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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拥有一支学术思想活跃、整体水平较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包括刘韵洁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973 首席科学家、国家

级教学名师、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一批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

能把握学科前沿的杰出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各主要研究方向上拥有若干名国内外具有较高学术影

响力的优秀专家、高水平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还有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年轻学术骨干，总计博

士生导师 80 余名，硕士生导师 190 余名。

学院拥有“信息内容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移动互联网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泛

网无线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先进信息网络北京实验室”、“高等智能与网络服务”和“无

线网络融合创新引智基地”111 引智创新基地、“网络体系构建与融合”和“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还拥有“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和“教育部创新团队”。学院承担和完成了

大量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 973 计划、国家 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以及省部级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也承担和完成了大量的国际合作和企业合作科研项目。获得

许多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中国人民解

放军科学技术进步奖等重大奖励。

【学院概况】

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以信息科技为特色，以突出的学科实力和明显的专业优势，

在全国信息通信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重点建设的一级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是国家级重点学科，

也是我校 “211 工程”和“985 优势学科建设平台”重点建设的学科，在 2012 年学科评估中评

为全国第一。学院的学科和专业源自于北京邮电大学 1955 年建校时创建的有线电工程系和无线

电工程系，经过 60 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北京邮电大学学科实力最突出、专业优势最明显、

师资力量最雄厚、历史渊源最深远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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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招生

本着“培养人才、创造知识、转化成果、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根据现代信息社会和通信

技术发展的迫切要求，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各个层面上培养不同层次的高科技人才，招生专业如下： 

◆ 博士研究生：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

◆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

◆ 专业学位工程硕士研究生：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

近三年招生录取人数如下：

类别 \ 年份 博士研究生 学术型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2014 108 498 290

2015 104 493 294

2016 99 473 282

学院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在思想道德、专业知识、业务能力、身心健康等多

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保证了一流的学生质量。

·积极支持和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国际科研项目合作、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国内外研究生联合培养、国外知名高校的校际交流；组织研究生学术交流年会；

·积极推进与国外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参加联合培养或

攻读博士学位；

·开展信通院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奖励优秀学位论文作者和 SCI 检索论文作者；

·设立优秀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鼓励研究生科研和学术创新。

·产学研联合培养：学院与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北研所、

中兴通信、美国高通、罗德与斯瓦茨公司、诺基亚西门子北京公司等国内外企事业单位长期开展

研究生联合培养。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留学生班：自 2014 年起开办了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硕士研究生全英

文授课留学生班，至今已招收两届学生。

研究生培养国际交流和合作

学院非常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项目合作、人员交流及专家互访，对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此外，学院与多所国外大学拥有合作

协议和密切关系，包括日本东北大学、韩国汉阳大学、挪威科技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法国巴黎六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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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招收硕士生各团队及研究方向联系人信息表

林家儒、张琳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林家儒、郭莉、牛凯、
贺志强、许文俊、别志松、
龚萍、林雪红、李永华、
徐文波、司中威、王思野、
董超

未来移动通信、移动云计算
与数据挖掘

林雪红
司中威

xhlin@bupt.edu.cn；
sizhongwei@bupt.
edu.cn

苏驷希、吴晓非、张琳、
刘雨、禹可、顾昕钰

移动互联网与空间通信 顾昕钰
guxinyu@bupt.edu.
cn

王晓湘、张鸿涛 宽带移动通信与网络融合 王晓湘
cpwang@bupt.edu.
cn

吕旌阳 无线信号处理 吕旌阳 lujy@bupt.edu.cn

曾志民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曾志民、冯春燕、郭彩丽、
张天魁、夏海轮、石晶林、
徐强、张同须

无线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
及物联网信息处理 

郭彩丽
guocaili@bupt.edu.
cn

纪阳、裘晓峰、朱新宁、
詹志强

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大数
据与安全技术

朱新宁 zhuxn@bupt.edu.cn

王文博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郑侃、赵慧、彭岳星、
龙航、王健全、吕召彪、
舒磊

 5G 网络与智能云计算 赵慧 hzhao@bupt.edu.cn

彭木根、纪晓东、靳浩、
李勇、孙震强

移动互联组网与智能信息挖
掘

赵中原
zyzhao@bupt.edu.
cn

彭涛、郭文彬、孙卓、
孙少凡、李景春

移动互联信息处理与新型无
线网络

彭涛
pengtao@bupt.edu.
cn

王文博、张兴、胡春静、
全庆一

新型无线网络与移动计算 张兴
hszhang@bupt.edu.
cn

学院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和文体活动，尤其鼓励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拓展能

力。同时根据研究生的特点，开展适合学生需求的文体活动，举办羽毛球赛、足球赛、联谊舞会

等活动，深受学生好评。在学校的各类活动和竞赛中我院研究生获奖人次占全校学生获奖总人次

的 50％左右。

学院的毕业生以良好的专业素质、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踏实的工作态度颇受社会的青睐和好

评，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工业界有很高的影响力。研究生毕业后可选择留在本校继续攻读博士研究

生学位、进行博士后研究，或选择到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继续深造，直接就业的博士、硕

士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100％。毕业生的就业领域遍布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电信运营商、知名

设备和服务供应商、互联网公司、国家安全、航空航天、电力、石油、金融机构等政府、企事业

单位和工业领域相关单位。

助学金奖学金

学生活动

就业情况

·国家助学金：面向基本学习年限内在校硕士生（不含定向生），覆盖比例为 100%，无需评

定，并按月进行发放，每人每年 6 千元。

·学业奖学金：面向基本学习年限内在校硕士生（不含定向生），覆盖比例为 100%，分一等

和二等两档设置，一等每人每年 8 千元（占 70% 左右）、二等每人每年 4 千元（占 30% 左右），

按月进行发放。

·企业奖学金：设立了华为公司、长飞、三星、移动、联发科技、高通、亨通光电等企业奖学

金，奖励品学兼优的优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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啜钢、李广成、刘辛越 移动通信与系统 啜钢 chuai@bupt.edu.cn

赵成林、许方敏
通信信号处理、大数据分析
及未来网络技术

许方敏 xufm@bupt.edu.cn

吴湛击
信息论编码与 5G 移动物联
网通信

吴湛击
wuzhanji@bupt.edu.
cn

杨鸿文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杨鸿文、常永宇、桑林、
王亚峰、张欣、高月红

移动通信
杨鸿文、
刘奕彤

wtntzhaosheng
@163.com

楼培德
新一代移动互联电视手机终
端和测试技术研究

楼培德
13910230189@163.
com

门爱东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门爱东、王海婴、魏芳、
石明军

多媒体通信、数字电视、图
像处理

姜竹青 jzqing777@126.com

李绍胜、黄孝建
软件无线电、移动多媒体通
信

李绍胜 lss@bupt.edu.cn

苏菲、赵衍运、庄伯金
多媒体通信、图像处理与模
式识别、计算机视觉与模式
识别

庄伯金
bjzhuang@bupt.edu.
cn

王雷 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 王雷
Wanglei_elf@bupt.
edu.cn

别红霞 多媒体信息处理与传输 别红霞 biehx@bupt.edu.cn

景晓军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孙松林、刘玮、程新洲
无线通信信号处理、信息应
用技术

孙松林 slsun@bupt.edu.cn

景晓军、李佳
电磁场、图像处理、信息安
全

景晓军
jxiaojun@bupt.edu.
cn

吕铁军、高晖
下一代无线通信网络及信号
处理

高晖 huigao@bupt.edu.cn

陆月明 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 陆月明 ymlu@bupt.edu.cn

陈磊 数字电视 陈磊
leichen@bupt.edu.
cn

苏放
无线通信技术、
无线 Internet 应用

苏放 sufang@bupt.edu.cn

尹长川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刘韵洁、黄韬、崔鸿雁、
孙礼、李莉、姚海鹏、
刘江、谢人超

未来网络技术与应用、软件
定义网络

臧克静 fnl@ bupt.edu.cn

罗涛、李剑峰、郝建军
移动计算、大数据分析与未
来网络

罗涛 tluo@bupt.edu.cn

尹长川、刘丹谱
移动通信、物联网及大数据
分析

尹长川 ccyin@bupt.edu.cn

谢刚 宽带无线通信与移动互联网 谢刚 xiegang@bupt.edu.cn

尹斯星
无线通信新技术，数据挖掘
与分析

尹斯星
yinsixing@bupt.edu.
cn

李书芳
无线通信，网络电磁空间，
大数据分析

洪卫军
hongwj@bupt.edu.
cn

纪越峰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纪越峰、田慧平、孙咏梅、
李慧、王宏祥、  黄治同、
顾仁涛

大数据处理与传送技术 黄治同 hzt@bupt.edu.cn

乔耀军 光传输系统与网络 乔耀军
3102444616@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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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扬
移 动 互 联 网 与 数 据 中 心
（IDC）新技术

彭扬
pengy@unionread.
com

温向明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温向明、武穆清、刘勇、
廖青、徐春秀、苗建
松、郑伟、陈自清、张
成良、张智江、Norman 
Charles Beaulieu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下一代
网络及信息处理

苗建松
miaojiansong@bupt.
edu.cn

纪红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纪红、高泽华、孙文生、
李曦

无线移动通信与互联网 李曦 lixi@bupt.edu.cn

寿国础、胡怡红 下一代接入网与移动互联网 寿国础
gcshou@bupt.edu.
cn

游向东
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嵌
入式多媒体技术

游向东
y o u x i a n g d o n g @
bupt.edu.cn

宁帆 宽带通信网络与接入技术 宁帆
ningfan@bupt.edu.
cn

张平、陶小峰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张平、田辉、刘宝玲、
陶小峰、冯志勇、张建华、
王莹、李立华、崔琪楣、
许晓东、邓钢、唐晓晟、
胡铮、王强、张治、姜军、
张奇勋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新理
论及技术

崔琪楣、高
海梅

cuiqimei@bupt.edu.
cn、wti_pm@bupt.
edu.cn

刘培植 宽带通信 刘培植 liupz@bupt.edu.cn

康桂霞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新理
论及技术、物联网

张宁波
gxkang@bupt.edu.
cn

蒋挺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蒋挺、邹卫霞、陈萍
无线通信新技术、嵌入式系
统、物联网技术

蒋挺 tjiang@bupt.edu.cn

张陆勇、黄小军、陈佃
军

认知无线网络、多协议网络
和移动互联网技术

张陆勇
zh_luyong@126.
com

孙学斌、李屹
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与安
全技术

孙学斌
sunxuebin@bupt.
edu.cn

郭军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郭军、蔺志青、张洪刚、
刘刚、徐蔚然、张闯、
陈光、刘瑞芳、张彬、
肖波、徐雅静、胡佳妮、
邓伟洪、徐前方、高升、
马占宇、包秀国

Web 多媒体搜索与挖掘，
网络智能信息处理

张洪刚 zhhg@bupt.edu.cn

董远 图像大数据搜索 董远
yuandong@bupt.
edu.cn

杨洁教授团队

招生导师 研究方向名称 招生联系人 Email

何刚、周文莉、杨洁、
刘芳、刘军

宽带和移动 IP 网络 刘芳 lindaliu@bupt.edu.cn



学院研究生招生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010-62282163    

学院网址：http://sice.bupt.edu.cn 

办公地点：教二楼 425 室   

欢迎关注“北邮信通院
研究生招生”微信公众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