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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８年总目次

第１期

论地理国情普查和监测的创新

李德仁等（１）!!!!!!!!!!

顾及信誉的众源时空数据模型

周晓光等（１０）!!!!!!!!!

一种基于复合特征的中文地名识别方法

魏　勇等（１７）!!!!!!!!!

凹边形地标参照的主方向关系推理方法

康　顺等（２４）!!!!!!!!!

地理本体驱动的遥感影像面向对象分析方

法 顾海燕等（３１）!!!!!!!!!

基于特征点引导的多视影像择优匹配方法

纪　松等（３７）!!!!!!!!!

基于错误式学习的低空影像人行横道多角

度自动识别 李　谦等（４６）!!!!!

面向变化检测的遥感影像弹性配准方法

孙　越等（５３）!!!!!!!!!

利用直线特征进行单幅图像畸变校正方法

赵漫丹等（６０）!!!!!!!!!

基于ＩｍａｇｅＮｅｔ预训练卷积神经网络的遥

感图像检索 葛　芸等（６７）!!!!!

引入商空间粒度计算的全极化ＳＡＲ影像

分类 刘利敏等（７４）!!!!!!!!

机载激光雷达波形数据横向高斯分解方法

孟志立等（８１）!!!!!!!!!

基于梯度结构相似度的矿区土壤湿度空间

分析 刘　英等（８７）!!!!!!!!

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分析全球大

气边界层顶结构变化 徐晓华等（９４）!

基于联邦滤波进行立体相机／ＩＭＵ／里程计

运动平台组合导航定位

万文辉等（１０１）!!!!!!!!!

多模ＧＮＳＳ精密卫星钟差估计与分析

屈利忠等（１０７）!!!!!!!!!

顾及地形效应的地面重力向上延拓模型分

析与检验 刘　敏等（１１２）!!!!!!

激光跟踪仪空间联合平差模型及精度分析

范百兴等（１２０）"""""""""

拟牛顿修正法解算不等式约束加权总体最

小二乘问题 王乐洋等（１２７）!!!!!

嫦娥三号月基光学望远镜几何定位精度分

析 严　韦等（１３３）!!!!!!!!

网络空间向量剖分法识别城市路网网格

模式 何亚坤等（１３８）!!!!!!!

一种彩色栅格地图注记识别方法

沈意浪等（１４５）!!!!!!!!!

基于正对投影距离的双线道路提取方法

行瑞星等（１５２）!!!!!!!!!

基于图匹配的城市建筑群典型字母型分布

的识别 巩现勇等（１５９）!!!!!!!

第２期

全球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坐标框架的构建理论研究

蒋志浩等（１６７）!!!!!!!!!

ＧＰＳ／ＢＤＳ接收机端系统偏差稳定性对整

周模糊度固定的影响

隋　心等（１７５）!!!!!!!!!

基于星地／星间联合观测的时间比对方法

唐桂芬等（１８３）!!!!!!!!!

一种高精度的国家标准时间远程复现方法

陈瑞琼等（１８８）!!!!!!!!!

ＢｅｒｎｅｓｅＥＣＯＭ光压模型在ＢＤＳ卫星精密

定轨中的应用 王　琰等（１９４）!!!!

静基座捷联惯导解析法对准研究

丁磊香等（２０１）!!!!!!!!!

ＧＰＳ双频非差周跳探测修复ＳＥＴ法

苏明坤等（２０７）!!!!!!!!!

基于三频ＳＮＲ数据探测北斗ＧＥＯ卫星多

径效应 高　晓等（２１３）!!!!!!!

基于航迹线追踪的ＴＥＲＰＭ定位算法

刘现鹏等（２１９）!!!!!!!!!

ＯｐｅｎＭＰ并行计算在全球电离层反演中的

应用 张　强等（２２７）!!!!!!!!

ＧＮＳＳＭＲ技术用于雪深探测的初步研究

张双成等（２３４）!!!!!!!!!

一种顾及多重约束的三维地形简化方法

李胜辉等（２４１）"""""""""

基于高斯过程回归的变形智能预测模型及

应用 王建民等（２４８）!!!!!!!!

基于χ
２准则的磁梯度张量３Ｄ聚焦反演方

法 李金朋等（２５５）!!!!!!!!!

基于解析字典的图像压缩方法

冯宗伟等（２６２）!!!!!!!!!

无人机影像应急并行处理负载均衡方法

李鹏飞等（２６８）!!!!!!!!!

基于鉴别字典学习的遮挡人脸姿态识别

邱益鸣等（２７５）!!!!!!!!!

结合ＫＩ准则和逆高斯模型的ＳＡＲ影像非

监督变化检测 庄会富等（２８２）!!!!

多源遥感数据支持下的区域性森林冠层高

度估测 胡凯龙等（２８９）!!!!!!!

基于多任务联合稀疏和低秩表示的高分辨

率遥感图像分类 刘文轩等（２９７）!!!

基于有效区域约束的ＧＰＵＣＰＵ协同影像

快拼方法 李朋龙等（３０４）!!!!!!

适用于遥感分类的多邻域粗糙集加权特征

提取方法 陈铁桥等（３１１）!!!!!!

基于栅格填充的直角多边形建筑物轮廓规

则化方法 王伟玺等（３１８）!!!!!!

第３期

集成多源地理大数据感知城市空间分异格

局 刘　瑜等（３２７）!!!!!!!!!

室内地标提取的ＰＯＩ显著度定量评价模型

朱海红等（３３６）!!!!!!!!!

利用特征显著度提取地形特征线的方法

邹　昆等（３４２）!!!!!!!!!

５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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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反向流和冲突消除进行人车混行疏散

路网优化 李秋萍等（３４９）!!!!!!

利用排水区间计算城市暴雨积水

沈　计等（３５６）!!!!!!!!!

一种基于场论的空间异常探测方法

杨学习等（３６４）!!!!!!!!!

利用多分辨率半边进行全球多分辨率

ＤＥＭ无缝表达 侯绍洋等（３７２）!!!

一种采用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成像模型的高质量地

图制图方法 李雅彦等（３７９）!!!!!

顾及三维形态特征的河流曲线化简方法

刘民士等（３８５）!!!!!!!!!

利用骨架线端点匹配进行面状要素渐变变

换 刘雅文等（３９２）!!!!!!!!

三江源典型区草地退化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

遥感识别研究 安　如等（３９９）!!!!

直线簇约束下的地面ＬｉＤＡＲ点云配准方

法 盛庆红等（４０６）!!!!!!!!!

利用可变形部件模型检测遥感影像道路交

叉口 曹　闻等（４１３）!!!!!!!!

利用波形信息的加权曲面拟合ＬｉＤＡＲ点

云滤波 李鹏程等（４２０）!!!!!!!

城市地表温度影像时空融合方法研究

魏　然等（４２８）!!!!!!!!!

结合样本自动选择与规则性约束的窗户提

取方法 高云龙等（４３６）!!!!!!!

利用资源三号卫星影像阴影提取建筑容积

率 霍少峰等（４４４）!!!!!!!!!

ＧＰＳ水汽在雾霾天气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张双成等（４５１）!!!!!!!!!

联合ＧＯＣＥ卫星数据和ＧＲＡＣＥ法方程确

定ＳＷＪＴＵＧＯＧＲ０１Ｓ全球重力场模型

苏　勇等（４５７）!!!!!!!!!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算法研究及性能比较

韩　玲等（４６４）!!!!!!!!!

电离层延迟对单频 ＧＰＳ点的影响及改正

方法研究 张　超等（４７１）!!!!!!

ＲＴＫ／ＩＮＳ紧组合算法在卫星数不足情况

下的性能分析 李　团等（４７８）!!!!

第４期

基于嫦娥二号立体影像的全月高精度地形

重建 李春来等（４８５）!!!!!!!!

航海图等深线化简质量的定量评估指标与

方法 张立华等（４９６）!!!!!!!!

空间数据连续尺度表达的矢量金字塔模型

晏雄锋等（５０２）!!!!!!!!!

基于过渡投影面的室内地图统一数学基础

转换方法 孙卫新等（５０９）!!!!!!

一种基于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的复杂线状要素匹

配方法 邵世维等（５１６）!!!!!!!

空间染色镶嵌模型理论与应用

朱渭宁等（５２２）!!!!!!!!!

一种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的多层次邻近搜

索算法 赵龙飞等（５２９）!!!!!!!

气溶胶光学厚度估测中的ＬＡＳＳＯ特征选

择方法 韩　波等（５３６）!!!!!!!

融合流程优化思维的遥感影像变化检测自

动化研究 李　胜等（５４２）!!!!!!

不同函数拟合水体后向散射波形对激光测

深精度的影响 李　凯等（５４８）!!!!

一种切空间协同表示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分

类方法 赵　波等（５５５）!!!!!!!

一种自适应三维核回归的遥感时空融合

方法 卓国浩等（５６３）!!!!!!!

联合卫星测高、ＧＲＡＣＥ、海洋和气象资料

研究南海海水质量变化

王泽民等（５７１）!!!!!!!!!

航空重力向下延拓的最小二乘配置 Ｔｉｋ

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 陈　欣等亮（５７８）!!

海空重力测量平台倾斜改正修正模型

刘　敏等（５８６）!!!!!!!!!

一种基于多面函数的改进最小二乘配置方

法 谢曦霖等（５９２）!!!!!!!!!

基于 Ｈｏｌｔ指数平滑模型的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

型精化 刘立龙等（５９９）!!!!!!!

随机共振算法在北斗微弱信号捕获中的应

用 陈　亮等（６０５）!!!!!!!!!

一种改进的精密单点定位模型

赵兴旺等（６１３）!!!!!!!!!

基于ＥＭＤ和 ＷＤ联合算法的ＧＰＳ水汽时

间序列的周期性振荡分析

王笑蕾等（６２０）!!!!!!!!!

联合小波和方差分量估计方法分析中国

ＩＧＳ测站时间序列变化特征

马　俊等（６２９）!!!!!!!!!

一种改进的宽巷引导整周模糊度固定算法

刘　硕等（６３７）"""""""""

第５期

海域超大范围外部重力场快速赋值模型构

建 黄谟涛等（６４３）!!!!!!!!!

基准站观测数据加密方法及其在差分

ＧＮＳＳ后处理中的应用

石　波等（６５１）!!!!!!!!!

利用低阶大地水准面异常反演大尺度核幔

边界起伏 崔荣花等（６５８）!!!!!!

利用结构自适应极端学习机预报导航卫星

钟差 雷　雨等（６６４）!!!!!!!!

联合ＧＰＳ和 ＧＲＡＣＥ研究青藏高原南部

地区垂直形变的季节性波动

陈　超等（６６９）!!!!!!!!!

分布式 ＭＯＤＩＳ植被供水指数生产模型研

究与实现 孟令奎等（６７６）!!!!!!

中国地区３″ＳＲＴＭ高程误差特征

张　泉等（６８４）!!!!!!!!!

利用词袋模型检测建筑物顶面损毁区域

涂继辉等（６９１）!!!!!!!!!

采用加速稳健特征对侧扫声呐图像进行分

块弹性镶嵌 王爱学等（６９７）!!!!!

融合光谱及形态学信息的对象级空间特征

提取方法 林　栋等（７０４）!!!!!!

面向森林植被的星载大光斑激光雷达回波

仿真 王　虹等（７１１）!!!!!!!!

６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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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线字典学习实现图像超分辨率重建

的算法 鹿　璇等（７１９）!!!!!!!

顾及制图规则的地图多要素协同移位方法

郭庆胜等（７２６）!!!!!!!!!

利用ＣｉｔｙＧＭＬ模型自动构建三维封闭建

筑体 应　申等（７３２）!!!!!!!!

一种综合考虑采样点水平和高程误差的

ＤＥＭ建模算法 陈传法等（７３９）!!!

利用约束满足问题进行多洞面实体相似性

度量 陈占龙等（７４５）!!!!!!!!

利用松弛标记法进行空间场景匹配

张丁文等（７５２）!!!!!!!!!

犯罪网络构建及其时空分析———以入室盗

窃为例 王增利等（７５９）!!!!!!!

顾及背景知识的多事件序列关联规则挖掘

方法 何占军等（７６６）!!!!!!!!

一种多规则可逆元胞自动机的栅格地图加

密算法 薛　帅等（７７３）!!!!!!!

椭球面上图斑面积计算方法的改进

史守正等（７７９）!!!!!!!!!

利用等边长正交格网进行层次聚合聚类

林　恒等（７８６）!!!!!!!!!

顾及线状要素综合要求的ｍｏｒｐｈｉｎｇ算法

谢　天等（７９２）!!!!!!!!!

顾及双线道路特征的变化信息提取方法

张　浩等（７９８）"""""""""

地图匹配辅助的 ＫＦＰＦ室内定位算法模

型 赵文晔等（８０６）!!!!!!!!!

第６期

全球电离层模型的ＯｐｅｎＭＰ多线程并行解

算 王　成等（８１３）!!!!!!!!!

车载三天线ＧＮＳＳ的直接法定姿及精度评

估 蔡小波等（８２０）!!!!!!!!!

低轨卫星星载ＧＮＳＳ反射事件模拟分析

柳聪亮等（８２６）!!!!!!!!!

利用重力等位面特性进行地球重力场模型

评价 丁　剑等（８３２）!!!!!!!!

连续重力观测异常模式的多分辨率识别算

法 刘子维等（８４０）!!!!!!!!!

尼泊尔地震触发滑坡识别和雪崩形变分析

丁　超等（８４７）!!!!!!!!!

利用自适应 ＴＳＩＰＳＯ优化的灰色系统预

报卫星钟差 李成龙等（８５４）!!!!!

北斗导航卫星相位中心修正

常志巧等（８６０）!!!!!!!!!

ＧＰＳ卫星钟差改正数实时预报算法

宫晓春等（８６７）!!!!!!!!!

基于ＢＤＳ的广东省坐标框架建立及精度

分析 刘文建等（８７４）!!!!!!!!

基于数据质量分析的ＴＥＣＲ周跳处理算法

周海涛等（８７９）!!!!!!!!!

利用ＧＰＳＩＲ监测土壤含水量的反演模型 !

吴继忠等（８８７）"""""""""

高铁无砟轨道钢轨精调优化算法

李阳腾龙等（８９３）!!!!!!!!

利用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和Ｊａｓｏｎ１高度计

数据提取中国南海潮汐信息

付延光等（９０１）!!!!!!!!!

基于消声水池的多波束测深不确定度检测

方法 刘智敏等（９０８）!!!!!!!!

条件植被温度指数的多尺度特性分析与应

用 王鹏新等（９１５）!!!!!!!!!

一种新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模糊监督分类

方法 王春艳等（９２２）!!!!!!!!

一种仿射不变量支持的准稠密控制点匹配

算法 吴　炜等（９３０）!!!!!!!!

近岸／内陆典型水环境要素定量遥感空间

尺度问题研究 李　建等（９３７）!!!!

一种无人机影像滤波分频拼接算法

李　婉等（９４３）!!!!!!!!!

ＧＷＲ与ＳＴＡＲＭＡ 结合的 ＷＭＳ响应时

间时空预测模型 刘宵婧等（９５１）!!!

旋转森林模型在滑坡易发性评价中的应用

研究 刘渊博等（９５９）!!!!!!!!

顾及路网结构保持的城镇居民地自动综合

杨　好等（９６５）!!!!!!!!!

第７期

北极一年海冰表面积雪深度遥感反演与时

序分析 庞小平等（９７１）!!!!!!!

城市环境下基于Ｃ／Ｓ架构的影像空间定位

张春森等（９７８）!!!!!!!!!

基于可变形状参数 Ｇａｍｍａ分布的模糊聚

类多视ＳＡＲ图像分割

李　玉等（９８４）!!!!!!!!!

车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混合索引新方法

张　蕊等（９９３）!!!!!!!!!

ＣＰＵ和ＧＰＵ协同的多光谱影像快速波段

配准方法 方留杨等（１０００）!!!!!

一种使用剪切波变换的干涉图滤波算法

何永红等（１００８）"""""""""

利用摄影测量在线检测轨道车辆车体运行

姿态 李　田等（１０１５）!!!!!!!

一种适应大坝健康诊断的改进云合并算法

!

何金平等（１０２２）!!!!!!!!!

自主海洋测高卫星串飞模式的设计与重力

场反演精度分析 翟振和等（１０３０）!!

基于多普勒测速的 ＧＰＳ单历元动态定位

算法 李　昕等（１０３６）!!!!!!!

利用一维变分同化方法从地基 ＧＰＳ相位

延迟中获取大气折射率

谢衍新等（１０４２）!!!!!!!!

星载ＧＰＳ伪距多路径误差与观测噪声对

自主定轨的影响分析

龚学文等（１０４８）!!!!!!!!

ＧＰＳＲＴＫ点位测量随机误差二维空间分布

模式研究 邓彩群等（１０５６）!!!!!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混合星座的光压摄动建

模和精度分析 李　冉等（１０６３）!!!

利用零相位Ｋａｉｓｅｒ窗滤波器改善 ＭＥＸ多

普勒数据定轨精度 曲春凯等（１０７１）!

一种基于加表零偏稳定性的 ＧＮＳＳ／ＳＩＮＳ

组合导航异常探测方法

７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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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贤露等（１０７８）!!!!!!!!

基于优化随机森林模型的滑坡易发性评价

刘　坚等（１０８５）!!!!!!!!

云环境下海量空间矢量数据并行划分算法

姚晓闯等（１０９２）!!!!!!!!

基于邻近模式的多比例尺居民地松弛迭代

匹配 张云菲等（１０９８）!!!!!!!

组件与服务耦合的地学模型集成方法与实

现 张明达等（１１０６）!!!!!!!!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功能区识别及相互作

用分析 谷岩岩等（１１１３）!!!!!!

干热河谷冲沟ＤＥＭ 插值误差的空间分布

研究 岳彦利等（１１２２）!!!!!!!

第８期

基于可移动区域的点状要素注记配置

李　霖等（１１２９）!!!!!!!!

顾及邻域结构的线状要素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方法

李精忠等（１１３８）!!!!!!!!

结构化居民地群的多层次识别方法

张秀红等（１１４４）!!!!!!!!

轨迹数据的时间采样间隔对停留识别和出

行网络构建的影响 赵志远等（１１５２）!

加权网页排序算法在道路网自动选取中的

应用 马　超等（１１５９）!!!!!!!

全局与局部寻优相结合的道路网匹配方法

张建辰等（１１６６）!!!!!!!!

城市公交乘客下车站点推算方法和有效性

评价 李佳怡等（１１７２）!!!!!!!

通视受限下视锥剖分的移动增强现实注册

策略 周东波等（１１７８）!!!!!!!

矩形方向约束的邻域空间推理

张丁文等（１１８５）!!!!!!!!

滚圆法用于空间点聚类的研究

职　露等（１１９３）!!!!!!!!

北斗伪距码偏差对基线解算的影响分析

唐卫明等（１１９９）!!!!!!!!

全球电离层模型的分布式并行解算

王　成等（１２０７）!!!!!!!!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试验卫星测距信号

质量分析 许扬胤等（１２１４）!!!!!

伪随机脉冲先验值对低轨卫星简化动力学

定轨精度的影响 张兵兵等（１２２２）!!

基于海底底质回波特征的多波束声呐图像

角度响应影响消除 赵建虎等（１２２８）!

利用模拟退火算法反演多波束测量声速剖

面 张志伟等（１２３４）!!!!!!!!

利用犔１范数和中位数选取拟准观测值

赵　俊等（１２４２）!!!!!!!!

车载ＰＯＳ公路线形特征识别与参数计算

郝雨时等（１２４９）"""""""""

利用三维体素遍历和ＧＰＵ进行辐射度加

速计算———以虚拟植物冠层辐射模拟为

例 唐丽玉等（１２５６）!!!!!!!!

基于正则化的地表反射特性参数反演方法

崔生成等（１２６４）!!!!!!!!

基于局域自适应信息理论测度学习的高光

谱目标探测方法 董燕妮等（１２７１）!!

宽视场遥感相机像移速度模型及补偿策略

李永昌等（１２７８）"""""""""

第９期

利用ＣＯＲＳ站网监测三峡地区环境负荷引

起的地壳形变与重力场时空变化

章传银等（１２８７）!!!!!!!!

利用优化的组合核相关向量机算法构建地

表下沉预测模型 罗亦泳等（１２９５）!!

大气负荷对区域地壳形变和重力变化的影

响分析 王　伟等（１３０２）!!!!!!

Ｊａｓｏｎ２近海海面高的最优高斯低通滤波

半径选择 柯宝贵等（１３０９）!!!!!

利用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估算海洋重力测量测

线布设间距 金绍华等（１３１５）!!!!

三维坐标转换的高斯赫尔默特模型及其

抗差解法 刘　超等（１３２０）!!!!!

利用窗口ＧＰＳ多径干涉相位反演土壤湿度

敖敏思等（１３２８）"""""""""

火山 Ｍｏｇｉ模型反演的总体最小二乘联合

平差方法 王乐洋等（１３３３）!!!!!

利用北斗系统构建ＬＥＯＲ海洋遥感星座

的理论研究 高超群等（１３４２）!!!!

附不等式约束平差模型的一种快速搜索算

法 谢雪梅等（１３４９）!!!!!!!!

地基伪卫星区域导航系统快速布设算法

张书雨等１３５５）"""""""""

利用附加系统误差参数的升降轨ＩｎＳＡＲ

ＧＰＳ数据融合方法建立三维形变场

曹海坤等（１３６２）!!!!!!!!

地震破裂模型约束的中国阿里地震三维形

变场 温扬茂等（１３６９）!!!!!!!

直线特征约束下利用Ｐｌüｃｋｅｒ坐标描述的

ＬｉＤＡＲ点云无初值配准方法

王永波等（１３７６）!!!!!!!!

共享内存环境下的分块最小不连续相位解

缠算法 钟何平等（１３８５）!!!!!!

低成本大视场深度相机阵列系统

宋　爽等（１３９１）!!!!!!!!

利用时序手机通话数据识别城市用地功能

彭正洪等（１３９９）"""""""""

公共地图服务中访问热点区域的时空规律

挖掘 李　锐等（１４０８）!!!!!!!

一种针对室内疏散的集成 Ｈｉｌｂｅｒｔ曲线的

Ｒ树空间索引 牛　磊等（１４１６）!!!

利用多等级相关性反馈进行空间场景匹配

陈占龙等（１４２２）"""""""""

顾及眼动数据的网络地图点状符号用户兴

趣分析方法 王成舜等（１４２９）!!!!

顾及最大绝对误差的频率域矢量数据压缩

算法 薛　帅等（１４３８）!!!!!!!

第１０期

一种利用载波相位差值的伪卫星定位方法

徐亚明等（１４４５）"""""""""

ＧＰＳ坐标时间序列噪声估计及相关性分析

马　俊等（１４５１）"""""""""

８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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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ＩＣＥＳａｔ的南极冰下湖活动监测方法

周春霞等（１４５８）"""""""""

基于熵权重的水下载体导航信息融合方法

孙文舟等（１４６５）"""""""""

一种使用卫星反射信号探测海冰分布新方

法 朱勇超等（１４７２）!!!!!!!!

利用滑动窗口的多项式拟合算法进行重力

位场区域剩余异常分离

刘金钊等（１４７８）!!!!!!!!

行星际深空探测中双程测速的高精度计算

方法 金炜桐等（１４８３）!!!!!!!

基于高频观测值的不同ＧＮＳＳ卫星钟稳定

性分析 李明哲等（１４９０）!!!!!!

球面多路径格网的恒星日滤波算法及其在

ＰＰＰ中的应用 王　琰等（１４９６）!!!

ＧＰＳ时间序列中同震和震后形变的自动识

别和估计 苏利娜等（１５０４）!!!!!

单张无人机影像水体高光自动检测与补偿

方法 闫　利等（１５１１）!!!!!!!

校准三维模型基矩阵的函数映射的对应关

系计算 杨　军等（１５１８）!!!!!!

不等式约束加权整体最小二乘的凝聚函数

法 谢　建等（１５２６）!!!!!!!!

基于ＳＢＡＳＩｎＳＡＲ的矿区地表沉降监测与

分析 李　达等（１５３１）!!!!!!!

显著局部空间同位模式自动探测方法

徐　枫等（１５３８）!!!!!!!!

地表粗糙度影响下的ＧＮＳＳＲ土壤湿度反

演仿真分析 梁　勇等（１５４６）!!!!

复杂地形地区月平均气温（混合）地理加权

回归克里格插值
!

聂　磊等（１５５３）!!

植被冠层光谱和叶片光谱的尺度转换

于　颖等（１５６０）!!!!!!!!

应用条件植被温度指数预测县域尺度小麦

单产 王　蕾等（１５６６）!!!!!!!

基于改进ＬＵＲ模型的大区域ＰＭ２．５浓度

空间分布模拟 李　爽等（１５７４）!!!

使用角色构建虚拟地理环境群体协同方法

徐丙立等（１５８０）"""""""""

城市道路网元胞模式分析的网络景观指数

分析法 田　晶等（１５８８）!!!!!!

出租车轨迹数据的地域间移动模式分析

龚　希等（１５９５）"""""""""

第１１期

三元空间下的泛地图可视化维度

郭仁忠等（１６０３）!!!!!!!!

资源三号０２星激光测高误差分析与指向

角粗标定 唐新明等（１６１１）!!!!!

顾及局部相对几何变形改正的影像匹配和

空三逐步精化方法 詹总谦等（１６２０）!

国产推扫式测图卫星影像几何精度评估模

型 周　平等（１６２８）!!!!!!!!

融合ＩｎＳＡＲ和 ＧＡ的开采沉陷预计参数

反演模型研究 王　磊等（１６３５）!!!

共享内存环境下的大块干涉相位图解缠算

法 钟何平等（１６４２）!!!!!!!!

一种基于最小广义方差估计的 ＴＬＳ点云

抗差法向量求解方法

冯　林等（１６４７）!!!!!!!!

ＢＤＳ／ＧＰＳ组合精密单点定位精度分析与

评价 魏二虎等（１６５４）!!!!!!!

北斗ＩＧＳＯ／ＭＥＯ卫星伪距码偏差精化建

模方法研究 邹　璇等（１６６１）!!!!

自适应渐消卡尔曼滤波及其在ＳＩＮＳ初始

对准中的应用 郭士荦等（１６６７）!!!

中短期验潮站验潮零点不规则漂移精密处

理 黄辰虎等（１６７３）!!!!!!!!

利用误差熵确定激光点云变形可监测指标

陈西江等（１６８１）"""""""""

利用带倾角断层形变公式研究川滇块体东

边界断裂带形变特征

邹镇宇等（１６８８）!!!!!!!!

室内行人移动行为识别及轨迹追踪

熊汉江等（１６９６）!!!!!!!!

融合线上线下轨迹的景观热度评价

唐炉亮等（１７０４）!!!!!!!!

语义尺度影响的相离区域合并与拓扑关系

计算 王占刚等（１７１２）!!!!!!!

Ｋｎｏｘ时空交互检验空间阈值确定方法

岳　瀚等（１７１９）!!!!!!!!

运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提取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主干道多边形 杨　伟等（１７２５）!!!

基于虚拟亲历行为的空间场所认知对比实

验研究 申　申等（１７３２）!!!!!!

基于任务过程的战场环境对象时空数据组

织模型 朱　杰等（１７３９）!!!!!!

顾及道路网约束的商业设施空间点模式分

析 王　腾等（１７４６）!!!!!!!!

坡度截断对分布式土壤侵蚀学坡长提取的

影响 张宏鸣等（１７５３）!!!!!!!

第１２期

脑认知与空间认知———论空间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的集成 李德仁（１７６１）!!!!

Ｈｅｌｍｅｒｔ扰动位及其积分核函数的椭球实

用公式 魏子卿等（１７６８）!!!!!!

自动驾驶量产的难点分析及展望

李德毅等（１７７５）!!!!!!!!

自主卫星导航的空间基准维持

杨元喜等（１７８０）!!!!!!!!

人工智能时代测绘遥感技术的发展机遇与

挑战 龚健雅（１７８８）!!!!!!!!

光束法平差简史与概要 单　杰（１７９７）!

使用量子优化算法进行高光谱遥感影像处

理综述 张良培等（１８１１）!!!!!!

面向对象高可信ＳＡＲ数据精确处理

张继贤等（１８１９）!!!!!!!!

光学遥感影像变化检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史文中等（１８３２）!!!!!!!!

基于ＦＰＧＡ的ＰＨ 法星上解算卫星相对

姿态 周国清等（１８３８）!!!!!!!

一种基于稀疏表示模型的壁画修复算法

李清泉等（１８４７）"""""""""

基于图论的遥感影像误匹配点自动探测方

９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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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袁修孝等（１８５４）!!!!!!!!

遥感大数据时代与智能信息提取

张　兵（１８６１）!!!!!!!!!

遥感陆地水循环的进展与展望

汤秋鸿等（１８７２）!!!!!!!!

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方法综述

眭海刚等（１８８５）!!!!!!!!

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平台震颤几何精度

影响分析与处理研究综述

王　密等（１８９９）!!!!!!!!

基于多源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２ｍ不透水

面一张图提取 邵振峰等（１９０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高精度

城区边界遥感提取及时空扩展分析

宁晓刚等（１９１６）

"

""""""""

全球高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研究进展与展

望 李振洪等（１９２７）!!!!!!!!

高分影像信息提取的特征结构化多尺度分

析建模方法研究 曹建农（１９４３）!!!

卫星成像质量可靠性研究初探

张　过等（１９５４）!!!!!!!!

面向三维城市建模的多点云数据融合方法

综述 朱　庆等（１９６２）!!!!!!!

轻小型低成本无人机激光扫描系统研制与

实践 杨必胜等（１９７２）!!!!!!!

浅谈测量平差到空间数据分析的可靠性理

论延伸 舒　红等（１９７９）!!!!!!

一种基于改进ＰＳＯ算法的高时间分辨率

遥感卫星星座优化设计方法

沈　欣等（１９８６）!!!!!!!!

基于波士顿矩阵的夜光遥感电力消费估算

方法 李　熙等（１９９４）!!!!!!!

利用点云检测室内导航元素的方法综述

危双丰等（２００３）"""""""""

基于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ＳＡＲ的埃默里冰架前端位

置自动检测研究 李　斐等（２０１２）!!

采用螺旋散射的ＳＡＲ极化定标参考地物

提取方法 杨　杰等（２０２３）!!!!!

ＩｎＳＡＲ林下地形测绘方法与研究进展

朱建军等（２０３０）!!!!!!!!

基于时间序列ＩｎＳＡＲ分析的西部山区滑

坡灾害隐患早期识别———以四川丹巴为

例 张　路等（２０３９）!!!!!!!!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对上海高架路的沉降监测

与归因分析 王　茹等（２０５０）!!!!

利用重力和ＶＬＢＩ技术检测地球液态核的

动力学效应 孙和平等（２０５８）!!!!

基于 ＷｉＦｉ信道状态信息的室内定位技术

现状综述 陈锐志等（２０６４）!!!!!

基于ＧＮＳＳ的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数据处理技术综

述 程鹏飞等（２０７１）!!!!!!!!

多ＧＮＳＳ系统精密定轨ＩＳＢ／ＩＦＢ估计及特

性分析 党亚民等（２０７９）!!!!!!

地震应力触发回顾与展望

许才军等（２０８５）!!!!!!!!

基于超算的全球电离层模型快速并行解算

施　闯等（２０９３）!!!!!!!!

利用多探测任务数据建立新一代月球全球

控制网的方案与关键技术

邸凯昌等（２０９９）!!!!!!!!

多频多模接收机差分码偏差的精密估计与

特性分析 袁运斌等（２１０６）!!!!!

ＧＮＳＳ坐标时间序列分析理论与方法及展

望 姜卫平等（２１１２）!!!!!!!!

北斗三频精密单点定位模型比较及定位性

能分析 张小红等（２１２４）!!!!!!

基于小波相干的雾霾与ＧＮＳＳ对流层延迟

相关性分析 姚宜斌等（２１３１）!!!!

空间碎片轨道协方差传播及其动态校正

桑吉章等（２１３９）"""""""""

不同模型的地表质量异常一阶项、二阶项

估计 汪汉胜等（２１４７）!!!!!!!

ＧＮＳＳ实时精密轨道快速计算方法及服务

赵齐乐等（２１５７）!!!!!!!!

利用双天线商用 ＷｉＦｉ信道状态信息估计

到达角 柳景斌等（２１６７）!!!!!!

绝对空间定位到相对空间感知的行人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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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珲等（２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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