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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2 年工作计划 

 

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遥感标委会）朝气蓬

发，在积累中不断成长，已基本形成了稳定的发展模式。2012 年将在

上一年度工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国家需求，进一步落实“十二五”

工作部署，切实做好遥感技术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审查、推荐和协调工

作；同时，积极配合完成国标委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并争取在自身

能力建设方面有所突破，推动遥感标委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1. 标准制修订工作 

标准制修订是标委会基本工作职能之一，也是定量化评估工作成

效的最直观的体现。遥感标委会自成立以来，通过发展并落实标准研

究与制定互动机制等创新性工作思路，标准制修订工作得到较大推进。

继 2010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有了零的突破以来，2011 年遥感标委会归口

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又有四成功立项。2012 年秘书处将继续积极组织

开展遥感技术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进一步扩大标准征集面，通过吸

纳更多机构的参与，提高标准质量与水平；同时，重视标准计划项目

的管理工作，细化标准项目阶段管理制度，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严把标准质量关。 

（1）组织 2012 年国家标准项目立项申报工作 

标准立项工作贯穿全年，是标委会工作的重点所在。2012 年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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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将根据国标委发布的国家标准项目立项指南，结合我标委会“十

二五”工作部署，面向遥感技术领域企业、科研院所、高校、政府部

门等，及时组织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征集工作，征集面将较去年有所

扩大。同时，继续跟踪已征集但还未上报的国家标准拟立项项目（见

表 1），及时组织委员对准备好的项目进行评审，并做好拟立项标准项

目上报推荐工作。从 2011 年国标委国家标准项目立项组织来看，目前

采取的是随有随报、分批审议的方式，2011 年分三批征集发布了国家

标准计划。我标委会也将按照分批报送的方式，组织做好 2012 年国家

标准立项工作。 

表 1  2012 年跟踪的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提交单位 状态 

1 基于地形图标准分幅遥感

影像产品规范草案 
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上报未获批 

2 基于行政区划分幅遥感影

像产品规范 
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上报未获批 

3 遥感卫星数据模型和要素

编目规范 
推荐 中科院遥感所 

已准备好建议书及草

案，待审议 

4 遥感卫星数据格式标准 推荐 中科院遥感所 
已准备好建议书及草

案，待审议 

5 遥感卫星快视数据格式 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已准备好建议书及草

案，待审议 

6 光学浅水海草底质类型卫

星遥感反演 
推荐 中科院南海海洋所 

已准备好建议书及草

案，待审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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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 武汉大学 暂缓提交 

8 地物波谱和配套参数测量

技术规范 
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 暂缓提交 

9 遥感实验仪器设备、实验

室、试验场技术规程 
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 暂缓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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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提交单位 状态 

10 遥感影像标准景产品内容

与格式标准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已按专家意见修改，待

审议 

11 陆地观测卫星地面处理系

统术语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2 陆地观测卫星地面数据处

理系统建设和运行标准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3 陆地观测卫星地面数据与

信息安全要求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4 陆地观测卫星数据产品质

量导则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5 陆地观测卫星数据传输、交

换与接口模式要求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6 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地面处

理系统技术文档标准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7 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定量化

产品真实性检验规程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8 陆地观测卫星系统数据产

品与信息管理技术要求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19 陆地观测卫星系统用户服

务要求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20 陆地观测卫星在轨辐射和

几何定标规程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21 陆地观测卫星在轨图像质

量跟踪测试与评价指南 
推荐 资源卫星中心 修改稿未返回 

22 遥感卫星应急空间数据标

准 
推荐 中科院对地观测中心 需进一步完善后提交 

23 洪涝灾害监测遥感数据处

理及产品技术规范 
推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水利部遥感技

术应用中心） 

需进一步完善后提交 

24 旱灾监测遥感数据处理及

产品技术规范 
推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水利部遥感技

术应用中心） 

需进一步完善后提交 

（2）标准计划项目管理 

标准计划项目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目前，我标委会归口的标准计划项目有 5 项，其中 2010 年立项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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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 项，为武汉大学、国家气象卫星中心、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

究所共同负责起草的《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项目完成时

限 2012 年。该项目已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2012 年将进入征

求意见及送审阶段，秘书处将按照项目进度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及送

审工作。 

2011 年归口我标委会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有 4 项，分别为中国科

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负责起草的《高光谱遥感仪器实

验室光谱定标》，项目完成时限 2012 年；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负责起草的《星载大视场多光谱遥感相机试验方法》，项

目完成时限 2013 年；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负责起

草的《遥感卫星原始数据记录与交换格式接口标准》，项目完成时限

2012 年；由煤航（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起草，中国科学院电

子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卫星对地观测中心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民

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上海大学等共同负责起草的《机载 INSAR 系统测

制 1:10 000 1:50 000 3D 产品技术规程》，项目完成时限 2012 年。秘书

处将按照项目进度计划密切关注项目执行情况，并适时组织标准审查

及报送工作。 

2. 遥感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是遥感技术标准化的核心，是开展遥感技术标

准化工作的指导性技术文件，对于指导遥感技术标准建立及标准化工

作有序开展，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十分紧要的。我标委会将承

担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标准化项目“遥感技术标准体系和载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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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站空间科学与应用重要标准研究”，开展遥感技术标准体系研究，综

合考虑遥感技术全链路过程，建立我国遥感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和体系

表，发展形成一些基础的、重要的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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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我标委会标准制修订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更好地做好标准归口协调工作，推进遥感技术国家

标准的全面系统化发展。遥感技术标准体系研究是我标委会 2012 年的

工作重点，我标委会将以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标准化项目为契机，

在国内外现状调研的基础上，界定遥感技术范畴，建立遥感技术分类

体系，明确标准体系建设和各项标准的重点内容，制定遥感技术基本

术语、遥感技术范畴与分类体系、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及光学载

荷评价指标体系标准规范编写大纲，为搭建遥感技术标准体系、编制

相关技术标准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另外，加强与国军标管理机构联系，积极调研军方标准化建设需

求与现状，在体系建设中充分整合军民资源，在顶层设计上促成军民

标准化资源的共用共享。 

3. 运行管理机制建设 

为推动遥感标委会持续稳定发展，在组织开展遥感技术国家标准

制修订工作的同时，必须加强标委会自身管理运行机制建设，以促进

产学研有效结合，激发机构活力，更好地推动遥感技术标准化工作的

开展。秘书处将在明确工作章程与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标

准研究与制定互动机制，探索遥感技术标准协调推进机制，保证遥感

标准研究质量，提高遥感标准研究水平，加快遥感技术标准化建设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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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化标准研究与制修订互动机制 

遥感标委会将继续与科技部遥感中心合作，做好地球观测与导航

技术领域国家 863 计划项目中标准/规范的管理，推进标准研究与制修

订互动机制，完善并细化工作内容。一方面，对在研项目中的标准/规

范进行登记、审查，促进标准成果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

委员参与“十二五”国家 863 计划项目立项评审工作，从立项开始严

把质量关，对标准/规范进行筛查，推动有价值标准研究项目的立项。 

另外，遥感标委会还将积极争取与发改委等部门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将标准研究与科研项目紧密结合，促进遥感技术标准化工作的持

续全面开展。 

（2）建立健全运行管理体制 

为了保证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实施，遥感标委会秘书处将开展标

准制修订全过程管理模式研究，从全局出发建立系统优化的管理程序，

推动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各阶段规范化管理；同时，还将在广泛征询委

员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专题研究组，负责指导秘书处做好各专题方向

的标准计划项目跟踪管理，及时、有针对性地对标准编写工作做出指

导。另外，遥感标委会还将坚持通报制度，不定期向委员通报工作情

况，增进秘书处与委员、委员与委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随时听取委

员的建议和意见。 

（3）协调工作领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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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家标准项目立项工程中归口问题频发，我遥感标委会将积

极推动国标委将交流沟通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多种

渠道积极与兄弟机构间进行沟通与协调；同时，考虑以联名函等方式

向国标委积极争取，促成问题的有效解决。 

4. 培训与交流 

秘书处将派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国标委举办的标准化知识培训班，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工作人员从事标准化工作的素养；同时，密

切关注标准化领域发展动向，积极参加标准化相关会议、论坛，交流

标准化工作经验。另外，还将通过培训、派发学习材料等方式，加强

标委会委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标准化专业知识技能，以便为标准编制

组提供更好地技术咨询与指导。考虑到标准编写组/起草组对标准编写

知识的需求，遥感标委会 2012 年将争取组织或联合组织一期标准化知

识培训班，使遥感技术领域从业者了解国家标准申报、编写知识，具

备基本的编写能力，激发其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 

5. 继续配合做好国标委安排的各项工作 

及时完成日常文件处理，积极参与国标委组织的活动，配合做好

国标委安排的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