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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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主任为陈锐志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李德仁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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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现有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3人，各类高

层次人才3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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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武汉大学获

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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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袖）奖。支

撑武汉大学遥感学科于 2017、2018、2019、2020 连续四年在“软科” 大学排名位列世界第一。

实验室瞄准测绘遥感信息工程领域的国家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过老中青几代的努

力，在航空航天摄影测量、导航与位置服务、遥感信息处理、3S 集成与网络通信及空间信息系统与服务五个研究方

向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技成果。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测绘遥感地理信息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和成果转化基地之一，实验室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实现地球空间信息智能处理、融合与服务，形成

以“基础研究 - 技术创新 - 产业化应用”为主线的完整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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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牵头完成的“天空地遥感数据高精度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入选 2020 年度“中国高等

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这是李德仁院士团队成果第 2次入选该项目。

李德仁院士带领团队历时十五年，围绕我国高分遥感系统“好用”和“用好”的目标，在 2020 年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高分专项）收官之年，依托天空地多尺度高分遥感对地观测体系取得了重要进展。研究成果

解决了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空地遥感高精度定位定姿两个“卡脖子”技术难题和遥感信息实时智能服务

的关键性科学难题。该体系应用在高分系列卫星在内的 40余颗卫星处理系统中，首次在轨实现了国产卫星时

敏目标实时定位与辐射校正、几何校正等处理，利用夜光遥感技术评估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复工复产从南到北

的变化规律，取得显著成效。

  我室成果入选 2020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要 闻 聚 焦

多尺度高分对地观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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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委员会学术网络（UN-GGIM	Academic	Network）进行了

第二届顾问委员会选举。经选举委员会提名和全体成员投票，实验室副主任吴华意教授再次当选为委员。

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倡议（The	United	Nations	initiative	on	Globa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N-GGIM）旨在确立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的发展进程，并促进利用地理空间信息在应对全球关

键挑战中发挥引领作用。它是全球地理信息领域最高级别的政府间协商机制，提供在会员国之间及会员国与

国际组织之间进行联络和协调的国际平台，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联合国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学术网络

（UN-GGIM	Academic	Network）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全球地理信息数据和应用，为UN-GGIM的目标提供

技术和人才支撑。实验室牵头建设的武汉大学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学院是该全球学术网络的第一批成员。

吴华意教授当选UN-GGIM学术网络第二届顾问委员会委
员

吴华意教授参加 UN-GGIM 学术网络第二届顾问委员会第 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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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 25日，由实验室陈能成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与示范”

重点专项“城市多尺度综合感知技术与体系”项目在南京参加了工信部组织的中期检查。

该项目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多家优势单位共同承担，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

及示范”重点专项第一批立项项目之一，项目总经费 7169万元。该项目共分为四大课题，包括“城市多尺度

综合感知共性体系与无缝感知技术”、“城市人车物多尺度智能光场视频成像与分析技术”、“城市精细场景

时空感知设备与在线监测技术”和“城市多尺度综合感知服务系统与示范”。

该项目面向区域交通、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应用场景，围绕城市群时序地表要素、城市密集人车物运动目

标和街区复杂场景感知需求，建立多尺度综合感知指标、技术与标准共性体系，突破空间无缝、高精度和准实

时综合感知关键技术，研制新型时空感知设备与综合感知服务平台，开展武汉城市群至街区尺度的暴雨内涝、

区域交通和江河湖生态环境感知服务示范，实现米级地表要素至厘米级应急场景综合感知，提升城市核心要素

综合感知能力，引领城市综合感知技术与标准发展。

该项目于 2019 年 9月 27日启动，经过一年半的攻关，项目组构建了城市核心要素多尺度综合感知指标

体系和技术体系，初步形成了城市综合感知国际标准体系；提高了城市感知网观测能力时空认知准确率，设计

vvv 了两类要素认知方案；攻克了城市群典型地表要素无缝感知技术，生成了相关无缝感知产品；构建了超高

分辨率光场阵列装置，实现了城市重要节点人车物实时感知；研制了具有自主感知能力的机器人测图设备，实

现了高精度三维自主感知；研发了软硬结合的城市多尺度综合感知服务原型系统，初步应用于区域交通、科学

防疫和海防管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城市多尺度综合感知技术与体系”
完成中期检查

科 研 速  递

基于空天地协同的城市群地表要素空间无缝感知产品   城市关键节点人车物感知



2021.03（第   期）

科  研  速  递
05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LIESMARS Monthly Express06

  珞珈三号 01星完成测控对接

2021年 3月 9日至 12日，珞珈三号01星研制团队在武汉大学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了星地测控对接试验。

按照珞珈三号 01星团队及合作各方拟定的试验大纲与细则，本次试验主要是开展数据流对接试验和射频

对接试验两项试验，测试内容包括：直接指令、遥控指令盲发、间接指令注入、高速上行数据、遥测帧格式检查、

遥测数据处理格式检查、遥测误码率、星地时延、校时授时等项目。

目前，所有试验项目均顺利完成，试验结果正常。试验验证了珞珈三号 01星与地面测控系统之间射频接

口匹配、数据流处理正确、星地联合工作协调，星、地设备各项技术指标满足星地接口控制文件的要求，为珞

珈三号01星的后续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珞珈三号 01星是由武汉大学联合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设计与研制的一颗智能遥感试验卫星，具有亚

米级动静态成像、在轨智能处理以及星地星间传输通信功能。该卫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卫星影像在轨处理与实

时智能服务技术验证，为云检测、目标检测、变化检测等智能处理算法提供真实环境下的验证平台，实现遥感

影像从数据获取到应用终端分钟级延时的遥感信息高效智能服务。

  射频对接试验现场 各项测控指令对接试验

  面向人机交互的手势估计与建模技术

近日，实验室涂志刚研究员与陈锐志教授的课题组在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CVPR2021 和图像处理期刊

TIP上发表两篇前沿研究。

重建人手三维模型对于人体行为分析和人机交互十分重要，而从单目图像中重建人手三维是一个病态问题，

因而目前大多数重建网络都十分依赖于三维标注数据。课题组提出了一种自监督三维手部重建框架，该方法可

以在不使用任何人工二维和三维标注的情况下训练网络，能够有效估计手部姿态、形状、纹理和相机视角。该

算法第一次验证了不使用人工标注数据训练三维高精度人手重建网络的可能。在实验数据集上，该研究提出的

自监督算法实现了与目前全监督算法相当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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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成果以“Model-based	3D	Hand	Reconstruction	via	Self-Supervised	Learning”为题，被 IEEE/

CVF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21 接收，第一作者为实验室硕士

生陈雨劲，通讯作者为涂志刚研究员。

从手与物体交互的图像中重建其三维形状，对于理解人类活动和人机交互应用非常重要。而与裸手姿势估计不

同，交互场景对手和物都构成了强烈的约束。当前的神经网络通过训练两分支网络来重建手和物体，很少考虑两个

分支之间的通信。该研究提出考虑手和物体在特征空间中的联系，探索两个分支的互惠性，并且广泛研究了不同的

跨分支特征融合体系结构，如MLP或 LSTM单元。此外，该研究还提出一个深度估计模块，利用估计的深度图

来增强输入的RGB图像，从而进一步提高重建精度。

 人手三维模型重建

 面向人机交互的建模

该研究成果以“Joint	Hand-Object	3D	Reconstruction	from	a	Single	Image	with	Cross-branch	

Feature	Fusion”为题，被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TIP) 接收，实验室硕士生陈雨劲和

涂志刚研究员为共同第一作者。以上两项研究均与陈锐志教授和来自腾讯AI	Lab、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

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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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倾斜影像和深度神经网络的路牌检测和嵌入式建模方
法

基于倾斜摄影测量的三维城市模型在智慧城市中应用广泛。在城市交通中，给行人车辆提供重要指示信息

的路牌往往都很小。同时由于路牌多为薄片状，倾斜影像质量（纹理模糊、倾斜角度大）不佳，使用倾斜摄影

测量的传统建模方法无法重建出完整路牌，人工抹除或修复路牌则耗时耗力。因此，黄先锋教授课题组针对倾

斜影像提出了一种基于目标检测的嵌入式建模方法，以解决倾斜摄影测量中路牌重建的难题。

该方法首先利用一个端到端的平衡学习框架从倾斜影像中检测路牌；其次，在几何约束下，利用SIFT特

征匹配及三角化获得路牌在模型中的粗略点云；然后，将点云精细化处理，通过平面拟合预测路牌方向；最后，

在模型库中搜索出路牌三维模型，并基于预测的位置和方向来放置路牌。该方法能重建完整的路牌，并为倾斜

摄影测量的三维场景中某些特定对象如路灯、广告牌的建模提供参考。

该研究成果以“Deep	Neural	Networks	for	Road	Sign	Detection	and	Embedded	Modeling	Using	

Oblique	Aerial	Images”为题，发表在《Remote	sensing》期刊上，第一作者为实验室博士生毛竹，通讯作

者为黄先锋。

 路牌重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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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IDEA团队提出遥感影像专用地物识别网络

针对现有遥感影像深度网络参数冗余、更新效率低下等问题，RSIDEA团队提出了基于神经架构搜索的遥

感影像专用地物识别网络（RSNet），该框架从底层轻量化基本算子库（卷积、池化、恒等映射等），逐步构

建由网络架构基础单元表达的模组空间与影像特征空间分辨率状态转移的转移空间，通过轻量化基本算子库、

模组空间与转移空间的搜索层次，形成顾及地物遥感特性的可微分架构搜索空间。基于可微分架构搜索空间，

利用梯度下降算法进行反向传播，协同优化模型参数和架构参数，解码后可获取最优遥感专用地物识别网络架构。

实验场景涵盖场景分类与地表覆盖分类两类，结果表明搜索到的网络架构相比传统AlexNet 模型在场景分类任

务中精度提升6.63%，参数量缩小 50倍；相比传统FCN模型在地表覆盖分类任务中精度提升11.57%，参

数量缩小 55倍。

该研究成果以“RSNet:	The	Search	for	Remote	Sensing	Deep	Neural	Networks	in	Recognition	

Tasks”为题，发表于“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上，该论文第一作者

为硕士研究生王俊珏，通讯作者为钟燕飞教授，马爱龙副研究员。

（a）地表覆盖分类网络架构                   （b）地表覆盖分类数据集 GID 实验结果

遥感深度神经网络（RSNet）在地表覆盖分类任务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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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过程中追肥活动引起的污染物径流被广泛认为是湖泊蓝藻水华的重要营养源，探索农业追肥对湖

泊水华的影响对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与发展绿色农业具有重要意义。陆建忠副教授团队以典型富营养化初期高原

湖泊洱海为例，利用卫星遥感MERIS和OLCI 传感器数据提取的藻蓝素（phycocyanin	pigment）序列，揭

示了蓝藻水华发生过程的物候指标和覆盖范围的时空特征，探讨了蓝藻水华对水环境要素的响应关系。结果表

明北部湖区易发生蓝藻水华，且具有强度高、开始时间早、覆盖范围大的特征。洱海水华爆发的开始时间具有

较大的年际变化，且与总氮水平升高和风速降低密切相关。2003-2011年间水华暴发的强度主要与夏季总氮浓

度有关，而 2016-2019 年间主要与冬季氮磷比相关。这一研究揭示了洱海流域农业追肥与典型水华物候之间

的直接联系，伴随高强度降雨天气，追肥一周后污染物可经河道径流入湖，湖泊水华约在此23天后爆发。研究

发现需要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来减少追肥活动，减少种植氮磷流失率高的作物，从而降低农业种植总磷污染

物的排放，以应对区域环境要素变化引起的湖泊水华爆发风险。

该研究成果以“Impacts	of	Agricultural	Topdressing	Practices	on	Cyanobacterial	Bloom	Phenology	

in	an	Early	Eutrophic	Plateau	Lake,	China”为题发表在《Journal	of	Hydrology》期刊上，第一作者为博士

生杨尚波，通讯作者为陆建忠副教授。

另外，为了准确监测富营养化初期湖泊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演替规律，团队研发了一种新的蓝藻生物量占

比指数。结果显示，相较于 2003-2011 年间，2016-2019 年间蓝藻优势度明显降低，其中 2018 年降低最

为明显，这可能与近年来当地实施的一系列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有关，该成果以题为“A	novel	aggregate	

cyanobacterial	biomass	proportion	index	for	estimating	cyanobacteria	succession	in	early	eutrophic	

Lake	Erhai,	China”在国际会议 5th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nference	on	Water	Sciences	(ECWS-5)

上展示，并荣获大会最佳论文奖。

  农业追肥对高原富营养化初期湖泊蓝藻水华物候的影响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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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华开始时间（BIT）； （b）水华强度

洱海水华物候特征分布格局

（a）四种主要种植模式径流总氮（TN）和总磷（TP）的流失量；
（b）水稻生长季实测的农田地表水和沟渠径流总氮（TN）和总磷（TP）浓度；
（c）遥感反演的湖泊藻蓝素浓度与降雨的关系

流域农业追肥与湖泊水华暴发开始时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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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夏兵一行到实验室考
察

3月29日上午，科技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夏兵一行，在湖北省科技厅外国专家处领导的陪同下，

莅临实验室考察调研。

吴华意向夏兵一行详细汇报了实验室近年来在科技创新、国际国内人才引进、国际交流、青年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成绩与进展，并演示了“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数字文化遗产等代表性成果。考察结束后，吴华意

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分管国际交流和研究生培养的副主任以及天空地一体化地球空间信息智能处理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负责人，参加了由武汉大学组织的调研座谈会。吴华意教授从科研项目管理政策、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如何为国际化人才引进做好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想法和建议。

夏兵一行此次考察和调研目的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好“十四五”第一步，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而武汉大学和实验室就是其

中一站。

合 作 交 流

科技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夏兵一行来访 吴华意教授演示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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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前来我室调研

2021年 3月 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以下简称“广西遥感院”）院长刘润东一行4人前

来实验室，就开展中国-东盟自然资源遥感领域合作等事宜与实验室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刘润东院长介绍了广西遥感院在自然资源主责主业方面的迫切需求，陈锐志主任介绍了实验室近年来在自

然资源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熊汉江教授、邵振峰教授和博士后朱宁宁分别汇报了在城镇多源数据处理、自然

资源空地协同监管和无人机遥感估测森林生物量方面的进展。双方就人工智能遥感监测、实景三维、高分辨率

卫星测图的合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双方还就共建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联合研究中心和共同申报部级重点

实验室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

据悉，实验室与广西遥感院于 2021年启动了武汉大学—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

联合研究中心”建设，期望通过 3-5年的建设，进一步汇聚优势资源，促进双方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

培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领域的常态化合作，将中心打造成为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

广西遥感院来我室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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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 29日，实验室举办武汉大学第八届国际交叉学科云论坛分论坛。实验室各级领导、相关教研

室主任和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出席论坛。

本次分论坛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交流的形式，旨在为全球本领域青年人才搭建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促进优秀科研成果展示与讨论，并将学术交流与人才招聘相结合，启动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来自世界

各地的8位青年学者应邀参加了分论坛活动。

实验室主任陈锐志教授做实验室发展报告，8位青年学者分别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提问环节中，与会专

家与青年学者就报告内容和产出成果进行了互动交流。

实验室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交叉学科论坛是实验室全球招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验室

青年学术带头人的重要引进途径。

  湖北省肖副省长到我室考察珞珈实验室建设情况

实验室副主任杨必胜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

  实验室举办武汉大学第八届交叉学科论坛分论坛

2021年 3月 11日，湖北省肖副省长赴我室考察珞珈实验室建设工作，听取实验室主任陈锐志主任作工作

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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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IS出版“Gottfried Konecny教授90华诞及科学交流”
专辑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GSIS，《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2021年第 1期专辑Gottfried	

Konecny	90	years	of	age	and	decades	of	scientific	connections, 已正式上线。本期专辑旨在祝贺国际著名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Gottfried	Konecny 教授	90 华诞并纪念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ISPRS）与中国测绘

界多年来卓有成效、互相促进的科学交流。

本期专辑内容有：记录与思考（Gottfried’s	Achievement:	从制图员到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世界大使”

的传奇人生），观察与提炼（Position	Papers:	Armin	Gruen	教授对 50年职业生涯的思想总结），协作与进

步（Research	Papers:	中国遥感卫星应用与世界合作，德-乌（克兰）教育合作等）。

  实验室主编“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动
态的时空建模与可视化决策分析”专辑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科学应对是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重大科学研究任务，需要等多学科

紧密交叉，快速突破科学化的疫情动态监测、精准防控、准确预测与有效应对等理论与方法，其核心是以地理

信息为载体、以人群动态为核心的疫情动态时空建模与可视化决策分析等关键性的支撑。

受《地球信息科学学报》邀请，围绕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动态时空建模与可视化决策分析方面的研究，

由方志祥教授、裴韬研究员和尹凌研究员担任特邀主编，组织了“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动

态的时空建模与可视化决策分析”专栏。专辑共录用14	篇文章，涵盖了疫情研究综述、疫情时空分析、疫情

风险建模与仿真和疫情舆情动态分析等方面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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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讲座一览

日期 主题 报告人 单位 报告类型

2021-03-05
引力波天文学-量子力学与相对论

的完美结合
范锡龙 武汉大学教授 GeoScience Café

2021-03-05 面向自动驾驶的高精地图 向哲
高德高精地图业

务总经理
GeoScience Café

2021-03-08
利用垂直重力梯度反演海底地形的

解析方法
于锦海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

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学术前沿讲座

2021-03-12 互联网职业规划讨论分享 凌宇
实验室2013级

硕士生
GeoScience Café

2021-03-26
众星何历历——共赏中国古代星空

舞台

武汉大

学天文

爱好者

协会

武汉大学校级社

团
GeoScience Café

2021-03-27 宜居地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朱日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术前沿讲座

2021-03-30 Surprizes Challenges & Successes
Dr. 

Patrick 
Michel

Director Research 
of CNRS

学术前沿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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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良培、张洪艳团队荣获 2021 年 IEEE 全球数据融合大赛
冠亚军

2021 年 3月 26日，IEEE国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学会数据融合大赛结果揭晓，我室张良培教授、张洪艳教

授共同指导的两支学生队伍分别获得多时相语义变化检测挑战赛的冠军和无电居民区检测挑战赛的亚军。这次

夺冠也是该团队 2019年荣获冠军、2020年获得亚军后，连续第三次斩获 IEEE全球数据融合大赛奖项。

据悉，IEEE全球数据融合大赛由 IEEE地球科学与遥感学会（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ociety）发起， 是遥感数据处理领域水平最高的比赛。本届大赛主题为：空间智能赋能社会（Geospatial	AI	

for	Social	Good），共设置两个赛道。

赛道一为无电居民区检测挑战赛（Detection	of	Settlements	

without	Electricity，DSE），任务目标是综合利用Sentinel-1 极化

雷达、Sentinel-2 多光谱、Landsat-8 多光谱和VIIRS夜间灯光等

多源异质遥感数据，智能化检测非洲无电力供应的人类居住区域。博

士生夏宇、硕士生黄琪获得该挑战赛的亚军。

赛道二为多时相语义变化检测挑战赛（Multitemporal	Semantic	

Change	Detection，MSD），任务目标是综合利用1米分辨率的美

国农业部影像（NAIP）、30米分辨率 Landsat-8 多光谱等多源遥

感数据，基于 30米低分辨率的美国国家土地覆盖数据（NLCD）标

签进行弱监督学习，智能化预测美国马里兰州的1米高分辨率年际地

物变化。硕士生李卓鸿、卢方骁获得该挑战赛的冠军。

除此之外，由实验室研究生郑卓、王俊珏、刘寅贺、田诗琪，指

导老师钟燕飞组织的队伍获得多时相语义变化检测挑战赛的第四名。

  赛道一

人 才 培 养

  赛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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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 1日，实验室在二楼报告厅召开了“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暨实验室全体教职

工大会”，校组织部王三礼副部长和校科发院胡浩副处长参加了实验室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大会。大会由实验室

党委书记杨旭主持。

	实验室主任陈锐志、书记杨旭分别作了实验室2020年工作报告与党建工作报告，副主任吴华意、蔡列飞、

杨必胜，副书记汪志良作了述职述廉报告。实验室全体教职工对实验室 2020年度党政及班子成员的工作进行

了评议。随后，陈锐志主任介绍了实验室“十四五”规划以及新学期实验室的工作部署；杨旭书记介绍新学期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规划。

2021年 3月 18日，实验室举行了 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大会，会议由汪志良副书记主持。

各教工党支部书记和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对 2020年支部及支部书记个人主要工作亮点、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

进措施一一进行了汇报。

参会的党支部书记及支委投票评选出了优秀教工党支部、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优秀教工党支部书记和优秀

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各3个。

运 行 管 理

 实验室进行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大会及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

实验室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大会暨实验室全体教职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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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医院学科平台联合党支部与实验室教工行政党支部开
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2021年 3月 15日下午，中南医院学科平台和湖北省药物与医疗器械临床评价学会联合党支部与实验室教

工行政党支部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双方党支部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共30余人参会。

中南医院学科平台联合党支部副书记吴建元和实验室教工行政党支部书记石立特分别介绍了各党支部的基

本情况，双方在制度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热切交流，就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和

推动常态化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

双方党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热烈交流 中南医院及实验室成员合影

  实验室举行青年教师报告会及班主任工作交流座谈会

2021年3月25日上午，实验室青年教师报告会在二楼报告厅举行。2021年新入职的5位青年教授陈关州、

付小康、克尼斯、沈欣和张天浩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规划。李德仁院士、陈锐志主任、杨旭书记

等实验室领导和教授参加了报告会，并逐一对报告进行点评。与会的其他青年教师也与新晋教师分享了个人感

想和收获。

2021年 3月 18日，实验室班主任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四楼休闲厅举行。杨旭书记、汪志良副书记、蔡列飞

副主任分别就新学期班主任工作开展要点进行了发言。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关琳主任分享了研究生心理疏导的方

法与典型案例，与会的学术、行政班主任分享了各自开展班主任工作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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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举办“致敬抗疫英雄，争做环保卫士”主题党日活
动

2021年 3月 27日，实验室研究生空间系统第一党支部，遥感第三党支部和南极中心党支部联合举办了主

题为“致敬抗疫英雄，争做环保卫士”的党日活动。本次活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参观中国建筑科技馆，

展厅分为古代、荆楚、现代及未来四大展厅，临时展厅为武汉火神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纪实展览。本

次参观旨在让各支部同志们学习中国建筑发展史，感受大国工匠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致敬抗疫英雄；第

二部分为在光谷生态科技田园进行植树活动，旨在培养支部同志们的环保意识。

各支部成员参观中国建筑科技馆  各支部成员参加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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