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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关于重庆

• 最年轻的直辖市
− 1997年，最年轻、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

• 发展最快
− 陆续7 个季度蝉联全国GDP增
速第一

• 最有魅力
• 充满机遇与挑战

−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渝新欧”交点

− 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中新第三
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 突出“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
务经济”主题

◆ 明确 4 个重点领域：
◇ 金融服务、航空、运输物流

和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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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Y 型大通道的联结点



EINI 关于重庆邮电大学

• 传统的知名邮电院校
− 1950 年成立

• 信息技术为特色
− 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 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3G）作出重

要贡献
− 百年通信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主导提出并

被接纳的国际标准
• 南山之巅，魅力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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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关于电信研究院

• 2014 年 3 月 21 日，正式成立。重邮【2014】
65号文

• 主要目标和使命

− 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职科研队伍；

− 培育 ICT 前沿研究方向，实现跨学科融合；

− 探索高校与产业协同创新的新模式。

• 支撑重庆市新一代信息网络与终端协同创新中
心——重庆市首批重点资助建设的两家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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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与网
络工程研究院
电子信息与网
络工程研究院

新一代信息网络与
终端协同创新中心
新一代信息网络与
终端协同创新中心

王汝言 教授
院长（兼）

雒江涛 教授
副院长兼总工



EINI 关于科研团队
• 团队名称：

− 重庆邮电大学新一代信息网络与终端协同创新中心
移动大数据与专网通信技术创新团队

• 负责人：雒江涛 教授
• 团队成员：

− 专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 名，博导 3 名，正高 5 名，副高 5 名
◆ 科研人员（12人）：雒江涛、赵国锋*、彭大芹、许国良、黎勇、王茜竹，林峰 、王兵、范

兴容、杨莎莎、张长虹、杨玉琦

◆ 行政（3人）：严莉群、易燕、王理燕

− 兼职：外籍院士 1 名，IEEE Fellow 2 人
◆ 张肇健（IEEE Life Fellow）、张建伟（汉堡大学，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黄正能（华盛顿

大学，IEEE Fellow）、郭嵩（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重庆“海外百人”计划专家）

◆ 谢高岗 （中科院计算所）、徐明伟（清华大学）、金耀辉（上海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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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关于电信研究院：专职队伍
• 专职队伍：15�人，其中教授 4 人，博士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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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言 院长（兼）

雒江涛 副院长兼总工
博士、教授、博导

赵国锋 博士、教授、
博导

彭大芹 正高工

王茜竹 高工 林 峰 高工 王 兵 博士

杨钰琦 工程师

王理燕 讲师易燕 工程师严莉群 副研究员

许国良 博士、教授

范兴容 博士

科研
人员

行政人员

黎勇 博士、副教授

杨莎莎 博士

张长虹 博士



EINI 关于电信研究院：兼职队伍
• 兼职专家和教授

− 国际知名专家：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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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嵩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重庆“海外百人”计划专家

黄正能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教授、IEEE�Fellow

张建伟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汉堡

科学院院士 国家千人

李万林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张肇健
IEEE�Life�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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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研究方向

• 三大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网络、数据和终端

10

研究
方向

Add Your Text

新型网络与计算
（移动边缘计算、无线通信、未来互联网、SDN/NFV
网络架构、传输组网以及安全等研究和应用展示）

智能终端与系统
（移动物联网终端、短距离
专用通信协议；智能硬件与
机器人；NB-IoT模组与应用

方案）

移动大数据
（移动网络、互联网、
交通、视频等城市与
行业异构数据融合挖
掘分析；行业大数据
核心算法研究与应用
方案）



EINI （1）新型网络与计算方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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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研究新一代信息网络与计算范式，包括SDN、ICN、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
的优化与控制模型、算法、协议、性能，以及新型网络计算模式的体系结
构与服务质量管控机制；多媒体传输组网与信息处理新技术；新型网络架
构协议研究及试验系统研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安全等。

领衔专家 赵国锋（博士、教授，博导）

外聘专家 张肇健（资深顾问，IEEE Life Fellow）、
郭嵩（教授，重庆海外百人计划专家）

核心骨干 雒江涛 （博士、教授、博导）、黎勇（博士、副教授）

资助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771081）：“面向移动高清视频传输的

广义LDPC码性能研究与优化设计”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LDPC编码的MIMO-OFDM系统中

基于线性规划的联合半盲均衡与解码研究”

3. 重庆市基础与前沿重点专项基金：“基于名字标签交换的未来

互联网高速数据转发机制研究”



EINI （2）移动大数据研究方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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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主要研究跨媒体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及其应用；移动用户、车载终
端、社交网络等产生的时空序列大数据存储、挖掘、深度学习和价
值发现方法；城市和政府开放数据的城市计算及平台支撑技术；智
慧校园、智慧农业等行业应用算法与解决方案。

领衔专家 雒江涛（博士、教授，博导）

外聘专家 李万林（教授，中组部千人）、黄正能（教授，IEEE Fellow）

核心骨干 许国良（博士、聘任教授）、范兴容（博士）、杨莎莎（博士）

资助项目 1.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城市新区一体化管理与服务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示范”

2. 移动公司委托：“大数据公共服务算法模型”
3. 横向：“智慧交通大数据平台算法研究”
4. 横向：“校园网大数据分析平台及移动网络数据挖掘”
5. 中央财政专项学科平台建设项目：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多媒体信息

处理与传输方向），中央财政经费 450 万元
6. 重庆市应用开发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网络流量分类标识和深度分析

关键技术研究”



EINI （3）智能终端与系统方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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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研究物联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专网集群等终端设备关键技
术、解决方案和产品；NB-IoT模组研发；智能硬件与机器人关键
技术研究、环境监测与感知、跨模态传感技术等

领衔专家 彭大芹（正高工）

外聘专家 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

核心骨干 王茜竹（高工）、
林 峰（高工）、王兵（博士）、张长虹（博士）、杨钰琦

资助项目 1. 国家重大专项：“LTE-V无线传输技术标准化及样机研发验证”
2. 协同创新项目：“LTE-V标准及协议关键技术研究”
3. 新一代信息网络与终端协同创新中心“移动通信和物联网测

试平台技术方向”项目
4. 横向课题：“XX智能家居安全”
5. 教委基金：“车联网专用短距离通信协议MAC层优化研究”



EINI 导师风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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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林
博士、教授

博导

无线网络，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
 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博士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雒江涛
博士、二级教授

博导

移动大数据、未来互联网体系架构
IEEE 高级会员，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重
庆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庆青年科技奖

彭大芹
教授级高工

宽带移动通信、移动物联网
 移动通信芯片知名专家，
 国内最早从事TD-SCDMA专家之一

许国良
博士、校聘教授

光纤传感、智能系统
南京大学引进副教授、清华本科、中科院博士
英国阿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黎 勇
博士、副教授

通信编码，多媒体信息传输压缩与纠错编码，面向5G的通信编码
IEEE Trans. Communications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青年）

王茜竹
高级工程师

宽带移动互联网、移动物联网、车联网
无线通信软件协议算法专家

林 峰
高级工程师

宽带移动互联网、移动物联网、车联网
射频驱动专家



EINI 年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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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兴容
博士

大数据、智能视频分析
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本科重庆大学，推免中科院研究生

王兵
博士

电磁场、天线.
电子科大博士

杨莎莎
博士

复杂网络、智能系统、移动大数据
重庆大学博士、哈工大本科

张长虹
博士

电磁场、天线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电子科大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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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科技奖励、发明专利、著作等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2 项；省部级自然科学三等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31 件

• 著作：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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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移动大数据分析系统平台

• 内容：
− 以网络数据为核心，融合多源异构时空序列数据，

开展大数据分析算法研究，提供平台系统解决方
案。

• 应用：
− 移动运营商流量经营分析系统（四川）
− 城市区域人流量监测分析系统（北京）
− 校园网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平台（重庆）
− 智慧交通大数据平台（重庆）
− 智慧城市生态大数据管理与挖掘（重庆）
− 跨模态、跨媒体大数据分析（以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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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移动大数据公共服务算法模型

• 应用场景
− 针对智慧交通、旅游、商圈、地产、银行等行业，提供基

于移动网络和业务数据的算法模型。【重庆移动横向合作】
• 代表性成果：相关发明专利申请 6 个；系统全部上线

− 城市出行方式
− 商圈辐射
− 银行征信等金融服务
− 区域人群流量预警等

19

轨道交通接驳分析

高速路实时状态监测 全国大数据优秀案例 商圈辐射能力分析

250米一期项目圆满交付，二期项目正开展中一期项目圆满交付，二期项目正开展中



EINI 物联网专用协议研究与装置

• 内容
− LTE-V 短距离无线传输标准，智能家居 XX 装备；智能车载终端；终端

芯片平台、无线传输模块、智能手机和物联网专用芯片硬件设计、协议、
算法研究；智能机器人与 ICT 二次集成开发等

• 应用
− 用于车联网通信协议、智能家居无线通信协议安全增强、无人机视频传

输等
− 智能家居安防等

20
智能家居安全反制



EINI 众核 DPI 装置

• 内容
− 基于众核服务器的深度包检测（DPI）装置；集成OpenFLow交换机，
支持软件定义分组转发功能。

− 支持 DNS、HTTP 应用解析；

− 集成爬虫产品信息库、机器学习等 DPI/DFI 配套功能（开发中）

− 2*64 Cores，40 Gbps/2U 处理能力（相当于 10 台 普通PC 服务器）。

• 应用
− 统一 DPI；移动网络大数据分析平台；网络安全、IDS等。

21
众核 DPI 装置



EINI 基础研究方面：网络架构、编码传输等

• 研究内容

− 通信编码传输、未来互联网体系架构、安全机制等研究等

• 代表性成果

− “An improved decoding algorithm of the (71, 36, 11) quadratic residue
code without determining unknown syndromes, ”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2015.12

− “Comments on ‘on decoding of the (89, 45, 17) Quadratic Residue Code, ”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2015.02

− “An Integrated Linear Programming Receiver for LDPC Coded MIMO-
OFDM Signal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July 2013

− ”Name Label Switching Paradigm in Named Data Networking”,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19(3):335-338, 2015.03

− “Linear Programming based Joint Detection of LDPC coded MIMO
systems”, in GLOBECOM 2012

− “Second-order consensus in directed networks of identical nonlinear
dynamics via impulsive control”. Neurocomputing, 2016

22



EINI 近期重点研究领域

• （一）网络与感知大数据
− 未来互联网（重庆市重点基金）：

◆ 架构、安全、边缘计算

− 面向视频的分布式存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 跨媒体大数据认知（中地共建、企业
合作）

− 移动大数据（重庆移动及其他横向）
◆ 与行业数据融合

23跨摄像头目标追踪（客座黄正能教授，UW）



EINI 近期重点研究领域

• （二）移动物联网

− 万物互联（IoE：Internet of 
Everything）

− NB-IoT 热点关键技术（低功耗、
广连接、低速率）

24
NB‐IoT生态，中国信通院，2017

NB‐IoT应用场景，赛迪

应用空间极其广泛
创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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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I 研究场所

• 校内：信科 15 楼 338 平方米

• 校外：茶园新区移动通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1800+ 平方米

26

信科 15 楼 茶园新区研发基地
容纳 200+人



EINI 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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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完备支持2G,3G,4G调测

矢量信号源
R&S

信号分析仪
Keysight

混合信号示波器
R&S

Layer mapping

&Precoding

RE Mapping & 
OFDM baseband 

signal 
generation

Channel

OFDM 
Demodulation &
RE Demapping  

Layer 
Demapping

CHE && MIMO Detection

LSMMSE

Rate Dematching &

Descrambling

Rate Dematching &

Descrambling

CRC

CRC Rate Matching & 
Scrambling 

Rate Matching & 
Scrambling 

软件工具：
• FPGA调试： xilinx ISE、vivado、synplify
• 射频仿真：ADS、HFSS 
• 电路设计：PADS
• 算法仿真：MATLAB

仿真平台

完整的LTE链路，
支持基带算法研究

实时大数据分析平台

188 cores 计算核心
1.12 TB Mem 内存
36 TB 存储

物联网研发平台



EINI 实验条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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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多媒体信息处理与传输方向”学科平台
− 中央财政 450万元支持，2016年已建成投入使

用

− 多媒体信息采集子平台（含空中和地面）

− 4/5G 新一代多媒体传输组网平台

− 视频大数据分析平台

− 智慧校园应用与传输优化控制平台。

视频大数据分析子平台

手机APP 桌面应用

4G/B4G 传输网络
子平台

共计480 cores、4.8 TB 内存、
108 TB 存储、15 块 GPU

跨媒体大数据
分析与认知



EINI
跟学术大师面对面：活动丰富，国际合作交流机会多

29

大数据信息处理与移动通信
国际研讨会,2015.5

中国未来网络发展与创新论坛
暨全球SDN开放网络峰会,2014.10

移动计算与无线通信国际研讨会,
2015.10

5G 传输与组网技术
国际研讨会,2015.4

重庆云博会,2015.4 中国-东盟移动互联网创新论坛，
2015.5

国际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大会
（IROS 2015）德国汉堡，2015.10

2016.12.16张建伟院士
人工智能报告

张建伟院士受聘并做报告，
2016.2.28

钱毅（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教授）访问报告，2015.10.19

段强（宾州大学教授）访问报告,
2015.10

2017.03 研究院学术周



EINI 健康娱乐

• 研究生实习津贴：
− 基本岗位津贴 + 项目绩效 + 茶园补助

• 丰富、健康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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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芹教授在2016
重庆国际马拉松

2016 重邮教工篮球赛2015、2016 师生乒
乓球友谊赛



EINI 科技创新活动

• 优秀毕业生：2016届优秀毕业生称号 4 人

• 第二届 3S 杯全国大学生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三创”大赛：全国二等奖

• 数学建模：第八届“认证杯”数学中国数学
建模网络挑战赛，并获得第一阶段全国三等
奖；

• 开放数据大赛：入围上海开发数据创新应用
大赛（SODA）决赛，在全球 500 支参赛队伍
中最终获第 10 名;

• Android应用开发大赛：2011年第六届“全国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团体赛“Android应
用开发”项目全国唯一特等奖; 2012年12月
18日：第七届“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
全国一等奖。

• 挑战杯：2008.9，第十届“挑战杯”全国总
决赛二等奖、重庆赛区特等奖。

• “互联网+”大赛：2017，重庆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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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上海开放数据
创新大赛 SODA 全国十强

“论证杯”数模全国三等奖

“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
全国特等奖（唯一）、

全国一等奖

2008年全国“挑战杯”二等奖

2016 “三创”大赛全国二等
奖，南京，2016

2016全国大数据联盟
优秀案例



EINI 内容（contents）

32

团队简介

主要研究方向

代表成果

1

3

32

条件与氛围4

报考与就业5



EINI 毕业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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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2012级，
腾讯科技

2015年优秀毕业生、
minigame项目金奖

杨军超，2012级，
重邮博士在读

（华盛顿大学交流1年）

何艺， 2004级
Intel英特尔

高级协议栈工程师

廖凯，2005级，
中兴重研所，

开发经理

刘小锐，2006级，
中兴通讯南研所，科长，
负责移动手机BLADE系列

夏鞑，2004级，
华为技术，高级工程
师，AMS优秀工程师

张棚伟，2016届，
香港理工大博士在

读（全奖）

李程， 2017届
百度公司

徐正，2016届，
重邮博士在读



EINI 毕业生风采（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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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2008级，
成都华为企业网网络产品经理

胡锡哲，2008级，
深圳华为，软件工程师PL

马陈泽，2008级，
深圳中兴，产品策划经理，

任波，2008级，
成都华为，
分布式云存储预研工程师A

杨叶，2009级，
成都华为，软件测试 SE，

贺力军，2010级，
成都华为，IT技术服务工程师



EINI 毕业生风采（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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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2009级，
重庆移动网优中心，

分公司运维部经理

袁野，2009级，
四川电网信息管理部，
服务器运维工程师

黄建，2009级，
重庆移动，
网络质量管理

向程超，2011级，
中国联通湖北分公司

旷岳衡，2010级，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
市场战略部售前工程师

宫昕昱，2008级，
西南航空管理局技术工程师，
负责航管核心系统的运行维护



EINI 毕业生风采（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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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娴，2011级，
新疆移动，技术服务

邓生雄，2012级，
贵州浪潮，移动业务后台开发胡燕清，2010级，

成都华为，软件工程师

罗鹏，2011级，
深圳海能达通信，
无线技术工程师

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学没有涵盖盖，

期待未来出现你的身影!



EINI 2017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编号 2014级 就业单位

1 李程 百度技术公司（北京）

2 杜亚朋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3 唐刚 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4 王文静 广州三环专利代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5 周小宇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

6 罗林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7 赖香武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8 刘艳林 西安图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 杨彩敏 中国移动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0 徐李谦 中国移动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11 闫慧芳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 方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3 曾孟曦 成都广达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李世豪 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15 高亚龙 通号（郑州）电气化局有限公司

16 邱聪聪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17 李楠 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公司

18 王海丽 北京高科数聚公司 37

CTCT

IT、DTIT、DT



EINI 2017级报考及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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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情况

考试录取

人数

推免研究

生人数

未录取人

数

报考研究院学生人数 80 人（全过线，志愿填报）

录取人数
推免研究生：3人

考试录取：20人

录取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学
硕

11 404 303 355.7

专
硕

9 390 288 346.9

不唯分数，
注重素质！
不唯分数，
注重素质！



E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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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供 舞台 ……

这里充满 机会 ……

这里也充满 挑战 ……

团队加试，请联系：
Tel：023-6292 0171; 6248 0179
Email: wangly@cqupt.edu.cn；

eini@cqupt.edu.cn
Mobile: 1820300 8916 王老师主页：eini.cq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