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于无人机、摄像头等其他数据采集手段，卫星遥感数据具有宏观性、多源性、

广域性等优点。2010年以来，中国遥感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商业遥感产业的发展，

政策支持、技术进步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内遥感应用产业正由导入期向成

长期过渡，未来市场的成长将来源于场景精细化、应用大众化和服务国际化带来

应用边界的拓展，行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望培育出若干行业龙头。我们认为

在技术积累、软件平台、营销网络、商业模式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有望快

速崛起，建议关注相关头部企业。

摘要

遥感应用是航天产业的优质赛道，多重因素加速商业遥感产业发展。卫星应用

服务及相关设备占全球航天产业总产值的 93%，应用服务/运营利润率在

15%~50%（2019年数据），是航天产业盈利能力更强的环节。相比于卫星通信

和卫星导航，卫星遥感数据包含的信息更多，是商业潜力更大的细分领域。中国

通过“高分专项”建立起完备的对地观测体系，目前光学遥感数据自给率已超过

80%，促进了商业遥感产业发展。此外，遥感数据开放、商业航天等方面的鼓励

政策，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赋能，进一步加速了卫星遥感的商业

化。

遥感应用边界正不断拓展，行业中长期成长空间广阔。2019年全球卫星遥感市

场规模约 46亿欧元，同期国内市场规模为 155亿元（YOY+18.6%）。遥感影像

空间/时间分辨率提高，影像处理技术、定量遥感技术的成熟，将不断拓展卫星

遥感的应用边界。我们认为行业中长期的成长主要来源于特种领域和政府部门信

息化、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而面向企业用户、大众用户的应用场景的成熟，以及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国际市场的拓展，有望为遥感应用行业打开更广阔的

成长空间。

行业进入成长初期，优势企业有望快速崛起。根据商业模式和成长路径的不同，

卫星遥感企业可分为运营主导型和应用主导型，后者相较于前者具有轻资产、盈

利能力强的特点。目前国内遥感应用产业正由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未来市场份

额有望向头部企业集中，我们认为在技术积累、软件平台、营销网络、商业模式



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有望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实现快速成长。

卫星遥感应用行业是新兴的蓝海市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有望随行业发展

快速崛起。我们建议关注卫星遥感产业链各环节优势企业，建议关注其中应用主

导型的龙头企业。

风险

政策风险；行业竞争加剧；市场拓展进度放缓。

正文

卫星遥感应用是航天产业链中的优质赛道

遥感分为光学遥感和微波遥感，分辨率是核心技术指标

遥感技术起步于上世纪 60年代，卫星遥感是其中最主流的观测手段之一。遥感

技术是一种通过非直接接触而判定、测量并分析目标性质的对地观测技术，利用

雷达、相机等传感器，获取目标地物电磁波发射、反射和吸收的不同特性，得到

反映目标地物几何特征、物理特征和时间特征的有效数据，反映目标地物大小、

形状及空间分布特点等属性，以及目标地物的动态变化。根据平台的不同，遥感

技术主要可以分为地面遥感、航空遥感和航天遥感三类，航天遥感中的卫星遥感

具有观测视点高、视域广、可重复采集等优点，是现在遥感技术中最主流的观测

手段之一。根据传感器探测波段的不同，可以分别光学遥感（紫外遥感、可见光

遥感、红外遥感等）和微波遥感。

图表：遥感数据获取与应用的技术流程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卫星遥感是主流的对地观测手段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光学遥感和微波遥感特点对比



资料来源：遥感学报，GEOIMAGE，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前瞻产

业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卫星在轨数量为 2017年底的数据

应用服务是产业链的优质赛道，卫星遥感的商业潜力更大

卫星应用产业链包括卫星制造与发射、卫星运营以及应用服务三个环节：

► 上游：卫星制造与发射服务环节，包括卫星研制与发射服务提供商，市场参

与者包括国有企业，以及长光卫星、银河航天、蓝箭航天、星际荣耀等民营的卫

星和火箭制造商；

► 中游：卫星运营环节，包括地面应用系统建设和卫星运行管理的参与单位，

包括卫星运控中心、数据接收站的设计与建设，以及各类卫星运营公司；

► 下游：应用服务环节，包括卫星应用相关各类软硬件开发企业、服务商以及

代理商，既包括航天系统内的国有企业，也包括航天宏图、中科星图、世纪空间、

易智瑞等等民营企业，最终面向政府、企业甚至大众市场的各类终端用户。

图表：卫星应用产业链包含制造、运营和应用环节



资料来源：航天宏图招股说明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应用服务是产业链上市场规模大、盈利能力更强的环节。根据美国卫星工业协会

（Satellite Industry Association，SIA）2020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卫星产业报告》，

2019年全球卫星产业产值为 2707亿美元，其中应用服务以及与应用服务密切相

关的地面设备分别占行业总产值 45%和 48%，上游卫星制造与发射服务占 7%。
从盈利能力的角度看，卫星制造环节净利润率通常低于 10%，中下游运营/应用

服务提供环节的净利润率在 15%~50%之间，是产业链上盈利能力更强的环节。

图表：2019 年应用服务占行业总产值 45%

资料来源：SI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产业链中应用服务环节盈利能力更强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卫星遥感是卫星应用中商业潜力更大的细分领域。卫星应用可分为卫星通信、卫

星导航和卫星遥感三类，相比于其他两种应用形式，卫星遥感能够及时获取地球

表层较大范围内的数据资料，获取的数据具有广域性、多源性、周期性、综合性

和数量化的特点，蕴含了更大的商业应用价值。目前卫星遥感已经广泛应用于国

防、农业、林业、气象、海洋、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众多行业。在国家航天局

建设的“高分应用综合信息服务共享平台”上，上线了包括国土等 16 行业的 250
个产品清单，并实现了与北京、甘肃等 16个省级中心，包括国土、环保、测绘

等 19个行业应用数据的互联互通，平台承载的数据、产品和应用范围逐渐增长。

图表：通导遥三大应用领域中，卫星遥感的应用价值更高

资料来源：国家航天局，航天宏图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多重因素协同驱动，商业遥感产业发展加速



政策推动，卫星遥感数据日益丰富，成本大幅降低

产业政策密集出台，中国卫星遥感商业化进程有望加速。美国早在 1984年，就

陆续颁布了《陆地遥感商业法案》、《美国商业遥感政策》、《陆地卫星数据分

发政策》等政策和法案，既保证国家安全也推动了卫星遥感的商业化，培育出

GeoEye、DigitalGlobe等全球知名的商业遥感公司。十三五以来，中国出台《关

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打开了民营资本

进入卫星遥感领域的大门。此外，中国也制定了《遥感卫星数据开放共享管理暂

行办法》、《国家民用卫星遥感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将空间分辨率不优 0.5 米

的光学遥感数据初级产品，空间分辨率不优于 1 米的合成孔径雷达遥感数据初级

产品向社会公开，丰富了下游遥感应用的数据源。

“高分专项”构建了完善的对地观测体系，国内遥感数据自给率提高至 80%。我国

高分专项遥感卫星系统已在 2020年完成建设，遥感能力覆盖了从全色、多光谱

到高光谱，从光学到雷达，从太阳同步轨道到地球同步轨道等多种类型，建成具

有全天时、全天候和全球范围观测能力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内遥感卫星

数据自给率达 80%[1]（2016年数据），国内公益性卫星遥感数据获取体系更加

完备。

图表：非涉密民用遥感卫星数据已向社会公开

资料来源：国家航天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民营商业遥感星座建设有望迎来高峰，遥感应用的数据来源将进一步丰富。2014
年国务院 60号文件《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此后地方政府和民间

资本大量涌入商业航天产业，卫星遥感是其中投资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目前天



仪研究院、国星宇航、千乘探索、天辅高分等民营企业都提出了以特定区域、特

定目标、特定载荷或高时间分辨率主要特点的遥感星座建设计划。民营资本投资

的商业遥感星座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弥补国家民用遥感卫星数据覆盖的空白，丰

富卫星遥感应用的数据来源。

技术赋能，新型信息技术奠定商业化应用的技术基础

传统技术手段处理效率低、成本高是制约卫星遥感应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获取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后，原始数据需要经过预处理、几何校正等处理流程，

影像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多源数据融合、噪音消除等关键技术，具有流程复杂、技

术难度大的特点，传统的技术处理手段在图像处理效率、处理成本方面均难以有

效满足下游应用市场的需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遥感数据存储、处理、分析、

分发方面的问题，制约了遥感影像的应用和卫星遥感产业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大幅提高了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效率和精度。人工智能

技术被引入卫星遥感影像处理领域，有效的解决了激增的遥感数据、旺盛的市场

需求以及传统技术手段的瓶颈三者间的矛盾，全方面提升遥感数据的自动化处

理、分析能力，相关的技术已应用在包括目标检测、变化检测、路网提取、云雪

检测、水体提取、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建筑物提取等多个遥感应用场景，大幅缩

短了遥感影响处理周期、提高图像处理精度。

图表：传统遥感影像解译主要依赖人工

资料来源：Joint Research Centre，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了遥感影像高效处理的行业痛点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云计算、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入，奠定了遥感商业化发

展的技术基础。随着对地观测系统的日益完善，面向大气、海洋、陆地、生态等

要素的多尺度、多角度、多光谱、多时相遥感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以中

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陆地遥感数据为例，2007年至 2018年间其数据存档量从

0.18PB增长了 194倍至 35PB。另一方面，下游资源调查、天气预报、农业估产、

防灾减灾等市场对卫星遥感数据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遥感技术手段远不能满足

下游市场快速增加的需求。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

高性能计算等前沿技术被引入卫星遥感领域，使海量遥感信息的高效存储、准确

处理、实时共享成为了可能，奠定了遥感商业化发展的技术基础。

遥感应用边界正不断拓展，行业中长期成长空间广阔

2019年全球卫星遥感市场规模约 46 亿欧元，国内同期市场规模为 155亿元，增

速明显高于全球市场。咨询机构 Euroconsult 长期跟踪全球卫星遥感市场，据其

研究数据，2019年全球卫星遥感市场规模约 46 亿欧元，同比下滑 6.06%，其中

数据销售和增值服务市场规模分别为 16亿欧元和 30亿欧元，Euroconsult预计

未来全球卫星遥感市场有望保持 9.4%的复合增速，至 2028 年全球市场规模有望

达到约 113亿欧元。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9 年中国遥感应用市场规模

为 155亿元，同比增长 18.6%，远高于全球市场总体增速。

图表：2019-2028年全球卫星遥感市场复合增速有望达到 9.4%



资料来源：Euroconsul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019 年国内卫星遥感市场规模为 155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卫星遥感将拓展现有空间信息感知能力，应用边界的拓展有望带动行业快速发

展。相比于摄像头、激光雷达、探地雷达等地面监测手段，以及遥感飞机、无人

机等航空探测手段，卫星遥感具有覆盖面积广、探测手段多样、数据成本低等优

点。卫星遥感与地面、空中监测体系融合，形成“天-空-地”一体的立体感知体系，

将拓展现有对地理空间信息、地表动态信息等信息的感知能力，能够有效改善监

管效率、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下图中天门市、曲靖市的应用案例充分说明了上述

变化。我们认为随着遥感影像空间/时间分辨率提高，影像处理技术、定量遥感

技术的进步，卫星遥感的应用边界将不断拓展，带动行业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扩

张。



图表：融合卫星遥感的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网大幅提高数据获取能力

资料来源：航天世景官网，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知网，国家航天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有望创造更多的精细化应用场景

遥感已成为政府部门提高服务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早在 2000年，北京市政府

就通过了《北京市空间信息工程总体框架及发展规划》，启动实施“北京市遥感

工程”，建设了城市综合整治、农业基础地理信息、政务信息图层共享、绿化隔

离地区信息等业务应用系统，共为 87家各级政府部门决策、指挥和管理提供了

支撑。近年来遥感影像数据源增多、数据获取费用降低，遥感正逐步成为各级政

府部门提高服务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应用领域也从传统的地质、国土等领域，

向公共安全、资源环境、城市规划、应急管理等多个领域拓展。

图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监测工作框架

资料来源：自然资源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卫星遥感在农业、环境等部门的应用案例



资料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澎湃新闻，航天宏图公众号，中金公司研究部

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领域的专项项目有望带来可观的增量市场。基于卫星遥感时

空信息数据已经成为政府精细监管、社会协同治理以及维护国家安全重要手段，

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等部委陆续启动多个重点专项，有望为卫星遥感行业带

来可观的增量市场：

► 应急管理：2020年 6月 8 日国务院正式启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专项工程，

计划在 2022年前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灾害风险普查数据库体系。2021 年 5
月 18日，首批 122个县级试点单元风险普查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阶段将把前

期试点工作向全国 300多个地市和 2800 多个县全面推广。参考前期试点县招标

情况，假设每个县级行政区投入规模为 500万元，全国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在该专

项的投入规模约 150亿元。未来其他 8 项重点工程将陆续启动实施，为卫星遥感

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带来新的增量市场。

► 自然资源：自然资源部在其“十四五”基础测绘规划编制工作中提出，推动“实
景三维中国”项目建设，希望通过 5-10 年时间建立起一个适应信息化发展的国家

地理实体数据库。实景三维项目共包括地形级、城市级和部件级是三个层次，十

四五期间有望完成 5米格网 DEM全国覆盖，完成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三维模型的

构建。卫星遥感是地形级和城市级建模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实景三维项目正式

启动实施后，卫星遥感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机会。

远期：ToB领域有望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



卫星遥感能力的提升，可以为更精细化的应用需求提供解决方案。1）空间分辨

率提高方面，以道路信息提取和植被分析为例：空间分辨率 2 米的遥感图像，仅

能清晰识别 20米左右的宽阔道路，或大面积的植被识别、空间分布监测；当空

间分辨率提高到 0.3米时，道路上的斑马线、小汽车都可以被清晰识别，也可以

完成植物识别统计等精细工作。2）定量分析方面，卫星遥感已由过去几何遥感

发展到目前的定量遥感，通过对遥感图像解译、反演可以定量的识别出目标地物

的物理、地理、化学、生物等特征参数，实现对目标的分类、统计、测量与监测。

图表：技术进步提高了遥感卫星信息获取能力

资料来源：欧比特，测绘科技论坛，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卫星遥感正从几何遥感向定量遥感发展

资料来源：欧比特官网，测绘科技论坛，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遥感卫星技术能力的进步推动了应用模式的发展

资料来源：欧比特，中金公司研究部

卫星遥感应用正在向企业和大众市场渗透，有望为遥感应用服务企业打开更大

的市场空间。目前卫星遥感应用的市场主要集中在政府和特种领域，虽然早已通

过天气预报、卫星地图等形式走进了大众生活，但遥感应用的企业和大众市场并

没有完全打开。近几年在卫星遥感技术能力提高的背景下，部分面向企业用户的

应用场景逐渐成熟，例如面向期货、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咨询服务，面

向石油、电力等领域企业用户的管线巡检和山火监测服务等，卫星遥感应用的企

业市场逐渐打开。此外，2020年哔哩哔哩公司发射了“bilibili 视频卫星”，探索卫

星遥感在大众市场的应用。我们认为随着遥感卫星覆盖区域、覆盖频次、成像精

度的改善，以及下游用户对卫星遥感认可的提高，面向企业和大众的市场有望打

开更大的成长空间。此外，视频卫星可以实现对全球特定区域的实时观测，视频

遥感卫星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面向企业和大众市场的应用将进一步扩大。

行业进入成长初期，优势企业有望快速崛起

应用主导型公司为轻资产模式，盈利能力较强

在卫星遥感产业中下游环节，目前已形成的商业模式包括以下几类：

► 基础设施运营：负责运营卫星系统、航空遥感系统、地面接收站网等大型遥

感设施，实现数据获取、处理、管理与应用一体化。该模式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本

和技术实力，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高。

► 数据销售：直接面向用户销售数据或数据代理销售，是行业内形成最早的商

业模式，目前仍是行业主要的商业模式之一，数据质量和数据成本是数据销售环

节的核心竞争力。

► 软件研发与代理：遥感数据处理与分析处理软件的研发与销售，或委托代理

销售其他厂商的软件。大型遥感软件平台研发成本高、技术难度大且用户群体集

中在专业领域，该模式正逐渐被应用服务模式替代。



► 应用服务：将遥感数据和应用软件结合，针对典型的应用场景形成解决方案，

并面向用户实际需求提供应用服务。随着用户群体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应用服

务有望发展为遥感商业化应用的主导模式。

图表：国内主要商业遥感企业业务布局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统计时间截止 2021年 7 月

根据商业模式和成长路径的不同，商业遥感公司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运营主导

型和应用主导型。运营主导型的公司通过运营自研或采购的遥感卫星，获取遥感

影像数据并形成数据产品，对外销售数据或通过自主研发或第采购的软件平台提

供应用服务。应用主导型的公司以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平台为核心，向下游用户提

供应用服务，部分公司在此基础上将业务向上游卫星运营、数据产品环节延伸。

应用主导型公司轻资产、盈利能力强，但数据获取能力是商业遥感公司提供应

用服务的基础。典型的运营主导型的公司包括 Maxar Technologies、SPOT Image、
欧比特、长光卫星、世纪空间等，这类公司建设遥感卫星需投入大量资金，非流

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通常在 50%以上，ROE 在 3%至 4%左右，净利润率在

5%至 15%左右。典型的应用主导型公司包括易智瑞、航天宏图、中科星图等，

非流动资产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不足 10%，ROE 在 10%至 20%之间，净利润率在

15%至 25%之间。公益性遥感数据已可满足目前大部分应用场景的需要，但高时

间分辨率、高光谱或微波遥感等遥感数据仍将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是商业遥感公

司提供更加多样化应用服务的基础。

图表：商业遥感公司按发展模式可分为运营主导型和应用主导型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世纪空间公司数据为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其他公司为 2020年度财务数据。

行业进入成长期，优势企业有望快速崛起

中国遥感应用产业正由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2010年以来，国内遥感卫星应用

产业迅速的经历了“遥感化”、“产品化”和“业务化”三个阶段，遥感卫星应用从过

去的“试验应用”向“业务服务”转变。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国内遥感应用

产业正处于从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具有技术快速发展，竞争格局

分散，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等导入期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产品形态趋于稳

定、竞争壁垒提高、头部企业已形成稳定的盈利等特点。随着行业逐渐发展进入

成长期，我们认为，下游需求迅速增长有望带动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集中

度也有望逐渐提高，行业优势头部企业随行业发展迅速崛起。

卫星遥感企业能否从市场快速扩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主要取决于

以下几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 技术积累：卫星遥感影像处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过程，需要经过图像处理、信

息解译与参数反演三个步骤，每个步骤中又涉及多个技术环节，且不同类型、不

同传感器的遥感卫星影响影响处理过程的解译和反演算法均有差异。在影像处理

方面有较强的技能能力和丰富的技术积累，有利于提高遥感应用企业产品的先进

性和服务质量，也是遥感企业在不同下游市场横向拓展的基础。

► 软件平台：基础软件平台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可以以此为基础根据不同需求

定制开发行业应用系统，更快捷的满足不同行业用户的需求。此外，商业遥感公

司可以在基础软件平台的基础上，针对共性需求研发适用于不同行业的插件集，

提高行业应用系统的开发效率，降低项目的开发成本。但遥感应用基础软件平台

具有技术含量高、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大等特点，拥有成熟基础软件平台的企

业相对其他竞争对手有望占据先发优势。



图表：航天宏图遥感图像处理基础软件平台 PIE

资料来源：航天宏图招股说明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中科星图 GEOVIS 数字地球基础软件平台

资料来源：中科星图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 营销网络：现阶段遥感应用服务以定制化开发为主，早期用户集中各中央部

委，其他终端用户对遥感应用的认知仍有不足。目前遥感应用在部委、省、市、

县各级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石油、电力、农业等行业企业的应用均有较大拓展

空间。完善的营销网络布局有利于及时掌握用户需求，将成熟的产品和服务量更

深层次的市场延伸。

► 商业模式：在轨公益性和商业遥感卫星数量有望继续增加，遥感影像数据的

资源将越来与丰富，导致遥感影像价格走低，加剧影像销售环节的竞争。针对用



户需求的行业应用软件定制化开发，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要求较高，且

软件的开发成本相对较高。利用遥感影像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模式成本更低，且容

易与用户间形成较强的粘性，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同时，也有利于在下游市

场构筑更深的护城河。

风险提示

行业发展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行业竞争加剧、市场拓展进度放缓等方面：

► 行业竞争加剧：遥感应用技术在公共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等领域

均有较大的应用潜力和商业价值，下游应用场景的拓展可能带动行业规模快速增

加，吸引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行业用户携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加入

市场竞争，由此带来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 市场拓展进度放缓。目前遥感应用下游用户主要集中于特种领域和政府部门，

面向企业用户的应用服务正快速拓展，面向大众用户的应用正在探索初期，各层

级应用场景的拓展可能带动行业规模快速增长，若发生市场拓展进程放缓的情

况，可能将导致行业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1]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0/content_5051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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