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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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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无人机应用与管控研究中心和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无人机应用与管控工作

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无人机应用与管控研究中心、中

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无人机应用与管控工作委员会、天津中科无人机应用研究院、北京清源四维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迪奥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威特

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奇正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

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埃洛克航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航天数维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天海测

绘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万贸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金威遥感数据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

院、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长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桂林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测绘局测绘技术服务中心、

江西翱翔星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翔翼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小罕、叶虎平、王俊伟、邓晓明、刘霞、梁卫鸣、谭翔、岳焕印、李英成、薛艳丽、

王小平、陈刚、董韬、王刚、颜敏、支晓栋、高文峰、邓继伟、郝春海、徐秀云、范晓星、李明、李方方、马宏兵、

廖洁麟、白文星、韩双立、赵满超、黄吴蒙、杨传训、查志伟、胡艳琴、陈凯明、马力、殷严刚、程多祥、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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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推动无人机遥感数据共享的标准化，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在国家标准化工作改革大力发展团体

标准政策支持下，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编制团体标准《无人机遥感数据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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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遥感数据编目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人机遥感数据的编目对象、内容、方法，无人机遥感数据元数据内容，无人机遥感数

据命名，制定了无人机遥感数据的编目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可见光、红外、多光谱、高光谱、激光雷达、合成孔径雷达和倾斜摄影、视频载荷无人机

遥感数据的获取、存储、处理、分发、共享、应用等过程中的数据编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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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　地理信息元数据

ＧＢ／Ｔ３８１５２—２０１９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无人机　狌狀犿犪狀狀犲犱犪犲狉犻犪犾狏犲犺犻犮犾犲；犝犃犞

由遥控设备或自备程序控制装置操纵，机上无人驾驶的航空器。

［来源：ＧＢ／Ｔ３８１５２—２０１９，２．１，有修改］

３．２

载荷　狆犪狔犾狅犪犱

用遥感手段对地观测的传感器。

　　注：本文件涉及的载荷类型有：可见光、红外、多光谱、高光谱、激光雷达、合成孔径雷达和倾斜摄影、视频，共八种

类型。

３．３　

无人机遥感数据犝犃犞　狉犲犿狅狋犲狊犲狀狊犻狀犵犱犪狋犪

无人机载荷（３．２）获取的原始数据集（３．４）和后处理数据（３．５）。

　　注：本文件中可将“无人机遥感数据”简称为“数据”。

３．４　

原始数据集　狉犪狑犱犪狋犪狊犲狋

遥感载荷直接获取的、未经处理的数据集。

３．５　

后处理数据　狆狅狊狋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犱犪狋犪

经几何纠正、匀光匀色、镶嵌、融合等处理后的遥感数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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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元数据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关于数据的数据。即数据的标识、覆盖范围、质量、空间和时间模式、空间参照系和分发等信息。

［来源：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４．５］

３．７　

元数据元素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犲犾犲犿犲狀狋

元数据的基本单元。

［来源：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４．６］

３．８　

核心元数据元素　犮狅狉犲犿犲狋犪犱犪狋犪犲犾犲犿犲狀狋狊

一组说明数据相同特性的元数据元素。

［来源：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４．７］

　　注：本文件中指各类型载荷获取数据共有的元数据元素。

３．９　

载荷元数据元素　狆犪狔犾狅犪犱犿犲狋犪犱犪狋犪犲犾犲犿犲狀狋狊

各类型载荷遥感数据中体现载荷特性的元数据元素。

４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ＨＳＩ：高光谱（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Ｒ：红外（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ＬＩＤ：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

ＭＳＩ：多光谱（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ＯＢＬ：倾斜摄影（Ｏｂｌｉｑｕ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ＯＳ：定位定姿系统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ＰＰＤ：后处理数据（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ＲＡＷ：原始数据集（Ｒａｗｄａｔａ）

ＳＡＲ：合成孔径雷达（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

ＶＩＤ：视频（Ｖｉｄｅｏ）

ＶＩＳ：可见光（Ｖｉｓｕａｌ）

５　编目对象、内容及方法

５．１　编目对象

无人机遥感载荷获取的原始数据集和后处理数据。

５．２　编目内容

确定无人机遥感数据的元数据，实现无人机遥感数据的唯一命名，规定无人机遥感数据的编目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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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编目方法

通过数据字典规定元数据的内容；通过时空信息、产权人、任务名称、载荷类型和数据处理阶段，实

现数据的唯一命名；通过规定数据存储管理和元数据目录编制实现数据编目。

６　元数据内容

６．１　元数据结构

元数据结构由核心元数据元素和载荷元数据元素两部分组成，数据格式为ｘｌｓ／ｘｌｓｘ。

６．２　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规定了数据的各项元数据元素。每项数据均具有下列７个属性。

ａ）　中文名称：数据的唯一中文标记。

ｂ）　英文缩写：数据的英文名称的缩写。

ｃ）　定义：对元数据的说明，使之与其他元数据在概念上相区别。

ｄ）　约束／条件；说明元数据元素是否应选取的属性。包括必选（Ｍ）、可选（Ｏ）和条件必选（Ｃ）。

ｅ）　最大出现次数：说明元数据元素可以具有的最大实例数目。仅出现一次的用“１”表示，多次出

现的用“Ｎ”表示。不为１的固定出现次数用相应的数字表示，如“２”“３”“４”等。

ｆ）　数据类型：表示元数据元素的一组不同的值。

ｇ）　值域：元数据元素的取值范围，有默认值的时候需要注明默认值。

　　注：参照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所制定的元数据标准数据字典的描述方法。

６．３　核心元数据元素

核心元数据元素包括标识信息、平台载荷信息、时间信息、空间表达信息、内容信息、空间参照信息、

数据分发信息，共７部分２８项元数据元素，具体内容如下。

ａ）　标识信息（４项）：数据名称、数据摘要、数据类别、数据格式。

ｂ）　平台载荷信息（４项）：平台类型、平台名称、载荷类型、载荷名称。

ｃ）　空间表达信息（５项）：覆盖区域、空间最东位置、空间最西位置、空间最北位置、空间最南位置。

ｄ）　时间信息（２项）：采集开始时间、采集结束时间。

ｅ）　内容信息（８项）：空间尺度、航摄高度、缩略图、数据量、ＰＯＳ信息、地面配套信息、覆盖面积、飞

行记录表。

ｆ）　空间参照信息（２项）：坐标系统、高程系统。

ｇ）　数据分发信息（３项）：产权人、联系人、联系电话。

无人机遥感核心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核心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Ａ执行。

６．４　可见光载荷元数据元素

可见光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像元尺寸、焦距、像素数、光谱范围、畸变参数

信息。无人机可见光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可见光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Ｂ

执行。

６．５　红外载荷元数据元素

红外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像元尺寸、焦距、像素数、光谱范围、测温范围、温

度分辨率、测温精度信息。无人机红外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红外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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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附录Ｃ执行。

６．６　多光谱载荷元数据元素

多光谱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光谱范围、波段数目、量化比特数、成像模式、

像元尺寸、焦距、起始波长、终止波长、中心波长、像素数、通道响应函数、产品成果各波段对应的波长信

息。无人机多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多光谱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Ｄ执行。

６．７　高光谱载荷元数据元素

高光谱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光谱范围、波段数目、量化比特数、成像模式、

像元尺寸、焦距、采样间隔、中心波长、像素数、通道响应函数、产品成果各波段对应的波长信息。无人机

高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高光谱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Ｅ执行。

６．８　激光雷达载荷元数据元素

激光雷达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扫描角度、点云密度、探测距离、激光波长、

激光扫描频率、激光扫描线数、脉冲频率、回波强度分辨率、角分辨率、激光发散角信息。无人机激光雷

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激光雷达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Ｆ执行。

６．９　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元数据元素

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载波频率、初始斜距、脉冲重复频率、侧

视模式、距离向分辨率、方位向分辨率、多普勒中心频率、最大幅宽、像素数、极化方式、中心入射角信息。

无人机合成孔径雷达遥感规定了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按照附录Ｇ执行。

６．１０　倾斜摄影载荷元数据元素

倾斜摄影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相机数量、像元尺寸、像素数、焦距、倾斜角

度、畸变参数信息。无人机倾斜摄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倾斜摄影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

按照附录 Ｈ执行。

６．１１　视频载荷元数据元素

视频载荷元数据元素除６．３和附录Ａ外，还应包括像元尺寸、焦距、视频分辨率、帧率、时长、色彩、

测姿定位信息的时间同步信息。无人机视频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规定了视频载荷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

容，按照附录Ｉ执行。

７　数据命名

７．１　数据名称

数据名称是对每一条数据进行的唯一命名，便于对各类型传感器获取的数据进行辨识或共享。

７．２　命名规则

数据名称采用面分类法，用文本、大写英文字母或数字表示。基本面共分为６段，第一段用６位数

字表示县以上行政区划编号，第二段用８位数字表示时间（时间为北京时间），第三段用文本表示产权人

名称，第四段用文本表示任务名称，第五段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载荷类型，第六段用英文字母表示数据

处理阶段。段与段之间用短横线连接（见示例）。具体为：县以上行政区划编号采集时间产权人任务

名称载荷类型数据处理阶段（见示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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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１１０１０５２０２０１１２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天地园区正射影像获取ＶＩＳＰＰＤ

　　注１：县以上行政区划编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规定的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中的县区名称编码。如果覆盖

区域跨越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以主要覆盖范围所在的行政区域或者依据遥感作业主要目标所在的行政区

域进行标识。

　　注２：时间信息为原始数据采集开始时间，用年月日表示，其中４位年数字，２位月数字，２位日数字。如果作业区

域由多个架次完成，时间为初始架次作业时间。

　　注３：产权人即数据的权属人。针对同一产权人中的不同部门或者个人所属且县以上行政区划编号、采集时间、任

务名称、载荷类型和数据处理阶段完全相同的数据，在产权人后边附加编号英文字母编号（Ａ、Ｂ、Ｃ…）以示

区分。

　　注４：任务名称采用作业区域主要目标和作业目的命名。如“中科院天地园区正射影像获取”。

　　注５：载荷类型用４符号和缩略语中的缩略语表示。如：可见光相机为ＶＩＳ。

　　注６：数据阶段为数据处理阶段，未加工的原始数据用ＲＡＷ表示，经过加工的后处理数据用ＰＰＤ表示。

８　数据编目流程

８．１　数据存储管理

８．１．１　管理方式

数据存储管理采用三级目录方式，目录命名见７．２。

８．１．２　第一级目录

第一级目录以数据名称命名。

８．１．３　第二级目录

第二级目录包括架次文件夹、缩略图和元数据表。

架次文件夹以架次的采集时间及架次编号命名，架次编号用两位数字表示，０１开始。命名方式为

“采集时间架次编号”。

缩略图以数据的快视图表示，格式为常见图片格式，如ＪＰＧ／ＴＩＦＦ／ＰＮＧ等。命名方式为“数据名

称缩略图”。

元数据表命名方式为“数据名称元数据表”。

８．１．４　第三级目录

第三级目录为实体数据文件夹和说明文档文件夹。

实体数据文件夹存储无人机遥感数据实体。说明文档文件夹里存储数据采集或处理过程的说明文

档，文档应包括作业区域相关信息、作业情况记录等内容。

８．２　元数据目录编制

元数据目录用于数据存储管理、汇交和共享。

元数据目录内容由各条数据的核心元数据组成。

按照阿拉伯数字从“１”按照行政区划和采集时间编号递增的方式依次对数据进行编号，生成元数据

目录。元数据目录与第一级目录并列存储。

元数据目录为ｅｘｃｅｌ文档，格式为ｘｌｓ／ｘｌｓｘ，命名方式为“产权人最早采集时间最近采集时间元

数据目录”（见示例）。

　　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２０１２２０元数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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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无人机遥感核心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Ａ．１规定了无人机遥感核心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犃．１　无人机遥感核心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

条件

最大

出现

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１ 数据名称 Ｔｉｔｌｅ

无人机遥感数据的名称，一般来

说在数据名称中可以体现数据

集的时间、空间、用途等信息

Ｍ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２ 数据摘要 ＤｔＡｂｓ

简要描述该无人机遥感数据情

况的综述性表达。包括来源、特

征、用途等

Ｏ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３ 数据类别 ＤｔＴｙｐｅ
数据的类别信息，包括原始数据

集和后处理数据两种
Ｍ １ 字符串 枚举型

４ 数据格式 ＤｔＦｏｒｍ
无人机遥感数据中包含的所有

数据的数据格式
Ｍ Ｎ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５ 平台类型 ＰｌａｔＴｙｐｅ 无人机作业飞行平台类型 Ｏ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６ 平台名称 ＰｌａｔＮａｍｅ 无人机作业飞行平台的名称 Ｏ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７ 载荷类型 ＬｏａｄＴｙｐｅ

无人机工作时搭载的任务载荷

的类型，如果是多载荷作业，需

同时列出

Ｍ Ｎ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８ 载荷名称 ＬｏａｄＮａｍｅ
无人机工作时搭载的任务载荷

的详细名称及型号
Ｏ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９ 覆盖区域 ＳｐａｔＬｏｃ
该无人机遥感影像覆盖的区域

范围，如中国北京市门头沟区
Ｏ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１０
空间最

东位置
ＥａｓｔＬｏｎ

该无人机遥感数据覆盖范围最

东边的经度信息，十进制表示
Ｍ １ 浮点型 －１８０°～１８０°

１１
空间最

西位置
ＷｅｓｔＬｏｎ

该无人机遥感数据覆盖范围最

西边的经度信息，十进制表示
Ｍ １ 浮点型 －１８０°～１８０°

１２
空间最

北位置
ＮｏｒｔｈＬａｔ

该无人机遥感数据覆盖范围最

北边的纬度信息，十进制表示
Ｍ １ 浮点型 －９０°～９０°

１３
空间最

南位置
ＳｏｕｔｈＬａｔ

该无人机遥感数据覆盖范围最

南边的纬度信息，十进制表示
Ｍ １ 浮点型 －９０°～９０°

１４
采集开

始时间
Ｃｏｌｌ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

无人机搭载任务载荷开始采集

数据的时间点
Ｍ １ 日期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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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无人机遥感核心元数据数据字典 （续）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

条件

最大

出现

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１５
采集结

束时间
ＣｏｌｌＥｎｄＴｉｍｅ

无人机搭载任务载荷结束采集

数据的时间点
Ｏ １ 日期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１６ 空间尺度 ＳｐａｔＳｃａｌｅ

影像产品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单

位米（ｍ）；激光雷达产品为点云

密度，单位点每平方米（ｐｔｓ／ｍ
２）

Ｃ １ 浮点型 ＞０

１７ 航摄高度 ＰｈｏＡｌｔ
任务载荷航摄时的平均对地高

度，单位米（ｍ）
Ｏ １ 浮点型 ＞０

１８ 缩略图 ＤｔＴｈｕｍｂ

无人机遥感影像的缩略图（为后

处理数据缩略图或者原始数据

集的单张影像图）

Ｏ Ｎ 类 图片信息

１９ 数据量 ＤｔＡｍｏｕｎｔ
无人机遥感数据的存储容量，单

位吉字节（ＧＢ）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２０ ＰＯＳ信息 ＰＯＳＩｎｆｏ
无人机飞行时产生的ＰＯＳ信息

数据
Ｃ １ 文本

若影像本身含有

ＰＯＳ信息或者合

成产品，不必填写；

否则，应提供

２１
地面配

套信息
ＡｕｘＩｎｆｏ

获取无人机遥感数据时布设的

地面控制点、靶标等配套相关

信息

Ｏ １ 文本 自由文本

２２ 覆盖面积 ＣｏｖｅｒＡｒｅａ 遥感作业区域覆盖的面积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２３
飞行

记录表
ＦｌｉｒｅｃＳｈｅｅｔ

遥感作业过程记录，主要包括平

台载荷信息、作业情况、作业范

围等

Ｃ １ 字符串 有／无

２４ 坐标系统 ＣｏｏｒＳｙｓ
坐标 系 统，如 ＷＧＳ８４、ＣＧＣＳ

２０００、西安８０、北京５４、自定义
Ｃ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２５ 高程系统 ＨＳｙｓ
高程系统：１９５６黄海高程、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大地高、自定义
Ｃ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２６ 产权人 ＤｔＲｅｓＵｎｉｔ
发行该无人机遥感数据集的单

位或者个人名称
Ｍ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２７ 联系人 ＤｔＲｅｓＰｅｒ
无人机遥感数据的联络人员

名称
Ｍ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２８ 联系电话 ＤｔＣｏｎｔ 产权人的联系电话 Ｍ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注：Ｍ为必选，Ｏ为可选，Ｃ为条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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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无人机可见光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Ｂ．１规定了无人机可见光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犅．１　无人机可见光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元

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

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像元尺寸 ＰｘＳｚ
任务载荷相机的像元尺寸大小，

单位平方微米（μｍ×μ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０ 焦距 ＦｏｃＬｅｎ
任务载荷相机拍摄时的焦距，单

位毫米（ｍ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１ 像素数 ＰｘＮｕｍ 相机长边与短边的像素数量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２ 光谱范围 ＳｐｅＲａｎｇ
成像的光谱波段范围，单位微米

（μｍ）
Ｏ １ 浮点型 ＞０

３３ 畸变参数 ＣａｍＤｉｓＰａｒ

各个相机畸变参数，相主点偏移

狓，狔，径向畸变参数犽１，犽２，犽３，

切向畸变参数狆１，狆２（需给出像

平面坐标系犡犢 轴的方向设定、

原点定义及径向、切向畸变公

式）

Ｍ Ｎ 字符串 自由文本

　　注：Ｍ为必选，Ｏ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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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无人机红外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Ｃ．１规定了无人机红外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犆．１　无人机红外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像元尺寸 ＰｘＳｚ
任务载荷相机的像元尺寸大

小，单位平方微米（μｍ×μ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０ 焦距 ＦｏｃＬｅｎ
任务载荷相机拍摄时的焦距，

单位毫米（ｍ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１ 像素数 ＰｘＮｕｍ 相机长边与短边的像素数量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２ 光谱范围 ＳｐｅＲａｎｇ
成像的光谱波段范围，单位微

米（μ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３ 测温范围 ＭｅａｓＲａｎｇ
红外载荷的测温范围，单位摄

氏度（℃）
Ｏ １ 字符串

如

［－５０℃～

＋５０℃］

３４ 温度分辨率 ＴｅｍｐＲｅｓ

测量温度的最小间隔，单位摄

氏度（℃）。如果设备本身有

温度分辨率，填写；否则，不填

Ｃ １ 浮点型 ＞０

３５ 测温精度 ＴｅｍｐＲａｎｇ

测 温 的 精 度，单 位 摄 氏 度

（℃）。如果设备本身有温度

分辨率，填写；否则，不填

Ｃ １ 浮点型 ＞０

　　注：Ｍ为必选，Ｏ为可选，Ｃ为条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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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

无人机多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Ｄ．１规定了无人机多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犇．１　无人机多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光谱范围 Ｓｐｅｃｒｅｇ
载荷可获取波谱的范围，单位纳

米（ｎｍ）
Ｍ １ 字符串

如

［４００ｎｍ～

１０００ｎｍ］

３０ 波段数目 Ｂａｎｄｎｕｍｓ 影像包含的波段数目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１ 量化比特数 Ｑｕａｎｂｉｔ
影像像素能够区分所有光谱量

化级所需的二进制数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２ 成像模式 ＩｍｇＭｅｔｈｏｄ 获取数据的方式 Ｃ １ 字符串
推扫式、

框幅式

３３ 像元尺寸 ＰｘＳｚ
任务载荷相机的像元尺寸大小，

单位平方微米（μｍ×μ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４ 焦距 ＦｏｃＬｅｎ
光谱相机镜头焦距，单位毫米

（ｍ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５ 起始波长 ＳｔａｒｔＢａｎｄ
传感器在某个波段通道，能探测

到的最短波长，单位纳米（ｎ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６ 终止波长 ＥｎｄｉｎｇＢａｎｄ
传感器在某个波段通道，能探测

到的最长波长，单位纳米（ｎ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７ 中心波长 ＣＷＬ
光谱相机每个波段的主波长，单

位纳米（ｎ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８ 像素数 ＰｘＮｕｍ 相机长边与短边的像素数量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９
通道响应

函数
ＢＲＦ

由一个中心波长和半高宽（也成

半波宽）完全可以由数学公式计

算出一个高斯分布曲线，描述传

感器在某个预定波长范围内的

响应

Ｏ Ｎ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４０

产品成果

各波段对

应的波长

ＮＢａｎｄ
产品成果每个波段相对应的波

长，单位纳米（ｎｍ）
Ｏ Ｎ 浮点型 ＞０

　　注：Ｍ为必选，Ｏ为可选，Ｃ为条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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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

无人机高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Ｅ．１规定了无人机高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犈．１　无人机高光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光谱范围 Ｓｐｅｃｒｅｇ
载荷可获取波谱的范围，单位纳

米（ｎｍ）
Ｍ １ 字符串

如

［４００ｎｍ～

１０００ｎｍ］

３０ 波段数目 Ｂａｎｄｎｕｍｓ 影像包含的波段数目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１
量化比

特数
Ｑｕａｎｂｉｔ

影像像素能够区分所有光谱量

化级所需的二进制数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２ 成像模式 ＩｍｇＭｅｔｈｏｄ 获取数据的方式 Ｃ １ 字符串
推扫式、

框幅式

３３ 像元尺寸 ＰｘＳｚ
任务载荷相机的像元尺寸大小，

单位平方微米（μｍ×μ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４ 焦距 ＦｏｃＬｅｎ
光谱相机镜头焦距，单位毫米

（ｍ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５ 采样间隔 ＩｎｔｅｒＳａｍｐ
光谱相机在波长方向上的记录

宽度间隔，单位纳米（ｎ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６ 中心波长 ＣＷＬ
光谱相机每个波段的主波长，单

位纳米（ｎ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７ 像素数 ＰｘＮｕｍ 相机长边与短边的像素数量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８
通道响应

函数
ＢＲＦ

由一个中心波长和半高宽（也成

半波宽）完全可以由数学公式计

算出一个高斯分布曲线，描述传

感器在某个预定波长范围内的

响应

Ｏ Ｎ 字符串 自由文本

３９

产品成果

各波段对

应的波长

ＮＢａｎｄ
产品成果每个波段相对应的波

长，单位纳米（ｎｍ）
Ｏ Ｎ 浮点型 ＞０

　　注：Ｍ为必选，Ｏ为可选，Ｃ为条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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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

无人机激光雷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Ｆ．１规定了无人机激光雷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犉．１　无人机激光雷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扫描角度 ＳｃａｎＡｎｇ
载荷运行时对地探测的扫描

角，单位度（°）
Ｍ １ 字符串 －３６０～＋３６０

３０ 点云密度 ＤｅｎＰｔＣｌｄ

单位面积上点的平均数量，一

般用测区范围内每平方米的

最小点数表示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１ 探测距离 ＤｅｔｃＲａｎｇｅ 载荷工作的探测距离范围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２ 激光波长 ＬａｓＷａｖｌｅｎ
激光雷达载荷的激光波长，单

位纳米（ｎｍ）
Ｏ １ 浮点型 ＞０

３３
激光扫描

频率
ＬａｓＳｃａｎＦｒｅｑ

激光雷达扫描频率，单位赫兹

（Ｈｚ）
Ｏ １ 整型 ＞０

３４
激光扫描

线数
ＬａｓＳｃａｎＬｉｎｅ 激光扫描线数量 Ｏ １ 整型 ＞０

３５ 脉冲频率 ＰｕｌｓｅＦｒｅｑ
激光 雷 达 载 荷 的 激 光 发 射

频率
Ｏ １ 整型 ＞０

３６
回波强度

分辨率
ＬａｓＲｅｔｕｒｎＲｅｓ

激光回波强度记录的数据量

化位数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７ 角分辨率 ＡｎｇＲｅｓ
相邻发射器的间隔角度，单位

度（°）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８ 激光发散角 ＤｉｖＡｎｇ

激光雷达载荷的激光发射光

束角度，对应激光地面光斑大

小，单位度（°）

Ｏ １ 浮点型 ＞０

　　注：Ｍ为必选，Ｏ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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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

无人机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Ｇ．１规定了无人机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犌．１　无人机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载波频率 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ｒｅｑ
雷 达 波 频 率，单 位 兆 赫 兹

（ＭＨｚ）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０ 初始斜距 ＩｎｓＤｉｓ
雷达成像最小作用距离，单位

米（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１
脉冲重复

频率
ＰＲＦ

方位向雷达脉冲重复频率，单

位赫兹（Ｈｚ）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２ 侧视模式 ＳｉｄｅＬｏｏｋｉｎｇ
雷达侧视方向，包括左侧视和

右侧视
Ｃ １ 字符串

左侧视、

右侧视

３３
距离向分

辨率
ＲａｎｇｅＲｅｓ

距离方向上的分辨率，单位米

（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４
方位向分

辨率
ＡｚＲｅｓ

沿航线方向上的分辨率，单位

米（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５
多普勒中心

频率
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ｅｎｔｒＦｒｅｑ

成像中心多普勒频率，单位赫

兹（Ｈｚ）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６ 最大幅宽 ＩｍｇＷｉｄｔｈ
传感器获取信息的最大幅面，

单位米（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７ 像素数 ＰｘＮｕｍ 相机长边与短边的像素数量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８ 极化方式 ＰｏｌａｒＰａｔｔ
传感器发送和接收的信号形

式。包括 ＨＨ、ＶＶ、ＨＶ、ＶＨ
Ｃ １ 字符串

ＨＨ、ＶＶ、

ＨＶ、ＶＨ

３９ 中心入射角 ＩｎｃｉＡｎｇ
雷达波束与垂直表面直线之

间的夹角，单位度（°）
Ｍ １ 浮点型 ＞０

　　注：Ｍ为必选，Ｃ为条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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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规范性）

无人机倾斜摄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 Ｈ．１规定了无人机倾斜摄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内容。

表犎．１　无人机倾斜摄影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相机数量 ＣａｍＮｕｍ 倾斜摄影系统的相机数量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０ 像元尺寸 ＰｘＳｚ
任务载荷相机的像元尺寸大小，

单位平方微米（μｍ×μ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１ 像素数 ＰｘＮｕｍ 相机长边与短边的像素数量 Ｍ Ｎ 整型 ＞０

３２ 焦距 ＦｏｃＬｅｎ
各个相机拍摄时的焦距，单位毫

米（ｍ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３ 倾斜角度 Ｓｌｏｐｅ 倾斜相机的倾斜角度，单位度（°）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４ 畸变参数 ＣａｍＤｉｓＰａｒ

各个相机畸变参数，相主点偏移

狓，狔，径向畸变参数犽１，犽２，犽３，

切向畸变参数狆１，狆２（需给出像

平面坐标系犡犢 轴的方向设定、

原点定义及径向、切向畸变公

式）

Ｍ Ｎ 字符串 自由文本

　　注：Ｍ为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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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犐

（规范性）

无人机视频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表Ｉ．１规定了无人机视频遥感载荷数据字典内容。

表犐．１　无人机视频遥感元数据数据字典

元数据

元素编号
名称 英文缩写 定义 约束／条件

最大出

现次数

数据

类型
域

２９ 像元尺寸 ＰｘＳｚ
任务载荷相机的像元尺寸大

小，单位平方微米（μｍ×μｍ）
Ｍ １ 浮点型 ＞０

３０ 焦距 ＦｏｃＬｅｎ
任务载荷相机拍摄时的焦距，

单位毫米（ｍｍ）
Ｍ Ｎ 浮点型 ＞０

３１ 视频分辨率 Ｐｐｉ
视频图像在一个单位尺寸内

的精密度
Ｍ １ 字符串

如

（４０６９×２１６０）

３２ 帧率 Ｆｒａｍｅ 每秒显示的帧数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３ 时长 Ｒｕｎｔｉｍｅ 数据的时长，单为分钟（ｍｉｎ） Ｍ １ 整型 ＞０

３４ 色彩 Ｃｏｌｏｒ
数据的色彩信息，包含黑白和

彩色两种
Ｃ １ 字符串 黑白、彩色

３５

测姿定位

信息的时间

同步信息

ＴｉｍｅＰＯＳ

描述视频画面同步ＰＯＳ的信

息，用于视频数据的拼接镶

嵌，用文本表示

Ｍ １ 字符串 自由文本

　　注：Ｍ为必选，Ｃ为条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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