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2017 级研究生招生目录 

欢迎有志于科研的优秀学子报考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2017 级

研究生！ 

信息学院目前有四大招生专业：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信息

与器件、应用数学。想知道各位教授希望从哪些本科专业招收研究生？

（信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如果能通过转博考核，还可以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快快浏览四大招生组的招生目录一睹为快吧…… 

如果你有意师从某位教授，请直接申请他所在招生组的推免面试。

我们的推免面试不仅对推免生开放，也同时对优秀的统考生开放。 

推免面试注册链接：https://www.wenjuan.com/s/UjQ3Ez/ 。 

咨询途径： 

QQ 群：SIST 夏令营及推免群 113520382 

邮箱：student.sist@shanghaitech.edu.cn ,马老师 

电话：021-54201291，马老师  

https://www.wenjuan.com/s/UjQ3Ez/
mailto:student.sist@shanghaitech.edu.cn


计算机（招生组）： 

注：如下所有列表均以教授的姓氏拼音排序 

教授姓名 岗位 拟招专业 

陈浩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高盛华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林宝军 SIST 特聘教授 计算机， 通信， 微电子， 控制 

刘晓培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科学， 电子与通信， 应用数学， 应用力学 

马毅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视觉， 模式识别， 机器学习， 压缩感知， 图像处理 

Sören 

Schwertfeger 
SIST 全职教授 Computer Science 

屠可伟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软件工程， 数学 

虞晶怡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通信， 电子 

张良峰 SIST 全职教授 信息安全， 密码学， 应用数学 

郑友怡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数学 

周平强 SIST 全职教授 微电子， 计算机体系结构， 计算机软件 

蔡宁 SIST 特聘教授 

通信专业或计算机专业， 要求有很强的数学和信息论基础， 喜爱

理论研究； 应用数学或数学专业； 物理专业， 对量子信息论（量

子 Shannon 理论）有兴趣 

付立群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网络， 应用数学 

耿艳林 SIST 全职教授 数学， 通信 

罗喜良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信号处理， 物理， 数学 

邵子瑜 SIST 全职教授 电子工程， 应用数学， 计算机， 通信， 软件工程 

石远明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应用数学， 计算机 

袁晓军 SIST 全职教授 信号处理， 通信与信息系统， 应用数学 

  



网络与通信（招生组）： 

教授姓名 岗位 拟招专业 

蔡宁 SIST 特聘教授 

通信专业或计算机专业， 要求有很强的数学和信息论基础， 喜爱

理论研究； 应用数学或数学专业； 物理专业， 对量子信息论（量

子 Shannon 理论）有兴趣。 

付立群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网络， 应用数学 

高盛华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耿艳林 SIST 全职教授 数学， 通信 

贺连星 SIST 特聘教授 电磁场与微波 

李明齐 SIST 特聘教授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计算机 

罗喜良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信号处理， 物理， 数学 

马毅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视觉， 模式识别， 机器学习， 压缩感知， 图像处理 

钱骅 SIST 特聘教授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邵子瑜 SIST 全职教授 电子工程， 应用数学， 计算机， 通信， 软件工程 

石远明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应用数学， 计算机 

虞晶怡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通信， 电子 

袁晓军 SIST 全职教授 信号处理， 通信与信息系统， 应用数学 

 

  



电子信息与器件（招生组）： 

教授姓名 岗位 拟招专业 

陈佰乐 SIST 全职教授 物理， 材料， 微电子， 光电子 

丁雷 SIST 特聘教授 物理学， 光学工程， 自动控制 

寇煦丰 SIST 全职教授 微电子学， 光电子学， 应用物理， 半导体材料 

梁俊睿 SIST 全职教授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 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生物

医学工程， 微电子， 机械工程， 力学 

王浩宇 SIST 全职教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电子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微

电子 

王雄 SIST 全职教授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 物理 

王跃林 SIST 特聘教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学 

吴亦农 SIST 特聘教授 低温与制冷技术， 工程热物理， 电子学 

虞晶怡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通信， 电子 

张涛 SIST 特聘教授 电路与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物理电子学 

周平强 SIST 全职教授 微电子， 计算机体系结构， 计算机软件 

朱振才 SIST 特聘教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自动控制技术， 计算

机应用技术， 光电技术 

 

  



应用数学（招生组）： 

教授姓名 岗位 拟招专业 

蔡宁 SIST 特聘教授 

通信专业或计算机专业， 要求有很强的数学和信息论基础， 喜爱

理论研究； 应用数学或数学专业； 物理专业， 对量子信息论（量

子 Shannon 理论）有兴趣。 

高盛华 SIST 全职教授 计算机 

耿艳林 SIST 全职教授 数学， 通信 

Boris Houska SIST 全职教授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Physics 

廖奇峰 SIST 全职教授 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 基础数学， 统计 

陆疌 SIST 全职教授 数学， 自动化， EE 相关 

邵子瑜 SIST 全职教授 电子工程， 应用数学， 计算机， 通信， 软件工程 

石远明 SIST 全职教授 通信， 应用数学， 计算机 

王浩 SIST 全职教授 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具体的， 运筹优化方向） 

袁晓军 SIST 全职教授 信号处理， 通信与信息系统， 应用数学 

张良峰 SIST 全职教授 信息安全， 密码学， 应用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