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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务中心（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应急保障

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北京市

测绘设计研究院、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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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标准结合近年来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以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现场应急

测绘保障工作和提升综合防灾减灾应急测绘保障能力为重点，对应急测绘前线无人机应急响应与前期

准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成果提供、资料整理与归档等有关工作内容进行了规定。突

发事件现场其他测绘地理信息获取工作规范可参照执行。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进一步丰

富，将适时对本标准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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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应急测绘前线无人机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成果

提供、资料整理与归档等的工作流程、基本要求和工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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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694  地理信息  术语 

CH/T 4018  基础地理信息应急制图规范 

CH/T 8023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8024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CH/Z 3003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CH/Z 3005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69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突发事件  public emergency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3.2  

地理信息服务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为用户提供转换、管理或表示地理信息的服务。 

3.3  

应急测绘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为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提供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的活动。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82959&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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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front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在突发事件现场开展的应急测绘工作与服务。 

本标准中的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指在突发事件现场开展的无人机影像数据获取、处理、空间分析、

成果提供等工作。 

3.5  

应急测绘组织机构 the organization of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组织开展测绘地理信息应急保障的管理机构。 

3.6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  the team of front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负责实施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的专业测绘队伍。 

 

4 总则 

 

4.1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目的 

4.1.1 通过开展无人机监测，掌握突发事件发生位置、影响范围等信息，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方

案确定提供依据。 

4.1.2 监测突发事件发生和影响区域动态变化，为预警预报和次生灾害防治提供可靠资料。 

4.2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内容 

4.2.1 根据应急测绘组织机构下达应急指令，集结应急测绘前线队伍、装备和现有测绘地理信息资料。 

4.2.2 采用无人机航摄系统监测突发事件发生和影响区域，按需获取可见光影像、激光雷达（LiDAR）

数据、合成孔径雷达（SAR）数据、可见光/红外视频影像和多/高光谱影像，对重点区域开展持续监测。 

4.2.3 开展影像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现场制作影像数据成果，编制专题图和空间分析报告。 

4.2.4 通过现场提供、数据传输等方式，将成果资料提供给申请使用人。 

4.2.5 对成果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4.3 应急测绘响应等级 

4.3.1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对应急测绘保障的紧急需求，应急测绘响应包括Ⅰ级响应和Ⅱ

级响应两个等级。 

4.3.2 某一省（区、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现有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无法满足应急处置与救

援工作需要，急需开展大范围无人机影像数据获取、处理、加工和成果提供时，应急测绘组织机构启

动Ⅰ级响应。 

4.3.3 以提供现有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为主，具有少量的无人机影像数据获取、处理、加工和成果提供时，

应急测绘组织机构启动Ⅱ级响应。 

4.3.4 根据应急测绘响应等级和突发事件环境条件，选取适宜的设备开展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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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备选取 

4.4.1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根据突发事件类型、应急测绘响应等级、地形类别、无人机影像获取需求和现

场情况，选取适宜的无人机平台、任务设备、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软硬件设备和车辆，携带至应急测

绘前线实施作业。 

4.4.2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按表 1 和表 2 要求选取无人机平台和任务设备实施作业。在应急现场实施作业

过程中，受天气、空域、起降场地等客观因素影响，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可视情调整设备选用方案。 

表 1  平地、丘陵地区域无人机平台和任务设备选取要求 

突发事件类型 无人机平台 任务设备 

地质灾害/地震灾害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3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LiDAR（作用距离≥300 米） 

SAR（分辨率≤0.3 米）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洪水灾害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3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SAR（分辨率≤0.3 米）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森林火灾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3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无人直升机/多旋翼无人机/固定

翼无人机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红外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320×240）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农作物生物灾害/森

林生物灾害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3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多/高光谱相机（波长覆盖范围介于 350 nm

至 1000nm）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其他突发事件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3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根据无人机影像获取需求确定 

 

表 2  山地、高山地区域无人机平台和任务设备选取要求 

突发事件类型 无人机平台 任务设备 

地质灾害/地震灾害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6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LiDAR（作用距离≥1000 米） 

SAR（分辨率≤0.3 米）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洪水灾害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6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SAR（分辨率≤0.3 米）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森林火灾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6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无人直升机/多旋翼无人机/固定

翼无人机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红外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320×240）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30439&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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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物灾害/森

林生物灾害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6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可见光相机（单相机像素≥2400 万） 

多/高光谱相机（波长覆盖范围介于 350 nm

至 1000nm） 

可见光视频传感器（有效像素≥1920×1080） 

其他突发事件 

抗风等级≥7 级、升限≥海拔 6000 米、续航时

间≥45 分钟的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

翼无人机 

根据无人机影像获取需求确定 

 

4.4.3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根据无人机影像数据获取内容，选用适宜的数据处理加工软件系统，以及可支

撑数据处理加工软件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高性能图形工作站。 

4.4.4 根据突发事件现场气候条件和路况，选用适宜复杂条件下安全通行的人员和设备运输车辆。 

4.5 工作流程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流程包括：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成果提供、

数据整理归档，参见图 1。 

具体内容如下： 

a)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在收到应急测绘组织机构下达的应急测绘响应指令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根据指令要求，开展队伍装备集结、已有基础地理信息成果资料收集、数据获取方案设计、

空域申报等前期准备工作。 

b) 到达突发事件现场后，采用无人机航摄系统监测突发事件发生和影响区域，按需获取突发事

件现场可见光影像、激光雷达（LiDAR）数据、合成孔径雷达（SAR）数据、可见光/红外

视频影像和多/高光谱影像，对重点区域开展持续监测。 

c) 开展影像处理与空间分析，制作数字表面模型（DSM）、数字正射影像（DOM）、数字高程

模型（DEM）、实景三维模型等数据，编制影像专题图、影像解译专题图和空间分析报告。 

d) 将应急测绘工作成果资料通过现场提供和远程数据传输两种方式提供给申请使用人。 

e) 对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期间形成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档。 

数据获取

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

成果提供

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

资料整理与归档

 

图 1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流程图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30439&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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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工作成果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成果包括： 

a) 现场获取的无人机原始数据。 

b) 处理生成的数字正射影像（DOM）、数字地表模型（DSM）、数字高程模型（DEM）、三维模

型等数据。数据成果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1985 国家高程基准、高

斯—克吕格投影。 

c) 制作生成的无人机影像专题图、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分析图等专题图。 

d) 影像解译与空间分析报告。 

 

5 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 

 

5.1 快速响应 

5.1.1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 

5.1.2 在收到应急测绘组织机构下达的应急响应指令后，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选用最快捷的交通方式，

立即赶赴指定地点集结。 

5.2 队伍和设备物资集结 

5.2.1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到达指定集结地点后，根据应急响应指令和应急测绘响应等级，确定应急测绘

前线队伍人员构成，快速集结设备物资。 

5.2.2 在应急测绘Ⅰ级响应条件下，尽可能选取所有适宜工作的各型无人机平台和任务设备携带至应急

测绘前线。在应急测绘Ⅱ级响应条件下，按需选取适宜的小型无人机平台和任务设备携带至应急测绘

前线。 

5.2.3 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区域和影响范围，准备已有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 

5.2.4 集结准备药箱、干粮、卫星电话、对讲机、应急照明灯、警戒带等其他设备物资。 

5.2.5 制定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期间行车计划，明确车辆负责人，并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5.2.6 设备物资集结完毕后，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逐一清点，确保无遗漏后，按照“下重件、上轻件”

的原则，将设备物资整齐摆放并固定在运输车内，立即赶赴应急前线。 

5.3 赶赴应急前线 

5.3.1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在赶赴突发事件应急前线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实时路况和气象预报，与应急测

绘组织机构及应急前线有关部门保持通信联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行车计划，确保作业和行车安

全。 

5.3.2 若遇突发状况立即采取应急避险措施，快速反应、科学应对、有效处置，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

将损失降到最小。 

5.4 航摄方案设计 

5.4.1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在赶赴应急前线途中，根据应急响应指令要求开展航摄方案设计，制定现场数

据获取类型、范围、精度等技术方案以及奔赴应急测绘前线的交通路线方案。 

5.4.2 结合装备特点以及突发事件发生区域地形地貌、交通、气象条件等情况，综合选取无人机影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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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获取备用起降场地，到达现场后实地踏勘确定最佳起降场地。 

5.4.3 航摄设计应符合 CH/Z 3005 和 CH/T 8024 有关规定。 

5.5 航摄空域申报 

5.5.1 航摄设计完成后，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立即向目标航摄区域空域管理部门申报空域。 

5.5.2 在向空域管理部门申报空域时，应提供航摄任务情况简介、飞行平台及任务传感器型号、起降点

经纬度坐标、航摄范围经纬度坐标、航摄高度、计划起飞及降落时间、航摄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5.5.3 数据获取需在取得空域管理部门批复后按要求开展。 

 

6 数据获取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抵达应急前线后，应按照以下要求开展数据获取工作： 

a) 立即与应急测绘组织机构和应急前线有关部门取得联络，确定航摄设计方案。 

b) 使用机场时，应按照机场相关规定飞行；不适用机场时，应根据无人机的性能要求，在保证

飞行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起降场地和备用场地。 

c) 航摄前应针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制订应急预案，待飞行平台和任务设备组装、调试、检查

完毕后，立即起飞执行数据获取任务。 

d) 在执行数据获取任务期间，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密切监视飞行情况，如遇突发紧急情况应立

即操控返航。 

e) 起降现场应设置警戒线，由专人维持秩序。 

f) 数据获取完成后，立即开展数据质量检查。 

g) 数码相机影像获取和原始数据质量应符合 CH/Z 3005 的有关规定，激光雷达点云数据获取和

原始数据质量应符合 CH/T 8024 的有关规定。 

 

7 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按照以下要求开展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工作： 

a) 结合航摄设计方案，提取数据处理范围内的灾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开展无人机影像专

题图和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分析图制作准备工作。 

b) 在完成原始数据质量检查后，结合灾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利用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软

硬件设备，现场开展数据处理。按 CH/T 8023 要求处理机载激光点云数据，生成 DSM、DEM、

DOM 和三维模型等数据成果。按 CH/Z 3003 要求处理数码相机影像，生成 DSM、DEM、DOM

和三维模型等数据成果。根据应急测绘组织机构和应急前线有关部门工作要求，处理 SAR 影

像、可见光视频、红外视频等其他数据，生成 DOM、视频影像等数据成果。 

c) 基于处理生成的数据成果和灾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开展灾前灾后影像解译和空间分析，

勾绘出多期数据间存在的变化和细部差异。 

d) 基于现场数据处理、空间分析成果和灾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按 CH/T 4018 有关要求，

编制无人机影像专题图、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分析图以及应急前线有关部门需要的其他图件。 

e) 根据应急前线工作需要，结合现场数据处理和空间分析结果，编制影像解译与空间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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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文字说明、附图、附表、影像资料等。报告文字说明内容应章节条理清晰、重点描

述突出、文字简洁顺畅、结论意见可信。报告附图和附表资料应真实可靠、清晰美观。报告

影像资料应标明比例尺、拍摄时间和分辨率。 

 

8 成果提供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完成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工作后，应按照以下要求开展成果提供工作： 

a) 应急测绘数据成果属于保密资料的，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严格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及测绘

法律法规要求，做好涉密数据成果保管和提供工作。 

b) 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根据应急测绘组织机构安排，将应急测绘工作成果现场提供给应急前线

有关部门，并办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交接手续。 

c) 通过应急通信网络传输方式，将工作成果传输至应急测绘组织机构指定的接收地点，由应急

测绘组织机构提供给应急前线有关部门外的其他申请使用人。 

 

9 资料整理与归档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结束后，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按应急测绘组织机构要求，对工作成果进行整理，

按要求进行归档管理。 

9.1 数据成果 

数据成果包括无人机原始数据以及制作生成的数字正射影像（DOM）、数字地表模型（DSM）、数

字高程模型（DEM）、三维模型等数据。 

9.2 图件成果 

图件成果包括无人机影像专题图、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分析图等图件。 

9.3 文档成果 

文档成果包括灾情解译与空间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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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行业标准制定工作为原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下达的《关于下达2017-2018年测绘地理信息标

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测科函〔2017〕35号）下的2017-2018年测绘地

理信息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任务之一。该标准由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

绘技术服务中心（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应急保障中心）牵头编制，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自然资源部第一

大地测量队、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参与制定。 

2. 工作背景 

应急测绘保障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有效应对地质灾害防治以及其他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不仅是及时掌握突发事件

现场灾害分布、灾情状况的关键，也是应急救援、灾情评估、灾后恢复

重建等工作的基础。在“4•20”芦山地震、“8•8”九寨沟地震、“6•24”

茂县高位远程山体垮塌、“4•25”尼泊尔地震、天津“8•12”危险品火

灾爆炸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测绘前线快速获取的无人机影像等灾情

地理信息数据，为科学开展应急救援、指挥决策、次生灾害防治、二次

灾害预测、灾情评估等提供了重要空间信息支撑和技术保障。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作为应急测绘保障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科学、

高效、规范开展是做好应急测绘保障工作的前提。但是，纵观近年来应

急测绘保障案例，在开展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时尚存在执行标准不统一、

工作内容不明确、成果内容不清晰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应急测绘保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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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效率，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应急测绘保障需求。为满足当

前地质灾害防治和其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对地理信息的需求，提升应急

测绘保障质量和效率，需要制定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应急测绘影像获取

与处理等应急测绘服务领域的相关标准。 

应急测绘服务领域的相关标准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协同标绘符号规

范、突发事件应急协同标绘图层规范、基础地理信息应急制图规范等3

项已发布标准，以及应急测绘术语、应急测绘影像获取与处理、应急测

绘成果资料管理等待制定标准。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主要规定应急测

绘前线无人机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

成果提供、资料整理与归档等的工作流程、基本要求和工作规范，适用

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包括引用文

件、相关标准、论文、国外的有关资料等，并进行了分析。 

3.2 调研分析 

为提高标准的实用性，课题组先后赴北京、陕西、黑龙江、福建、

重庆等地的相关测绘单位进行调研，并与西部战区空域管理部门以及四

川省国土、水利、林业、地震等有关厅局单位专家进行了多次探讨，对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成果、成果提供和数据整理等

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调研，形成了如下结论： 

（1）目前，测绘地理信息与相关领域的技术结合势头迅猛，加之

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情况各异，标准应该为新

技术发展留有余地，标准规定不宜过细、过于具体。标准内容可以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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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测绘前线工作基本环节和要求进行规定，以满足更广泛需求，具体细

节要求由应急测绘服务领域其他技术标准规定或制定地方标准。 

（2）本标准仅列出应急测绘前线各项工作流程中的基本规定和要

求，应急测绘影像获取、处理、解译、专题图制作、信息服务等技术要

求在已发布的测绘标准体系中细化规定和体现。 

3.3 文本编制过程 

（1）2015 年 7月，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提出应

急测绘相关标准的编制计划，同时申报立项 2016-2018年基础测绘标准

化项目“测绘地理信息标准研究与制修订”。 

（2）2016 年 1月，正式成立标准编制课题组，启动应急测绘领域

相关标准研究和编写准备工作。 

（3）2017 年 5月，在经过广泛收集资料、认真调研分析、积极讨

论后，课题组完成《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标准草案编制。 

（4）2017 年 9月，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下达

的《关于下达 2017-2018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测科

函〔2017〕35 号），将《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标准性质 CH/Z）列

入 2017-2018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任务。 

（5）2018 年 8月，在经过标准编制课题组及有关单位多次认真讨

论、修改后，课题组形成《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工作组讨论稿）

和编制说明，并咨询了业内部分专家意见。 

（6）2019 年 1月，标准编制课题组结合业内部分专家意见，完成

了《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工作组讨论稿）修改，形成了《应急测

绘前线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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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等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务中心（四川省

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应急保障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自然资

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北京市测绘设计研

究院、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所做工作 

1  黄瑞金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成绩优异的

高级工程师 
负责标准编写 

2  周兴霞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负责标准编写 

3  黄青伦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4  程多祥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5  赵  桢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6  廖  露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7  佘金星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8  沈富强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

服务中心 
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9  朱秀丽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10  张秦罡 自然资源部第三航测遥感院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11  刘战科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12  张海涛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13  韩  刚 
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标准编写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1）系统性 



5 

本标准作为应急测绘服务系列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规定要求内

容与已发布的应急测绘服务领域标准衔接，与相关产品标准、技术标准

和规范协调，标准的编制系统、全面，充分考虑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性

和一致性，遵循系统性原则。 

（2）科学性 

本标准规定了应急状态下前线应急测绘保障工作规范，内容包括应

急测绘前线无人机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

析、成果提供、资料整理与归档，覆盖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的全过程，环

节较多，节节相扣。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规定的方法、要求和指

标必须科学、准确、合理，真实地反映出当前应急测绘保障的技术水平。 

（3）实用性 

课题组在调研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充分考

虑应急管理有关单位和部门对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成果的需求。标准的制

定充分考虑了可操作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突发事件应急

测绘保障需求，对照标准中各个环节需要规范的内容进行约束和规定，

满足实用性要求。 

（4）通用性 

课题组通过资料分析、调研咨询、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

了解国内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现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测绘前

线工作单位对规范内容的要求，另外，根据调研意见本标准主要针对原

则性和通用性的规范要求，内容以共性的规范要求为基础，尽量避免涉

及应该由应急测绘服务领域其他技术标准规定和地方标准规定的细节

内容，使标准满足通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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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这些资料主要

包括： 

（1）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本标准涉及到产品成果标准、生产技术规程、航空摄影规范、航摄

数据处理规范、应急制图规范等众多标准。这些标准中的全部或大部分

内容是本标准内容的一部分。基于标准的编写原则，本标准直接引用了

这些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编写了相关工作规范和技术要求。 

（2）国内其他相关标准 

本标准编制中，还收集了现行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低空数字航

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机载激光雷达

数据获取技术规范以及涉及基础地理信息应急制图规范的标准。这些标

准是本标准编制中的重要依据和参考，本标准中的一些技术规定和要求

延用或参考了以上标准。 

（3）国外资料 

本标准编制中，还收集了国外的论文资料（尚无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领域相关标准规范）。这些资料仅作为参考，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国内项目技术资料和论文资料 

本标准编制中，还收集了大量的国内典型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的技术

资料和论文资料，涉及众多测绘单位、各种应急装备、多类突发事件、

多种应急测绘保障成果、多种工作方法和流程。通过分析和归纳总结，

提取出了共性和普适性的内容和要求形成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所收集资料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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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 年修订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需要，及时提供

地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等测绘成果，做好遥感监测、导航定位等应急

测绘保障工作。目前，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内容主要以获取与处理突发事

件现场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灾情遥感解译与空间分析、应急测绘前线数

据远程传输、成果提供和数据整理为主。 

（2）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专项（2016 年正式实施）首次提

出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有关时限指标，要求 2 小时完成应急人员装备集结

完毕，12 小时内提供第一批现场应急测绘成果。 

（3）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多在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异常复杂的区域

开展，与常规测绘相比，在数据获取、处理、服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数据获取特别困难，数据处理条件受限。在开展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时，

可以适当放宽数据获取、处理和成果的有关技术指标。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指标或要求确定的依据 

（1）标准范围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规范》规定了应急状态下应急测绘前线无人机

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成果提供、资

料整理与归档等的工作流程、基本要求和工作规范，适用于突发事件发

生后的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2）工作内容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作为获取突发事件发生后无人机影像数据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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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经前期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内容包括应急响应与前期准

备、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成果提供、资料整理与归档。首

先，获取获取可见光影像、机载激光雷达（LiDAR）数据、合成孔径雷

达（SAR）数据、可见光/红外视频影像和多/高光谱影像，处理生成应

急影像专题图等各类数据成果。其次，收集突发事件现场多源、多时相

遥感影像，开展影像解译和空间分析，快速确定灾害影响空间范围，编

制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分析图、影像解译与空间分析报告等成果。与此同

时，通过现场提供、数据传输等方式，将成果资料提供给申请使用人，

实现应急测绘资源数据实时快速共享服务。在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结束

后，对前线工作期间形成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归档。 

（3）工作要求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要求规定了以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内容、设备选

取、工作流程、工作成果和安全作业要求等。结合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

力建设项目设计要求和各级政府对应急测绘资源数据的迫切需求，从响

应时间上，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在收到应急响应指令后应按照工作流

程，快速完成人员装备集结，赶赴突发事件现场开展应急测绘前线工作，

第一时间获取并制作完成无人机影像专题图、灾前灾后影像对比分析图

等突发事件现场重点区域应急测绘工作成果。应急测绘前线数据成果在

满足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需求的前提下，数据成果精度可适当放宽。 

（4）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 

应急响应与前期准备一般包括快速响应、队伍和设备物资集结、赶

赴应急前线、航摄方案设计、航摄空域申报等工作。依据调研和征求意

见结果，队伍装备集结需在收到应急响应指令后立即响应，快速完成队

伍和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所需设备物资集结，并制定多项行进路线方案赶



9 

赴应急前线。在赶赴应急现场过程中，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完成航摄方

案设计和空域申报工作。 

（5）数据获取 

在到达应急测绘前线后，应立即开展数据获取工作，确定航摄设计

方案、选择适宜的起降场地和备用场地、组装调试无人机和任务设备，

一切就绪后尽快完成数据获取。数据获取和原始数据质量检查应符合有

关标准要求。 

（6）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 

在完成数据获取工作后，应根据应急测绘组织机构下达的任务计划

开展各项数据成果和专题图制作，按需开展影像解译与空间分析、编制

分析报告。数据处理和专题图编制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7）成果提供 

针对突发事件现场存在的应急测绘数据需求，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

根据应急测绘组织机构工作安排，将应急测绘数据成果提供给应急前线

有关部门和其他申请使用人，并按照有关要求办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

料交接手续。 

（8）资料整理与归档 

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结束后，应急测绘前线队伍应按应急测绘组织机

构要求，对应急测绘前线工作期间形成的工作成果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2.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 

本标准是应急测绘服务系列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的制定完善

了应急测绘服务标准体系，对于指导应急测绘前线工作开展有重要意

义。课题组在本标准制定中经过了完整的资料收集与全面分析，并通过

充分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了解了不同区域测绘单位对应急测绘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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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要求，并结合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和相关测绘单位近年来突发事

件应急测绘保障工作实践经验，与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充

分考虑和协调了各方的意见和要求，形成本标准内容。另一方面，本标

准在制定时充分考虑应急测绘前线工作的新要求和调整情况，将重点放

在工作环节的总体要求上，尽量弱化与具体工作环节和技术方法有关内

容，以便更好地指导应急测绘前线整体工作开展，预期产生良好的应用

效果与社会效益。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

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和测绘地理信息标准化服务平台检索，尚

未有相关国际标准、他国国家标准记录情况，因此本标准填补了该领域

标准的空白。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作为应急测绘服务领域

系列标准之一，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保持了与已发布应急测绘服务相关

标准如《基础地理信息应急制图规范》 协调一致。同时，也保持与现

有相关行业标准在基本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上的一致性。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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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在颁布实施之后，建议开展相应的标准宣贯工作和标准培

训，有利于标准使用部门和人员正确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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