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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的总体要求、数据内容、数据库设计、数据建库、

系统开发、测试与验收、安全保障和运行维护等内容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与共享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T 18521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GB/T 33453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

GB/T 35642 1:25 000 1:50 000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

GB/T 35643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元数据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 optical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具有平面或立体测图能力的光学遥感卫星。

[GB/T 35642-2017 定义3.1]

3.2

几何定位模型 Geometric Location Model

描述影像坐标和地理空间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

4 总体要求

4.1 时间参考

纪元应采用公历纪年，时间应采用北京时间。

4.2 空间参考

空间参考应采用统一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平面和高程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https://www.biaozhun.org/A/21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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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地基准，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确有必要时，可采用依法批准的其它坐标系；

b) 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3 元数据

元数据内容应符合GB/T 35643的要求。

4.4 数据格式

数据格式应符合GB/T 17798的要求，支持TIFF、GeoTIFF、IMG、PIX、BMP、HDF、JPEG、CNSDTF等

数据格式，并支持TAR、GZ等压缩包形式。

4.5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应经质量检查合格。

4.6 安全要求

应根据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进行安全设计，并建立严格的安全运行管理制度。

5 数据内容

5.1 数据组成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应包括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数据字典、辅助数据等内容。

5.2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

光学遥感测绘影像产品分类包括原始影像产品、辐射校正影像产品、传感器校正影像产品、系统几

何纠正影像产品、几何精纠正影像产品、正射纠正影像产品等，具体产品内容参见GB/T 35642。影像产

品宜包括云雪覆盖信息。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中的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可包括上述产品的一种或多种。

5.3 数据字典

数据字典应包括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库信息的总体描述和值域约束，应包括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

像产品的名称、代码、属性内容、数据项描述等，参见附录A。

5.4 辅助数据

辅助数据可包括地理底图数据、地名地址数据等。

5.4.1 地理底图数据

可依据建库需要选择相应的区域、比例尺、要素级别的地理框架数据和影像底图。

5.4.2 地名地址数据

可包括行政区域名称、地名、道路名称、单位名称等，地名数据的代码应符合GB/T 18521的要求。

6 数据库设计

6.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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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依据充分：数据库设计应以用户需求和相关技术标准为依据；

b) 设计规范：数据库设计应在充分验证的基础上进行，严格进行数据库设计书评审和修改；

c) 配置合理：存储空间、计算资源、网络带宽等应在满足需求基础上，留有适度余地；

d) 可扩展：数据存储结构和系统功能上应保持一定的可扩展性，满足数据类型扩展的需求；

e) 功能完备：功能设计应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应具有不断扩充、更新和安全管理能力。

6.2 需求调研和分析

用户需求调研和分析应贯穿于数据库设计、建库和试运行等阶段：

a) 在数据库设计阶段，应重点调研和分析用户需求、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现有数据资源情况等，

明确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目标，对用户规模、数据量、服务器资源、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等进行估算，明确建设的软硬件以及功能、性能需求；

b) 在系统建设阶段，应再次需求调研和分析，以修正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方案；

c) 在试运行阶段，当进行数据库软硬件升级和数据库管理系统功能更新、性能改进前，均应开展

用户需求调研和分析。

6.3 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应对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中所涉及的各种数据进行分类、聚集和概括，确定数据

库管理系统中的实体、实体的属性、标识实体的编码以及实体之间联系的类型，建立抽象的概念数据模

型：

a) 概念模型应反映信息结构、信息流动情况、信息间的相互制约和关联关系，及用户对信息存储、

查询和应用的要求；

b) 概念模型的设计应依据现有的遥感影像数据相关的分类、分级的标准规范和各类、各级数据间

的关系；

c) 概念模型应不依赖于具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以通用的 E-R 图进行表示,参见附录 B。

6.4 逻辑设计

6.4.1 设计

逻辑设计应在数据库概念设计基础上，明确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和元数据信息的组织形式，

建立与选用的数据库系统支持的数据模型相符合的逻辑结构，形成逻辑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的内容

应包括所有的实体和关系，确定每个实体的属性，定义每个实体的主键，指定实体的外键，并进行范式

化处理。

6.4.2 数据组织

6.4.2.1 数据组织原则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可按下列组织原则进行分层、分库组织：

a) 可按产品类型分库；

b) 可按空间分辨率、卫星等分层；

c) 有明确关系的数据层应建立关联关系。

6.4.2.2 数据组织方式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管理可采用数据库与文件相结合方式进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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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与文件结合的组织方式将非结构化的影像体以文件形式存放在存储设备中，并将影像的结构

化元数据信息及文件路径存放在数据库中，通过文件路径将数据库和影像体文件关联。可根据影像产品

的数据量和增长情况选取数据存储方式；PB级以上数据规模宜采用在线、近线及离线的三级存储方式来

存储影像体文件：

a) 在线存储：文件存储在高速磁盘阵列上，宜存储现势性强，使用频率高的数据，满足影像的快

速访问及使用需求；

b) 近线存储：宜存储现势性不高、使用频率不高的影像，实现自动访问和使用；

c) 离线存储：宜存储现势性低、使用频率低的历史影像数据。

6.4.3 元数据表结构设计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元数据表结构应至少包括卫星名称、传感器类型、影像采集时间、产品级别、

影像质量、云量、空间分辨率、影像行列号、入库时间等字段信息，基本元数据表结构参见附录 C。

6.5 物理设计

6.5.1 系统网络设计

系统网络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宜采用万兆或万兆以上的高带宽网络；

b) 宜采用多层网络架构，避免通道堵塞；

c) 应具备安全防护、漏洞扫描、入侵检测、数据包过滤、防病毒、身份认证、数据加密和主机监

控等安全能力，具备全面且稳固的安全防护体系；

d) 应具备高可靠、高稳定和强容错等要求。

6.5.2 数据库模式设计

数据库模式设计包括：

a) 基于逻辑设计提出的模型，按照软硬件配置和数据量估算，分配数据库、软件和工作区的物理

空间，确定各种类型数据的目录结构和存储位置；

b) 按照逻辑设计中的表结构设计，设计物理表，并为每个表按照估算的数据量和应用需求建立表

空间；

c) 根据各影像产品类型以及业务需求，设计相应的空间索引方式和关键字索引方案，确定空间索

引方式、以及关键字索引的索引项；

d) 应将卫星名称、传感器名称、影像采集时间、云量、空间分辨率等关键字段作为关键字索引的

索引项；

e) 空间索引可根据影像的有效覆盖范围建立空间索引，也可采用国家标准分幅、任意矩形、规则

格网等形式，空间索引的范围应等于或大于数据体的覆盖范围。

6.5.3 数据一致性设计

在对数据进行操作时，应保证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数据完整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域完整性。通过列数据类型约束域完整性，同时还指定每列是否为空属性，用来约束该列是否

可以出现空值；

b) 实体完整性。要求表具有主键约束（主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其他措施，如唯一索

引、唯一性约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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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系完整性。建立数据库中不同表与列之间的关系，使子表中外键的每个列值都与相关的父表

中的主键或候选键相匹配。

在对数据进行操作时，应通过事务、异常数据处理和数据状态的定期对比等措施来保证数据一致性。

6.6 安全设计

安全设计参见 GB/T 33453 相关内容。

7 数据建库

7.1 建库流程

建库环节包括数据准备、数据库模型创建、数据入库前检查、数据预处理、数据入库、数据入库后

检查等。具体流程见图 1。

图 1 建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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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数据准备

按照设计的要求收集所需的各类数据和资料，并整理、建档和备份，将待入库数据存放到预设的存

储空间上。

7.3 数据库模型创建

按照数据库的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对每类数据进行物理空间的分配，相关参

数的设置，创建数据表和表空间。分配物理空间时，应考虑未来数据的扩充需求。

7.4 数据入库前检查

数据入库前应按照数据库设计要求对每类数据进行检查，并对各项检查进行登记，将不符合建库要

求的数据进行修改，确保入库数据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数据检查主要包括:

a) 完整性检查。数据文件应完整正确，不应有遗漏；

b) 逻辑一致性检查，主要包括：

1) 概念一致性。同类数据的分类编码、文件结构、属性构成应保持一致，不同类型数据应符

合统一的体系规则；

2) 值域一致性。数据项的取值应在值域界定的范围内；

3) 格式一致性。应与规定格式保持一致。

7.5 数据预处理

应根据数据库设计的要求进行数据入库前处理，主要包括格式转换、坐标转换、投影转换、数据压

缩等。

7.6 数据入库

数据入库应按照设计的数据组织方式进行，入库前后的数据存放位置应与设计保持一致。可采用手

动、自动入库等方式，入库完成后应记录数据入库日志。

7.7 数据入库后检查

入库后应检查入库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包括数据是否存放在规定的数据表中，入库后数据是否

完整，入库前后数据是否一致，数据是否重复入库等。

8 系统开发、测试与验收

8.1 系统功能设计

8.1.1 系统基本功能

应包括数据检查、数据入库、查询、浏览、提取、统计、备份、迁移和权限管理等。

8.1.2 数据检查

应具备按照影像产品要求检查入库数据的完整性、逻辑一致性的功能。

8.1.3 数据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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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卫星名称、传感器类型、影像采集时间、产品级别、影像质量、云量、空间分辨率、影像行

列号、入库时间等信息采集存入数据库中，并将实体数据迁移到设定的存储设备上；应具备手动和自动

入库功能；应支持入库过程中状态的监控和入库日志记录。

8.1.4 数据查询

应具备按照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对各类影像数据进行查询的功能。属性查询应支持常用的卫星名称、

传感器类型、影像采集时间、产品级别、影像质量、云量、空间分辨率、影像行列号、入库时间、行政

区划、图幅号、地名地址、云雪范围等查询条件；空间查询应支持点、线、矩形、多边形等查询条件，

并支持缓冲区查询。

8.1.5 数据浏览

应具备数据漫游、缩放等功能。

8.1.6 数据提取

应具备将入库后的数据下载，以及影像查询结果导出等功能。

8.1.7 数据统计

应具备各种影像数据按照不同维度进行统计的功能，可设计入库统计、库存统计、提取统计和空间

分析统计等，并应支持统计报表的输出。

8.1.8 数据备份

应具备数据库备份的功能，包括定期的增量备份和全库备份。

8.1.9 数据迁移

应具备将数据从在线迁移至近线以及离线的数据迁移能力，主要包括基于存储容量、基于影像现势

性、基于数据对象、基于影像空间位置等数据迁移功能。

8.1.10 权限管理

应具备对系统用户、功能、数据权限控制的功能。

8.1.11 日志管理

应具备系统日志记录、查询等功能，包括记录用户的在线状态和系统操作等日志。

8.2 用户界面设计

根据数据库的各种应用模式，设计体现用户特色的用户界面，后端数据库管理与维护界面应体现全

功能与高效，前端用户界面应针对需求具有简洁和实用性。

8.3 软硬件选型

8.3.1 系统硬件选型

8.3.1.1 服务器

应根据不同用途和性能要求，进行服务器选型的统一规划。

服务器选型参考指标应包括：服务器中央处理器主频、核数、内存大小、存储容量、带宽、图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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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处理能力、扩展性、性价比等指标。

8.3.1.2 存储设备

存储设备应具有大容量数据的安全高效存储能力，包括磁盘阵列和磁带库、硬盘、光盘等。系统存

储总容量宜按照估算的总数据量的 1.5~2.5 倍配置，计算公式如下：

存储容量（TB）=(当前数据量（TB）+年增量（TB）×规划年限（年）)×(1.5~2.5)。

在线存储可采用高性能的磁盘阵列存储设备。

近线存储可采用低速的磁盘阵列存储设备。

离线存储可采用磁带库、硬盘、光盘等存储设备。

8.3.2 系统软件选型

系统软件选型主要包括：

a)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应安全、稳定、兼容，支持网络化资源管理、用户分级访问、开放的网络

协议等。

b) 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系统应安全、稳定、兼容，支持复杂数据类型、空间信息存储、面向对象

数据建模、海量数据管理、数据库备份恢复、安全管理、并行处理和并发控制，具有空间数据

管理能力。

8.4 系统开发

根据系统设计方案进行软件开发，实现数据检查、数据入库、查询、浏览、提取、统计、备份、迁

移和权限管理等系统功能，并进行集成，形成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管理系统。

8.5 系统集成与部署

根据数据库物理设计方案，将数据库建设所需的软件、硬件进行有机集成，使得各个设备互联互通、

将软件部署到相应的设备上，形成软硬件统一、协调的综合系统，实现影像数据的高效管理。

8.6 测试与验收

参见 GB/T 33453 相关内容。

9 安全保障与运行维护

9.1 基本要求

数据库安全保障应建立必要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保密责任，采取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库中的

数据和运行环境安全。

9.2 安全管理

应制定安全目标和安全策略，划分和审批不同用户权限，进行密码保管和时效设定，联网计算机范

围、环境和介质的管理等。

9.3 系统运行管理

应制定数据库访问、入库、导出、更新、备份等工作流程，进行软硬件设备管理，明确操作人员和

管理人员职责，进行系统操作日志管理。

9.4 数据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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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备份应根据数据库的特点、数据容灾时间窗口等制定备份策略，数据库备份应包括：

a) 备份策略。制定数据库自动备份策略，定期、自动对数据库进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对于数据

量小、更新频繁、重要程度高的数据，可考虑缩短备份周期，提高备份频率；对于数据量大、

更新不频繁的数据，可考虑加长数据备份周期，降低备份频率；

b) 可用性检查。定期检查数据库备份的可用性；

c) 数据库安全。数据库的软硬件升级或数据库结构发生变化时，应先进行数据库全备份；

d) 备份形式。宜采用热备份。

9.4.1 数据迁移和备份

数据迁移应采用安全迁移和备份策略。迁移和备份介质可采用在线磁盘阵列或离线的磁带库等。数

据实体的迁移和备份策略需要根据数据重要程度、数据访问频度、数据量、存储容量等进行制定：

a) 对于经常访问、使用频率高的影像，建议长期在线存储；

b) 对于访问频率较高且数据实体已离线的数据，可将离线物理介质连接到内网，使数据近线存储；

c) 对于数据量大、自动更新、历史访问频率低的遥感影像数据，可在线一定周期后自动迁移至离

线；

d) 对于重要数据应存储 2份以上。

9.4.2 异地备份

异地备份包含数据库异地备份和数据实体异地备份，可根据数据规模和重要性采用全部备份或部分

备份：

a) 异地备份使用物理介质，可选用移动硬盘、磁带、光盘等；

b) 实体数据归档后应根据需要及时完成异地备份工作，数据库应根据需要及时对全库备份进行异

地备份。

9.5 机房环境管理

应制定数据库存储和归档数据存放环境的卫生、温度、湿度，以及防雷、防盗、防火、防水等方面

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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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数据字典说明

表 A.1 至表 A.9 中给出了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级别、光学遥感卫星名称、传感器类型、时间

单位、分辨率级别、像素类型、色彩类型、立体类型、数据存储方式等内容。

表A.1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级别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原始数据产品 分景、分条带后的原始数据，未作辐射和几何校正处理

02 辐射校正影像产品 经辐射校正后的影像

03 传感器校正影像产品 分景、分条带数据经辐射校正和传感器校正处理，未作系统几何校正

04
系统几何校正影像产

品

分景、分条带数据经辐射校正和采用地面几何检校的内外方位元素进行系统几何

校正处理

05 几何精纠正影像产品 经辐射校正和使用地面控制点的几何精校正处理，不包括地形校正

06 正射纠正影像产品 经辐射校正、使用地面控制点和数字高程模型几何校正后的影像产品

表A.2 光学遥感卫星名称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ZY1-02C 资源一号02C

02 ZY3-01 资源三号01星

03 ZY3-02 资源三号02星

04 GF-1 高分一号

05 GF-1B 高分一号B星

06 GF-1C 高分一号C星

07 GF-1D 高分一号D星

08 GF-2 高分二号

09 GF-5 高分五号

10 GF-6 高分六号

表A.3 传感器类型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框幅式 框幅式相机

02 推扫式 推扫式相机

03 摆扫式 摆扫式相机

04 全景 全景相机

05 雷达 雷达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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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激光 激光相机

表A.4 时间单位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年 年

02 天 天

03 小时 小时

04 分 分

05 秒 秒

06 微秒 微秒

表A.5 分辨率级别

代码 级别名称 能识别的地物及其应用

01 1000m 大地构造、暴风雨的移动、海水盐度和海水透明度

02 300m 区域地质构造、风速、空气污染来源和扩散、沙土风暴、河流类型、海流、

山脉分布、森林分布与森林火灾等

03 100m 小比例尺区域地质图、区域地质构造、土地类型、裸露土壤和岩石、土壤

温度、水资源分布、植被类型、一般森林调查、城市中心

04 30m 矿产调查、地震破坏、一般土壤湿度、沉积情况的调查、绘制河流流域图

和海况图、海水污染、详细森林调查、草场调查、一般土地利用、10亩以

上的农作物、主要公路和铁路以及编制1：25万地形图

05 10m 侵蚀调查、详细的水污染调查、鱼群位置、成熟的果园和农场以及编制1：

10万地形图

06 5m 土壤调查、详细的土壤湿度差异、土壤盐分、排水类型、森林密度、单株

树木统计、树冠直径、主要树种、人工建筑和编制1：5万地形图

07 2m 城市规划，资源调查，工程选址以及1:2.5万地形图更新等

08 1m 城市规划，资源调查，大比例尺地形图更新等

表A.6 像素类型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无符号字节型 没有符号的采用 8bit存储的字节类型

02 无符号 16位整型 没有符号的采用 16bit 存储的整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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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无符号 32位整型 没有符号的采用 32bit 存储的整数类型

04 32位浮点型 采用 32bit 存储的浮点型类型

表A.7 色彩类型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全色
包含整个可见光波区（一般定义在 0.4μm-0.7μm 间）的 黑白影像。为避免

大气散射对影像质量的影响，常弃用 蓝光波段。

02 多光谱
利用具有两个以上波谱通道的传感器对地物进行同步成 像，获取的若干幅

不同波谱段影像。其波长范围比可见 光大，有几个到几十个波段

03 高光谱 光谱分辨率在 10I 数量级范围内的光谱图像

04 融合

将空间、波谱上冗余或互补的两张影像按一定规则进行 运算处理，获得比

任何单一影像具有更丰富信息的融合 影像，提升原始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和

光谱分辨率。其波 段数目和波长范围一般与参与融合的多光谱影像相同。

表A.8 立体类型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同轨立体

由卫星上装载的多台拥有不同成像视角的相机同步获 取，或通过卫

星侧摆等敏捷成像方式由一台相机同轨 获取的两张影像构建的立

体

02 异轨立体 卫星在不同轨道异轨获取的两张影像构建的立体

表A.9 数据存储方式

代码 名称 备注

01 在线存储 高速光纤磁盘阵列

02 近线存储 低速磁盘阵列

03 离线存储 磁带库及磁带、移动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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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E-R图

图 B.1 给出了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数据库 E-R 图。

图B.1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数据库E-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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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元数据表结构

表 C.1 给出了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元数据表结构。

表C.1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元数据表结构

表名 T_DATUM

字段英文名 字段中文名 数据类型
空（Y）/非空

（N）
(约束)说明

F_DATAID 数据标识 NUMBER(8) Y

F_SATELLITEID 卫星名称 NVARCHAR2(50) Y

F_SENSORID 传感器名称 NVARCHAR2(50) N

F_PORBITID 拍摄轨道号 NUMBER(8) N

F_IMAGEGSD 空间分辨率 NUMBER(8,2) N

F_SCENETIME 采集日期 DATE Y 精确到天

F_PRODUCTLEVEL 产品级别 NVARCHAR2(255) Y

F_IMAGEINGSTOPATIME 影像采集结束时间 DATE N 精确到秒

F_IMAGINGSTARTATIME 影像采集开始时间 DATE N 精确到秒

F_GEOMETRICCHECK 几何质量 NUMBER(4) Y

F_RADIOMETRICCHECK 辐射质量 NUMBER(4) Y

F_SOLARZENITH 太阳高度角 NVARCHAR2(50) N

F_SOLARAZIMUTH 太阳方位角 NVARCHAR2(50) N

F_AUTOCLOUDMOUNT 自动云量 NUMBER(4) Y
算法自动判读

的云量

F_CLOUDMOUNT 人工云量 NUMBER(4) Y
人工判读的云

量

F_SCENEPATH 景列号 NUMBER(4) N

F_SCENEROW 景行号 NUMBER(4) N

F_SCENECENTERLAT 景中心纬度 NUMBER(8,4) N

F_SCENECENTERLONG 景中心经度 NUMBER(8,4) N

F_QUALITYINFO 产品质量 NVARCHAR2(50) N

F_IMAGINGMODE 成像模式 NVARCHAR2(50) Y

F_PRODUCTQUALITY 质量评价结果 NUMBER(4) N

F_GMEOMETRICAPPTOACH 几何处理方式 NVARCHAR2(50) Y

F_RADIATIONTREATMENT 辐射处理方式 NVARCHAR2(50) Y

F_RECEIVESTATIONID 接收站标识 NVARCHAR2(30) Y

F_RECEIVETIME 接收时间 DATE Y

F_SCENEID 景号 NUMBER(8) Y

F_PRODUCTTIME 生产日期 DATE Y 精确到天

F_SATPATH 星下点列号 NUMBER(4) Y

F_SATROW 星下点行号 NUMBER(4) Y

F_DATALOWERLEFTLONG 西南角点经度 NUMBER(8,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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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DATALOWERLEFTLAT 西南角点纬度 NUMBER(8,4) Y

F_DATAUPPERLEFTLONG 西北角点经度 NUMBER(8,4) Y

F_DATAUPPERLEFTLAT 西北角点纬度 NUMBER(8,4) Y

F_DATAUPPERRIGHTLONG 东北角点经度 NUMBER(8,4) Y

F_DATAUPPERRIGHTLAT 东北角点纬度 NUMBER(8,4) Y

F_DATALOWERRIGHTLONG 东南角点经度 NUMBER(8,4) Y

F_DATALOWERRIGHTLAT 东南角点纬度 NUMBER(8,4) Y

F_PRODUCTID 产品序列号 NVARCHAR2(50) N

F_CENTERTIME 景中间时间 DATE N 精确到秒

F_SCENEMODE 分景模式 NVARCHAR2(50) N

F_STORESTATE 存储状态 NVARCHAR2(5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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