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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卫星遥感影像的安全性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但是伴随着卫星遥感影像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
加,卫星遥感影像也面临着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本文介绍了国外的卫星遥感影像安全出台的控制
措施,并且对卫星遥感影像控制策略进行了讨论,旨在为提高卫星遥感影像的使用安全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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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urity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commercialization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are also facing
major issues affecting national security.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ecurity control measures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discusses the control strategies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aiming
at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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