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师团

队名称 
主要招生方向 招生导师 

导师组实验室地

点 
导师组联系方式 

02组邓

中亮导

师团队 

通信、导航与 

物联网；多源 

融合定位技 

术，群智定位 

技术；微纳电 

子器件、通导 

融合集成电 

路；机器视觉 

及模式识别； 

人工智能，智 

能金融工程； 

卫星移动通 

信、多媒体技 

术  

 

邓 中 亮 、 

李 宁 、 刘 

雯、 、韩

可、 焦继

超、 尹露、 

万 能 、 孙 

源 、 林 文 

亮、 陈远

知、 冯浩、 

陈杰、 陈

智、 张富

强  

新科研楼 906 

韩可 hanke@bupt.edu.cn  

  

李宁 lnmmdsy@bupt.edu.cn 

61198659  

 

 

 

 

导师介绍： 

国家重大专项专家组专家，863 微电子工作组专家，总装备部专业

组专家，教育部高校卫星导航联合研究组副组长，教育部卫星导航联合

研究中心-信号体制与通信研究分中心主任，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

长期致力无线网络定位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是无线导航与通信领域知

名专家，我国地面导航工程—“羲和计划”的室内无线导航系统主要负

责人和学术带头人。他在建立建筑空间无线定位导航基础理论、解决国

际上通信网增强室内高精度三维导航关键技术难题、构建我国空天地一

体化室内外无缝高精度导航与位置服务标准及应用系统、推动产业规模

化应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曾先后担任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系副长、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主

持完成十余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二等奖 2项、省部级

科技奖 13 项。发表论文授权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超百项。2016 年、

2014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2019 年 11 月 16 日，当选国际

欧亚科学院院士。 

 

 

 

 

导师姓名： 邓中亮 

职务/职称： 博士生导师/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通信、导航与物联网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dengzhl@bupt.edu.cn 

办公地点： 北京邮电大学新科研楼 9层 



 

 

导师介绍： 

主要致力于卫星移动通信、物联网、图像及智能信息处理等方向的

课题研究。 

承担和参与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防 863 课题、

总装预研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发表论

文 30 余篇，SCI/EI 检索 2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申请专利 20余项。

获得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国产学研

合作创新成果奖等奖项。 

 

 

导师介绍：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学位，电子工程学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担

任教育部“长江学者”人才评审专家、科技部 863 计划评审专家、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科技部评估中心评审专家，入选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家库；教育部研究生创芯大赛专家委员会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

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人民邮电出版社“人工智能”教材评审专家，全

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大赛专家委员会成员。承担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国家 863 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项。发表 SCI/EI 论文 20余篇，

主编出版教材、专著多部。先后国家二等奖两项，省部级一等奖三项、

省部级二等奖三项。  

 

 

  

导师姓名： 李宁 

职务/职称： 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无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卫星移动通信及物联网，图像处理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lnmmdsy@bupt.edu.cn 

办公地点： 科研楼 903 

导师姓名： 博士生导师/刘雯 

职务/职称： 电子工程学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物联网技术、多源融合智能定位算法及

高精度定位技术、集成电路设计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liuwen@bupt.edu.cn 

办公地点： 科研楼 903 

导师姓名： 韩可 

职务/职称： 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通导融合定位技术及微纳电子器件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hanke@bupt.edu.cn 

办公地点： 北京邮电大学新科研楼 903 



 

 

 

导师介绍：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系，博士学位，中国通信学会高

级会员。研究方向为无人智能设备智能导航与控制，从事计算机视觉与

图形学、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多源数据融

合与分析、三维目标/场景重建与认知等方向的研究，作为主持人或主

研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专项、国家 863 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及横向课题等项目数十项。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

SCI 检索论文 40余篇，参与起草国家与行业标准 5 项，国内外重要刊物

和会议上发表 SCI 和 EI 检索论文 30余篇（获得 2 项施普林格最佳论文

奖），申请发明专利 30余项（授权 7项）。 

 

 

 

 

 

 

 

导师介绍：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博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科协

青年托举人才。先后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国家 863 项

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论文 20余

篇，包括 IEEE JSAC、TCYB 等顶级期刊；授权专利 20余项。担任多个 SCI

期刊审稿人。向 3GPP 提出过多项 5G NR Positioning 标准提案并被写入

3GPP 文档。获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3 项。研究方向为室内外无缝定位（导

航与通信融合方向），多传感器协同定位（物联网），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的新型定位系统等。 

 

 

导师介绍：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技术研究院，工学博士。先

后参加了多项 863 重点项目、973、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项目的

研究开发，发表论文 1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1项。长期从事智能网络

与通信、位置服务相关技术研究。近年来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应用研究，

导师姓名： 焦继超 

职务/职称： 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无人智能设备自主定位与导航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jiaojichao@bupt.edu.cn 

办公地点： 鸿通楼 316 

导师姓名： 尹露 

职务/职称： 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无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通信、导航与物联网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inlu_mail@bupt.edu.cn 

办公地点： 科研楼 903 

导师姓名： 万能 

职务/职称： 硕士生导师/讲师 

博士招生专业： 无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人工智能与金融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wanneng@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楼 613 



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在位置服务、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应用。 

 

 

导师介绍：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主持并参与了多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73项目和科技支撑计划等，

发表 SCI/EI 论文 1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卫星导航、智能导航、导航

增强等。 

 

 
 

导师介绍：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学位，中国通信学会高级会员。作为课题负

责人及主要参加者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863 计划课题等项目 8项。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研究方向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6G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 

 

导师姓名： 孙源 

职务/职称： 硕士生导师/讲师 

博士招生专业： 无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无 

研究方向名称： 卫星导航、智能导航、导航增强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sunyuan@bupt.edu.cn 

办公地点： 新科研楼 903 室 

导师姓名： 林文亮 

职务/职称： 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无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6G移动通信、卫

星通信 

联系电话： 61198659 

电子邮箱： charterlin@163.com 

办公地点： 北京邮电大学新科研楼 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