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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深空测控网的基本技术要求，总结了我国卫星测控网和国内现有射电观测设施的技术、组成和

分布，分析和论述了将我国现有的测控设施建设成深空测控网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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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深空探测计划，需要建立能够对外太

空天体进行观测和对外太空探测器进行测量跟

踪、导航、遥控和通讯的深空测控网。深空测控网

既是实现外太空探测的技术手段，又是构成外太

空天体和运动探测器空间定位的几何基准。因

此，建立深空测控网是我国深空探测计划中首先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１］。深空测控网的基本设

施和技术要求具体见文献［２］。

目前，我国已经建设了对绕地球运转的卫星、

航天器或载人飞船进行测控的网络，称为中国卫

星测控网；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建立了对天体进行

射电天文观测的射电观测设施。将它们有机地结

合，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建设成我国深空测控网，将

避免重复建设、节省经费和提高效率，对实现我国

深空探测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１　我国现有空间测控设施

１．１　中国卫星测控网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我国建设了近地卫

星测控网，称为中国卫星测控网，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

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同时，测

控设施也开始运作。到我国“神州五号”载人航天

的成功，该测控网发展成为中国航天测控网。该

网中，每一个无线电测控曲面天线口径都在２０ｍ

之内，可在３．６万ｋｍ高度内对火箭、近地轨道、

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和载人飞船

等航天器提供高精度测控服务。

１）我国卫星测控网的组成
［３］

该网主要由测控站和测控中心所组成。中国

卫星测控站主要由陆地固定测控站和海上移动测

控站组成。陆地上的固定测控站分国内部分和国

外部分。国内部分分布在厦门、青岛、渭南（又称

西安站）、酒泉、内蒙、和田和喀什，覆盖了全国疆

土。国外部分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站、肯尼亚的

马林迪站和纳米比亚站。海上移动测控站由４艘

“远望号”航天测控船所组成，根据跟踪任务不同

而改变分布。在载人航天“神州五号”飞行跟踪

中，“远望一号”分布在日本海东南的太平洋上；

“远望二号”在新西兰以东的太平洋上；“远望三

号”在南非以西的大西洋上；“远望四号”在澳大利

亚以西的印度洋上。

我国卫星测控网的测控中心分布在北京、西

安、酒泉（东风指挥中心），对各测控站、卫星或飞

船发送操作指令、导航指令和调度指令等。

２）测控无线电频率
［３］

目前，该网在超短波、Ｃ波段和Ｓ波段对飞行

目标进行测控。

３）测控设备
［４］

各测控站的主要测控设备有：① 卫星通信系

统：保证每一个测控站和测控指挥中心之间的信

息传输。② 单脉冲雷达：用于捕捉和跟踪航天

器。③ 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是主要测控设备，按

应答式雷达原理工作，航天器收到它的微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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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发出回答信号。遥测、遥控、通信的数字信号

全靠它来上下传送。这样，在指挥中心、测控船和

航天器之间形成了一个双向畅通的信息回路。

４）测控站采用的观测技术

 射电干涉测量：对航天器比相测角。

 双频多普勒：对航天器测速。

 微波雷达测量：对航天器测距和雷达成

像。

１．２　我国的射电观测设施

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３年在上海天文

台和乌鲁木齐天文台分别建成了２５ｍ口径射电

望远镜，形成了我国的 ＶＬＢＩ固定观测站。１９９９

年１０月，由西安测绘研究所和上海天文台共同研

制的流动ＶＬＢＩ设备固置于昆明，它与我国ＶＬＢＩ

固定站形成了我国ＶＬＢＩ观测网。

１９８４年，北京天文台建成了２８面９ｍ口径

天线组成的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１９９０年，

紫金山天文台在青海德令哈安装完成了１３．７ｍ

口径ｍｍ波射电望远镜。进入２１世纪，射电天文

学的发展要求望远镜有更大的接收口径。国际射

电天文学界已经建议建造接收面积达１ｋｍ２的巨

型望远镜（ｓｑｕａｒｅ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ａｒｅａ，ＳＫＡ）。为实现

ＳＫＡ计划，中国天文学家提出利用贵州的喀斯特

地形和主动球面系统的望远镜阵来实现１ｋｍ２的

接收面积。建议中的５００ｍ口径球面反射望远

镜（ＦＡＳＴ）是它的先导工程。

２　中国深空测控网的建设方案

２．１　中国卫星测控网的改造

地球近似于长半径约６３７８１４０ｍ、扁率约为

１／２９８．２５７的椭球体，一个离地球３００ｋｍ的航天

器绕地球飞行一圈的地面航程为４万多ｋｍ（椭球

体周长），而由于地球曲率和地面障碍物的影响，

地面上一个测控站一次仅能跟踪约３５００多ｋｍ

的航程，所以测控站相距应在７０００ｋｍ之内。

目前，我国的卫星测控网的地面固定站主要

分布在亚洲的中国、巴基斯坦、非洲肯尼亚的马林

迪和纳米比亚，中国卫星测控网［３］如图１所示。

固定站没有覆盖美洲大陆，南半球上只有纳米比

亚固定站，因而不能对卫星或飞船连续进行跟踪

测量和通信。为此，网中增加了４个海上移动测

控船。但海上测量是在地球自转、海水流动、船体

摆动、天线晃动、目标移动等复杂动态环境下捕捉

高速运动的航天器，这对确定船体位置的精度、船

体实时跟踪卫星或飞船的定向精度等都带来了严

重影响。增加陆地固定测控站来取代海上移动测

站将提高观测和定向精度。

图１　中国卫星测控网

Ｆｉｇ．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为了建立陆地测控站代替测控船，我国需要

在南美洲建立距离纳米比亚站约７０００ｋｍ的“南

美站”；在欧洲建立与纳米比亚站和我国喀什站分

别距离约７０００ｋｍ的“北欧站”；在北美大陆上建

立一个与南美站和北欧站分别距离约７０００ｋｍ

的“北美站”；与我国厦门站和纳米比亚站分别相

距约７０００ｋｍ处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建立“澳洲

站”；在南极洲建立与澳洲站、南美站分别相距约

７０００ｋｍ的“南极站”（如图２和图３所示）。这

样就实现了覆盖全球的固定测控站网络，进行高

精度、连续跟踪和观测近地卫星和航天器。

图２　中国卫星测控网计划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如果由于政治、国情或外交等其他原因而在

有些地区不能建立固定站时，可以将航天测控船

停泊在拟建立固定站附近的公海上，这样可以保

证连续跟踪航天器，但受船舶在海上的稳定程度

的限制，其测量精度和效率随之降低。条件允许

时，可以联合应用该地区或国家已经建立的测控

站来共同工作，提高观测精度和效率。

２．２　建立深空联合体

目前，我国卫星测控网的无线电天线口径均

在２０ｍ之内，只能观测到３．６万ｋｍ之内的近地

球卫星和航天器。因此，需在测控站上增加不同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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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卫星测控站观测覆盖区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ｃｅ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口径的无线电天线，如２５ｍ、３５ｍ和７０ｍ左右

口径的天线，它们形成联合对近地卫星和航天器、

太阳系探测器的连续跟踪观测和通信的团体，即

深空联合体。

深空天体距离地球非常远，距地球最近的月

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达到３８４４００ｋｍ，因为地球

自转、天体和探测器与地球的相对运动，地面上一

个测站一次能跟踪１９８００多ｋｍ的地面航程（探

测器围绕地球一圈的地面航程为４万多ｋｍ）。所

以我国至少需要在地面上建立３个深空联合体才

能连续观测深空天体和探测器。这为探测器从一

个联合体转移到下一个联合体提供了信号重叠

区，可以进行干涉测量。

造成深空网观测探测器或天体中断的主要原

因是地球自转，所以，三个深空联合体应在经度方

向上互相间隔约１２０°。为了保证每一个联合体

具有８～１４ｈ的连续观测时间，其选址应接近赤

道。第一个联合体可以选择在我国接近赤道的厦

门测控站；第二个联合体可以选择在南半球非洲

大陆的纳米比亚测控站上；第三个联合体可以选

择在北美测控站上。这样在经度上间隔大约

１２０°，也跨越了南北半球，每个测站按１９０００ｋｍ

的地面观测直径画圆表示观测范围，投影到平面

图上，如图４所示，观测范围基本覆盖了全球，图

中由曲线和边线围成的三角地带犃区和犅区表

图４　我国深空联合体的布设

Ｆｉｇ．４　Ｐｌ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ＳＣＣｓ

示观测盲区。每两个深空联合体相距约１２０００

ｋｍ，在信号重叠区的ＶＬＢＩ观测角分辨率达１．２９

ｍａｓ（对于Ｓ波段中波长７．５ｃｍ的无线电波）。

在国内，我国卫星测控网可以首先调查中国

科学院在国内已有射电观测设施的种类和功能，

再增建２５ｍ、３５ｍ和７０ｍ口径等级的射电天线

来建设国内深空联合体，避免重复建设。

在国外的纳米比亚和北美站上，一方面，增加

建设其他口径的天线来形成联合体；另一方面，可

以联合使用其他国家已经建立的空间探测设施，

节约费用和增强深空联合体网络结构和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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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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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建设我国深空雷达观测系统

目前，我国卫星测控网中采用微波雷达系统

观测近地卫星或飞船到地面测站的距离来测定其

轨道和对其成像。但是深空天体如行星及探测器

距离地球太远，雷达回声波非常微弱，采用多个雷

达波接收站形成合成口径的干涉测量阵进行观

测，将增加综合天线口径，可以提高接收信号的能

量、观测天体的角分辨率和对射电源的成像质量。

但是，雷达回声波在地面上的有效接收区域在以

雷达波发射处为中心的几百ｋｍ范围内，距离中

心越远，接收信号越弱，地面干涉基线长度和合成

口径天线的口径受到限制，因此，只有提高雷达波

的频率，才能提高对深空天体及探测器的分辨率

和成像质量。

能够穿越大气层到达地面的电磁波按频率分

成了若干频带，具体见文献［５］。

目前，国际上深空探测的微波雷达系统已经

采用Ｘ频段，比我国采用Ｓ波段的频率提高了３

～４倍，雷达测角分辨率提高了同样的倍数，已经

测量到太阳系的部分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

和土星的卫星、月亮以及小行星和慧星等）的回声

波。

我国已经有科研机构对Ｘ波段测高微波雷

达开始论证，研究 Ｘ 波段测高雷达的总体设

计［６］。所以，我国卫星测控网中的微波雷达系统

的微波频率提高到Ｘ频段以上已经具有基础。

我国雷达发射器子系统的雷达波发送功率要

提高到５００ｋＷ 以上，将交流电转换成高能的Ｘ

波段的微波来发向深空目标，需要发展低噪音放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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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技术，提高接收微弱雷达回声信号质量。采

用７０ｍ口径等级的射电天线可以进行单口天线

接收雷达信号，联合其他测控站的３５ｍ或２５ｍ

口径天线等形成地面合成口径雷达干涉天线，将

提高分辨率和雷达成像质量。

根据无线电望远镜的天线表面制造的噪声精

度要求ｒｍｓ≤λ／２０（λ为观测射电波的波长），对于

Ｘ频段波长为３．７５ｃｍ时，则要求射电天线表面

制作精度ｒｍｓ≤０．１９ｃｍ。

２．４　建设我国激光测月系统

１９６１年美国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在

月球上的不同地方安置了三组激光反射棱镜：阿

波罗１１、１４和１５号；前苏联也用无人驾驶飞船在

月球上安置了犔１和犔２两组反射棱镜。这些为

激光测月提供了观测目标［７］。

目前，国际上的地面激光测月站采用光束非

常窄和脉冲持续时间为０．１ｎｓ的激光，月球测距

精度可以达到０．０３ｍ。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激光测卫（ＳＬＲ）站，有

必要发展为激光测月（ＬＬＲ）观测站来高精度测量

我国测站与月球激光反射镜的距离。这对我国探

测月球和深空将有着重要意义：① 采用激光测月

技术，可以高精度地测定月球运行轨道和改进月

球历表，这是高精度设计月球探测器飞行轨道的

必要条件。② 用已知坐标的地面激光观测点交

会出月球上各激光反射镜的月面坐标，高精度测

量月球自转和月球天平动，为研究月球动力学、建

立月球坐标系统以及连接该坐标系与地球坐标系

创造条件。这些对数字化月球、实现我国登月探

测和建设月球试验基地等计划有着深远的意义。

２．５　建立我国空基测控网

我国卫星测控网中，ＶＬＢＩ对观测目标的角

分辨率因为地球直径而受到了限制；射电观测频

率因为地球大气层的影响而局限于大气窗口频

段。为此，我国可以发射一个环绕地球运转的射

电望远镜，它与地面射电望远镜进行干涉测量，形

成空间 ＶＬＢＩ，发展了空基测控网。这样，空间

ＶＬＢＩ测量的干涉基线长度突破了地球直径的限

制，观测角分辨率也突破了地面ＶＬＢＩ的极限。

空间ＶＬＢＩ天线与地面ＶＬＢＩ天线接收同一

射电源信号的时间延迟和延迟率观测量同时涉及

到３个参考系：由射电源星表实现的射电天球惯

性参考系、射电卫星的轨道运动方程实现的动力

学参考系和地面测站网实现的地固参考系。与此

相比较，其他空间大地测量技术（ＳＬＲ、ＤＯＲＩＳ、

ＧＰＳ或卫星测高）的基本测量都只与地固系和动

力学参考系有关，未涉及到由射电源所定义的射

电天球惯性参考系。空间ＶＬＢＩ是目前惟一可用

于直接连接３个参考系的空间技术。

空间射电望远镜远离地球大气层影响，观测

波段也将会大范围地拓宽。将来，我国的射电卫

星可以同其他国家已经或计划发射的射电卫星形

成纯空间ＶＬＢＩ观测系统，在远离地球大气的更

宽波段上进行干涉测量。因此，空基测控网将为

达到深空观测的精度要求、获得全波段电磁波信

息和建立深空定位基准创造最彻底的条件，对深

空探测技术和深空大地测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和

无穷的发展潜力。

目前，只有日本在太空中发射了空间 ＶＬＢＩ

天线（ＶＳＯＰ），其主要任务是天体物理应用，其物

理特性和轨道特征并不完全适用于天文地球动力

学应用。后者要求卫星有较规则的外形、较小的

面质比和较长的寿命，其定轨精度应达到与观测

精度相当的水平（好于几ｃｍ）。而ＶＳＯＰ的外形

极不规则，面质比较大，寿命估计只有３～５ａ，其

定轨精度估计很难达到１０ｃｍ的水平。ＶＳＯＰ还

不适合于频繁改变观测对象，而这正是天文地球

动力学所需要的。这些对我国建立空基测控网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３　结　语

１）我国卫星测控网要高精度、连续跟踪观测

不同轨道的近地卫星，还需要增加地面测控站，并

进行分布研究，本文提出了建议计划。

２）要将我国卫星测控网改造成深空测控网，

还需要建设深空联合体，综合服务于各种探测器

的跟踪观测、导航和通信。

３）发展我国激光测月技术来高精度测量月

球轨道、建立和测量月面高等级控制网、研究月球

动力学和月球自转，对月球大地测量建立基础。

４）建设我国的深空雷达系统，对近地行星进

行主动观测，弥补地面激光测量行星的无能，测量

行星雷达图像和分析行星的物质分布，对行星测

距、定轨和定位，为行星探测器轨道设计、行星大

地测量及深空大地测量建立基础。

５）建立我国空基测控网，直接连接深空探测

和深空大地测量所涉及的地球地固参考系、探测

器动力学参考系和射电天球惯性参考系，采用多

种技术间接消除这些参考系所引入的系统误差，

提高参考系的测量、连接和维护精度。

５９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７月

参　考　文　献

１　梁　斌，王　巍，王存恩．未来我国发展月球车的初步

设想．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ａｃｅ．ｃｅｔｉｎ．ｎｅｔ．ｃｎ／ｄｏｃｓ／ｈｔ０３０１／

ｈｔ０３０１ｓｋｔｃ０１．ｈｔｍ，２００３

２　刘经南，魏二虎，黄劲松．深空网及其应用．武汉大学

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９（７）：５６５～５６９

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测控通信系统总设计师于志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ｈｕａｎｔｉ／４２５５０９．

ｈｔｍ，２００３

４　赵业福．卫星测控网的技术发展．飞行器测控学报，

２００２，２１：１～４

５　李征航，徐德宝，董挹英，等．空间大地测量理论基础．

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　徐绵起，端　峰，李　侠，等．Ｘ波段测高雷达ＰＤ体

制论证．中国雷达，２００３（１）：１３～２０

７　巴兰诺夫ＢＨ．宇宙大地测量学．温学龄，张先觉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

８　胡小工，黄　#

，钱志翰．空间ＶＬＢＩ与天文地球动力

学．天文学进展，１９９８，１６（３）：１７７～１８６

９　孔祥元，张松林，魏二虎，等．“嫦娥”工程与月球测绘

学．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４，２４（１）：１１７～１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魏二虎，副教授，博士生。现主要从事空间大地测

量和地球动力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ｅｈｗｅｉ＠ｓｇｇ．ｗｔｕｓｍ．ｅｄｕ．ｃｎ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狋犺犲犈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犘狉狅犼犲犮狋犳狅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犇犲犲狆犛狆犪犮犲

犛狌狉狏犲狔犻狀犵犪狀犱犆狅狀狋狉狅犾犖犲狋狑狅狉犽

犠犈犐犈狉犺狌 １
　犔犐犝犑犻狀犵狀犪狀

２
　犎犝犃犖犌犑犻狀狊狅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ｌ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ｕｏｊｉａＨｉｌｌ，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ＤＳＮ）ａｒ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

ｕ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ａｄｉｏ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Ｌａｓｔ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ｓｏｍ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ＳＮ；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ｒａｄａｒ；ＬＬＲ；

ＤＳＣＣｓ；ｒａｄｉ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ｔ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ＥＩＥｒｈｕ，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Ｅｍａｉｌ：ｅｈｗｅｉ＠ｓｇｇ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殢

殢殢
殢

．ｗｔｕｓｍ．ｅｄｕ．ｃｎ

欢迎订阅２００５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

其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

理论成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

ＥＩ刊源期刊。为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

论文的著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１０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

高校学报前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 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９６面，定价

８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６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