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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 2022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所、专业、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02 电子工程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01 智能光计算、3D 显示与光调

控、生物光子学 

桑新柱,王葵如,颜玢玢,蒋晓瑜; 

桂丽丽,戴键,叶寒；                               

刘刚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5|物理学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2 宽带通信、智能处理、量子通

信、光电器件 

张琦,田清华,李朝晖,赵同刚,何晓颖; 

唐先锋,肖晓晟,张虎,刘凯;                         

喻松; 张君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01 微纳电子与信息光子技术 

黄永清,张阳安,张霞,王琦,张明伦,段晓

峰,袁学光,张锦南,王俊,颜鑫,杨一粟;                             

伍剑,邱吉芳;                                      

韩利红,芦鹏飞;                                   

杨巍; 杨雷静; 刘玉敏; 任招娣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2 信号处理与集成电路 

邓中亮,刘雯,李宁,韩可,焦继超,尹露,林

文亮,孙源,万能,徐连明,刘人豪,陈杰,陈

远知,陈智,冯浩,张富强;    

刘元安,唐碧华,吴帆,刘凯明,张洪光,刘

芳,范文浩;     

李秀萍,齐紫航,朱华,崔孝海,杨列勇,官

雪辉;  

崔岩松,任维政,黄建明,王丹志,路卫军;           

王卫东,王朝炜,崔高峰,胡欣,王程;                    

郁文生,曹聪,张健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4|信号与系统 

03 电路与信息系统 

邓中亮,刘雯,李宁,韩可,焦继超,尹露,林

文亮,孙源,万能,徐连明,刘人豪,陈杰,陈

远知,陈智,冯浩,张富强; 

宋梅,满毅,张勇,魏翼飞,郭达,王小娟,滕

颖蕾,刘宁宁,高鹏;   

吴永乐,于翠屏,高锦春,黎淑兰,王卫民,

苏明,郭星月,王敬超;    

刘杰,范春晓,温志刚,孙娟娟,明悦,李永,

吴岳辛; 

刘元安,唐碧华,吴帆,刘凯明,张洪光,刘

芳,范文浩; 

俞俊生,姚远,亓丽梅,陈智娇,程潇鹤,陈

晓东,赵军; 

崔岩松,任维政,黄建明,王丹志,路卫军 

王卫东,王朝炜,崔高峰,胡欣,王程;                      

佘春东,刘绍华; 俎云霄,张健明；                                                                                                                                                                                    

郁文生;石丹;漆渊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04 微波、天线与电磁环境 

吴永乐,于翠屏,高锦春,黎淑兰,王卫民,

苏明,郭星月,王敬超;                                    

李秀萍,石丹,齐紫航,李莉,朱华,崔孝海,

杨列勇,官雪辉; 

黄善国,张永军,郭秉礼,李新,尹珊,薛旭

伟,郑桢楠;                                              

俞俊生,姚远,亓丽梅,陈智娇,程潇鹤,陈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6|电磁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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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东,赵军 

05 光通信、量子信息与宽带网络 

张杰,赵永利,杨辉,高冠军,郁小松,张会

彬, 闻和,李亚杰,闫龙川,郭永刚; 

张治国,陈雪,张民,王立芊,王丹石,蔡善

勇,张豪杰,李永啸,施社平,唐雄燕； 

吴国华,罗斌,蒋天炜,陈星,张一辰,林平

卫,傅喜泉,徐兵杰;   

忻向军,王拥军,田凤,尹霄丽,孙丹丹,刘

博,王瑞春;胡宗海； 

黄善国,张永军,郭秉礼,李新,尹珊,薛旭

伟,郑桢楠;                                             

洪小斌,李岩,郭宏翔,左勇,杨智生;                                                                                                                                               

张晓光,席丽霞; 郭霞,胡安琪;于振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06 微波光子学与光电融合信息处

理 

桑新柱, 苑金辉, 于迅博, 陈铎，高鑫，

邢树军； 

徐坤,周月,尹飞飞,张天； 

余建国,陈远祥,林尚静; 

戴一堂; 马健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张洪欣,王琳,张金玲,黄菊香,程琨,王小

卉、俞俊生、温志刚、李永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4|信号与系统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8540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

量子技术等） 
  此专业为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邓中亮,刘雯,李宁,韩可,焦继超,尹露,林

文亮,孙源,万能,徐连明,刘人豪; 

张琦,忻向军,王拥军,田清华,田凤,杨雷

静,尹霄丽,马健新,孙丹丹,刘博;   

刘元安,唐碧华,吴帆,刘凯明,张洪光,刘

芳,范文浩,冉静;  

吴永乐,于翠屏,高锦春,黎淑兰,王卫民,

苏明,郭星月; 

张治国,陈雪,张民,王立芊,王丹石,张豪

杰,李永啸;   

刘杰,范春晓,温志刚,孙娟娟,明悦,李永,

吴岳辛;   

宋梅,满毅,张勇,魏翼飞,郭达,王小娟,滕

颖蕾;    

张洪欣,王琳,张金玲,黄菊香,杨巍,王小

卉;  

崔岩松,任维政,黄建明,王丹志,路卫军; 

俞俊生,姚远,亓丽梅,陈智娇,程潇鹤;   

王卫东,王朝炜,崔高峰,胡欣,王程;                                                  

李秀萍，石丹,齐紫航,李莉,朱华，崔孝

海,杨列勇,官雪辉;                                                             

佘春东,刘绍华,张君毅;                                                  

俎云霄,刘刚,张健明 

郁文生,曹聪,樊玲; 

任招娣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0 (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黄永清,张阳安,张霞,王琦,张明伦,段晓

峰,袁学光,张锦南,王俊,颜鑫,刘凯,杨一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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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 

李秀萍,石丹,齐紫航,李莉,朱华,崔孝海,

杨列勇,官雪辉; 

吴永乐,于翠屏,高锦春,黎淑兰,王卫民,

苏明,郭星月; 

刘杰,范春晓,温志刚,孙娟娟,明悦,李永,

吴岳辛;    

宋梅,满毅,张勇,魏翼飞,郭达,王小娟,滕

颖蕾;    

崔岩松,任维政,黄建明,王丹志,路卫

军;            

郁文生,曹聪,樊玲; 任招娣;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85403 集成电路工程   此专业为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李秀萍,崔孝海,杨列勇,官雪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2|电子电路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此专业为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黄永清,张阳安,张霞,王琦,张明伦,段晓

峰,袁学光,张锦南,王俊,颜鑫,刘凯,杨一

粟;     

张杰,赵永利,杨辉,高冠军,郁小松,张会

彬, 闻和,李亚杰,闫龙川,郭永刚;                                   

张琦,忻向军,王拥军,田清华,田凤,杨雷

静,尹霄丽,马健新,孙丹丹,刘博;                                    

桑新柱,王葵如,颜玢玢,苑金辉,于迅博,

陈铎,高鑫,邢树军,蒋晓瑜; 

张晓光,席丽霞,韩利红,芦鹏飞,唐先锋,

肖晓晟,张虎； 

徐坤,戴一堂,桂丽丽,周月,尹飞飞,戴键,

张天,于振明;   

喻松,吴国华,罗斌,蒋天炜,陈星,张一辰,

尹龙飞,傅喜泉; 

黄善国,张永军,郭秉礼,李新,尹珊,薛旭

伟,郑桢楠; 

伍剑,洪小斌,李岩,郭宏翔,左勇,邱吉芳,

杨智生;   

余建国,陈远祥,林尚静;   

赵同刚,何晓颖,胡宗海; 

郭霞,胡安琪;                                                                    

刘玉敏,叶寒;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通信原理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085409 生物医学工程   此专业为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桂丽丽;程琨,张洪欣,王琳,张金玲,黄菊

香,王小卉、俞俊生、温志刚、李永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4|信号与系统 

各导师的研究内容等简介

请见学院官网的团队联系

方式、师资队伍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