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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急测绘保障工作是中国综合防灾减灾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大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处置

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应急测绘保障工作存在现场信息快速获取能力不足、数据处理系统快速反应能力不强、

应需服务能力不够、无法充分快速共享应急地理信息等问题。根据应急测绘保障工作的特点，基于国家应急

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成果，提出了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的总体思路和总体框架，实现对灾害现场

信息“看得清、传得快、用得好”，并阐述了主要环节的关键技术进展，展望了其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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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有的地质构造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重大自然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分布广、损失大［1］。

防灾减灾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其中测

绘地理信息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为防灾减灾科学

决策提供灾害预测、灾情评估、救灾和灾后重建

相 关 的 地 理 空 间 变 迁 基 础 信 息 和 应 急 测 绘

服务［2］。

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建设是有效应对突

发事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得到了各国政

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欧盟、日本等均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应急测绘保障体系［3‐8］。相对于国际领

先水平，中国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仍在装备水

平与优势技术方面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

在：（1）现场信息快速获取技术水平不高，特别是

轻小型航摄系统无法保障应急现场信息的第一

时间获取，常规测绘装备无法高效完成现场应急

勘测与保障任务；（2）现有测绘数据处理系统快

速反应能力不强，缺乏对多模式应急任务的支

持；（3）现有应急测绘应需服务技术能力不足，尚

未建立国家应急测绘服务平台，无法充分发挥应

急测绘成果在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4）无法充分快速共享应急地理信息，部门间、系

统内的应急网络和平台尚未完全实现互联互通，

导致资源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

总之，缺乏国家层面的应急测绘技术体系顶

层设计，尚未形成全流程标准化、体系化的高效

的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难以形成技术合力，

严重影响了整体测绘应急保障能力的提升。

1 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

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以国家应急

救灾对地理信息高效服务的需求为导向，集成人

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现有

的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进行升级、改造与创新，建

立满足灾害预测、灾情评估、抢险救灾和灾后重

建等不同阶段需求，涵盖灾情信息快速获取、高

效处理、精准分析与共享服务全流程的标准化、

体系化的测绘地理信息技术集合。

1.1 总体框架

围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对地理空间成果与

服务的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应急测绘技术水平，

全面构建反应快速、协调有序、资源整合、保障有

力的全国应急测绘保障能力，2016年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立项批复实施了国家应急测绘保障

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

国家航空应急测绘能力和国家应急测绘保障分

队能力，通过“天‐空‐地”一体化应急协同观测，快

速获取灾害现场的高分辨率影像数据，主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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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信息“看得清”的问题；建设国家应急测绘资

源共享能力，实现现场信息的快速传输与共享，

主要解决现场灾情信息“传得快”的问题；建设国

家应急测绘中心能力，对灾情数据进行快速处

理、分析、解译，紧急制作灾后一张图，及时提供

保障服务，主要解决“用得好”的问题。通过以上

4个能力建设，实现对灾害现场信息“看得清、传

得快、用得好”，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测绘保障

技术体系打下坚实基础。项目任务的总体架构

如图 1所示。

本文根据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成果，提出了构建高机动性的“天‐空‐地”一体化

的灾情空间信息高效获取、处理与多源地理信息

资源广泛共享服务相结合的新时代应急测绘保

障技术体系的总体框架与关键技术。总体框架

如图 2所示。

新 时 代 应 急 测 绘 保 障 技 术 体 系 包 括

“天‐空‐地”一体化灾害现场信息的协同获取、时

空大数据高性能在线处理统计分析、应急测绘地

理信息云平台动态服务和跨媒介多灾种可视化

图 1 国家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Fig. 1 Project of National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图 2 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总体架构

Fig. 2 Technical Framework of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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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达等技术环节，实现对灾害现场信息“看

得清、传得快、用得好”，为党中央、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和应急前线提供灾情数据、图纸图件、

服务平台等保障，形成了贯穿“获取、处理、分析、

服务”全过程，“天‐空‐地”一体的新时代应急测绘

保障技术体系，为中国应急测绘保障工作提供新

思路、新方法、新机制。

1.2 关键技术

1.2.1 “天‐空‐地”一体化应急协同观测技术

“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网络是对地观测领域

的科学前沿，也是应急测绘中灾情信息获取的最

主要手段［9］。针对灾情及突发事件发生、演变的

时空特征，多平台、多尺度、多频次的灾情空间信

息获取一体化和智能化是应急协同观测技术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0］。

1）北斗地基增强的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系

统（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PNT）。高

精度的定位框架是获取高精度灾情空间信息的

基础，利用以北斗为主、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

的高精度卫星导航服务体系，结合当前中国广泛

建设的地面基准站网，利用卫星、移动通信、数字

广播等播发手段，在灾情区域可提供厘米级实时

高精度导航定位授时服务［11］。

2）遥感星座应急联合机动观测。随着中国

高分专项的开展，高分系列遥感卫星在各行业领

域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但在具体工作模式上，

由于卫星姿态机动能力的限制，单一遥感卫星在

观测指定目标时可选方式十分有限。对于指定

观测区域的应急观测需求并非按卫星轨道运行

周期进行覆盖，需要综合多星轨道规划，实时调

整卫星光学载荷光轴的对地指向，主动推扫出成

像条带来完成成像任务，形成快速响应的应急高

机动能力卫星观测星座［12］。

3）高频次迅捷无人航空器区域组网观测。

面向突发事件大范围应急响应、区域信息动态监

测对于空间信息实时快捷、精准、稳定获取的应

用需求，构建适用于高频次迅捷区域组网遥感观

测的无人航空器组网系统，形成高频次动态信息

获取所需的组网规划与调度、数据获取与传输、

航空器平台与载荷测控的技术能力，实现规划调

度、产品处理、传输共享协同一体的高机动、高精

度、高频次的无人航空器快速观测网络［13‐15］。

4）地基主动遥感高精度形变观测。地基合

成 孔 径 雷 达（ground‐based synthetic aperture ra‐
dar，GB‐SAR）技术基于微波探测主动成像方式

获取监测区域二维影像，通过合成孔径和步进频

率技术实现雷达影像方位向和距离向的高空间

分辨率观测，通过干涉技术可实现毫米级的微变

形监测［16‐17］；有效利用地基主动遥感高精度形变

观测及预警的技术装备，高精度、持续性采集灾

区区域性面状形变数据，及时获取和发布监测区

域滑坡预警信息，有效避免二次灾害的发生。

1.2.2 海量空间数据高性能智能化处理技术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处理获取到的

“天‐空‐地”协同获取的海量空间数据，并从中提

取到关键的灾情信息，一方面需要突破数据密集

型、计算密集型、并发密集型和时空密集型高性

能数据处理技术，另一方面需要发展面向多源观

测数据的灾情智能化信息提取与解译方法。

1）软硬件集成的快速处理技术。采用多层

次并行处理的基本策略，利用多核并行、多机并

联、多任务并发的设计思路，对遥感影像的结构

化数据进行多粒度并行处理，基于高速、多通光

纤传输网络，突破 GB级遥感影像文件的管道化

流计算技术，实现遥感影像数据多端口实时并发

和高效传输。设计基于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图形处

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等高性能计

算技术的高计算复杂度的图像处理算法，实现遥

感影像实时在线高效处理［18‐19］。

2）智能化灾情信息提取技术。近年来，中国

的基础地理数据库更新、地理国情普查监测等重

大专项为地理空间人工智能的研究积累了海量

高质量的数据基础，使得深度学习技术可显著提

升计算机对各种地理实体的识别精度和性能。

利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神经网络等模

型技术，从遥感影像、监控视频等数据中针对道

路、房屋建筑等典型空间对象进行高精度识别与

提取，从而实现基于时序影像数据的灾损信息的

智能化对比提取与综合解译［20‐21］。

1.2.3 地理信息云平台动态服务共享技术

面向应急测绘资源数据网络化快速传输和

协同服务需求，需要解决多源异构应急空间信息

资源广泛、快速共享和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的难

题。在构建国家应急测绘快速传输网络的基础

上，通过分布式地理信息数据服务集成技术实现

应急测绘资源智能化搜索和快速传输；同时，结

合可信加密、区块链共享等技术，研究空间信息

加密与区块链安全共享机制与方法，推动网络环

境下应急测绘数据的安全防护与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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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布式地理信息资源服务发现。在覆盖

全国涉及“天‐空‐地”海量地理信息资源的分布式

网络环境下，快速地发现所需的地理信息资源

（如遥感观测数据等）是应急测绘保障中数据资

源高效共享的核心问题，利用网络目录服务、语

义网、关联数据等技术，构建面向服务架构的分

布式地理信息资源注册中心，实现地理信息资源

的绑定、发布和发现，为空间信息共享和搜索提

供语义关联的智能化搜索机制［22‐24］。

2）空间信息加密与区块链安全共享。地理

信息资源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信息资源，事关国

家信息安全。应急测绘保障中的高效数据资源

共享是建立在数据传输、存储和访问等环节安全

保密的基础上的。因此，围绕地理信息安全使用

的要求，发展矢量、栅格等多类型地理空间数据

的安全可控加密方法，实现空间信息全生命周期

的安全防护［25］。利用以密码学为核心的区块链

技术，充分发挥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记账、不依

赖第三方机构、不可篡改的技术特性，推出基于

区块链的应急数据安全共享模式，推动网络环境

下应急测绘数据的安全流转和共享［26‐27］。

1.2.4 跨媒介多灾种制图知识综合表达

围绕灾情信息空间化表达与交互展示、空间

聚合与地理分析等关键需求，利用获取的灾区激

光点云数据、影像数据等对灾害现场一体化三维

场景快速重建、可视化场景与实时观测数据及空

间分析集成表达、灾情专题图快速制作，实现灾

害现场场景的快速重现及灾情应急处置全过程

模拟与动态表达，是进行灾情分析、灾害评估、应

急救援的重要支撑技术。

1）知识驱动的灾后一张图快速制图方法。

将专家和经验积累的制图知识与应急空间信息

一体化建模，构建知数一体化制图数据库；同时

利用灾害制图区域多模式定位、知识驱动的制图

数据自动调用、制图要素的快速符号化与标注、

要素几何与标注冲突自动发现与协调处理、比例

尺和投影动态调整、图廓要素的自动整饰与制图

输出自动配置等自适应制图技术，开发应急测绘

快速制图系统，将单幅应急地图制图时间缩短到

1 h以内［28‐29］。

2）多尺度、多维度的灾情信息交互式表达。

防灾减灾工作需要面对复杂的三维立体空间现

场环境，多尺度、多维度的灾情信息交互式表达

也是项目建设的重要能力之一［30］。利用高效的

三维空间数据组织管理和动态调度机制，实现应

急场景的三维空间数据的局部动态装载与优化、

场景多层次细节（level of detail，LOD）自适应计

算、视域内大量复杂物体的实时遮挡剔除、中央

处理器（central process unit，CPU）/GPU协同的

复杂三维场景实时绘制。支持将视频关键帧影

像与地理场景实时快速匹配融合，实现基于混合

现实技术的灾情场景的模拟与重现。

2 应用展望

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为各类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响应和综合防灾减灾提供技术支

撑，尤其在地质灾害的防治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

优势。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是自然资源部主要职

责，随着现代测绘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测绘工作

已经在中国的地质灾害评估和次生灾害监测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

技术体系可为构建地质灾害防治的“三查”（普

查、详查、排查）体系和监测预警提供高效技术

支撑。

2.1 辅助开展地质灾害“三查”

利用“天‐空‐地”一体化灾害现场信息的协同

获取系统和时空大数据高性能在线处理统计分

析系统，辅助开展地质灾害“普查”“详查”“排

查”。首先，通过卫星光学影像、干涉合成孔径雷

达（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n‐
SAR）等航天影像数据，为大范围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筛查、识别、定性以及缓变型隐患点的观测

提供多源、多尺度、多类型的保障服务，实现地质

灾害的普查。其次，利用无人机系统搭载倾斜摄

影、激光测距仪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SAR等多源传感器，可同时获取厘米级

分辨率正射影像（digital orthophoto map，DOM）、

数字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DSM）和数

字地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DTM）；同时，

无人机还能够跨越人类不能够达到的灾区进行

勘察，提升困难区域和隐蔽区域的观测能力。然

后，通过时空大数据高性能在线处理分析技术为

地质灾害“详查”和“排查”提供高分辨率、高精

度、高可靠性的数据保障。

2.2 地质灾害预警分析和灾情信息高效共享

利用应急测绘地理信息云平台动态服务和

跨媒介、多灾种、可视化综合系统为地质灾害预

警分析和共享传输提供有效技术支撑。可依托

国家应急测绘共享服务平台的丰富数据（其内容

不仅包括遥感影像、地形图、地名等基础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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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还包括地震、水利、气象等应急专题数据

资源），为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从而对地质灾害的类型、特点以及影响能够更加

有效地进行预测，这有助于后续转移、撤离、救援

等方面决策的制定；还可利用面向多灾种的知识

化应急制图技术为地质灾害专题分析成果提供

按需制图和在线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

家相关部门监测并预防地质灾害的需求。

综上，充分利用新时代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

系，可以提高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的科技含量和专

业化智能监测预警水平，有效减少地质灾害可能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国家经济、财产损失。

3 结 语

针对中国目前应急测绘保障工作存在的问

题，笔者认为要提升应急测绘保障能力，重要途

径就是构建应急测绘保障技术体系。基于国家

应急测绘保障能力项目的建设成果，本文提出了

构建高机动性的“天‐空‐地”一体化获取处理、高

适应性的各类资源广泛共享服务的新时代应急

测绘保障技术体系框架，并阐述了框架中重要环

节的关键技术，展望了其在地质灾害防治的“三

查”体系和监测预警中的应用，为在极端情况下

突发事件“第一时间”现场信息快速获取、分析、

处理、服务和共享能力的全面提升提供了解决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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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ical Framework in the New Era

ZHAO Yong 1 LIU Wanzeng 1 LI Ran 1 ZHU Xiuli 1 ZHAI Xi 1

1 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Beijing 10083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Chin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most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The emergency sur‐
veying and mapp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ystem in
China. It plays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the response system for the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and
emergencies. However, series of problems are still existing, such as lacking of capacity in the rapid acquire‐
ment of field information, lacking of rapid response of data processing. Also, give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relies on the on‐demand service, it faces difficulties on efficiently sharing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with
stakeholder. Thus,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capacity of rapid geo‐informatics support in order to build an effi‐
cient and scientific nature hazard rapid response system.Methods: We propose a technology framework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of national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It consists of four key techniques,inclu‐
ding: (1)Space‐Air‐Ground integration observation network, to acquire disaster information and multi‐sen‐
sors collaborative observation for various disaster emergence response needs;(2) high performance compu‐
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ssive data processing;
(3) geographic information based on cloud platform, which can provide on‐demand service to stakeholder;
(4) multi‐hazard mapping knowledge that can be comprehensively expressed and distributed crossing multi‐
ple media carriers.Results: Based on the national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capacity developing
program,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covers four asp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emergence response capabili‐
ties. They are: (1) the capability of obtaining latest disaster information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2)
the capability of on‐site surveying and investigating;(3) the capability of sharing emergency spatial informa‐
tion; and (4) the capability of support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Conclusions:The program
motivated from the nat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isaster relief demands for efficient 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ervice. It integrates state‐of‐a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nd block chain.It meets the need of multiple emergency response stages,including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disaster assessment, emergency rescue,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relevant
technologies include geo‐information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efficiently.
Key words：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spatial information for disaster；spatial data processing；
service sharing；spatial representation；technica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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