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专业和复试小组信息 

一、 复试小组列表 

复试小组序号 复试小组名称 

1 光波所组 

2 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实验室组 

3 现代通信研究所组 

4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研究所组 

5 网络与安全研究所组 

6 电磁兼容研究所组 

7 运输自动化科学技术研究所 1 组 

8 运输自动化科学技术研究所 2 组 

9 轨道交通控制研究所组 

10 先进控制系统研究所组 

11 国家电工电子教学基地信号组 

12 国家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微电子组 

 

  



 

二、复试小组对应招收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学术型博士/硕士招生专业 研究方向 
招生复试小

组序号 

0811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01 全光交换、特种光纤、光电器

件及基于智能光纤传感的物联网 

硕士：01 全光交换、特种光纤及器件 

1 

02 信息网络 2、5 

03 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与专用移动通信 3、4、6 

04 信息处理与人工智能 11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01 轨道交通自动化与控制 7、8、9、10 

02 智能交通系统的信息与控制技术 8 

03 轨道交通系统的电磁环境与电磁兼容 6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 

02 信号处理与电子系统 11 

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2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7、8、9 

02 智能系统理论与工程 10 

注：所有学术型专业均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 

 

专业硕士学位名称 招生复试小组序号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所有复试小组（仅在统考阶段招生，不招收

推免）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1、2、3、4、5、6、11、12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2 控制工程 

6、7、8、9、10 

 

 

  



三、复试小组导师信息 

1. 光波所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延凤平 王均宏 裴丽 王目光 宁提纲 李雨键 李铮 张建勇 张展 王春灿 任国斌 

谭中伟 范国芳 陈美娥 冯素春 简伟 李晶 刘艳 任文华 魏淮 郑晶晶 牟宏谦 

李海粟 武蓓蕾  

    复试小组联系人：王目光老师，13269319769，mgwang@bjtu.edu.cn 

2. 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实验室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张宏科 周华春 杨冬 高德云 秦雅娟 苏伟 郜帅 董平 宋飞 刘颖 1 郑涛 权伟 

      陈佳 王洪超 冯博昊 

复试小组联系人：高德云老师，13521693762，gaody@bjtu.edu.cn 

3. 现代通信研究所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钟章队 艾渤 吴昊 陈为 章嘉懿 王方刚 何睿斯 官科 林思雨 沈超 刘寅生  

牛勇 蒋文怡 熊磊 许荣涛 杨焱 姚冬萍 丁建文 陈霞 何丹萍 

复试小组联系人：吴昊老师，13911963123，邮箱：hwu@bjtu.edu.cn 

4.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研究所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荆涛 刘颖 4 李旭 孙昕 杨维 赵军辉 陶成 赵友平 刘留 霍炎 徐少毅 王海波 

周涛 张令文 龚文飞  田洪现 王俊 卢燕飞 周春月 宋政育 

   复试小组联系人：王海波老师，13466502675，hbwang@bjtu.edu.cn 

5. 网络与安全研究所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张振江 沈波 郭宇春 孙强  李纯喜 穆海冰 熊菲 李勇 毕红军 贾凡 杨文考  

陈一帅 张立军 赵永祥 郑宏云 李坚 张致远 

复试小组联系人：沈波老师，18519651059，bshen@bjtu.edu.cn； 

                陈一帅老师，13661331682，yschen@bjtu.edu.cn 

6. 电磁兼容研究所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

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控制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闻映红 陈嵩 王国栋 朱云 张金宝 曹鹤飞 

复试小组联系人：肖建军老师，13810451013，xjj@bjtu.edu.cn 

  



7. 运输自动化科学技术研究所 1 组 

招收专业：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控制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唐涛 董海荣 王海峰 李开成 郑伟 步兵 黄友能 徐田华 曹源 荀径 朱力  

      吕继东 方卫宁 郭北苑 燕飞 高士根 宿帅 王义惠 蒋海林 牛儒 马连川 宋琦 

王洪伟 杨欣 袁磊 马琳 阴佳腾 曹芳 柴铭 吴道华 刘金涛 

复试小组联系人：燕飞老师，13681305332，fyan@bjtu.edu.cn 

8. 运输自动化科学技术研究所 2 组 

招收专业：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控制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蔡伯根 王俊峰 赵林海 王剑 上官伟 王忠立 刘中田 刘江 张勇 陆德彪 姜维 

      柴琳果 

复试小组联系人：上官伟老师，13520735176，wshg@bjtu.edu.cn 

9. 轨道交通控制研究所组 

招收专业：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控制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戴胜华 徐洪泽 魏学业 周永华 杨世武 袁雪 陈福恩 张三同 李绍斌 崔勇  

黄赞武 孙绪彬 姚秀明 张文静 付文秀 

复试小组联系人：徐洪泽老师，13601069122，hzxu@bjtu.edu.cn 

10. 先进控制系统研究所组 

招收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控制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刘泽 尹逊和 郏东耀 李鹏 金尚泰 柳向斌 李润梅 张严心 程轶平 刘峰 蔡文川 

      李丹勇 殷辰堃 宋宇 

复试小组联系人：金尚泰老师，13810439795，shtjin@bjtu.edu.cn 

11. 国家电工电子教学基地信号组 

招收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陈后金 娄淑琴 陶丹 彭亚辉 黄琳琳 申艳 李艳凤 白双 侯亚丽 路勇 郝晓莉 

李居朋 李赵红 邵小桃 魏杰 周航 郭勇 赵文山 余晶晶 陈紫微 

复试小组联系人：赵文山老师，13511038297，wshzhao@bjtu.edu.cn 

12. 国家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微电子组 

招收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 

研究方向为各位导师的研究方向 

导师：李修函 刘章发 骆丽 邓涛 李金城 李力南 袁小龙 郑陶雷 周晓波 

复试小组联系人：邓涛老师，15117925845，dengtao@bjtu.edu.cn 

 

每个导师的具体信息，请登录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导师在线查询，网址： 

https://gsdb.bjtu.edu.cn/discipline/tutor_show/?disname=&ismaster=1&teacher=&colle

ge=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