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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0 年度工作总结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积累，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遥感标委会）工作渐入正轨。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国标委）、中科院计划财务局和光电研究院的指导下，在全体委员

的支持与帮助下，2010 年遥感标委会如期完成年度工作计划，在能

力建设、国家标准制定等方面取得可喜成果，完成一项国家标准项目

立项，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为今后更好地组织开展国家标准制修订

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 

1. 跟踪遥感技术国家标准提案进展 

按照遥感标委会第三次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 2010 年遥感技术国

家标准提案，秘书处积极与相关单位联系，推进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目前进展见表 1。另外，秘书处还与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航天标

准化研究院、总参二部、武汉大学、北京 21 世纪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等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关注各单位标准研究与编制工作动向，积极推

动遥感技术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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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国家标准提案落实情况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起草单位 提案落实情况 

1 遥感器在轨替代定标通用技术规范 推荐 
中科院安徽光机所 

国军标转国标，但政策还不明确，目前正在进

一步推进 2 光学试验场选择规范 推荐 

3 微波试验场选择规范 推荐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编写困难较大，考虑起草散射计测试方面的标

准 

4 超光谱遥感数据产品与格式标准 推荐 中科院光电研究院 计划 2011年开始起草项目建议书及草案 

5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场选择标准 推荐 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还未开展相关工作 

6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规范 推荐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计划 2011年开始起草项目建议书及草案 

7 光学卫星数据产品分级标准 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

中心 

目前此 3项提案正在起草项目建议书及草案。

另外，已完成《基于行政区划分幅遥感影像产

品标准》和《基于地形图标准分幅遥感影像产

品标准》2项标准的项目建议书及草案，提交

委员会审议，计划 2011年申报立项。 

8 地面接收站站址电磁环境选择标准 推荐 

9 几何精校正产品标准 推荐 

10 地物波谱及测量标准 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 

已完成《地物波谱和配套参数测量技术规范》

和《遥感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室、试验场技术

规程》2项标准的项目建议书及草案，提交委

员会审议，计划 2011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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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国家标准项目立项申报工作 

根据全体委员审议意见，我标委会 2010 年向国标委推荐武汉大

学《高分辨率推扫式国产卫星遥感影像产品分级与制作流程规范》与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两项国家标准制定项目，项目信

息见表 2。 

表 2  2010年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基本信息 

标准名称 提交单位 申请结果 标准内容概要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

数产品规范 
武汉大学 立项 

根据光谱数据辐射处理过程，定义植

被指数产品的级别，规定植被指数的

术语、计算流程、合成方法和质量标

记方法，以保证植被指数产品在制

作、存贮、交换和应用中的一致性。

同时，作为规范性附录给出质量标记

文件、文件元素数据的内容；作为参

考性资料给出常见植被指数的计算

公式、质量验证方法。 

高分辨率推扫式国产

卫星遥感影像产品分

级与制作流程规范 

武汉大学 未批准 

规定高分辨率推扫式光学卫星遥感

影像标准产品的分级体系、制作流程

和辅助数据文件的主要内容。该标准

适用于国产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光学

卫星遥感影像的分级及处理。 

 

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及国标委内部评议，2010 年 12 月 2 日国

标委发布了《关于下达 2010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

综合[2010]87 号）。其中，经我标委会提交的《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

数产品规范》项目申请正式获批立项。该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武汉大

学、国家气象卫星中心、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共同负责起草。

这是我标委会成立以来首次组织的标准项目申报工作，该项目的成功

立项标志着遥感标委会标准立项工作零的突破，提高了标委会标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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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业务流程和标准化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对推进标委会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在标准申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拟立项国家标

准征求意见阶段，我标委会秘书处收到国标委反馈意见及转发的地理

信息标委会向国标委上报的“关于 2010 年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意见

的函”，秘书处对反馈意见及时做了回复，并针对地理信息标委会《高

分辨率推扫式国产遥感影像产品分级与制作规范》的归口意见拟函一

封（见附件 1），提交国标委，还多次与国标委及地理信息标委会沟

通协调。但由于时间紧协调难度大，《高分辨率推扫式国产遥感影像

产品分级与制作规范》标准项目主要因归口问题而最终未获批立项。

秘书处将就《高分辨率推扫式国产遥感影像产品分级与制作规范》项

目做进一步跟踪，并计划在 2011 年再次提交该项申请。 

为了让各位委员了解我标委会工作进展，积极参与并推动遥感技

术标准化工作的开展，秘书处及时编写了“2010 年标准申报立项工

作通报”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委员，一些委员对此做出了反馈，

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二、举办“遥感技术标准研讨会” 

2010 年 7 月 8 日至 9 日，我标委会联合国家遥感中心、863 计划

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专家组举办了遥感技术标准研讨会（会议纪

要见附件 2）。此次会议目的在于通过交流、研讨、检查“十一五”期间

863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有关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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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与成果，审议推荐遥感技术标准制订立项候选项目；对 “十二五”

国家科技计划相关领域提出遥感技术标准研究工作的建议，推动遥感

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与国家遥感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紧密结合，建

立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研究和遥感技术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互动机制；

逐步实现遥感技术与应用产品研制的标准化，进而加快遥感技术与应

用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大会听取了 16 项 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遥感技术标

准相关课题研究的进展与成果报告，并根据标准研究工作的要求对这

些课题研究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经遥感标委会委员审议，同

意将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的《遥感卫星系统标准体系研究》、武汉

大学的《高分辨率推扫式国产卫星遥感影像产品分级与制作流程规

范》与《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3 个项目向国标委推荐为

国家标准制定候选项目。 

会议充分肯定了“十一五”期间遥感标准工作的部署和取得的成

绩，并建议“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计划相关领域应继续重视对遥感

技术与应用标准研究项目的部署，由遥感标委会协助领域专家组，按

照遥感技术标准体系范畴要求，结合“十二五”领域规划，系统性的

开展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研究规划与项目建议工作。本次会议是一项有

利于保证遥感标准研究质量、提高遥感标准研究水平、紧密结合遥感

标准研究与制订工作的新创举。国标委的领导和参会人员均对会议的

成功给予充分肯定，并建议将这种联席研讨的会议模式在“十二五”

期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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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工程方面的工作 

在分析我国遥感技术领域标准化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构建适应我

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需要的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和标准体系表，进

一步明确遥感技术标准化工作重点领域，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标准

研制，是遥感标委会参与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工程的目标。按照国家标

准体系建设工程要求，秘书处整合了遥感标委会第三次工作会议委员

意见和建议，经多次修改，配合国标委完成了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工程

填报工作。秘书处向国标委提交了标准体系框架表（见附件 3）、2011

年前制定国家标准的计划体系表（见附件 4）、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

准体系表（见附件 5），同时提交了标准现状分析（见附件 6）、重点

领域及关键技术标准研制（见附件 7）、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体系优化

（见附件 8）3 份说明性材料。 

    另外，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发[2010]32 号），国标委组织召开《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体系

建设工作专题会议》，秘书处派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2011 年秘

书处将参与国标委“新产业标准体系”报告编写工作。 

四、参与“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2010 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发展打

好基础的重要一年。为了推动我国遥感技术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的开

展，争取将遥感技术标准化工作纳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秘书

处组织编写了“遥感技术标准体系及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支撑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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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立项建议，并将项目建议提交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该项目已被录

入领域项目库中。该项目立足遥感技术学科发展及其产业化需求与趋

势，开展遥感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在建立我国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框架

和体系表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一系列国家及行业标准，推动遥感技术

的合理、有序、系统化发展，加快遥感这一新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提高我国遥感技术标准研究与制定水平，提升我国在国际遥感技术领

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 

另外，秘书处还参与了国标委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在发展规划的“加快制定高新技术标准，实现自主创新和跨越式

发展”部分中，提出了卫星遥感技术领域的相关建议内容。 

五、参与“XX 标准通用化工程论证报告”编写工作 

“XX 标准通用化工程”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组织设立的《统筹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规划》中确定的重大专项项目，由国家军队标准

化主管部门总装会同质检总局（国标委）牵头组织，总装电子信息基

础部技术基础局具体承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

国防科工局有关部门参与。按照国标委要求，遥感标委会参与了该项

目论证报告中涉及遥感技术标准通用化方面的相关内容。 

六、申报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标准化项目 

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标准化项目是财政部、科技部落实《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支持开展公益

性行业科研工作的重要举措。它以研制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为主要目



- 8 - 

标，促进标准化工作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提升我国标准适应性和有

效性，增强标准化工作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标准化工作服务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水平。根据《关于推荐 2010 和 2011 年度质检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标准化项目的函》，遥感标委会秘书处经与部分委员讨论修改，

撰写并提交了“遥感技术标准体系研究”项目建议书。建议书研究内

容为：系统分析、研究国内外遥感技术标准及相关学科标准和标准体

系现状，界定遥感技术标准研究的范畴，针对遥感技术的特点和发展

趋势，研究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建立科学、合理、扩展性强的遥

感技术体系表，为我国遥感技术标准研究和建立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

基础，填补国内空白，并提升我国在国际遥感标准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力。 

七、能力建设 

1. 委员更换与增补 

根据第三次全体委员大会审议通过的委员更换和增补决议，顺利

完成了委员更换和增补的上报审批工作。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下发了《关于调整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27）委

员的批复》文件（标委办综合[2010]26 号），同意增补科技部遥感中心

李加洪、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马艳华、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

球科学中心张兵、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王晋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李克鲁、北京同天视地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周自宽同志为全国遥感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27）委员，同意李加洪同志任副主任委

员，并批准免去郑方能同志副主任委员职务和郑方能、尹球同志全国遥

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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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站更新与维护 

    遥感标委会网站（http://www.rsstandard.cn/index.jsp）是遥感标委

会对外宣传与交流的门户，秘书处非常重视网站建设，派专人负责网

站管理与维护。及时转发国标委的相关通知、文件以及新闻，上传我

标委会主要工作的新闻报道，并更新补充委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信

息，不断更新丰富遥感标委会网站内容。同时，对网站做了进一步测

试，针对部分链接无法打开、出错以及联系地址错误等进行了修正；

并针对网站实名制检查，及时更新网站注册信息，确保网站的正常运

行与访问。 

3. 培训 

专业培训是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素养、增强机构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之一，秘书处十分重视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参加国标委组织的各类标

准知识培训班。4 月 8 日至 9 日，秘书处派工作人员参加了由中国标

准化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苏州联合举办的 2010 年第一期“GB / 

T1.1 - 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等国家

标准宣贯培训班”。此次培训系统讲解了有关标准化项目编写方面的

内容，使秘书处工作人员更好地认识并掌握标准相关知识，以保证今

后工作的规范化与专业化。 

另外，秘书处还积极申请参加 ISO 中央秘书处每年定期在瑞士日

内瓦举办国际标准化知识培训班，希望通过此类培训更好地了解国际

标准知识，推动遥感技术标准采标工作，同时促进标委会与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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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构的合作，提升我国在遥感技术标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八、问题与思考 

遥感标委会作为一个年轻的机构，发展空间大、可塑性强，但也

存在工作缺乏积累和经验的问题。万事开头难，遥感标委会要成长要

发展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一方面应多和成熟的专业技术委员会交

流，学习标准化管理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必需注重总结和积累，积

极思考和探索，寻找自身发展之路。 

（1）交叉领域标准立项问题 

在 2010 年标准申报立项工作中遇到的交叉领域标准立项归口问

题需足够重视。各专业技术委员会成立有先后，专业技术委员会之间

业务范围存在一定交叉重叠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协调起来较为困难，

如不能很好地解决此类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交叉领域标准的制定工

作，使国家标准出现明显空白区。经秘书处与我标委会上级主管部门

国标委工业二部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处多次沟通，该处承诺今后将出面

帮助协调此类问题。我标委会也应加快遥感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明确

工作领域范畴。同时，我们也呼吁各位委员能够帮助秘书处与兄弟标

委会进行沟通交流，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以保证遥感技术标准

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2）国家标准研究与编制问题 

国家标准的研究与编制要求严格，而经费支持少和周期较长，使

得各研究团队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积极性不高。要推动标准制修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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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们首先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标准化

建设宣传，使大家在思想上认识到从事标准研究与编制工作的重要性

和价值，有意识的去开展相关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培训、提供

咨询指导等方式，使大家了解国家标准申报、编写知识，具备基本的

编写能力。另外，通过参与编写“十二五”发展规划等国家部署工作，

积极发掘标准研究与制定的支持渠道，提高经费支持额度，增强参与

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再者，对于有了一定研究积累

但由于时间紧、工作压力大的无法编写标准的情况，可通过秘书处对

其成果进行总结并协助完成编制工作。希望各位委员能够积极主动的

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为推进我国遥感技术领域标准化进程做出贡

献。 

九、展望 

遥感标委会成立近三年来，在国标委、院计财局以及光电院等各

级领导单位的指导下，在各位委员及各相关单位的帮助支持下，工作

有了一定起色，立项标准由无到有，工作能力在锻炼中得到提高。2011

年将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按照成熟度、应急性和重点领域的原则，继续加强遥感技

术国家标准的起草和制修定，拟争取 3-4 项遥感技术国家

标准制定项目立项，并落实 5-6 项拟申请项目； 

 建立并完善本标委会国家标准计划管理制度，做好项目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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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遥感技术标准体系； 

 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知识宣传，完成我标委会门户网站改版

工作； 

 配合完成国标委部署的各项工作。 

我标委会将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为大家提供

更好更周到的服务，以更高的目标、更严的要求、更大的热情，再接

再厉，加快我国遥感技术领域标准化建设，推动遥感技术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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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意见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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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遥感技术标准研讨会会议纪要 

 

编号：YGJB—J001 

 

会议纪要 
 

会议名称：遥感技术标准研讨会 

会议地点：北京西郊宾馆 

会议时间：2010 年 7 月 8 日至 9 日 

会议组织：国家遥感中心、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863 计划地球观测

与导航技术领域专家组 

参会人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领导、国家遥感中心代表、全国遥感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专家组专

家代表、“十一五”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遥感技术标准

研究课题研究人员 

会议目的： 

通过交流、研讨、检查“十一五”期间 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有

关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工作进展与成果，审议推荐遥感技术标准制订立项候

选项目。对 “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相关领域提出遥感技术标准研究工作的建

议，推动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与国家遥感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紧密结合，

建立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研究和遥感技术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互动机制。逐步实现

遥感技术与应用产品研制的标准化，进而加快遥感技术与应用的产业化和国际化

进程。 

 

一、 会议内容 

1. 遥感技术标准国内外现状介绍， 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和标准编写基本要

求宣贯。 

2. 交流、研讨和检查“十一五”期间 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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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工作进展与成果，并根据标准研究工作的要

求对研究工作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 

3. 审议推荐遥感技术标准制订候选项目。 

4. 提出“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关于遥感技术标准研究部署的建议。 

 

二、 对“十一五”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遥感技术标准研究进展

和成果的意见与建议 

1. “十一五”期间，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结合相关项目研究，

部署了有关遥感技术与应用标准规范研究内容，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较好

的成果。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研究工作的开展，为遥感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该项工作对提高遥感技术与应用研究人员的标准意识、

规范遥感技术与应用产品的研发流程、逐步建立遥感技术与应用产品类研

发项目的考核标准、推动遥感产业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2. 在交流的 16 项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研究项目中，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承担

的《遥感卫星系统标准体系研究》与武汉大学承担的《卫星光学遥感公共

数据产品加工标准规范研究》、《推扫式卫星遥感影像产品几何分级与制作

规范》研究工作认真细致，成果内容基本完整、形式较为规范，成绩显著。 

 

3. 会议赞赏地看到，由北京市遥感信息研究所和北京宇视蓝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结合项目系统研制和集成工作的需要，分别开展的《多源遥感数据综

合处理与服务系统接口数据规范及效能评估标准》和《区域遥感监测信息

集成规范》，研究思路、内容部署和形式设计均比较符合标准化研究的要求，

具备了进一步开展相应的标准研究条件。 

 

4. 会议也观察到相当部分标准规范研究存在着内容空泛或缺失、内容与标准

题目不符、以课题研究内容或试验流程代替标准规范研究的现象。上述现

象至少反映了研究人员缺乏对标准规范要求的认识，以及在项目研究中对

标准规范研究部分的不重视态度。会议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和领域专家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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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及时对存在问题的项目提出整改建议，并加强项目

立项和结题时对标准规范研究部分的审查。 

 

三、 审议推荐的遥感技术标准制订候选项目 

经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对交流项目的认真审议，同意向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推荐以下项目为遥感技术标准制订候选项目： 

1.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的《遥感卫星系统标准体系研究》 

2. 武汉大学的《推扫式卫星遥感影像产品几何分级与制作规范》 

3. 武汉大学的《植被指数生产规范》 

建议根据专家意见对以上项目进行补充、修改后，推荐为标准制订候选项目。 

 

四、 对“十二五”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关于遥感技术标准研究

项目部署的建议 

 

1. 会议对“十一五”期间遥感标准工作的部署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也认为以项目捆绑、分散部署遥感技术规范标准研究的模式，由于缺乏

统一的规划和系统性的管理而减缓遥感技术和应用标准体系化建设进程；

由于项目研究人员对研究主体的关注，容易发生由于不重视标准规范内容

的研究和对标准规范研究要求的不理解而导致标准研究成果不符合标准规

范研究的要求，从而不利于遥感技术标准制订工作的开展，出现项目标准

研究成果多、可使用的国家遥感技术标准少的局面，给后续完整深入地开

展遥感技术标准研究和制订带来困难。 

 

2. 会议建议“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计划相关领域应继续重视对遥感技术与

应用标准研究项目的部署，由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助领域专

家组按照遥感技术标准体系范畴要求并结合“十二五”领域规划，系统性

的开展遥感技术标准规范研究规划与项目建议工作。 

 

3. 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遥感中心和 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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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标准体系框架表 

序

号 
体系类目名称 体系类目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业务指导单位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备注 

1  术语和词汇 000-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1.040.01 综合、术语学、标准

化、文献 (词汇) A22 术语、符号   

2  图形符号 000-0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1.075 字符符号；01.080 图形

符号 
A22 术语、符号   

3  信息学与分类编码 000-06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1.140 信息学、出版 A24 分类编码   

4  试验与分析方法 000-18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19 试验 
A21 环境条件与通用试

验方法 
 

5  信息安全 000-19-1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020 信息技术(IT)综合 L67 计算机应用 

遥感数据/信息可

能包含涉及安全

的信息 

6  无线电干扰 000-2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040.20 传输系统 
V41 导航通讯系统与设

备 
  

7  电磁兼容 000-39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100.01 电磁兼容综合 L06 电磁兼容   

8  遥感 000-45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9  遥感技术通用 000-45-0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10  遥感技术术语 000-45-00-0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1.040.01 综合、术语学、标准

化、文献 (词汇) A22 术语、符号   

11  遥感技术图形符号

和文字代号 
000-45-00-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1.075 字符符号；01.080 图形

符号 
A22 术语、符号   

12  航空航天器制造 202-25-06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200 遥控、遥测 
V75 航天器遥测遥感系

统 
  

13  电池制造 202-26-04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29.220 电池和蓄电池 K96 蓄电池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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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体系类目名称 体系类目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业务指导单位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备注 

14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通用 

202-27-0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040.20 传输系统 L78 数据通信 

多传感器综合的

对地观测遥感技

术 

15  通信传输设备制造 202-27-01-0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040.20 传输系统 
M14 通信网传输系统接

口 
  

16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202-27-01-0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040.20 传输系统 
M54 遥控、遥测设备与

系统 
  

17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

造 
202-27-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200 遥控、遥测 V80/89 航天地面设备   

18  存储技术及设备 202-27-04-05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220 数据存储设备 
V75 航天器遥测遥感系

统 

星上存储设备的

特殊性要求 

19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202-27-05-0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L64 数据媒体   

20  传感器 202-27-05-05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V26 传感元件 

传感器是遥感数

据获取系统的最

基本单元 

21  小功率激光器 202-27-05-06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V26 传感元件 
激光雷达遥感器

的中枢单元 

22  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件及组件 
202-27-05-07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L51 激光器件 

一种非常重要的

遥感器 

23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

电子器件制造 
202-27-05-99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L50 光电子器件   

24  数字版权管理 202-27-99-0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3.140 专利、知识产权 A10 商业、贸易、合同 
遥感数据和产品

的版权 

2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通

用 

202-28-0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200 遥控、遥测 P68 航空航天工程 
保障遥感技术系

统稳定运行 



- 21 - 

序

号 
体系类目名称 体系类目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业务指导单位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备注 

26  绘图、计算及测量仪

器制造 
202-28-01-0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 信息技术、办公设备 

L86 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设备及系统 
  

27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202-28-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17.180.30 光学测量仪器 L88 其他电子仪器设备   

28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202-28-05-0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17.180.30 光学测量仪器 N38 光学设备   

29  系统保证与功能安

全 
202-28-09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200 遥控、遥测 P68 航空航天工程 

遥感系统是一个

复杂的综合系统 

30  建筑安装业 204-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91.040.99 其他建筑物 P97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   

31  互联网信息服务 302-01-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020 信息技术(IT)综合 M16 信息传输指标   

32  卫星传输服务 302-01-04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040.20 传输系统 
M14 通信网传输系统接

口 
  

33  数据处理 302-02-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060 信息技术用语言 L72 数据元表示方法 

元数据给遥感数

据用户提供最基

本的信息；支持不

同系统对遥感数

据的管理 

34  公共软件服务 302-03-0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240.99 信息技术在其他领

域中的应用 
L01 技术管理 

遥感信息在电子

政务和管理中的

应用 

35  应用软件服务 302-03-01-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240.01 信息技术应用综合；

35.240.70 信息技术在自然科

学中的应用；35.060 信息技术

用语言；35.020 信息技术(IT)
综合；35.080 软件开发和系统

文件 

L67 计算机应用；L70 
信息处理技术综合；L74 
程序语言；L77 软件工

程；L80 数据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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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体系类目名称 体系类目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业务指导单位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备注 

36  其他软件服务 302-03-99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03.180 教育；35.020 信息技术

(IT)综合 

L67 计算机应用；L70 
信息处理技术综合 

遥感数据处理与

应用技术的教育、

培训 

37  研究与试验发展 308-0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19.020 试验条件和通用规程 
L04 基础标准与通用方

法 
 

38  测绘服务 308-02-04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3.200 遥控、遥测 
P14 工程物探与遥感勘

探 
  

39  水污染治理 309-02-02-0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240.99 信息技术在其他领

域中的应用 
A44 地球科学   

40  林业服务业 316-0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中国科学院 
35.240.99 信息技术在其他领

域中的应用 
A44 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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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1年前制定国家标准的计划体系表 
序

号 体系类目名称 体系类目

代码 项目名称 级别 性质 类别 起草单位 

1 试验与分析方法 000-18 地物波谱及测量标准 国家标准 推荐 方法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 

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通用 
202-27-00 遥感卫星图像存储与交换格式标准 国家标准 推荐 产品标准 北京亚细亚智业有限公司 

3 研究与试验发展 308-01 航天遥感器可见光－短波红外波段辐射

定标方法 
国家标准 推荐 方法标准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4 研究与试验发展 308-01 可见光-短波红外波段光学遥感器在轨替

代定标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推荐 方法标准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5 试验与分析方法 000-18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规范 国家标准 推荐 方法标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6 卫星传输服务 302-01-04 遥感数据地面接收站站址环境选择标准 国家标准 推荐 产品标准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

地球科学中心 

7 卫星传输服务 302-01-04 面向多星、多用户的计划与调度管理技术

规范 
国家标准 推荐 管理标准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8 术语和词汇 000-02 遥感技术术语 国家标准 推荐 基础通用标准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9 研究与试验发展 308-01 微波遥感试验场选择规范 国家标准 推荐 产品标准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

研究中心 

10 研究与试验发展 308-01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场选择标准 国家标准 推荐 方法标准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11 其他软件服务 302-03-99 用户检索与订单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推荐 产品标准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

地球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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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体系表 

序

号 

体系类目 

代码 
体系类目名称 

GB/T4754

中行业分

类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国际标准化

组织TC/SC编

号及名称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1 000-02 术语和词汇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ISO TC 
176/SC 1 概
念和术语 

01.040.01 综合、术语学、

标准化、文献 (词汇) A22 术语、符号 

2 000-03 图形符号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01.075 字符符号；01.080 
图形符号 

A22 术语、符号 

3 000-06 信息学与分类编码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01.140 信息学、出版 A24 分类编码 

4 000-18 试验与分析方法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19 试验 A21 环境条件与通用试验方法 

5 000-19-11 信息安全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020 信息技术(IT)综合 L67 计算机应用 

6 000-21 无线电干扰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040.20 传输系统 V41 导航通讯系统与设备 

7 000-39 电磁兼容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100.01 电磁兼容综合 L06 电磁兼容 

8 202-25-06 航空航天器制造 376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200 遥控、遥测 V75 航天器遥测遥感系统 

9 202-26-04 电池制造 394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29.220 电池和蓄电池 K96 蓄电池生产设备 

10 202-27-0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通用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040.20 传输系统 L78 数据通信 

11 202-27-01-01 通信传输设备制造 401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040.20 传输系统 M14 通信网传输系统接口 

12 202-27-01-03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401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040.20 传输系统 M54 遥控、遥测设备与系统 

13 202-27-02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402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ISO TC 
20/SC 13 空
间数据及信

息传送系统 

33.200 遥控、遥测 V80/89 航天地面设备 

14 202-27-04-05 存储技术及设备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220 数据存储设备 V75 航天器遥测遥感系统 

15 202-27-05-01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405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L64 数据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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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体系类目 

代码 
体系类目名称 

GB/T4754

中行业分

类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国际标准化

组织TC/SC编

号及名称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16 202-27-05-05 传感器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V26 传感元件 

17 202-27-05-06 小功率激光器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V26 传感元件 

18 202-27-05-07 红外焦平面探测器件

及组件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L51 激光器件 

19 202-27-05-9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

子器件制造 
4059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1.020 电子元件综合 L50 光电子器件 

20 202-27-99-01 数字版权管理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03.140 专利、知识产权 A10 商业、贸易、合同 

21 202-28-01-03 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

制造 
411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 信息技术、办公设备 

L86 通用电子测量仪器设备

及系统 

22 202-28-02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1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17.180.30 光学测量仪器 L88 其他电子仪器设备 

23 202-28-05-03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415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17.180.30 光学测量仪器 N38 光学设备 

24 202-28-06 系统保证与功能安全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200 遥控、遥测 P68 航空航天工程 

25 202-28-09 测量控制设备及系统

可靠性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200 遥控、遥测 P68 航空航天工程 

26 204-02 建筑安装业 480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91.040.99 其他建筑物 P97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 

27 302-01-02 互联网信息服务 602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020 信息技术(IT)综合 M16 信息传输指标 

28 302-01-04 卫星传输服务 604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040.20 传输系统 M14 通信网传输系统接口 

29 302-02-02 数据处理 612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060 信息技术用语言 L72 数据元表示方法 

30 302-03-01 公共软件服务 621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240.99 信息技术在其

他领域中的应用 
L01 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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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体系类目 

代码 
体系类目名称 

GB/T4754

中行业分

类代码 

SAC/TC名称 专业部 

国际标准化

组织TC/SC编

号及名称 

国际标准分类（ICS） 中标分类 

31 302-03-01-02 应用软件服务 6212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240.01 信息技术应用

综合；35.240.70 信息技

术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

35.060 信息技术用语言；

35.020 信息技术 (IT) 综
合；35.080 软件开发和系

统文件 

L67 计算机应用；L70 信息处

理技术综合；L74 程序语言；

L77 软件工程；L80 数据加密 

32 302-03-99 其他软件服务 629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03.180 教育；35.020 信
息技术(IT)综合 

L67 计算机应用；L70 信息处

理技术综合 

33 308-01 研究与试验发展 75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19.020 试验条件和通用

规程 
L04 基础标准与通用方法 

34 308-02-04 测绘服务 764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3.200 遥控、遥测 P14 工程物探与遥感勘探 

35 309-02-02-03 水污染治理 8023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240.99 信息技术在其

他领域中的应用 
A44 地球科学 

36 316-02 林业服务业 520 遥感技术 工业标准二部   
35.240.99 信息技术在其

他领域中的应用 
A44 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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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标准现状分析 

 

我国遥感技术标准现状及分析 

一、前言 

遥感技术是一门复杂的交叉学科，由于遥感技术具有全天候、全

天时、全频段和大范围、快速、准确获取信息的优越性，在国民经济

和国防建设的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各国都对遥感技术的发展

给予广泛的重视。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看，遥感技术的标准研

究和制定工作却远落后于遥感技术的发展，不能满足遥感技术飞速发

展和产业化的需要。 

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 2008 年 3 月正式成立，即把

开展我国有关遥感技术标准现状的调研和分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秘

书处组织相关人员通过查阅中国标准馆，中国标准服务网、航天标准

库等资源，并咨询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对有关遥感技术的部分国家

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总的来说这些

标准之间相对独立、分散，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标准体系，说明我国

遥感技术的标准研究还没有系统性的开展，遥感技术标准的系统性研

究和制订工作仅处于起步阶段，行业、部门之间相互独立；遥感技术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分散，缺乏系统性和统一的规划与管理，也没有一

个能够涵盖遥感技术主要方面的系统性标准体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遥感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以下是有关遥感技术的标准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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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遥感技术的国家标准 

表 1 是我国国家标准（包括国家军用标准）中有关遥感技术方面

的标准情况，包括有关遥感技术的术语标准，数据接收、传输、存储、

编目检索、交换和辐射定标、影像制作、数据应用等方面。这些标准

大多是结合应用部门或者专业领域，或多或少涉及遥感技术，相对于

遥感技术的综合性、复杂性以及应用的广泛性，这些标准远不能满足

遥感技术发展的需要。 

表 1 有关遥感技术的国家标准（包括国军标）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时间 
概要说明 

1 卫星术语 GJB 421A-1997 规定了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应用和管理的基本术语；

适用于卫星航天工程及其有关领域。 

2 卫星遥感器术语 GJB 2700-1996 

规定了卫星遥感系统中与卫星遥感器的研制和应用有

关的主要专业术语的定义；适用于卫星遥感器，包括

光学遥感器和微波遥感器的研制与应用及学术交流

等，如遥感、卫星遥感、像元、光谱响应范围、幅宽、

绝对定标、相对定标、MTF、图像处理、系统畸变等

的定义。 

3 遥测系统术语 GJB727A-1998 规定了与遥测系统有关的主要术语；适用于遥测系统

的技术文件和产品命名。 

4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 14950-1994 

规定了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摄影测

量与遥感标准的制订、技术文件编制、教材和书刊及

文献的编写。其中有关于遥感（遥感技术）的定义、

分类等许多与遥感技术有关的术语的定义。 

5 星地数据传输链路的

计算与标定方法 
GJB5421-2005 

规定了星-地数据传输链路的计算与标定方法；适用于

各类卫星的星-地数据传输链路参数的计算与标定，其

他航天器的数据传输链路可参照使用。 

6 卫星数据传输系统通

用规范 
GJB2207-1994 

规定了卫星遥感数据传输系统的技术要求，质量保证

和交货准备等；适用于卫星遥感数传系统的设计、生

产、试验和验收。 

7 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系

统通用规范 
GJB2947-1997 

规定了军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系统的分类、技术要求、

质量保证规定和交货准备等项内容，是地面接收系统

设计、制造、验收和制定产品规范的基本依据；适用

于军用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系统，也适用于军民通用或

民用的同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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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时间 
概要说明 

8 遥测数据处理 GJB2238-1994 

规定了火箭、导弹、卫星遥测数据处理原始信息格式、

数据处理要求和方法、硬软件工程要求以及数据处理

结果要求；适用于各种型号的火箭、导弹、卫星遥测

实时、准实时、事后数据处理，其他遥测数据处理亦

可参照使用。 

9 遥测标准磁带记录仪 GJB 21.3A-1992 

该标准为保证记录磁带的他机重放兼容性而定义了纵

向固定磁头记录仪和重放仪系统的术语，规定了记录

仪和重放仪的配置要求，以及适于交换磁带的容许性

能值和最低限制；用于遥测系统及其他数据采集系统

中的磁带记录仪和重放仪。可作为购置磁带记录设备

的指南。 

10 传感器遥测系统校准

测试方法 
GJB383.13-88 

国防科工委 1988-12-1 实施。规定了对具有各种传感

器在内的、完整的遥测系统的检查、校准和测试方法；

适用于传感器遥测系统的校准测试。 

11 调频记录/重放系统

测试方法 
GJB383.14A-1997 

规定了调频记录/重放系统的频偏、中心频率和极性、

频率响应、信噪比、失真、虚假成分、直流线性、在

中心频率上当直流漂移等的测试方法；适用于磁带记

录仪调频记录/重放系统性能的测试。 

12 直接记录系统测试方

法 
GJB383.15A-1997 

规定了偏磁电平与记录电平的调整和测试以及频率响

应、信噪比、互调失真等的测试方法；适用于计测磁

带记录仪直接记录系统的测试。 

13 伺服系统性能测试方

法 
GJB383.25-1994 

规定了遥测跟踪天线伺服系统天线运转角度范围，天

线最大角速度和最大角加速度，天线最低平稳角速度，

伺服系统阶跃响应，伺服系统定点指向误差和动态滞

后误差，伺服系统工作带宽，伺服系统速度误差常数

等主要性能指标测试的一般要求和详细要求；适用于

遥测跟踪天线伺服系统设计、生产和产品验收时的性

能指标测试。 

14 航天遥感数字图像产

品存储条件 
GJB4031-2000 

规定了航天遥感数字图像产品存储的介质技术要求、

库房环境要求及维护管理要求；适用于航天遥感数字

图像产品存储的介质选用、场地建造的技术指标制定

及性能评价、维护管理等。 

15 航天遥感数据编目检

索方法 
GJB 4028-2000 

规定了航天遥感图像数据编目和检索系统功能、结构

及编目和检索方法；适用于卫星遥感图像数据编目检

索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设计、运行和维护。其他航天遥

感数据的编目检索方法可参照使用。 

16 信息交换用图像数据

格式标准 
GJB3435-98 

规定了静态栅格图像数据文件的数据格式；适用于图

像数据的存储与交换，也可作为图像显示和处理的参

考。 

17 星载遥感仪器红外通

道辐射定标方法 
GJB4036-2000 

规定了星载遥感仪器在卫星发射前红外通道辐射定标

的技术要求、程序和数据处理等；适用于采用辐射制

冷方式冷却红外探测器的星载遥感仪器（2.5µm 以上

红外波段）的红外辐射定标。 

18 航天遥感图像定位精

度检测方法 
GJB4407-2002 

规定了航天遥感图像定位精度检测的基本要求、方法

和操作程序；适用于光学、微波航天遥感图像测定地

面目标二维或三维坐标时其定位精度的检测。 



- 30 -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时间 
概要说明 

19 SAR 数据处理系统通

用要求 
GJB5175-2004 

规定了合成孔径雷达 SAR 数据地面处理系统的主要

作战使用要求；适用于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数据地面处

理系统的论证，系统的研制、订购和使用可参照执行，

机载合成孔径雷达数据地面处理系统也可参照执行。 

20 波谱测量规程 GJB4029-2000 

规定了 0.4-14.0µm波长范围波谱测量的仪器、样品（目

标）选择原则、测量步骤、辅助参数及波谱数据记录

要求；适用于人工、自然目标样品波谱特性的实验室

测量以及野外地面与航空测量。 

21 波谱测量仪器技术要

求 
GJB4235-2001 

规定了波谱测量的实验室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

度计和红外傅里叶分光光度计，野外光谱辐射计、傅

里叶红外光谱辐射计、多波段辐射计以及水中光谱测

量仪器、太阳后向散射紫外光谱仪等波谱测量仪器和

野外测量参照标准体的要求；适用于从紫外到红外光

谱范围内测量人工目标和陆地、大气、水体等自然目

标及其样品波谱数据的仪器。 

22 
军用数字地图产品元

数据要求 
GJB5603-2006 

规定了军用数字地图产品元数据的内容、结构和格式

的要求，数字地图产品包括数字矢量地图、数字栅格

地图、数字影像地图、数字高差模型四种产品类型；

适用于军用数字地图产品的生产、建库、管理和更新

与分发服务。 

23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分

辨力和目标像元位置

的计算方法 
GJB5089-2002 

规定了合成孔径雷达分辨力和目标像元位置计算的初

始条件和计算方法；适用于星载（侧视）合成孔径雷

达空间分辨力、辐射分辨力和雷达目前像元位置的解

析计算。 

24 资源卫星在轨图像质

量评定方法 
GJB 5088-2002 

规定了资源卫星在轨图像质量评定的内容、项目、工

作程序和方法；适用于资源卫星 CCD 相机在轨测试

阶段图像质量的评定（红外相机的图像质量评定可作

适当剪裁），也适用于在卫星寿命期限内，对卫星遥感

图像进行的定期检测。其他遥感卫星的在轨图像质量

评定亦可参照使用。 

25 数据标准化管理规程 GJB/Z139-2004 

是指导性技术文件，描述了数据标准要求以及数据标

准化管理规程，数据标准要求涉及实体和标准数据元

素的命名、定义及元数据等内容；数据标准化管理规

程涉及军用数据标准的需求确定、制定、批准和实施；

适用于军用数据标准的制定和管理。数据标准为信息

系统如何实现数据格式化提供框架。 

26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

规范 
GB 15968-1995 

规定了 1∶100 000～1∶1 000 000 遥感影像平面图的

规格、精度及制作的基本要求；适用于利用航天遥感

影像进行影像平面图的制作。主要章节有总则、准备

工作、图像纠正与镶嵌、整饰注记、检查验收、遥感

影像平面图的复制等。 

27 地球空间数据交换格

式 
GB/T 17798-2007 规定了矢量和栅格空间数据的交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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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遥感技术的行业标准 

表 2 是我国各行业标准中有关遥感技术部分标准，包括气象、测

绘、地质、探矿、航天、航空、铁路、公路、林业等行业在应用遥感

技术时的一些标准要求。 

表 2 我国行业标准中有关遥感技术的相关标准及概要说明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时间 
概要说明 

1 
地球观测卫星对遥

感地面站技术要求 
QJ3150-2002 

规定了传输型地球观测卫星对遥感地面站的技术

要求；适用于地球资源卫星、传输型军事侦察卫

星及极轨气象卫星对地面站的技术要求及地面站

的设计与建设，海洋观测及环境与灾害监测等传

输型遥感卫星亦可参照执行。 

2 
地球资源卫星地面

站技术要求 
QJ3266-2006 

规定了地球资源卫星固定地面接收站的功能、系

统构成及主要性能要求；适用于地球资源卫星固

定地面接收站建设或改造后的技术指标制定与性

能评价，其他类型的对地观测卫星地面接收站可

参照执行。 

3 分包遥测数据格式 QJ1803-89 

规定了航天器遥测数据流的共用格式，目的在于

使空间各个数据源和地面各用户之间能够标准化

和高效率地进行数据传输和分发，从而增进空间

系统的研制和运行的效益；适用于参加国际空间

数据协商委员会的各机构之间，为了进行空间任

务的交互支援所要求的空间至地面的遥测信息的

传输，也适用于各机构之间地面站至地面站的遥

测信息交流。 

4 
卫星遥感图像产品

质量控制规范 
DZ/T0143-1994 

规定了利用数字图像处理系统处理卫星遥感图像

数据并制作影像底片和相片时实现质量控制的技

术需求；适用于在各类数字图像处理系统上对各

种卫星图像数据进行的相片产品制作，航空遥感

图像数据的相片产品制作可参照使用。 

5 
区域地质调查中遥

感 技 术 规 定

（1:50000） 
DZ/T0151-1995 

规定了 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中应用遥感技术的

目的、任务、工作程序、图像处理、遥感解译、

实况调查、室内遥感编图等规程。 

6 
区域环境地质勘查

遥 感 技 术 规 定

（1:50000） 
DZ/T0190-1997 

规定了在进行区域环境地质勘查时应用遥感手段

的原则与方法、遥感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遥感

解译与野外检验工作要求、遥感图处理与综合性

解译的原则与技术方法、资料整理成果编制与评

审验收等；适用于在城市地区和国土开发整治等

方面进行 1：50000区域环境地质勘查工作时使用，

也适用于 1：50000-1：100000 水文地质勘查工作

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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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时间 
概要说明 

7 航空遥感摄影技术

规程 
DZ/T0203-1999 

规定了航空摄影的技术要求、成果质量检查的方

法，以及航摄器材和成果资料的保管要求；适用

于 1：2000~1：60000 比例尺遥感应用调查的航空

摄影工作。 

8 
物探化探遥感勘查

技术规程规范编写

规定 
DZ/T0195-1997 

规定了物探化探遥感勘查技术规程及工作规范文

本编写的基本要求、内容构成及其编写格式；适

用于编写物探化探遥感各种方法及各类勘查工作

的规程规范。 

9 
遥感煤田地质填图

技术规程 
MT/T 1043-2007 

规定了遥感煤田地质填图（1：5 万，1：2.5 万，

1：1 万，1：5 千）的目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

及精度要求，并规定了设计编制、原始编录、资

料成图方法、填图报告编制、检查验收等要求；

适用于不同类型地质可解译程度地区的煤田地勘

查阶段使用航天、航空遥感技术进行的煤田地质

填图，可作为煤田地质填图以外的其他遥感地质

填图参考性技术标准。 

10 煤航 -航空摄影术

语 
MH/T0009-1996 规定了航空摄影的基本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有关

航空摄影生产、管理、科研、教育和技术交流。 

11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

遥感技术规程 
CECS 34-1991 

 遥感技术在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工作中的应用；适

用于城镇和工况企业各个阶段的供水水文地质勘

察工作。 

12 
l∶20 万铀矿遥感

地质技术规定 
EJ 353-1988 

规定了 1：20 万比例尺铀矿遥感地质工作程序、

方法、精度要求、成果检查与验收的要求；适用

于 1：20 万铀矿区地质遥感调查，也可供其他非

放射性矿产地质调查参考使用。 

13 
公路工程地质遥感

勘察规范 
JTG/TC21-01-2005 

为适应公路建设的发展和需要，同意公路工程地

质遥感勘察的技术标准，保证公路工程地质遥感

勘查的质量；适用于新建公路的可行性研究、工

程质量可行性研究以及初测阶段的工程地质遥感

勘查工作。 

14 
铁路工程地质遥感

技术规程 
TB 10041-2003 

规定了遥感图像的选用和处理、工程地址遥感工

作的内容和方法等；适用于新建、改建铁路勘察

设计、施工及运营阶段的工程地质遥感工作。 

15 

数字林业标准规范

第 3 部分：卫星遥

感影像数据标准 
LY/T 1602.3-2008 

采用经辐射校正的全色影像、多光谱影像和高光

谱影像作为数据源，对基础影像数据产品生产的

技术要求、作业规程等方面作了统一的规定，以

及在生产基础影像数据产品的基础上建立林业遥

感影像库方面也作了相关的规定。适用于林业信

息化工作中对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产品的加工处

理。 

16 
积雪遥感监测技术

导则 
QX/T 96-2008 

规定了积雪遥感监测的原则、监测流程、监测方

法、产品制作、质量控制内容等。适用于利用气

象卫星等星载光学仪器的积雪覆盖遥感监测。 

1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

产品数据文件命名

规则 
CH/T 1005-2000 

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数据文件命名规

则；适用于 DRG，DOM，DEM，DLG 产品文件

的命名及产品的分发，数字化测绘和基础地理信

息更新与建库中的文件命名及其他数字产品可参

照使用。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1056074&QueryID=8&CurRec=19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1056074&QueryID=8&CurRec=19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1053930&QueryID=8&CurRec=20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1053930&QueryID=8&CurRec=20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5041120&QueryID=8&CurRec=6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5041120&QueryID=8&CurRec=6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1080467&QueryID=8&CurRec=7
http://dbpub.cnki.net/grid20/unis/Detail.aspx?DBName=SCSD&FileName=SCSD000001080467&QueryID=8&CurRe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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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时间 
概要说明 

18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

产品 1：10000、1：
50000 数字正射影

像图 

CH/T 1009-2001 

规定了 1：1 万，1：5 万数字正射影像图产品的分

类、产品标记、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等；适于数

字化测绘生产和基础地理信息更新与建库中 1：1
万，1：5 万数字正射影像图产品的生产、质量评

价及产品分发。 

19 

基础地理信息产品

1：1 万，1：5 数字

正射影像图生产技

术规程 

CH/T1015.3.2007 

规定了 1：1 万，1：5 万数字正射影像图的数据采

集技术、生产作业流程、作业方法及质量控制要

求；适于 1：1 万，1：5 万数字正射影像图的采集、

更新和建库，其他以数字正射影像图为对象的产

品制作与应用亦可参照有关内容执行。 

20 

基础地理信息产品

1：1 万，1：5 数字

栅格地图生产技术

规程 

CH/T1015.4.2007 

规定了 1：1 万，1：5 万数字栅格地图的数据采集

技术、生产作业流程、作业方法及质量控制要求；

适于 1：1 万，1：5 万数字栅格地图的采集、更新

和建库，其他以数字栅格地图为对象的产品制作

与应用亦可参照有关内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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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重点领域及关键技术标准研制 

 

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工作重点领域及 2010 年~2012 年国家标准制定计划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工程指南》、

《国家标准化战略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以及国标委《关于贯彻落实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  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的意见》中列出的重点领域中关于航空

航天、卫星遥感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要求，结合标委会五年任期目标

和工作规划，并遵照“急用先行”的原则，考虑标准的通用性和可操

作性，以及遥感技术和应用领域的具体工作情况，提出全国遥感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的重点领域、2010 年和近三年拟制定的遥感

技术国家标准。 

一、标委会工作的重点领域 

（1）遥感器研制技术标准 

（2）遥感数据数传与接收标准 

（3）遥感数据存档标准 

（4）遥感数据处理与产品格式标准 

（5）遥感技术地面系统运行管理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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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遥感定标与真实性检验 

（7）遥感应用技术标准 

（8）遥感服务标准 

二、2010 年~2012年拟制定的遥感技术国家标准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起草单位 技术归口 计划完成

年限 

1 可见光-短波红外波段光学遥感

器在轨替代定标通用技术规范 

国标/推荐 中科院安光所 TC327 2011.12 

2 航天遥感器可见光-短波红外波

段辐射定标方法 

国标/推荐 中科院安光所 TC327 2010.12 

3 微波遥感试验场选择规范 国标/推荐 中科院空间中心 TC327 2012.12 

4 遥感数据地面接收站站址环境

选择标准 

国标/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TC327 2011.12 

5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规范 国标/推荐 中科院地理所 TC327 2012.12 

6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场选

择标准 

国标/推荐 中科院遥感所 TC327 2012.12 

7 遥感卫星图像存储与交换格式

标准 

国标/推荐 北京亚细亚智业有限公司 TC327 2012.12 

8 地物波谱及测量标准 国标/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 TC327 2012.12 

9 面向多星、多用户的计划与调度

管理技术规范 

国标/推荐 中科院光电研究院 TC327 2013.12 

10 用户检索与订单技术规范 国标/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TC327 2013.12 

11 存档遥感数据格式标准 国标/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TC327 2013.12 

12 遥感元数据标准 国标/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TC327 2014.12 

13 遥感技术术语 国标/推荐 中科院光电研究院 TC327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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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体系优化 

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27）体系优化说明 

遥感是 20 世纪 60年代发展起来的对地观测综合技术，经过近半

个世纪的迅猛发展，遥感技术已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发挥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但是遥感技术的标准化研究及标准制定工作却相对落

后，影响了遥感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为促进遥感技术标准化工

作的发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第一届全国遥感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遥感标委会）于 2008 年 2 月 29 日成立，挂

靠单位和秘书处均设在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遥感标委会的主要职

责是根据国家标准发展规划和标准制定计划，提出遥感技术的标准发

展规划和制修订计划，同时负责我国遥感技术标准的归口管理，组织

遥感技术国家标准的制定。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遥感技术的标准化工作已逐步打开了工作局

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和

体系表，其中标准体系框架包括基础通用标准、产品标准、试验方法

标准和应用服务标准等。从标委会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看，标委会的

组织体系与运行状态良好，能够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

暂时无需组建新的分技术委员会。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同时为

适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新形势的需要，标委会的组织结构将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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