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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培 养 项 目 简 介 

序

号 
联合培养单位名称 地址 所在学院 

专业 

代码 
招生专业领域 

计划 

人数 
备注 

1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实践基地 

 

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120 
产教融合 

校企协同育人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085211 计算机技术 

085212 软件工程 

微电子学院 085212 软件工程 

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成都 电子工程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2 

“985”，“211”高

校毕业生 

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北京 

电子工程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4 
“985”，“211”高

校毕业生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085211 计算机技术 4 

“985”，“211”高

校毕业生 

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 
085202 光学工程 2 

“985”，“211”高

校毕业生 

4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北京 

通信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5  

110505 密码学 2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5  

5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

研究所（北京六所） 
北京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085211 计算机技术 6  

空间科学与技

术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4  

085233 航天工程 4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介绍 

  招生模式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是学校推动产教融

合、校企协同育人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示范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科技产业发

展的规模优势和我校在电子信息领域的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

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依托，重点培养科技产业发展急需的电子信息领域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 

  招生专业 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招生人数 合计 120 人。 

  学    制 3 年。 

  奖助学金 享受本专业领域其他全日制研究生相同奖助学金政策。 

  录取方式 初试成绩达到各学院复试线，由学院与联合培养单位联合复试确定人选。 

  学习方式 
第一年在西电学习理论课程，第二、三年在联合培养基地完成科研工程能

力实践和毕业论文设计。 

  学籍说明 
录取学生均为西电正式注册学籍研究生，毕业后颁发西电毕业证与学位

证。 

  就业方式 
双向选择，既可在企业实习中与企业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也可在毕业后自

行选择工作。 

  报考要求 全国各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优秀学子。 

  备    注 
我校昆山研究生院、中电 54 所、Intel 联培基地以及烟台、珠海、深圳、

西安等地企业的联合培养项目也纳入此项目范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简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简称“29 所”），英文全称“Southwest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Equipment”，英文缩写“SWIEE”，谐音“四威”。  

     29 所组建于 1965 年，现位于四川省成都

市三环内金牛区茶店子地区，是从事专用电子

设备技术研究、研制与小批量生产的研究所，

专业涉及系统集成与设计、超宽带天线与微波、

高密度信号处理、软件系统工程等。国家“电子

信息控制重点实验室”挂靠 29 所。 

 29 所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集团化

运作。所本部及其控股公司组建了四威集团。四威集团下属有： 成都西科微波通讯有

限公司、 成都蓉威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成都四威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成都四威

航空电源有限公司、 北京中星世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嘉纳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全集团现有员工 4000 余人，是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四威集团诚邀各方有志之士加盟集团，为实现集

团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

的和谐，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和辉煌。 29 所的精神：

“团结、献身、求实、创新”。 

 

联系人：黎老师 

电话：028-87550583 

  

http://www.seekonrf.com/
http://www.seekonrf.com/
http://www.cdrwdz.com/
http://www.siwi.cc/index.aspx
http://www.siwidy.com/
http://www.siwidy.com/
http://www.csccet.com/
http://www.ganide.com/ganide/maintain/maintain.do
http://www.ganide.com/ganide/maintain/maintain.do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联培项目介绍 

招生专业 电子与通信工程 

招生人数 2 人 

学    制 3 年 

奖助学金 研究所承担在学期间的所有学费，并每月提供生活补贴。 

录取方式 由学院与联培单位联合复试确定人选。 

学习方式 
第一年在西电学习理论课程，第二、第三年在研究所完成科研工程能

力训练和毕业论文设计。 

学籍说明 
录取学生均为西电正式注册学籍研究生，毕业后颁发西电毕业证与学

位证。 

就业方式 

联合培养硕士生经过所在研究所考核，且如期完成答辩取得西电授予

的硕士学位后，研究所将与其签订就业协议，若未达到研究所考核标

准则研究所可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就业为双向选择过程，若研究所

同意签订就业协议的情况下，联培学生不愿意到联培单位就业，则需

按协议违约赔偿联培单位支付的学费、生活费等。 

报考要求 报考学生本科应毕业自“985”、“211”工程建设高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简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CAEIT）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总体

研究院，是从事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大型信息系统顶层设计、工程总体研发及

综合集成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建院 30 年来，建成了国内最先进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研发中心和平台任务电子系

统研发环境，主要专业涵盖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研发技术、平台任务电子系统研发技术、

通用信息系统研发及服务技术、战略规划与科技情报技术等多个领域，自主研发的多项

重大工程项目在国家的重大安保、应急救援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拥有国家级系统电磁

效能测评中心、国家保密局测评分中心和连接全国多地的科研网络，先后承担了一系列

国家级重点工程任务，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及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共 40 余项，申请国家和国防专利百余项。 

现有职工 1000 余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包括“中国预警机之父”、2012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谟院士，我国数字阵雷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吴曼

青院士，“空警 2000”总设计师陆军院士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海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

学者。拥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 个（覆盖 9 个二

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 个，拥有 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我院科研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经费充足、课题饱满、仪器设备先进、实验条件优越，

研究生在学期间待遇优厚，管理体系健全，为每位学生成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

一个与我国电子科技领域大师及专家们的学习、交流、共事的良机。 

 

联系方式：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高科技园双园路 11 号  100041 

工作电话：010-68893559，68893226 

电子邮箱：xwcetc@163.com 

 

mailto:xwcetc@163.com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联培项目介绍 

招生专业 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光学工程 

招生人数 10 人 

学    制 3 年 

奖助学金 

提供在学三年期间每月的生活补贴，在京期间除生活补贴外，另行提

供每月的科研补贴、餐饮补贴、综合补贴以及节日福利，提供免费宿

舍、报销探亲费、医疗费，并有学术交流、学术讲座等各类专项活动

及福利待遇 

录取方式 
在报考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中以面试形式进行复试，与经选拔录

取的学生签订正式的联合培养协议 

学习方式 
第一学年在西电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第二学年至第三学年毕业论文

答辩前，在电科院完成科研实践和毕业论文撰写工作 

学籍说明 
录取学生均为西电正式注册学籍的研究生，毕业后获得由西电颁发的

毕业证与学位证 

就业方式 
就业为非定向双向选择。学生毕业时，可参加电科院的招聘考核，享

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录取权；若另行自主择业，无需支付任何违约金 

报考要求 报考学生本科应毕业自“985”、“211”工程建设高校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简介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是一所为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培养信息安全和办公自动化专门人

才的普通高等院校。学院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 

学院的前身是 1947年 8月创建于河北平

山的中央工委青年训练班，由中央工委直接

管理。创建以来，先后经历了张家口军委工

程学校、北京电子专科学校和北京电子科技

学院等发展时期。建校以来，学院为全国党

政机关培养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高素质的

专门人才。 

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建校以来，学院始终得到党中央和中央

办公厅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先后题词勉

励，江泽民同志还为学院题写了校名。乔石、温家宝、曾庆红、王刚、栗战书等中央领

导同志为学院的发展和建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多次亲临学院视察工作。 

为适应党政系统对高层人才的需求，

教育部 2003 年批准学院和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教育部

关于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

育部教研[2003]3 号）。根据文件精神，双

方签署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培养协议，联

合培养研究生的招生计划由学位授予单位负责向有关主管部门申报，并由有关主管部门

下达至该学位授予单位，专门用于招收联合培养研究生。 

目前联合培养学科专业共有 3 个：密码学、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联

合培养硕士兼职导师 27 人，其中密码学 15 人；通信与信息系统导师 6 人；计算机应用

技术导师 9 人。经过 12 年的联合培养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联培项目介绍 

招生专业 通信与信息系统、密码学、计算机应用技术 

招生人数 分别为 5 人、20 人、5 人（合计 30 人） 

学    制 3 年 

奖助学金 学费及奖学金政策按学校政策执行 

录取方式 
密码学专业由北电院确定复试分数线并组织复试选拔录取考生，

其他专业由相关学院统一确定复试分数线并组织复试录取工作 

学习方式 

第一年在西电学习理论课程，第二、第三年在北电院完成科研工

程能力训练和毕业论文设计；密码学专业全部三年都在北电院学

习。 

学籍说明 
录取学生均为西电正式注册学籍研究生，毕业后颁发西电毕业证

与学位证。 

就业方式 自行就业 

报考要求 
全国高校有志于从事通信、密码学、计算机等方向科学研究的优

秀电子信息类、数学类专业学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简介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又名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简

称电子六所)成立于 1965 年，直属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EC），是原信息

产业部从事电子技术应用系统研究、开发的重点科研院所之一，建有“工业控制系统信

息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电子六所围绕工控系统及安全、高新电子、现代信息服

务三大主业，致力于打造工控系统及安全领域国内领先企业、国内一流技术水平的军民

融合示范企业、国防领域具有战略地位的关键科研机构。 

电子六所拥有 13 家全资、控股企业，近 2000

名职工。本部设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有 15000

多平米科研办公大楼；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设有

7100 多平方米的技术孵化基地；拥有未来科技城

14800 平方米研发中心。 

电子六所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电子技术应用》及《微型机与应用》多次荣获国家期刊奖及历届电子精品期刊

奖、电子优秀期刊奖，是我国电子、电信、工控、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性、权威性期刊，

发行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电子六所目前建有工控信息安全检测认证研究室、工控安全系统研究室、智能制造

研究室、轨道交通安全研究室、珠海电网技术联合实验室等工控安全技术研发部门，建

有总体技术研究室、电子装备技术研究室、软件技术研究室、系统集成研究室、微波技

术研究室、信息安全防护技术研究室、特种工控机研究室、西安研发中心等高新电子技

术研发部门，科研体系健全，科研实力雄厚。 

联系人：秦老师    张老师 

电话：010-66608945  010-6660894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联培项目介绍 

招生专业 

网络与空间安全、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与通信工程、电路与系

统、系统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术、

控制工程 

招生人数 合计 20 人 

学制 3 年 

奖学金 学费及奖学金政策按学校政策执行，研究所每月提供生活补贴 

录取方式 初试成绩达到各学院复试线，由学院与研究所联合复试确定人选 

学习方式 
第一年在西电学习理论课程，第二、第三年在研究所完成科研工

程能力训练和毕业论文设计； 

学籍说明 
录取学生均为西电正式注册学籍研究生，毕业后颁发西电毕业证

与学位证。 

就业方式 

联合培养硕士生经过所在研究所考核，且如期完成答辩取得西电授予

的硕士学位后，研究所将与其签订就业协议，若未达到研究所考核标

准则研究所可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就业为双向选择过程，若研究所

同意签订就业协议的情况下，联培学生不愿意到联培单位就业，则需

按协议违约赔偿。 

报考要求 全国高校优秀电子信息类专业学子 

备注 学习及工作地点：北京或西安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蒋  华 教  授

赵  耿 教  授

池亚平 副教授

方  勇 教  授

曾  萍 教  授

杨亚涛 副教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欧海文 教  授

赵  耿 教  授

蒋  华 教  授

毛  明 教  授

李梦东 教  授

李子臣 教  授

杜耀刚 教  授

袁  征 教  授

封化民 教  授

陈辉焱 高  工

高献伟 教  授

许盛伟 副教授

陈小明 研究员

韩妍妍 助理研究员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30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导师组 联培基地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三选一)811 信号与系统、电路； 871 高等代数；

833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数据结构、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初试科目

10 密码理论与应用技术（北电院联培项目）

通信工程学院联培项目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811 信号与系统、电路

9011 信息技术综合基础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招生学科：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科方向：02 密码学

学科方向：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招生学科：110500 军队指挥学

30 网络与通信安全保密技术（北电院联培项目）

科目四：811 信号与系统、电路

9011 信息技术综合基础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招生专业领域：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位）

9011 信息技术综合基础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204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导师组 联培基地

20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联培项目 导师组 电科院

20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联培项目 导师组 中电29所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25 嵌入式系统与芯片安全技术（北电院联培项目） 李  莉 副教授

26 复杂网络、数据挖掘（北电院联培项目） 钱  榕 高  工

27 信息安全（北电院联培项目） 谢四江 副教授

28 信息安全、智能信息处理（北电院联培项目） 张克君 副教授

29 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北电院联培项目） 史国振 副教授

30 数据挖掘、模式识别、多媒体检索（北电院联培项目） 陈  颖 副教授

31 云计算安全（北电院联培项目） 李晓东 副教授

32 信息安全、信息隐藏（北电院联培项目） 刘  芳 副教授

33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培项目 导师组 北京六所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9031 离散数学、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培项目

9031 离散数学、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技术基础，六选四各占25%）

招生学科：085211 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

科目四：833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数据结构、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9024 电子信息技术综合基础知识三

（电磁场理论、微波技术基础、微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路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机试内容：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环境：windows系统；软件：机试专用软件；语言：C、C++

招生专业领域：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科目四：833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数据结构、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复试科目
机试内容：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环境：windows系统；软件：机试专用软件；语言：C、C++

招生学科：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821 电路、信号与系统（电路75分、信号与系统75分）

电子工程学院联培项目

初试科目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26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导师组 联培基地

2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联培项目 导师组 电科院

28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培项目 导师组 北京六所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2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导师组 联培基地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3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联培项目 导师组 电科院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8 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导师组 联培基地

科目四：851 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联培项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802 集成电路与半导体物理（数字集成电路60分，半导体物理90分）

三选一：9111 微电子技术概论； 911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9115 半导体集成电路

四选一：9101 软件工程； 9102 微机原理； 9103 软件体系结构； 910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902 数据结构与C语言程序设计

微电子学院联培项目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招生专业领域：085212 软件工程（专业学位）

招生专业领域：085212 软件工程（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方向：01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方向

招生专业领域：085202 光学工程（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二选一：9051 激光原理； 9052 红外物理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7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培项目 导师组 北京六所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导师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36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培项目 导师组 北京六所

招生学科：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2018年招生20人）

注：本表所列联培项目最终实际招生人数将根据当年教育部政策、实际报名人数等而定。

(三选一)：9131 数字电路基础； 9132 数字信号处理； 9133 模拟电子技术

学科方向：02 导航、制导与控制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二选一)931 信号与线性系统； 932 自动控制原理及应用

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培项目

(三选一)：9131 数字电路基础； 9132 数字信号处理； 9133 模拟电子技术

招生专业领域：085233 航天工程（专业学位）

专业领域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41人）

初试科目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301 数学一

科目四：(三选一)842 理论力学；931 信号与线性系统； 932 自动控制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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