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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代码： 0810

一、学科简介

广东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于 2003年获得“信号与信息处理”二级学科硕士

点，2006年获得“通信与信息系统”二级学科硕士点，2011年获得“信息与通信工

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信号与信息处理为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2018 年获

得“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同年开始招收该学科方向博士研究生，学

院的博士点建设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本博士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89人，包括教授 24人、副教授 26人，博士生

导师 15人。教师队伍中，拥有长江学者 2人、国家杰青 3人、IEEE Fellow 2人、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 1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1人、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人才 2人、广东省领军人才 1人、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
新团队 3个、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 1人、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人、广

州市珠江科技新星 3人。学院现有在校学生 2900余人，其中本科生 2400余人，

硕博士研究生 550余人。

近 5年来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367项（国家级 59项），纵向经费超 2.5亿
元，横向项目 285项，横向经费 4540万元；发表 SCI论文 245篇（2区以上 70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35件；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广东

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3项。

学院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个、省重点实验室 2个、省级协同创新

中心 1个、省级工程中心 7个、省级国际合作基地 2个、省级实验室 3个。学院

注重与国外高校进行科研合作、人才交流，已先后与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加州大学 Calit2、美国加州大学尔湾

分校、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等开展了科研合作，并定期选派优秀研究生到合

作机构进行交流。

学院紧密结合广东经济转型升级需求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制订学科专业

建设与发展规划，积极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重点在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与

信息系统、集成电路和光器件、先进光子技术等方向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开发。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为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培养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求真务实、具有创新

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1.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品行端正、

身心健康；

2. 掌握扎实的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在国

内外的最新发展趋势，能够独立承担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系统开发

及管理等工作；

3. 具有科学严谨务实求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科研精神，勇于创新和

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并能取得一些具有较高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4. 熟练掌握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够轻松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文献资料，并

具有较高的英语写作和交流能力。

5．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胜任在科研单位、产业部门或高

等院校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科技开发、教学和管理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博士学位点下设四个主要研究方向：

1. 信号与信息处理：最优化信号处理及时频分析、非线性数字信号处理系

统、生物医学信号处理、通信信号处理、雷达信号处理、多媒体信号处理、大数

据处理、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机器嗅觉信息获取与处理、卫星遥感技术及应用。

2. 通信与信息系统：信息论与编码、新一代无线通信、调制与检测技术、

物理层安全、无线能量传输、智慧通信与边缘计算、通信与网络安全、多网信息

融合、物联网与车联网、新一代数据存储技术。

3. 集成电路和光器件：新型半导体材料、功率半导体器件、射频与模拟集

成电路设计、高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通信与信息处理集成电路、 微波

毫米波技术与应用、光电器件与微波光子学、光纤激光器及器件、宽带光接入光

器件、密码与不可克隆芯片、随机激光器等集成光电子器件。

4. 先进光子技术：（1）光通信与保密通信，包括高速、大容量光通信技术

及新型光网络，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在信息光子学中的应用；混沌保密通信、

密钥分发、硬件加密通信技术，高速随机数与毫米波信号产生、抗干扰雷达。（2）
光电检测与智能传感，包括光电信号检测与光学测试方法，精密测量与光纤传感

技术，光学信息处理及人工智能应用，光学测试仪器与光纤传感器，传感与通信

融合技术等，以及其在海洋、地球物理、生物、化学、能源及军事领域的应用。

四、学制与培养方式

1. 学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硕博连读“2+3”博士生研究生学

制为 5年。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最长学习期限均为 8年。



2. 培养方式

（1）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也可实行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负责

制。博士研究生导师可根据课题需要聘请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联合指导，也可

吸收具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组成指导小组。导师（组）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

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制订和调整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组织安排开题、中期考

核、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

（2）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入学后两周内制订出培养计划，第二学期

末或第三学期初完成论文开题工作，一般应于第四学期参加中期检查。

（3）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应依托高水平科研项目，以科学研究为主，强化系统

的科研训练，重点进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创新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的培养。同时，博士研究生应根据培养计划要求，结合个人特点，不断拓宽

专业基础、掌握开拓性、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方法。

（4）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在申请答辩之前须修满所要求的学分。

五、学分要求

本学科点博士研究生达到毕业标准的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14 学分，其中公共

学位课不低于 5学分，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4学分，学位方向选修课不低于 2学分，

学术活动、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各 1学分。所有课程一般在第一学期修完。

总学分

课程总学分 必修环节

公共

学位课

专业

学位课

学位方向

选修课

学术

活动

开题

报告

中期

检查

14 5 ≥4 ≥2 1 1 1

1. 公共学位课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和第一外

国语课即《高级英语》。

2. 专业学位课为开展本专业课题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技术和方法。专业学位

课必须采用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且均为考试课程。

3. 学位方向选修课需介绍本专业相关研究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发展趋势以

及研究动态。

4. 补修课程，对缺少本学科基础的博士研究生，需要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
门本学科点的硕士生主干课程作为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六、必修环节及要求

博士研究生的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涉密论文的开

题报告及中期检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1. 学术活动

博士生在论文工作期间至少在本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两次以上，整个论文

期间至少有一次在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在学期间一般

应听取 10次以上的学术报告。

2. 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应在入学后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完成论文开题工作。

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距离申请答辩日期不少于一年。

博士研究生必须调研、查阅国内外学术文献，了解本学科或本研究方向国内

外研究进展，确定研究内容，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博士生开题报告应包括选

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

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

开题报告采用公开答辩的方式，须由包括导师在内的不少于 3位教授参加。

开题报告会通知应提前三天在校内网站上发布。开题报告的成绩为通过或不通过，

不通过者不能进入下一培养环节。开题报告未通过者须在三个月内再申请。

3. 中期检查

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应在第四学期进行。博士生要向由 3名教授组成

的考查小组报告研究工作成果，听取质疑与商讨改进意见。考查小组应对博士研

究生的学术研究、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况等进行全面评定。论文中期检查

的成绩为通过或不通过，未获通过者应推迟 3-6个月再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不通过者，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工作的总

结，它集中了博士生在研究工作期间所获得的可行的发明、理论和见解，是评判

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衡量博士生培

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博士生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

独立完成。它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的学位论文，有一定创造性，具有较强的理论

意义和实用价值。

1.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国外内研究动态的充分调研基础上，选择有一定学术价值，

属于学科前沿的课题，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要突出论文在科学问题和专门技术上的创新性和前沿性；综述要求对本研究领域

的国内外研究历程、研究现状、最新研究进展、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动态进行全面



深入的阐述。

2. 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

学位论文的学术观点必须明确，立论正确，推理严谨，数据可靠，层次分明，条

理清晰，有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内容翔实，有一定创造性。文字通顺，版式规

范，符合《广东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要求。

3. 学术成果要求

为促进我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

提高，保证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申请学位论文送审前除满足

学校规定的最低要求外，须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应为其指导老师）

取得以下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学术成果之一，可申请博士学位答辩：

（1）发表（或录用）中科院三区及以上 SCI检索源期刊论文 3篇及以上，

且至少 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

（2）发表（或录用）中科院二区及以上 SCI检索源期刊论文 2篇及以上，

且至少 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

（3）发表（或录用）SCI检索源期刊论文 2篇及以上，且至少 1篇以第一

作者发表（或录用），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 发表（或录用）中文 EI检索源期刊或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源

及以上期刊论文 2篇及以上，其中至少 1篇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源

及以上期刊论文；

②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件及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件”可等同于“发

表 EI检索源期刊论文或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源期刊论文 1篇”）；

③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件及以上，公开发达国家或地区发明专利 1件及以

上（PCT查询/检索不计入）；

④ 公开（进入实审）发达国家或地区发明专利 2件及以上（PCT查询/检索

不计入）。

说明：

（1）中科院分区数据以论文发表上一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

JCR期刊大类分区为准 (官网地址：http://www.fenqubiao.com)。例如，1篇 SCI
论文于 2020年发表，则该 SCI论文所在期刊的分区数据应以 2019年中科院发布

的传统版大类分区为准。

（2）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源期刊列表以论文发表前最新版“中国

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项目”的期刊列表为准。

（3）学术论文版面不少于 3页或不少于 3000个单词（字），且不包含评论

系列论文(Comment Paper等)。评论论文是指针对已发表论文中存在的一些技术

http://www.fenqubiao.com


错误给予评论或修正撰写的论文。

（4）国家发明专利特指中国发明专利；发达国家或地区以最新版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发达经济体清单为准（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除外）。

4. 学位论文送审和答辩

具体按照《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执行。

5．其他

（1）学位论文工作其他环节参照《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执行。

（2）涉密论文的学位论文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校有关规定执

行。

（3）学位论文提交时应完成“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重复率应低于 10%。



八、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
共
学
位

课
1 112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考试 必修

2 116001 高级英语 48 3 1 外国语学院 考试 必修

专
业
学
位
课

1 103001 现代信号处理 48 3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试

不少
于 4
学分

2 103002 信息论基础 48 3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试

3 103003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48 3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试

学
位
方
向
选
修
课

1 103004 最优信号处理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不少
于 2
学分

2 103005 凸优化理论及应用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3 103006 计算机视觉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4 103007 机器学习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5 103008 数据挖掘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6 103010 无线通信理论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7 103011 现代编码理论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8 103012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9 103013 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及方法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0 103014 VLSI 设计与 EDA技术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1 103015 SoC设计、验证、封装与测
试技术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2 103016 集成光电子学与微纳器件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3 103017 系统信号完整性建模与分
析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4 103018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32 2 1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5 103027 现代光纤通信前沿 32 2 2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16 103028 先进光纤传感前沿 32 2 2 信息工程学院 考查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审核表

学位点名称：信息与通信工程 所在单位：信息工程学院

学位评议组审核意见：

组长（签名）：

成员（签名）：

时间：

学位分委员会审定意见：

主席（签名）：

委员（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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