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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4日。前

苏联成功地把世界上

第一颗球体直径为55

厘米、绕地球一周需

要需1小时35分运行

的人造卫星送入900

公里的轨道。 

      美国官员宣称，他们不仅因苏联首先成功地发射卫星感到震
惊，而且对这颗卫星的体积之大感到惊讶。这颗卫星重83公斤，比
美国准备在第尔年初发射的卫星重8倍。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卫星（The East is Red 1），以钱学森

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 



     1960年4月1日美国发射了全球第一个气象卫星

TIROS1号掀开了人类对地观测的新时代，人类已向太

空发射了几百颗对地观测卫星，形成了各类专业卫星

系统，如气象卫星系列！ 



1988年9月7日，
FY-1A成功发射 

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总

理高瞻远瞩地提出：“应该

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 。 

中国风云气象卫星 



气象卫星：美、欧、中三强鼎立 

美国，1960年发射第一颗（43颗，8颗在轨） 

欧洲，1974年发射第一颗（16颗，7颗在轨） 

中国，1988年发射第一颗（14颗，7颗在轨） 

日本、俄罗斯、韩国…… 



      1972年7月23日美国发射了全球第一颗

陆地资源卫星，当今Landsat8 在轨运行 



中国的资源卫星起步与中国和巴西的合作，首颗

CBERS卫星于1999年10月14日由CZ-4B运载火箭，至今

发射了13颗国产陆地观测卫星，形成了中巴地球资源 、

环境减灾、实践、资源、测绘和高分专项6大系列。 

中国对地观测新序幕 



高分专项的实施掀开了遥感新时代 
民用航天遥感的亚米级时代 



商业遥感突飞猛进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开始 向国际市场销售分辨率为2m
的遥感卫星图片。1994年美国 颁布了商业遥感政策，
允许销售lm分辨率的卫 星遥感图像，极大地推动了商
业遥感卫星的发展。1999年9月，IKONOS卫星发射，成
为世界上第一颗1m分辨率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北京小卫
星 

863计划、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 北京数字工程、奥运科技行动计划 

2003年7月正式签约  2002年11月科技部正式立项  2005年10月27日发射成功   

技术创新   机制创新 

科技部领导 北京市科委主持 

应用部门参加 主管部门支持 

国防科工局、国家无线电管理局 国土资源部、原国家测绘局 

技术创新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 

2015年：发射4颗卫星 

2016年：将发射12颗卫星，完成16颗卫星首次组网，实

现对全球任意地点3至4小时内数据更新； 

2020年：在轨卫星数量达到60颗，对同一地点的重访周

期达到半小时左右一次； 

2030年：实现138颗卫星在轨运行，形成全天时、全天

候、全谱段数据获取和全球任意点10分钟重访能力。 



Planet Labs公司研发的纳型卫星很小，长度不超过30厘
米，宽度不超过10厘米 

2012年，Planet Labs 公司曾射过 4 颗卫星，这些卫星在 400 

多公里的近地轨道上运行；2014年1月，Planet Labs 发射了 28 

颗立方体遥感卫星，组建了全世界最大的遥感卫星群 Flock-1。

目前卫星总数已经超过了 70 颗。 

Plant Lab 给地球表面上的每一点，每一天都成
像 



商业遥感的微/纳米卫星时代 

OneWeb将耗资 20 亿美金

研发Ku波段卫星星座，星

座由648颗纳米/微卫星组

成，预计 2018年开始陆

续发射。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已计划开发由 4025 颗纳米 

/ 微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

并获得谷歌及 Fidelity 公

司 的大量投资 



对地观测系统－天、空、地、海 

天基对地
观测系统 

空基对地
观测系统 

海基对地
观测系统 

陆基对地
观测系统 





Flood  
monitoring 











Typhoon monitoring 

 



Sand storms monitoring by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中国科学院海洋GIS研究中心 

2007年1月16日曹妃甸外溢油监
测 

2007年4月8日曹妃甸外溢
油监测 

中国科学院海洋GIS研
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海洋
GIS研究中心 

2007年5月29日曹妃
甸外溢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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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遥感监测 



交通、电力、通信系统完全中断，震后大雨，  

常规手段无法获取灾情信息！遥感则具备实施对灾区灾情

监测的能力，获取实时的灾情信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  



龙门山断裂带处于三大岩石圈板块相互作用的应力集中
区域，也是三大陆块及其运动方式转换边界，易于大规
模积累和释放地应力。 
Fault zone of Longmen mountain is located in the  stress 
concentrate area of interaction of three crustal plates, and the 
transfer boundary of three land blocks and their movement mode, 
so is easy to accumulate and release land stress in large scale. 

西伯利亚板块 
Siberian plate 

印度板块 
Indian plate 

太平洋
板块 
Pacific 
plate 

华南地块 

(扬子-华夏地块) 
South China land block 

青藏-松潘 
地块 
Qingzhang -Songpan 
land block 

华北地块 

(中朝地块) 
North China land 
block 

GPS网络测定的青藏地块运动
矢量图 ，以华南为参照。 
Vector map of movement of 
Qingzhang land block referred to 
south China, measured by GPS 
network.  

汶川地震 



震前 震后 

损毁的街道  北川中学  

北  川 



微波遥感发挥了重要作用：COSMO、TerraSAR、ALOS、
Radarsat、资源1号等 



   灾区第一幅SAR图象：5月13日19:00时
意大利COSMO 3米SAR影像 



利
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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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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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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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误
判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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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幅自主卫星灾区SAR图象： 5月14日15时。 



5月14日ALOS雷达图象 



米级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在灾害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空间分辨率光学遥感灾害评估分析 
第一幅灾区光学图象： 5月14日上午“福卫二号” 的北川地区 

福卫二号提
供了12批高
分辨率光学
遥感影像 



利用5月15日SPOT2.5米影像判读都江堰市中心倒坍房屋约20％ 





     第一幅自主卫星灾区光学图象： 5月16日。 



汶川县映秀镇 

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我国提供的部分“间谍卫星”资料 



Unclassified – For Internal Use Only   

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我国提供的部分“间谍卫星”资料 

紫坪铺大坝变形 



        5月14日上午，国土

资源部航遥中心与空军合作完

成了震后灾区的第一次航空遥

感拍摄，并于5月15日早向国

土资源部提交了北川等3个重

灾县的震后遥感影像解译图，

标注了灾区的房屋倒塌、道路

桥梁损毁、河流堵塞情况以及

滑坡崩塌体分布情况，为了解

重灾区位置、重要地段道路损

毁、河道堵塞等情况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  







多线阵航空数字摄影机ADS40获取的北川城区数据 



空间信息技术支持的灾害评估与重建 

面积/体积测算 



空间信息技术支持的灾害评估与重建 

距离量测 



空间信息技术支持的灾害评估与重建 

ADS40, 0.3 米, 2008年5月28日, 损坏的桥梁（北川） 



D-InSAR 余震与地表形变解译结果（葛林林）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Lands  



地表形变图 

Track 473 

Track 476 

http://www.gmat.unsw.edu.au/LinlinGe/Earthquake/ 

D-InSAR 地表形变解译结果（葛林林） 



现代遥感技术为人类抗击

自然灾害、减轻自然灾害

的损失和影响，发挥了巨

大作用。然而，我们还需

要继续努力，进一步突破

技术，构建体系！ 



6月23日15时前后，盐城市阜

宁、射阳等地遭龙卷风袭击，

截至24日6时，盐城市阜宁、

射阳两县强龙卷风冰雹重大

自然灾害共造成79人死亡，

约700余人受伤，阜宁县倒损

房屋1347户3200间，射阳县

倒损房屋615户，电力、通讯

杆线受损严重。 

夺取79人生命的盐城龙卷风 



受灾前（google_0.6m） 受灾后(wv2_0.5m) 

北新村灾前和灾后对比分析：受灾评估与保险理赔 



基于韩国GOCI卫星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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