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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星载ＧＮＳＳ的低轨卫星精密定轨是目前大地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解决我国对地观测卫星

精密轨道确定最有效的手段。讨论了目前低轨卫星星载ＧＮＳＳ精密定轨的精度评价方法，并通过对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实测和仿真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讨论了这些方法在不同观测条件下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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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卫星轨道精度评价方法可分为以下两

类：① 内符合精度检验。内符合精度指的是在进

行卫星轨道精度评价时未使用到其他的独立观测

数据或处理结果，而是依靠卫星定轨过程中获得

的相关数据或结果来进行分析。这些方法包括观

测数据残差统计、轨道重叠部分偏差统计、轨道

衔接点的坐标偏差以及不同数据处理策略与软件

结果比较等［１３］。② 外符合精度检验。利用未参

与精密定轨系统的其他观测系统数据实施卫星轨

道精度的检验，如ＳＬＲ数据等。除ＳＬＲ数据外，

根据不同低轨卫星的特点及其所具备的条件，还

可以获得其他观测数据来进行轨道精度检验，如

ＣＨＡＭＰ卫星上的加速度计、ＧＲＡＣＥ卫星的 Ｋ

波段观测值［４］以及ＤＯＲＩＳ系统
［５］等。为了分析

这些方法在不同观测条件下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本文以 ＧＲＡＣＥ卫星观测数据作为基础，结合

ＪＰＬ提供的精密轨道开展了实测数据处理以及仿

真分析。

１　数据处理

ＧＲＡＣＥ卫星计划的顺利实施为低轨卫星的

精密定轨以及星间相对定位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

而且有效的数据［６］。目前，ＪＰＬ提供的精密轨道

已通过了广泛的实验验证，定轨精度在２～３ｃｍ

量级［７］，可以作为本文研究的参考轨道。为了研

究定轨结果检验手段的有效性，本文首先通过对

ＧＲＡＣＥ卫星的星载ＧＰＳ数据附加额外误差，以

及调整数据处理策略的方式获取到不同精度水平

的轨道产品；然后与ＪＰＬ轨道进行比较，得到定

轨结果的参考精度指标；最后利用不同的精度检

验方法得到精度的评估值，评估值与参考精度指

标的对比分析则可判断检验方法的特点和适用

性。

本文采用ＰＡＮＤＡ软件为数据处理平台，以

ＧＲＡＣＥ卫星为背景模拟一颗具有星载 ＧＰＳ接

收机的低轨卫星（高度约４７０ｋｍ，以下简称模拟

卫星）。模拟观测数据采用ＪＰＬ提供的 ＧＲＡＣＥ

卫星ＲＩＮＥＸ文件实测观测数据，并在其相位和

伪距上人为加一定量的观测误差。模拟卫星的模

拟轨道真值直接取ＪＰＬ提供的 ＧＲＡＣＥ精密轨

道。使用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至３１日共３１ｄ的观

测数据（２００７０６０～２００７９０），取３０ｈ和２４ｈ共两

个观测弧段长度进行数据处理。部分具体的数据

处理策略如表１所示，其他参数参考文献［２］。为

便于比较，本文采用两种方案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方案①：直接处理ＧＲＡＣＥ原始观测数据；方

案②：处理模拟观测数据。附加的误差为服从正态

分布的随机误差，其中模拟的相位误差均值为０

周，方差为０．０６周，即犖（０．０，０．０６），伪距误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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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０ｍ，方差为０．５ｍ，即犖（０．０，０．５）。

表１　数据处理策略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观测量
方案① 方案②

犔１／犔２ 犘１／犘２ 犔１／犔２ 犘１／犘２

添加模拟误差 ０．０周 ０．０ｍ ０．０６周 ０．５ｍ

观测时段 ２４ｈ和３０ｈ

ＬＥＯ轨道坐标 作为未知数估计

经验力模型 分别按１．５ｈ和６．０ｈ分段估计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精密定轨结果及其精度

将不同数据处理策略得到的精密定轨结果与

ＪＰＬ提供的精密轨道进行比较，可得到其相应的

精度（三个方向ＲＭＳ的均值），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犌犘犛定轨结果与犑犘犔精密轨道比较／ｍｍ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Ｐ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ＪＰ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ｒｂｉ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ｍ

观测类型
方案① 方案②

ＬＣＰＣ 犔１＋犘１ ＬＣＰＣ 犔１＋犘１

２４ｈ观测 １．５ｈ ３０ １７１５ ７１ ２０９６

时段 ６．０ｈ ４５ １８６ ４７ １９６

３０ｈ观测 １．５ｈ ３１ １２６７ ６７ １９０７

时段 ６．０ｈ ５３ １５６ ５１ １６７

　　从表２结果可知，根据本文提供的数据处理

策略，得到了一系列不同精度水平的精密定轨结

果。其中直接对ＧＲＡＣＥ原始数据进行定轨，２４

ｈ和３０ｈ观测时段的ＰＣＬＣ组合均能获得３～５

ｃｍ的定轨结果。而方案②中质量较差的模拟观

测值也能获得６～７ｃｍ的定轨精度。单频载波和

伪距组合（标记为犔１＋犘１）结果比双频无电离层

组合（标记为ＬＣＰＣ）结果差，虽然消除了电离层

的影响，但组合的噪声主要来自Ｐ码，其定轨结

果受伪距码的影响较大。将经验力模型由１．５ｈ

增加到６．０ｈ，分段并重新进行估计，方案①中的

ＬＣＰＣ结果由３１ｍｍ增大到５３ｍｍ，ＬＰ组合由

１２６７ｍｍ降低至１５６ｍｍ，这是因为 ＧＲＡＣＥ组

合观测值质量较好时，经验力模型分段过长会引

入较大的力模型误差，从而导致ＬＣＰＣ精度降低，

而较差的ＬＰ组合观测值由于较长时间的动力约

束使轨道得到进一步平滑。这也是方案②中力模

型按６ｈ估计比１．５ｈ的结果要好的原因。表２

结果充分说明了精密定轨过程是一个平衡观测误

差和动力学模型误差的过程，观测值条件差，这需

要更长时间段的动力学模型约束；而长时间的动

力学模型误差的积累又会降低轨道精度，在观测

值精度高、信息量大时，需要适当缩短力学模型分

段时长。

２．２　内符合精度评估方法分析

２．２．１　观测值残差分析

观测值残差是评价ＧＰＳ定轨结果的指标之

一，当所采用的力模型和观测数据质量及其预处

理都很理想时，观测残差接近观测噪声水平。图

１显示了方案①和②观测时段为３０ｈ的非差

ＬＣＰＣ组合观测值残差结果。方案①中力模型为

１．５ｈ的观测残差为６ｍｍ，考虑到ＧＲＡＣＥ卫星

的接收机标称噪声［３］为５ｍｍ，这一残差结果说明

采用的力模型和观测模型与实际情况吻合得很好，

也反映了数据处理时较好地探测和处理了周跳，而

将力模型按６ｈ分段重新估计后，其观测残差增大

到９ｍｍ，主要原因是力模型参数按６ｈ估计时引

入了较大的力模型误差。方案②加入观测误差后，

由于观测模型误差大于力模型误差，力模型按１．５

ｈ和６ｈ分段估计其观测残差变化不大（约１３

ｍｍ），此时观测残差主要来自观测模型误差。

图１　ＧＰＳ非差观测值残差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ＧＰＳＺｅｒ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２　重叠轨道作差

对于３０ｈ的观测时段，前后两天有６ｈ的重

复计算轨道，理论上重复计算轨道应该重合，然而

由于实际计算诸多方面的误差会导致轨道不重

合。重复轨道之间作差的ＲＭＳ大小是衡量轨道

精度的重要指标［２］。采用方案②中力模型按６ｈ

分段估计的ＬＣＰＣ组合模拟观测值进行数据处

理，任 选 其 中 连 续 两 天 （本 例 为 ２００７０６９ 和

２００７０７０）的结果进行重复轨道作差，结果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重复轨道的始端和终端的结果比中

间部分的结果差，如最初和结束时各０．５ｈ内（见

图２中虚线犃和犅）。对整个６ｈ的重复轨道和

取重复轨道中间 ５ｈ 的轨道结果进行统计

（２００７０６０～２００７０９０），重复轨道差值 ＲＭＳ分别

为５２ｃｍ和４８ｃｍ，差值约４ｃｍ，说明重叠部分的

３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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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没有较大的偏差，但与６ｈ的重叠轨道相比，

５ｈ的轨道精度要好一些，这主要是６ｈ的轨道中

包含所谓的轨道“边界效应”引起的。重复轨道的

精度能够反映ＧＰＳ定轨的精确度，但是不能揭示

定轨过程中的系统误差，因而不能代表定轨结果

的准确度。相关文献表明［８］，如果能应用其他方

法探测定轨过程中的系统误差，重复轨道作差仍

是定轨准确度很好的近似。

图２　重复轨道解作差（２００７０６９～２００７０７０）

Ｆｉｇ．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Ｏｒｂｉ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７０６９２００７０７０

２．３　犌犘犛定轨结果外符合精度分析

为了检验上文的ＧＰＳ定轨结果是否客观真

实，本文采用激光测卫（ＳＬＲ）结果进行检核。

激光测卫（ＳＬＲ）技术是独立于ＧＰＳ的测量技

术，它可以直接测得测站到卫星的精确时间，进而

得到精确的卫地距，因此可以用ＳＬＲ的数据作为

外部检核手段来评定ＧＰＳ定轨的外符合精度。

全球有２３个ＳＬＲ站跟踪ＧＲＡＣＥ卫星，中

国区域只有长春站跟踪观测ＧＲＡＣＥ卫星。表３

为ＧＰＳ定轨结果与ＳＬＲ观测残差统计结果。图

３显示了２００７０６０～２００７０９０共３１ｄ且观测时段

为３０ｈ、力模型分段估计时间为６ｈ的全球ＳＬＲ

站ＲＭＳ残差值结果（简称ＳＬＲ结果）。为便于比

较，本文的ＧＰＳ定轨结果与ＪＰＬ参考轨道 （简称

ＪＰＬ结果）的比较也放在同一图中。由图３可

知，方案①各天的ＪＰＬ结果差别不大，在３～５ｃｍ

范围内波动，说明定轨精度比较稳定。方案①和

方案②的ＳＬＲ结果的残差ＲＭＳ的均值分别为

５．１ｃｍ和６．０ｃｍ，ＪＰＬ结果的ＲＭＳ均值分别为

表３　犌犘犛定轨结果与犛犔犚观测残差统计／ｍｍ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ＰＳＰＯＤａｎｄＳＬ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ｍ

观测类型
方案① 方案②

ＬＣＰＣ 犔１＋犘１ ＬＣＰＣ 犔１＋犘１

２４ｈ观测 １．５ｈ ４３ １６８３ ８０ ２１１０

时段 ６．０ｈ ５２ １９０ ６４ ２２３

３０ｈ观测 １．５ｈ ４３ １２７５ ７６ ２０１４

时段 ６．０ｈ ５６ １５８ ６１ １５３

４．２ｃｍ 和５．２ｃｍ，两种数据结果很接近，说明

ＧＰＳ定轨外符合较好，定轨结果与模拟的真实轨

道很接近。但ＳＬＲ残差和ＪＰＬ结果有一定差异，

除了ＧＰＳ定轨自身的误差外，部分原因是处理数

据时没有对ＳＬＲ数据粗差进行进一步处理，也没

有根据高度角大小剔除较差的ＳＬＲ数据。图３

还包含了中国长春站的轨道ＲＭＳ残差情况，其

结果和全球站的ＳＬＲ结果基本一致。长春站跟

踪ＧＲＡＣＥ的能力有限，有很多天的数据空缺，但

仍能在整体上对ＧＰＳ定轨结果进行合理性检核。

图３　全球ＳＬＲ观测残差ＲＭＳ与ＪＰＬ

结果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Ｌ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ＪＰ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ｒｂｉ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对ＧＲＡＣＥ卫星的实测及附加误差

仿真ＧＮＳＳ数据进行精密定轨处理，获得了不同

精度的定轨产品。利用ＪＰＬ的精密轨道产品作

为参考，获得了上述轨道产品（２～３ｃｍ精度意义

上）的精度评估值。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精度评估

方法的特性。分析表明，通过对观测值残差分析

可以检核定轨采用的力模型和观测模型是否与实

际情况相吻合，是否较好地处理了周跳探测和粗

差剔除；重复轨道作差的ＲＭＳ值是精密定轨内

符合精确度的主要指标，在没有外部观测系统数

据可用时，分析观测残差和重复轨道差值是分析

定轨结果的主要手段。用ＳＬＲ数据对定轨结果

的检核结果表明，ＳＬＲ残差检验结果与卫星轨道

结果精度吻合较好，是最为有效的精度评估手段。

文中仅仅利用我国长春站跟踪到ＧＲＡＣＥ卫星的

数据对定轨结果进行了检核，尽管３１ｄ中仅有大

约１０ｄ跟踪到了 ＧＲＡＣＥ卫星，数据偏少，但检

验结果与全球的ＳＬ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基

于ＧＮＳＳ数据的低轨卫星轨道在全球范围内的

精度是一致的，即使采用少量的ＳＬＲ也能有效进

４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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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轨道精度的评定。

参　考　文　献

［１］　ＫｕａｎｇＤ，ＢａｒＳｅｖｅｒＹ，ＢｅｒｔｉｇｅｒＷ，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ｂｎｆｏｒＣＨＡＭＰ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Ｃ］．ＩＯＮＧＰ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２００１

［２］　赵齐乐，刘经南，葛茂荣，等．ＣＨＡＭＰ卫星ｃｍ级

精密定轨［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６，

３１（１０）：８７９８８２

［３］　ＫａｎｇＺｈｉｇｕｉ，ＢｙｒｏｎＴ，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Ｂ，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

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ＯｎｌｙＧＰＳ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２００６，８０：

３２２３３１

［４］　Ｄ̌ＳＭＲ．Ｃｈａｍｐ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ｉｎＴａｎｄｅｍ：ＰＯＤｗｉｔｈ

ＧＰＳａｎｄＫｂ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ＧｅｏＦｏｒｓｃｈｕｎ

ｇｓＣｅｎｔｒｕｍ，Ｐｏｔｓｄａ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４

［５］　ＥｈｌｅｒｓＳ，ＭｏｏｒｅＰ．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Ｓ１Ｏｒｂｉｔｓ

Ｕｓ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ＤＯＲＩＳＤａｔａ

ｏｎＳＰＯＴ２［Ｊ］．Ａｎｎａｌｅ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ｅ，１９９４，１２：

７７５７８４

［６］　周旭华，许厚泽，吴斌，等．用 ＧＲＡＣＥ卫星跟踪数

据反演地球重力场［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６，３６

（３）：７１８７２３

［７］　ＢｅｒｔｉｇｅｒＷ，ＢａｒＳｅｖｅｒＹ，ＤｅｓａｉＳ，ｅｔａｌ．ＧＲＡＣＥ：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ｎｓｉｎＯｒｂｉｔ［Ｃ］．ＩＯＮ ＧＰＳ，

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２

［８］　ＢｅｒｔｉｇｅｒＷＩ，ＢａｒＳｅｖｅｒＹＥ，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ＥＪ，ｅｔ

ａｌ．ＧＰ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ｏｆ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Ｒｅ

ｓｕｌｔ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４，９９

（Ｃ１２）：２４４４９２４４６４

第一作者简介：周晓青，博士生，主要从事ＧＮＳＳ精密定轨研究。

Ｅｍａｉｌ：Ｆｒａｎｋ２７０９０２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狀犘犗犇犃犮犮狌狉犪犮狔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

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犫狅狀犲犔犈犗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

犣犎犗犝犡犻犪狅狇犻狀犵
１，２
　犎犝犣犺犻犵犪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犡犻狀狔狌犪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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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

２８ＷｅｓｔＬｉａｎｈｕａｃｈｉＲｏａｄ，Ｈａｉｄ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０，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７０７ｔ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６３Ｐ．Ｏ．Ｂｏｘ，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１３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ｏｎｅＧＮＳＳ，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Ｄ）ｆｏｒｌｏｗ

ｅａｒｔｈｏｒｂｉ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ｎｅｏｆ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Ｉｔｉｓ

ａｌｓｏｏｎｅｏｆ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ｅａｒｔ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ｅ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ｓｏａｓ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ｏ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ｉｒ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ｏｎｅＧＮＳＳ；ＬＥＯ；ＰＯ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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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Ｆｒａｎｋ２７０９０２０１＠１６３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ｃｏｍ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必胜教授

荣获武汉市第二届青年科技奖

　　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由武汉市主办的第四届学术年会上，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必胜教授获得武汉市第二届青年科技奖。此次共有１９名青年学者获此殊荣，是从全市申报的候选人中通

过三轮遴选产生的。

武汉市青年科技奖评选标准为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方面有突出创新性贡献，或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开

发、高新技术产业化、科学普及推广方面取得显著社会效应或经济效应者；参选者年龄限制在３８岁以下。每

届授奖不超过２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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