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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与学分

A学位公共课 最低分5.0 最高分5.0;B学位基础课 最低分9.0 最高分无;C学位专业课 最低分9.0 最高分

无;D限定选修课 最低分2.0 最高分无;E任意选修课 最低分2.0 最高分无;K校通识课 最低分1.0 最高分

1.0。

培养方式与考核方式

（一）培养方式

在导师负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以教师讲授为主，少数内容可

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轮流报告。专业选修课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报告相结合的方法，以学生报告为主，

逐步减少教师的讲授内容。从二年级开始，根据各研究方向，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查阅和报告有关文献，

开展专题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毕业论文题目，并围绕该题目进行研究，最后完成毕业论文，进一步提

高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考核方式



1.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可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考试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分制记分，分为优（90~100分）、良

（80~89分）、中（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分以下）；考查成绩按合格和不合格两

类记分。

2. 中期考核

课程学习阶段完成以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其办法参照“研究生中

期考核规定”。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继续攻读学位。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是：鼓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学

校参照教师学术成果奖励办法给予奖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是否与学位授予挂钩，学校不

作统一规定。各学院和学位点根据自身学科发展要求，可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提出获得学位必须发表学

术论文的要求，并报研究生院备案，严格遵照执行。

培养目标与要求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

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社会管理

方面的适应性，在科学和管理上能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

（四）硕士应达到的要求：①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及时

跟踪学科发展动态。②具有项目组织综合能力和团队工作精神，具有一定的公关能力及和谐的人际关

系。③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④广泛获取各类相关知识，对科技发展具有敏感性。⑤有扎实的

英语基础知识，能流利阅读专业文献，有较好的听说写译综合技能。

（五）本专业主要学习现代通信技术和信息科学领域应用的基础知识、通信新技术和信息处理新方法，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科研能力。使学生能在通信领域中从事各类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研究、制造和运

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工业中担任开发、应用计算机通信技术与设备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

人员。也可从事高等院校通信与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教学和研究。

学位论文

（一）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本人主攻方向的历史和

现状，在此基础上酝酿学位论文选题。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应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有一定的创

意和前沿性。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要求在第三学期末，最迟于第四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文献阅读量

不少于30篇，其中英文文献不少于10篇。在导师指导下确定选题，写出开题报告，并经学位点有关专家

论证。开题报告需包含：论题；论文的基本构思或大纲；论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已阅读过的和准

备阅读的资料；疑点和难点等。

（二）撰写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类型可以多样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以是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应用研究、开发研究

等。学位论文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见《上海师范大学研

究生手册》）。

（三）论文盲审

要求在每年4月初上交论文，参加上海市盲审抽查或校级的盲审。学位论文以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五级计算成绩。

（四）论文答辩

盲审结束后无异议则进入答辩阶段。

学位论文由作者本人提交答辩委员会，由答辩秘书分送答辩委员。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聘请2位（或以上）具有副教授（或以上）职称的专家评阅。

答辩委员会原则上由3或5名与选题有关的教授（或研究员）、副教授（或副研究员）组成。答辩委员会

推举一名答辩主席，答辩人的导师和副导师不能担任答辩主席。答辩后由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

答辩主席在答辩决议书上签字。

（五）学位授予



论文在获三分之二（或以上）答辩委员通过后，答辩委员会可建议授予答辩人所申请的学位。

学习年限

学制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

研究方向

本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智能信号处理与无线通信系统、大规模图像视频数据处理及应用、生物医学

与非线性信息测控等。主要导师有李莉、袁非牛、何宏、李传江、谭永红、苏颖、张静、王斌、魏爽、

王沛、武向农、周小平、彭张节、张倩、殷业、朱苏磊、龙艳花等教授和副教授。每年招生导师和研究

方向，详见招生简章。

（一）智能信号处理与无线通信系统

研究信号检测与估计理论、多维信号处理的新方法。研究特色内容包括：（1）针对新型无线通信系统，

如 Massive MIMO、 VLC、分布式天线系统、D2D 和认知无线电网络等，研究网络架构及物理层安全技

术。 （2）基于智能信号处理和统计信号处理，研究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参数获取、信道建模和信道

容量估计。

主要导师：李莉、苏颖、张静、彭张节、魏爽、周小平、武向农、杨春夏

（二）大规模图像视频数据处理及应用 

研究无线网络的路由算法、网络安全、智能感知计算技术；大规模图像视频等多媒体数据的处理技术。

研究特色内容包括：（1）基于离散随机过程、网络计算理论的信息处理及大规模异质数据采集与智能分

析。（2）适应大数据的概率相似度学习及在多媒体信息处理、三维视频的实时深度获取技术中的应用。

主要导师：袁非牛、王沛、王斌、张倩、佟乐、汪洋、龙艳花、张相芬、汪春梅、陈佳佳

（三）生物医学与非线性信息测控

针对生物医学和信息测控过程的检测与微分析、定量生理方法与神经工程、传感与执行等进行非线性系

统建模和信息处理研究。特色研究内容包括：（1）探索神经信号采集系统、实时细胞电子阻抗和动作捕

捉系统基于神经网络等的非线性理论、检测与信息处理；（2）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维医学信息深度加工和

模式挖掘，解决生物医学上的检测、非线性信息处理与控制等问题。

主要导师：谭永红、殷业、朱苏磊、王斌、应骏、何宏、罗阳、张崇明、李传江、叶宏、朱燕飞、汤宏

颖。

课程设置与考试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授课方式 选课类型 考核方式 分组情况 

A学位公共课

X0000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2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X000027 自然辩证法概论A 1 16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B学位基础课

X000013 学术规范与论文指导 2 32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07 高等工程数学 3 64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第1组，至
少选3门至
少选9学分

Y121026 数值分析 3 48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27 现代数字通信 3 48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38 现代信号处理 3 64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46 智能系统与信息融合 3 64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47 最优化理论 3 48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C学位专业课

Y121020 模式识别 3 48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第2组，至
少选3门至
少选9学分

Y121021 嵌入式系统 3 48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24 视频信息处理 3 48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28 数字图像处理 3 48 1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39 信号检测与估计 3 48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42 信息论 3 48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43 移动通信工程 3 48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Y121050 深度学习 3 48 2 中文面授 必修课 考试

D限定选修课 X000026 专业外语 2 32 3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E任意选修课

Y121001
FPGA系统设计与实

践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第3组，至
少选1门至
少选2学分

Y121005 多媒体数据压缩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06
非线性动态系统建

模、辨识与预测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09
光通信网络与光信号

处理技术
2 48 1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13 计算机视觉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16 控错编码理论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30 通信信号处理新技术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34
无线通信系统建模与

仿真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36 无线网络技术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37 现代声学技术 2 48 1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45 智能计算方法及应用 2 48 1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49 智能控制技术 2 48 2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Y121051 人工智能 2 48 1 中文面授 选修课 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