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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星概况
  2006年4月25日，由ImageSat International N.V运
营的对地观测卫星EROS-B搭载Russian Start-1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这是ImageSat公司部署的太阳同步、近极

地轨道卫星星座的第二颗卫星。

  EROS-B 影像获取时间为 14:00～15:00（当地时

间），可提供0.7m高分辨率卫星数据。

  EROS-B卫星重约300kg，轻巧灵活。该卫星具有

很高的地面定位精度和很强的成像能力，其上搭载一个

CCD/TDI全色相机，能在500km左右的高度获取0.7米
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星上装载的大容量数据记录仪，能

及时与地面站进行数据通信传输。

  EROS-B绕地球旋转一周需94～96分钟，卫星每

天绕地球旋转15周，卫星可在-45°～ 45°范围内侧视成

像，其侧视能力使卫星每周能2-3次观测到地球上任意位

置。卫星除能提供标准数据获取外，还可进行单条带拍

摄和单轨多条带拍摄，另外，EROS-B卫星具有单轨立

体成像能力。卫星设计寿命为10年。

EROS-B卫星基本参数

发射日期 2006年4月25日
运营商 以色列 ImageSat International公司

轨道类型 准太阳同步回归轨道

轨道高度 ~500公里

重访周期 5天
降交点地方太阳时 14:00 ～ 15:00

运行周期 94.8 分钟

量化等级 10 bits

传感器主要参数

波谱范围 0.5 ～ 0.9 mm（全色）

重访周期                 5天
成像模式 标准模式 单条带模式 单轨多条带模式

地面分辨率 0.7米 0.7米 0.7米
侧视角 ±45° ±45° ±45°

覆盖范围

(影像尺寸) 7km×7km 7km×140km
最大14km×120km、21km×80km、

28km×60km、35km×50km等多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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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获取

1、数据获取模式
  卫星提供标准成像模式、单条带拍摄模式以

及单轨多条带模式。标准拍摄模式单景覆盖7km×

三、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 内容描述

测绘

大比例尺制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制图

地图更新

EROS-B数据可用于编制大比例尺地形图、进行地图更

新。另外，对于出现水体流失、污水渗流等问题的过

于陈旧的地下管道，也可采用EROS-B卫星数据进行管

道设计，如煤气或天然气管道的设计等。

城市建设与

规划

城乡基础设施规划

3-D城市建模选址

随着大城市的迅速扩张，通过对新增道路、周边地

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或偶然事件规划可实时掌握

城市发展进程。同时，变化监测技术可用于监测非法

建筑设施。

灾害评估

洪水灾害评估

火山监测

地震监测与灾情评估

泥石流、滑坡监测

EROS-B卫星数据可用于自然灾害监测、恐怖袭击或

其他灾难监测，为灾害评估与灾后规划与重建提供技

术支撑。

环境监测

农业规划与监测

林业规划与监测

水文制图

溢油监测

农业方面，EROS-B卫星数据可用于农作物种类、体积

以及农作物健康状况监测。林业方面，可进行林业制

图、森林长势监测及森林火灾监测、区域规划、生物

量估算、非法砍伐监测等。另外还可以进行海岸线侵

蚀调查，识别海上船只，进行溢油监测等。

7km。条带拍摄模式下最多可连续获取7个条带。

EROS-B卫星数据获取模式示意如下图所示。

2、立体像对
  EROS-B卫星可获取同轨立体像对，最大覆盖

面积为7km×21km。

图1.标准成像模式          图2.单条带拍摄模式            图3.多条带数据获取模式 图4. EROS-B 卫星立体观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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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处理级别

    Level1A：原始数据经辐射校正并附带轨道参数的产品。

    Level1B：经过辐射校正与几何校正的产品。

二、产品精度

   1、系统校正

     ◆  传感器定位精度：优于0.5米

     ◆  绝对定位精度（无外部控制点）：优于35米

   2、制图精度

     ◆  采用高精度GCP纠正后影像平面位置精度：中误差<2.5米

     ◆  若采用更高精度控制资料，可达到更高精度

     ◆  影像适合制作优于1:1万比例尺正射影像图

三、数据订购与服务

   1、数据订购流程

图1. 编程数据订购流程                                               图2. 存档数据订购流程

用户提出拍摄要求

编程估算报价

与用户签订拍摄合同
并办理付款手续

将拍摄结果提供给用户
并办理结算手续

用户提出查询范围要求

提供存档数据查询结果

与用户签订采购合同
并办理付款手续

将存档数据提供给用户







产品 拍摄时间 提交订单 要点

标准模式

(7km×7km)

普通 订购后90天内
数据获取前

96小时

提供普通获取服务

影像最多可尝试获取6次
云量覆盖率低于20%

加急 订购后10天内
数据获取前

72小时

提供加急获取服务

卫星公司会指定影像接收日期 
影像最多可尝试获取6次
云量覆盖率低于20%

条带模式

普通 订购后90天内
数据获取前

96小时
提供单条带模式数据获取服务

提供单轨多条带模式数据获取服务
加急 订购后10天内

数据获取前

72小时

存档数据
近期 —— 随时 不超过6个月的存档数据

过往 —— 随时 超过6个月的存档数据

立体像对

普通 订购后90天内
数据获取前

96小时
提供重叠区域立体像对采集服务

加急 订购后10天内
数据获取前

72小时

数据类型
销售

方式

面积

（km）

销售

方式

存档价格
编程价格

(元/km2)

紧急编程

价格

（元/km2）
6个月以前

(元/km2)
6个月以内

(元/km2)
单景影像

（全色）
标准景 7km×7km

标准景 133 178 178 356

立体像对

（2景）
标准景 266 356 356 712

条带拍摄 按客户指定面积 133 178 178 356

2、产品服务

四、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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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世界杯足球场-建设中 拍摄日期：200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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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灾区房屋倒塌

(2008-6-4)

汶川县灾区房屋重建

(2009-4-16)

本期未注明图片及文字由ImageSat International及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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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B 0.7米全色数据，拍摄日期：2008年5月

ALOS 10米多光谱数据 波段组合：3(R)2(G)1(B) 拍摄日期：2008年11月

图像制作：对地观测中心 程博



● EROS-B 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影像图

● EROS-B 卫星介绍

● EROS-B 卫星数据产品介绍

● EROS-B 卫星数据影像图

● 汶川地震重建前、后EROS-B影像对比图

● 北海地区EROS-B数据与ALOS多光谱数据融合 
 影像图

● 封面：阿联酋酋长国宫EROS-B数据与ALOS多光 
 谱数据融合影像图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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