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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我国发射射电卫星对于天文学和射电天文方法的发展、我国月球及深空探测计划、大地测量和

天文地球动力学的研究和发展等方面的意义；根据ＶＬＢＩ卫星的技术和应用特点，分析了射电望远镜及相关

设施的技术要求和指标，比较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ＶＬＢＩ卫星及相关设施的关键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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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天体物理学观测涵盖了从射电低频到高

能伽玛射线的整个电磁辐射，所涉及的观测设备

已从地面走向太空，截止到１９９６年，射电波段是

惟一没有空间望远镜观测的波段。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中后期，甚长基线干涉（ＶＬＢＩ）测量是获得高

空间分辨率的最为有效的观测方法，由地面射电

望远镜组成的ＶＬＢＩ阵观测能达到ｍａｓ量级的空

间分辨率，至少是地面上其他天文波段（如光学）

观测所能达到的１０００倍，但地面 ＶＬＢＩ基线的

长度受到地球直径的限制。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２日，

日本实现了ＶＳＯＰ
［１］计划，将一天线等效口径为

８ｍ的射电望远镜安装在卫星上形成了射电卫星

ＨＡＬＣＡ，并成功送上太空；同时利用这面在地球

轨道上和２０多面在地球上的射电望远镜进行干

涉测量，将有效基线长度第一次延伸到地球之外，

标志着空间ＶＬＢＩ（简称ＳＶＬＢＩ）观测成为现实。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提出了发射射电卫星的计

划。如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提出的ＳＶ

ＬＢＩ计划ＲＡＤＩＯＡＳＴＲＯＮ，原计划１９９９年将一

个口径为１０ｍ 的射电望远镜送上绕地椭圆轨

道，但目前还未发射。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ＪＰＬ）和欧洲空间局（ＥＳＡ）也提出了ＱＵＡＳＡＴ

ＩＶＳＯＲＴ计划；美国ＪＰＬ 和国家射电天文台

（ＮＲＡＯ）（包括日本空间和宇航科学研究所ＩＳＡＳ

及国立天文台ＮＡＯ）的科学家在１９９４年下半年

向ＮＡＳＡ提出的ＡＲＩＳＥ计划，预计在２００５年发

射；日本提出的 ＶＳＯＰ２计划，准备在２００７年发

射。我国发射射电卫星将填补我国没有空间射电

观测设备的空白，建立我国独立的ＳＶＬＢＩ系统，

对我国天文观测、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大地测量

和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１　我国发射射电卫星的作用

１．１　射电卫星是天文观测的要求

１．１．１　ＳＶＬＢＩ可提高天体观测的角分辨率

一般说来，只有把射电天体的位置测准到几

角秒，才能够较好地在光学照片上认出它所对应

的天体。在射电干涉观测过程中，射电干涉仪对

目标观测角度的分辨率为［２］：

δθ＝
λ
犱

（１）

式中，λ表示波长；犱表示两个天线在垂直射电源

方向的投影距离。显然，选择波长较短的射电波

观测或加大干涉基线长度可以提高角分辨率。但

当短波段观测选择到 ｍｍ波或亚 ｍｍ波时，较高

的接收机噪声以及较小的天线口径将使观测的灵

敏度与ｃｍ波观测相比很不理想。另外，地球大

气对ｍｍ波观测中相位的影响很大，因而采用过

短波长的射电波观测不是提高角分辨率的有效途

径。此时，加长基线是提高分辨率的惟一有效手

段。地面ＶＬＢＩ（ＧＶＬＢＩ）观测的最长基线无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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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地球的直径，于是在７０年代初，人们设想将

ＶＬＢＩ天线送至太空，提高干涉基线长度，以获得

更高的分辨率。

我国建立的地面ＶＬＢＩ观测网见文献［３］，但

是干涉基线长度受到我国疆土范围的限制，即使

与国际地面ＶＬＢＩ网合作，干涉基线长度仍受到

地球直径的限制。这对我国观测射电源角分辨率

的提高是致命的限制。

如果我国发射射电卫星，它将与我国地面

ＶＬＢＩ形成我国独立的ＳＶＬＢＩ网，则我国 ＶＬＢＩ

现在的观测角分辨率将得到空前提高，有助于发

现射电天体。

１．１．２　可获得射电源更精细的射电图像

射电望远镜通过对射电源进行观测，不仅可

以对其定位，而且可以获得其亮度分布图，即射电

图像。单面射电望远镜口径太小，所获得的图像

亮度有限。从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在英国剑

桥，利用许多面射电望远镜通过排列构成了综合

孔径系统，首次有效地描绘了天体的精细射电图

像，原因在于综合孔径系统改善了对射电源观测

的（狌，狏）平面覆盖
［４］。

我国已经建立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和将要

建造的１ｋｍ２ 接收面积巨型望远镜的详细情况见

文献［３，５］。

我国如果发射射电卫星，它可以同我国的地

面观测设施、ＶＬＢＩ网和我国现有的其他射电观

测设施一起组成空间甚长基线阵ＳＶＬＢＡ，而且

它所运动的椭圆轨道形成了一个虚拟大口径的射

电望远镜，这对射电源观测的（狌，狏）平面覆盖突

破了我国地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极限，将对

我国独立进行射电源成像的清晰度、图像细节和

图像分辨率的提高带来巨大的潜力。因此，射电

卫星有助于探测和研究遥远的高能量河外射电天

体等过去难以探测的宇宙深处；有助于解决天文

界关于射电天体如何产生并不断释放巨大的能

量，以及这种能量如何激起大量近于光速的电子

等天文学和物理学中的重大课题。

１．１．３　有助于拓宽波段和射电谱线观测

１９４６年，美国开始用火箭在离地面３０～１００

ｋｍ高度处拍摄紫外光谱。１９５７年，前苏联发射

人造地球卫星，为大气外层空间观测创造了条件。

以后，美国、西欧、日本也相继发射用于观测天体

的人造卫星。现在世界各国已发射数量可观的宇

宙飞行器，其中装有各种类型的探测器，用以探测

天体的紫外线、Ｘ射线、γ射线等波段的辐射。从

此，天文学进入全波段观测时代。

在无线电观测方面，人们寻求无线电波段的

天文谱线。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至１９８４年的

３０多年间，已发现的星际分子有６６种，谱线

１８００多条。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德令哈的１３．７ｍ

口径ｍｍ波望远镜进行了分子谱线巡天和太阳

连续谱等课题的观测和研究［２］；我国２５ｍ口径的

射电望远镜也进行了星际分子谱线的观测。但因

受到无线电的大气窗口限制，地面无线电的观测

效率比较低。高频率的无线电波受对流层的吸收

很严重，在地面观测时依赖于天气；低频段的无线

电波受电离层影响显著。因此，我国发射射电卫

星为射电观测避免以上限制创造了条件，为我国

射电天文进行全波段观测、寻求无线电波段的天

文谱线和完善波谱学有着重要意义。

１．２　有助于我国月球探测以及深空探测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了《中国的航天》政府白皮书，明确提出了未来１０

年将开展深空探测研究，重点开展月球探测［６］。

我国发射射电卫星对我国深空探测具有如下意

义。

１）我国射电卫星将是我国深空探测网向空

间的延伸，它发展了我国深空探测网的ＳＶＬＢＩ系

统，将探测器作为射电源观测的角分辨率将远远

高于地面ＶＬＢＩ网。

２）我国深空探测器上可以安装射电望远镜，

它与地面ＶＬＢＩ测站形成空间基线，长度将达到

地球到月球乃至火星的距离，并发展了深空ＳＶ

ＬＢＩ。深空ＳＶＬＢＩ既可以确定探测器的轨道，又

可以提高射电源观测的角分辨率、成像质量，并扩

展探测范围，对我国利用ＳＶＬＢＩ研究月球大地测

量、行星大地测量和天体动力学等提供宝贵的经

验。

３）射电卫星观测的范围比在地面大得多，为

全方位、连续对探测器观测创造了重要条件。

１．３　对大地测量和地球动力学的作用

我国发射的射电卫星可以与地面ＶＬＢＩ测站

形成ＳＶＬＢＩ。ＳＶＬＢＩ不仅能直接实现一个概念

清晰的地固系，即同时解算出测站的坐标位置、地

心原点和地球定向参数ＥＯＰ序列，而且还是目前

惟一可用于直接连接着地固参考系、天球贯性参

考系和卫星轨道动力学参考系三个参考系的空间

技术［７］。

２　射电卫星的技术要求和指标

与其他空间天文项目相比较，射电卫星具有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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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独特的运行要求，这些要求来源于ＳＶＬＢＩ

完成任务时的方法和技术的自然特性。现代ＳＶ

ＬＢＩ任务具有如下要求。

２．１　对同时共同观测的地面和空间射电望远镜

的要求

因为干涉器至少有两面射电望远镜才能产生

干涉信息，如果我国将来只发射一个装有空间射

电望远镜的卫星，就必须同地面射电望远镜或其

他国家的射电卫星共同观测，至少需要４个或更

多的射电望远镜来获得射电源较好的观测覆盖，

才能获得清晰的图像。此外，由于卫星发射能力

的限制，空间射电望远镜的口径只能达到８～２０

ｍ，灵敏度比较低，所以要求地面上具有大口径地

面射电望远镜（如美国采用７０ｍ口径等级）的支

持，以达到足够的灵敏度来观测有价值的射电源。

提高射电源的测角分辨率是发射射电卫星的

目标，而提高观测频率是一个发展方向。射电望

远镜的天线表面制造精度指标为ｒｍｓ≤λ／２０（λ为

观测射电波的波长）［２］，因此，射电望远镜的天线

表面制造精度必须遵守这个要求。

２．２　射电卫星轨道的设计要求

射电卫星轨道的设计要满足射电卫星与地面

ＶＬＢＩ所形成的ＳＶＬＢＩ观测的两个主要要求：对

射电源角分辨率的要求；对射电源成图质量的要

求。

如果仅仅以提高角分辨率为目的，按照式

（１），可以根据观测角分辨率的要求精度和计划观

测波长λ来反算射电卫星到地球的距离犱；再根

据ＳＶＬＢＩ按计划角分辨率观测的时段长度要求，

来确定射电卫星轨道根数等参数。

如果还要求ＳＶＬＢＩ对射电源高质量成像，需

估算成像质量对射电卫星与地面 ＶＬＢＩ网、ＶＬ

ＢＡ网所形成的综合口径天线大小的要求，以及

根据射电卫星的轨道和共同观测的地面射电望远

镜能形成的空间对射电源观测的（狌，狏）覆盖平面

要求，根据这些条件来设计射电卫星的轨道参数。

如果我国发射的射电望远镜计划与其他空间

射电卫星共同观测，需要考虑到地面射电望远镜、

其他射电卫星以及我国射电卫星之间的空间关

系，再根据我国ＳＶＬＢＩ任务对射电源测角分辨率

或成像质量的要求，来设计我国射电卫星的轨道。

２．３　对科学数据传输率和射电观测频率带宽的

要求

射电望远镜用于ＳＶＬＢＩ时的数据传输率比

大多数其他空间天文学任务提高了２～３个数量

级。如日本的ＶＳＯＰ卫星，其数据传输速率达到

１２８Ｍｂ／ｓ
［７］。ＳＶＬＢＩ干涉计的探测灵敏度与观

测频带宽度的平方根成反比，因此，观测频率带宽

越宽，干涉计的灵敏度越高。将来的ＳＶＬＢＩ任务

预想的频率带宽达到２～４ｋＭＨｚ。如果射电望

远镜信 号 以 ２ Ｖ 的 水 平 放 大，以 尼 奎 斯 特

（Ｎｙｑｕｉｓｔ）速率数字化，这种带宽对应的数据传输

率达到４～８Ｇｂ／ｓ。

２．４　射电卫星的观测数据向地面传送的方式和

损失率限制

射电卫星的观测数据必须实时传送到地面，

并记录在数据跟踪站。空间望远镜只是射电望远

镜网络中的一个单元，与其他射电望远镜同时进

行ＶＬＢＩ观测。通常，地面射电望远镜可达到１０

个左右或更多，它们记录数据的速率与跟踪站接

收空间射电望远镜的数据速率相同，所以数据传

输率非常高。将所有参与共同观测的射电望远镜

（包括空间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收集在一个专用的

数据处理中心（相关器），经过相关处理和事后处

理，将原始数据从１０３Ｇｂ减少到平均图像的１０

Ｍｂ
［７］。

在观测期间，数据传输中的任何数据中断都

表现为数据丢失。数据传输中的间断长度由干涉

计的几何学（太空船轨道、基线方位以及地面上望

远镜的位置）和由数据接收站的位置和效率决定。

在现代ＳＶＬＢＩ中，这种数据损失率期望不能超过

１０％～２０％
［７］。

２．５　地面和空间射电望远镜的时钟频率精度及

同步精度要求

１）要使空间射电望远镜的数据和地面射电

望远镜的数据成功进行相关处理，在通常１００～

３００ｓ的时间段里，每一个接收机系统的频率稳定

性（本地振荡器）必须达到 Δ犳／犳＝５×１０
－１４量

级［７］，这意味着所有的射电望远镜需要氢脉泽作

为参考频率源。目前，在每一个射电望远镜上安

装一个氢脉泽频率标准，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所以，可在地球表面上安装一个双向无线电联系

的稳定振荡器来维持空间和地面望远镜之间的相

位一致性。

２）要使地球与空间射电望远镜所形成的干

涉计正常产生相关输出，空间时钟与地面时钟的

差异必须保持在１μｓ精度之内。由于射电卫星

轨道的不确定性和相对于地面射电望远镜的位置

变化，射电卫星上的时钟不能精确地设置，而且时

钟速率会变化。安装在射电卫星上的时钟经过连

续测量双向无线电联系的来回时间来达到需要的

时间精度，这样也保持了相位的一致性。

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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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观测过程中，需要连续不断地保持地面

和卫星射电望远镜的时钟同步。在数据传输中，

同步的暂停将会造成干涉输出的科学数据损失，

所以地面跟踪站必须连续不断地在载波上调制地

面氢原子钟标准频率，并发送给射电卫星来保持

时钟同步。

２．６　精密定轨对多普勒测量精度和干涉数据处

理的要求

对于射电卫星的精密定轨，可以利用地面跟

踪站向射电卫星发射载波信号和射电卫星向跟踪

站发送调制着射电观测数据的载波信号来进行双

向多普勒测量。对于１ｍｉｎ的多普勒积分时间，

多普勒测量的随机误差必须在０．１ｍｍ／ｓ之内。

为了精密确定射电卫星的轨道，还要求数据

处理中心对射电卫星和地面射电望远镜观测的射

电数据进行干涉处理，求出地面射电望远镜到射

电卫星的基线向量，进而求出射电卫星的轨道根

数。

３　射电卫星的关键技术

３．１　射电卫星与地面观测站的组网观测技术

３．１．１　射电卫星地面服务站组网技术

射电卫星其实就是地面 ＶＬＢＩ在空间的延

伸，其技术与地面ＶＬＢＩ一样，因此，需要和地面

至少一台射电望远镜共同观测射电源的射电波来

进行相关处理。其次，从对射电源成像上来说，

ＶＬＢＩ卫星是地面 ＶＬＢＡ在空间的一员，它与地

面ＶＬＢＡ形成空间综合口径射电望远镜，并将综

合口径扩大到射电卫星飞行轨道。

１）我国独立组网。我国发射射电卫星之后，

可以与我国独立拥有的 ＶＬＢＩ网（上海天文台的

２５ｍ口径射电望远镜、乌鲁木齐天文台的２５ｍ

口径射电望远镜和固置于昆明的流动 ＶＬＢＩ测

站）、北京天文台的２８面９ｍ天线组成的综合孔

径射电望远镜、将来在贵州建成的主动球面系统

望远镜阵、紫金山天文台在青海德令哈安装的

１３．７ｍ口径 ｍｍ波望远镜以及正在北京建设的

６４ｍ口径射电望远镜进行共同观测，从而形成我

国的ＳＶＬＢＩ网和我国的ＳＶＬＢＡ网。

２）我国与国际联合组网。我国的射电望远

镜还可以联合全球能够与我国ＶＬＢＩ卫星共同观

测的地面射电望远镜。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甚长基线阵 ＶＬＢＡ（１０台，从夏威夷延伸到美属

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美国航宇局 ＮＡＳＡ的

深空网ＤＳＮ、欧洲的甚长基线网 ＶＬＢＮ（有十几

台望远镜，从英国一直延伸到中国）、从澳大利亚

延伸到南非的一个南半球阵以及日本的国内射电

望远镜网络。

３．１．２　射电卫星的空中组网

如果有两个或更多射电卫星同时加入ＳＶＬ

ＢＡ观测，将增加覆盖射电源（狌，狏）平面的空间测

站个数，改善空间测站的分布，扩大ＳＶＬＢＡ对射

电源的（狌，狏）平面的有效覆盖。因此，我国发射

的ＶＬＢＩ卫星如果同日本已经发射的射电卫星

ＨＡＬＣＡ以及地面 ＶＬＢＩ测站联合成新的ＳＶＬ

ＢＩ，必将改善对射电源的成像分辨率，丰富成图细

节。

空中射电卫星的轨道和姿态具有柔性可调整

性，根据分辨率的精度要求和成像质量的要求，调

整空间射电卫星之间的距离、姿态来形成多个射

电卫星组网，并形成纯ＳＶＬＢＩ，观测因天体遮挡

造成地面观测站无法观测的射电天体或探测器的

射电信号，消除射电观测的盲区。还可以实现在

射电窗口之外的射电波段上对射电源进行干涉测

量，扩展射电观测频率。

因为我国发射的射电卫星同日本已经发射的

射电卫星 ＨＡＬＣＡ以及将来计划的空中多颗射

电卫星与地球距离不等而形成多层射电卫星群

体，从而形成多层ＳＶＬＢＩ的空中观测接力和空中

通讯接力，实现对超远程探测器的观测、跟踪、导

航、通讯、指挥和调度。

３．２　提高空间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定向精度

的技术

使射电望远镜的性能达到最好是射电望远镜

的设计目标。作为测量天体射电的设备，射电望

远镜的最基本的性能为灵敏度和分辨率。

１）可以提高射电望远镜灵敏度的方法

有［２，４，８］：延长射电干涉相关器的积分时间来降低

噪声温度的起伏，降低噪声影响；观测比较宽的射

电波段；提高数据传输率；降低天线温度和接收机

噪音。

２）提高卫星射电望远镜灵敏度的方法

有［２，４，８］：制造轻重量、口径大小在２０～３０ｍ的高

精度柔性可膨胀天线，满足不同波段观测对天线

角分辨率的要求；在射电望远镜天线口径一定的

情况下，选择波长更短（频率更高）的射电波，可以

提高卫星射电望远镜的角分辨率。

３．３　射电卫星的定轨技术

射电卫星运行轨道的确定可以采用以下几种

技术：ＳＶＬＢＩ技术、多普勒测量技术、用无线电测

量距离和距离变化率的技术以及ＧＰＳ自主定轨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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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

１）利用ＳＶＬＢＩ技术对射电卫星定轨。空间

射电卫星其实是地面 ＶＬＢＩ阵的延伸，其技术和

地面ＶＬＢＩ一样。空间ＶＬＢＩ的观测方式是空间

射电卫星和地面射电望远镜的联合观测，再利用

ＶＬＢＩ技术计算出地面测站与射电望远镜的基线

向量以及ＶＬＢＩ卫星运行轨道根数等参数。

２）用多普勒测量技术对射电卫星定轨。空

间射电卫星上安装了通讯天线，用于接收地面跟

踪站的标准时间的相位信号并发回卫星的射电天

文观测数据。地面跟踪站从射电卫星发送的无线

电波中可以解码得到其射电天文观测数据，可以

对接收的无线电波采用多普勒测量技术获得射电

卫星的坐标和运行轨道根数。

３）通过Ｓ波段的测距技术对射电卫星定轨。

Ｓ波段是空间卫星与地面监控站之间常用的通讯

波段。地面跟踪测控站可以在Ｓ波段上测量到射

电卫星的距离和距离变化率，进一步计算射电卫

星的坐标和轨道参数。

４）采用ＧＰＳ技术来确定射电卫星的轨道。

空间ＶＬＢＩ卫星在围绕地球的轨道中飞行，射电

卫星的近地点距离的地面高度都小于ＧＰＳ卫星

的高度，如果在射电卫星上安装 ＧＰＳ定位系统

（包括信号接收天线和接收机），在射电卫星飞行

的部分轨道中，ＧＰＳ系统能够接收到ＧＰＳ卫星发

送的信号，可以自主确定射电卫星的坐标以及轨

道参数，所以ＧＰＳ系统可以帮助射电卫星定轨。

３．４　射电卫星的姿态测量技术

对于深层空间飞行任务而言，准确的位置姿

态信息是飞行器自主地捕获目标、接收指令、实现

轨道机动或将收集到的信息传回地面等的必要基

础。目前，有多种仪器（陀螺仪、磁力计、地平仪、

太阳敏感器和星敏感器等）可以为飞行器提供姿

态信息，其中恒星敏感器因其指向精度高、体积

小、自主性强和无姿态累积误差等优点而倍受欢

迎［９］。目前，在空中飞行的 ＨＡＬＣＡ射电卫星上

装有两个恒星敏感器来测量其姿态［１］。

我国发射的射电望远镜可以通过恒星敏感器

来确定卫星姿态，也可以综合使用传统姿态设施

（陀螺仪、磁力计、地平仪、太阳敏感器）同恒星敏

感器对ＶＬＢＩ卫星综合测量姿态。

３．５　射电卫星和地面服务站的数据处理技术

３．５．１　通讯数据解码和编码

地面跟踪站将氢原子钟的参考频率基准信息

编码调制在载波上向上发送给卫星，射电卫星从

接收的载波上解调出这些信号。射电卫星将观测

的射电信息和时间信息编码调制在载波上发送给

地面跟踪站。

地面指挥控制站将射电卫星的操作命令（包

括射电卫星的控制命令、遥控监测数据和导航数

据）和空间射电望远镜的操作命令（包括射电望远

镜系统的观测模式和对射电望远镜系统的监控）

调制在Ｓ波段的载波上向上发送给卫星，射电卫

星从接收的Ｓ波段的载波上解调出这些命令信

号。

３．５．２　地面服务站的数据处理技术

１）地面指挥控制跟踪站在Ｓ波段的测量数

据处理。射电卫星上安装有Ｓ波段的发射器，向

地面发射Ｓ波段的载波信号，地面射电卫星指挥

控制站接收射电卫星的Ｓ波段载波信号进行测距

和距离变化率，确定卫星的位置、轨道参数，推算

导航数据。

２）地面跟踪站对多普勒测量数据处理。地

面跟踪站通过接收射电卫星发射的调制观测数据

的载波，解调出射电卫星的观测数据和时间信息，

并记录在宽带磁带上。对于载波进行多普勒积

分，计算出射电卫星相对于该跟踪站的距离变化

和运动速度，通过这些量与射电卫星坐标、轨道根

数的函数关系，可以确定射电卫星的位置和轨道。

３）数据处理中心对ＳＶＬＢＩ数据的相关处

理。地面跟踪站将射电卫星的观测数据和时间信

息以及地面射电望远镜将射电观测信号和时间信

息都记录在宽带磁带上，并一起送往数据处理中

心，通过干涉器采用互相关技术处理，计算出同一

个射电源信号到达空间卫星上的射电望远镜和地

面射电望远镜的时间延迟和时间延迟率，还可以

输出射电源的图像数据。利用前者可以计算出地

面测站与射电望远镜的基线向量，应用于大地测

量；也可以计算出射电源的坐标，应用于天体测

量。利用后者可以绘制射电源内容丰富、高分辨

率的射电图像。

４）射电卫星的轨道确定中心的数据处理。

射电卫星的轨道确定中心综合所有对于射电卫星

定轨有关的观测数据，计算射电卫星的精密轨道

参数，可以用于射电卫星导航，也可用于将射电卫

星坐标作为已知数的大地测量等数据处理。

４　结　语

我国发射射电卫星无疑将对我国天文观测、

大地测量、地球动力学和深空探测带来革命性的

影响。而研究有关射电卫星的关键技术和技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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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我国设计满足以上应用的射电卫星，以及实

现所计划的应用目的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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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５年《测绘信息与工程》

《测绘信息与工程》为测绘专业应用技术期刊，其宗旨是：贯彻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

的办刊原则，面向测绘行业发展的实际，发表对测绘行业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技术、管理和

教育文章，沟通测绘研究和应用的联系，普及测绘新技术，提高测绘行业的技术含量及从业

人员技术水平。本刊开辟的栏目均面向读者需要，并已形成特色和优势，具有较好的社会

适应性。本刊为湖北省优秀期刊，收录本刊论文的数据库主要有ＣＡＳ、Ｐ 等。本刊读者

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教育人员以及大学生、研究生等。

本刊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６。Ａ４开本，５６面，定价４元／册，逢

双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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