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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字正射影像生产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测科函[2017]35 号《关于下达 2017-2018 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

划的通知》，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牵头起草《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数字正射

影像生产技术规范》。 

2. 目的意义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是提升我国掌握全球资源布局、制定可持续发展决策能

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撑，是实施“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维护国家

主权与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随着资源三

号、天绘一号以及“高分”系列等卫星的相继发射，我国自主研发的高分辨率

遥感卫星基本具备了全球高精度测图的能力。自然资源部坚持自主可控的原则，

组织开展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与维护更新”等重大专项，已有成果的精度总

体达到 1:50 000 比例尺精度要求，重点地区达到 1:10 000 比例尺精度要求，

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自主、权威、统一、高效的全球高精度地理信息综合服

务。同时也在全球多尺度、多类型的地理信息产品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科学详实的技术要求和产品指标，为全球地理信息资源数据产品测绘行

业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标准对全球地理信息数字正射影像的成果构成、生产作业流程及技术要

求、过程质量控制、成果整理与提交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是全球地理信息

数据产品生产系列标准之一。本标准的制订将适用于全球地理信息数字正射影

像产品的作业生产及质量控制。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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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协作单位：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黑

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自然资源

部重庆测绘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

建筑大学、武汉大学。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标准起草任务下达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联合协作单位成立了起草组，

人员分工见下表。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表 

序号 起草单位 起草人 任务分工 

1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

心 

郑义、杜晓、张宏伟、

陈利军、张俊辉、周

琦、林尚纬 

负责总体策划、组织专家

讨论和主要的编写工作 

2 北京建筑大学 蒋捷 
参与总体策划、讨论和技

术要求部分的编写 

3 
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

局 
阳俊 

参与讨论和技术要求部分

的编写 

4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 李学菊 
参与讨论和技术要求部分

的编写 

5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张育育 
参与讨论和技术要求部分

的编写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

遥感应用中心 
周平 

参与讨论和影像预处理部

分的编写 

7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张力 
参与讨论和平差部分的编

写 

8 
自然资源部重庆测绘

院 
何静 

参与讨论和技术要求部分

的编写 

9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林尤武 
参与讨论和技术要求部分

的编写 

10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 
郭婧 

参与讨论和质量要求部分

的编写 

11 武汉大学 杨博 
参与讨论和平差部分的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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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程 

1）立项启动 

【应对计划下达和实施方案编制情况做出简要说明，立项前期的项目

背景情况可以纳入本部分进行说明。】 

2017年 10月，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明确了技术负责人及分工，确定了

标准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策划，拟定了标准编制提纲和计

划。 

 

2）起草阶段 

2017 年 11-12 月，起草组围绕数字正射影像开展了大量资料调研，搜集法

规、专业文献和相关标准。根据实施方案，起草标准文本，召开多次小型会议，

对文本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并就其中难以理解的名词和技术

环节征求了国内有关专家的意见。2018 年 6 月，在原有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起

草组根据调研的资料开展了几次标准方案的讨论，经修改完善，完成标准草案

的编写。 

 

3）征求意见 

2018 年 7 月-2019 年 4 月，起草组按“提出修改意见——汇总意见——修

改草案——开会讨论”顺序推进工作，经过与业内专家的沟通、座谈、技术交

流和征求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19年 4月形成编制说明

和征求意见稿。针对征求意见稿开始广泛征求意见，向全国科研、教学、生产

单位、有关部门和公司的专家，以及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及通

讯成员发出征求意见稿，对反馈的一般性意见、技术性意见和编辑性意见等进

行修改处理。 

征求意见过程中发送了 42 家行业内单位，回函的单位 12 家，其中 2 家单

位无意见，没有返回的单位 30家；共返回意见 47条，其中采纳 35条，部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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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8条，未采纳 4条。 

在此修改稿的基础上，再次小范围征求个别专家的意见，对标准文本做了

进一步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4）送审阶段 

2020 年 9，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在西安组织

召开了该标准送审稿审查会。审查委员会听取了编写组关于该标准编制的说明，

审查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 

审查会后，课题编写组认真梳理了与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形成修改意

见。经过认真研究，修改后形成报批稿。 

5）报批阶段 

课题编写组根据要求，于 2020年 10月底提交报批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科学性。本标准针对全球地理信息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的需求和特点，

结合多年实际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制定标准定义相应的产品内容、数据格式、

技术指标、组织方式等内容，对实现全球大范围的、统一标准的数据产品生产、

组织和管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指导性。本标准制定的内容适用于全球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的内容、格

式、精度和组织，对未来面向各类应用的全球数字正射影像的生产、组织、管

理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继承性。本标准的编写继承和参考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

更新项目”多年的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生产的工作基础，对原有工作进行了凝练

和提升。 

（4）适用性。能够定量的指标，规定定量的要求，减少定性判定造成的不

确定性；对于需优化的指标，根据实验结果优化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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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由自然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1）主要技术内容指标依据《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项目年度

实施方案》（2017-2019）和《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GM QQ 05-2018 

系列技术规程），主要包括全球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的内容、技术指标、技术方

法和数据质量等。从成果构成、生产作业流程及技术要求、过程质量控制、成

果整理与提交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2）结合自然资源部的具体职责和业务需求，数字正射影像产品按照比例

尺包含 1:5 000、1:10 000、1:25 000、1:50 000、1:100 000等多种类型，服

务于宏观范围的自然资源管理、自然资源调查分析和局部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

监测等多种应用需求。 

（3）界定了采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生产全球陆域范围的数字正射影像产

品，规范了作业流程，明确了技术要求，包括影像资料、区域网平差、正射纠

正、影像融合、图像增强、镶嵌与裁切、影像接边、相关文件制作等方面。 

（4）关于分幅问题：目前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的接收范围在南北纬 88°以内，

南北纬 88°以上区域无覆盖。因此在全球范围采用分区设计产品规格。 DOM 分

幅产品在南纬88°-北纬88°之间区域内按标准分幅存储，分幅规则应满足GB/T 

13989的要求。南北纬 88°-90°之间区域各存储为一个单元。 

（5）对成果的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进行了规定。经翻阅两个国家标准内容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和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

检查与验收），GB/T 18316主要针对数字测绘成果制订的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

更适合作为本标准的引用文件。本标准对成果的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主要参考

GB/T 1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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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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验分析 

通过前期的实验和“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更新维护项目”的实施，形成

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生产技术规程》，本

文件的实验结论主要来源于此。 

2、综述报告 

全球测图是一项复杂的遥感系统工程，涉及覆盖全球的遥感数据获取，多

类型、多时相海量遥感数据的几何校正与辐射处理，地理要素的提取、数据产

品精度及验证等诸多技术环节。就数字正射影像方面，国际上，美国、欧洲、

日本等国家和区域都实现了高、中、低不同分辨率的数字正射影像产品。我国

实现了境内 1：1 万和 1：5 万的 DOM 数据的生产能力，但在境外尚处于起步阶

段。通过“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地理信息资源建设”项目，通过自主遥感卫星观

测数据，初步研制了境外 6000万平方千米的数字正射影像数据，具备一定的技

术能力和基础。 

3、技术经济论证 

相应的技术指标参考了“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更新维护项目”工程的

相关技术规程。经实际的生产实践和检验，本标准明确了全球数字正射影像的

生产方法和指标要求，在影像数据源、区域网平差、DOM生产、质量控制等方面

提出了适合的指标约束，详见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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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参考了如下标准和工程技术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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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2）GB/T 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3）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4）CH/T 1001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5）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6）CH/T 9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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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CH/T 9023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25 000 1: 50 000 1:100 000

数字表面模型 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 数字表面模

型数据生产技术规程（2019修订版）（自然资源部，2019年 1月） 

（8）GM QQ 05-2018  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 数字正射影像数

据生产技术规程（2019修订版）（自然资源部，2019年 1月） 

（9）国家 1:50 000数据库更新工程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规定（第二版）（国

家测绘局，2007年 6月） 

（1）-（7）是本标准制订全球数字正射影像生产的产品规格、工程设计、

质量控制、检查验收中引用的测绘行业标准，属于通用性引用标准；（8）-（9）

是“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更新维护项目”的技术规程，是本标准主要参考

的技术方案，为本标准相应的指标约束提供科学参考。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体例参照《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GM QQ 05-2018 系

列技术规程），标准内容是对其涵盖区域的合理补充和拓展，与现行国家标准、

法律和法规不存在任何矛盾或抵触。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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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设立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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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组织措施 

开展行业内的标准贯标，标准的起草单位召集相关行业内的生产、设计、

使用各个环节的技术人员进行系统性的标准宣贯和培训。 

2、技术措施 

加强不同层次的相关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搭建一个技术平台，以期

尽快实现标准就似乎的无缝贯彻执行。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预期经济效果 

在采用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生产全球数字正射影像的相关工作中具有技

术指导作用，可供相关重大工程化项目参考实行，节省相应的研发支出。 

2、预期社会效益 

有利于全球数字正射影像的分发和服务，推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应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