-P3 卫星 2016 年 3 月 5 日安装最后的主要部分，太阳能电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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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卫星参数

2016 年 3 月 13 日 Resurs-P3 从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成功。太阳同步近圆轨道，轨道

高度 475 公里，倾角 97.3°，重访周期 3天。…LTDN（降交点当地时间）10:30，轨道周期

94分钟。

图 18  Resurs-P3 卫星发射示意图

3.2  传感器 (Geoton-L1、GSA、 ShMSA)

Resurs-P3 与…Resurs-P1 主要载荷相同。

图 19 Resurs-P 星座轨道设置

图 20 2016 年 3 月 23 日 Resurs-P3 卫星获取的中国大连在轨测试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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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 -2（SENTINEL-2）卫星任务
1  卫星任务

哨兵-2卫星属于欧空局和欧委会“哥白尼项目”中的一部分，负责多光谱业务成像任务，

用于全球陆地观测，包括植被、土壤和水体探测等。卫星具备宽幅盖、高重访时间和高分辨

率能力，可以作为SPOT-5 和 LANDSAT-7 卫星数据后续星。“哥白尼项目”是欧委会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宣布的新名称，以替代之前的“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项目（GMES）”。

哨兵 -2卫星由两颗相同卫星组成，工作轨道 786 公里，180°相位配置，满足双星 5天

重访能力。哨兵 -2A星 2015 年 6月 23日发射，B星计划于 2016 年发射。

2  载荷特点

卫星载荷名称为多光谱仪器（MSI），采用推扫方式成像。其利用轨道刈幅宽度获取一行

的图像，利用卫星平台沿轨运动获取新一行数据。对陆地和海岸区域的平均观测时长约为 17

分钟，最大观测时长为 32分钟。

从地球和大气反射到MSI 的光由一个三镜（M1、M2和M3）望远系统采集并聚焦，然

后通过一个分光镜分别进入到两个焦平面阵列，一个阵列是可见光近红外波段，另一个阵列是

短波红外波段。

MSI 指标参数见表 1。光谱、空间采样距离及波段设置用途如图 1和表 2所示。

表 1……载荷参数见下表

成像类型 推扫式

光谱范围 (13…bands) 0.4-2.4…μm…(VNIR…+…SWIR)

光谱分光技术 色散分光…VNIR…and…SWIR…

空间采用距离 10…m:… (VNIR)B2，B3，B4，B8… (4…bands)20…m:…B5，B6，…

B7，B8a，B11，B12(6…bands)60…m:…B1，B9，B10(3…bands)

幅宽 290…km，…FOV=…20.6°

数值量化 12…bit

载荷重量功耗 290…kg，…266…W

数据率 450…Mbit/s…压缩后

图 1  光谱、空间采样距离及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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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波段设置用途

光谱波段…( 中心波长 / 波长宽度 nm/ 空间分辨m) 应用目标 测量或定标

B1…(443/20/60)，…B2…(490/65/10)…，B12…(2190/180/20) 气溶胶校正

定标谱段B8…(842/115/10)，…B8a…(865/20/20)，B9…(940/20/60) 水汽校正

B10…(1375/20/60) 卷云探测

B2…(490/65/10)，…B3…(560/35/10)，…B4…(665/30/10)，

B5…(705/15/20)，…B6…(740/15/20)，…B7…(775/20/20)，

B8… (842/115/10)，… B8a… (865/20/20)，… B11…

(1610/90/20)，…B12(2190/180/20)

陆地覆盖分类，叶绿

素容量，…叶水份容量，…

叶面积指数，…雪 / 冰 /

云，…探矿

陆地测

量谱段

为了达到 290 公里幅宽，可见光近红外（VNIR）和短波红外（SWIR）阵列由 12 片探

测器组成，分 2排品字形排列，如图 2所示。

图 2  探测器组成

3  产品分级

卫星产品级别情况见下表：

表 3……产品级别说明

产品级别 尺寸 处理说明 备注

Level-0 分片 25公里 *23 公里 经过整理，快视、辅助数据提取，

数据分析，错误检查

不分发

Level-1A 分片 25公里 *23 公里 解压缩 不分发

Level-1B 分片 25公里 *23 公里 像元非均匀校正、哑像元校正、去

噪、增强等

分发用户

（用户做正射）

Level-1C 分幅 100 公里 *100 公里 拼接，DEM正射校正，重采样，云、

水、气等辅助数据

分发用户

Level-2A 分幅 100 公里 *100 公里 大气订正，辅助输出有气溶胶光学

厚度、水汽图、场景分类图等

用户生产

Level-0 和 Level-1A 产品作为生产系统内部产品，不对用户分发。Level-0 到 Level-

1C 产品由处理系统生产，产品质量由系统严格控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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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0 级产品处理过程包括：载荷遥测数据分析，辅助数据遥测分析，快视图提取。

Level-1A 级产品处理过程包括：根据任务进行解压缩。

Level-1B 级产品处理过程包括：非均匀、去噪、哑像元等校正，图像增强，根据全球参

考影像和参考波段进行配准和重采样，采集片间连接点，连接点过滤，利用GCPs 和初始视

向量进行优化——输出精确模型确保参考影像配准。

Level-1C 级产品处理利用全球参考系统进行正射校正和空间配准，达到亚像素精度，完

成辐射和几何校正，过程包括：分幅拼接，正射校正网格计算，重采样，大气顶辐亮度计算，云、

陆地 / 水体掩膜计算，JPEG2000 压缩和GML地理编码。

Level-2A 级产品主要为正射大气底反射产品，处理过程包括：场景分类，大气校正；其

他输出还有气溶胶光学厚度图，水蒸汽图，分类图，以及含云雪信息的质量标志。

图 3  L-1B 级产品分片及轨道布置示意图

图 4  L-1C 产品分幅示意图

4  应用服务

哨兵 -2卫星计划获取的图像数据将应用于以下领域：

●…土地监测

●…灾害管理

●…安全

●…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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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土地监测

哨兵 -2卫星计划能够实现高频率的系统的覆盖，可以为土地覆盖图和土地覆盖变化图提

供输入数据，为土地监测服务做出重要贡献。哨兵 -2卫星计划也可以支持一些生物地球物理

参数如叶面积指数、叶片叶绿素含量、叶面覆盖等的评估。

(1) 哨兵 -2卫星与哥白尼项目之间的关联

哥白尼土地监测服务于 2012 年开始运行，服务目标是给环境和其他陆地应用领域的用户

提供土地覆盖信息。设计这项服务就是为了提供土地覆盖及相关的变量如植被状态或水循环方

面的地理信息，也支持其他一些领域的应用，如空间规划、森林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农业

和食物安全等等。这项服务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全欧洲、全球和本地。

第一部分——全欧土地覆盖，由欧洲环境署整合，将生产 5个高分辨率数据集，用以描述

主要的土地覆盖类别：

●…人工地表（如道路和铺设的区域）

●…森林区域

●…农业区域（如草原）

●…湿地

●…小水体

这 5个数据集的数据将由GIO…land 项目提供。

第二部分——全球土地覆盖，由欧洲委员会理事会联合研究中心整合，将生产全球范围内

的生物物理学变量，其中包括对植物状态的描述（使用如叶面积指数等的参数）。生物物理学

变量数据将由GIO-GL提供。

第三部分——本地土地覆盖，由欧洲环境署整合，目标在于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信息。这

些更具体更详细的信息的获取得益于全欧组件获取的信息。本地组件除了需要对城市地图（目

前的城市地图使用的是 2012 年的影像）进行更新外，下一轮本地土地覆盖工作将致力于沿河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4.2  灾害管理

哨兵 -2卫星计划具有 10 米空间分辨率的图像和高时间分辨率，可以实现灾区图像的快

速获取和分发，为灾难救援提供有力支持。如城市区域绘图，包括存在威胁隐患的建筑和复杂

体型结构，这些在诸如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中存在危险的物体可以在灾害来临之前被识别出，

也可以用于识别潜在的救援预备区域和补给路径的状态。

哥白尼灾害管理服务制图工作于 2012 年开始运行。它向全球范围内快速而有效地提供卫

星观测数据，以及现场数据和其他的数据资源，以支持自然灾害（如洪水、森林火灾、山体滑坡、

地震和火山喷发）、人道主义危机和人为事件等的灾后救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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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全

哨兵 -2双星系统具有高时间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的特点，可以支持以下时事要务：

边境监控

海上监视

支持欧盟的外部活动

边境监控的主要目的是：

减少未被发现的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数量

通过提高海上非法移民的解救数量来降低非法移民的死亡数量

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努力防范跨国犯罪来提高欧盟内部的安全

一些针对海上监视的研究和展示活动正在开发。

在对欧盟的外部活动进行支持表现在，在灾害和危机情况发生时，将提供地球观测产品（包

括绘图和地理信息产品），这些服务将被用户整合到他们的工作环境中。

4.4…气候变化

哨兵 -2的高重访频率能通过提供更多的获取无云图像的机会，对减少森林砍伐这项工作

予以支持。这在热带纬度地区是非常有用的，这些地区厚厚的云层覆盖使得获取完整目录数据

的进度推迟。在其他的哥白尼项目中使用的参数 ( 如 FAPAR、LAI、LC、LCC和NDVI) 在

气候变化的监测和建模中也有用处。哨兵 -2的高分辨率数据也可以为受洪水影响的国家提供

洪水变化监测服务。

5  地面部分

地面部分由核心地面部分、协作地面部分和哥白尼贡献任务地面部分三部分组成，如图 5

所示。

图 5  地面系统组成图

1）核心地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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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地面部分监测和控制哨兵系列卫星，以确保测量数据的获取、处理、存档和传输给最

终用户这一系列过程顺利完成。它允许系统地获取、处理和分发所有的哨兵数据。此外，还负

责根据预先确定好的运行方案无冲突地执行任务计划，并通过连续不断的监测、定标、和真实

性检验来确保图像产品的质量和传感器的性能，以保证整个任务的整体性能。

核心地面部分主要的设施包括：

（1）飞行控制部分——负责所有哨兵卫星的飞行控制，包括所有平台活动的执行和载荷

成像计划的指挥。

（2）核心地面站——在核心地面站，接收哨兵数据并近实时地生产出产品。X波段地面

站网可以接收所有的哨兵数据。

（3）处理和归档中心——这里系统地生产对时间要求不高的数据。所有的数据均在线存储，

用户可以获取。处理和归档中心网支持哨兵数据的所有处理和归档活动。

（4）任务性能中心——负责定标、真实性检验、质量控制和系统性能评估，拥有专门的

定标 / 真实性检验、离线质量控制、算法校正和改进等方面的专家团队。

（5）哨兵精密定轨设施——利用哨兵卫星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器接收的数据来发布

生产数据产品所需要的轨道信息。

（6）哥白尼空间组件广域网——允许所有的产品和辅助数据在各种地面设施之间的传递，

提供数据产品给终端用户。

载荷数据地面部分负责传感器数据的开发利用。它由欧空局的地球观测中心（也叫欧洲空

间研究院）来运行。它部署在一些核心地面部分的设施上，包括：核心地面站、处理和归档中心、

任务性能中心和精密定轨设施。载荷数据地面部分每天接收和处理哨兵 2.4TB 的压缩的 raw

格式数据以及其他一些欧空局卫星任务的数据。用一些处理算法和格式编排技术，将多光谱仪

器的 0级数据处理成 1级和 2级数据。

2）协作地面部分

哨兵协作地面部分补充完善了哥白尼地面部分，它的目的是对哨兵任务进行进一步挖掘。

它提供了其他一些方式来获取哨兵数据和 / 或特定的数据产品或是分发渠道。它由一些第三方

（也就是来自欧空局 / 欧盟哥白尼项目之外的）资助的成员组成。这些协作成员会为在各个领

域进一步挖掘哨兵任务的潜力，提供一些特定的解决方案。

3）哥白尼贡献任务地面部分

哥白尼贡献任务地面部分，用它自己的特定的控制函数、数据接收、数据处理、数据分发

和数据存档等设备，分发关键数据作为哨兵任务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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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一号”遥感卫星星座
1  “吉林一号”成功发射

2015 年 10 月 7 日 12 时 1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

功将 1组“吉林一号”商业卫星发射升空。这标志着我国航天遥感应用领域商业化、产业化发

展迈出重要一步。

“吉林一号”已经于 10 月 8日成功获取首幅 0.72 米高分辨率光学影像图，影像清晰，

层次分明，信息丰富。在首幅影像打印图上，可以看到北京长安街、鸟巢、水立方等标志性建筑，

主要街路上行驶的车辆也清晰可见。目前，“吉林一号”卫星正在规划拍摄吉林省最新高清影

像图。

图 1“吉林一号”卫星传回的卫星图片：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区域图像

2 “吉林一号”星座

“吉林一号”商业卫星星座包括 1颗光学遥感卫星、2颗视频卫星和 1颗技术验证卫星，

工作轨道均为高约 650 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图 2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太空列队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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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吉林一号光学 A星是我国首颗自主研发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光学成像卫星，重

420 千克，为高分辨率全色多光谱一体化小卫星，分辨率为全色 0.72…米，多光谱 2.88 米。

吉林一号光学A星具备常规推扫、大角度侧摆、同轨立体、多条带拼接等多种成像模式，可为

国土资源监测、土地测绘、矿产资源开发、智慧城市建设、交通设施监测、农业估产、林业资

源普查、生态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公共应急卫生等领域提供遥感数据支持。

图 3  吉林一号光学 A星

灵巧成像验证星，重 65千克，分辨率优于 5米，将验证新型非沿轨时间延迟积分推扫成

像 ( 灵巧成像 ) 技术、新型展开及支撑机构、国产高灵敏度COMS芯片工作性能以及微小卫

星多成像模式。

图 4  灵巧成像技术验证星

两颗灵巧成像视频星，分别重 95千克，可以拍摄 4K超清视频，分辨率为 1.12 米。主要

开展高分辨率视频成像技术试验验证，可为用户提供遥感视频新体验。吉林一号技术验证星主

要开展多模式成像技术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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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灵巧成像视频星

这 4颗卫星均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负责研制和商业化运营，卫星入轨并开展工作后，

该公司将通过在线和离线方式向国内外用户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和各级产品。

3  吉林微小卫星规划

根据近期规划，吉林省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发射 60 颗民用小卫星；而远期规划则是在

2030 年左右，达到 138 颗卫星在轨。

第一阶段，2015 年，在轨卫星 4颗，其中 2颗视频星，1颗推扫星，1颗实验星。

第二阶段，2016 年，在轨卫星 14 颗，完成首次组网，实现对全球任意地点 3-4 小时内

数据更新。

第三阶段，2020 年，在轨卫星 60颗，可实现全球任意地点 30分钟内数据更新。

第四阶段，2030 年，实现在轨运行 138 颗卫星，形成全天时、全天候、全谱段数据获取

和全球任意点 10 分钟以内重访能力，可提供全球最高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的航天信息

产品。

4  吉林卫星政策

航天卫星产业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可以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且市场应用

需求大。特别是随着国家《关于促进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我国卫星应用产

业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加快推进航天卫星产业发展，吉林省专门出台《关于扶持遥感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的意

见》，把遥感卫星发展纳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极。当前，

吉林正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全力支持航天卫星产业发展，把航天卫星产业作为全省创

新发展的“一号工程”，纳入“十三五”规划编制中进行总体谋划，推动航天卫星产业快速发展，

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

不断拓宽发展领域，稳步推进光学制造、机械制造、光电传感、新材料等卫星应用产业，

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抢占产业制高点。积极开拓市场，加快推动技术攻关，在遥感测绘、资源

勘察、防灾减灾、环境监测等方面扩大应用，推进产业化和市场化，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提

升发展层次。

充分发挥“吉林一号”卫星的引领作用，把推动航天卫星产业发展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

重要载体，认真组织实施发射后的相关工作，让“吉林一号”卫星尽快发挥作用，真正做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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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发展、支撑发展。

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积极推动人才优势转化为科

技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人们

持续关注、支持航天文化建设，为航天卫星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近年来，长春光机所在我国光学事业发展、经济建设和高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

成果，特别是在“吉林一号”卫星研发过程中功不可没、贡献突出。吉林省及长春市把科技创

新作为实现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力支持长春光机所为代表的高校科研院所加快发展，进一

步强化核心竞争力，增强发展能力和水平。吉林省内各部门 ( 各单位 ) 要积极配合长春光机所

做好各项工作，努力营造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推动吉林省创新发展不断迈上

新的台阶。

5  光机所卫星研发之路

光机所做了多年载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优势，有了研发卫星的底气。

从上世纪90年代，在王家琪院士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参与“921”载人航天工程，承担了“遥

感八号”有效载荷研制任务，形成了详查、普查、立体成像、多光谱等完整的有效载荷研发体

系，可满足气象、国土、资源、海洋、林业、应急减灾等各遥感需求，并且在同等技术要求下，

长春光机所载荷在重量、体积、功耗等方面具有优势。

光机所通过做载荷把技术用到极限。载荷，只是卫星上的一部分。比如，做相机，需要投标，

投标成功了，只能按照要求做，口径、功率及重量都有严格要求。如果以载荷为核心，载荷需

要多大的平台，就能够提供多大的平台。

2005 年，光机所召开了内部会议，讨论我们国家的卫星下一步怎么走？经过研讨，光机

所认为要走以载荷为核心的星载一体化的设计之路。如果不这样，就限定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

发展。在运行模式上，有计划模式和商业模式。

以往，我们国家对于卫星都属于计划模式，这是由经济决定的，只能是以国家为主导。随

着经济的发展，卫星的运作模式逐渐由市场为主导。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光机所决定开始搞卫星。

2006…年，光机所成立了星载一体化技术研究室。组成成员从所里在读的硕士、博士里，

抽调了 11 人。第二批又…抽调了二十几个人。当时，对于卫星来说，他们还都是一张白纸。经

过这么多年，都成为了骨干，“吉林一号”4颗星的总师都来自这些人，他们都是 80后。

2006 年，光机所还确定了研发卫星的指导思想：不报告，不要钱，不宣传。就在内部悄

悄地进行。在 2009 年末 2010 年初，光机所向吉林省委、省政府正式地做了报告。经过 4年

的埋头苦干，有关卫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了。同时，又恰逢吉林省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卫星产

业是一个方向，还是一个创新的、科技含量高的产业。

6  “互联网 +” 卫星打造千亿级产业

以往，光机所就是做载荷，以技术为荣，挣不挣钱想得很少。这次做卫星，要商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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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司的名字叫“卫星”，但盈利的形式不在卫星上，而是卫星所获取信息的增值服务上，

争取利用 5-8年时间，搞一个千亿级的产业。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要打造两个平台：技术开发平台和金融平台。

技术开发平台，光机所有最好的卫星、最多的卫星，能提供高质量的开发原料。信息服务，

需要具备互联网思维。卫星产业，最适合互联网+。互联网思维，最大就是共享，不是我自己用，

要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做开发，实现大众创业。目前，能为创业者提供 200 个卡位，明年达到

500个，后年达到几千个卡位。

至于金融平台，就是设立一个基金，主要是为这些有想法但没资金的创业者准备的。开发

成功了，基金投的钱就是入股；不成功，就是免费的，没有后顾之忧。国内目前搞航天信息公

司有 200多家，已经有十几家感兴趣，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

绘制全球树密度
摘要：全球范围内森林树木的分布是我们理解陆地生物圈的核心。我们提供第一个全球范

围内空间连续的森林树木密度图。这张图显示全球树木数量大约3.04万亿棵，高于先前估计值。

其中，大约1.39万亿棵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0.74万亿棵在北方地区，0.61万亿棵在在温带。

树密度图趋势显示了当地气候和地形对树密度在精细尺度上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占世界上大多

数的人类的巨大影响。根据我们计算的树密度，我们估计每年超过 150 亿棵树被砍伐，全球树

木数量自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下降了大约 46%。

1  前言

森林生态系统养育了全球大多数生物的多样性，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具有重大贡献，提供

了数不尽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水质控制，木材原料，碳隔离。我们现在对全球森林范围的了

解主要采用遥感方法从空间提供森林面积和树冠相关的外在值得到。通过各种各样的全球模型，

树密度图增强了我们对地球系统的理解，但还不能解决人口数量，密度和木材原料。树密度是

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结构成分，调节了自然过程和保持比例，以及竞争动态和许多动植物栖息

地的适宜性，对大规模的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模型是有价值的。

树密度对某个区域的树木数量也是有意义的指标，可以用来指导森林管理实践活动和在

公众和非政府部门的信息决策。例如，“十亿树木运动”…国际造林成就和世界各地的“百万

棵树”活动激励公民和政治领导人改善环境，并通过种植大量树木对土地进行可持续管理。

建立目标和评估项目贡献比例需要一个良好的基准，需要了解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当前和潜

在的树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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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估计全球树木数量大约4002亿 5千万棵。该数据由卫星图像和全球森林面积产生，…

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者和环境从业人员建议树和人的比例为 61:1。然而，通过最近一次大规

模库存盘查，这个数据是被怀疑的。通过 1170 次地面真实树密度测量，仅在亚马逊流域估计

有 3900 亿棵树木。

2  绘制树密度

除了南极洲外，我们使用地球上来自每个大陆的基于地面的 429，775 个树密度数据，生

成一张全球林木地图。在大多数地球生物群落，即使在那些违反直觉的沙漠，苔原，草原 (图

1…a、b)，也发现了森林地区。我们对自然保护协会定义的 14个生物群落，每个生物群落生成

一个森林地区预测回归模型。这些模型将树密度与空间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的气候、地

形、植被特征和人为土地利用联系起来。对所有收集的数据，我们定义了一个DBH（在胸的

高度直径），即直径大于 10厘米的植物为树。

通过50多个国家的图层测量，生物群落中的树密度是一个固定值（如图 1和图 2)。然而，

大量的树密度测量均值高于估计值 (图 3)。此外，这些数据规模确保我们的模型估计不会受到

近期森林消失、植树造林、自然林再生太大的影响。

图 1数据点和原始生物群落森林密度数据图。图像 a高亮部分是自然保护协会提供的生态

区，收集到基于地面的429，775…个树密度测量值。阴影表示每个生态区收集到的测量点总数。

绿色覆盖是全球森林地图，收集的数据包括了全球绝大多数森林生态系统。图 b是每个生物群

落森林地区收集的树密度中值和 1/4 值。

这个影响小于每年全球森林面积变化的 1%。生物群落水平验证估计说明我们的模型在验

证图上预测平均树密度时有很高的精度（图3a）。虽然，我们的模型精度限制在公顷的水平，

但是平均密度估计的精度高 (±40棵树 / 公顷 )，超过阈值 200( 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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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预测树密度与测量树密度的关系。图 a-l 是由广义线性模型（n=429，775) 预测生

成的。…预测和观测点之间的对角线 1：1 的话，是完美对应，单位是树 / 平方公里。不同颜色

代表数据点落在该生态区的比例。生态区数据点越多，差异越大，但是置信平均评估越高，突

出了大规模精度与细节精度之间的交替使用。坐标是预测的树密度的大变量对数转换而来的。

图 3…生态区预测验证图。图 a是生态区回归模型使用省略验证点预测的 12 个生态区的平

均树密度。总的来说，模型评估树密度低了 3%( 斜率 =0.97)，但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大

(P=0.51)。条带表示的是预测值的±σ，灰色区域表示均值的 95%置信区间。该图表示了所

有生态系统测量值的平均密度，而不是每个生态区的预测值。图 b是预测均值的标准偏差作为

采样样本的函数。随着采样样本增加，预测平均树密度变量达到一个阈值，预测均值的标准差

值作为一个函数样本大小。样本容量的增加，预测树密度达到阈值，超过此样本容量后，数量

的增加导致很小的精度增加。标准差使用引导方法计算，平滑曲线使用对数 -对数转换的标准

线性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平滑。

3  全球水平和生物群落水平模式

总之，生物群落模型提供了第一个1km2(30角秒 )分辨率空间连续的全球树密度地图（图

4a）。根据这张地图，我们估计，全球的树木数量约 3.04 万亿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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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km2(30 角秒 ) 像素水平全球树密度图。1km2 像素水平是指每个像素上树木数量。

如图 b，c，我们突出显示了预测图的两个区域 (南美安第斯山脉 (b) 和撒丁岛 (c))，包括相应

的图片以供比较。所有图和图片是使用ESRI 图像库生成的。图 d，一个散点图验证我们全球

树木总量的大规模估计。该图显示了我们预测的树估计和先前大规模树区域库存报道总数之间

的关系。直线、虚线分别是预测最佳拟合线和 1:1 线。

这个量级高于之前的全球估计，我们的投影比例尺与欧洲，北美和亚马逊流域（图 4…d）

最近的大比例尺存量是一致的。随着人类人口达到 70.2 亿，我们通过全球树密度估计树人比

例由 61：1 订正为 422：1。

根据生物群落等级，最高树密度存在于在北方和苔原的森林地区…( 图 1…b)。在北纬地区，

有限的温度和水分形成了耐压的针叶树种，这种树种可以达到地球的最高树密度 (图 1)。然而，

热带地区包括了世界森林土地的大部分地区。地球树木 42.8%存在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另

外 24.2%和 21.8%分别为北方和温带生物群落 (图 4)。

4  生物群落内部趋势

我们的模型提供了通过树密度洞察生物群落内部潜在控制机制的机会…( 图 5)。例如，…不

同生态系统类型的平均森林密度与多个气候参数相关。树密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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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最终生物群落层回归模型标准系数。系数代表变量中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树密度变

化的相对百分数。红色的和蓝色圆圈分别表示对树密度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圆圈的大小表

示影响的大小。所有层可以用于全球范围。人类开发 =开发和管理土地的百分数；LAI= 叶

面积指数；EVI= 增强植被指数，…EVI:ASM=…EVI…的角秒矩；EVI:contrast=…EVI 对比；

EVI:dissimilarity=…EVI…的不同。

随温度 ( 年平均温度和季节温度 ) 和可用水份增长。这些模式与之前大规模树库存研究是

一致的，并且支撑了这种想法，生态系统中，湿润、温暖的条件通常是树木生长的最佳条件。

一般来说在生物群落中，可用水分和温暖对树密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在某些地区观察到的

消极影响似乎是令人惊讶的 (图 5)，这凸显了一套复杂的人口和社区水平选择压力，这个压力

掩盖了气候与地形交叉的预期影响。例如，在寒冷的（北方和苔原 )生物群落，…湿度增加会导

致在较低的平坦地形形成含氢的和永久冻土条件，从而限制了树生长时营养的吸收。此外，当

前和历史人为土地利用决策有可能推动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例如，淹没的草原和热带干燥森

林中树密度和可用水份之间的消极关系，可以推动优先使用潮湿、多产的土地用于农业。因此，

森林生态系统常常归入干燥地区，扭转了可用水份和树密度之间生物群落的预期关系。这种影

响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取决于人口密度，替代资源可用性和社会经济状况。

随着人类活动的间接影响，人类发展对树密度的直接影响 ( 开发和管理土地的百分比 ) 代

表了所有生物群落中唯一的共同机制…( 图 5)。树密度和人为土地利用之间的负面关系例证了人

类在空间上应该如何对待自然森林生态系统。然而，人类活动对树木数量的负面影响在局部地

区非常明显。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测量人类活动相对于其他环境变量的影响比例。全球森

林覆盖每年大约损失 192，000 平方公里。结合我们过去 12 年来的最新的确切树密度信息，

我们估计森林砍伐、森林管理、和土地利用变化每年损失总额大约 153 亿棵树。热带地区的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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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损失率是最高的。人类对所有森林生物群落的这种消极影响范围的一致性，突显出历史土地

使用决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自然生态系统。使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当前和历史森林覆

盖投影地图，显示自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全球树木数量已经下降大约 45.8%。

5  讨论

全球树密度图，结合生态系统特征（自然循环率等），促进理解生物地球系统的化学动态。

例如，茂盛的树有助于解释碳存储量和生态系统内部生产力的变化。但是，这些影响在生物群

落中仍未经测试。我们依靠模拟，评估这些区域内植物生物碳数量，回归我们图层的树数量，

在全球范围内评估树密度和植物碳储之间的关系。这显示了树密度对植物碳存储的积极影响 (P…

<0.001)。然而，树密度与植物存储之间的关系强度较弱 (r2=0.14)，反映了当地生态系统的

巨大力量可以掩盖全球趋势。例如，树密度与树大小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比较强，在林地大树包

含最大的碳比例。但是，在给定生态系统类型时，最大树密度通常与年轻的或有许多小树覆盖

的森林有关联。彻底了解植物碳存储总量，需要树木大小和数量信息。

茂密森林环境与稀疏森林环境从根本上是不同的生态系统，影响大批生物和非生物过程。

目前，遥感工具可以捕获一些信息，但不是全部信息。我们提供的树密度层可以洞察生态动态，

但不代表森林覆盖或生物群落估计。通过确定各种各样动植物栖息地的适应性，获取可感知的

环境特征，可以得到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物种分布模型。未来气候变化下，树 -人口基线估计在

决策人口 -社区树统计学中时非常重要。最后，允许我们按照树木数量了解全球森林程度，这

张地图有助于我们基本认识地球的陆地系统。

国外商业遥感卫星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
1  前言

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影像由于空间分辨率高、识别地物能力强、信息准确等因素，受到

各国的重视。2014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逐步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设施建设，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纵观全球，很多

国家都已采用商业化方式运营遥感卫星系统，且收益显著。且近年来，一大批从事商业微型卫

星研发的创新企业又先后涌现，拓宽了商业遥感模式和发展方向。本文针对国外商业遥感卫星

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展开探讨。

2  美国

美国是商业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发展较早的国家，也是商业化模式最清晰的国家，商业卫星

数据政策已达到 0.25 米。

（1）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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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后的数字地球公司拥有 5颗高分辨率商业卫星，情况如表 4-1 所示。虽然经历过多

次并购，美国…DG…公司始终专注于亚米级光学遥感卫星，以提供全球最高分辨率、最多光谱数

量的商业遥感卫星为核心竞争力。

DG的商业遥感卫星具有以下特点：①高分辨率光学载荷，②定位精度高，③机动能力强，

④可立体成像。

表 1……美国数字地球公司卫星主要性能指标

名称 分辨率 幅宽
定位

精度
机动能力

发射

时间

重复观

测时间

每日覆

盖面积

IKONOS 1m全色，4个 4m多光谱 11.3km 25m 敏捷成像 1999

QuickBird 0.61m全色，4个 2.44m多光谱 16.5km 23m 敏捷成像 2001

WorldView-1 0.50m全色 17.6km 7m 300km/9s 2007

1 天
310.5

万Km2

GeoEye-1 0.41m全色，4个 1.64m多光谱 15.2km 5m 全轴 60° 2008

WorldView-2 0.46m全色，8个 1.84m多光谱 16.4km 5m 300km/9s 2009

WorldView-3 0.31m全色，8个 1.24m多光谱 13.1km 3m 300km/9s 2014

注：QuickBird 已经退役，IKONOS也预计于近年退役，故没有参与重复观测时间和每

日覆盖面积的计算。

（2）Terra…Bella…

美国 Terra…Bella 公司旨在提供准实时覆盖全球的亚米级光学遥感数据，以其近 1m分辨

率的视频数据吸引大量非专业级用户和市场的眼球。

公司计划于 2018 年前以低廉成本构建由 24颗卫星组成的小卫星星座Skysat，实现全球

任意目标每天3-4次的访问能力，为用户快速提供实时、高分辨率的海量遥感影像甚至视频，

引领开拓遥感数据深度挖掘服务。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Skysat-1 和 Skysat-2 两颗星，情况

如表 4-2所示。Terra…Bella 的商业遥感卫星具有以下特点：①高分辨率光学载荷，②视频成

像，③重放能力强，④每日覆盖面积大。

表 2……Terra…Bella 公司卫星主要性能指标

名称 分辨率 重量 发射

时间

重复观

测时间

每日覆盖面积

Skysat-1 0.9m全色 /2m多光谱，1.1m视频 100kg 2013
0.25 天 1000万 km2 以上

Skysat-2 0.9m全色 /2m多光谱，1.1m视频 100kg 2014

3  欧洲

同样经历过多次并购，欧洲…ADS…公司同时运营多个光学和…SAR…卫星星座，全面而丰富

的数据类型是其重要特点。

（1）ADS…公司的光学卫星星座

法国的商业遥感卫星具有以下特点：①高空间分辨率，②高敏捷性，③高中分辨率、窄宽

刈幅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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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法国空客集团光学卫星主要性能指标

名称 分辨率 幅宽
定位

精度
机动能力

发射

时间

重复观

测时间

每日覆

盖面积

Pleiades1A
0.7m全色，

4个 2.8m多光谱
20km 3m 800km/25s 2011

1 天 200万 km2

Pleiades1B
0.7m全色，

4个 2.8m多光谱
20km 3m 800km/25s 2012

SPOT6
两台：2m全色，

4个 8m多光谱
2×60km 10m 全轴30° /12s 2012

0.5 天 700万 km2SPOT7
两台：2m全色，

4个 8m多光谱
2×60km 10m 全轴30° /12s 2014

Formosat-2
2m全色，

4个 8m多光谱
24km 230m

前后±45°，

侧摆±45°
2004

（2）ADS…公司的SAR卫星星座

法国空客集团还运营德国的雷达卫星 TanDEM-X和 TerraSAR-X，和即将发射的西班

牙的雷达卫星Paz。情况如表 4-4 所示。TerraSAR-X 是德国第一个卫星，可在 514 千米

的极轨道上环绕地球，利用有源天线昼夜搜集雷达数据。TanDEM-X是TerraSAR-X的“姊

妹”卫星，在运行轨道上，两颗卫星将以不到 200 米的距离同步飞行，精确扫描地球表面，

生成连贯的高精度 3D地球数字高程模型。

表 4……法国空客集团雷达卫星主要性能指标

名称 最高分辨率 发射时间 重复观测时间 每日覆盖面积

TerraSAR-X 1m 2007

21 小时

高分辨率时：3万 km2

中分辨率时：90万 km2

低分辨率时：…840 万 km2

TanDEM-X 1m 2010

Paz 1m 预计 2015

4  印度

作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商业机构，Antrix…公司近十年来提供来自多个系列的中高分辨率

影像，主要应用于测绘、环境等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价格优势大。…

5  韩国

西班牙北电公司研制了DEIMOS-2 和迪拜DUBAISAT-2 商业卫星。

表 5……西班牙北电公司卫星主要性能指标

名称 分辨率 幅宽 机动能力 重量 发射时间 设计寿命

Deimos-2 1m全色 /4m多光谱 12km ±45º 310kg 2014 7 年

DubaiSat-2 1m全色 /4m多光谱 12km ±45º 300kg 2013 5 年

6  分析

（1）高空间分辨率

在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牵引下，卫星地面分辨率不断提高。在光学超高分辨率（<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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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美国数字地球公司具有绝对优势，维持在 0.5m的水平，最高达 0.31m。在光学高分辨

率（0.5m-1.0m）领域，美国 Terra…Bella 公司、法国空客集团和以色列 ImageSat 公司实

力相当，维持在 0.7m的水平；我国刚发射的吉林一号，全色波段分辨率为 0.75m。在 SAR

方面，意大利、德国分辨率水平相当，最高空间分辨率均为 1m；加拿大其次，最高空间分辨

率为 3m。

（2）高时间分辨率

单颗或少量卫星的获取能力有限，通过星座组网运行，获得更大的数据获取能力和更高的

时间分辨率。在光学超高分辨率（<0.5m）领域，美国数字地球公司虽然单星时间分辨率并不

具备竞争力，但若考虑将其视为一个虚拟星座，时间分辨率可达 1天的水平。在光学高分辨率

（0.5m-1.0m）领域，美国Terra…Bella 公司的卫星具有绝对优势，时间分辨率可达 0.25 天

的水平；其次是法国空客公司和中国 21 世纪公司，Pleiades1A/1B 星座和DMC-3 星座均

可达 1天的水平；在光学中分辨率（1m-10m）领域，法国空客公司最具优势，SPOT6/7 和

Formosat-2 组网，时间分辨率可达 0.5 天；其次是英国萨里公司，RapidEye 星座时间分

辨率可达 1天。在 SAR方面，意大利的 4颗 Cosmo-Skymed 卫星位于同一轨道面，极大

提高了重时间分辨率，可达 12 小时；法国空客集团的 TerraSAR-X、TanDEM-X…和即将

发射的Paz组网提高了时间分辨率，可达21小时；加拿大MDA公司的Radarsat-2达3天。

（3）强覆盖能力

根据当前的卫星发展水平，单星日观测面积都向 100 万 km2 发展，如果考虑星座能力，

则可达几百万的水平。在光学超高分辨率（<0.5m）领域，美国数字地球公司日观测面积可

达 300 多万 km2；在光学高分辨率（0.5m-1.0m）领域，最具有潜力的是美国 Terra…Bella

公司，日观测量在 1000 万 km2 以上，而法国空客集团则可达到 200 万 km2；在光学中分

辨率（1m-10m）领域，法国空客集团水平最高，可达 700 万 km2，其次是英国萨里公司，

为 400 万 km2。在高分辨率SAR数据上，意大利的COSMO-SkyMed 星座和法国空客的

TerraSAR-X、TanDEM-X、Paz 组网均具有极强的覆盖能力，每日 3万 km2；在中分辨

率SAR数据上，意大利的COSMO-SkyMed 星座的覆盖能力最强，每日 240 万 km2，其

次是法国空客的TerraSAR-X、TanDEM-X、Paz 组网，每日 90万 km2。

（4）低制造成本

小卫星（重量 5-300kg）发射成本低，在满足图像商业应用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小卫

星平台、低成本的望远镜，利用最新的图像处理硬件和算法，以相对较短的卫星寿命换取由更

大数量卫星组成的星座，不但降低了卫星的设计、总装和发射成本，还使卫星和图像数量增加，

覆盖能力增强，时间分辨率增高。在光学超高分辨率（<0.5m）领域，目前还未有小卫星。在

光学高分辨率（0.5m-1.0m）领域，美国 Terra…Bella 公司的卫星具有绝对优势，目前已有

Skysat-1 和 Skysat-2 两颗重 100kg 的卫星在轨运行，并计划于 2018 年前以低廉成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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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4颗卫星组成的小卫星星座Skysat，实现全球任意目标每天 3-4 次的访问能力，为用户

快速提供实时、高分辨率的海量遥感影像甚至视频；在光学中分辨率（1m-10m）领域，英国

萨里公司研制的RapidEye1-5重 150Kg，具有高时间分辨率和强覆盖能力，处于领先水平。

7  总结

综上所述，发展高空间分辨率的卫星是必然选择；发展高时间分辨率、强覆盖能力的卫星

星座是发展方向；创新发展低制造成本卫星可增强竞争力。快速形成 0.5m分辨率亚米级的卫

星星座，具备较强的区域获取能力，并分阶段不断提升，让地面的特征更加精细化；发展0.3m

分辨率的高端光学卫星，具备同DG公司、航空数据竞争的能力，在国内形成优势地位；战略

上发展SAR卫星系统，开拓SAR数据的应用价值；研究高光谱、视频相机等载荷数据的应

用前景，跟踪不断发展的数据应用市场，能为多行业领域带来深度的挖掘及分析价值。创新发

展小卫星星座，降低制造成本，增强数据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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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的光学成像系统仿真
端到端的仿真以虚拟构造的场景为输入，以遥感图像为输出。仿真涉及场景构造、大气传输、

卫星平台、成像系统、图像处理等各个环节，能够模拟成像过程的信噪比（SNR）、调制传

递函数 (MTF)的退化过程。不同类型传感器都有各自的性能特点，面阵传感器、线阵传感器、

TDI 传感器等应用于不同的成像系统。通过对传感器成像机理的仿真，可以在设计中进行充分

仿真论证，以确定新设计中传感器的选择。同时端到端的仿真还能用于新型成像系统优化设计

论证、成像质量预估、图像处理算法开发等各个方面。

现今较成熟的仿真工具软件主要有：SG_SIM、PICASSO、SENSOR等。相对于其他

软件来说，SG_SIM拥有更宽的模拟波段，可实现高光谱的仿真。其模型的输入既可以是高

光谱空基影像也可以是虚拟合成影像。仿真过程可分为三个独立的模型：一是反射率场景模型，

可通过混合光谱产生所期望的反射率影像；二是大气模型，可将输入反射率图转换成传感器上

的辐射影像；三是成像系统模型，可模拟由仪器引起的主要衰减。

云计算在遥感的应用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各级政府部门依靠遥感卫星进行科学决策的要求不断增强，社会多

层次用户对遥感应用需求日益扩大。因此，结合先进的计算技术，建立面向公众用户的遥感卫

星综合信息服务，提升业务化服务能力水平，加速遥感卫星应用产业规模化发展是必然选择。

云计算是一种具备处理规模化、管理集中化、结构开放化、存储海量化等特点的服务计算

模式，已经在大数据处理尤其是互联网搜索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近年来，云计算技术的不

断成熟和发展，为解决遥感信息按需服务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国外已经开始结合云计算

技术进行了图像、视频、生物、空间科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地

面数据处理系统还几乎没有，缺少大规模遥感数据处理的应用实例。

（1）国外云计算遥感应用

国外已经有研究人员开始将云计算平台与遥感应用相结合进行研究，利用云计算技术和开

放平台来实现空间信息的处理应用。这些工作侧重系统结构研究，探讨了计算模型、系统架构、

核心组成和关键技术等问题。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NUBELA项目。NASA于 2008 年开始基于云计算的空间

观测科学数据管理项目。NUBELA的基础设施服务（IaaS）可提供可扩展的计算和科学应用

的存储。这些服务允许用户通过界面或命令行工具，提供所需的基本管理、计算和存储资源。

NUBELA的平台服务，将提供一个一致的框架、代码库和服务，使开发者部署可以自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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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需求变化的、安全的、符合政策的Web应用程序。NUBELA 采用集装箱数据中心的

方式来管理，这种方式更加灵活、绿色，可节约近 50%的能源消耗。

开放云计算联盟（OCC）的Matsu 项目。该项目在OCC支持下由 NASA…GFSC、

Illinois 大学、Starlight 公司联合开发，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云计算的卫星遥感影像按需

灾害评估服务系统。该项目得到了大数据研究工作组（LDWG）的支持，构建了一个基于

Eucalyptus 平台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包括 300 个以上CPU，80Tb 存储和 10Gbps 思科提

供的网络连接设备。

欧洲空间局（ESA）对地观测应用网格G-POD。该项目是一个基于网格技术的对地观

测环境，特定的数据处理应用程序可以无缝地接入到系统。依靠由网格技术管理起来的高性能

计算和海量数据资源，它提供了快速建设有数据的应用程序的虚拟环境的必要的灵活性，计算

资源和成果。在G-POD网络门户是一个灵活、安全、通用和分布式平台，用户可以轻松地

管理各项任务：从一个新的任务创建到结果公布，由数据的选择和监测工作的推移，用户可以

随处访问和使用友好而直观的界面，执行由数据的选择到监测工作的各种应用。

（2）国内云计算遥感应用

中科遥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控股。在与东莞

市政府共建的“中国科学院东莞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云计算中心”基础上，成立了“遥感云

服务研究中心”，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操作系统G-Cloud开发建设了遥感云服务平台。

华迪计算机集团有限公司。即北京华迪宏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其开发的中国遥感云平台

是一个集数据检索 / 订购、在线处理、产品分享为一体的综合遥感信息服务平台，能够提供遥

感数据免费下载和极具价格优势的国内外商用卫星数据订购服务；同时还提供多种专业遥感数

据处理算法模型，用户可以在线生产专题产品；另外，该平台还提供专题产品和影像资料的分

享机制，用户可实现资源分享。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该所从 2000 年开始从事网格、云计算与大数据相关研究，

在软件体系结构及系统软件、大规模数据存储和计算、编程与使用环境以及行业应用等方面取

得了重要进展。实现了Pb级数据离线分析处理和百亿记录级数据实时查询分析能力，提高了

海量数据存储和处理效率，降低了系统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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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SAR-S 重新定义雷达成像成本
小卫星制造商萨里技术有限公司（SSTL）宣布已完成新型低成本合成孔径雷达（SAR）

卫星系统（NovaSAR-S）的研发，该卫星系统可在任何条件下为客户提供对地任一地

点的覆盖，能穿过云层进行昼夜观测。NovaSAR-S 的质量 400kg，采用了 SSTL 公

司经飞行验证的 SSTL-300 平台和一个创新型 S 波段 SAR 载荷。该卫星由 SSTL 公司

与阿斯特里姆公司联合研发，后者负责提供有效载荷。研发中的挑战在于通过一个小型、

低成本的卫星平台满足电源和处理需求。目前，阿斯特里姆公司研发的 NovaSAR-S 的

3m×1m 焦平面阵列天线已利用机载演示验证器成功试用。搭载载荷的 SSTL-300 平

台是对 SSTL 的甚高分辨率成像任务 NigeriaSat-2 的改进，NigeriaSat-2 卫星已于

2011 年 8 月发射。据称，基于高效 S 波段固态放大器技术的 NovaSAR-S 可获取地面

采样距离 6~30m（通过采用不同模式）的中等分辨率雷达图像。其 4 种观测模式通过优

化具有广泛用途，包括洪水监测、农业庄稼评估、森林监测、陆地覆盖分类、灾害管理和

海洋应用——主要是舰船跟踪和石油溢出探测。NovaSAR-S如用于赤道或低地球极轨道，

可提供高数据输出量，以多种极化组合进行观测，增加获取图像的色彩和细节。该系统可

设计单独发挥功能或作为星座的一个部分使用。3 颗 NovaSAR-S 卫星可每天对全球的

任一点进行成像，且可不考虑当地的气象或时间。

CNES 探讨下一代光学遥感系统的三种方案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正在探讨其下一代高分辨率光学成像卫星系统的 3 种

不同方案。第一种方案采用椭圆轨道，对给定目标区域可进行长达 45分钟的“凝视”观测，

地面分辨率为 1 米。第二种方案是在赤道上空的静地轨道上部署一颗 3 米分辨率的卫星，

在 15 年寿命期内开展持续不断的观测。第三种方案是建立一个低地轨道系统，地面分辨率

为 20~30 厘米，重访时间为 1-2 天；许多用户要求能以更高频度重访感兴趣区域，这就

意味着该系统很可能需要部署至少两颗卫星。CNES 和阿斯特里姆卫星公司的官员在 9 月

23~27 日举办的第 64 届国际宇航大会上说，他们的目标是在 2023 年前后部署下一代光学

遥感系统。

低轨系统的设计要求之一是卫星尺寸要足够小，以便能装到欧洲“维加”火箭直径 2.6

米的整流罩内——该火箭的整流罩很可能会把卫星的地面采样距离限制到 30 厘米。要达到

更高的分辨率，可能要采用有源光学器件，并且具备变焦能力，为了实现这些需要采用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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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SAR-X 卫星观测幅宽提高一倍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8月 30日宣布，将采用幅宽为 200公里的新观测模式来运行

雷达地球观测卫星TerraSAR-X。

新的观测模式，亦即“宽扫模式”（Wide-Scan…SAR…mode），通过在垂轨方向上多

次快速转动雷达波束，对同一区域进行多时段扫描来获取图像。其地面分辨率为 40米，将提

供给海洋学家及其他领域专家，用于研究潮汐范围、滩涂变化、航运动态、海浪形态、浮冰和

风力等。TerraSAR-X卫星通过这种方式延长了任务寿命。

TerraSAR-X卫星于 2007 年 6月发射升空，在 515 公里的近极地轨道运行，设计工作

直径的望远镜，这对“维加”火箭来说太大了。另外，如何处理有效载荷数据也是一个问题。

CNES 和阿斯特里姆估计，一颗地面分辨率 20~35 厘米、幅宽 20 公里（均为设计目标）

的低轨卫星，每行像元数在100000和 57140个之间，数据量将以几十TB而非GB来度量，

因而需要更高的数传能力，并扩建地面网络。比较起来，CNES 目前在轨运行的 2 颗高分

辨率光学卫星 Pleiades-1/2，幅宽 20 公里，分辨率只有 70 厘米，每行像元数为 30000

个；美国数字地球公司的Worldview-2 幅宽为 13.1 公里，分辨率 31 厘米，每行像元数为

42260 个。

椭圆轨道方案可解决低轨系统方案的某些问题，但却存在与火箭的兼容性问题。CNES

和阿斯特里姆正在研究远地点 6353 公里、近地点 1261 公里、倾角 116 度的一条轨道。卫星

在对给定区域进行 30~45 分钟的凝视观测过程中，可实现 1米分辨率的静态图像拍摄和 3米

分辨率的视频拍摄。CNES的研究重点位于北纬约 20度上空，围绕着卫星轨道的区域。卫星

在每圈飞行中将有近半圈可以对该区域进行观测。这样一条椭圆轨道将使卫星定期遭受辐射，

有可能导致其功能下降。Pleiades 项目负责人格莱兹说，该机构已为一项辐射加固技术申请

专利，该技术可能会缓解这一问题。CNES和阿斯特里姆的结论是椭圆轨道方案所需的望远

镜会很大，但可能会采用包括有源光学器件在内的单体碳化硅设计。与火箭有关的不足是，

116度的轨道倾角可能让这颗卫星超出“维加”火箭、至少是其现役型号的运载能力。迄今为止，

“维加”火箭只在圭亚那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过两次。

对于静地轨道方案，具备研制高分辨率成像卫星的欧洲阿斯特里姆卫星公司和美国鲍尔宇

航与技术公司称，当前这类卫星的造价和尺寸对大多数潜在用户来说都不具有吸引力。此外，

静地轨道方案还存在卫星轨道控制和图像处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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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为五年，目前已超期服役 1年半。自发射以来，TerraSAR-X已经分发了超过 12万幅影

像，然而，其像幅一直被限制在 100公里。据DLR估计，TerraSAR-X卫星目前状态良好，

燃料储备充足，能够继续运行到 2015 年以后。

用Wide-ScanSAR 模式拍摄的德国湾影像

TerraSAR-X有四种成像模式：

成像模式 像幅 分辨率

SpotLight 10km*5km 1m

StripMap 30km*50km 3m

ScanSAR 100km*150km 8m

Wide-ScanSAR 200km*270km 40m

TerraSAR-X 成像模式示意图

另据消息，阿斯特里姆 10 月 8 日宣布，已在 DLR 支持下对现有 TerraSAR-X/

TanDEM-X系统进行升级，可向用户提供 25厘米分辨率，像幅为 4km*3.7km的影像。10

月 11 日，DLR就此事回应称，德国政府已启用了分两步走的商业卫星影像监管制度，要求最

敏感数据的出售要以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审批。政府对于所出售影像的空间分辨率没有特定限

制，不过，若交付的数据信息含量较高，则将面临更严格的限制。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数字地球公司（Digital…Globe）在 10 月 31 日发布季报时，再次

要求政府放宽对可公开出售的卫星图像的分辨率限制。目前美国对卫星图像地面分辨率的限制

为 50厘米，该公司更高分辨率的图像现在仅限于提供给美国政府或经特批的用户。数字地球

公司此前已正式要求允许其以商业方式提供分辨率优于 50厘米的图像，以便能同全球各地的

航拍影像供应商开展竞争。公司首席执行官塔尔说，他们认为分辨率限制已经过时，会不合理

地束缚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他说，放宽这些限制将有利于创新，并给政府和商业用户创造价

值带来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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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8 在轨交付并展开工作
LDCM（Landsat…Data…Continuity…Mission）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陆地卫

星系列的第八个计划，由NASA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联合运行，旨在长期对地进行观测。

该计划主要对资源、水、森林、环境和城市规划等提供可靠数据。卫星使用与 Landsat-5 相

同的轨道，饶地球一周用时 99分钟，每 16天可完成一次全球范围的成像。

2013 年 2 月 11 日，LDCM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进行发射。3月 21 日，由OLI 成像

仪拍摄的第一幅影像传回，一周后，USGS开始提供样本数据下载。经过 2个月的在轨测试

和校准后，4月 12 日推进系统启动，将卫星推送入 705km的最终轨道。4月 19 日，根据拍

摄画面制作而成的动画公布，标志了卫星到达其最终运行轨道。5月 30日，LDCM正式更名

为 Landsat-8，并移交USGS。当天，Landsat-8 接受了一项任务，对EI…Paso 和 Texas

周边地区进行观测，承接了 Landsat 系列卫星过去 40 多年对这个区域的持续观测任务，

USGS也在当天正式提供 Landsat-8 数据。6月 16 日，USGS提供了 Landsat-8 的 OTI

数据解译工具。

Landsat-8 上携带有两个主要载荷：OLI 和 TIRS。其中 OLI（Operational…Land…

Imager，业务陆地成像仪）由卡罗拉多州的鲍尔航天技术公司研制；TIRS（Thermal…

Infrared…Sensor，热红外传感器），由NASA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研制。TIRS负责人说，

Landsat-8 上携带的 TIRS载荷，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性能最好的TIRS。TIRS将收集地

球两个热区地带的热量流失，目标是了解所观测地带水分消耗，特别是美国西部干旱地区。

载荷参数方面，OLI 传感器有 9个光谱波段，与ETM+相比增加 2个波段，波段范围有

所变化，其中尤以近红外和全色波段的波长范围变化最明显。空间分辨率为 15m（全色波段）

和 30m（多光谱波段），成像幅宽为 185km。TIRS 有 2 个热红外波段，空间分辨率均为

100m。具体参数如下表所示。

Landsat-8

载荷参数

波段 波长（µm） 分辨率（m）

Band…1…-…Coastal…aerosol 0.43…-…0.45 30

Band…2…-…Blue 0.45…-…0.51 30

Band…3…-…Green 0.53…-…0.59 30

Band…4…-…Red 0.64…-…0.67 30

Band…5…-…Near…Infrared…(NIR) 0.85…-…0.88 30

Band…6…-…SWIR…1 1.57…-…1.65 30

Band…7…-…SWIR…2 2.11…-…2.29 30

Band…8…-…Panchromatic 0.50…-…0.68 15

Band…9…–…Cirrus（卷云） 1.36…-…1.38 30

Band…10…-…Thermal…Infrared…(TIRS)…1 10.60…-…11.19 100

Band…11…-…Thermal…Infrared…(TIRS)…2 11.50…-…12.51 100

*TIRS是按 100m分辨率来获取数据，但交付的数据产品重采样为 30m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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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8 将调整辐射校正算法
10 月 25 日消息，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科学家们即将对 Landsat-8 卫星的辐射

定标算法进行调整，其结果将会影响 Landsat-8 卫星的 10 个波段数据，包括业务型陆地成

像仪（Operational…Land…Imager，OLI）载荷的全部 9个波段以及热红外传感器（Thermal…

Infrared…Sensor，TIRS）载荷的第 1波段。

对 TIRS 载荷第 1 波段数据的调整是把每个像素的辐亮度值减去常量值 0.32W/

(m2×sr×µm)，该方法是通过与表层水温测量结果对比得出的。科学家们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以更准确地找出定标算法的误差源，可能的话，将提供更精确的分场景校正算法。TIRS载荷

第 2波段不做调整，因为它与表层水温测量结果相关性不强且定标系数多变。用户需将 TIRS

载荷第 1 波段数据作为独立的光谱波段（如同 Landsat-7 的 ETM+载荷一样）而不能同时

使用TIRS的第 1和第 2波段来运行分裂窗校正算法。

根据算法的调整，需要对现有数据进行重新定标。对已下载的数据，用户可以将TIRS载

荷第 1波段的表观辐亮度值减去 0.32W/(m2×sr×µm) 以提高影像产品精度，或者在重新定

标完成后再下载新的影像产品。一旦确定了更为精确的分场景校正算法，就将再一次清除旧数

据并进行重新处理。

对于OLI 载荷，根据卫星在轨运行状态，调整了卷云波段（即第 9波段）的辐亮度到反

射率的转换系数，该波段的反射率将调整 7%左右。发射前利用定日镜测量计算转换系数的方

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这些波长的光线几乎无法到达地面。此外，增加了其它波段辐亮度到反

射率的转换系数，反射率的调整高达0.3%。同时，还调整了每个OLI传感器芯片组件（SCA）

边缘探测元件的相对增益，用以去除不明显的条带噪音。

美计划研制 LandSat-9 

卫星：最高科技地球自拍神器
美国陆地卫星（LANDSAT）系列卫星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共同管理。自 1972…年起，LANDSAT 系列卫星陆续发射，是美国用于探测地球

资源与环境的系列地球观测卫星系统。经历 40年历史，系列卫星陆续为地球提供各种地理地

质及水文资料情报。当前服役的陆地卫星型号为 LandSat-8。NASA和 USGS本月正式宣

布将继续研发新一代 LandSat-9 号卫星，预期将于…LandSat-9 卫星计划 50 周年的 2023

年发射，接替 LandSat-8 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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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卫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地下矿藏、海洋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监视和协助管理农、林、

畜牧业和水利资源的合理使用，预报农作物的收成，研究自然植物的生长和地貌，考察和预报

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和环境污染，拍摄各种目标的图像，以及绘制各种专题图（如

地质图、地貌图、水文图）等。Landsat-8 卫星于 2013 年 2月 11 日发射，是美国陆地探测

卫星系列的后续星。Landsat-8 卫星装备有陆地成像仪（Operational…Land…Imager，简称

“OLI”）和热红外传感器（Thermal…Infrared…Sensor，简称“TIRS”），TIRS是有史以

来最先进，性能最好的热红外传感器。TIRS将收集地球热量流失，目标是了解所观测地带水

分消耗，特别是干旱地区水分消耗。

2015 年 2 月 LandSat8 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提供的数据减少。LandSat-8 卫星上

的 TIRS 传感器的设计年限仅有三年。LandSat-9 将基于 LandSat-8 升级改造，NASA…

LandSat-9 的项目经理Del…Jenstrom则表示“相比 LandSat-8，LandSat-9 将提供一致

性或更优质的卫星数据”，由NASA及其所属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引领开发。USGS将接

管卫星的操控权及数据收集管理。LandSat-9的TIRS传感器设计寿命则大幅提高，达到5年，

将会为陆地卫星计划提供新的更持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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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Globe 与 GeoEye 合并后运行情况
2013 年 1 月 31 日，DigitalGlobe 对 GeoEye 的并购正式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

全球领先的地球影像与地理空间分析解决方案提供商，并以DigitalGlobe 的名义在纽交所继

续进行股票交易。这场因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削减卫星影像采购预算而起的收

购之争，最终以DigitalGlobe 出价 4.53 亿美元收购GeoEye 而尘埃落定。根据 1 月 30 日

DigitalGlobe 公司股票的收盘价计算，合并后的公司市值达 21亿美元。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

GeoEye 整合计划中经营费用协同效应达到 35%的目标提前完成。

DigitalGlobe 与 GeoEye 整 合后，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 Quickbird、IKONOS、

GeoEye-1、WorldView-1、WorldView-2 等五颗遥感卫星获取的高分辨遥感数据，以及

更具价值的地理空间产品和分析服务。

（1）新的合作与服务

2013 年 7 月 8 日，Esri 用户大会上新 DigitalGlobe 宣布与 Esri 合作，为 ArcGIS…

Online 订阅用户提供更丰富的地理空间产品和解决方案。新 DigitalGlobe 的全球底图、

FirstLook 和多光谱优质服务将可以无缝集成到ArcGIS 用户的工作流中，使其能够直接从数

据源处访问最新的影像和相关信息。

FirstLook 是基于 DigitalGlobe 的云服务平台，对于重大事件发生前后的卫星影像，

FirstLook 服务提供快速的，在线的访问和下载。根据云量覆盖和卫星轨道的情况，在事件监

测被激活之后，FirstLook 在仅三小时内即可提供影像。…

2013 年 6月，龙卷风袭击俄克拉何马州时，新DigitalGlobe 命其卫星群获取这个区域影

像并提供 FirstLook 服务，调用了WorldView-1…和 GeoEye-1 两颗卫星分别采集了高分辨

率全色影像和彩色影像。

（2）开拓中国市场

2013 年 5 月 2日，DigitalGlobeBlog.com消息称，DigitalGlobe 在美国境外唯一一家

合资企业中国四维世景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为一个重要组织提供870万平方公里范围的影像，

覆盖中国国土面积达 90%以上。此外，四维世景还与地方政府、互联网公司等建立了多项合

作关系，提供农村土地整治所需影像、高人口密度城市影像以及 LBS应用所需的影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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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高分辨率商业卫星 WorldView-3 发射成功
DigitalGlobe 公司 8 月 13 日宣布成功发射WorldView-3 卫星。这是DigitalGlobe 发

射的第六颗商业卫星，具有高光谱和高分辨率的优势。该卫星搭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阿特拉

斯 5型（Atlas…5）火箭，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WorldView-3 效果图

WorldView-3 卫星高 5.7 米、宽 2.5 米，重量达 2.8 吨，设计寿命为 7.25 年，预计

服务寿命为 10 到 12 年。它携带了WorldView-2 和WorldView-1 上使用的控制力矩陀

螺装置（Control…Moment…Gyroscopes，CMGs），该装置由鲍尔航天技术公司（Ball…

Aerospace…&…Technologies…Corporation，BATC）制造，能在 4到 5秒内在成像区域内

重新定位卫星，而传统技术所需时间是 30到 45秒。

WorldView-3 卫星将以 0.31 米的分辨率进行高光谱图像的采集，图像的清晰度是其

他卫星公司的 5 倍。它还将为用户提供光谱分布最为丰富的商业卫星图像，成为第一颗提

供多种短波红外线（SWIR）波段的卫星，使透过雾霾、烟尘以及其他空气颗粒进行精确图

像采集成为可能。WorldView-3 也是唯一一颗装备云层、气溶胶、水汽、冰雪等气象条件

下的大气校正设备（corrects… for…Clouds，…Aerosols，…Vapors，…Ice，…and…Snow，

CAVIS）装置的卫星，通过该装置可以对气象条件进行监测并进行数据的校正，这也将达到

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水平。

WorldView-3 卫星总共拥有 29 个光谱波段，包括 1个全色波段、8个可见光近红外多

光谱波段、8个短波红外波段和 12个 CAVIS 波段。具体波段参数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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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范围 波段名称 光谱范围 地面采样间距

全色波段 450…-…800…nm
星下点：0.31m偏离

星下点 20º：0.34m

可见光近红外多光

谱波段（8个）

Coastal…Blue 400…-…450…nm

星下点：1.24…m

偏离星下点

20º：1.38…m

Blue 450…-…510…nm
Green 510…-…580…nm
Yellow 585…-…625…nm
Red 630…-…690…nm

Red…edge 705…-…745…nm
Near-IR1 770…-…895…nm
Near-IR2 860…-…1040…nm

短波红外多波段（8个）

SWIR-1 1195…-…1225…nm

星下点：3.70…m

偏离星下点

20º：4.10…m

SWIR-2 1550…-…1590…nm
SWIR-3 1640…-…1680…nm
SWIR-4 1710…-…1750…nm
SWIR-5 2145…-…2185…nm
SWIR-6 2185…-…2225…nm
SWIR-7 2235…-…2285…nm
SWIR-8 2295…-…2365…nm

CAVIS 波段 (12 个 )

Desert…clouds 405…-…420…nm

星下点：30m

Aerosols-1 459…-…509…nm
Green 525…-…585…nm

Aerosols-2 620…-…670…nm
Water-1 845…-…885…nm
Water-2 897…-…927…nm
Water-3 930…-…965…nm

NDVI-SWIR 1220…-…1252…nm
Cirrus 1350…-…1410…nm
Snow 1620…-…1680…nm

Aerosol-3 2105…-…2245…nm
Aerosol-3 2105…-…2245…nm

数据量化 全色和多光谱 11…bit；短波红外 14…bit
幅宽 13.1…km

重访频率（北纬40º 处） 1…m…GSD：小于 1.0 天偏离星下点 20°：4.5 天或小于 4.5 天
地理定位精度 <…3.0…米…CE90…(Circular…Error…of…90%)
具体的光谱窗口如下图所示。

WorldView-3 光谱窗口示意图



ZHONG YAO TONG XUN152

行 业 动 态

2014 年 8 月 21 日获取的西班牙马德里样片

注：由于政策限制，该公司不能提供…30 厘米分辨率的数据，因此本图像已重采样到 40

厘米分辨率

WorldView-3 卫星以及CAVIS 大气监测仪由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制造，集成高光谱

设备由Exelis 公司提供，其中包括望远镜、传感器、短波红外线系统。WorldView-3 也成为

首颗集所有顶尖设备于一身的商业卫星。

WorldView-3 卫星的发射开创了更高级别清晰度的卫星影像新时代，也使DigitalGlobe

进一步扩展了其图像产品范围，将为各大地图供应商提供更好的卫星影像解决方案。

另据消息，DigitalGlobe公司已宣布将加快WorldView-4（原名GeoEye-2）的发射计划，

预计将于 2016 年中为DigitalGlobe 网站和其它商业客户提供服务。

WorldView-4（原 GeoEye-2）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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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公司延长 WV-1 和 

WV-2 卫星寿命，并初始化 WV-3 寿命
数字地球公司（DG）报道，通过年度卫星寿命检查，将要延长WorldView-1 和

WorldView-2 两颗卫星的可用寿命，并初始化WorldView-3 寿命。WorldView-3 初始寿

命略超过WorldView-1 和WorldView-2 的初始寿命。

DG公司延长卫星使用寿命将提高资本效率，降低资本支出，实现更好的现金流。

WorldView-1 寿命将延长 2.5 年到 13 年，寿命提高 24%；…WorldView-2 寿命将延长两年

到 13年，寿命提高了 18%。

WorldView-1 最初预计服役到 2018 年第二季度，延长寿命后将会服役到 2020 年第四

季度。WorldView-2，初始寿命到 2020 年第四季度，延长寿命后可到 2022 年第四季度。

配置2014年 8月发射的WorldView-3卫星初始寿命 11.5 年，可服役至2026年第一季度。

QuickBird-2 成功脱离轨道
2015 年 1 月 27 欧洲太空成像公司宣布，…QuickBird-2 经过…13 年性能优异的运行，其

任务将要顺利结束。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气象条件，“01:59…UTC时，

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

DG证实：“QuickBird-2 卫星成功脱离轨道。QuickBird-2 卫星在轨 13年多，远远超

过其设计寿命。卫星绕地球 70000 次，为DG公司图像库做出重大贡献，让我们更好的了解

了地球变化。

DG 将调整销售策略， 

不希望 0.3 米影像在网络上随处可见
作为全球知名的高分辨率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DG似乎对互联网地图提供商购买了 0.3

米高分辨率影像之后，将影像发布在互联网供公众免费浏览、使用的行为有所不满，认为这种

行为并没有将高分辨率影像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因此，DG将调整相应的销售策略，宁愿承担

由此造成的损失部分收入的风险，也不希望再看到 0.3 米高分辨率影像在互联网上被随意地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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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DG发布了2015年第二季度财报之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塔尔(Jeffrey…

R.Tarr) 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对外透露的。

根据DG对外公布的 2015 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了 12.8%，为 1.78 亿美元。其中，从美国政府，主要是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

获得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18.4%，达到 1.13 亿美元，是DG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比达到了

63.48%；而另一项主营业务，多元化商业贡献的收入为 0.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

2015 年第二季度，DG的净利润为 800 万美元；经调整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

8770 万美元，利润率达到了 49.3%；DG的净现金流达到了 5410 万美元，相当于营业收入

的 30.4%。　　

对于 2015 年第二季度的业绩表现，杰弗里·塔尔表示营业收入的增长符合预期，而经调

整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和净现金流则好于预期。对于下半年的业绩展望，杰弗里·塔尔则

表示，“与我们最初的预期相比，尽管下半年的营收增长将有所减缓，但是我们仍然预计在新

能力、新产品和新客户的驱动下，营业收入仍会取得两位数的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再加上

我们一贯对卓越运营能力的关注，应该可以让我们收获持续的利润扩张，稳健的净现金流，让

我们的股东获得价值回报。”

之所以杰弗里·塔尔认为下半年的营收增长会放缓，就是因为前文提及的DG将调整销售

策略，不愿意再以极低的价格将 0.3 米高分辨率影像卖给相应的大客户。　　

杰弗里·塔尔在电话会议上是这样提及该问题的：“基于我们今年前几个月对 0.3 米影像

市场的观察，针对其他垂直领域的客户，我们决定不再以极低的价格向他们出售我们最好的影

像，因为这些领域的客户将如此独特的影像免费发布在网络上，这损害了我们的价值主张。这

一战略决策是我们调整短期收入预期的最大影响因素。”

互联网地图服务是DG位置服务业务的一部分，过去为多元化商业部门贡献的收入尚不足

三分之一。2015年上半年，位置服务业务的收入大约为4000万美元；而DG整体营收为3.47

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政府，主要是NGA的收入占了 65%。

DG调整相应的销售策略，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华尔街的投资者喜欢听的，所以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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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空俯瞰中国经济
从太空俯瞰，或许是为中国经济把脉的最新方式。为此，一家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名叫

SpaceKnow…Inc. 的发布了一新的指数——中国卫星制造业指数 (SMI)，试图用这个指数来观

察和解释中国经济。

中国卫星制造业指数 (SMI) 的原理类似于采购经理指数 (PMI)，后者是经济学家用来评估

制造业或服务业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PMI 基于对经理人的调查，询问他们感觉情况是在好转

还是恶化；评分在 0-100 之间，以 50作为荣枯分界线。

年第二季度财报发布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31 日，DG的股票遭遇重创，跌幅达到了

14.46%。不过，周末过后的 8月 3日，DG的股票开始反弹，当天上涨了 6.28%。　　

在电话会议上，杰弗里·塔尔希望投资者关注的目光可以聚焦在其他商业市场的增长，比

如中东及亚太地区，以及它自己的美国政府业务。杰弗里·塔尔表示，在这些细分的地区和市场，

0.3 米影像的售价可以达到 0.5 米影像的两倍以上。

DG关心的是影像的定价权，如果 0.3 米高分辨率影像随时都可以通过每个人的智能手机

或者笔记本电脑就能访问，DG势必会丧失这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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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数的主要依据是 22亿张卫星照片，它们覆盖了 5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时间跨度达

14 年。SpaceKnow在计算时比较了遍布全中国的 6000 多个工业基地的照片，对一段时期

内有形库存或新建设施等体现经济活动的视觉变化进行评分。

SpaceKnow的首席执行官Pavel…Machalek 表示，“我们是用完全不同的计算方法对

中国境内的设施进行了独立的第三方观察，我们不做调查，我们的指数完全是客观和自动生成

的，涵盖中国数以千计的地点。”

虽然Machalek 从未到过中国，但近年来，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才让他萌生了这个想法。

一直以来，西方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正因为此，他们对真实信息

的渴求就更显浓烈。Machalek 表示，SpaceKnow 希望获得关于某类设施更具体的数据，

创建自己的客户模型。　　

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发官方制造业PMI 相比，SMI 同样呈现下行趋势，随后从 1月份

创下的四年低点回升，2月份升至 48.2%。SMI 的月度数据会在每周三更新，有 10天的滞后

期，因此一个月的首份数据出现在第二周，然后会每周调整，直至得出最后的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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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知识产权
当我们想到太空时，我们大多会联想到火箭和卫星。我们不必考虑数据收集以及它如何影

响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很少有人关心地球观测的知识产权问题。

虽然地球观测原始数据并不提供价值，但是有机会被公司用他们自己的技术使用、分析以

及商业化。因此地球观测背后的知识产权和价值主要来自其数据处理、分析和展示。事实上，

大公司和政府为了太空行业的延续和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允许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受益于卫星

任务。

Astrosat 致力于使用从太空收集的数据来解决地球问题。可以精确确定潮汐和波浪的位

置，用于海洋可再生能源部门。可以为鱼类养殖行业找到一个最好的、干净、水流动的地方，

开拓全球市场。可以跟踪石油泄漏找到罪魁祸首。可以滑坡之前通知运输部门，因为滑坡将会

阻碍他们的公路或铁路。

Astrosat 的知识产权价值在于地球观测数据创新软件分析，这些受益于航天工业的合作

理念。行业间、政府和学术界合作已成为普遍现象。NASA许可 1200 多个专利前期免费提供

给初创企业。

一个比利时知识产权律师Paul…Van…den…Bulck，指出版权是指智力的工作，因此卫星自

动拍照被视为可疑。太空私营企业的版权诉讼是否接踵而来还有待观察。

地球观测收集的数据不一定受版权保护，分析使用这些数据会导致惊人的软件和技术进步

的发展，会以各种方式受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最明显的是数据库和软件保护工具。

贫困地图：地区贫困度用卫星图片一算便知
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者的最新研究，通过使用卫星图像和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更容易的找

到和帮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该研究已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在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做法是，国际援助团体会采用挨家挨户的调查来搜集本地人的收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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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是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作者Marshall…Burke 说这些方法既昂贵又耗时。

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更加有效率的做法。

根据BBC的报道，他们研发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在五个非洲国家 (坦桑尼亚、乌干达、

马拉维、尼日利亚和卢旺达 )使用计算机系统在数百万张卫星照片中搜寻贫困的迹象，比如糟

糕的夜间照明和道路状况。

“如果计算机有足够的数据，它可以明白要找什么。我们训练了一个计算机模型，让它在

图像中寻找可以预测贫困的物体，”Burke 告诉 BBC说。“它找到了公路、城区、农田等，

它在图像中可以看到你我根本不会在意的图案，但是计算机认为这些都是预测贫困人口位置的

线索。”

斯坦福的团队解释说，当他们开始研究时，他们想知道现有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是否可以

用作识别贫困人口生活的地区。考虑到缺少可用数据，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深度学习的算法来进

行这样的分析。

“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明确告诉电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是富裕还是贫穷，”

计算机科学博士生，第一作者Neal…Jean 说。“这就让我们很难从手头大量白天卫星图片中

提取有用的信息。”

建议更发达的地区夜间照明会更好，他们结合了地球表面的白天和夜间图片。夜间数据则

用来识别和评估跟白天图片不同的特征，包括公路，农田，城市发展更好的地区，然后利用这

一数据来预测村级富裕状况。

对比电脑算法的发现和现有的调查数据，他们发现计算机在预测贫困分布上更加有效，研

究者们很有自信，认为他们的新技术可以帮助援助者和政府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同时减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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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工智能分析卫星影像能力
8 月 29 日，商业卫星成像公司DigitalGlobe、芯片制造商英伟达、CosmiQ…Works 和

亚马逊云计算服务AWS一起，共同发布了一项数据共享计划SpaceNet，旨在帮助研究者提

高分析图像的能力。

用卫星图片能做到的事情已经远不止地图测绘了，不少科技公司开始利用高清图像观察城

市设施、村落的变化，试图看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斯坦福大学用卫星图像和机

器学习算法搜索贫困地区的研究，刚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而促进这个领域发展的除了图

像资源的丰富，更重要的则是分析模型。

DigitalGlobe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一批里约热内卢卫星图片，是SpaceNet计划的第一步，

这些图片都是由WorldView-2 卫星拍摄的，分辨率高达 50厘米。

像这样的一批数据被称作一个兴趣领域 (Area…of…Interest)，并不仅仅是能够不断放大的

卫星图片那么简单，图片中 190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20…万座建筑都已经被人工标注出来。简

单来说，这些图片都已经被打上标签，可以用作人工智能分析模型的“训练”数据。

本高昂的挨家挨户调查鉴定方式。

“我们的论文展示了该背景下机器运算的能力，”研究合著者，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

Stefano…Ermon 说。“因为它成本低，可扩展，只需要卫星照片，它可以作为一种超低成本

的方式来绘制全球的贫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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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盒成像公司首次从太空拍摄地球高清视频
天盒成像公司（Skybox…Imaging）2013 年底宣布发布商用遥感卫星拍摄的世界首个高

分辨率高清地理视频。这些视频由Skybox…计划的 24颗人造卫星星座中的首发星SkySat-1

拍摄，视频中的东京、曼谷、巴尔的摩、拉斯维加斯和叙利亚阿勒颇清晰可辨。

SkySat-1 以 30帧 / 秒的速度捕捉到长达 90秒的视频剪辑。分辨率之高足以看到对全球

经济产生影响的集装箱等物体，但同时保持不会看出人类活动的清晰度。

SkySat-1 还捕捉到了商用卫星的一些最高质量的彩色图像，且能够辅助计量原本色和近

红外图像。

在这些数据的帮助之下，人工智能将学着在地图上标注出建筑、道路的变化，识别城市基

础设施的变迁。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这些数据都被存放在AWS的平台上。英伟达将为研究者和开发者提

供研究所需的工具。这项数据共享计划的另一个合作机构CosmiQ…Works 附属于美国中央情

报局旗下的风险投资基金 In-Q-Tel，主要是帮助情报机构找到和使用那些商业太空公司的产

品与服务。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卫星图片加入SpaceNet 的数据库，在一份声明中，DigitalGlobe

称整个数据库最终将包含 50万平方公里的地球高清图像。

国际空间站已开始部署 Flock-1 星座
今年 2月，有 4颗面包大小的微型卫星从国际空间站上部署出去，开始绕地球自由飞行，

全球最大的地球成像卫星星座正日渐成形。余下的 24颗卫星也将陆续部署。

将由旧金山新成立的行星实验室公司经营的这个星座命名为“星群一号”（Flock-1），

共有 28颗卫星，它将频繁拍摄并传送低成本的高分辨率地球图像，可用于监测森林面积减小

和自然灾害以及石油管线泄漏，等等。

每颗卫星均为三单元立方体卫星，尺寸30×10×10厘米，工作轨道高386至 644公里，

所拍图像分辨率可达 3-5 米，拍摄范围为地球南北纬 52度之间，覆盖地球上绝大部分农业区

域和有人居住的区域。

“星群一号”星座的28颗卫星是随轨道科学公司首艘正式执行NASA…货运补给任务的“天

鹅座”货运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的。行星实验室公司此前已在2013年 4月发射了4颗验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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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Sat-3 卫星新改进
2015 年 5 月 7 日…Skybox…Imaging 公 司 最 新 发 布，SkySat-3 卫 星 较 之 前 的

SkySat-1、2卫星有一些新的改进，是该公司的第二代卫星。

SkySat-3卫星比SkySat-1、2卫星高15厘米，重30公斤。SkySat-1、2没有推进系统，

SkySat-3卫星增加了推进系统。SkySat-3卫星反作用轮的速度比SkySat-1、2卫星速度更快。

Skybox 首席执行官 Tom…Ingersoll 表示：“最具革命性的事实是，SkySat-1 的创建与

发射不仅仅是为了比传统的辅助计量成像卫星降低一个量级的成本。这一性能极高的卫星通过

Skybox 开发的专利技术得以成为现实，这些技术包括Skybox 的综合卫星与成像系统设计，

使Skybox 发射了一组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图像时效性、质量与独立性优势的卫星群。”

卫星图像及现在的动态卫星视频的商业应用不计其数——包括供应链监测、海洋保护意识、

工业厂房活动检测、环保与人道主义救援监测。

Skybox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产品官Dan…Berkenstock 表示：“这对遥感行业与全球各种

规模的企业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里程碑证明现在能够及时、方便、优惠地传输

高质量、高分辨率的图像。通过充分利用硅谷网络技术，我们正开创一个数据平台，该数据平

台将引领当今全球市场与尚未开发的新市场的新一代应用前沿。”

Skybox 已从科斯拉创投公司（Khosla…Ventures）、柏尚风险投资公司（Bessemer…

Venture…Partners）、迦南合伙人（Canaan…Partners）与诺维斯特风险投资公司（Norwest…

Venture…Partners）融资 9100 万美元。

SkySat-2 是与 SkySat-1 相同的型号，计划于 2014 年内发射。不久的将来 Skybox

将公布基于Skybox 专利技术的更多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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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盒更名为“特拉贝拉”，改业务模式
2016年3月8日谷歌公司宣布旗下卫星遥感子公司天盒成像公司更名“特拉贝拉”（Terra…

Bella），并披露了公司新的发展愿景，称让网络搜索发生革命的谷歌已把目光向“率先探索

对物理世界变换方式的搜索”。作为一家卫星遥感初创企业，天盒成像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

月，2014年 6月谷歌以5亿美元收购。它已在2013年和2014年发射了前两颗卫星“天星”1

和 2…，另有十几颗卫星正在建造，将在未来几年陆续发射。

公司几位创始人称，特拉贝拉的业务范围将不再局限于卫星图像。他们说，他们在同成千

上万的接触中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触动，那就是地理空间信息有非常大的机会转变人类应对经

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挑战的能力，而卫星图像只是这个拼图中的一部分。除卫星图像外，特拉

贝拉还将利用各种其它地理空间数据来源、机器学习能力和专家知识，总体目标是要把原始图

像转换成有助于做出更明智决策的数据。

至于为何要用“特拉贝拉”这个名字，有网友认为是因为天盒成像公司的总部位于或至少

曾经位于加州芒廷维尤（山景城）的特拉贝拉大道。

欧洲织女星火箭成功发射 5 颗卫星 4 颗属谷歌旗下
法国巴黎时间 2016 年 9 月 16 日 3 时 43 分（北京时间 9时 43 分），欧洲阿丽亚娜航

天公司一枚“织女星”小型运载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成功将 5颗地球观

测卫星送入轨道。

这是阿丽亚娜航天发射的第七枚“织女星”小型运载火箭。这枚火箭载有美国谷歌集

团旗下特拉贝拉卫星图像公司 SkySat － 4、5、6、7 等 4 颗微卫星以及秘鲁国家航天局

PeruSAT－ 1卫星。



ZHONG YAO TONG XUN 163

行 业 动 态

发射 40 分钟后，4颗微卫星首先与火箭分离；约 1小时后，PeruSAT － 1 也成功与火

箭分离，进入目标轨道。

SkySat － 4、5、6、7等 4颗微卫星是阿丽亚娜航天公司为特拉贝拉卫星图像公司发射

的首批卫星。这 4颗微卫星由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制造，每颗重约 0.11 吨。它们将在距地

球约 500 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运行，与此前在轨的另外 3颗微卫星协同工作，对地球进行高

分辨率的三维成像。

PeruSAT－ 1 是秘鲁第一颗地球观测卫星，由欧洲空中客车防务与航天公司制造，重约

0.43吨，可对地球进行分辨率达0.7米的成像。它将运行在距地球约695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

可对整个地球进行拍照，预期工作寿命约 10年。

卫星初创公司 Planet Labs 收购 BlackBridge
发展迅速的硅谷卫星初创公司Planet…Labs 在 2015 年 7月 15 日宣布收购地理空间公司

BlackBridge，包括其核心产品RapidEye。

RapidEye 由五个卫星星座组成，被BlackBridge 用来长期拍摄地球影像。每颗卫星的

体积约为 1立方米，重约 330 磅。该公司的主要产品由其卫星多年来提供的各种影像和数据

组成。

Planet…Labs 也从事于数据影像和处理业务，但其商业模式与众不同。该公司不是打造体

积更大、轨道更高的卫星，而是不断推出“信鸽”（Dove）微型卫星，每个大约只有一块面

包那么大，一次发射数十个。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在轨道上部署了 100 多颗卫星，并在今年

4月进行了 1.18 亿美元的C轮融资。

如今，大多数的卫星影像公司都将更新频率缩短到了两年时间，但是Planet…Labs…希望

增加这个更新频率以保证客户可以更好地监测土地变化，例如森林砍伐和农业产量等。

Planet…Labs…CEO…Will…Marshall 在公开信中表示，Planet…Labs…立志将影像的更新频

率提高到每天一次，这次收购将加快这一目标的实现进程。

Planet…Labs…和 BlackBridge 都是直接向客户出售卫星影像，但是，Marshall 表示两家

客户群并不冲突：大部分的Planet…Labs…客户都集中在北美和亚洲，而BlackBridge 的客户

都集中在欧洲和南美洲。

根据BlackBridge…CEO…Ryan…Johnson 的公开信，他将率领BlackBridge…RapidEye

和空间地理部门进驻Planet…Labs…公司，而BlackBridge 的另一个网络事业部将在收购完成

后剥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司继续运营。

RapidEye 影像获取能力强，日覆盖范围达 400 万平方公里以上，能够在 15 天内覆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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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RapidEye主要性能优势：大范围覆盖、高重访率、高分辨率、多光谱获取数据方式，

这些优点整合在一起，让RapidEye 拥有了空前的优势。日覆盖范围达 400 万 km2 以上，

每天都可以对地球上任一点成像，空间分辨率为 5米。

表 1……RapidEye 卫星参数

光谱波段
蓝 440-510…nm，绿 520-590…nm，红 630-685…nm，

红边 690-730…nm，近红外 760-850…nm

地面采样间隔 6.5m

像素大小 （正射影像）…5m

幅宽 77km

重访周期 每天

轨道交点 11：00…a.m.…（大约）

影像获取能力 400万平方公里 / 天

OmniEarth 公司要建小卫星遥感星座
美国德雷泊实验室、达因技术公司和哈里斯公司正在同新成立的全景地球（OmniEarth）

有限责任公司联手，要建设、发射和运营一个由 18 颗小卫星构成的星座，用于每天提供全球

性的高分辨率地球图像。全景地球公司还在为这一商业风险项目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投资者

和用户，预计该项目需要约 2.5 亿美元的投资。该公司致力于每天都能获取任何地点且质量达

到科研用水平的多光谱图像，并以订购方式向用户提供。全景地球公司总裁戴鲁德本身也是德

雷泊实验室地球与空间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除拍摄图像外，全景地球公司还拟向商业、科研

和政府机构提供变化探测产品和分析技术，潜在应用领域包括农业、油气勘探与生产、测绘与

地理空间服务、应急反应、国家安全和移动设备保障。

全景地球公司是把目光投向正日益增长的高分辨率地球图像市场的多家新公司之一。这些

公司包括加州旧金山的行星实验室公司和芒廷维尤的天盒成像公司。全景地球公司官员称，他

们的特色将是能每天提供整个地球科研级别的多光谱数据。相较而言，天盒公司是要采集用户

感兴趣区域的高分辨率视频和静态图像；而行星实验室公司拟利用 100 颗立方星来采集地球表

面绝大部分区域的图像，但其卫星上不配备多光谱遥感器。德雷泊实验室将负责全景地球公司

项目的技术规范和系统工程。达因技术公司作为投资方和合作伙伴，已完成了卫星的初步设计。

公司航天飞行器技术经理格雷夫斯说，这些卫星能在约 0.5 立方米的区域内容纳 110 公斤有效

载荷。哈里斯公司将负责推销每颗星上多达80公斤的有效载荷搭载空间，并负责有效载荷集成，

该公司还在为铱公司的“下一代铱”通信星座推销星上搭载空间。

达因技术公司在设计全景地球公司卫星时利用了其为NASA 研制 FASTSat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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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Sat 是 2010 年美国空军的“空间试验计划”，采用“渐进一次性运载器”(EELV）火

箭发射的。全景地球公司的卫星也被设计成采用这种辅助有效载荷适配器发射，一次最多可发

射 5颗。这些卫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数据存储和下传能力：下行通信速度超过 1.2 吉比

／秒，星上可存储 1太比数据，是相同体量卫星中最强的。全景地球公司的卫星还将采用一种

高性能推进系统，能够非常精确地控制各颗卫星的间距，并在 7到 10 年的运行过程中保持这

种位置，这对变化探测感兴趣的研究具体重大意义。

行星资源公司宣布建设 

“谷神星”高光谱和红外对地观测星座

卢森堡计划2020年对小行星进行资源采集，现已与美国两家太空研究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网站报道，目前，卢森堡制订首个商业太空计划，预计五年之内采集小行

星资源。卢森堡政府现与美国两家太空研究公司合作，通过机器人勘测探索外太空水资源和矿

物质。

2016 年 2月，卢森堡副首相艾蒂安 -施耐德 (Etienne…Schneider) 表示，卢森堡力图成

为小行星采矿领域的全球中心，来自全球的太空机构和公司与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当前卢森

堡与美国加州深太空研究公司研制一种小型实验太空飞船——“勘探者 -X”，将在 2020 年

之后勘测小行星。

行星资源公司 5月底宣布将首先建设由 10 颗卫星构成的“谷神星”高光谱和红外对地观

测星座，并完成 2110 万美元的A系列融资。卢政府的投资会进一步促使行星资源公司把“谷

神星”项目的某些研制工作放到卢森堡。德国制造和农业研究巨头拜尔集团已宣布同行星资源

公司签署了协议，拟购买行星资源公司的数据，以开发农业新产品和改进现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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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空看光合作用：荧光测量植物健康
NASA的科学家研究出一种新方法来测量植物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生

长、繁盛，光合作用过程中植物会发射出一种荧光——人的肉眼不可见，但在轨的卫星却可以

探测到。

健康的植物利用太阳进行光合作用，发射出这种光，虽然微弱但仍可探测到；荧光强则说

明植物光合作用活跃，反之则说明植物状况差或以不生长。科学家 2011 年开始研究这一复杂

问题，依据日本的GOSAT（Greenhouse…Gases…Observing…Satellite）卫星，分析了红

外部分的暗区域，那里几乎没有背景光，才有可能区别出微弱的荧光信号。科学家可以用卫星

数据把这一现象转换成全球地图，这比之前的方法更为详细。这种荧光分布图给科学家一个更

为直观的植物健康状况。

该研究为将来的大气和荧光探测铺平了道路，成果可以应用在NASA的二氧化碳探测卫

星OCO-2 的数据分析中，或者ESA的荧光探测卫星中——该卫星将于 2015 年决定，并于

2020 年前发射。

免费地球观测数据证明它的价值

Landsat-8，地球资源卫星系列最近的卫星，2013 年 2 月 11 日从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

军基地起飞。（照片由美国宇航局提供。）

自 2008 年底以来，当 Landsat 地球观测图像免费提供以来，近 3000 万景图像通过美

国地质调查局门户网站下载，下载速度仍在增加。

市场价值概念打破了商品和服务，社会决定应该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免费地球观测数据属

于这个类别。这是公益——以及公共教育、公共道路和公园。虽然这些服务并不是真的免费(当

然，他们是用公共资金资助的 )，我们知道广泛使用此类服务受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每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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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成本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全部承担。

内政部发布政策 Landsat 卫星数据完全免费，允许世界各地政府、私营部门、大学和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生产更多的有益于社会的数据应用。这些目的导向数据应用——手机称为“数

据 apps”——…在农业和林业方面可以商业服务；可以使土地管理者更有效地工作；可以帮助

我们定义和解决关键的气候和环境问题。

Landsat-7…1999 年发射，已经获取二百多万景图像。Landsat-7 第二百万景图像是

2015 年 9月 11 日获取的马达加斯加西北的部分地区影像。

1  地球观测图像对美国经济的整体价值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投资多个机构大约 35亿美元用于民用地球观测和数据（包括 Landsat

和其他卫星，气象、GPS等 )。同时也优化国家、地方政府、学校、企业的相关投资。地球观

测数据提供给许多领域的基础科学，并使多个联邦机构和合作伙伴来完成任务。联邦政府在地

球观测方面的投资保守估计每年为美国经济增加300亿美元，为美国人提供重要的自然资源、

气候和天气、灾难事件、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健康、海洋趋势和许多其他地球的相关知识。

2  免费 Landsat 卫星数据的好处

Landsat 卫星图像跨越四十多年，已经被科学家和资源管理者用来监控水质、冰川衰退、

珊瑚礁健康、土地利用变化、森林砍伐率和人口增长。给出几个 Landsat 商业应用的例子，

追踪灌溉用水，协助加州葡萄种植者干旱侵袭，为林业公司的成功作出贡献。公众普遍关心的

陆地卫星数据来自第三方Amazon，…ESRI，…and…Google 数据的创新使用。

三维高程项目 3DEP
为了满足高品质、3D高程数据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地质调查局及其他相关机构正在建

立一个新的三维高程项目（3DEP）。3DEP将更换过时的、不一致的高程数据。准确的现状

三维高程数据在日常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帮助社区应对诸如洪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

害；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业兴旺；加强环境决策，加强国家安全等等。3DEP项目的主

要目标是利用激光雷达遥感探测系统来采集整个国家的三维高程数据。

“我们很高兴能与合作伙伴合作，应用激光雷达技术使国家的许多重要关键需求得以受

益，”凯文·加拉格尔，美国地质调查局副总监说。“比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诺阿是我

们最强的合作伙伴之一，依靠这些数据显著改善了洪泛区地图，与社区和公民就洪水风险进行

了更好的沟通。”

3DEP行动是根据增强国家高程评估的结果。评估覆盖 34 个联邦机构，50 个州，当地

政府和办事处，以及私人和非营利组织，超过 600个企业和科学组织。评估报告显示，3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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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效益超过 6.9 亿美元。最新“白宫情况说明书”中描述了如何准确访问高质量的 3D高

程数据。这些数据为政府的总体部署提供了基础，可以协助洪水风险管理，水资源规划，减缓

海岸侵蚀和风暴潮影响，识别滑坡灾害等。

激光雷达图像可以识别被其他树木掩盖的山体滑坡

NASA 研究揭示大气臭氧空洞变化的内在机制
日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 2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决定南极大气臭氧

空洞范围的内在机制，并首次证实目前公认的所谓的“大气臭氧空洞正在恢复”的过程并未发生。

自从 1989 年旨在限制消耗大气臭氧物质人为排放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生效以来，卫星监测

显示南极大气臭氧空洞十分稳定且有停止扩展的趋势，这一“利好”结果一直被归功于由于议

定书的签署使得大气臭氧消耗物质氯气含量的减少。然而，最新研究否定了上述结论：时至今日，

臭氧空洞始终没有恢复的迹象，并且气温和大气对流仍然控制着其变化。

其中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年会上公布。研究人员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范围第二小的 2012 年南极大气臭氧空

洞进行了详细研究。为探究导致其范围缩减的真正原因，研究人员利用NASA-NOAA极轨

卫星Suomi…NPP监测数据和卫星臭氧成像技术，首次获得了南极大气臭氧空洞内部影像，揭

示了 2012 年 9月至 11 月，在臭氧空洞中心区域范围平流层臭氧含量随海拔高度的变化。分

析表明，2012 年的大气臭氧空洞远比之前想象的复杂。2012 年 10 月初，受大气对流的影响，

较高平流层臭氧含量要高于较低平流层。

该结果证明一直被广泛采用的基于大气臭氧总量的经典计算方法存在局限性。基于该经典

算法的结果显示自“蒙特利尔议定书”签订以来，大气臭氧空洞是在持续恢复的。但事实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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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消耗大气臭氧的物质始终存在，导致臭氧含量上升和其范围缩减的实质原因是气象因素。

该成果即将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学杂志》（Atmospheric…Chemistry…and…Physics）。

臭氧分布图

由NASA资助的另一项独立研究则分析了 2006 年和 2011 年的南极臭氧空洞，它们是过

去 10 年中范围最大、深度最深的大气臭氧空洞。尽管其范围相近，但研究揭示了其截然不同

的形成机制。研究人员利用NASA探测卫星Aura 对臭氧消耗物质氯气的示踪气体N2O进行

分析，结果令人惊讶：2006 年和 2011 年臭氧空洞内的氯气含量完全不同，由此说明，一直

以来被公认的臭氧空洞控制机制并不成立。

随后，研究人员结合臭氧破坏作用对上述 2个时段的大气化学过程和对流作用进行模拟，

结果表明：2011年，臭氧破坏作用要弱于2006年，原因是大气对流向南极所输送的臭氧量小；

而在 2006 年，由于大气对流向南极输送了更多的臭氧，使得臭氧破坏作用加强。显然，导致

2006 年和 2011 年臭氧含量变化的真正原因在于气象条件，而非化学效应。该研究证明了基

于经典算法的大气臭氧空洞测算结果并不能真正揭示臭氧空洞两大控制因素的年际变化的显著

性即向南极输送臭氧的大气对流作用和导致臭氧损耗的化学过程。该研究成果将发表于《地球

物理研究通讯》（Geophysical…Research…Letters）。

研究人员称，在 2030 年之前，即在低层平流层的氯气含量降至 20世纪 90 年代早期水

平以下之前，气温和大气对流仍将是控制臭氧空洞范围变化的首要因素。直至 2030 年以后，

平流层氯气含量才将成为臭氧空洞缩减的决定性因素。

研究人员强调，目前大气氯含量变化幅度很小，尚不能影响臭氧空洞规模的改变，这正是

为什么现在断言臭氧空洞正在恢复为时尚早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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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提出世界首个星载钠激光雷达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家于 2013 年 10 月 30日，提

出了通过星载钠激光雷达揭示位于地球表层 40~110 英里以上（即地球大气层真空区域）地球

中间层的化学和动力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戈达德的科学家推进了世界上第一个星载钠激光雷达

对地球中间层的研究。戈达德技术人员正在利用用于NASA科学任务的激光系统构建能够太

空探测钠的仪器。…

虽然地球中间层这个比较小的区域中包含其他金属的颗粒，铁、镁、钙、钾，但当这些颗粒

遇到地球大气层，在所有地球之外蒸发产生的灰尘中，钠是最容易被检测到。这个尘埃是所谓的

黄道尘埃云团的一部分，源于小行星和彗星产生的碎片。而事实证明，钠为地壳中第六个最丰富

的元素，可以作为表征地球中间层的示踪剂，对地球大气知之甚少的区域具有敏感的影响。…

科学家指出，在地球中间层有一层钠原子，当黄光进入该地区，光反射钠颗粒，引起他们

产生共鸣，或发光。通过检测返回来的光，就可以测量中间层钠原子的数量，及其运动的温度

和速度。而且由于钠的相对丰富，提供揭示了高层大气中发生的更多小规模动态信息的更高分

辨率数据。由此，科学家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太阳能的影响，有助于区分其与人类的影响。

星载激光雷达示意图

虽然科学家已经利用钠激光雷达进行地面测量至少 40年，但他们从来没有利用星载仪器

收集数据。其数据仅限于时间和空间，而不能提供全球动态图像。科学家希望通过钠的荧光性

绘制整个地球中间层地图。科学家指出，卫星SABER仪（使用宽带发射辐射测量大气探测）

假定动态是恒定的，卫星覆盖所有经度需要当地时间60天。SABER为扫描式仪表。换句话说，

SABER需要采集来自大气中各个部分的信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钠激光雷达将指出一个特

定的点，并只收集该点数据。正因为如此，可以获得了最大未知数的小规模动态。而这些小规

模动态被认为是高层大气循环的主要驱动力。…

激光技术专家认为NASA将受益于星载仪器。科学家已经开发了NASA…ICESat 卫星地

球科学激光系统应用科学大气实验室的航天飞机载荷的相关激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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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研究气溶胶改善气候模型
2014 年 7 月 26 日从NOAA/NASA的地球静止业务环境卫星GOES-15 卫星上，可以

看到沿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低层云层。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加州理工学院正在着手研究探讨气溶胶

水平变化如何影响云层。今年美国航空航天局五个新的地球科学任务将联合太空中的陆地卫星

8，增强我们对地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了解。

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所有因素中，气溶胶最容易被理解，它是地球大气层中对云层具有影

响的微小颗粒。气溶胶对阳光的散射和吸收，影响云的形成和特性。所有云类型中，海洋表面

的低层云，覆盖海洋的大约三分之一，对地球表面的反照率（反射率）影响最大，将太阳能返

回太空并冷却我们的星球。

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陈怡君，带领联合研究小组分析全球卫星

数据，量化气溶胶水平变化如何影响海洋上空的暖云。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最新

的 8月 3日的网络版上。

气溶胶水平变化有两个主要作用：他们改变云在大气中的含量，并改变其属性。水蒸气凝

结在气溶胶粒子上，形成云滴或云冰粒子，因此气溶胶水平越高，云越多。对于云的属性，气

溶胶水平的增加可以增加或减少云层液态水的含量，这取决于云是否下雨和对流层上部大气湿

度的稳定性。研究小组分析了来自下午列车的地球观测卫星星座的多颗卫星，从 2006 年 8月

至 2011 年 4月的 730 万单个数据点，首次提供了两个作用的真实估计。

研究人员发现每个作用有相似的效果，也就是说，云量的改变和云内部属性改变对冷却地

球具有同等重要的贡献。此外，他们还发现，气溶胶对海洋低层云的影响几乎是两倍，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将会评估该影响。这些结果将会指导暖云过程如何随着

气溶胶水平变化纳入到气候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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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AT 卫星帮助臭氧层演变研究取得重要发现
得益于加拿大的科学卫星（SciSAT），一个国际科学小组最近发现了北半球平流层中氯

化氢意想不到的增加。

从SciSAT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卫星数据和地面测量结果表明该科研小组发现的平流层增

加的氯化氢是北半球大气环流放缓导致的。这一发现可能会影响科学家对平流层中臭氧层演变

的分析。

SciSAT-1是加拿大卫星飞行任务，也被称为大气化学实验（ACE）。ACE有一套探测器，

其中的主要仪器是红外傅立叶变换光谱仪（FTS），波段范围为 750-4100cm-1，加上一个

辅助双通道可见光（525nm）和近红外成像仪（1020nm）。第二个仪器是MAESTRO，波

段范围为 285-1030cm-1，提供从近紫外到近红外线的光谱数据，包括可见光谱范围。组合

使用时，仪器的有效载荷覆盖的光谱范围为 0.25μm-13.3μm。ACE采用太阳掩星模式对

大气的微量气体，薄云，气溶胶和温度进行测量，其任务是测量和分析臭氧的化学和动力学过程，

尤其是控制臭氧在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的分布。轨道为低地球轨道，轨道高度 650km，轨道

倾角 74度，覆盖了南北纬 85度，包括热带、中纬度地区和极地地区。

  

SciSAT 在轨工作示意图，左图为前视模式，右图为后视模式

1989 联合国蒙特利尔议定书实施以来，全球各地减少了氯氟烃的排放，避免了氯氟烃损

耗保护人类免受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氯氟烃在平流层分解，释放出的氯原子在大气中可再合

成氯化氢，在一定条件下，氯化氢可以转化成其它含氯分子破坏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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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开发交互工具 MOW 展现全新地球全景
地图往往可以使复杂现象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NASA地球科学家经

常使用地图来了解卫星和其他平台所收集的数据，并与公众交流重要的成果。“绘制我们的世

界”（Mapping…Our…World，MOW）交互工具是 2013 年 NASA庆祝地球科学周（ESW）

活动的一部分。地球科学周从 1998 年由美国地质研究所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目的是提高人

们探索地球的积极主动性。今年的庆祝活动主题是“绘制我们的世界”，鼓励人们使用测绘技

术探索和了解地球。

MOW的数据来自十几个NASA地球观测任务，汇集了 25 种不同地球影像，从这些数

据中选出来立体像对和感兴趣的数据形成一个独特的马赛克，就像我们的世界格局一样。通过

一个简单的界面，航天局可以使用 16 颗地球观测卫星获取多种信息，从地球观测任务旗舰卫

星 Terrahttp://terra.nasa.gov/ 卫星（大约 15 年前发射的）拍摄的真彩色影像，到 1997 年

美日发射的热带降雨测量卫星TRMM卫星收集的全球降雨量影像。

MOW交互工具，使儿童和成人可以看到NASA是怎样绘制地球的，并帮助人们以不同

的方式看世界，也为解释复杂现象提供了一个宝贵工具。通过MOW成千上万的图片，动画

和可视化工具，设计师和科学家们可以将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地球各个方面的采样数据结合起

来使用，其结果不仅鼓舞人心，而且也非常重要。例如，在印度附近，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南亚

季风降雨对海面盐度的影响；夜间，可以使用地球影像追踪日本各大城市的轮廓；甚至是使用

跨度几十年的数据探索地下蓄水情况的变化。许多社会决策也离不开地图，例如使用地图预测

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NASA的HS3任务使用无人机近距离测量飓风，了解飓风强度的变化；

沿海地区通过准确预测超级飓风桑迪的强度，提前做出重大决策，保护了人们的生命和财产。

NASA的地球科学家们收集了众多类似这样与地图有关的事件，它们反映了鲜为人知的地球上

空气、土地、水、冰和生命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气象雷达地图、谷歌地球和手持GPS设备出现之前，很多人以为地图是枯燥乏味的。

然而在今天，集成定位技术、可视化技术和大量的数据观测点，正以全新的方式展现着地球，

更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地球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环境的变迁，改变了熟悉的地方，也改变了它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NASA通过集成使用

地面、航空、航天技术，40多年来一直在对地球大气圈、生物圈、陆地、海洋等进行系统的观测，

追踪其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地图成为科学家探索地球变化历程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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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O-2 发射成功并返回数据
NASA的轨道碳观测卫星2号，即“OCO-2”，于8月6日获取新几内亚“第一道曙光”

数据。OCO-2是第一颗专门用于研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卫星，其光谱仪记录了大气中的分子

氧或二氧化碳的光谱或化学特征，其光谱影像类似于条形码。OCO-2 是 NASA2014 年计划

发射的 5个地球科学任务之一，由喷气推进实验室进行管理。在发射一个月后，OCO-2到达

最终运行轨道，并生产了第一批科学数据，证实了其科学仪器的健康性。

二氧化碳是人类活动产生的、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它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

部分。OCO-2将生产最详细的二氧化碳分布图，气象台将会研究它们在全球分布规律以及变

化规律。

OCO-2 卫星采用近极地轨道，轨道高 705 公里，是美国下午列车（A-Train）卫星编

队成员之一，升（降）交点在当地时间下午 1点 36 分。A-Train 是第一个多卫星编队飞行的

“超级观测站”，其主要任务是记录地球大气和地表环境状况，获取几乎是同时相的天气和气

候数据。在整个编队中，OCO-2 之后相继有日本的GCOM-W1 卫星，NASA 的 Aqua、

CALIPSO、CloudSat 和 Aura 卫星，所有这些卫星 16分钟内飞过地球上的同一点。

当OCO-2 飞行在地球阳半球时，每个光谱仪每秒获取三“帧”图像，每轨 9000 帧。

每帧图像有八个光谱，记录了地面相邻轨道分子氧或二氧化碳的含量。每轨图像覆盖地面范围

大约2.25公里长，几百米宽。当显示为图像时，八个光谱像条形码一样，亮条带被暗线断开，

暗线表示分子氧或二氧化碳的吸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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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O-2 卫星首张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公布

…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的碳排放数据图

美国航天局发射的轨道碳观测卫星发回了第一张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国家排放量、产生

二氧化碳的原因，从此一览无余。那些签署过碳减排条约的国家，从此有了“监视者”。

在所有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讨论中，二氧化碳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二氧化碳这种温

室气体，对地球起着保温作用，由于人类工业化的提升浓度加剧，它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一大

主要原因。

近日，美国航天局的轨道碳观测 2号（OCO-2）卫星向地球发回了第一张地球二氧化碳

的释放和吸收分布图。今年7月，NASA发射了这颗卫星，成为首个专门监测二氧化碳的卫星，

它精确地记录下了地球表面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吸收数据。这不仅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人

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将为今后评测签署过碳减排的国家提供数据依据。

这张分布图的数据来自 2014 年的 10-11 月份，由 5个星期的数据组成，虽然数据时间还

不长，不过也清晰地展示了许多信息。非常明显，南美和北非上空的浓度值最高，可能是来自

生物质（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焚烧。中国和美国东海岸的浓度也较高，主要来自发达的工业活

动。由于气体在大气层中的流通和分布受喷射气流、大型天气系统和其他大规模大气环流控制，

这张分布图还显示了释放出的二氧化碳随着纬线在地球上的流通轨迹，可以看到图中黄色带状

的水平流动区域。在今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上，美国太空总署的研究员还将这张分布图进行

了展示。

轨道碳观测 2号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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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对全球气温变暖、天气模式的改变、生态系统的变化和极地冰盖的融

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科学家们想要了解二氧化碳在这些系统中具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

用。人类每年向大气中新增排放约 400 亿吨气体，这些气体大多来自化石燃料的焚烧。不过

这 400亿吨的气体去向却不那么清楚，它们中大约一半会被海洋吸收，另一些则沉入地下。

科研人员希望OCO-2 卫星可以更清晰地绘制出二氧化碳的走向。即便是这张仅由 5个

星期所组成的分布图，也已经可以帮助科学家对现有的一些模型进行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OCO-2卫星在客观上还将会担任起“监视”的作用。如何公平有效地测

试各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此前一直未有精确的标准。如今，科学家可以通过摆动调整OCO-2

卫星，使得卫星上的光谱仪器可以用非常高的分辨率扫描各个城市区域。一些重点国家城市尤

其是那些“被限制”的地域的碳排放数据都将被精准地记录在内。

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在即，大会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框架下，

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届时大会还将尽力敦促世界各国领导层面做出慎重承诺，通过削减

碳排放量来达成控制温度的目的。轨道碳观测 2号的数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或将要签署下碳减

排承诺国家套上“紧箍”。

美国宇航局星载碳测量仪绘制地图新细节
来自NASA的OCO-2 卫星的第一个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地图，显示了整个南半球春季生

物质燃烧的二氧化碳浓度。

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地球物理联盟新闻发布会上，来自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

家，帕萨迪纳市加州、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CSU) 柯林斯堡，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帕萨迪纳，讨

论了二氧化碳地图和日光感应叶绿素荧光现象以及他们的潜在影响。

10 月 1 日到 11 月 17 日的全球地图覆盖显示，澳大利亚北部、南部非洲和巴西东部大气

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初步分析显示澳大利亚北部、南部非洲和巴西东部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热带稀树草原和森林季节性燃烧造成的。通过比较OCO-2 测量数据和其他卫星观测到

的数据弄清楚了多少浓度可能是由于生物质燃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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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桥行动”首次亮相第七次北极行动
NASA的“冰桥行动”，对极地冰进行机载调查，2015 年 3 月 19 日首次成功地完成了

格陵兰岛调查飞行，开启了第七次北极行动。今年的北冰洋和陆地冰的科学飞行将持续到 5月

22日。

“冰桥行动”的任务是收集极地陆地和海洋冰的变化数据，并继续美国宇航局的冰，云和

陆地高程（ICESat）卫星任务的连续测量。最早的 ICESat 卫星任务已经在 2009 年结束，

它的继任者，ICESat-2 计划 2017 年发射。“冰桥行动”2009 年开始，资助到 2019 年。

ICESat-2 卫星与 ICESat-1 卫星时间上重叠两年，将帮助科学家验证卫星的测量精度。

“冰桥行动”六年期间收集了大量格陵兰岛冰川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格陵兰岛冰川的表

面地图，冰床和内部结构，允许科学家对海平面的上升创建更精确的模型。至于海冰，冰桥行

动测量了海冰及其积雪的厚度，有助于改善夏季冰雪融化预测，进一步了解年复一年的冰层厚

度分布变化，并且更新气候学上海冰的积雪深度。

2015 年北极海冰覆盖面积突破历史最低记录
根据NASA国家冰雪数据中心 (NSIDC) 提供的数据显示，北极海冰冰盖在 2月 25日达

到冬季年度最大面积。今年的最大覆盖面积，1454 万平方公里，是卫星记录中的最小记录，

也是最早的记录。

北极海冰、北冰洋及其邻近海域漂浮的浮冰，也在不断地变化 : 它生长在秋天和冬天，…2

月底至 4月初达到年度最大值，然后春季和夏季收缩，…9 月达到年度最小值。过去几十年里，

北极海冰增长和融化季节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后者急剧下降。

根据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数据显示，今年海冰覆盖面积到达最大值的时间比 1981年到 2010

年期间的平均日期3月12日早了15天。…只有1996年时，最大值发生的时间早些，…2月24日。

然而，…北冰洋的太阳刚刚开始上升，冰层增长的后期冲刺仍然是有可能的，尽管可能性不大。

Pleiades-1A/1B 与 SPOT-6/7 进展
2011 年 11 月 17 日 Pléiades-1A 成功发射，是Astrium公司的第一颗新一代灵活、快

速反应卫星，可提供 0.5m的高分辨率影像。

2012 年 9 月 9 日 SPOT-6 由印度火箭 PSLV-C21 搭载，成功发射。9 月 22 日，

SPOT-6 顺利进入 695 公里高的轨道，与Pleiades-1A 卫星在同一轨道平面上，位于图卢

兹和的接收站可以相继接收两颗卫星的影像信号。卫星可以辨认直径 1.5 米的黑白物体以及 6

米的彩色物体。图像幅宽 60公里，与此前的SPOT卫星一样，只是将更加敏捷。卫星底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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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器能够来回俯仰 45°捕捉前后区域，左右摆动最大角度 35°。

2012 年 12 月 2日，圭亚那航空中心Soyuz 火箭搭载高分辨率光学卫星Pléiades-1B

顺利升空，与 1A成 180°，形成一个真正可以每日重访的卫星星座。Pléiades-1B 的发射

标志着这个四星星座的建设已进入到最后阶段。

SPOT-7 计划于 2014 年发射，目前 SPOT-7 卫星的建造和各项测试正在 Astrium…

Satellites 紧锣密鼓的进行。在顺利通过今年 1月的机械测试后，SPOT-7 成功的通过了所有

的环境测试，如真空或极端环境下运行卫星等。地面系统测试亦在进行中，系统性能通过了一

系列星座编程或数据获取的模拟测试。并且，所有地面测试都受益于SPOT-6卫星运营反馈经验。

Pléiades-1A、Pléiades-1B 和 SPOT-6、SPOT-7，将构成一个四星星座。这四颗

卫星以非常相近的架构设计，在同一轨道面上运行，将能提供每日两次的重访能力和 0.5m、

1.5m的分辨率组合，产品服务将会一直延续到 2024 年。

SPOT6-7 双子星座创新特性如下：

…保留 60 公里大幅宽，卫星星座每日接收 6百万平方公里影像；覆盖 60公里 *600 公

里的范围，正南北定向影像，易于处理；灵活编程集成自动天气预报，提高获取成功率。

 全色（1.5 米）和多光谱（6米）影像实现捆绑，提供具有 3或 4个波段的 1.5 米彩色

影像融合产品，可进行立体或三线阵立体成像。

空客将 SPOT-7 遥感卫星卖给阿塞拜疆
2014 年 12 月，空客集团和阿塞拜疆航天局宣布，作为一项商业遥感长期合作的一部分，

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已同意将其刚完成在轨测试的 SPOT-7 中等分辨率光学对地观测卫星

出售给阿航天局。协议的财务条款未对外披露。按照这份不同寻常的协议，阿航天局取得了

SPOT-7 的所有权，已将其更名为“阿塞天空”，而且还取得了在轨SPOT-6 卫星的优先

使用权，将向阿国及南亚周边地区销售这两颗卫星的图像。空客将在阿建设一座卫星控制中心，

并在未来 18个月内在法国为阿方培训超过 25名工程技术人员。空客将继续保有SPOT-7 图

像在阿国和阿航天局推销区之外的优先销售权。协议是在阿首都巴库签署的。阿总统阿利耶夫

出席了签字仪式。SPOT-7 是 6月 30日发射的，此后一直在进行在轨测试。

今年早些时候法阿两国的首脑会谈为这项对地观测合作打下了基础。阿航天局已在 2013

年开始运营其首颗通信卫星。该局官员表示，他们承担的任务包括发展通信和对地观测卫星。

同SPOT系列的前 5颗卫星不同，法国政府并未为SPOT-6/7 的研制和发射工作提供

经费支持。空客官员称，他们为研制和发射这两颗卫星花了 3亿欧元（3.75 亿美元）。目前

这两颗卫星与Pleiades-1/2高分辨率卫星构成一个四星星座，SPOT-6/7为两颗相同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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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分辨率 1.5 米，两颗Pleiades 卫星由法国政府出资研制，空客拥有其商业业务方面的使

用权。它们的星下点分辨率为 70厘米，经重采样后可提高到 50厘米。

阿航天局已表示有意部署自己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但该局官员和空客表示，有关

SPOT-6 和 7 的合作协议同阿国未来的卫星项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阿航天局在 12 月 2日

发布的声明中称，该协议标志着阿航天局已步入商业对地观测服务业务领域，将加强阿在从事

卫星服务的少数国家中的地位。

ESA 地球磁场探测卫星 Swarm 发射成功
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代表2013年 11月 22日宣布，俄当天在普列谢茨克发射场用“轰鸣”

火箭将 3颗欧洲 Swarm研究卫星发射升空。原定于 11 月 14 日的发射任务在推迟 8天后最

终成功完成。

Swarm卫星星座计划是一项地球磁场探测任务，主要发起者是丹麦航天研究组织和丹麦

工艺大学，德国和法国的研究机构也参与到该计划之中。欧洲航天局（ESA）从 50多个竞选

方案中选中了Swarm星座计划，计划投资 1.75 亿欧元。这也标志着ESA已经成功转入下一

轮地球探测任务，把地球和人类环境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研究。Swarm成为继“地球重力场和

海洋环探测卫星”（GOCE）、“土壤温度与海洋盐度研究卫星”（SMOS）以及“极地冰

层探测卫星”（CryoSat）之后的第四项地球探测任务。

整个 Swarm 卫星星座由三颗卫星组成，在两个轨道平面内运行。其中两颗在近极轨、

环形轨道并排飞行，轨道倾角为 87.4°、初始高度为 450km，沿经度方向间隔 1° ~1.5°，

在轨道上最大的差异延迟为 10s；另一颗卫星在倾角 88.0°、初始高度为 530km 的环形轨

道飞行。

Swarm卫星的主要目标是对全球地磁场进行迄今为止最高精度的测量，以及首次对全球

地磁场在不同时间尺度内的变化进行展示，这个时间尺度范围在 1小时到数天之间。更有挑战

性的部分则是将各种场源进行分离：该任务将同时获取地球内源场以及电离层和磁层电流体系

的时空特征。

Swarm卫星的次要目标是进行洋流观测。在Swarm卫星所处的高度上，洋流对地磁场

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使得人们渴望从太空对洋流进行观测。在该卫星高度上，观测到的月

亮半日洋流潮汐产生的磁场数据与其模拟磁场进行比较，揭示了一致的结果。对洋流信号进行

磁数据矫正，能够大幅提高地壳场模型的精度。通过Swarm卫星的高分离能力，结合统计方法，

能够获取来自其它洋流的信号。

此外，Swarm卫星还可用于地核动力学研究、地球发电机过程研究、地壳的磁性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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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幔的三维导电率研究以及磁层和电离层电流体系研究等。

Swarm卫星搭载了五个有效载荷：一是绝对标量磁力仪（ASM），用来对矢量场磁力

仪进行校准，以维持长期地磁场测量的绝对精度。其绝对精度 <0.3nT，分辨率在全量程范围

（15000~65000nT）内 <0.1nT。二是矢量磁力仪（VFM），是Swarm任务的基本设备，

能够提供超线性和低噪声的地磁场分量测量，其全量程为±65536nT，超过 120dB的动态范

围，当频率达到 4Hz以上时，其随机误差<1nT。三是电场设备（EFI），用以获得离子密度，

漂移速度及电场。EFI主要由三个传感器组成：离子偏移测量仪（IDM）、减速电势分析仪（RPA）

和平面 Langmuir 探针（PLP）。四是加速度计（ACC），用来测量非重力加速度，该加速

度是由作用于卫星的空气阻力、风、地球反照率以及太阳辐射压力所引起，通过测量原位的空

气密度和磁场可获取大气上层的地磁强度的有关信息。五是激光测距反射镜（LRR），其原理

是测量两路激光信号的往返时间，工作时由卫星 LRR组反射，地面台站负责发射和接收，飞

行时间数据（使用地面气象资料进行合适的大气修正）会计算出准确的激光制动火箭反射镜的

光学参考点距离。

TanDEM-X 进入该任务的科学研究阶段
经过四年成功获取了新的全球地形图数据，TanDEM-X科学研究阶段即将开始。

雷达卫星 TerraSAR-X 自 2007 年 6 月起绕地球运行，2010 年 6 月它的姊妹星

TanDEM-X也进入太空。四年以来，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以密切的飞行编队运行这

两颗卫星，在此期间该卫星已获取数据并生产了全新的全球地形图。

TanDEM-X 其字面意义指的是 TerraSAR-X 附加数字高程测量，它的任务目标是以

统一的质量和超高的精度生产高精度地球三维图像。此前，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来自

不同数据源和收集方法得到的近似高程模型，全球范围内完整一致的高程模型还未建立。

TanDEM-X填补了这个空白，它提供了一个均匀的高程模型，可以作为许多商业应用和科学

调查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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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DEM-X 成果示意图

TanDEM-X进入全新的科学研究阶段，标志着该任务实现了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未

来 15 个月内，卫星运行方将配置和优化轨道成像模式以便测试和验证新的雷达技术和创新应

用。科学用户群对此抱以非常高的期望，已经提交了 100 多个科学建议。

ESA 哥白尼计划首发星 Sentinel-1A 发射成功
哨兵 -1A（Sentinel-1A）卫星于 2014 年 4月 3日从法属圭亚那欧洲航天中心升空。作

为哥白尼计划的首发星，它将用于监测海冰、石油泄漏及土地使用状况，并对诸如灌水和地震

等紧急状况做出反应。其姊妹星哨兵 -1B将于 2015 年发射。

（1）哨兵计划

哥白尼计划被欧洲航天局描述为迄今最为雄心勃勃的地球观测计划。欧盟和欧洲航天局已

经承诺为该计划拨款约 84亿欧元。哥白尼计划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数据，以帮助他们制定

环境法案，或是对诸如自然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等紧急状况做出反应。

哨兵系列是专为哥白尼计划研制的，每个哨兵任务都是由两颗卫星组成星座，以满足回访

需求和覆盖需求，为哥白尼计划提供强大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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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家族

这些任务使用了包括雷达成像和多光谱成像等多种技术进行陆地、海洋和大气观测：

●…哨兵 -1 设计为全天时全天候的极轨成像雷达卫星，用于陆地和海洋监测。

●…哨兵 -2 设计为高分辨率多光谱成像卫星，用于陆地监测，可对植被、土壤、水覆盖、

内河航道和沿海区域等进行成像。哨兵 -2也将为应急服务提供信息支撑。

●…哨兵 -3 设计为多载荷卫星，用于高精确度和高可靠性地测量海面地形、海洋和陆地表

面温度、海洋水色以及土地色彩。该卫星将支持海洋预报系统，以及环境和气候监测。

●…哨兵 -4 设计为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将搭载第三代气象卫星探测仪（MTG-S），专门

用于大气监测。

●…哨兵-5设计为极地轨道卫星，将搭载第二代气象业务卫星上的有效载荷，用于大气监测。

●… 哨兵 -5 先驱星用于大气监测，主要目的是减小与 Envisat 卫星，尤其是与

SCIAMACHY载荷之间的数据差距。

（2）哨兵 -1 介绍

哨兵 -1 为 C波段极轨成像雷达卫星，是基于欧空局和加拿大的几个旧的SAR系统建立

起来的，这些系统包括ERS-1、ERS-2、Envisat 和 Radarsat 等，它将延续合成孔径雷达

（SAR）业务应用，确保C波段 SAR数据的连续性，并为哥白尼用户提供全天时、全天候

的成像服务。

  

左图为哨兵-1号效果图，右图为 6天全球覆盖图

哨兵-1采用太阳同步近圆形晨昏轨道，轨道高693km，倾角98.18度，轨道周期98.6分钟，

地面轨迹重复周期（Ground…Track…Repeat…Cycle）为 12 天（175 轨 / 周期），1A、1B双

星配合可将地面轨道周期缩短为 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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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提供 4种标称工作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各模式参数如下表所示。

成像模式 幅宽 分辨率（SingleLook） 观测角度范围

StripMap(SM) 80km 5m*5m 20° -45°

InterferometricWideSwath(IWS) 240km 5m*20m >25°

ExtraWideSwath（EWS） 400km 25m*40m >20°

WaveMode(WM)* 20*20km 20m*5m 23°和 36.5°

哨兵-1的雷达成像模式示意图

哨兵-1的模拟图像

哨兵 -1A、1B 组成的哨兵 -1 双星星座计划将实现对整个欧洲、加拿大以及主要的航线

在 1-3 天内全覆盖。通过改进现有系统，获得数据后的一个小时内即可交付数据。

该卫星计划可应用在多个方面：北极海冰范围监测，日常海冰测绘，海洋环境监测（包括

溢油监视和海上安全船舶监控等），土地表面的运动风险监测，森林、水和土壤管理与测绘，

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和危机局势，等等。

哨兵-1设计时重点考虑了可靠性、运行稳定性、全球覆盖、操作一致性和数据快速分发，

因此它可以根据哥白尼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开发出新的应用。

哨兵卫星所获得的数据将对世界各地用户免费开放。提供的业务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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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级产品：未经处理的原始压缩数据，以及支持后续处理的辅助数据。

1级产品：包括两种。一是单视斜距复型产品（Slant-Range…Single-Look…Complex…

Products，…SLC），包含相位和幅度信息的斜距单视产品；二是投影到地距的地理编码产品

（Ground…Range…Detected…Geo-referenced…Products，…GRD），已经过多视处理及地

图投影。

2级海洋产品：海洋风场、膨胀波光谱和表面流信息。

Sentinel-1A 数据开放运营
2014年 10月 4日，Sentinel-1A卫星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在轨调试工作，正式开放运营。

在 StripMap（SM）、InterometricWideSwath（IW） 和 ExtraWideSwath（EW）

三种模式下获取的数据由PDGS机构整理和处理，最终提供三个级别的数据产品，包括 0级

产品、1级产品和2级产品。WaveMode（WM）模式下只提供2级产品，TOPSAR模式（包

括 IW模式和EW模式）下的 2级产品不包含膨胀波光谱（OSW）产品。

Sentinel-1A 产品结构

0 级产品是原始压缩数据，是所有其他高级别产品的基础。它采用 FDBAQ（Flexible…

Dynamic…Block…Adaptive…Quantization）标准压缩，包含噪声信息、内部定标数据、回声

源数据以及姿轨信息。0级产品将被长期归档，一直到任务结束后的 25年内，它们将用于处

理成各类产品。只有SM、IW和 EW三种模式下提供 0级产品。

1 级产品包括两种：一是单视斜距复型产品（Slant-Range…Single-Look…Complex…

Products，…SLC），是包含相位和幅度信息的斜距单视产品；二是投影到地距的地理编码产

品（Ground…Range…Detected…Geo-referenced…Products，…GRD），已经过多视处理

及地图投影。1级产品的处理过程包括预处理、多普勒中心估计、单视复聚焦、SLC产品与

GRD产品图像后处理以及多条带产品的特定处理等。其处理流程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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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产品处理流程

2级产品由 1级产品赋予地理定位信息后得到。具体包括三类产品：海洋风场（Ocean…

Wind…field…，OWI）、膨胀波光谱（Ocean…Swell…spectra，OSW）和表面流信息（Surface…

Radial…Velocity，RVL）。其中，OWI产品的元数据由GRD产品衍生得到，而RVL产品（以

及SM和WV模式下的OSW产品）的元数据由SLC产品衍生得到。OWI 产品是对海洋表

面上方 10米处单位网格范围内风速和风向的估计。

以下是三类 2级产品的示例图。

风速图

…

膨胀波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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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流

更多信息请参考官方主页：https://sentinel.esa.int/web/sentinel/home。Sentinel-1A

卫星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技术动态第三期“ESA哥白尼计划首发星Sentinel-1A发射成功”一文。

Sentinel-1A 与 Alpha 卫星建立激光传输链路
2014 年 11 月底，Sentinel-1A 和 Alpha 卫星第一次在太空中通过激光完成图像的瞬间

传输，其跨越的空间几乎达到 36000 公里。

……

Sentinel-1A 卫星与 Alpha 卫星中继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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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nel-1A的运行轨道从南极到北极约700公里，只有在通过欧洲地面站时才下传数据。

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Alpha 在 36000 公里高，当它在太空凝视时有自己的地面站能够向地球

实时传输数据流。借助激光传输链路，Sentinel-1A 大大提高了数据下传能力。

这重要的一步标志着欧洲新空间数据高速公路具备快速中继传输大量数据的潜力，及时获

取对地观测信息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将为诸如海上安全和自然灾害响应等许多行业应用

提供极大的便利。

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发展的科研卫星将搭载一台激光通信设备，用于卫星与中继星通信。

这条激光链路的研究和建立，将使得我国遥感卫星的数据下传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哥白尼计划最新进展：哨兵 -2A 卫星成功发射
为了满足作战需求的欧洲环境监测计划，哥白尼计划，研发了哨兵系列卫星。哨兵 -1A

和哨兵 -2A卫星分别于 2014 年 4月和 2015 年 6月 23日成功发射。

哨兵 -2任务将为欧洲哥白尼环境监测项目提供“彩色视觉”，数据用于监测植物健康、

土地变化、内陆水体、沿海环境，并提供灾害地图。哨兵卫星为哥白尼项目提供支持，免费为

哥白尼项目、科学研究和其他用户提供数据。

欧洲航天局和英国航天局签署了一项协议，建立访问哨兵卫星的数据通道，…共同完成地

面部分建设。与法国的空间研究机构，签署了一份管理和访问哨兵数据的合作协议，旨在促进

哨兵数据开发。

哨兵 -1A的 SAR雷达仪器已用于监测美国阿拉斯加州道尔顿高速公路沿线的洪水泛滥。

2015 年 5月 18 日，道尔顿高速被Sagavanirktok 河水淹没，无法通行，128 公里的道路被

迫关闭。去年夏季雨量过大，随后过量的雨水冬天被困冰底下层，造成了洪水泛滥。今年春天，

该区域记录的温度从 3月开始快速升温，融化冰雪，提升了浅水河的水平线，超出了周边地区

的水平线。阿拉斯加州州长四月宣布了这个灾难，洪水影响了北极海岸的普拉德霍湾油田附近

666 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该油田是美国石油的重要来源，洪水切断了通往该油田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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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 -5P 卫星正在进行振动测试
哨兵 -5P 卫星计划 2016 年春天发射。卫星正在按部

就班的进行，以便确保正常发射并能在轨测量空气质量。接

下来将进行振动和声学测试。

哨兵 -5P卫星是哥白尼计划中对欧洲大气环境监测提

供大气信息的第一颗卫星。为了测量空气污染，这颗卫星携

带了 Tropomi 仪器，一个成像光谱仪，可以测量影响气候

和空气质量的多种微量气体，如臭氧、二氧化氮和甲烷，和

气溶胶。Tropomi 是由几个荷兰研究所和荷兰空间办公室

共同出资开发的。

卫星 7 月底结束了位于英国 Stevenage 空客公司

的工程，现在已经到达法国图卢兹，准备组装并对携带

Tropomi 载荷的卫星准备测试。卫星位于图卢兹的法国宇

航环境工程测试中心，正在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测试。热平衡和真空测试已经完成。

顾名思义，哨兵 -5P是哨兵 -5仪器的先驱者，是MetOp（MetOp-A 是欧洲首颗极轨

气象卫星）第二代气象卫星的后续星，预计在 2021 年左右开始运营。哨兵 -5P将在空气质

量预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信息。面临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卫星在交

付给位于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之前，…进行完整的测试是至关重要的。卫星现在已

经被转移，准备做振动和声学测试。实验将卫星放在一个震动装置上，模拟卫星在运输和发射

期间最糟糕的状况。声学室将复制卫星发射升空和入轨过程中的非常高的声压水平。同时，德

国的欧洲太空控制中心的地面团队正在全力以赴准备进入启动和调试阶段。

哨兵 -2A(Sentinel-2A) 数据免费公开下载
从 2015 年 12 月 3日起，哨兵-2A（Sentinel-2A）数据正式向全球用户提供免费下载。

目前，用户可以获取到 2015 年 11 月 28 日之后获取的数据，11 月 28 日之前（测试阶段）获

取的数据将会重新进行处理，随后提供下载。同时，欧空局（ESA）更新了数据下载网站（保

留原来的数据检索界面，可通过右上角 go…to…classic…view 访问）。但是，由于其主分发系统

在 12 月 3日出现了一些性能问题（官方表述：正在持续处理中），所以开放了一个临时下载

地址供用户使用，使用这个地址下载数据时用户无需注册。主分发系统现在也可以使用，只是

不稳定。…关于哨兵-2A数据的简单介绍可参考博文：ESA正式分发第一景哨兵-2A样例数据，

新的数据分发系统介绍及数据下载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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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陆数据分发网站，点击S-2…PreOpsHub 进入临时分发系统。

…

2.…点击右上角 LOGIN，弹出登陆面板，用户名、密码均为 guest。

3.…在地图中手动拖拽绘制一个感兴趣区域（按住鼠标中键移动）。

4.…点击左上角搜索框左侧按钮，弹出…Advanced…Search…高级搜索面板，设置数据获取

时间间隔，勾选…Mission:…Sentinel-2，也可以设置云量范围，点击搜索按钮进行搜索。

5.…搜索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在结果列表和地图中交互查看。也可以点击结果列表中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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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右下角的预览按钮查看数据详细信息。

6.…例如：选择刚才搜索结果中的第一景数据，点击预览按钮，弹出下图所示页面，在该页

面中可以查看数据的获取时间、数据大小、云量及数据文件内容等等。如果数据是你想要的，

也可以通过下载按钮将数据下载到本地。

ESA 开展 Sentinel 卫星应用潜力研究
欧洲航天局（ESA）正赞助一项研究，用于探索哨兵卫星（Sentinels）能为 20 多个成

员国带来哪些可能的好处。该研究由欧洲地理信息组织（EUROGI）领导，旨在探讨哥白尼

计划 *空间数据产品与服务的潜在价值。

为提高哥白尼计划产品的知名度，推广其在社会领域和商业领域的应用，并与企业和消费

者建立联系，这项研究将对用户和地理信息服务提供商展开调查。六个月后，调查结果将公开

进行研讨，届时公众可在哨兵卫星的增值链建设和新应用开发等方面提出意见。

Sentinel 系列卫星是针对哥白尼计划专门研制的，共有 6颗，包括Sentinel-1、2、3三

个系列，每个系列分别包括A、B两颗完全相同的卫星。Sentinel 系列卫星并不是重复欧洲航

天局成员国已经发展的对地观测能力，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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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计划由空间设施、在轨观测、数据集成和信息管理、应用与运营服务四个部分组成，

其中空间设施部分包括欧洲航天局的卫星、欧洲气象卫星组织运营的气象卫星系列、欧洲各国

及第三方运营的民用和军民两用对地观测卫星。

目前，哥白尼卫星网络中的欧洲各国民用卫星主要有法国的 SPOT 星座、德国

RapidEye 星座、英国灾害监测星座（DMC）等。军民两用对地观测卫星主要有意大利

的 Cosmo-Skymed 星座、法国的 Pleiades 星座、德国的 TerraSAR-X、TanDEM-X

和 EnMAP 卫星等。另外，纳入哥白尼卫星网络的还有第三方任务，包括加拿大的

Radarsat-2、以色列的EROS等。

* 哥 白 尼 计划（Copernicus…Plan）： 即 欧 洲的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Global…

Monitoring…for…Environment…and…Security，…GEMS）计划，于 2012 年底正式更名。更名

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地球观测计划的认知，充分发挥各地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主体作用，

全方位促进对地观测数据与技术的应用，推动经济增长。

ESA 推广 FAAPS 服务平台，助力灾情研究
在现有灾害应急服务的基础上，欧洲航天局（ESA）正在推广由他们研发并示范的一种全

自动流水处理服务平台（Fully…Automatic…Aqua…Processing…Service，…FAAPS），这个平

台可以提供历史洪水地图用于灾情规划，可以给应急单位提供近实时洪水地图，还可以提供洪

水过后的损伤评估地图。并且，借助于云计算技术，该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使卫星洪水地图

变得简单易用。

洪水具有较强的毁灭性，了解洪水的破坏程度和发展状况对紧急救援队伍至关重要。传统

的工作方式是使用地面和机载传感器获取的实时洪水地图结合历史洪水地图来分析问题。不可

避免的是，由于这些信息往往来自不兼容的系统，救援队伍使用时不得不把他们拼凑在一起。

然而，当洪水面积大且天气恶劣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很难拼凑出完整的影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ESA与多家研究机构一起开发了这个简单易操作的在线系统。该系统可以处理卫星雷达实时

测量数据，创建特定位置的洪水地图并传至互联网。使用云计算技术处理卫星雷达数据，几小

时之内就可以在工作站、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使用，这将有效地推动遥

感影像在灾情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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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全球温度项目工程测量地球表面温度
卫星就像天空中的温度计，可以测量地球表面温度。欧空局的全球温度项目工程（the…

GlobTemperature…project）利用多种星载传感器数据，为科学家提供土地、湖泊和冰等温

度数据的一站式服务。陆地表面温度是研究地球系统的关键参数，在地表到大气的物理过程、

生物过程和化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过程包括大气对流、表面蒸发、植被敏感性应力、

火灾、气体排放等。地表温度的长期趋势也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图1是全球地表温度图。

全球地表温度

尽管从卫星上获得了可用的测量结果，但气象学家和气候学家研究所需的空气温度在很大

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地面气象站的温度计来测量，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同的卫星数

据有不同的类型，如有的是红外数据和有的是微波数据，而同一类型的数据又有不同的格式；

二是将卫星测量的地表温度转换为常用的空气温度存在较大困难，例如，在夏天即使空气温度

相同，但热的停机坪和冷的草坪的温度也是不同的；此外，由于云层覆盖或者昼夜温度的局限性，

造成卫星数据存在缺失。图 2为地表温度变化。

地表温度变化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并更好地满足用户对地表温度数据的需求，欧洲航天局最近启动了数

据用户要素计划中的全球温度项目工程。全球温度项目工程拟将各类卫星地表温度数据合并为

通用格式，以便将数据在线归档。涉及的数据包括欧洲MSG卫星的SEVIRI 数据、MetOp

卫星的…AVHRR和 IASI 数据、哨兵 3的数据以及ERS和 Envisat 卫星的存档数据，此外还

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卫星数据。该项目开发的新的全球温度数据将更完整的提供地表白天和夜间

温度数据，包括晴空估计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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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专题开发平台
随着卫星观测地球的日益增长的海量信息，很难确保这些复杂的数据流发挥了他们的全部

潜能。ESA针对这个挑战开发了“专题开发平台”。

使卫星数据有用信息以及所需要的工具和资源非专业化，所有这些从一个地方访问。为用

户腾出时间和资源，他们可以创新信息产品和服务。有六个“专题开发平台“—简称 TEP，

包括地质灾害、沿海环境、林业、水文、极地和城市环境。

地质灾害开发平台 (GEP) 是一个重点项目，目的是支持用户看地震风险、火山、沉降和

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GEP由 ESA资助、Terradue 领导的，公司专门从事云平台、信息通

信技术，处理大量的地理空间信息。

欧洲航天局最近同意Terradue 通过他们的浏览服务提供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图像。图像用

于可视化，而不是为了用于产品设计。GEP自动提供 200…m分辨率的雷达图像对。这些浏览

图片不提供下载，只允许用户识别地面运动和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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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增强对高分辨率地球观测数据的商业访问
2014 年 6 月 17 日欧洲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提出的一份提案，企业和研究机构将很快获得

对商业地球观测卫星数据的更可靠的访问。它旨在保证更好的获取高分辨率地球观测卫星数据

（HRSD）和HRSD应用。HRSD是环境监测、城市规划、农业、自然资源管理和灾害应急

管理，以及安全与防御的重要工具。提案规定欧盟成员国间商业活动中使用HRSD有所差别。

这种情况造成了市场发展的障碍，它阻碍了相关企业获得重要数据：包括数据经销商，数

据处理器，增值服务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商。提案建议，旨在改善欧洲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欧

盟委员会副主席，行业创业专员说 :“卫星图像应用是一种重要的快速增长的业务。该指令将

推动欧盟内部的商业地球观测和卫星数据访问，加快这一创新领域的发展，创造新的产品和服

务。通过改善整个欧盟卫星数据的自由流通，我们的经济将受益于的日益加剧的竞争。”

发布商业用途对地观测卫星分发指令的目的是促进欧洲的卫星数据分发，并建立HRSD

更可靠的访问，同时全力维护各国利益。该指令将实现这些目标，具体如下：

（1）HRSD的通用定义，是需要管制的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并且数据已经是准商业化的；

（2）透明、可预测性、法律确定性和公平待遇的共同标准；

（3）实现效率和友好商业的共同标准，特别是关于成员国之间协调HRSD的分发流程。

下一步，这项提案将由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查。如果获得成功，会员国将不得不

调整其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使其到 2017 年底符合本指令。

目前，HRSD生产和分发的运营商是按照他们所在国家的规定注册的。由于每个国家不同，

HRSD法规不同。缺乏透明度和可预见性，HRSD价值链和客户企业遇到困难。

该指令涵盖了欧盟对地观测的商业空间政策。该指令补充了哥白尼计划，哥白尼计划是欧

盟的地球观测计划。哥白尼计划将确保地球的子系统，大气，海洋和大陆表面的常规观测和监测，

并将提供可靠信息，对环境、安全应用和决策提供广泛的支持。

中欧合作提高大气污染预报准确率
卫星观测正在成为中国大气污染监测与预报的重要手段之一。借助“马可·波罗”

（MarcoPolo）和熊猫（Panda）两个中欧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人员可以估算中国大气污染

物空间排放量。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自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将提供超过 1亿欧元的资

金来支持欧洲与中国联合推动相关项目研究和实施。

“在北京，也许今天天气还是美丽、晴朗的，然而两天后你可能就看不到街对面的大楼了。”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教授伊布拉瑟尔（Guy…Brasseur）说，“空气污染事件变得越

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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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称，每年将有 700 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过早死亡。这对类似中国这样正在遭

受空气污染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气污染已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挑战。尤其是中国温室

气体排放量到2030年左右将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工业能源的消耗在未来15年内还将继续增加。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气污染依然会是中国政府和百姓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

近日，记者从欧盟委员会官网上获悉，通过MarcoPolo 和 Panda 这两个中欧国际合作

项目，多国联合研究人员引入美国、中国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卫星数据，对中国大气污染物

空间排放量进行估算，希望对大气污染监测与预报准确率有所助益。

MarcoPolo项目和Panda项目是在2014年，由欧盟第七框架项目（FP7）立项资助的，

分别由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牵头实施，来自中欧双方共 20几

个研究团队共同参与。

“这两个项目的卫星数据主要来自于美国地球观测卫星上的臭氧监测仪（OMI）、欧洲气

象卫星上的臭氧业务监测传感器（GOME）以及 " 风云三号 " 气象卫星上的臭氧总量探测仪

（TOU）。”Panda 项目卫星数据工作组中方首席科学家张兴赢说，“卫星上搭载的臭氧观

测仪器，可以通过紫外波段的光谱观测定量捕捉大气中污染气体的浓度信息。据此，可探测得

到全球和中国的大气中的主要痕量气体，如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的浓度。”

MarcoPolo项目主持人、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罗纳德范德（Ronald…van…der…A）博士说：

“这些卫星数据耦合后将被放进大气化学预测模型里，从而预测空气质量。”

“该项目的优势在于它通过增加卫星大气观测数据，将其与常规的地面观测数据在大气化

学预报模型耦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更完整的监测预报体系，获得更加准确的大气污染物浓度预

报结果。”…张兴赢说。

空气质量预报需要每天监测污染情况，污染水平的变化会因风向、风速和温度等因素的变

化而变化。“我们正在研发一种更准确、更全面的能够采取更好的措施来解决污染问题的预报

系统。”Panda 项目负责人伊布拉瑟尔说。当预报有高污染天气时，当地政府可以根据预测

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进行排放量管控，如什么时候应该提前减少燃煤使用量，或者限制道路上

的汽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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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技术服务农民欧洲倡导精作农业

欧洲航天局领导的利农项目TalkingFields 将结合卫星观测和卫星导航为欧洲农民服务。

农民能通过熟悉的农业管理系统使用这项功能。

TalkingFields 能帮助农民提供精细的农作方法更有效地生产粮食。比如，通过最优化农

民使用的肥料和尽早给出植物疾病的预警，使花费和对环境的影响都能有所减少。

“现有的服务项目有地球观测数据、卫星导航、农业管理软件和农作物生长模型，但是

TalkingFields是第一个将这些服务全部结合起来的项目，”…欧洲航天局的Tony…Sephton说，

“我们设置点对点服务，能够简单有效地使用和自维持。”

例如，农民提出某地区的服务要求后，定位卫星自动定位该位置，并收集通过多年的观察

而得出的关于该地庄稼生长变化和庄稼状态信息。这些结果同时结合了实地传感器如天气状况

和土壤湿度的情况。农民通过他自己积累的知识结合所获得的信息，得到哪里需要施肥以及如

何施肥的建议。在农民决定进行精作农业之前，他还能获得每块地的付出回报分析。日常的生

物量和密度信息能通过揭示植物疾病的发作而起到保护作物的作用。

一系列的卫星将在这个项目中使用，其中将优先使用免费的卫星数据，如 Landsat 和欧

航天局发射的Sentinel-2 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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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View-2 欧洲城市数据库 - 分辨率达 40cm 
ESA 高兴地宣布，惊人的 40cm 分辨率WorldView-2 欧洲城市数据可以通过 Lite…

Dissemination…Server 在线下载。数据是免费的。

…

罗马国际机场

该数据库是由ESA与欧洲太空成像公司合作收集的欧洲人口最密集地区 40…cm影像。已

经获得了 2011 年 2月到 2013 年 10 月的产品。

ESA还很快将该数据库部署在静态地图和EOLI-SA 上以供浏览，可以直接在地图上，

浏览所有的…WorldView-2 欧洲城市数据库。

数据库由ESA快速注册和验证后，…ESA成员国 (包括加拿大 )和欧盟都可使用。更多细

节在Terms…of…Applicability。

WorldView-2 欧洲数据库的访问和细节可参考Product…page 的产品使用。

ESA还说，IKONOS，…QuickBird，…WorldView-1/2/3，…and…GeoEye-1 的任务产品

和完整归档将很快也可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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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成功发射 KOMPSAT-5 卫星
韩国多用途卫星KOMPSAT-5 于 8月 22 日从位于莫斯科东南 1800 公里的亚斯内发射

场成功发射，所用火箭为俄罗斯“第聂伯”火箭，这种太空发射器由苏联时代的洲际弹道导弹

改装而成。9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SLR站首次成功观测到这

颗最新加入 ILRS国际联测的卫星，并已向国际数据中心提供其观测数据。

KOMPSAT-5 也被称作“阿里郎 5号”（Arirang-5），轨道高度 550km、轨道倾角

97.6 度、偏心率 0，主要用途是在低地球轨道对朝鲜半岛进行全天时、全天候的监控。搭载的

主要载荷是韩国合成孔径雷达探测仪COSI（COrea…SAR…Instrument），在 45度的观测条

件下提供高分辨率模式SAR图像（1m分辨率）、标准模式SAR图像（3m分辨率）和宽测

绘带模式SAR图像（20m分辨率）。它的另一个任务是生成大气轮廓线，并利用大气掩星和

精密定轨支持无线电掩星科学。

KOMPSAT-5 的地面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任务控制单元、定标单元以及图像接收与

处理单元，分别用以控制和操作KOMPSAT-5 卫星，为COSI 载荷定标，归档SAR数据并

生产与分发初级产品。

KOMPSAT-5 卫星系统架构图

这颗卫星是韩国的第四颗多用途卫星，也是韩国首颗搭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的高分

辨率、全天候地球探测卫星。其研究费用高达 2381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13 亿元），在发射

后的 5年里每天绕地球运行 15 圈，所收集的资料将用于管理陆地和海洋资源，监测自然灾

害与环境变化，以及辅助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同时，它也是韩国第一颗携带红外线雷达的卫

星，可探测地球表面和地下的温度变化，这使得它可监测地下活动，例如火山和地震。此外，

KOMPSAT-5 与多用途卫星KOMPSAT-2、KOMPSAT-3 具有互补性，有助于更加细致

地分析同一地区的影像。

韩国航空宇宙系统研究所所长李相律表示，KOMPSAT-5 将在发射成功 4个月后开始拍

摄并传输 1米分辨率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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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阿里郎 -3A 号卫星 

发布首批样张，分辨率达 0.55 米
韩国自主研发的多功能遥感卫星KOMPSAT-3A( 阿里郎 -3A号 ) 卫星的运营商韩国SI

公司，于近日通过四维世景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向中国大陆发布首批样例数据。据悉，阿里

郎 -3A号卫星可提供分辨率为 0.55 米的可见光及 5.5 米红外卫星影像，并且其能够获取地球

夜间的红外数据。

阿里郎 -3A卫星于 2015 年 3 月底从位于俄罗斯的亚斯内发射基地成功发射，是“阿里

郎 3号”卫星的升级版。其定位为 1吨级低轨道实用卫星，是韩国第一颗由航空宇宙产业和

AP宇宙航空国际财团两家民间企业共同研发的公用卫星。…

该卫星主要目标是为GIS 应用获取遥感影像，用于环境、农业、海洋等领域的研究，以

及自然灾害的监测与应急。其搭载的传感器包括一个5.5米分辨率的红外传感器，和一个0.55

米超高分辨率的光电传感器。这两个成像载荷的制造得到了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和德国航空航

天中心(DLR)技术支持。阿里郎-3A号将在距离地面528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执行观测任务，

其预计运行寿命为 4年。…

以下为阿里郎 -3A卫星在中国的代理商四维世景提供的首批样张：…

图 1  迪拜帆船酒店 0.55 米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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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盟”-2.1b 火箭发射 

“资源 -P3”遥感卫星
……3月 13日 18时 56分（UTC），俄罗斯的一枚“联盟”-2.1b运载火箭携带“资源-P3”

遥感卫星（Resurs-P3），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卫星被送入 279 千米×452

千米×97.3 度的转移轨道。“资源 -P3”将通过星上助推器提升到圆形轨道。…

“资源 -P3”遥感卫星的发射重量约 5920 千克，由俄罗斯的进步国家科研生产航天火箭

中心（TSSKB…Progress…）基于“琥珀”（Yantar）号侦察卫星平台建造。…

…此前，在 3月 12 日，“联盟”-2.1b 运载火箭经历了一次罕见的发射中止事件，…该事件

发生在点火时序关闭，在发动机点火开始前。…

图 2  迪拜棕榈岛 0.55 米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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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theCast 计划建造新一代对地观测星座
Urthecast…集团（试验用电信卫星：UR）( 以下简称“UrtheCast 或者”公司”) 宣布

计划建造、发射和运行世界第一批多光谱与合成孔径雷达（SAR）一体化的商用地球观测卫星

群 (系统 )，预期将经过多次发射试验后在 2019 和 2020 年全面部署。

该卫星群（系统）预计最少由 16个卫星（8个光学卫星和 8个 SAR）组成，在 2个轨道

平面中飞行，每 4对卫星围绕轨道平面等距飞行。每一对卫星将包括以串联方式飞行的一个双

模式、高分辨率光学卫星（视频和推扫）以及一个双频段高分辨率SAR卫星（X-频段和 L-

频段）。

该卫星群（系统）将为公司提供超强的空间成像能力，包括：高图像收集能力、光学和

SAR数据融合、全天候SAR高分辨率成像、目标回访、成像延迟。通过以SAR和光学紧密

配对串联的形式飞行卫星，该卫星群（系统）预期可提供各种创新能力，包括机载实时处理，

卫星间的交叉信号传送，以及SAR卫星全天候实时云成像功能。通过使用两个轨道平面，该

卫星群（系统）将允许在中纬度范围的最高回访率，同时可将公司的全球覆盖率延伸至南北两

极极点。

UrtheCast 已经与多个客户和合作方签署谅解备忘录（MOUs），其中一个保密客户将

提供 1亿 9千 5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用于卫星群（系统）计划的建造阶段（2016-2020 年之

间）。随着这些谅解备忘录最终转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些客户将为该卫星群（系统）

计划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和资助。随着有关建造、发射和运行这些卫星的资料方面正式与新客户

分享，公司计划进一步公开关于卫星群（系统）技术、运行方面和财务方面的细节。

总部位于英国、负责卫星设计和建造的 SSTL( 舒雷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 是 UrtheCast

的战略行业伙伴，世界首屈一指的小型卫星制造商 -- 由总部位于荷兰的空中集团所属的

ElecnorDeimos( 西班牙 ) 是 UrtheCast 的战略执行伙伴。……

UrtheCast 的战略执行伙伴为配合建造卫星群（系统）的任务规划系统，在位于西班牙

的Elecnor…Deimos 空间机构设置了地面站，载荷一体化，任务分析和飞行动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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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 借新一代卫星平台扩大卫星商业出口
2014 年 11 月，在经历了长时间推迟后，俄罗斯第聂伯运载火箭在亚斯内发射场成功

发射了“新系统体系先进观测卫星”1 号卫星 (Advanced…Satellite…with…New…system…

Architechrue…for…Observation-1，ASNARO-1)，该卫星是日本电气公司（NEC）采用其

新一代低成本对地观测卫星平台为日本政府建造的。这次发射正值NEC希望利用其一系列卫

星产品进一步抢占国际商业市场之际。

日本着手开发“ALOS-2”的新一代产品
近日报道，日本 2016 年将着手开发自然灾害时对地球地形变化进行观测的“先进雷达卫

星”。这是目前使用的地球观测卫星“ALOS-2”的新一代产品。计划其将搭载比“大地2号”

（ALOS-2）性能更高的雷达。除此之外，新卫星将由新开发的首架国产大型火箭“H3”搭

载升空。在 2016 年的预算案里该项目的开发费用达到了 1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551 万元 )。

新卫星将使用与“大地 2号”相同的雷达，不仅在夜间可以对地表进行拍摄，而且雨雪天

气下也能持续观测。新卫星的精度预计能够分辨地表约 3米大小的物体，并且能够一次性观测

近 100 到 200 平方千米范围的地形。“大地 2号”现在的观察幅度约为 50 千米左右，新卫

星将实现其近 4倍的功能。该项开发由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负责。总开发费用预计

为 320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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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NARO-1 示意图

ASNARO-1 是 ASNARO系列的首发星，主要用于平台验证，发射重量 450 公斤，轨

道高度504km，设计寿命超过3年（目标为5年），幅宽 10km，全色相机分辨率达50厘米，

多光谱相机分辨率2m。ASNARO卫星有四种基本的观测模式：聚束模式、条带模式、宽幅模式、

3维模式、斜视模式，如下图示。

ASNARO 卫星观测模式示意图

日本政府旨在把航天计划工作重点重新放到实际应用项目上，ASNARO项目作为这项工

作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低成本、高性能的光学和雷达对地观测卫星平台。2011 年

10 月底，NEC与越南签署协议向其出售了两颗基于ASNARO项目成果的雷达卫星，这也是

NEC第一次全面置身于商业市场。

该公司所造部件已广泛用于各类航天任务，但在对越出口之前其整星制造业务基本上只限

于日本政府市场。公司航天部门专家小力俊明称，日本政府的航天政策已发生转变，转为积极

支持工业界，而不只是支持研发工作。他说，现在该是NEC扩大商业市场的时候了。

NEC正在向市场上推销一种 300 公斤重，基于 ASNARO的卫星平台，称为“下一代

星 -300L”(NX-300L)，这种平台将对希望首次拥有本国卫星的新兴国家产生吸引力。对于

300公斤的平台来说NX-300L具有非常高的性能，功率要求很低，数据率很高，而且非常灵活，

在价格可以承受的同时具有许多突出特点。与此同时，NEC还在推销一种更大的对地观测卫

星平台，称为NX-15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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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号”发射成功
北京时间 2015 年 7 月 11 日凌晨 0时 28 分，由三颗高分辨率卫星组成的“北京二号”

民用商业遥感卫星星座（DMC3）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北京二号”星座（DMC3）是由英国萨里卫星技术公司承担研制。它是中英太空科技合

新加坡电子科技将在今年发射 TelEOS-1 卫星
新加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在2015年推出第一颗商业遥感卫星，命名为“铁洛斯一号”

（TelEOS-1），名字源自希腊语“teleos”，有“终极完美”之意。据了解这颗卫星将由新

加坡电子科技公司与印度空间组织共同合作完成，卫星将在 2015 年第四季度搭载印度极轨卫

星运载火箭（PSLV）发射，预计 2016 年第一季度可向国内外客户分销卫星影像。

TelEOS-1 搭载了前沿的电光相机，重约 400 公斤，将发射于靠近赤道处约 550 公里的

高度，每 90分钟内绕着赤道运行一周，分辨率高达 1m，平均重访周期为 12 到 16 小时，应

用范围包括灾难、环境监察、海事安全、城市规划和国土安全。

TelEOS-1 卫星示意图

该项目是新加坡电子科技公司于印度空间组织的第二项合作项目，此前在 2011 年 4月，

他们推出的第一个实验卫星被称作X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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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英国公司建造欧洲的“生物量”卫星
空客防务与航天英国公司宣布获得一份价值2.6亿美元的合同，将建造欧洲航天局（ESA）

的“生物量”森林 -碳 -监测卫星。空客英国公司将作为这颗质量 1250 千克航天器的主承包

商——该航天器预计在 2021 年发射。该卫星将携带一个P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天线，它将是一

个直径 12米的可展开天线，由哈里斯公司建造。

ESA为“生物量”卫星申请了 4.2 亿欧元，包括了卫星的建造、采用“维加”火箭发射

和 5年的低地球轨道运行。该任务设计用于观察世界大多数森林在多个生长周期内的生物量的

年度变化。与“哨兵”对地观测卫星系列不同，“生物量”卫星不属于欧盟委员会的“哥白尼”

对地观测项目，但它会为“哥白尼”项目提供数据。

“生物量”卫星将用于为全球政府在“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达

成的目标提供与碳排放相关的数据。“生物量”卫星将是首颗天基P波段雷达卫星。

波段在 420-450MHz 的 P波段的主要缺点之一是美国国防部和盟军主要将其用于地基

导弹预警和空间监视——一个被称为“空间目标跟踪雷达网络”的系统。“生物量”卫星和军

事信息传输之间的信号重叠意味着“生物量”卫星将不能覆盖北美、不列颠、格陵兰和土耳其。

ESA一直担心其他区域可能也会部署P波段雷达，但显然并未发生，“生物量”卫星的总体

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克服在某些区域“变瞎”的事实。

X频段和C频段等雷达已经用于多个卫星对地观测任务，但不能提供P波段的垂直细节。

空客公司表示，P波段雷达将能够穿透森林覆盖，将改善森林区域的数字高程地图。

空客公司一直运营着德国TerraSAR-X和TanDEM-X两颗X频段雷达对地观测卫星。

作项目之一。“北京二号”星座入轨后，将由中国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任务测控，运行管理，以及卫星数据的接收，数据产品的生产和相关服务的提供。据介绍，由

国家和北京市有关科技计划支持的“北京一号”小卫星于 2005 年发射，在五年设计寿命之后

又超期服役了两年，数据产品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并出口 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遥感卫星业内

专家认为，“北京一号”“北京二号”的探索与实践，标志着我国在社会力量参与航天产业发展，

促进遥感卫星应用商业化和国际合作推广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北京二号”

是国家有关部门核准的民用商业遥感卫星项目，已纳入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规划。

“北京二号”星座设计寿命七年，由三颗 1米全色、4米多光谱的光学遥感卫星组成，可

提供覆盖全球、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俱佳的遥感卫星数据和空间信息产品。项目建成后，每年提

供不低于3000万平方公里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数据和信息产品，可为国土资源、农业、环境、

城市管理、灾害监测等领域提供空间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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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参与生物量卫星合同竞标的还有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意大利公司。由于意大利政府决定

降低对ESA对地观测项目贡献，导致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退出了竞争，使德国OHB

公司得以介入与空客开展竞争。

“生物量”卫星将采用空客的“天文平台”-中型卫星平台。“天文平台”卫星平台已用于“斯

波特”-6、“斯波特”-7和“英吉尼欧”光学对地观测卫星。

菲律宾第一颗微卫星 

DIWATA-1 在轨测试阶段成功捕捉图像

2016 年 4月 27 日，菲律宾的第一颗微卫星，DIWATA-1，从国际空间站的日本实验舱

成功进入轨道。该卫星由科技部“发展菲律宾科学地球观测微卫星”研究项目资助，由东北大学、

北海道大学、菲律宾共和国科技部和菲律宾国立大学共同研发的。

在轨测试后，DIWATA-1…2016 年 8 月进入正常运行阶段，根据科学任务目标，定期安

排成像计划，如灾害评估、农业调查、渔业和林业，并研究菲律宾共和国环境变化。

DIWATA-1 卫星提供了 4个不同视场的相机包括鱼眼全色宽视场相机（WFC）、中视

场彩色相机（MFC）、星载液晶多光谱相机和地面分辨率为 3米的望远镜相机。星载液晶多

光谱相机是RISING-2 卫星的改进版，是 2014 年东北大学和北海道大学发射的，有 590 个

波段，与大卫星相机相当，为下一代卫星的低成本高精度空间应用铺平道路。diwata-1 测试

图像已成功获取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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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WFC 拍摄的全色图像                           图 3 MFC 拍摄的图像

2015 年第 27 届国际地图制图大会在巴西开幕
第 27届国际地图制图大会 (2015…International…Cartographic…Conference，ICC) 于 8

月 2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以“我爱地图”为主题的 2015 国际地图年活动也借此拉开

序幕。2015ICC大会集合了全球的制图以及地理智能科学家们、政府权威机构、商业制图代表、

地理信息领域的学者及学生 (包括计算机科学、认知学、遥感学等学科 )，以及设计师、艺术家、

地理信息志愿者以及众多参与者们。而作为国际地图制图协会最高级别会员国家，中国也参加

其中。

据悉，在国际地图年的中国展区上，可以了解到我国近年来在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取得的辉

煌成就，包括数字城市建设、国情普查与监测、资源三号立体测图卫星、30米分辨率全球地

表覆盖数据、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于应急救灾、珠峰测量、地下管线测量、地图文化创意产品、

一带一路地图集等多项内容。同时，还开辟了网上中国地图展，全面展示中华民族优秀古代舆图、

现代精品地图、全国少儿手绘地图大赛中的优秀作品等。

此外，由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和中国卫星导航

定位协会联合发起的《“我爱地图”倡议书》也在国际地图年启动当天向社会各界进行了发布，

号召公众热爱地图，传承中华文化；善用地图，发现地理价值；科学测图，共享时空信息；用

好地图，维护国家权益。

据悉，2015 国际地图年由国际地图制图协会 (ICA) 发起，得到了联合国支持。中国是国

际地图制图协会最高级别会员国家，积极响应国际地图年倡议，围绕地图领域组织开展了的一

系列活动。如开展以地图相关内容为主题的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活动；与联合国共同举办发展中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长培训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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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想要用众包形式做开源卫星
2013 年，韩国第一颗民间开源卫星发射升天。做了十年航天社区的科创航天，希望他们

能成为下一个能把开源卫星送上天的团队。不同于高大上的地球同步卫星，科创航天现在想做

的是微小卫星，重量仅有几十公斤，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生命周期大约 2年左右，主要用于

通讯联网，同时希望未来能够切入到其他航天领域。

这个商业模式的关键就在于拥有卫星制造能力。团队目前研制的第一颗卫星名叫“科星一

号”，外观类似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将搭载高分辨率的相机，拥有与

地面高速通信的能力，且能够自主修正轨道。目前，这颗卫星的具体设计指标还在论证阶段。

科创航天说：“论坛自 2011 年建立起来，一直是国内最大的航天爱好团体 / 航天技术

研究机构，具有丰富的火箭设计、制造与发射经验，积累了卫星所需的关键技术，比如基于

FPGA的电源管理系统，可靠性设计、测试、认证，火箭遥测数传，软件无线电收发，频谱分

析仪，惯性 /GPS/ 星光组合导航，等离子体推进等。”

不同于很多卫星公司，科创航天希望将卫星做成开源。科星一号的代码、图纸、工艺流程

等一切设计资料，大众不仅可以免费下载使用，还可以参与到研发过程中。

而之所以愿意将卫星技术开源，一是因为科创航天的目标在于搭建自己的卫星通信及服务

平台，未来能够出售成品的卫星平台，相比于卫星制造及发射服务，这部分的商业价值更大。

二是因为卫星多数是商业用户，很在乎产品质量，为了稳定和可靠性，会购买有品质的卫星，

如果能做出性价比高的民营卫星品牌，科创航天依然会有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开源卫星计划中使用到的各项技术，比如姿态调节技术，对于下一步将要实

现的月球探测器、星际探测器项目，起到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而这也是科创航天未来的发展

方向之一。开源的方式，则会加速技术累计的过程。

科创航天另一个不同于其他卫星通讯公司的地方在于，论坛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航天爱好

者用户，未来会由这些用户众包完成下行基站的建设，提升测控覆盖率及通信下行带宽，虽然

这个带来的商业价值还有待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