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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性别：男                                                籍贯：湖北鄂州   

职称：副教授                                        Email:zenghuaien_2003@163.com   

教育背景
2015/12 -2016/12，美国The OhioStateUniversity，访问学者

2008/12，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博士

工作履历
2012/09 –今，三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副教授

2009/03– 2012/09，三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讲师

开设课程
本科：工程测量、工程测量实习

留学生：Engineering Surveying, SurveyingPractice

研究生：水工程安全监控理论与方法（合作讲授）

主要研究方向
[1]     3S (GNSS, RS, GIS)技术及应用；

[2]     滑坡监测与预报；

[3]     现代测绘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

[4]     精密工程测量；

[5]     碾压施工智能监控。

主持科研项目
[1]   水电工程施工与管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2019KSD09，基于北斗/GNSS多频多系统的土石坝碾压实时监控技术研

究，2019/01-2021/12

[2]   湖北长江三峡滑坡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基金项目,2018KTL14,基于Georobot/TLS的滑坡高精度变形监测与数据融

合技术研究,2018/11-2020/10

[3]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6CFB443，基于Georobot/WLAN的土石坝碾压智能监控与质量实时评判研究，2016/09-

2018/08

[4]   精密工程与工业测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PF2015-14，基于全站扫描仪的滑坡高精度动态点面

综合变形监测研究，2016/01-2017/12

[5]   水电工程智能视觉监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5KLA06，基于MS50的水库滑坡变形监测技术，2015/01-

2016/12

[6]   水电工程施工与管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2014KSD13，土石坝碾压的测量机器人智能监控技术研究，2015/01-

2016/12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104009，基于多项式结式与Groebner基的非线性模型参数解析解法研究，

2012/01-2014/12

[8]   地球空间环境与大地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11-01-04，基于GPS监测的三峡库区近坝段滑坡变形规律

研究，2012/01-2013/12

[9]   精密工程与工业测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PF2011-4，基于测量机器人的智能碾压与压实质量实

时评定研究，2012/01-2013/12

[10]三峡大学青年科学基金，KJ2009A004，三峡水库近坝区滑坡变形规律分析2010/1-2011/12

[11]三峡大学人才科研启动基金，KJ2009B008，基于GPS的路基填筑压实质量控制方法研究与系统实现，2009/07-2012/06

学术兼职
目前担任国际SCI/ EI期刊Survey Review、Inverse Problems inScience & Engineering、Journal of AppliedGeodesy等多个期刊

审稿专家，国内核心期刊《测绘科学》、《测绘工程》、《工程勘察》的审稿专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

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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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与荣誉
[1]   基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GPS新技术及其在西部工程建设和防灾中的应用，获2012年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授予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

[2]   山区高速公路综合勘测技术研究，获2008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授予单位：湖北省人民政府

[3]   多次被评选为三峡大学151人才

学术成果
代表性学术论文：

[1]   HuaienZeng, GuobinChang,HaiqingHe, YiTu, ShuifaSun, YueWu. Iterative solution of Helmert transformationbased on a

unit dual quaternion[J]. Acta Geod Geophys.2019, 54:123–141https://doi.org/10.1007/s40328-018-0241-0 [SCI/EI]

[2]   Huaien Zeng, Xing Fang,Guobin Chang, Ronghua Yang. A dual quaternion algorithm of the Helmerttransformation

problem [J], Earth, Planets and Space, (2018) 70:26.https://doi.org/10.1186/s40623-018-0792-x. [SCI]

[3]   Huaien Zeng, Qinglin Yi,Yue Wu. Iterative approach of 3D datum transformation with a non-isotropicweight [J], Acta Geod

Geophys, 2016, 51: 557-570, DOI:10.1007/s40328-015-0144-2 [SCI, EI]

[4]   Huaien Zeng. Analytical algorithm of weighted 3D datumtransformation using the constraint of orthonormal matrix [J],

Earth, Planets and Space,67:105, 2015. [SCI]

[5]   Huaien Zeng. Planar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arameter estimation in the complex numberfield [J],Acta Geod

Geophys, v 49, n 1, pp. 79-94, 2014. (DOI:10.1007/s40328-014-0040-1)[SCI/EI]

[6]   Huaien Zeng. Explicitlycomputing geodetic coordinates from Cartesian coordinates[J],Earth, Planets andSpace, v 65, n 4,

pp. 291-298, 2013. [SCI]

标准：

[1]   SL 197—2013, Specificationfor Survey of Water and Hydropower Projects[S] (英文版，2017.7)

[2]   T/CAGHP007—2018，崩塌监测规范[S]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团体标准，2018年4月1日实施)

专利和软件著作：

[1]   一种用于测量高度角的装置，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专利)号:CN201120217995.9），授权公告日：

2012.01.04

[2]   基于GPS的路基压实质量控制系统软件，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号：2009SR00935）

培养研究生情况
[1]    培养已毕业硕士研究生1名

海纳英才

资源共享

校友之家

学习专栏

考勤管理系统

联系我们 三峡大学 湖北长江三峡滑坡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三峡地区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协同创新中心 防灾减灾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快速导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教育部

国家科技部 国家水利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住建部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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