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报考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2020级研究生！



为什么要创建

中国已经有2879所大学，



办学理念 • 服务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16年4月1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方案的通知》

发挥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机制优势，加
快物质、生命、信息等领域特色研究机
构建设，建设科研、教育、创业深度融
合的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型大学

2008年，上海市与中
科院决定合作建设一
所研究型大学

2012年，教育部批
复同意筹建上海科
技大学

2013年，教育部批
准正式建立上海科
技大学

2013年，首批300名
联培研究生报到入学

2014年，首批207
名本科生报到入学

2017年，经教育部
批准，学校开始独
立招收研究生



• 实现科技与教育、科教与产业、科教与创业的结合

+ +

+ +

+
• 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院所全面合作

• 选址在中科院上海浦东科技园中区

• 与众多国家级实验室及大科学装置融合

• 打造一个科教相融的创新平台

世界上其他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高等科学研究机构合作创新集群

办学理念



国际水平的
科研型人才

麻省理工伯克利 爱因斯坦

国际标准的
技术型人才

爱迪生世界500强企业

独立创新的
创业型人才 马斯克在上科大演讲

办学理念 • 培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使上科大成为年轻人“立志、成才、报国、裕民”的摇篮



上海科技大学
办学优势01



上海

• 全国经济、交通、科技、工
业、金融、会展和航运中心
之一

•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
公司、研发中心分别达 639
家、354 家和 431家（2018
年5月）

• GDP总量居中国城市第一，
亚洲第二

浦东

• 上海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
行政区

• 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所在地

•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全
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
功能区

张江

•被誉为中国硅谷

•上海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
承载区域

•毗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上
海迪士尼乐园

•张江园区已形成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软件及文化创意
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上海科技大学

• 张江高科技园（自贸区之一）
中心！

• 中科院上海浦东科技园内，
与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大
科学装置融为一体！

• 与张江高新区的产业界、投
资界有机衔接。

办学优势 • 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麻省理工伯克利

芝加哥

20132012

1958

上海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上科大）

中国科学院的三所大学之一

办学优势 • 中西合璧的办学支持



• 与中国科学院紧密合作

284位
中科院特聘教授

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有

国家重点实验室

13个

上科大周边5公里内有

重点科研设施、基地

5处

3500 米以内

1500 米以内500 米以内

中科院微小卫
星创新研究院

国家蛋白质
科学中心

上海同步辐射
光源

国家
化合物样品库

国家
新药筛选中心

神光－II 高功率
激光实验装置

辰山植物科学
研究中心

上海65米
射电望远镜

办学优势



办学优势 • 迅速拓展的国际合作

2014

2015

2016

2017

…….2021

海外合作院校达20所

已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

帕多瓦大学、南加州大学、德雷塞尔大学等欧美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学生国际化培养有着系

统规划，并在课程开发、教师进修等方面开展合作

正积极与牛津大学、莱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高校进行洽谈



张江药谷

新药研发平台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交大张江校区

百度研发中心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2018年4月27日开建，
上科大为建设法人单位）

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

超强超短激光

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

微小卫星
工程中心

中国科学院
上海高等研究院
（张江实验室）

上海同步
辐射光源

蛋白质
科学中心

复旦张江校区

地铁13号线
（中科路站）

张江中区
众创空间

张江中区
文创空间

办学优势 • 张江科学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办学优势 • 投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2016年4月，国务院发布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方案，明确指出上海科技大学在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承担重要任务。

在建

已启动

已建

光源二期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

活细胞结构功能成像等线站

10PW超强超短激光

光源二
期

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光源一期

活细胞结构功能成像等线站

国家蛋白质设施（上海）

在建

已建

上海科技大学

10PW超强超短激光

3.2亿元
2018年
底完成 4.1亿元

2018年
底完成

5.1亿元
2018年底
完成

1.6亿元
2019年底
完成

牵 头
活细胞结构功能成像等线站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光源二期
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10PW超强超短激光

参 与



办学优势 • 学院下不设系，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创业与管理学院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创意与艺术学院

免疫化学研究所

iHuman 研究所

数学科学研究所 通识教育中心



• 国家的政策优惠

上科大入围
第二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在《2018年上海市非上海生源
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
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中，上海
科技大学作为“第一类高校级研
究生培养单位”与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中科院在沪各研究
所等一道，享有加分分值为：

15分

办学优势



办学优势 • 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师资队伍

32
位

中国科学院
院士

3
位

中国工程院
院士

诺贝尔奖
获得者4

位

海外科研经历教授占比
（含港澳台）

9
位

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

3
位

英国皇家学会
会士

5
位

美国人文和科学院
院士

约98%

截至2018年12月，学校已选聘483位教授，其
中，特聘教授284位，常任教授199位。

境内

18%

港澳台

5%

国外

77% 来校前工作单位

境内

24%

港澳台

9%

国外

67%

博士毕业院校



办学优势 • 常任教授选聘采用Tenure-Track制度

助理教授

• Assistant 
Professor

副教授

• Associate 
Professor

教授

• Professor

以同行评议为

基础的国际化
教授选聘流程

科研

教学服务

（图为教授带队指导学生社会实践）



办学优势 • 特聘教授代表

讲座
ShanghaiTech Lecture系列讲座

交流会
与本科生交流会

James E. Rothman
免疫化学所特聘教授

耶鲁大学教授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Kurt Wüthrich
iHuman特聘教授
Scripps研究所教授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

Roger D. Kornberg
免疫化学所特聘教授

斯坦福大学教授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

Michael Levitt
免疫化学所特聘教授

斯坦福大学教授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

实验室
诺奖特聘指导研究生科研工作



办学优势 • 高规格学术会议不断



信息学院
师资与科研02



人工智能大数据 虚拟现实 云计算与雾计算

量子通信与计算无人驾驶 芯片、电路与器件电动汽车、新能源

智能机器人

学院聚焦 • 信息学院聚焦国际前沿研究领域

医学影像

智能医疗设备



47
51

22 非中科院特聘教授
• IEEE Fellow1位； 47 常任教授

• IEEE Fellow1位
• 万人计划 1位
• 优秀学术带头人 2位、洪堡学者 1

位、东方学者 5位、青年东方学
者10位、浦江人才 11位、扬帆计
划 10位、晨光计划 1位

• 博士毕业院校：18%港澳台，
80%海外，2%国内

• 来校前，11%供职于港澳台科研机
构，82%供职于海外科研机构和
企业，7%博士毕业后直接引进或
由国内其他高校引进。

51 中科院特聘教授
• IEEE Fellow1位
• 院士3位
• 万人2位，百人9位，百千万人才3位
• 杰青6位
• 上海市科技领军人才8位
• 优秀学术带头人3位

SIST

• 100位常任教授/80位特聘教授（2020预期）

师资力量 • 信息学院师资力量



正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虞晶怡

PhD:麻省理工大学2005
特拉华大学终身正教授

何旭明

PhD:多伦多大学2008
澳大利亚信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罗喜良

PhD:明尼苏达大学2006
美国高通高级主管工程师

范 睿

PhD:麻省理工大学2008
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高盛华

PhD:南洋理工大学2013
新加坡ADSC研究科学家

周平强

PhD: 明尼苏达大学2012
首位常任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博后

寇煦丰

PhD: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5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后

石远明

PhD:香港科技大学2015
2016 IEEE马可尼最佳论文奖
2016 IEEE信号处理学会最佳
青年作者论文奖

哈亚军

PhD: 鲁汶大学2004
新加坡资讯与通信研究院科学
家及比亚迪联合实验室主任

国际Search Committee
+

SIST 师资招聘委员会
共同选拔

杨旸
IEEE Fellow

PhD: 香港中文大学2002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

郑 杰

PhD:加州大学河滨分校2006
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客座研究员

师资力量 • 信息学院常任教授代表



技
物
所

高
研
院

小
卫
星

微
系
统
所

计
算
所

上
海
联
影

方家熊
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建龙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林宝军
导航卫星总设计师

陈熙霖
IEEE Fellow

龚惠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骅
百人计划

陈群
联影研究院首席执行官

王建宇
中国科学院院士

蔡宁
IEEE Fellow

国
际
特
聘

师资力量 • 信息学院特聘教授代表



学术成果 • 信息学院教授部分成果/荣誉

• 2018 美国计算机协会移动技术学会 时间考验经典论文奖

• 2017 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最佳论文提名奖

• 2016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信号处理学会年度最佳论文奖

• 2016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信息论学会年度最佳论文奖

• 2016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马可尼奖

• 2016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纽鲍尔奖

• 2016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萨姆纳奖

• 2016 全球通信大会最佳论文奖

• 2015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学术成果

• 2018年度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23篇顶会，5篇顶刊。

• CVPR2018共13篇论文被接收，数量居国内高校前列

• 邹毅论文入选顶刊 Photonics Research 十大下载论文

• 杨旸当选IEEE Fellow；

• 蔡宁荣获ACM 移动技术学会经受时间考验经典论文奖

• 信息学院2018年科研大事记



虞晶怡，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石远明，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王浩宇，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高盛华,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邵子瑜，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邹毅，Photonics Research

学术成果 • 信息学院2018年部分科研成果



虞晶怡&高盛华课题组，IEEE Tra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JCR-1区，IF：9.455

王浩宇课题组，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JCR-1区，IF：6.812

宋富课题组，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JCR-1区， IF=8.415

傅旻帆课题组， I EEE Transact 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JCR-1区，IF：6.812

刘晓培课题组，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CCF-A类， IF=3.078

石远明课题组，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JCR-1区， IF=5.863

学术成果 • 信息学院2018年部分科研成果



师资招聘委员会

SIST Tenure & Promotion Committee

学术委员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

招生委员会

学位委员会

公共关系委员会

资源管理委员会

毕业工作委员会

职员招聘委员会

• 信息学院院务委员会

Chair: 虞晶怡、哈亚军

Chair: 虞晶怡

Chair: 哈亚军

Chair: 范睿

Chair: 郑杰

Chair: 何旭明

Chair: 邵子瑜、Laurent Kneip

Chair: 梁俊睿、周宇

教授全面参与学院管理

Chair: 屠可伟

Chair: 周宇

学院特色



• 聚焦信息领域具有变革性的下一代

关键技术

• 为国家产业转型战略输出核心技术

并培养高端人才

• 为学生学科交叉及科研实践打造优

质平台

智能视觉中心

计算机系统与安全中心

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

网络科学中心

后摩尔时代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

先进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

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

学院特色 • 信息学院7大研究中心



计算机视觉
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人脸识别，人脸
关键点检测，稀疏表示，压缩感知等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

计算机图形学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计算摄影学，计算成
像，图形学，人机交互，可视化计算与分析等

大数据算法与优化
大数据算法设计，大规模优化，非线性优化，稀
疏优化，不确定性量化，偏微分方程数值解等

智能视觉中心1



虞晶怡 何旭明 高盛华 江智浩 廖奇峰 刘晓培 Manolis Tsakiris 屠可伟 王浩 赵登吉郑杰 郑锐

28 篇顶级期刊会议论文：

 13 篇CVPR

 3 篇 TPAMI

 4 篇 EMNLP

 1 篇 ICCV

 2 篇 AAAI

 1 篇 ACL

 1 篇 ISWC

 2 篇 ECCV

 1 篇 TNNLS

科研成果（2018年度）

 虞晶怡将作为大陆华人学者首次担任 CVPR 2021 程序主席，ICPR 2020 主席

 Best student paper runner up IJCAI (Gao and Yu)

 Best paper runner up ICCV (Laurent)

 Best paper nomination ACL (Tu)

荣誉/获奖

合作



并行计算与高性能计算

计算机系统与安全中心2

并行与分布式存储系统
海量数据存储系统能耗、性能及可靠性优化

生物计算等高性能计算算法优化
专用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架构设计及优化

移动安全
对安卓应用安全性的研究，向以下等厂家报告他们app的缺陷

软件安全
软件自动化测试
软件形式化验证

现代密码学与代数编码论



范睿 宋富 杨智策 殷树 张良峰 赵登吉

 2 篇 CAV

 2 篇 ETAPS

 2 篇 INFOCOM

 1 篇 I&C

 1 篇 AAAI

 1 篇 IEEE TFS

 1 篇 ACM TOSEM

 1 篇 MobiCom 

 1 篇 UbiComp 

 1 篇 TMC

 ISC’18 国际超算大赛
 Fan Favorite Team 单项奖
 HPCG测试全场最高分
 AI应用全场最高分

 ASC’18 亚洲超算大赛
 总成绩亚军
 ePrice单项奖（学生超算戈登贝尔奖）
 RELION冷冻电镜应用全场最高分
 AI应用全场最高分

高效 智能 可靠 安全

科研成果
13 篇顶级期刊会议论文(2018-2019)：

指导学生获奖



•

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3



Research Highlight
 Advanced Mapping Robot, Smart Car with new sensors, 

organized IEEE SSRR 2017 conference & 3 Workshops on 
Control @ ShanghaiTech

Plan
 Smart Car (Ha, Schwertfeger, Kneip)

 Autonomous Mobile Manipulation (Schwertfeger, 
Rosendo)

 Optimization & Control (Houska, Lu)

参与Divergence 3D Project

Laurent Kneip Jie Lu Yajun Ha Boris Houska Andre Rosendo Sören 
Schwertfeger



网络通信

网络信息论与网络编码理论，物联网、车
联网，无人驾驶网络系统

网络信息处理
海量数据信息分析、网络学习与优化算
法，神经网络与深度强化学习

网络计算
雾计算、云计算、社交网络

网络交叉科学
数据驱动的智能网络以及计
算、控制、通信融合的3C网

络

Network ScIence CEnter

NICE

网络科学中心4



科研方向布局
 领域顶级SCI期刊

 领域顶级旗舰会议

 国际学术奖励

60+
100+

 2016 年IEEE马可尼论文奖
 2016年IEEE信号处理学会青年作者最

佳论文奖
 2016 IEEE 信息论学会论文奖
 2016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萨

姆纳奖
 2018 美国计算机协会移动技术学会

经受时间考验经典论文奖

信息论

机器学习

大数据

毫米波

物联网

大规模优化

大规模天线

雾计算

异构网络

分布式控制

交叉融合

陆疌罗喜良 邵子瑜 Boris Houska 石远明 吴幼龙蔡宁 周勇杨旸 张海鹏

科研成果小结



Network on Chip (NoC) in 
Multicore Processors

Reliable Power Delivery for 
Multicore Processors

后摩尔时代新型器件、电路与集成系统中心

Non-volatile Spintronic
Logic Circuits

2D Material
Electronics

Non-volatile
magnetic memory Infrared Imaging High Speed 

Photodiodes 

后摩尔时代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5



科研成果
 发表顶刊论文：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科研项目：NSFC 3项，中科院先导A类项目1项

 超净中心即将建成

陈佰乐 寇煦丰 王成 吴涛 邹新波 邹毅哈亚军高飞 娄鑫 郑锐 周平强

科研规划 科研合作

低温电子项目伯克利BDMC项目

Optical IC

新型电子器件

新型光电器件

集成电路/系统

任豪



研究重点：
• 电气化交通系统
• 智能微纳电网

• 新能源利用
• 无线能量传输

相关学科：
• 电气工程
• 电力电子
• 电力系统

• 电磁场与微波
• 相关交叉学科
• 自动化

先进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6



科研成果
 期刊：TIE,TPEL,TII,APL,TPD,TMTT等顶级期刊

 会议：PESGM,ISCAS,ECCE,APEC,IECON等顶级会议

 专利：6项

科研规划
 面向分布式物联网设备的永续电源解决方案

 高分辨磁场成像的飞机结构缺陷检测方法

 微电网/配电网继电保护与故障定位

 高频电力电子与无线能量传输

 插电式电动车的高效电源管理方案

 宽禁带功率器件性能评估和可靠性验证

刘宇 傅旻帆 梁俊睿 王浩宇 叶朝锋 邹新波



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

生物信息学
 单细胞数据分析
 深度学习在基因组学的应用
 虚拟干细胞
 抗癌药物靶点的计算筛选

医疗人工智能
 医学人工智能成像
 基于深度学习的诊断和治疗辅助
 多模态医学数据融合

健康医疗大数据
 基因组的数据管理与分析
 医疗大数据认知计算技术
 数据驱动的疾病预测与预防

智能医疗仪器
 健康物联网
 可穿戴式医疗仪器
 智能辅助系统
 智能医疗仪器软件的安全性验证

医学影像处理
多模态多尺度下对人体器官、
结构和功能的可视化表现

7



郑 杰 江智浩虞晶怡 高盛华何旭明 陈群王雄 叶朝锋高飞 郑锐

多模态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综合与分析平台

人工智能技术在健康医疗与制药的应用

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仪器的研发

 研究大数据融合技术，搭建一个与生物医学相关的大数据的分析、挖掘与可视化平台

 数据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医学图像、细胞成像、基因组、文本、健康物联网

跨学科合作、与工业界的合作

 重点研究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学习，认知计算），解决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技术难题，
加速医药研发进程

 在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上，研发软硬件一体化的医疗仪器

 与上科大其他学院、研究所（生命学院，免疫化学所，iHuman）

 与上海的兄弟院校、医院和企业（中科院，瑞金医院，联影，药明康德）

 合作形式：研究项目、学生实习与就业、联合实验室

未

来

规

划

张玉瑶



信息学院
教学与培养03



培养主体 • 信息学院本硕博学生（在读）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66% 28% 6%

773人 327人 74人

信息学院共1174位在读学生



• 本硕博一体化的课程体系

 夯实理论基础,拓展知识体系
 博士课程：聚焦信息技术前沿，强调跨学科交叉融合、技术原创和理论深度
 硕士课程：注重专业扎实和应用工程，强调学科精专与交叉融合
 本科课程：注重宽口径与厚基础，强调学术诚信和工科基本素质

 凝练核心能力，勾勒知识地图
 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专业能力

培养特色



• 专业课程：国际前沿和竞争力

Course # Course Title Lead Faculty Contributor

CS 261 Security in Computer Systems（本硕一体） Dawn Song

CS 280 Computer Vision（本硕一体） Jitendra Malik

CS 170 Efficient Algorithms and Intractable Problems（硕博） Satish Rao

CS 252 Graduate Computer Architecture（硕博） Krste Asanovic

EE 224B Fundamental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本硕一体） Anant Sahai

EE 241B Advanced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本硕一体） Borivoje Nikolic

EE 240A Linear Integrated Circuits（硕博） Clark Nguyen

EE 240B Advanced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硕博） Elad Alon

EE 240C Analysis & Design of VLSI Analog-Digital Interface Integrated 
Circuits（硕博） Bernhard Boser

EE 242A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Communication（硕博） Ali Niknejad

EE 290C High-Speed Electrical Interface Circuit Design（硕博） Elad Alon

全英文教学，从伯克利引进专业选修课程
SIST 顾问委员会

+
SIST 教学委员会

共同把关

培养特色



• 全英文原版专业课教材

全英文授课；专业主干课程的课内学时:课外学时=1:3

机器学习 算法设计与分析 模拟集成电路II 信息论

电力电子 天线理论与设计 数字集成电路II 随机过程凸优化

数值优化

培养特色



会议名称 时间 讲者 规模

FIST 2012 2012年 12.9-12.13 60人 约200人

SSDS 2015 2015年 6.23-6.25 25人 约1000人

SSIST 2016 2016年 6.23-6.25 29人 约1000人

SWEDCS 2016 2016年 6.30-7.1 17人 约300人

RACV 2016 2016年 9.18-9.20 12人 约900人

Shannon Centenary Workshop 2016年 10.18 13人 53人

SSIST 2017 2017年 7.2-7.4 26人 约500人

SWEDCS 2017 2017年7.7-7.8 22人 约200人

SSRR 2017 2017年10.11-10.13 41人 约100人

SSIST2018 2018年6.30-7.2 25人 约500人

SWEDCS2018 2018年6.4-6.5 26人 约250人

SWILD2018 2018年6.30-7.1 22人 约250人

VR 产业会议 2018年10.19-10.21 11人 约500人

足不出“沪”邂逅大牛，SISTor值得拥有！

嘉宾总人数：329

培养特色 • 信息学院主办高端国际学术会议



• 信息学院主持超高频次的国际学术讲座

Networks of Shapes and Images Leonidas Guibas， Stanford

The Road Ahead for Wireless Technology: Dreams and Challenges Andrea Goldsmith, Stanford

From Vision-Realistic Rendering to Vision Correcting Displays Brian A. Barsky, Berkeley
Modelling the human body: from its external appearance to the hidden 

multiscale level Nadia Magnenat Thalmann, NTU

Adaptive Sketching and Validation for Learning from Large-Scale Data Georgios B. Giannakis, Univ. of 
Minnesota

DJI: Flying Dream Mingyu Wang, DJI CTO
Massive Hybrid Array and Beamforming for Millimeter Wave 

Communications Xiaojing Huang, U of Tech, Sydney

Physics-Based Electron-migration Modeling and Cross-Layer Reliability 
Management Chunming Qiao, UC Riverside

Sparse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for Cloud Radio Access Networks Wei Yu，University of Toronto

SIST 国际学术讲座：2015年54场，2016年87场，2017年69场，2018年101场。

高质量高频次学术报告为SISTors申请出国
提前联系导师及面试提供了绝佳机会。

培养特色



培养特色 • 信息学院本科生国际交流

暑期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1 16 19 19

帕多瓦大学 13 14 8

芝加哥大学 8 8 3

CMU 3

3+1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伯克利 7 5

MIT 2 1

耶鲁 1

游学/实验/竞赛/学术会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UCLA 1

HKU 1

高研院暑期游学（英国） 2

国际竞赛 6

国际学术会议 1 6

合计人数 155人



• 信息学院本科生国际交流

项目
类型 年份 项目名称 参与数

暑期
项目

2015年
芝加哥大学 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1

2016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6

帕多瓦大学 13

芝加哥大学 8

2017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9

帕多瓦大学 14

芝加哥大学 3

2018年

卡耐基梅隆大学 3

UCLA 1

帕多瓦大学、UCB 24

3+1项
目

2016-2017学
年 MIT项目 2

2017-2018学
年 伯克利工程学院 7

 2016年9月，信息学院2014级本科生王一帆、黄政嘉前往麻省理工学院
（MIT）交流学习一年。

王一帆全A成绩 黄政嘉全A成绩

首届本科生国际交流经历者达50%！

培养特色



年级 姓名 身份 导师组 交流学校 合作内容

2014 陈* 博士生 虞晶怡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三维人脸重建

高飞 美国杜克大学 利用超声成像和连续激光加热的技术来校正光声成像中的受
限视角问题，获取成像体的垂直结构信息，提高成像质量2017 段** 博士生

2016 侯** 博士生 Sören
Schwertfeger 厄勒布鲁大学 在Lilienthal教授的课题组进行地图匹配的研究

2016 姜** 博士生 Boris IWR of Heidelberg 
University

太阳能光伏发电网络化中电压上升对电能质量和客户安全产
生不利影响的算法解决方案

2016 夏** 博士生 廖奇峰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Nicholas Zabaras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机
器学习在物理问题中的应用以及物理系统的不确定性量化研
究

2018 徐** 博士生 Sören
Schwertfeger 不莱梅雅各布大学

将改进的Fourier Mellian方法(iFMI)由小孔相机的二维姿态估
计推广到全景相机的三维姿态估计，并与基于特征法的姿态
估计方法比较。已有论文投稿。

2015 杨* 博士生 石远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深度学习与无线通信的结合

2018 石** 硕士生 Boris Houska Slovak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Bratislava 科技部斯洛伐克合作项目

2017 周** 硕士生 王成 巴黎高科国立高等电信学校
在锗基量子点激光器上实验发现了新的非线性行为,同时对硅
基量子点激光器的噪声特性进行了研究，目前正在论文撰写
过程中

2017-2018年有20位研究生国际访学。

培养特色 • 信息学院研究生国际访学



• 信息学院研究生国际访学
BeSTEC项目
2015-2018年，信息学院有6批学者
（11位青年教授+9研究生）前往伯
克利分别开展为期半年的交流、访
问和学习。

海外交流
2016博士研究生张迎梁和2017博
士研究生吴旻烨到特拉华大学开
展为期2个月左右的交流。

海外攻博
2013级硕士研究生刘义晛在导师的
引荐下，在转博之初即前往美国雪
城大学开展为期1.5年的访问学习。

培养特色



姓名 会议名称 地点 大会参与形式 备注
褚** AAAI 2017 旧金山 发表论文 人工智能顶会AAAI上

张**，郑* IEEE CVPR 美国夏威夷 图像分类竞赛第二名
徐** IJCAI2017 墨尔本 最佳论文提名 仅有三名提名
李** 2017 IEEE APEC 2017 Tampa, FL Poster

罗**，刘* ICME2017 香港 Speaker 发表oral论文
韩**, 蒋* EMNLP 奥斯汀 Poster
魏** IEEE GLOBECOM 2016 美国华盛顿特区 Speaker

边**，周** IEEE ICC 法国巴黎 Speaker

陈* SPIE Smart 
Structures/NDE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Poster

蒋* EMNLP 2017 美国德州奥斯汀 Poster
贾** IEEE GlobeCom 2017 新加坡 Speaker
金** Fog World Congress 美国圣克拉拉 发表论文
朱** IEEE FWC 2017 圣克拉拉 发表论文

张**，罗** ICCV 意大利威尼斯 Poster
罗*，李** UIST2017 加拿大魁北克 发表论文

蔡* EMNLP 丹麦哥本哈根 Poster
逯** ECCE 美国 Poster
蔡** GlobalSIP2017 加拿大蒙特利尔 发表论文
贾** IEEE GLOBECOM 新加坡 发表论文

姜** 2017 IFAC Word 
Congress 法国图卢兹 Speaker

张** IEEE GLOBECOM 2016 美国，华盛顿 Poster

2016年约30人次
2017年约82人次
2018年约86人次

其中：

本科生：9%
硕士生：56%
博士生：35%

培养成果 • 学生参加顶级国际学术会议



• 本科生培养成果

1. 2018 ISC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Fan Favorite Team

单项奖，HPCG Tensorflow两个应用最佳

2. ASC18超算竞赛，亚军、e Prize计算挑战奖

3. 上科大首届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

4.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三等奖

5.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竞赛，三等奖

6. 第43届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

银奖

7. 2018 Google开发者社区 Design Sprint Hackathon

竞赛，三等奖

8. 百度之星开发者大赛，二等奖

9. 2018网易游戏高校MINI-GAME挑战赛，冠军

10.2018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交叉学科建模大赛，

一等奖

7

1

4

32

5 6

8 9

培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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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博士研究生贾波琦以
第一作者身份荣获通信顶
级会议IEEE 
GLOBECOM 
2016最佳论文奖

2016博士研究生韩文娟、蒋勇的
论文以24.3%的录取率入选自然语
言处理三大顶级会议之一EMNLP 
2016；
蒋勇同时中4篇顶会文章

2015级硕士研究生李志清连续两年跟
导师一起参加电力电子领域的顶级国际
学术会议APEC。
李志清有2篇IEEE TPEL(影响
因子6.81)和1篇IEEE 
TIE(影响因子7.05)被录用。

• 硕博研究生培养成果培养成果



信息学院
深造与就业04



39%

27%

7%

6%

21%

SIST 2018届
本 科 生

88人

34人

就业数据

直接就业 出国深造

• PHD：4人
• Master：30人

国内深造25人

• 浙江大学：1人
• 上海科技大学：23人
• 北京大学：1人

19人

北京伯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曜科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大学
超威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叠境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轴承技术研究所
上海中汇亿达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易兆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

康奈尔大学
华盛顿大学
南加州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卡内基梅陇大学
南加州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罗切斯特理工
纽约大学
理海大学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名古屋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阿德莱德大学

• 信息学院2018届（首届）本科毕业生去向



澳大利亚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美国

英国

1日本29美国 1英国 1
澳大
利亚 1香港1新加

坡

就业数据 • 信息学院首届本科生海外深造区域分布



在34位出国留学者中，29人赴美深造，根据2019USnews美研工程学院公布的CS和
EE专业排名数据，18人在专业排名TOP20名学校深造，5人在排名TOP10学校。

18

29

5

赴美深造

62.1％在专业排名TOP20学校深造

就业数据

17.2％在专业排名TOP10学校深造

• 信息学院首届本科生深造高校排名



毕业生风采 • 信息学院首届本科生奔赴世界各地



9%

3%
88%

SIST 2018届
硕 士 生 6 7 人
博 士 生 9 人

就业数据

• 马里兰大学

• 普度大学

•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 德州农工大学

• 阿卜杜拉大学

• 东北大学（美国）

• 帝国理工大学

• 阿里巴巴（天猫）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 高通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 超威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叠境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 。。。。。。 国内深造

最高年薪
50万

平均年薪
25万

7人 出国深造

2人

• 厦门大学

67人 直接就业

• 信息学院2018届硕博毕业生去向



毕业生风采 • 信息学院硕士毕业生汤旭

导师：高盛华

研究方向：深度学习和人脸识别

 2017年7月校招入职百度

 主要负责的WiderFace国际竞赛中取得全部六个子项世

界第一的好成绩，同时刷新FDDB竞赛连续得分子项的

记录

 百度人脸技术部的季度之星（部门唯一），也获得了百

度AIG的技术先锋奖（入选率：5/1000）。



问：为什么选择上科大信息学院？

答：高考完加入信息学院是冲着一个“新”去的。高风险，高挑战，高

收益。实际上三年来的体验也的确如此。信息学院提供了一个“敢拼

就能赢” 的平台。作为第二届本科生，我们经常面对的是“没有前人

指导”的困境，然而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风格，再用自己的体验为后

来者开路，这样的体验着实有趣。

问：经过实际了解，认为信息学院最大的竞争力在于？

答：我觉得最大的竞争力在于课程。信院的课程非常硬核，exam，

homework, quiz, project, presentation样样不拉，基础可以学的很

扎实，同时每门课都能积累相当的项目经验。尤其是课程项目，往

往是老师自行设计或是学生自由发挥，很少有前人可以“借鉴”，需要

我们自行收集资料、分析需求并且完全依赖自己实现。例如网络这

门课累计需要写超过5000行代码，对我们是非常有挑战意义的。最

后，每门课都对学术诚信有极高要求，对学生在学术领域和工业领

域的培养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荣宇阳
信息学院2015级本科生

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

学生说 • 信息学院本科生说



问：为什么选择上科大信息学院？

答：老师的水平。信息学院的每一位教授，不论是已经功成名就的

大牛还是初露锋芒的新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保持着高质量输出。

自由的研究氛围。研究的课题新，紧跟甚至挑战国际前沿，同学导

师之间的交流既直接又充分。

问：经过实际了解，认为信息学院最大的竞争力在于？

答：信息学院硬件设施和师资非常棒，最大的竞争力在于这种真正

的创新式培养方式，能够快速的把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到一个非常

具有竞争力的水平，这些能力包括表达、思考和执行等作为现代的

知识型人才应该具有的核心竞争力。

问：为了信息学院，曾放弃了哪些高校或企业的OFFER？

答：有了上科大的offer之后就没有再考虑过任何其他的选择了。

金石
信息学院2015级研究生&2017级博士生

本科毕业学校：清华大学

学生说 • 信息学院研究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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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成长



2017年9月校园航拍



• 校园设计理念走进校园



• 校园设计理念走进校园



月牙式的廊柱衔接起行政中心与教学中心, 远处为图书馆和塔楼

校园中轴线（由南向北视野）

校园风光



体育馆 1.5万平方米 设施种类齐全

图书馆 超过2000个阅读座位

体育场·宿舍区
24小时热水 冬季供暖

咖啡馆
校门内的轻松时光

生活街
现代版“小桥流水”

学生活动中心
社团活动的集散地



创业与管理学院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创意与艺术学院



报告厅

互动长廊 体育馆内部

教学区

走进校园

另有健身房面向全校
师生免费开放。



走进校园 • Welcome to SIST! 

VR实验室 1号楼大厅 行政办公区

空中花园 1号楼大厅



走进校园 • “住”在上科大

寝室

楼层活动室

宿舍内设独立淋浴间

成长驿站

温馨舒适 提供心理辅导

每层两间 学生个性化布置

书院活动空间

讨论和阅读空间

• 本科生：3人一间
• 研究生：2人一间
• 宿舍冬季采暖，夏季空调
• 校园内覆盖免费wifi
• 每月住宿费仅100元



实践类 志愿者协会、DIOM科创社、赛智社、心理协会、STG社团

学术类 辩论社、Pursue Veritas、Geek Pie、推理社、ACM社、白科技社、数学讨论社、物理社、
AI读书会、Lavida Lab生物社、MCM数学建模社

体育类 FiTech健身社、跆拳道社、 Tik Tech街舞社、羽毛球协会、城市定向社、iSports综合体育
社、足球社、滑板社、轮滑社、骑行社、网球社

文艺类
漫研社、07社、尘音合唱团、eMotiV工作室、音乐社、国风民族文化社、文学社、摄影俱
乐部、沪语协会、礼仪队、记者团、手工、戏剧社、Icon&Font社、DIY创艺社、 Tiny 
World社、舞蹈队

• “玩”在上科大走进校园



走进校园 • “吃”在上科大

学校现有餐饮中心：
• 二号食堂博海餐厅
• “汇美堂”西餐厅
• 清真餐厅
• 东大美食广场
• 全家便利店
• 咖啡馆
• 面包房
• ……

学校附近更有绿地缤纷
广场、长泰广场、汇智
广场等商圈，有丰富的
餐饮资源。



信息学院
研究生报考指南06



历年生源 • 信息学院历年研究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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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生源 • 信息学院2019级推免生生源质量

近半数推免生专业排名达前10%！

11%

18%

18%

24%

9%

20%
排名30+%

排名前1-5%

排名前6-10%

排名专业第一

排名前11-20%

排名前21-30%
SIST 2019级
推 免 生

101人

11位

18位

18位

20位

9位

25位



历年生源 • 信息学院2019级研究生学校分布

5%

34%

26%

19%

16%

SIST 2019级
研 究 生

187人

63位 985高校学生

48位 211高校学生

36位 上科大学生

10位 C9高校学生30位 其他高校学生

英雄不问出处，够牛你就来！



报考指南 • 欢迎报考信息学院2020级研究生

• 报名详情请关注信息学院研究生招生网：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825/list.htm

• 信息学院招生Q&A：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827/list.htm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2020级研究生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825/list.htm
http://sist.shanghaitech.edu.cn/2827/list.htm


学生说 • 我们在SIST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上科大适合每一位敢于挑战与创新，能够坚持与拼搏的同学。有时好的选择也许比盲目的
努力更重要。春风十里不如朝气蓬勃的上科大，她踮起脚，伸出手，期待着与你共同见证
美好的明天。

 虽然保研的时候综合排名专业第一，但来到上科大
后，感觉本科期间像是打了四年酱油，学到的东西
琐碎甚至没有用…上科大的科研氛围超出自己的预
估，非常非常适合静下心、踏踏实实做科研。

 学院的教授始终保持国际化的高标准、高要求，对
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非常严谨，认真负责。学
院的同学勤奋上进，积极进取，学习氛围非常好。
学校小而精，科研设备充足，对学生物质和精神上
的支持充分，让学生可以专心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此外，学院国际交流渠道多，学术同行交流频
繁，拒绝闭门造车，真正做最前沿的科研。



信息学院准备好了! 

你呢?
• 准备好加入中国最尖端的科研团队吗？
• 准备好与国际最先进的水平接轨了吗？
• 准备好进入中国下一代精英的摇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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