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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简介
LABORATORY INTRODUCTION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于1989年成立，是我国测绘学科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004年，

在国家科技部等部委召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2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实验室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获“金牛奖”；在国

家科技部组织的每五年一次评估中，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连续四次被评为“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主任为芬兰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陈锐志教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龚健雅教授。实验室研究领

域覆盖航空航天摄影测量、遥感信息处理、空间信息系统与服务、3S集成与网络通信、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等，现有中国科

学院与工程院院士3人，芬兰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人，国家杰青等各类高层次人才34人，拥有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和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先后承担国家863、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3200多项；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三大奖35项，其中2014年获得地学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近3年共主持“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11项，年均科研经费1.3亿元。

实验室致力于应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体系。一直以来，

实验室密切追踪和引领学术前沿，致力于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努力加强创新团队建设，积极推进地球空间信息协同创新，科

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培养取得优异成绩，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取得更大成效，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实验室业

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测绘遥感地理信息领域最具影响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成果转化基地之一。

2012年，由于在测绘遥感领域的卓越贡献，武汉大学获得由国际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大会颁发的地球空间信息基础研究与

能力提升World Leadership奖。实验室成果有力支撑了武汉大学遥感学科2017、2018、2019、2020、2021年持续五年排

名全球第一，以及武汉大学地球科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10个学科排名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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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实验室完成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经教育部同意，中国科学院士龚健雅教授当选实验室第七届学术

委员会主任。第七届学术委员会组成如下：

名誉主任：李德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主 任：        龚健雅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副主任：    李建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苗前军    自然资源部高级工程师

委 员：      包为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员     

                  杨元喜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测绘研究所研究员

                  吴一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郭华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教授

                  周成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蒋兴伟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研究员

                  孙和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陈    军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教授

                  王    桥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研究员

顾 问：      陈俊勇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教授

                  刘先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童庆禧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刘经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王家耀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大学教授

                  潘德炉    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张祖勋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周志鑫    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工程大学教授

                   Prof. Michael. Frank Goodchild Member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Prof. Armin Gruen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witzerland

                   Prof. John Townshe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实验室完成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

要 闻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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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12 日，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青岛市人民政府联合指导，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牵头主办

的第六届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在青岛召开。

李德仁院士出席开幕式并作《论中国卫星对天对地观测的智能化》大会特邀报告。

报告介绍了中国航天的使命与任务，提出我国卫星对天对地观测必须智能化以实现自动化和实时化的要求。

报告以嫦娥四号任务中的遥感制图与导航定位、嫦娥五号任务中的着陆区遥感制图与形貌分析、天问一号任务

中的遥感制图与导航定位等为例，介绍我国卫星对天观测的智能化成果；以资源三号全球 1:5 万无地面控制测图、

遥感影像大数据中自动搜索目标、遥感影像目标智能提取等为例，介绍我国卫星对地观测的智能化成果。

  李德仁院士出席第六届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

图 1   李德仁院士作报告

  杨晓光担任实验室新一任党委书记

2021 年 8 月 18 日起，杨晓光同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共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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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由实验室主任陈锐志担任董事长的武汉大学成果转化企业浙江德清知路导航研究院，在德清国

际会议中心发布了高精度音频定位芯片。

本次发布的 28nm 制程 Kepler A100 是陈锐志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 高可用高精度室内智能混合

定位与室内 GIS 技术 ” 成果之一，也是全球首款基于 RISC-V 高精度音频测距的专用芯片，设计有基站和标签

两种模式，拥有自主可控（全自主研发）、精准定位（精度可达分米）、容易布设（基站通电即可用，单基站

可覆盖 30-50 米）、手机接入（兼容消费级终端，任意智能手机终端可用）、无限并发（采用无需基站和终端

交互的广播博士，不限容量）、保护隐私（终端解算，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共享位置）等六大特性。与市场上其

它室内定位芯片相比，KeplerA100 拥有更高的性能，成本也更低。使用 KeplerA100 及其系列产品，用户可开

发专用设备，或将其集成于现有监控、传感采集等设备中，实现大范围、高精度的音频定位系统。

与芯片同步发布的还有基于 Kepler A100 音频定位芯片的核心模组 AM100S、专用模组 AM100，开发板

AM100S-DEV、AM100-DEV，开发套件 AM100-Kit 和音频定位核心引擎的软件开发支持包 AP100-SDK 等

系列产品，可用于火车站 / 高铁站 / 地铁站、机场 / 航站楼、会展中心 / 大型场馆、地下矿区等场景，服务于公

共安全、工业生产、应急管理等重要领域。

陈锐志团队室内定位成果已成功落地南京南站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项目，将为南京南站 56 万平方米室内区

域，提供优于 1 米精度的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全场景解决方案。

  陈锐志教授团队发布高精度音频室内定位芯片

科 研 速 递

图 2   陈锐志教授发布音频定位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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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熙教授团队夜光遥感理论成果被美国宇航局新一代夜光
遥感标准产品采用

本月，美国宇航局（NASA）发布了新一代夜光遥感影像产品（英文：Black Marble；中文翻译为 “ 黑色

大理石 ”），其中新增的月合成和年合成的多角度产品制作的理论依据源于李熙团队在 2019 年的研究发现。

2019 年，李熙团队发表在《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的研究论文 “Anisotropic characteristic 

of artificial light at night –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with VIIRS DNB multi-temporal observations”，首次

对卫星观测夜光亮度的角度效应进行了揭示，并提出采用二次多项式量化天顶角 - 辐亮度的关系。同时，该研

究还揭示了在高层建筑物区域存在明显的 “ 冷热 ” 点效应，从而推测城市三维形态会影响这种角度效应的具体

表现形式。

美国宇航局发布的夜光遥感产品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夜光定量遥感产品，能够精准的反映社会经济的变化信

息。该遥感产品的初期版本仅提供了所有角度的平均产品，此次增加了近星下点（near-nadir）和侧视点（off-

nadir）的平均产品，使得夜光遥感产品的类别大为丰富，数据容量增加了两倍，使用户可以灵活使用不同类型

数据，以满足具体的科学研究与应用。

图 3   Black Marble《用户手册》指明多角度产品制作来自李熙团队的发现（见手册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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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7日以来，河南省出现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各地市均出现暴雨，其中郑州市、

新乡市及周边发生严重洪涝。、实验室联合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湖北数据与应

用中心，紧急调度灾情地区卫星遥感数据资源，开展灾害应急监测工作。

教授眭海刚、杨杰，副教授刘俊怡、赵伶俐等利用 2021 年 3 月至 4 月哨兵 2 号卫星数据做底图，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芬兰冰眼（ICEYE）星座数据（分辨率为 2.5 米）对河南郑州市、新乡市及周边洪涝灾情进

行监测，分别统计了水体范围、道路、建设用地受损情况，并向国家遥感中心和河南省有关部门上报了监测分

析结果，为河南省重大灾害应急提供了空间信息数据支撑。

  眭海刚教授等为河南省特大洪涝灾害应急救援提供支持

图 4   2021 年 7 月 23 日新乡市及周边区域水体遥感检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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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由教授团队研制 WHU-WearTrack 小型低功耗可穿戴导
航与运动感知系统

实验室空间认知与人机智能导航团队和卫星导航定位

技术研究中心多源智能导航团队联合研发的小型低功耗可

穿戴导航与运动感知系统 WHU-WearTrack 近日研制成

功。

WHU-WearTrack 系统内置微机电惯性传感器、磁

传感器、电源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低功耗蓝牙 SoC，整

套系统含外壳尺寸仅为 3.7*3.2*2.0 厘米，重量为 50 克，

充一次电可采集数据 10 小时以上，或同时运行数据采集、

通信和高精度导航解算 5 小时以上。该系统装配了先进的

实时定位定姿算法，具有尺寸小、功耗低，完全自主导航，

不受环境干扰、高可靠性等优势，以行人足绑式室内定位

为例，单个系统可提供约 1 % ( 即 100 米距离下定位精度

约 1 米 ) 精度的实时导航定位服务，进一步算法优化后精

度可达 0.3 %。

       WHU-WearTrack 适用于可穿戴设备导航和定姿、物联网设备动态监测、小型无人机和机器人导航、机械

自动化控制等多种应用场景，在 AR、VR，运动量分析，身体健康监测、移动医疗、安防救援等领域具有广阔

应用前景。团队还研制了适用安卓手机操作系统的 app 软件，另有扩展电脑版数据处理程序，支持内置导航算

法远程升级，适合科研、教学、产品研发用途。

WHU-WearTrack 系统研发团队主要成员包括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李由教授、张鹏副研

究员，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旷俭博士后、牛小骥教授。围绕 WHU-WearTrack 核心技术，研发

团队已获批十余项专利，发表 30 余篇高水平论文，WHU-WearTrack 的早期样机也在数次国际室内定位比赛

应用并助力团队获得多项赛事冠军。

图 5   WHU-WearTrack 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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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面向对象语义变化检测框架下的建筑物损毁评估

图 6   ChangeOS 的整体应用流程图

建筑物作为人类的生存居所，在突发性自然灾害中易遭受威胁，危害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对建筑物

损毁评估是灾害应急响应的重要基础任务之一。为了提升灾害应急响应效率，精准、快速地进行人道式主义救

援行动，亟需采用高分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的建筑物损毁评估。多时相高分遥感观测能提供短重访周期的亚米

级遥感影像，相比中低分辨率影像，高分遥感影像序列能够精细刻画地物细节及其变化，为建筑物损毁评估提

供了丰富的几何、语义和时相信息。而现有的融合深度学习与传统面向对象的建筑物损毁评估方法，由于对象

生成不可微、对象分类特征不共享问题，致使方法整体速度难以满足应急响应需求；基于像素的深度语义分割

建筑物损毁评估方法，在速度方面可满足需求，但无法克服目标像素语义不一致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深度面向对象语义变化检测框架，将建筑物损毁评估建模成一对多的语

义变化检测问题，利用深度目标定位网络代替传统的超像素分割，并与提出的深度损毁分类网络共享基础特征、

交互目标特征，从而在保证目标像素语义一致的前提下，大幅减少空间计算冗余，实现端到端、高精度、高速

度的建筑物损毁评估。提出方法于一个全球四大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六大灾种（地震、火灾、

火山爆发、飓风、洪涝、海啸）、45,361 平方公里区域面积、包含 850,736 个建筑物的灾害建筑物损毁评估数

据集与两个灾害案例（黎巴嫩贝鲁特爆炸事故、巴塔爆炸事故）数据集的验证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模型基准精

度与速度较传统方法得到显著提升，实际应用效果得以显著改善。

研究成果《Building damage assessment for rapid disaster response with a deep object-based semantic 

change detection framework: from natural disasters to man-made disasters》 发 表 于 国 际 期 刊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第一作者为硕博连读生郑卓，通讯作者为钟燕飞教授。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4425721003564

代码将共享在：https://github.com/Z-Zheng/Chang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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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三号系列气象卫星是中国自主开发的第二代极地轨道卫星，用于对全球大气和地球物理要素进行全天

候观测，为全球环境变化，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和大规模自然灾害研究提供气象信息。风云 3D（FY-3D）

是该系列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发射，并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运行的第四颗卫星。它与风云 3C 卫星配对，

分别在下午和上午对地球进行不间断的观测，是我国对地观测系统中之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FY-3D 缺乏配

套的大气物理参数产品，获取的影像数据尚未得到有效的运用。

  风云 3D 星效能验证与气溶胶反演算法适应性改进

图 7  风云 3D 星与 MERSI II 载荷示意图

马盈盈副教授团队针对 FY-3D 上的主要传感器 —— 先进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MERSI II）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

1）厘清传感器硬件状态和波段设置，选择气溶胶反演合适的波段范围；

2）利用辐射传输模型和 NASA/Aqua MODIS 实际观测结果，对比并研究了 MERSI 的光谱反射特性，评

估仪器光谱敏感性和准确性；

3）采用了 0.86um 波段代替短波中红外归一化植被指数，确定了新的地表植被估算指数评估方法，解决了

MERSI II 在 1.24um 波段缺失的问题；

4）通过气溶胶反演的反向逆推，得到了红、蓝和近红外通道地表反射率变化关系，在引入地表植被覆盖和

散射角的情况下重构地表反射估算策略；

5）利用地基 AERONET 站点实测和 NASA 官方气溶胶产品评估 MERSI II 气溶胶反演精度和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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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成果以 “Adapting the Dark Target Algorithm to Advanced MERSI Sensor on the FengYun-3-D 

Satellite: Retrieval and Validation of Aerosol Optical Depth Over Land” 为题，发表在遥感领域顶级期刊

《IEEE Transca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上，第一作者金适宽博士，通讯作者是马盈盈副教授。

图 8  结合辐射传输模型和 NASA 同类载荷的 MERSI II 传感器效能评估， 

高相关性表示了 MERSI II 探测的高精度，反射率误差约为 1.5%-3.0%

图 9  MERSI II 气溶胶产品精度评估与空间分布，
反演结果与地基 AERONET 站点和 NASA 官方产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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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遥感观测和 WRF-Chem 对中国东部冬季雾霾期间气溶
胶光学特性的模拟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城市化工业化进

程加快，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已导致了一系列的

环境问题，其中大气污染是最严重环境问题之一。大气污染通

常伴有大量的气溶胶，从而影响大气太阳辐射收支，降低水平

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以及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中国东部地区

是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自 2010 年以来，该区域冬

季往往发生大面积、跨区域、持续久的极端雾霾事件，因此该

地区的空气质量状况急需治理。

基于多源遥感观测、区域空气质量模型（WRF-Chem） 

，马盈盈教授团队评估了雾霾期间中国东部地区气溶胶的光学

特性，主要涉及气溶胶光学厚度（AOD），Ångström 指数（AE）和气溶胶的垂直消光特性，以便更好地估计

气溶胶对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主要研究亮点包括：（1）多源遥感卫星数据分析雾霾事件；（2）评估 WRF-

Chem 在雾霾期间对气象场和 PM2.5 的模拟效果；（3）模型加入辐射反馈方案能够显著增强气溶胶光学特性

的模拟能力，特别是对于在中国东部霾天气期间充满大量气溶胶的区域。

该 研 究 成 果 以 “Aerosol Optical Properties of Haze Episodes in Eastern China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Observations and WRF-Chem Simulations” 为题，发表在环境领域顶级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论文第一作者是马盈盈副教授，通讯作者为实验室研究生晋银保。

图 10  WRF-Chem 加入辐射反馈方案模拟的气溶胶光学特性与 MODIS 卫星产品的比较
（a-c）CALIPSO 卫星数据反演的 532nm 波长消光系数；

（d-f）WRF-Chem 模拟了该区域时间段的 550 nm 波长消光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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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 Sentinel-1A 和 Sentinel-2B 数据进行武汉城区土地覆
盖分类

快速城市化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严重的雾霾、城市热岛效应和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等

问题。精准的土地覆盖图有助于土地利用管理、城市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遥感技术已成为监测土地覆盖和城市扩张的有力工具，具有中等空间分辨率（10 m 至 100 m）的遥感图像

被广泛用于土地覆盖分类。然而，仅通过光学遥感数据获取土地覆盖分类具有一定的困难。

为了减少不透水面和水之间的混淆，胡滨博士联合使用 Sentinel-1A 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er, SAR）数据与 Sentinel-2B 多光谱传感器（MSI）数据，提出了一种能够学习空间信息的支持向量机

复合核方法（SVM-CK，support vector machine with composite kernels）。基于 Sentinel-2B 和 Sentinel-

1A 数据融合的土地覆盖分类总体准确度（OA，overall accuracy）为 92.12%，kappa 系数（KA, kappa 

coefficient ）为 0.89，优于分别使用 Sentinel-2B MSI 图像和 Sentinel-1A SAR 图像的分类结果。结果表明，

在 Sentinel-2B MSI 数据中加入 Sentinel-1A SAR 数据可以减少暗不透水面和水体之间的混淆，从而提高分类

性能。

该研究成果《Improving Urban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with Combined Use of Sentinel-2 and 

Sentinel-1 Imagery》为题，被 SC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接收，第一作者为实

验室博士后胡滨 , 通讯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程起敏副教授，共同作者有徐永洋，黄啸，丁庆，白林泽和李岩。

图 11   武汉市土地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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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客座教授 Petri Pellikka 在《NATURE》主刊上以实
验室名义发表论文

2021 年 8 月，实验室客座教授，芬兰科学与人文院院士 Petri  Pellikka 在《NATURE》主刊上，以实验

室名义发表论文《High aboveground carbon stock of African tropical montane forests》。

合 作 交 流

  张永军教授担任国际著名期刊《The Photogrammetric 
Record》共同主编

受英国遥感与摄影测量学会 (Remote Sensing and Photogrammetry Society，RSPSoc) 及约翰威利出版集

团 (John Wiley & Sons Ltd.) 邀请，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实验室兼职教授张永军教授与美国纽约

大学 Debra Laefer 教授担任国际摄影测量领域著名期刊 The Photogrammetric Record 共同主编 (Co-Editors-

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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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暑期学校

  实验室举行 2021 年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暑期学校

2021 年 8 月 31 日晚，为期八天的 2021 年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暑期学校在线上落下帷幕。

此次暑期学校共有来自 35 个国家的 107 名学员参与，其中 75 名学员通过最终的课程考核。在课程之外，

暑期学校还开展了学术前沿讲座、线上破冰活动等各具特色的活动，丰富学员们的线上体验，达到更深层次的

学术及文化交流。此外，暑期学校还鼓励学员们采用 Vlog 的方式，全面深入地介绍本国文化，同时邀请学员们

采用图文方式分享自己的暑期学校经历及感受，并从中评选出文化交流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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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昇腾杯”遥感影像智能处理算法大赛启动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支持，“ 空间信息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 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主

办，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承办，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协

办的 2021“ 昇腾杯 ” 遥感影像智能处理算法大赛（以下简称 “ 大赛 ”）于 2021 年 9 月 3 日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分为细粒度语义分割和变化检测两大赛道。在细粒度语义分割赛道，参赛队伍需对遥感图像中各

类地物光谱信息和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将图像中具有语义信息的各个像元分别赋予语义类别标签。主办方将从

所提交算法的准确性、效率及创新性等方面对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在变化检测赛道，参赛队伍需通过前后两时

相的遥感影像，提取出地物发生变化的像元并赋予变化标签。主办方将从所提交算法在耕地 - 建筑 / 动土的像素

级变化检测的能力、效率及创新性等方面对结果进行综合评价。每赛道将评选前 10 支队伍进入总决赛，获奖队

伍最高可获得 15 万元现金大奖及 7.5 万 NPU 算力券。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来访与实验室共议合作

为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和交叉， 2021 年 9 月 16 日下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杨旭，副院长吴志军、

肖娴娴等率队来到实验室，就天空地一体化感知技术在重大基础设施智能建造、管控与运维应用等问题开展交

流讨论，以期进一步加强校内交流合作，在课程体系建设、交叉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交流多个主题促进测绘遥

感与土木建筑的学科交叉融合，为武汉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贡献力量。

  本月学术报告一览

日期 主题 报告人 单位 报告类型

2021-09-17
新型基础测绘服务

新时代智慧城市建设
葛亮

实验室

2013 级博士
GeoScience Café

2021-09-24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生 胡瑞敏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教授
GeoScience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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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举行 2021 级新生开学典礼

人 才 培 养

2021 年 9 月 13 日下午，228 名实验室新生齐聚新交付使用的星湖楼 3 楼报告厅，举行新生开学典礼。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龚健雅教授、实验室主任陈锐志教授，党委书

记杨晓光等出席了开学典礼。2021 级博士生石苏楠和眭海刚教授分别作为师生代表讲话。开学典礼前，实验室

邀请相关老师及同学从科研、社团，安全、保密等多方面介绍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经验和要点，以期让新生快速

融入实验室，步入学习、科研正轨。

  2016 级硕士研究生陈警获评武汉大学十大珞珈风云学子

8 月 13 日，武汉大学 2020 年度 “ 十大珞珈风云学子 ” 活动顺利揭榜，在全校共 40 个参评个人及团体中，

陈警同学以创业和竞赛方面的优异表现，成功当选为 “ 十大珞珈风云学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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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湖北省复赛中获奖

7 月 30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 “ 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复赛现场赛落下帷幕。由陈锐志教授

牵头指导的项目 “ 知路导航 - 音频定位芯片领军者 ” 获得高教主赛道金奖、钟燕飞教授指导项目 “ 城宝 —— 城

市检测分析系统 ”、 陈亮、庄园和李由教授指导的项目 “ 智 “ 定 ” 科技 —— 大规模室内 5G 定位导航专家 ” 分

别获得高教主赛道铜奖。此外，樊红教授担任指导老师之一，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周灿担任负责人的项

目 “ 喜乡逢 —— 乡村文旅综合服务平台 ” 获得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金奖。

  郭光毅、叶峰、郑杰获武汉大学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银
奖

9 月 12 日下午，“2021 年武汉大学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暨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预赛 ” 在珞珈山庄举行。

郭光毅、叶锋团队和郑杰团队从 27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金银奖，同时获得参加全国赛资格。其中项目

“ 知路导航 - 音频定位芯片领军者 ” 获创业大赛金奖。项目 “ 新一代肿瘤液体活检筛查与诊断产品的技术研究开发 ”

获创业大赛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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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0 日上午，实验室全体教职工在二楼报告厅集体线上收看武汉大学 2021 年教师节庆祝大会，

并学习大会精神。我室江万寿教授光荣获得 “ 执教满 30 年 ” 荣誉，校长窦贤康为江万寿老师颁奖。

  实验室教职工庆祝 2021 年教师节

运 行 管 理

图 13   颁奖典礼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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