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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商业遥感卫星行业分析报告-行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分析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112/565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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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遥感卫星，是用作外层空间遥感平台的人造卫星。用卫星作为平台的遥感技术称为卫星遥感
。通常，遥感卫星可在轨道上运行数年。卫星轨道可根据需要来确定。

发展遥感卫星对于中国这样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和灾害频繁的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商业遥感卫星相关政策汇总
遥感卫星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非常有益的作用，我国对于商业遥感卫星行业的发展持
支持态度。如"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通信、导航、遥感空间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

2016-2021年我国商业遥感卫星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16年11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指出要构建星座和专题卫星组成的遥感卫星系统，打造国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运营
服务平台。优先发展遥感卫星数据处理技术和业务应用技术。推进卫星全面应用。统筹军民
空间基础设施，完善卫星数据共用共享机制，加快卫星遥感、通信与导航融合化应用。积极
推进空间信息全面应用，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预警、防灾减灾与应急指挥等提供及时准确的
空间信息服务，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2016年12月
自然资源部
《卫星测绘“十三五发展规划》
发展目标中提出要“推进商业遥感卫星测绘能力建设”。重点任务规定了完善卫星测绘政策标
准体系、建设卫星测绘对地观测体系、完善卫星测绘应用技术体系形成卫星测绘产品体系、
构建卫星测绘服务体系五个方面。明确提出进一步优化中国民用遥感卫星测绘数据业务化运
营、商业化服务和国际化发展的政策环境;拓展测绘遥感卫星数据在农林、水利、土地、地
矿、环保等领域的应用能力;建设标准化几何空间信息产品数据库等。
2017年1月
发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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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
目录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领域8个产业(相关服务业单独列出)、40个重点方向下的174个
子方向，近4000项细分产品和服务。其中，“卫星及应用产业"项下的“空间基础设施”、“卫星
遥感应用系统”、“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等均与遥感及遥感应用紧密相关。
2017年1月
工信部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412号)
到2020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大数据相关产品
和服务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30%左右。《规划》部署了七大任务，
包括强化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深化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促进行业大数据应用发展、加快
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推进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提升大数据安
全保障能力。
2017年7月
自然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中国测绘管理的基本法律，涵盖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基础测绘、界线测绘和其他测绘、测
绘资质资格、测绘成果、测量标志保护、 法律责任等。
2017年12月
国务院
《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
意见在支撑重点领域建设中指出，面向军民需求，加快空间支持类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在太
空领域中，以遥感卫星为突破口，制定国家卫星遥感数据政策，促进军民卫星资源和卫星数
据共享。
2018年1月
国务院
《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考核部门依据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以及耕地质量监测网络，采用抽样
调查卫星遥感监测等方法和手段，对考核检查情况进行核查。
2018年2月
自然资源部
《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管机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
，纳入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作为土地审批、卫片执法、土地督察的
重要依据。
2018年11月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国家统计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明确战略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
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
合效益好的产业，该分类明确包括了卫星应用服务，包含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和遥感测绘服务
2019年4月
工信部
《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无线电频率资源使用规划( 2019-2025年)》
鼓励卫星操作单位加大研发投入，适应卫星系统向0/V等更高频演进的需求。采取地理隔离
、时间隔离、频率隔离等多种措施提高频率资源利用效率。拓展频率使用范围，对于短期任
务，以及其他实验性、临时性任务，在保护主要业务的前提下，卫星操作单位可结合任务性
质，合理申报使用次要业务划分的频率.
2019年5月
国家航天局
《民用卫星遥感数据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光学遥感数据公开标准不优于0.5米，微波遥感数据不优于1米。为国家卫星遥感数据的
管理，推动数据共享，应用推广和相关文化产业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2019年5月
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意见》
提出要建立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其中包含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第一要求在2020年底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国土空间的规划编制，以先进数字技术为基础，
形成统一的空间开发体系。第二是到2025年健全空间规划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第三
是要求到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2020年5月
发改委
《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
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延伸航天产业链条，扩展通信、导航、遥感等卫星应用
2020年11月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统筹提升气象卫星监测能力，加快补上云降水空中探测短板，补充布设云降水地面探测设备
，构建监测精密、技术先进的“天基一空基-地基”云水资源立体探测系统。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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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2020年本)》
鼓励陕西省北斗卫星导航及时空信息产业、遥感，通信、导航等卫星应用服务、雷达、通信
、导航专用设备研制生产。
2021年2月
国务院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推动卫星通信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高分遥感卫星、人工智能等行业应用，打造全覆盖、
可替代、保安全的行业北斗高精度基础服务网，推动行业北斗终端规模化应用。
2021年3月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
202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打造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通信、导航、遥感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加
快交通、能源、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加强泛在感知、终端联网、智能调度体系
建设。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各省市相关政策汇总
因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及十四五规划的发布，各省市针对商业遥感卫星出台了新的政策，引导
行业健康发展。

21省市商业遥感卫星相关政策汇总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上海
2021年8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
推动航天领域布局，重点围绕商业航天及遥感数据开发、卫星通信、导航定位等领域，推动
卫星互联网应用。强化适航认证能力建设，支持引导企业开展个性化适航认证
浙江
2021年7月
《浙江省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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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航空航天起降，发射、测试基础设施，推进宁波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中心、清华大学新一
代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试验基地、空发动机风洞试验台建设;推动卫星应用
企业、高校院所开展卫星通信、遥感等技术服务，满足智慧海洋精准导航、
稳定通讯和数据监测等服务
要求。
山西
2021年4月
《山西省“十四五”新基建规划》
稳步发展遥感卫星和北斗应用。立足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合理布局遥感卫星、北斗系
统等网络基础设施。推动卫星定位，增强基准站资源共建共享，在城市管理、智能交通、公
共安全、应急救援、国土测绘等方面实施“卫星+”示范应用工程，促进天空地一体化卫星遥
感大数据产业发展。
天津
2021年7月
《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积极建设卫星互联网系统整星生产线，实现年产100颗以上卫星能力，依托国家卫星通信互
联网系统工程，打造卫星互联网系统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天产业高
地
宁夏
2021年9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卫星遥感、雷达监测、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高科技手段在应急管理
领域深度集成应用，将对提升重大灾害事故监测预警和防范处置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
2021年9月
《关于北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出台支持卫星网络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揭牌，北京三号卫星发射成功
。
内蒙古
2021年2月
《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加快传感器、地理空间信息、卫星定位与导航，新一代信息网络等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
应用
江苏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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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积极培育空天基础设施。参与国家空天网络建设，支持企业参与国家低轨通信卫星、地面信
息港项目，建设卫星互联网地面设施，推动“互联网+航天十通信”融合创新，打造天地一体
化信息网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推进卫星互联网试商用。推进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
公共安全、国土测绘、海洋应用、环境保护、农林监管、气象服务、物流运输、减灾救灾等
诸多领域融合应用。加快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江苏天汇空间信息研究院、苏州北
斗云平台、扬州中星北斗卫星遥感产业园、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南京)产业基地、南通银河航
天卫星智能产业基地、南京位置服务数据中心等空天基础设施载体建设。
河北
2021年3月
《河北省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2021-2022年)》
将卫星、卫星制造、卫星通信、卫星运营、卫星通信广播、卫星遥感、地面终端设备列入技
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
山东
2021年7月
《山东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主动参与低轨通信卫星、浮空平台通信系统建设，提供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础性服务，加快
构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骨干节点。加强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统筹获取和应用。加快实
施海上卫星发射及回收重大工程，建设相对完整的海上卫星发射与回收基础材料、关键装备
、信息系统、安全风险管控的自主创新体系。
广东
2021年4月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
推动海洋气象观测和卫星遥感监测能力建设，初步建成南海海洋气象灾害实时监测预警和风
险评估系统，研发临灾阈值智能提醒AI机器人。
福建
2021年6月
《2021年数字福建工作要点》
建设海丝空间信息港。新建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数据中心福建分中心、全球商业遥感卫星地
面接收站网福建站。培育福州、漳州等卫星应用产业基地。加强“海丝一-
号”遥感卫星在农业、林业海洋等领域的应用。
吉林
2021年9月
《吉林省制造业数字化发展“十四五”规划》
依托我省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优势，围绕智能高端装备，加快发展智能轨道交通装备、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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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遥感卫星、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机、超高通量基因测序设备、拉曼单细胞精准分
选仪等智能装备和系统。围绕轨道交通、卫星、成套设备等龙头企业，加快智慧工厂建设。
湖北
2021年4月
《湖北省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大力培商航空航天与北斗产业，以空天地一体化为特色，推动卫星遥感，通信与导航融合化
应用，加快建设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荆门国家通航示范区，打造国内领先的航空航天与
北斗产业集群。
湖南
2021年8月
《湖南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提升卫星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支撑能力。围绕卫星互联网网络通信核心功
能，针对卫星互联网(5G+)模拟集成电路、高性能高可靠存储控制芯片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
。加快发展微小卫星以及新一代长航时临近空间飞行器产品设计与集成制造，推动新一代卫
星装备关键技术攻关。突出卫星导航芯片，兼容多模多频高精度天线模组、高性能导航基带
、射频芯片、精确定位、高动态定位、应用集成等核心技术研发。
海南
2021年10月
《海南省“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
推动文昌国际航天城开放化、国际化、商业化，发展火箭研发和商业卫星研制、卫星应用等
高新技术产业。建设航天高端产品研发基地和“航天+”产业示范区。
四川
2021年6月
《关于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建设智能卫星星座，打造卫星地基运控网及应用服务平台。开展重大自然灾害防治和重大公
共安全 处置领域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研发，推进北斗导航、高分卫星、无人机等在防灾减
灾救灾中的应用。
安徽
2021年3月
《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建设布局合理、监测精密、技术先进的小卫星、机和地基观测设备相结合的立体探测系统，
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和效果评估提供基础支撑。
贵州
2021年3月
《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2021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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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北斗应用生态，建好用好贵州省北斗防灾应用大数据创新中心、遥感卫星影像大数据创
新中心，推动北斗卫星大数据融合应用。
甘肃
2021年3月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积极加强高分卫星、北斗导航技术延伸应用开发，培育一批未来产业。
宁夏
2021年10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利用低频5G网络、物联网、高分遥感卫星、北斗航卫星等技术，建设“一河三山”生态监测网
络，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生态监测数据采集和共享。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YY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商业遥感卫星行业分析报告-行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分析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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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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