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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的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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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从１９５７年步入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至今，已过去５１年。在这５０多年中，笔者经历了摄影测量

向遥感的发展，并与ＧＩＳ和ＧＰＳ相集成，形成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在２１世纪，新一代互联网、Ｗｅｂ２．０、网

格计算、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摄影测量与遥感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文对摄影测量与遥感学

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重点作了一个展望。

关键词：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空间信息网格；智能传感器网络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Ｐ２０８

　　

１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的发展趋势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作为基于影像的空间信息

科学，是地球空间信息学（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或称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的核心
［１，２］。地球空间信息学是

空间数据的采集、量测、分析、存贮、管理、显示和

应用的集成科学与技术（见图１），属于现代空间

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范畴。２００４年，美国劳动部把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纳米和生物技术一起列为当

今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技术，其发展有以下几方

面的趋势。

１．１　空间信息获取的发展趋势

地球空间信息获取的发展趋势具有多平台、

多传感器、多比例尺和高光谱、高空间、高时间分

图１　地球空间信息学的组成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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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以及空天地一体化的明显特征。

随着航天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人们将可以从各种航天、近空间、航空和地

面平台上用紫外、可见光、红外、微波、合成孔径雷

达、激光雷达、太赫兹等多种传感器获取多种比例

尺的目标影像，大大提高其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

率和时间分辨率，形成天地一体化摄影测量与遥

感的数据获取方法，为人们提供愈来愈多的影像

和非影像数据。

随着新一代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ＧＮＳＳ）

的发展，定位系统将以更高的精度自动测定各类

传感器的空间位置和姿态，从而实现无地面控制

的高精度、实时摄影测量与遥感。

１．２　空间信息处理的发展趋势

地球空间信息处理和信息提取的发展趋势是

走向定量化、自动化和实时化［３］。目前，摄影测量

与遥感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数据海量、信息

不足、知识难求。利用网格技术进行网格计算给

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此，需要在网格

计算环境下解决下列问题［４］：① 在统一时空基准

下自动地、实时地确定各类传感器的空间位置和

姿态；② 由各类接触和非接触传感器所获取的数

据求解目标物理和几何特性的数学模型和一体化

求解方法；③ 多平台、多传感器遥感影像网格计

算与信息提取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方法；④ 多源海

量空间信息集成与融合方法；⑤ 空间信息自动变

化检测与实时更新；⑥ 空间数据认知模式以及从

海量空间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以发现用户需要

的知识。

解决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从时空基准、

遥感成像机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及数据挖掘

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以实现几何与物理方程的

整体反演求解，才能实现空间信息处理和信息提

取的定量化、自动化和实时化。

１．３　空间信息管理的发展趋势

地球空间信息管理与分析的发展趋势是走向

信息共享、互操作和网格化。

从网格计算的资源共享和协同计算观点看，

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已从单机ＧＩＳ系统发展到网

络和移动地理信息系统（ＷｅｂＧＩＳ和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ＩＳ），下一步将走向网格地理信息系统（Ｇｒｉｄ

ＧＩＳ）。为此，需要解决地理空间数据存在的时间

基准不一致、空间基准不一致、数据格式不一致和

语义不一致引起的问题。空间基准不一致引起的

问题可以采用全球地心坐标系或坐标变换来解

决；数据格式不一致可以用互操作软件解决；时态

和语义不一致引起的问题较难解决。前者要解决

空间数据的实时更新或建立时空地理信息系统，

后者需要一个基于本体的空间信息语义网格来处

理这些语义的差异，从而实现网格技术下空间信

息的共享和互操作。随着全球信息网格（ＧＩＧ）概

念的提出，建立全球统一的空间信息网格已势在

必行。为此，应在全球统一地理坐标框架下，根据

自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将全球分成粗细不等

的格网，格网中心为经纬度坐标和全球地心坐标

系坐标，格网内存贮各个地物及其属性特征，这种

存贮方法特别适合于国家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统

计与分析，使基于空间数据的分析、空间数据挖掘

和辅助决策上一个新的台阶。

１．４　空间信息应用的发展趋势

地球空间信息成果应用的发展趋势是成果的

多样化和应用的大众化与普适化。

未来的地球空间信息成果产品可以是矢量的

或栅格的，可以是图形的或影像的，可以是二维的

或三维的，可以是静态图像或连续动画视频图像，

可以是多媒体或流媒体，可以是虚拟现实或可量

测的实景影像，也可以是上述各种形式产品的融

合与集成。

长期以来，摄影测量与遥感主要面向地球科

学和环境科学的应用，作为基于影像的空间信息

科学，它除了将继续在影像城市、虚拟数字地球和

地理环境中得到应用之外，还有很大的潜力用于

工业制造、医学诊断、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如果

将原始或加工后的影像连同它们的方位元素和测

量工具软件一起作为产品发布，则用户可在 Ｗｅｂ

２．０环境下实现自己的按需测量和按需解译，从

而实现地球空间信息成果应用的大众化与普适

化。

地球空间信息在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

府决策中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创造高效

优质的服务模式，包括汽车导航、盲人导航、手机

图形图像服务、智能小区服务、移动位置服务等基

于位置的公众信息化服务。地球空间信息的社会

化服务包括对国家资源、环境、灾害调查和各种经

济活动的时空分布及其变化的实时服务，为数字

城市、数字港口、数字仓库、数字化物流配送等提

供时空信息服务。时空信息的全社会服务是拉动

地球空间信息学和３Ｓ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根本原

动力，它具有上百亿的市场前景。

１．５　新地理信息时代的出现

随着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ＭＳ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下

一代互联网与 Ｗｅｂ２．０的出现，一个新的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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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时代悄然而来。新地理信息时代的服务对象不

仅包括专业用户，而且包括普通大众用户。在新

地理信息时代，可实现专业人员和大众用户互动，

共同参与按需服务。服务环境是图形、图像和多

媒体，服务的提供和实现都是动态的。在新地理

信息时代，有超４Ｄ的第５Ｄ产品，即可量测实景

影像（ＤＭＩ）
［５７］。从地图走向实景影像，指一体化

集成融合管理时空序列上的具有像片绝对方位元

素的航空／航天／地面立体影像的统称。它不仅直

观可视，而且通过相应的应用软件、插件和 ＡＰＩ

能够让用户按照其需要在其专业应用系统中进行

直接浏览、相对测量（高度、坡度等）、绝对定位解

析测量和属性注记信息挖掘，而具有时间维度的

可量测的实景影像在空间信息网格技术的支持下

可以形成历史搜索及探索挖掘，新地理信息时代

的空间信息用户具有主动参与的功能，新时代的

空间信息系统可以与传感器网络 （ｓｅｎｓｏｒＷｅｂ）

集成，实时提供更新数据，实现实时和准实时的数

据更新，使地理空间信息变得更加鲜活。

２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的发展重点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地球空间信息

科学与技术包括摄影测量与遥感在内，在今后若

干年内将出现更加飞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要

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努力工作，并虚心向世

界各国同行学习，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技

术和经验，围绕创建我国和谐社会，以空间信息服

务为中心，建立一个智能化和实时化的地球空间

信息服务体系。未来几年内的发展重点简述如

下。

２．１　发展先进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遥感对地观测的发展，

首先要抓好空间信息的数据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基于

卫星、飞机和平流层飞艇的高分辨率（ｄｍ级）先

进对地观测系统，发射一系列的高分辨率遥感对

地观测卫星，建成覆盖可见光、红外、多光谱、超光

谱、微波、激光等观测谱段的高中低轨道结合的、

具有全天时、全天候、全球观测能力的大气、陆地、

海洋先进观测体系。与其他中、低分辨率地面覆

盖观测手段相结合，形成时空协调、全天候、全天

时的对地观测系统，并可根据需要对特定地区进

行高精度观测；整合并完善现有的遥感卫星地面

接收站，建立对地观测中心等地面支撑系统。到

２０２０年，建成稳定的运行系统，提高我国空间数

据的自给率，形成空间信息产业链。

２．２　构建面向实时服务的广义空间信息网格

（犌犛犐犌）

地上的全球信息网格与天上的智能传感器网

格相集成，形成全球的广义空间信息网格［４］。

广义空间信息网格指的是在网格技术的支持

下，在信息网格上运行的天、空、地一体化地球空

间数据获取、信息处理、知识发现和智能服务的新

一代整体集成的实时／准实时空间信息系统。广

义空间信息网格由智能传感器网络（ｓｍａｒｔｓｅｎｓｏｒ

Ｗｅｂ）、基于网格计算的多传感器数据信息知识

的智能处理系统、适应于网格计算环境的新一代

地理信息系统和基于网格计算技术的空间信息智

能服务代理（ｇｅｏａｇｅｎｔｓ）等组成。

建立好广义空间信息网格所面临的任务是：

① 借助天、空、地各类传感器，实现全天候、全天

时、全方位的全球空间数据获取和在轨数据处理；

② 借助由卫星通信、数据中继网、地面有线与无

线计算机通信网络组成的天地一体化信息网格，

实现从传感器直到应用服务端的无缝交链；③ 在

广义空间信息网格上实现定量化、自动化、智能化

和实时化的网格计算，实现从数据到信息和知识

的升华；④ 通过广义空间信息网格对各类不同用

户提供空间信息灵性服务，将最有用的信息以最

快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送给最需要的用户。

发展的大趋势是利用自动化、智能化、网格化

和实时化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获取、处理、分析、

应用和服务等技术手段，回答何时（Ｗｈｅｎ）、何地

（Ｗｈｅｒｅ）、何目标（ＷｈａｔＯｂｊｅｃｔ）发生了何种变化

（ＷｈａｔＣｈａｎｇｅ），并且把这些信息（即４Ｗ）随时随

地提供给每个人，服务到每件事（４Ａ 服务———

Ａｎｙｏｎ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２．３　加强高性能空间信息处理与分析技术的研

究，解决应用的关键技术

为推动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强高

性能遥感图像处理与分析技术，突破高精度定标

与定位、宽带微波成像修正、遥感图像超分辨率分

析与相干处理、多源卫星遥感影像自动配准与融

合、高空间分辨率影像目标自动识别、高光谱影像

地物精细分类、基于遥感机理模型的地物参数的

定量反演与同化等技术；发展复杂地表环境下的

地物信息自动提取与定量分析技术，地下目标探

测与隐伏特征提取新技术，复杂海况条件下海表

特征的遥感识别与定量反演技术；建立多源遥感

资源任务规划平台和快速数据服务系统，面向区

３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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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监测监视、减灾防灾等重大遥感应用需求，针对

国内不同部门管理的遥感卫星，研制协作式任务

规划与资源管理平台；研究以多源多尺度三维地

球空间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多源遥感数据管理与调

度技术以及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分布式网络环境

下多源遥感资源的高效管理与快速调度等瓶颈问

题，实现多源遥感数据资源的高效服务。

突破高可信地理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

技术，研制开发自主知识产权、高性能、高可信地

理空间数据库系统平台软件。研究网格环境下异

构空间数据的集成、互操作、在线分析与智能服务

技术，面向海量空间数据处理的空间数据挖掘与

知识发现技术，以及动态地理编码与空间数据自

组织服务技术，基于地理本体与空间语义的空间

数据服务技术等。制定异构 ＧＩＳ数据互操作规

范，研发符合该规范的互操作组件，实现国产ＧＩＳ

软件之间空间数据高效互访与操作，提高国产

ＧＩＳ软件群体创新能力和空间数据在线共享服务

能力。

突破空间信息自主加载、维护、复合匹配与服

务等技术，开发具备自我维护功能的空间信息网

络服务软件系统。突破动态交通信息的获取、融

合、分析、预测与动态路径规划等关键技术，开发

基于动态交通信息的智能导航与位置服务软件，

建立应用系统，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

代位置服务与智能导航系统奠定基础［８］。

２．４　加强空间信息的应用

加强空间信息的应用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应用空间信息技术对我国经济

发展、资源利用等综合指标及时监测评价，有利于

实现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宏观调控，强化国家对资

源的综合管理，制订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政策，保证

国家经济健康、平稳地运行。加强空间信息的应

用，实现对关系我国经济安全的石油、天然气等战

略资源、能源的前期勘探、开发及其环境影响评

价，为合理开发利用国内有限资源，制订科学的资

源、能源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加强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开展重大自然灾

害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及时制订防灾减灾措

施，有效地减轻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损失，在

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报、预警和动态监测中发挥重

要作用。发展空间信息技术，提高对自然灾害及

其影响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的实时性、准确性，

实现自然灾害的大范围、全天候、全天时、动态的

监测，加强自然灾害的预报、预警、监测、评估，以

及应急响应、灾害救助、恢复重建决策信息支持。

加强空间信息的应用，提高农作物种植面积

的估算、长势监测和产量评估等方面的能力，建立

全球农作物的长势监测和估产国家系统，对全球

农作物的长势及产量的及时监测，为我国粮食贸

易决策和国家粮食安全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

据。为精准农业管理提供土壤水分、土壤养分的

监测、生长期长势的监测、产量预报等信息支持，

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应用空间信息技术准确、快速地

掌握我国耕地的现状、潜力、变化规律和利用状

况，科学规划、配置，合理利用、保护耕地资源，保

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

应用空间信息技术建立国家、区域尺度的生

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是实施生态保护、防

止生态退化、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通过对重要生态环境因子的适时监测与评估，及

时、准确地掌握国家或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动态

信息，为国家或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宏观决策、制

定合理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建立

国家重大工程生态效应评价，实现国家对重点区

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森林资源动态、湿地

资源动态、草地资源动态、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动

态、重点城市生态景观动态、海岸带和近海生态、

冰川资源动态等生态环境指标的实时监测。

应用空间信息技术加速国家基础测绘技术的

改造，提升我国测绘技术的水平，实现基础测绘的

数字化、地形图和数字高程模型等产品的快速生

产，增加测绘技术含量，降低基础测绘的成本，缩

短测绘的更新周期。今后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发

展，软硬件一起抓，系统研发与人才培养一起抓。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消化为辅，不断提升中国

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水平。

未来的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事业的任务艰

巨，前程似锦，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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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面向智能空间信息服务的网格ＧＩＳ节点构建 　　　　　　王家耀，等

 利用超导重力数据探测内核超速旋转的研究 申文斌，等

 基于轮廓约束的摄影测量法元青花瓶数字三维重建 张剑清，等

 地面激光扫描与数码相机数据的联合处理研究 徐进军，等

 高精度曲面建模的三维地形可视化研究 王世海，等

 附有约束条件的ＧＰＳ模糊度快速解算 李博峰，等

 ＧＰＳ精密卫星钟差估计与分析 楼益栋，等

 顾及双差残差反演ＧＰＳ信号方向的斜路径水汽含量 张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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