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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组刘

元安导

师团队 

无线通信与智

慧微波、物联网

与移动互联网 

刘元安、高锦

春、吴永乐、唐

碧华、刘凯明、

黎淑兰、于翠

屏、吴帆、刘芳、

范文浩、张洪

光、王卫民、苏

明、冉静、林干 

教三 741 

招生负责人姓名：冉静 

招生联系邮箱：

ranjing@bupt.edu.cn 

招生联系电话：

010-61198189 

 

 

 

  导师介绍： 

刘元安，工学博士，电子工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无线通信前沿科学技术

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涉及的主要方向有智慧微波毫米波电路、天线与阵

列、无线网络接入、电磁环境与处理等；开设《导波场论》研究生课程；

曾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高技术计划（863）

主题专家组成员，目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群体带头人、中国

电子学会电磁兼容分会主任委员、IEEE Beijing Chapter Chair、中国通

信标准化协会 TC-9 副主席和《电磁应用与分析》主编。 

 

 

 

导师姓名： 刘元安 

职务/职称： 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无线通信与智慧微波 

联系电话： 18612123119 

电子邮箱： Yuliu@bupt.edu.cn 

办公地点： N/A 

导师姓名： 高锦春 

职务/职称： 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电子系统可靠性、无线通信 

联系电话： 010-62283222 

电子邮箱： gjc@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742 

导师介绍： 

高锦春，工学博士，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无线通信关键技术、通

信系统可靠性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

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北京市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2010 在美国

Auburn University 做访问学者从事合作研究工作。 



 

 

导师介绍： 

吴永乐，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导，英国工程技术协会会士（Fellow IET），

从事微波基础理论、射频芯片、电路与系统方面的研究，在双频复阻抗匹

配与功能融合多端口器件与芯片领域做出了多个原创性成果，发表

IEEE Trans.系列期刊论文 40余篇，授权首位发明人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

成功转化多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项目负责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岗位教授、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

秀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2017 年已结题）、中国科协首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资助者（已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核心骨干；曾获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第一完成人)、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国际电联“青年科学家奖”、中共北

京市委与市政府评选的“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称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

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等；任职 IET MAP 等多个国际学术

期刊编委或副编辑；担任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俱乐部理事会理事。 

 

 

导师介绍： 

唐碧华，女，硕士，教授， 1984 年 7月在四川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89

年 2月在电子科技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84 至 1986 年在原华西医科大

学附一院任助工，1989 年 2月至 1992 年 6月在电子科技大学任讲师，1992

年 7月至今在北京邮电大学工作，分别于 1995 年 6 月任副教授、2008 年

12 月任教授，1996 年在加拿大 Carleton 大学完成合作研究后回国， 2002

年在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院

副院长、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传感器网络历次学术会议程序委

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电子学报评审专家。近年来，主要致力于物

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移动终端软硬件产品的研发工作。近

年来，唐碧华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移动性无线传感器

网络研究，60573111”、“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信息分发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实

现，60973111”，“高密度条件下基于模糊化模拟进化计算的传感器网络分

簇技术研究，61170275”，国家“863 计划”无线传感器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 2006AA701425，2007AA701302，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科技

导师姓名： 吴永乐 

职务/职称： 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微波理论与器件，射频芯片，功放电路，天线 

联系电话： 13810703888 

电子邮箱： ywu@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742-NO.4 

导师姓名： 唐碧华 

职务/职称： 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联系电话： 010-62282835 

电子邮箱： bhtang@bupt.edu.cn 

办公地点： 新科研楼 1103 

mailto:bhtang@bupt.edu.cn


重大专项课题“TD-LTE 基站基带与射频模块间接口（Ir接口）仿真及监测

工具开发，2011ZX03001-005-02”、 “TD -LTE 面向商用手机研发，

2010ZX03002-005-0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化软件专项“电

信互联网接入业务支撑软件平台”，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课题“面向下一代

异构网络的多模移动终端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项目；目前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无定形扁平化自组织无线网络理论与关键技术，

61531007”，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20 余篇、EI 收录 5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其中 15 项获得授

权；同时 2009 年项目“多波段和宽带终端天线及产业化”获中国电子学会

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二等奖，2011 年项目“多天线正交频分复用无线通信系

统的理论研究”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同年项目“单体双频微波理

论与器件”获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一等奖。 

 

 

 

 

 

导师姓名： 刘凯明 

职务/职称： 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无线通信技术，无线自组织网络 

联系电话： 010-62283222 

电子邮箱： kmliu@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楼 741 

导师介绍： 

刘凯明，工学博士，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面向移动通信系统及

行业专网无线通信系统的高谱效、智能化无线传输技术及组网技术研究，

研究领域包括无线通信多载波技术、多天线技术、高谱效调制解调技术、

无线自组网路由及中继技术、无线通信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等，以及无线自

组网、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应用技术开发。主持完成国家“863 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科研、省部产学研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以及企事业单位横向合作项目多项，曾担任多个国际学术会议担任分论坛

主席、技术程序委员会委员。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会议发表论文 60余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余项。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9 年）、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1 年）。 

导师姓名： 黎淑兰 

职务/职称： 无/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电磁兼容 

联系电话： 010-62283222 

电子邮箱： lishulan@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 742 

导师介绍： 

黎淑兰，女，军事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任职于北京邮电大学电

子工程学院。主要从事电磁兼容、射频与微波电路与系统等方向的研发工

作。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

承担及参与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

等国家级、省部级纵向项目与企业横向项目 10 余项。获得多项省部级奖

项。 



 

 

 

导师介绍： 

吴帆，工学博士，电子工程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无线通信网络、物联网

与传感器网络、移动智能终端关键技术等方向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 计划”课题、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

广东省产学研重大专项、工信部标准化课题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十余项，作为主研人参与完成国家重大专项等重要科研项目近十项。

已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2017 年获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排名第一），曾任广

东省移动终端企业科技特派员，目前担任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TC10WG4

（泛在网技术工作委员会感知延伸组）副组长。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of Things、IEEE IEEE Transactions on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China Communication、电子与

信息学报、ISCAS（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2018 等重要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审稿人。所在科研团队承担多

项国家高水平项目，实验试验条件优良，有充足的科研经费。 

 

 

 

 

 

 

导师姓名： 于翠屏 

职务/职称： 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微波器件与系统、功放设计及线性化方

法、柔性微波电路 

联系电话： 13811985171 

电子邮箱： yucuiping@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楼 742 

导师介绍： 

于翠屏，女，教授，博导。2004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学士学位，2009 年

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博士学位，获第四届“中国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

荣誉称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微波

器件与射频系统、线性高效功率放大器设计、预失真线性化方法、柔性微

波电路等。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国家“863”计划、军委科技委创新项目、国家重大专项等国家级项目 8

项，产学研项目 3项。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90 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0 项余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 2015 年度“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导师姓名： 吴帆 

职务/职称： 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联系电话： 13811803415 

电子邮箱： wufanwww@bupt.edu.cn 

办公地点： 明光楼 811/812 室 



 

 

导师介绍： 

刘芳，2005 年获北京邮电大学工学博士，同年加入 NTT DOCOMO（北京）

通信技术研究院。2010年加入北京邮电大学任教至今，2015年 8月至 2016

年 8月在澳大利亚悉尼 CSIRO 访学一年。长期从事尖端无线通信系统及

关键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和尖端国际会议上发表 SCI/EI 检

索论文 40 多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0 多项，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40 多项，获省部级奖励 2 项。 

 

 

导师介绍： 

范文浩，男，工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任职于北京邮电大学电子

工程学院。主要从事移动边缘计算与资源管理、分布式信息分发与并行传

输、终端信息安全与数据挖掘等方向的学术研究，以及信息网络应用系统

研发工作。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30 余篇，申

请发明专利 30 余项，软件著作权 10 余项。作为负责人和主研人承担国家

“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核高基”

专项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纵向项目与企业横向项目 10 余项。 

 

 

导师介绍： 

张洪光，曾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科

研方面，侧重于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研究，作为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完

成了 2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和企业横向项目；目前，作为负责人承担在

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在学术方面，侧重于智能算法设计

和智能组网技术研究，发表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论文 20 余篇；近五年，

导师姓名： 刘芳 

职务/职称： 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无线通信与智慧微波 

联系电话： 18611715977 

电子邮箱： lf@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楼 741 

导师姓名： 范文浩 

职务/职称： 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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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 

联系电话： 010-62283228 

电子邮箱： whfan@bupt.edu.cn 

办公地点： N/A 

导师姓名： 张洪光 

职务/职称：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博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研究方向名称： 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智能算法与组网 

联系电话： 13426266826 

电子邮箱： hongguang-zhang@163.com 

办公地点： 新科研楼 1103 



发表中科院二区论文三篇（含顶级 TOP 期刊一篇）。在教学方面，以立德

树人为理念，引导学生兴趣；多年来，始终承担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信

号与系统》的教学。 

 

 

导师介绍： 

王卫民，女，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微波器件、

无线信道建模、天线与 OTA 测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承担或完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仪器项目、重点研发计划、装发预研项目等。

近年来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等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授权 10余项，转让 3 项，获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电

子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奖项。 

 

 
 

 

 

导师姓名： 王卫民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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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无线通信、天线与 5G 射频测试 

联系电话： 13910067583 

电子邮箱： wangwm@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 742 

导师姓名： 苏明 

职务/职称： 副教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天线理论与技术 

联系电话： 13811572123 

电子邮箱： suming@bupt.edu.cn 

办公地点： 教三楼 742 

导师介绍： 

苏明，男，工学博士，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天线领域前沿科学

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涉及的方向有可重构天线技术、多频和宽带天

线技术、无线输能技术和新型电磁材料天线技术等。近几年，承担和参加

了 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军委科技委创新专

项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多频天线相关研究成果获得 2015 年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 

导师姓名： 冉静 

职务/职称： 讲师 

博士招生专业： N/A 

学术型硕士招生专业： N/A 

专业型硕士招生专业： 电子信息 

研究方向名称： 移动互联网 

联系电话： 010-61198189 

电子邮箱： ranjing@bupt.edu.cn 

办公地点： 新科研楼 1103 



 

 

 

导师介绍： 

冉静，女，工学博士，任职于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主要从事移动

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方向的研发工作。在

国内外重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软件

著作权多项。承担和参与国家“863”计划项目、总装预研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国家级纵向项目与企业横向项目 10余项。 

导师姓名： 林干 

职务/职称： 研究员 

博士招生专业：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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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通信、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联系电话： 13910833366 

电子邮箱： Lin_ken999@163.com 

办公地点： N/A 

导师介绍： 

林干，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国防重点试验室学术委员；北京邮电大学兼

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教育部重点试验室学术委员，曾担任军

委装备发展部可靠性专业组成员，目标特性军标委委员，空军标准委员会

委员，空军装备可靠性决策支持系统核心专家组成员，弹药可靠性专家组

组长。 

长期从事装备体系发展论证、维修力量建设论证和装备型号监管，在技术

状态控制、风险管理、技术成熟度评估、质量管理和综合保障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主笔编撰了 GJB8899《装备目标特性工作通用要求》、GJB173.2《技

术成熟度评价指南 导弹装备》、GJB170.15《军工产品设计定型文件编制指

南 质量分析报告》等国家军用标准；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发明二等奖 1项，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5项（3 项第 1、两项第二）、三等奖

5 项；获发明专利 5 项；发表论文 60余篇，出版译著作 1部；获四总部表

彰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