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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件为2018（第六届）中国水利信息化技术论坛专家发言材料，仅供参会人

员内部交流使用，禁止外传及作为他用！ 

 

论坛主办单位：河海大学 

论坛支持单位：水利部信息中心、广东省水利厅 

 

获取更多信息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水务论坛在线（ID： swltzx） 

 

中国水利信息化技术论坛会务组  

电话： 010-6320 3233/3104 

网址： www.sinowbs.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北口水利部综合楼732 



经过“金水工程”、全国防洪抗旱指挥系统、国家水资源管理能力建

设，水利信息化综合体系基本形成；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业务支撑逐

步增强；保障环境明显改善 

我国水利信息化的发展 

以工情监测为主的水
利信息化探索阶段 

以流域综合管理为主的
水利信息化初级阶段 

以立体感知、大数据管
理、智能决策为标志的
水利信息化智能阶段 

 水库、大坝等水利
工程安全监测 

 金水工程 
 流域水资源水环境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 

 卫星遥感、雷达遥测、
物联网、虚拟仿真、大
数据、云计算、知识发
现，智能决策系统 





2017年6月2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座，就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发展态势进行专题学习。 

新一轮人类科技革命 

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孕育兴起，它具有极大的冲击力，正在对人

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将引发未来世

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可能重塑国家竞争力在

全球的位置，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

织方式，实现多领域融通，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

和思维方式，乃至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 



近五世纪人类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 

1. 近代物理学的诞生（科学革命） 

2. 蒸汽机、冶金和机械革命（技术革命） 

3. 电力、化工和运输革命（技术革命） 

4. 相对论和量子科学的革命（科学革命） 

5. 电子和信息革命（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

技术革命）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三阶段 

 自动化与高技术阶段 

 信息化与全球化阶段 

 智能化与绿色化、网络化阶段 

当前，世界进入了智能化与绿色
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相互交织
的时期，并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和
人类社会！ 



    古罗马人发明的罗马数字

是最早的数字表示方式，比阿

拉伯数字早 2000 多年。 

    21 世纪的钟表表面仍有用

它表示时数的。 

数字化、信息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 



阿拉伯数字最初由印度人于公元3

世纪发明，后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

公元1200年左右，欧洲的学者正

式采用，并将其现代化，成为世界

各国通用的数字。 

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大约是

13-14世纪，但普及使用才

100多年的历史，因为我国

“算筹”数字体系书写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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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经成为可以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 

相提并论的重要的生产要素  

——麦肯锡《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 



地球上至今总共的数据量： 
 
在2006 年，个人用户才刚刚迈进TB时
代，全球一共新产生了约180EB的数据； 
 
在2011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8ZB。 
 
而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 
到2020 年，整个世界的数据总量将会
增长44 倍，达到35.2ZB（1ZB=10 亿
TB）！ 

想驾驭这庞大的数据，
我们必须了解大数据
的特征。 

GB 

TB 
PB 

EB ZB 

1GB = 2^30字节 
1TB = 2^40字节 
1PB = 2^50字节 
1EB = 2^60字节 
1ZB = 2^70字节 

大数据时代 



GEOSS 

EOS 

GMES 

遥感大数据是当今大数据

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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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遥感新时代 

民用航天遥感的亚米级时代 



（1）陆地观测卫星系列 

高分辨率光学、中分辨率光学和合成孔径雷达

（SAR）三个观测星座，发展地球物理场探测卫

星，不断提高陆地观测卫星定量化应用水平。 

（2）海洋观测卫星系列  

海洋水色、海洋动力卫星星座，发展海洋监视监测

卫星，不断提高海洋观测卫星综合观测能力。 

（3）大气观测卫星系列 
天气观测、气候观测2个卫星星座，同时建设大气

成分探测卫星，与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卫星数据融

合共享，形成完整的大气系统观测能力。  

中国最为齐全的对地观测体系 



1m 
0.61m 

0.5m 

0.41m 

高空间卫星遥感的商业化时代 

   自2000年以来，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卫星成为

商业卫星的主流，0.25米的卫星即将发射升空！ 

高空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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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间分辨率的SAR卫星进入实用化阶段，

美国已宣布放开1m分辨率SAR商业卫星限制。 



高分二号卫星是中国自

主研制的首颗空间分辨优

于1米的民用光学遥感卫星

（0.8米全色、4米多光谱)，

具备快速机动侧摆能力和

较高的定位精度。 



      高光谱卫星为精确监测的大气环境、农作

品质、农业病虫害等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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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NVISAT 

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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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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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ETOP-A 

MOPITT 
 on Terra 

1999                          2002                        2002                             2004                             2006 

高光谱分辨率 



OCO的高灵敏度光谱仪 



     随着遥感卫星数量和类型的增加，星座与编

队技术得到发展，不同类型的卫星构成系统实现

了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联合观测。例如，美

国为主多国参与的“地球观测系统（EOS）”。 

高时间分辨率 



SkyBox Image: Earth Observation 2.0 

Skybox公司计划发射24颗，组成亚

米级的卫星星座，用来采集地球以

及陆上地标的高分辨影像的卫星。 



基于韩国GOCI卫星的监测 



    星座与编队技术得到发展，美国的“地球

观测系统（EOS）”、欧盟的GMES、地球

观测组织的 GEOSS等正在构成卫星“天网”，

对地球进行整体观测。 

GEOSS 

EOS 

GMES 



遥感应用无所不在 

里约奥运会期

间使用以色列

制造的高清成

像Eros-B卫星，

辨别各种物品、

人、汽车等，

协助安保。 

Eros-B卫星高清成
像的马拉卡纳球场 

大疆无人机助力里约奥运会 



1998年的卫星SAR图像在洪水监测中应用 



滑坡泥石流的应急监测 



二滩电站建设中水库
淹没损失的遥感估算 

重大水利工程的
遥感应用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武汉分院和南京分院以及有关部门, 

共同利用了我国在三峡地区进行的多次航空遥感资料,还

有从泰国引进的陆地卫星4 号的遥感图像。利用I P O S 

/ 1 0 1 图像处理系统和光电密度分割仪进行分类处理。 

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 



流域开发利用调查 



水土流失调查与监测 



农田水利调查与监测 



冰川调查与监测 



水循环 是太阳辐射和重力作用下，水的物理状态变化和运动，包括了地球系统中

大气、海洋、陆地中所有与水有关的储存、相变（固、液和气态）和传输过程。 

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计划 

有效载荷/指标 IMI DPS PMI 

频率（GHz） 

（初步指标） 

L, S ,C 波段 
(1.4,2.7,6.8) 

X, Ku 波段 
 (9.6,17) 

多波段 
(7.2,10.7,18.7,23.8,37,
90) 

分辨率（km） L: 50, S: 30, C:15 2~5（后处理） 4~50（频率由高到低） 
刈幅宽度（km） >1000 >1000 >1000 

极化方式 全极化 全极化 部分频率全极化 
灵敏度 0.2K 0.5dB 0.3～0.5K 

时间分辨率（天） 2～3 2～3 2～3 

科学目标 

（1）首次开展全球水循环关键多要素、高精度、同
时相的综合观测，实现对地球系统中水的分布、传输
与相变过程的机理，即水循环系统的时空分布和变化
特征认识上的突破。 

（2）利用WCOM的观测数据，实现对历史观测数据和
水循环模型的改进，揭示全球变化背景下水循环变化
特征，深化理解水循环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作用
的科学规律。 

• L-S-C三频极化干涉综合孔径微波辐射计（IMI，Interferometric Microwave Imager） 
• X-Ku双频极化微波散射计（DPS, Dual-frequency Polarized Scatterometer 
• 多波段全极化微波成像仪（PMI, Polarimetric Microwave Imager， 7.2～90GHz） 



水利遥感云与水利一张图工程 

 以高空间卫星遥感影像为空间基础，融合集成系列化、

专业化水利遥感信息，建设全国水利遥感云。 

 开展一张图工程的理论基础研究，构建一张图工程技

术体系，在地图综合理论、智能化信息提取、知识化

政府决策支持等方面实现突破，系统创新水利遥感科

学与技术体系。 

 发展以流域开发利用与管理为核心的水利遥感云与水

利一张图应用体系，如水资源税精准计算、河流动态

监测、水利工程精准评价、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等，推

动产业化服务。 



大数据时代水文水资源信息特征 

水文水资源信息的大数据特征 

  空间性 
  多元性 
  复杂性 
  时效性 
  直观性 

多源信息的监测 

海量数据的处理 

实时信息的传输 

复杂水文的提取 

水文水资源信息 

大数据 

数据挖掘 云技术 

数值计算 云存储 



当前我国水利已经出现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新

技术为支撑的“智慧水利”萌芽，根据国际治水发展趋势和我

国水利科技进步状况，初步估计我国将在2025年前后步入“智

慧水利”阶段。 

智慧水利 

1949年 
工程水利 

 2000年  

2013年 

生态水利 

资源水利 

智慧水利 

2015年 



水利信息化与智慧水利 

数据采集传输 
（天地空一体化） 

数据中心 
（大数据、云计

算） 

业务应用 
（协同、衔接） 

决策支撑 
（异地会商） 

标
准
规
范
与
安
全
保
障 

 异地会商、快速决策、灵活调度、

执行反馈 

 统一门户、分级管理 

 业务协同、上下级衔接 

 大数据管理、统一综合数据中心 

 天地空一体化数据采集 

 统一标准、统一规范 

形象： 

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以任意一种方

式接入系统，实现查询、分析、决策与

执行的功能。 

智慧水利内涵：水利信息化发展高级形态、水利现代化重要特征 

执
行
反
馈 



智慧水利：水系统 + 全方位数据采集与信息存储 + 大数       

据融合与知识发现 + 智能辅助决策与水调度 

智慧水利总体架构 

高效感知 

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 

业务协同 

数字仿真 

智能应用 



水文科学及水资源管理步入水系统时代 

 

降水

蒸发

蒸腾

坡面流

壤中流

下渗

冠层截留

河流

基流

降雨

冠层截留

地表调蓄

土壤调蓄

地下调蓄

蒸散发

河
网
调
蓄

径流

 水循环单一过程研究，
单一河段、水库管理 

 以流域整体为研究对象，
考虑上下游、左右岸流
域综合管理 

 以水系统为研究对象、  
考虑自然水循环、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及人文过
程的水管理 



 物联网技术 

 基于先进感知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构建水利信息采集系统。提升信息采
集现代化水平，实现水利信息的多源互补与互联互通 

 遥感遥测 

 以先进感知技术为核心的天空地一体化水利基础信息采集系统 



 数字流域技术 

 基于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管理，构建水利数据中心。提升信
息传输和存储现代化水平，实现水利信息安全存储与共享 

 以云计算技术为支撑、大数据管理为核心的水利数据中心 

 云计算技术 



 基于分级管理的水利统一门户和业务协同平台 



 基于仿真模拟与虚拟会商平台的水利应急管理支撑系统 

业务系统 

会商平台 

数字流域 

决策执行 



拥抱ABC 

建立水利遥感云 

推动智慧水利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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