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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概况 

1.1 背景 

由于长期受气候条件及测绘技术装备水平的限制，我国部分区域光学遥感影

像获取非常困难，严重制约了基础测绘工作的开展。机载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的数据获取能力。机载 SAR 的发展为

地理信息要素更新引入了全新的技术，特别是在常年阴雨、云雾、冰雪覆盖的区

域，合成孔径雷达以其穿云透雾的特性，成为这些区域地理信息要素更新不可或

缺的技术手段。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主持的863主题项目“面向对象的高可信SAR处理系统”，

形成了一整套完整、成熟的 SAR 数据处理软件，包括 SAR 变化检测模块；同时

我院承担的地理国情监测项目中“地理国情信息变化检测软件研发及技术支持”，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变化检测处理流程，能够快速准确地对 SAR 数据进行精确处理，

并对前后时相的 SAR 数据进行变化信息提取和更新。 

由国土资源部统一部署、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组织、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实

施的“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项目”完成了 2015 年贵阳市新增建设用地遥感

监测试点试验、2016 年成都市和广州市全天候遥感监测、2017 年贵阳市和广州

市全天候遥感监测。该试验利用高分辨率光学遥感监测技术和全天候全天时 SAR

遥感监测技术，获取监测区域包括光学和 SAR遥感数据，同时结合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与土地执法监督队伍协调联动，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对永久基本农田、

城市开发边界等进行随时随地随机监测，并以新增建设用地为重点监测对象，完

成了监测区域建设用地的变化监测，探索确定 SAR 遥感监测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以及利用 SAR 数据开展全天候遥感监测的工程可行性，建立全天候监测工作机制，

为随时随地和随机地快速土地利用变化监测与更新奠定基础。 

本规范迎合新技术发展和生产迫切需求，遵照国家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

依据《测绘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在 863 主题项目“面向对象的高可信 SAR 处

理系统”中 SAR 数据处理软件、“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项目”以及地理国情

监测项目“地理国情信息变化检测软件研发及技术支持”的基础上启动的。根据



已有的国家和行业标准，通过充分研究论证，制定满足基于机载 SAR的地理信息

要素更新技术规范。 

本标准作为规范颁布实施将明确规定利用机载合成孔径雷达更新地理信息

要素的更新方法、要素更新指标、数据衔接与一致性处理、元数据及附件更新等

相关工艺流程形成规范化管理，在推动机载 SAR 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效益方面，机载 SAR 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获取数

据能力，能够在雨雪云雾天气或在云雾冰雪覆盖区域获得光学传感器所不能获得

的遥感数据，实现全天时全天候地理信息要素更新，从而使得 SAR 技术成为解决

这些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本系列标准的实施，明确提出了 SAR 地理信息要素更

新的具体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从而确保利用机载 SAR 数据更新地理信

息要素的顺利实施，以更好地推动机载 SAR 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1.2 组织形式 

本标准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参加，由项

目负责人召集项目组负责项目的前期调研及讨论、与技术路线的制定，负责项目

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制定和实行，对技术问题的指导，检查工作计划和工作成

果，负责项目具体任务的执行情况。 

1.3 标准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基本情况 

本标准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起草工作，并结合在雷达测图生产、

管理、应用等方面已有的实践经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59 年，隶属

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是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最大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全

国甲级测绘单位，科技部国家公益性科研院所，通过了 ISO  9001:2008质量管理

体系和 GJB9001B‐2009军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国家测绘局第三航测遥感院)是全国甲级测绘单位，

国家级数字化测绘及遥感生产基地，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基础测绘及数字产品规

模化生产中心。 

1.4 人员情况 

 



表 1    标准主编单位主要参加人员 

序

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专业  联系电话  备注 

1  张继贤  主任  研究员  摄影测量与遥感  13701219541   

2  黄国满  常务副 研究员  摄影测量与遥感  13601222982   

3  赵争    副研究员  摄影测量与遥感  13693592723   

4  杨书成    助理研究员  大地测量与测量工程 15810613690   

5  程春泉    研究员  大地测量与测量工程 13671336976   

6  卢丽君    副研究员  摄影测量与遥感  15001351916   

7  刘本强      摄影测量与遥感  15210094090   

表 2  标准参编单位主要参加人员 

序

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专业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备

注

1  蒋红兵  副院 高工  摄影测量与遥感 13608233923 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  

2  杨正银  总工 高工  摄影测量与遥感 13608027387 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  

3  王萍  副主 工程师  摄影测量与遥感 13882230661 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  

4  陈晔    工程师  摄影测量与遥感 15828664130 四川省遥感信息测绘院  

 

2. 目标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机载 SAR 数据地理信息要素的更新工作。 

3. 现状分析 

3.1 已有的工作基础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并归口，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和四川省

遥感信息测绘院负责组织起草工作，并结合在 SAR 测图生产、管理、应用等方面

已有的实践经验。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在“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项目”以及地理国情监测

项目“地理国情信息变化检测软件研发及技术支持”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为本标

准的编制奠定了基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利用 SAR 数据，实现 SAR 影像解译

与建设用地更新，整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四川丹棱开展了 SAR



数据获取与地理信息要素提取试验，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机载 SAR 监测积累经验，

提供技术指导，利用机载 SAR 这一高新技术手段，为监测实施提供新技术支撑和

有力的保障。这些项目实施与技术研究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参与编制了《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

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在行业标准编制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编制了《CH/T 3009‐2012 1:5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天摄影测量技

术规定》、《CH/T 3010‐2012 1:5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技术规定》和

《CH/T  3011‐2012  1:5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规定》，并于

2013年 1 月 1日颁布并实施。编制了《CH/T 3015‐2015 1:5 000 1:10 000地形图

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技术规定》和《CH/T 3016‐2015 1:5 000 1:10 000地形图合

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规定》，拟于近期颁布并实施。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与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基于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开展了“1:10 000 地形图机载 SAR 测图试生产”研究。通过对全天候、全天

时 SAR 影像在 1:1万 2D（DEM、DLG）产品的试生产，完成了 1:1万地形图机载

SAR 测图规模化生产的技术指标，工艺流程、生产成本、作业周期等方面内容的

探索，搭建了机载 SAR 测图生产环境，初步建立了机载 SAR 数据处理、测图生

产技术体系。 

3.2 国内外同类标准的现状 

目前，国外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机载 SAR 测图作业，故与机载 SAR 数据处

理技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也未出台。 

鉴于国情及地域不同，国外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技术规范并不适合于中国

国情以及复杂的地形条件。本标准在深入分析我国现有机载合成孔径雷达测图和

应用需求的基础上，为适应我国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应用而制定，通过

多种方式查询，未发现其他国家的类似或相关的标准。 

3.3 相关标准的分析 

由于机载 SAR 技术起步较晚，基于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标准的编

制目前还属于空白。在标准研制过程中，编写组调研收集了与之相关的已经颁布



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包括： 

GB/T 12340‐2008    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

内业规范 

GB/T 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3977    1 : 5 000    1 : 10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13990    1 : 5 000    1 : 10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1426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规范 

GB/T 15661‐2008    1 : 5 000    1 : 10 000    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 

GB/T 15968‐2008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 17941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0257.2‐2006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2部分  1  :  5  000    1  :  10 

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8.2‐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部分  1  : 5 000 1  : 10 

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CH/T 100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 

CH/T 1011‐2005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 : 10 000    1 : 50 000数字线划图 

CH/T1015.1‐200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 : 10 000 1 : 50 000生产技术规

程  第 1部分:数字线划图(DLG) 

CH/T 1017    1 : 50 000 基础测绘成果质量评定 



CH/T 3009‐2012    1 : 5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天摄影测量技术规定 

CH/T 3010‐2012    1 : 5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技术规定 

CH/T 3011‐2012    1 : 5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规定 

CH/T 3015‐2015    1 : 5 000 1 : 1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技术规定 

CH/T 3016‐2015    1 : 5 000 1 : 10 000地形图合成孔径雷达航空摄影测量技术

规定 

CH/T 9006‐2010    1 : 5 000 1 : 10 000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更新规范 

CH/T 9009.2‐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 : 5 000    1 : 10 000    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 数字高程模型 

CH/T 9009.3‐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 : 5 000    1 : 10 000    1 : 25 000 

1 : 50 000    1 : 100 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 

TD/T 1010‐2015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其中一部分标准在

修订过程中，我们遵照了可利用的最新信息作为本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时，为了避免雷同和重复，直接引用相关已经发布的标准。经

过在国家标准网上查询，未见与本标准内容相同的国家标准。 

本标准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并且符合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指导》系列标准的要求。 

4. 标准的主要内容 

4.1 术语确定 

由于同期还要开展另一个关于机载合成孔径雷达数据获取方面标准的研制，

故标准之间在术语上的一致非常关键。项目之初针对机载合成孔径雷达测图中相

关术语展开了多次讨论，共识如下： 



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利用雷达与目标的相对运动

把尺寸较小的真实天线孔径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合成为较大的等效天线孔径的雷

达。 

地面分辨率（ground resolution）：SAR 影像上能够详细区分的地面最小单元

尺寸或面积，是用来表征影像分辨地面目标细节能力的指标。通常用像素大小、

像解率或视场角来表示。 

距离向分辨率（range  resolution）：在脉冲发射方向上（距离向）能分辨两

个目标的最小距离。 

方位向分辨率（azimuth  resolution）：在与辐射波束垂直方向（方位向）上

相邻的两束脉冲之间，能分辨两个目标的最小距离。 

采样间隔（sampling interval）：处理后的数字影像相邻像素中心点间的距离。 

侧视方向（side‐looking  direction）：雷达波对地照射的方向，通常与 SAR 传

感器平台飞行方向垂直，朝向平台侧下方。如朝向平台右侧下方，则为右侧视；

如朝向平台左侧下方，则为左侧视。 

地理编码（geocoding）：由影像坐标系投影变换到地理坐标系的过程。 

4.2 主体结构 

《基于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技术规范》主要内容为：规定了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技术的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的规格和精度要求、机载

SAR 影像和资料质量要求、机载 SAR 测图外业控制与调绘要求以及技术设计书编

写要求。本规范适用于机载 SAR 数据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工作。标准的主要结构

如下： 

 第一章是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基于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的内容、

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本规范适用于机载 SAR 数据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工作。 

 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对本标准的应用必不可少的文件，注

明日期的以日期为准，未注明日期的以最新版本为准。 

 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定义了适用于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是总则，分别对更新原则、更新方案以及原始数据和现势资料等

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第五章是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方法，包括外业实测法和地图转绘法。其中，

外业实测法适用于 1:5 000、1:10 000数字线划图中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与补测。

地图转绘法适用于 1:5 000、1:10 000基础地理信息数字线划图的要素更新。 

 第六章是要素更新指标，其内容涉及要素更新指标的应用原则、定性更

新指标、定量更新指标。 

 第七章是数据衔接与一致性处理，涉及更新数据与原始数据的衔接、更

新数字产品之间的一致性处理和更新区域与未更新区域的数据接边处理。 

 第八章是元数据及附件更新，其内容涉及元数据更新和附件更新。 

 第九章是质量检查，内容包括检查内容和质量评价。 

 第十章是成果上交，更新工作完成后，应对更新数据、文档等进行整理，

编制成果清单后正式上交，同时对上交资料提出了具体要求。 

5. 考核指标和提交成果 

5.1 考核指标 

满足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过程的规范性要求。 

5.2 提交成果 

基于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技术规范   

意见汇总表 

6. 技术路线 



工程试验与应用示范

在调研基础上拟定编写大纲，进行标准初稿编写

标准初稿完成后，邀请专家征求意见

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并修改标准

将修改后的文本作为送审稿提交主管上级部门审查

反复修改

 
图 1  标准编制流程图 

1) 前期调研及讨论 

在收集、整理并分析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部门的规范以及众多标准的

基础上，结合机载 SAR测图实验的实际经验和生产单位的反馈信息，对已获取数

据的质量与当时的飞行状态进行充分分析，经过项目组充分讨论、研究、思考，

准确把握了方向，经系统的提取、归类、统一和精炼，初步确定框架。 

2)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 

在调研分析和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标准项目组进行标准初稿编制。在编写过

程中，项目组针对本标准与同期开展的机载 SAR 的地理信息要素更新技术规范之

间的衔接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讨论基础上，对标准内容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形

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 

将标准初稿以邮寄的形式，广泛征询意见。从该系列标准的科学性、可操作

性、实用性、规范性等方面进行意见的征求，并依据意见进行认真修改。 

4) 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标准项目组认真展开标准反馈意见的分析和讨论。依据反馈意见，项目组对



标准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