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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业（省级中心）高分卫星应用年度报告 

提纲及内容要求 
注：不局限于 2018 年，截至目前实现的成果都可以写入报告。 

一、 应用概述 

3000 字左右，包括： 

（1）高分卫星现有应用领域； 

（2）取得的对决策支撑和业务提升的效果、提供服务

的情况等； 

（3）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情况； 

（4）服务部门履职、政策制定的情况； 

（5）服务国际合作的情况； 

（6）服务军民融合的情况； 

（7）科技创新情况，引领行业发展的情况。 

 

二、 高分应用专题产品体系 

按照应用领域来对专题产品进行分类，可以参考图 1 中

的分类体系。该分类中综合的国家级应用领域是根据国家治

理能力和相关国家战略部署、以及各行业提供的专题专品所

能服务的领域的综合凝练和提升，分列 9 个领域。各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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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产品分类可以参考此领域划分方式。  

面向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
安全、社会安全等11个安全领域监测和决策支撑

高分
卫星
国家
级综
合应
用领
域

资源调查与监测

环境监测与评价

执法监督

国家综合防灾
减灾救灾

国家战略规划支撑
及重大工程监测

国家全球利益维护

保障国家安全

国际合作与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

城市精细化管理

全球矿产、农业、碳收支等的调查监测与决策支撑

支撑“三大攻坚战”，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七大
战略，面向重大工程的监测与决策支撑等

气象水文、海洋、环境、生物、地质、地震、卫生等
灾害的监测、预警与评估

土地、地质与矿产、水、农业、森林、基础地理信息等
资源调查与监测

对大气、水、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

面向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基础设施、城市园林绿化
的精细化管理及城市环境治理的监测与决策支撑

服务土地、环保、水政、城乡规划、毒品走私等执法
监督的监测与决策支撑

数据交换、培训、援外救灾等国际合作，支撑地球系统
科学、大气科学等科学研究

图 1 综合的国家级应用领域设计 

行业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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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
水利
遥感
应用
产品
体系

水文水资源监测

地表水体（水源地）水体监测产品
（面积、蓄水量）

灌区监测产品（种植结构、灌溉面积）

土壤水分监测产品

水功能区水质监测产品（叶绿素a、
总浮物、浊度）

水旱监测

洪涝水体监测产品

洪涝水体水深和水量估算产品

洪涝影响分析产品

旱情等级产品

旱区水体变化产品

水土保持监测

土壤侵蚀因子监测（土地利用、
植被盖度）

水土保持治理措施监测产品（梯田、
於地坝等）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评价产品

水利工程及水
政执法监测

水利基础空间数据更新产品

水域岸线水政执法监测产品

河势变化监测产品

水库库区移民监测产品

跨界河流开发和工程监测产品

蒸散发监测产品

流域下垫面监测产品（分类和水文参数）

 

图 2 行业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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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省高
分应
用产
品体
系

国家综合救

灾防灾减灾

城市精细化

管理

环境监测与

评价

采矿区三维变形监测产品

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调查产品

大气雾霾监测产品

秸秆燃烧监测产品

土地利用类型遥感动态监测产品

城市绿地调查产品

城市建筑垃圾时空分布与量算产品

城市各类空间规划产品

城中村拆迁改造产品

矿产资源勘查分析产品

农作物识别与长势监测产品

洪涝灾害、旱情监测产品

国家重大战

略规划
南水北调工程土地利用提取产品

资源调查与

监测

 

图 3  省级中心范例 

三、 自主卫星数据替代率分析 

按照应用子领域、专题产品、自主卫星替代率（包含高

分卫星和其他国产卫星，对国外卫星数据的替代率）列表说

明数据替代率，重点补充高分三号卫星数据替代率。 

序号 应用子领域 专题产品名称 自主卫星

数据替代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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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资源调查与

监测 

全国宏观土地监

测图 

80% 

2 土地利用变化监

测图 

3 土地覆盖调查图 

    

 

四、 高分卫星应用情况 

（一） 产品清单、标准清单和服务清单 

1. 产品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分级 适用领域 简要说明 

     

     

     

     

2. 服务清单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对象 简要说明 

    

    

    

    

 

3. 标准规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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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规范名称 主题内容 简要说明 备 注 

     

     

     

 

（二）典型应用案例 

按照应用领域，列举高分卫星应用的“鲜活”案例，写

作要求如下： 

三级标题以应用子领域命名，针对每个应用子领域，先

有一个宏观的总体表述（300 字左右），进而结合具体的专题

图，对该应用子领域的专题图进行解释说明。 

总体表述应当包括：时间段、使用的数据产品、监测的

要素、生产的专题产品类别和数量、支撑的业务单位、取得

的效益（支撑决策、提供服务或提升业务水平）、达到的精

度等。 

在总体表述后配不少于 1 个典型专题产品图和对图的解

释说明，要求遴选最能体现行业国家层面应用和地方综合应

用的案例和专题产品图进入报告。图的命名上，按照“基于

+影像名称+专题图名（时间）的命名规则”。 

范例： 

1 气象水文监测 

2016 年 7 月底，针对 4 号台风“妮妲”，国家卫星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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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申请启动 GF-4 号观测，利用 GF-4 资料制作了高清云图

动画和服务分析材料，第一时间提供给中央气象台和国家减

灾委，为台风的监测、影响评估等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相对气象卫星，由于兼具高空间分辨率和高时间分辨，可以

清晰观测到台风眼区结构及其变化并精确评估台风影响区

域，精度达到 10km级，支撑决策少转移 50 万人，极大地减

少了防灾减灾成本。 

 

图 4 基于 GF-4 卫星的台风妮妲观测高清云图（2016） 

图中可以看出，台风眼区较大，从眼区结构可以看出，

台风通过城市时，眼区是少云区，雨量会较小，如果市区处

于图中眼外围的强对流云带，风雨会很大。这与台风通过深

圳、佛山的实际情况吻合。 

 



 - 11 -

五、 关键技术突破及应用系统建设情况 

参照高分应用示范系统批复要求，列明突破的关键技术

清单，应用系统要有主要操作界面和对界面的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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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用成果信息表 

表 1  数据应用产品信息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 品 格

式 

数 据

大小 

左上角经纬度

坐标 

右下角经纬度

坐标 

区

域 

影像获取

时间 

产 品

精度 

生 产

人 

是否可在互联网

上发布 
联系方式 

1 

太湖水华

分布遥感

监测图 

png 1.6M 
120.0110°E，

31.0500°N 

120.0510°E，

31.0000°N 

太

湖 
2015.7.31 85% 

赵少

华 
是 010-67343258 

填表说明：产品名称须与文件包中的文件名对应，即此表格主要提供相关专题图的信息，在文件包中的专题产品图，都应该配上相关图例。图像

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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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软件工具成果信息表 

序号 子系统名称 数据输入 输出结果 

包含的算法模

块名称 

模块输入输出

及功能描述 

精度评价 主要研发人员 联系方式 

1 
土地利用变更

调查子系统 

高分卫星影

像，土地利用

现状图等 

土地利用变更

调查产品 

变更信息提取

模块 

图斑内外业一

体化核查模块 

成果统计分析

模块 

变更调查成果

专题制图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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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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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赵少华、陈德清、安文韬、樊文锋、孟祥辉、张蕴灵、张  宁、吴  伟、占玉林、方  翔、万  丛、

胡文生、崔静。 





GFB 30301—2018 

1 

高分卫星数据应用产品分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卫星数据应用产品分级要求，

以及常用数据应用产品。 

本标准适用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中卫星数据应用产品的生产、管理、分发与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911 测绘基本术语 

GB/T 14950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 16820 地图学术语 

GB/T 17694 地理信息 术语 

GB/T 19391 全球定位系统（GPS）术语及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911、GB/T 14950、GB/T 16820、GB/T 17694、GB/T 19391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标准。 
3.1  

数据应用产品  data application product 

利用高分卫星数据形成的标准产品、共性产品和专题产品的统称。 

3.2 

标准产品  standard product 

由高分专项地面系统生成的原始影像数据，或经过系统几何校正和（或）辐射校正的影像数据。 

3.3 

共性产品  common product 

基于标准产品，由高分专项应用系统采用定量遥感特征参数反演方法得到的作为至少两个行业专

题产品生产输入的数据。 

3.4  

专题产品  thematic product 

基于标准产品或共性产品，由高分专项应用系统采用定量遥感特征参数反演方法，或多源数据叠

加分析方法得到的支撑行业部门业务应用的数据。 

3.5  

定量遥感特征参数反演  inversion of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feature parameter 

利用遥感数据及其各种分析应用模型，根据用户任务需要分别导出水、植被、大气等遥感对象的

物理、几何、生物、化学等方面特征参数的一种信息提取过程。 

4 高分专项数据应用产品的分级 

4.1  高分专项数据应用产品分为0-7级，分级要求和常用数据应用产品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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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分专项数据应用产品分级要求 

产品名称 级别 分级要求 常用数据应用产品 

标准产品 

0 

对卫星数传通道下传数据进行接收解调、帧

同步、去格式、解密解压缩、解扰、格式整理

等处理后的原始数据产品。 

原始影像数据产品 

1 
对 0 级数据产品进行辐射校正等处理后的数

据产品 

辐射亮度产品、光谱校正产品、微波

成像处理产品等。 

2 
对 1 级数据产品进行系统几何校正等处理后

的数据产品 

系统几何校正产品 

共性产品 

3 
对标准产品经过几何精纠正、正射校正等处

理后得到的数据应用产品。 

几何精校正产品、DOM、DSM 等。 

4 

反映地表反射、辐射、散射特征的数据应用产

品或用于大气校正的大气参量产品。 

地表反射率、地表发射率、归一化离

水辐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云掩

膜、气溶胶光学厚度等。 

5 

反映地球表层能量、水、植被和大气特征的数

据应用产品。 

地表反照率、地表温度、海表温度、

土壤热通量、光合有效辐射、土地覆

盖等。 

专题产品 

6 

基于高分信息提取应用模式，针对各行业的

业务需求，在前几级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处

理，得到的支持变化监测的数据应用产品。 

农业旱灾监测产品、土地宏观监测

产品、公路勘察信息专题产品等。 

7 

基于高分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将 6 级专题产

品或共性产品作为一切社会经济信息的基底

和平台，以位置和时间为要素，关联和承载其

他不同层级各类信息，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

法，得到的支持决策评估的数据应用产品。 

灾害全链路评估产品、城市规划实

施评估专题产品、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评价产品等。 

4.2  16个行业数据应用产品分级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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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A.1  国土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  国土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管理等相关需求，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精准扶贫、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评估、土地资源调查与监测、土地执法、矿产资源调查与监测、生态资

源调查与监测等多个领域得到了深度应用，推动国土资源行政管理工作深化和模式创新，加快建成现代

化国土资源调查监管体系，实现全过程监管，将违法破坏行为抑制在萌芽状态，减少了国家土地和矿产

资源损失，有效降低了管理成本，体现出规模化应用效益。各相关应用单位共研制了 21 种高分专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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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基于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地质灾害孕育背景

遥感解译图、遥感矿产要素解译图等专题产品，叠加土地利用属性、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矿业

权、矿产信息以及其他地面实测数据，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得到重点区域卫片预警图、地

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土地综合整治效果评估专题产品和矿山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评估图

等。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6 级专题产品主要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生成。如将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共

性产品矢量化后，叠加到原始影像上，进行专题信息分割，得到土地利用专题产品；将土地覆

盖，结合基础地理业务信息数据（地表自然资源要素、矿物要素、地层要素、岩性要素、矿产

要素和构造要素矢量数据），叠加到原始影像上，得到遥感蚀变矿物类型专题产品、遥感地质

要素解译专题产品；对土地覆盖，结合（地表自然资源要素、地质灾害要素、地层要素、岩性

要素和构造要素），叠加到原始影像上，得到遥地质灾害要素解译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 6 级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指数、植被覆

盖度、叶面积指数、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地表温度等，进一步分析可知，所需的 3-4 级共性

产品为地表反射率、地表发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掩

膜、DOM 等。

A.2  海洋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2  海洋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已经在海岛海岸带遥感监测、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海洋水质监测、船舶遥感监测、

大洋渔场信息服务等海洋主体业务工作中得到应用，在海上溢油、绿潮、海冰等海洋灾害的常规和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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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每年的围填海和疑点疑区监测报告均上报国家海洋局海域综合管

理司，进入政府决策环节，形成稳定业务。黄河三角洲湿地植被覆盖分类、生物量分布、互花米草分布

等专题监测产品，已成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生态状况评估和管理规划制定的基

础数据，作为其年度公报的内容之一对公众发布。各相关应用单位共研制了 28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

产品流程图（图 A.2）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高分卫星数据生成的海洋水色、海洋水质、海岸带监测及海上目标监

测产品，结合海洋卫星生成的海面风场、海面高度、有效波高等其他相关产品，采用多源数据

叠加分析方法，得到大洋渔场信息服务，海域管理、海洋环保、灾害应对决策支持，全球风浪

流同化和温盐流再分析，海上航行保障等支持决策评估类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主要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生成。如海域水质监测和赤潮监测产品基于水色

要素共性产品生成，海域水色水温监测和海洋污染监测产品基于水色要素和海洋温度等共性

产品生成，海岸带遥感监测和海域使用动态遥感监测基于土地利用等共性产品生成，海洋动力

环境、风场、海浪监测基于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和海洋温度等共性产品生成，溢油、船舶、海冰、

岛礁、海上油气设施、绿潮等产品基于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等产品生成。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水体悬浮物浓度、

水体叶绿素浓度、水体透明度、海表温度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归一化离水辐射率、气

溶胶光学厚度和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等。

A.3  减灾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3  减灾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防灾减灾遥感监测目前主要包括灾害要素监测、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监测、灾害损失评估和



GFB 30301—2018 

 6 

灾后恢复重建监测五大主体业务。在日常灾害监测模式下，基于多尺度遥感数据，定期对全国植被分布

及长势、农作物（含牧草）长势、典型水体面积实施监测，并综合利用同期气象干旱指数、灾情报送数

据等信息，开展旱灾趋势分析与风险评估；在灾害应急监测模式下，研究分析各类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提升服务效率。各相关应用单位共研制了 21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3）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针对国内、国际重大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涝、干旱、地震及地质灾害，

基于灾害背景监测、灾害应急监测、灾害要素监测等专题产品，结合道路网、居民点、土地利

用、界限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制作灾害监测与评估产品，为灾区救援提供第一手数据及技术

支撑。如针对滑坡灾害，在提取滑坡体的基础上，叠加道路和居民地图层，找到受滑坡影响而

中断的道路及掩埋的居民地，生产滑坡灾害救灾应急响应专题产品，进一步地，结合历史数据

和其他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用叠加数据分析方法，得到滑坡全链路评估产品，为灾害应急提

供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常规状态下，对自然灾害过程中的致灾因子、孕灾

环境、承灾体等相关信息或特征参数进行连续、动态监测，生成每日灾情空间分布、重点灾区

影像等产品。灾害发生后，对受损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进行监测，生成房屋恢

复重建进度、生命线恢复重建里程、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生态环境恢复等监测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积雪覆盖、植被叶绿素含量、植被指数、土

地覆盖、土地利用、水体面积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

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掩膜、DOM、DSM 等。

A.4  环保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4  环保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国家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气溶胶与灰霾分布监测、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评

估、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监测、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环保业务。在大气环境方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大气污染源、气溶胶光学厚度等进行了遥感监测与评价，在水环境方面对太湖水华、叶绿素

a、悬浮物、透明度等进行了遥感监测与评价，在生态环境方面对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干扰、矿产开发

生态破坏、生态环境信息等进行了遥感监测与评价，在环境监察执法方面对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和自然

保护区的全国 28 家取缔退出的高尔夫球场进行遥感监测，为环境管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各相关应

用单位共研制了 41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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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基于资源开发分布图、饮用水源地水域分布图、

保护区人类干扰图等专题产品，叠加土地利用属性、河道分布、化工风险源分布、排污口分布

数据、社会经济调查数据以及其他地面实测数据，采用分级评价的分析方法，最终生成保护区

人类活动程度评价图、饮用水源地水安全等级等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结合重点污染企业分布、土地利用、饮用水源地矢

量数据、地面水质测量数据、基础地理信息等其他数据，进行专题信息提取，生成大气、水和

生态环境监测类产品。如基于叶绿素、悬浮物、透明度等 5 级共性产品数据，叠加饮用水源地

空间分布数据，提取得到水体富营养化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土地覆盖/土地利

用、水体悬浮物浓度、水体叶绿素浓度、水体透明度、植被覆盖度，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

地表反射率、归一化离水辐射率、地表发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

学厚度、云掩膜、DOM、DSM 等。

A.5  农业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5  农业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已成为农业遥感业务运行系统的主要数据源之一，在农业资源要素调查、农业生产

过程监测、农业灾害监测与损失评估、农业项目管理和重大农业政策执行情况监测等农业主体业务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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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规模化应用。为摸清我国农业要素“家底”、实现农业过程科学监管、推进农业数字化管理体系建设

提供了有效的数据和技术支撑，为中央和地方农业相关部门管理和决策提供了科学客观的信息支持。各

相关应用单位研制了 27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5）如下： 

a) （1）7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农业资源要素调查、农业生产过程监测和农业灾害监测等 6 级

农业专题产品，叠加农村土地确权、基本农田分布等矢量数据以及其他地面实测数据，采用大

数据的分析方法，得到支持决策和评估的专题产品。如耕地轮作休耕遥感核查中，基于农作物

面积空间分布专题产品，叠加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矢量数据、以农户为单元的耕地轮作休耕合同

数据等，获得实际轮作休耕的面积，与地方上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实现耕地轮作休耕的遥感

核查，为耕地轮作休耕补贴发放提供客观的数据保障。

b) （2）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能量、植被、水分、土地覆盖/土地利用等共性产品，结合农业

区划、土壤类型、基础地理信息等其他数据，生成农作物种植区分布、耕地基本地块单元等农

业资源要素调查专题产品。将这类农业专题产品与气象数据或作物含水量等行业参数综合计

算，可以生成农业旱灾、低温冷害等农业灾害监测专题产品；与作物品种、作物氮含量等行业

参数综合计算，可以生成农作物产量估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等农业生产过程监测专题产品。 

c) （3）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含

量、植被指数、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地表温度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地

表发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掩膜、DOM 等。

A.6  测绘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6  测绘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全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一带一路”重要地理

国情监测、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建设等国家重大测绘工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高分卫星数据的高精度处理和快速分发应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国外同类数据的替代，其中两米

级影像几乎完全替代，亚米级影像部分替代，使我国初步具备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卫星遥感测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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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应用处理能力。测绘共研制了 9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6）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主要包括土地覆盖综合影像产品、地理国情监测专题影像产品以及其他影

像类产品，该类综合专题影像产品主要是利用高分卫星影像进行正射纠正和融合处理后提取

的道路、水系、居民地、植被等专题影像产品与境界、地名等其他地理信息要素叠加而成，用

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与更新、国家地理国情普查、地理国情监测和影像公共服务。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主要包括道路、水系、居民地、植被、地貌等专题影像产品，该类专题影

像产品由 3-5 级共性产品作为直接输入，利用高分卫星影像进行正射纠正和融合后生产的共性

产品 DOM 以及提取的 DEM，利用遥感分类软件，辅助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制作土地覆盖/土地

利用产品等共性产品，通过数字摄影测量软件、专题信息提取软件生产而成。用于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库要素和图层更新、地理国情监测等。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共性产品为 DOM、DSM 和土地覆

盖等。

A.7  发展改革委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7  发展改革委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资源调查与监测、京津冀监测与评价、长江经济带沿线资源

环境监测与评价、生态环境监测、精准扶贫、全球矿产资源调查与监测、全球农作物种植监测、灾害综

合监测预警与评估等应用领域的监测工作和专题产品生产，相关单位共研制了 28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

据产品流程图（图 A.7）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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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即基于全球典型示范区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重点居民区灾后重建监测、

重点城市港口监测、海上油气平台分布产品、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等专题产品，

叠加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及其他相关数据，通过评价或分析模型，得到京津冀区域规划实施评

价与辅助决策、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典型区域规划实施评价与辅助决策、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与评估等决策评估类专题产品。如南海典型区油气资源安全态势综合分析中，基于

油气平台分布产品、油气盆地产量估算产品，叠加南海疆界声索边界、它国擅自划定油气区块

等，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最终生成南海油气资源安全态势综合分析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结合基础地理信息、相关统计信息等其他数据，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提

取专题信息。如基于海上油气平台分布产品，叠加油气盆地矢量图，可得到各油气盆地油气平

台分布专题产品；按照油气网格划分，可进一步提取得到油气平台分布密度专题产品；基于油

气地质分布，可得到油气平台属性专题产品。基于海上油气平台识别，得到海上油气平台分布

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 6 级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含量、

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冰川覆盖、地表温度、海

表温度等，进一步分析可知，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地表发射率、雷达后向散

射系数、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掩膜、DOM 等。 

 

A.8  住建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8 住建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在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等方面应用成果显著。成果已覆盖城乡规划、小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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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和风景名胜区保护、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园林绿化、城镇减排、保障房建设、

市政桥梁变形监测和城市内涝评估等 8 大类业务方向，形成 34 种应用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8）为：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城市建设用地现状精细分类、城市规划动态监测、小城镇相关设施监

测、风景区资源环境监测等监测类专题产品，叠加城市总体规划图、风景区总体规划图、社会

经济数据、业务运行数据等，得到城市规划实施评估、小城镇产业市场变迁分析、城镇减排设

施监测评价、保障房建设分析决策等支持决策评估类专题产品。如在城市规划实施评估过程中，

基于城市规划动态监测产品，叠加城市规划区边界、城市规划用地类型、其他城市运行空间数

据等信息，进行多源数据叠加分析，分析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变、城市功能空间落实、重大

公共设施布局等方面的内容，最终生成城市规划实施评估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结合城市规划图、路网等矢量数据，生成面向城市

规划管理的监测类产品。如基于地表反射率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共性产品，结合规划图、详

细路网等资料，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以街区为单元

进行分析处理，生成城市建设用地现状精细分类专题产品；基于归一化离水辐射率、水体悬浮

物浓度相关共性产品，叠加城市建成区边界、地方上报和公众举报等信息，得到城市黑臭水体

监测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 6 级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含量、

植被指数、森林树高、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地表温度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

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DSM 等。 

 

A.9  交通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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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9  交通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项目在交通行业的应用方向涉及公路、水运等重点交通领域。目前相关成果在交通道路规划、

交通路网监测与应急、公路地质灾害监测、航道环境监测与航运辅助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高

分创新的应用推广模式为交通行业遥感应用带来了质的飞跃，高分数据专题产品与交通行业的专业模

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支撑了交通行业的业务化应用，交通行业共研制了 19 种高分专

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9）为：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即基于道路网监测、道路地质灾害监测、交通量

监测、公路勘察信息、机场热温、道路桥梁沉降监测等监测类专题产品，叠加土地利用属性、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以及其他地面实测数据，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得到道路地质危险性等级

评估、居民出行密度分布、道路选线辅助决策等支持决策评估的专题产品。如道路勘察设计中，

基于道路勘察信息专题产品，叠加社会调查数据、生态调查数据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综合

公路路线方案经济费用评价模型，对不同方案进行必选，最终生成道路选线辅助决策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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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结合道路网矢量数据、工程地质、基础地理信息等其他数据，进行专题信息提取。如基于

交通运输用地专题产品，叠加城乡区划矢量图，确定属于农村范围的道路，并按照农村道路判

别特征，南方宽度≥1.0m，≤8.0m，北方宽度≥2.0m，≤8.0m，可进一步提取得到农村道路专

题产品。基于水域及水利设施专题产品，可以进一步提取得到水上关键目标专题产品和航道边

界线专题产品。 

c) （3）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 6 级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

含量、植被指数、蒸散发、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地表温度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

反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DOM 等。 

 

A.10  水利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0  水利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遥感数据已在防汛抗旱、水土保持和应急涉水灾害等监测得到持续应用，业务化应用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在水政执法、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新领域得到拓展应用，逐步成为业务应用的重要

支撑。水利部刘宁副部长批示相关业务部门：“遥感技术在水利中业务应用很有前景，应加快推进使用，

实现监测的全天候和全覆盖”。水利共研制了 19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0）为：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水源地监测、灌区监测、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洪涝监测、干旱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利工程监测等监测类专题产品，叠加河流、湖泊、流域边界、水文测站、水

库、水闸等基础和实时水利数据等，采用数据叠加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得到洪涝水体水深和水

量估算、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评价、洪涝影响分析、旱情等级评估等支持决策评估类产

品。 

b) 6 级专题产品。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结合水利专题数据和基础地理数据等其他相关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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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提取区域范围内的地表水体面积水量、灌区种植结构灌溉面积、水功能区水质参数、洪水淹

没面积、洪水水深和水量、干旱等级、旱区水体面积变化、土壤侵蚀因子等要素，进一步可生

成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水域岸线监测、河势变化监测、水库库区移民监测、水利空间

信息更新和跨界河流开发利用监测等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含量、

植被指数、蒸散发、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地表温度、水体悬浮物浓度、水体透明度、水体面

积、土壤水分、地表净辐射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 DOM、地表反射率、地表发射率、

雷达后向散射系数、云掩膜、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离水辐射率等。 

 

A.11  卫生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1  卫生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基于高分卫星数据，卫生相关应用单位分别在湖南省、广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血吸虫、登革热、

鼠疫三大传染病疫情高发区开展了高分传染病疫情遥感监测与评估工作，在矿山和大型化工厂周边开

展了高分污染区周边居民健康风险遥感监测与评估工作。监测评估成果为我国部分地区传染病疫情防

治、污染区环境治理和周边居民健康风险评估、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决策支持等工作提供了支持。相关单

位共研制了 21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1）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基于血吸虫病相关典型植被分布、洪涝受灾区域

空间分布、鼠疫自然疫源地典型植被分布、化工园区水体悬浮物浓度等专题产品，叠加土地利

用属性、人口数据以及其他地面实测数据，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得到血吸虫病感染人数分

布评估、登革热蚊媒适生区评价、钉螺孳生环境预测、洪涝灾害应急需求评估等支持决策评估

类专题产品。如登革热蚊媒适生区评价中，基于公园分布、居民地分布、水体分布、植被指数、

道路分布专题产品，叠加人口密度数据等，最终生成登革热蚊媒适生区评价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能量、植被、水分、土地覆盖/土地利用等共性产品，结合实测光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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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础地理信息等其他数据，得到典型区域水体、植被、土壤、大气监测类专题产品。如基

于植被覆盖度等共性产品，结合鼠疫疫源地生境典型植被的实测光谱数据，可进一步提取得到

鼠疫自然疫源地典型植被空间分布专题产品。基于土地利用、云掩膜和大气水汽含量等共性产

品，可以进一步提取得到化工园区 AOD 分布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覆盖度、土壤

水分、水体悬浮物浓度、水体透明度、水体面积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地

表发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云掩膜、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离水辐射率等。 

A.12  统计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2  统计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农业统计、投资统计、碳汇遥感调查等统计相关业务工作，尤其是 2016 年，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15〕34 号）关于“充分利用自主卫星资

源，准确测量全国主要农作物的时空分布，查清现代农业生产设施状况……”的要求，国务院农普办组

织实施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将农作物面积遥感测量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工作，组织编写了《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作物面积遥感测量工作方案》，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开展了遥

感测量工作，将高分卫星数据在统计业务中的应用推向全国。相关单位共研制了 21 种高分专题产品，

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2）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通过信息提取得到的专题产品，如主要农作物面积空间分布、人口空

间分布、抽样样地代表性监测等监测类产品，叠加统计各部门上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数据、

农作物实地调查数据，得到符合统计调查业务规范的高分统计空间化一张图、区域投资项目态

势产品和房地产投资项目分布及态势产品和区域主要农作物长势评价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 3-5 级共性产品，结合城市规划图、路网等矢量数据，生成面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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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理的监测类产品。如针对农业统计专题产品生产的需求，将主要农作物空间分布叠加农

业用地更新专题产品，计算得到农业统计作物数据层空间误差表达产品、高分样方识别产品、

对地抽样样本分布产品和农业统计作物数据层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共性产品为土地覆盖/土地利用、植

被指数、植被覆盖度、植被物候，或者更基础的地表反射率等。 

 

A.13  林业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3  林业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森林资源调查、荒漠化监测、湿地监测、森林火灾监测、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林

业相关业务，显著提高了林业监测业务管理水平，生产的相关专题产品服务了地方林业业务单位，成为

改善森林资源和生态工程建设管理决策的重要手段。林业相关单位共研制了 24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

产品流程图（图 A.13）为：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基于省级森林蓄积量分布图、省级森林分布图、

湿地类型分布图、湿地蓝藻水华提取信息、沙化土地类型分布图、植被覆盖度分布图、森林火

情分布图、区域灾害分布图、造林成林地块图、工程森林分布变化图等专题产品，叠加相关业

务数据和地面实测数据，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得到区域森林资源年度评估、重点区域湿地

应急变化分析评估、区域沙化土地动态变化分析、灾害预警与评估等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结合林业专题产品生产的需求，开展专题信息产品的提取。如基于土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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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植被覆盖度、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等 3-5 级共性产品，结合基础地理信息、林业专题信息、

影像纹理等相关数据，通过模型估算、直接分类识别、汇总法等提取方式得到省级森林类型分

布图、小班属性信息提取分布图等森林资源调查与监测专题产品；基于土地覆盖、地表反射率、

植被指数等 3-5 级共性产品，利用图像分割等提取方式得到湿地类型分布图、湿地区域水体信

息等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专题产品；基于植被覆盖度、植被指数等共性产品，结合影像纹理、

气象因子等其他荒漠化辅助数据，通过图像分割等提取方式得到沙化土地类型分布图等荒漠

化灾害预警与评估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含量、

植被指数、土地覆盖、森林地上生物量、森林树高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

地表发射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掩膜、DOM/DSM 等。 

 

A.14  中科院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4  中科院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在青藏高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黄土高原生态系统变化研究、城镇化资源环境

效应研究、新型能源评估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地球表层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相关应用单位共研制了 38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4）为：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基于青藏高原冰川厚度变化监测、黄土高原土壤

侵蚀等级监测、城镇热环境监测等专题产品，叠加基础地理信息、社会经济、实测等辅助数据，

综合分析得到人工植被的土壤保持能力评价、生物质能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评估、海面风资源现

状评估等支持决策评估的专题产品。如生物质能评估过程中，基于能源作物监测专题产品，叠

加不同作物能源转换系数等信息，最终生成生物质能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评估专题产品。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结合科学研究的需求，开展专题信息产品的提取。如基于土地覆盖、土地

利用产品，得到城镇典型复合地物监测产品。基于地表反射率、后向散射系数、植被指数、叶

面积指数、植被覆盖度、地表温度、蒸散发等 3-5 级共性产品，构建产品反演模型，处理生成

城镇典型复合地物监测、城镇热环境监测、城镇陆表动态变化分析、城镇内部功能动态识别、

城镇雾霾监测、黄土高原潜在土壤侵蚀量评估、黄土高原人工植被恢复类型与面积监测、黄土

高原人工植被生产力监测、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等级监测、能源作物生物量监测、青藏高原冰川



GFB 30301—2018 

 18 

长度变化监测、青藏高原冰川厚度变化监测等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 5 级共性产品为植被叶绿素含量、

植被指数、土地覆盖、地表温度、蒸散发等，所需的 3-4 级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地表发射

率、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大气水汽含量、气溶胶光学厚度、云掩膜、DOM/DSM 等。 

A.15  地震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5  地震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等业务需求。高分地震监测应用

相关算法及模块已成功应用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甘肃省地震局等预报部门的震情会商

中。相关应用单位共研制了 12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5）为：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通过信息提取得到的专题产品，结合人口分布数据、人文地理数据、

地面台站数据、地面实测数据、野外勘察结果等数据，采用综合分析手法，得到支撑决策评估

类专题产品。如在震害评估中，基于极震区分布专题产品与震害建筑物分布专题产品，叠加人

口分布数据、人文地理数据等，进行灾情的综合评估，综合震害经济损失综合评估模型，实现

震区人口损失与经济损失的评估，最终生成遥感地震应急综合信息。 

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结合大比例尺活动构造分布数据、基础地质数据基础地理信息等其他数据，

进行专题信息提取，如基于建筑物分布专题产品，叠加震后震区图像，提取多时相图像中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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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分布，基于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得到的纹理信息产品、面状构造、线状构造专题产品，可以

进一步解析构造的整体空间展布，得到活动构造解译专题产品等。基于不同季节尺度的气体浓

度、地表亮温等均值产品数据，可以用来分析不同季节性变化对该参量的影响，从而在后期背

景场构建的时候加以分析考虑，进一步提取地震异常信息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地震监测专题产品生产的需求，所需的共性产品为 CO2/CH4 柱

浓度产品、大气水汽含量、对流层/近地面 SO2 浓度、对流层/近地面 NO2 浓度、对流层 O3、

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已经更为基础的地表亮温、地表温度、后项散射系数等。 

 

A.16  气象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图A.16  气象数据应用产品流程图 

高分卫星数据服务于台风、暴雨、龙卷、洪涝、火灾、霾等灾害天气和环境生态领域的遥感监测和

灾害评估应用，在 G20 杭州峰会等重大活动气象服务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气象相关应用单位共

研制了 25 种高分专题产品，数据产品流程图（图 A.16）如下：  

a) 7 级专题产品生成。采用信息承载应用模式，该类产品的生产是在气象卫星遥感监测业务产品

的基础上，叠加定标定位后的高分数据，通过多源数据叠加分析，开展地表灾害的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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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级专题产品生成。基于定标定位后的 3-5 级高分数据，计算得到总云量产品、云检测产品、

对流监测产品、台风监测产品、全球臭氧总量、气体吸收廓线产品。基于云掩膜、气体吸收廓

线等共性产品，可以生成陆地和海洋气溶胶产品以及 CO2、NO2 产品垂直柱总量产品。基于

地表反射率、地表温度、地表发射率等陆地类共性产品，结合其他辅助数据（站点气象数据、

地形数据、其他卫星产品）得到气候类产品。基于大气背景场专题产品，通过同化模式软件，

进一步获取同化分析温湿度和臭氧廓线专题产品；基于大气、降水驱动场等专题产品，通过陆

面模式进一步获取格点土壤温湿度专题产品。 

c) 3-5 级共性产品需求分析。针对上述专题产品生产，所需的共性产品为地表反射率、地表温度、

地表发射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