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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1 年度，《北京邮电大学科学技术成果年报》刊登通过结题的项目共 459

项。 

2011 年度，我校有 13 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获国家级奖 1项，获省部级

奖 6项，市级奖 1项，获社会力量奖 5项。 

2011 年度，我校有 160 项专利被授权，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52 项，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 8项。 

本《年报》所列出的科研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北京邮电大学所有（与合作单

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年报》内容未经我处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转载。如需技术转让，

请与我处联系。联系电话：（010）6228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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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积分计划未来发展研究 ....................................................................... 陈  霞等（131） 

上海电信社会信息化和 ICT 发展策略研究 ...................................................... 陈  霞等（132） 

宽带光接入网技术的研究开发 Ⅱ ..................................................................... 纪越峰等（132） 

J2EE 安全软件开发 ............................................................................................. 徐国爱等（133） 

中国移动昆明分公司蓄电池再生利用可行性评估 ............................................... 傅四保（133） 

LTE Layer 1 Non Call Mode/Call Mode Option Development ............................ 彭  涛等（134） 

TD-SCDMA Development for 4400 Higher Data Rates ....................................... 彭  涛等（134） 

TD-SCDMA Layer 1 Developmemt for 4400 Call Mode Option ......................... 彭  涛等（135） 

LTE-Advanced femto-Cell 技术研究 .................................................................. 王卫东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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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GPRS/E-GPRS Layer 1 Development for 4400 Non Call                        

Mode/ Call Mode Options ............................................................................. 彭  涛等（136） 

Software Modules for 3GPP WCDMA BS and MS .............................................. 贺志强等（136） 

支持大容量媒体业务的 P2MP 光网络技术 ....................................................... 郭宏翔等（137） 

Mobile Internet 中服务安全问题研究 ..................................................................... 闫丹凤（137） 

横向合作（国内）项目研究成果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中交际的非语言因素和技巧对国际学院学生               

跨文化交流技能培养的影响及其教学方法的探究 ................................... 师庆刚等（138） 

微散一体化接力机调制解调单元（二期） ....................................................... 林家儒等（139）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软件质量管理 ....................................................................... 刘  禾等（139）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节能减排对标分析及价值拓展研究 ................................... 彭若弘等（140） 

GSM 话音业务半速率 佳开启门限平台开发 ................................................. 高泽华等（140） 

信息化服务中的固网价值保护与创造研究 ....................................................... 吕廷杰等（141） 

杭州速递物流集散中心规划设计 ........................................................................... 卢  山（141） 

轨道交通（房山线）对有线电视机房设备电磁干扰的研究 ........................... 黎淑兰等（142） 

无线 M2M 系统研究 ............................................................................................ 別志松等（142） 

资源配置转型导向的投资后评估体系研究 ....................................................... 张爱华等（143） 

路由转发算法建模平台合作研究框架——P2P 业务流量分类技术研究 

    ....................................................................................................................... 王洪波等（143） 

NETCONF 访问控制机制的设计与验证 ........................................................... 张  彬等（144） 

《军人职业认知训练系统》等 5 个软件项目的测试 ....................................... 傅湘玲等（144） 

中国移动通信管理学院门户网站改造及课程库建设 ....................................... 宋茂强等（145） 

基于 SOA 的异构数据集成平台的研究 ............................................................. 吴国仕等（145） 

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动作动画模拟系统 ........................................................... 胡佳妮等（146） 

3G 蜂窝移动专利数据库建设 ................................................................................. 刘  雨（146） 

图像采集测试软件 ................................................................................................... 唐  进（147） 

LTE TDD 物理层开发 .......................................................................................... 贺志强等（147） 

无线传感器模块开发 ........................................................................................... 徐惠民等（148） 

CDN 关键技术研究 ............................................................................................. 王洪波等（148） 

物联网应用研究 ................................................................................................... 王东滨等（149） 

《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国家建设标准制定（北邮部分） ................... 赵国君等（149） 

知识管理系统文本分类组件开发 ....................................................................... 吴国仕等（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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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移动客户经理知识能力测试题库开发 ....................................................... 陈  慧等（150） 

TD-LTE-Advanced 仿真软件加工 ....................................................................... 王亚峰等（151） 

P2P 流媒体信息获取系统 ................................................................................... 于德晨等（151） 

新型网络流量分析系统 ....................................................................................... 刘  芳等（152） 

协作系统中喷泉码技术的研究 ........................................................................... 林雪红等（152） 

MF-TDMA 体制数字信号处理软件 ................................................................... 温志刚等（153） 

《网络技术发展与下一代网络》课程建设及培训 ........................................... 曾志民等（153） 

网络设备虚拟化关键技术研究 ........................................................................... 马  跃等（154） 

智能手机安全系统软件开发 ............................................................................... 吴岳辛等（154） 

LTE-Advanced 小区间干扰协同技术研究——异构网络优化算法和网络编码 

....................................................................................................................... 王亚峰等（155） 

面部特征提取 ....................................................................................................... 邓伟洪等（155）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技术支持 ............................................................................... 徐雅静等（156） 

秦直道文化的译介及海外推广策略研究 ........................................................... 陈  谊等（156） 

数字视频识别库软件开发 ................................................................................... 桑新柱等（157） 

交互式电视应用服务器研发 ............................................................................... 王志谦等（157） 

结构化信息抽取及摘要生成技术开发 ............................................................... 谭咏梅等（158） 

中国移动贵州公司 2011～2013 年战略规划 ..................................................... 陈  霞等（158）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并行数据挖掘工具优化和推广（二期）——                                        

    BC-PDM 新增功能与性能优化………………………………………… ..吴  斌等（159） 

表决器造型设计 ................................................................................................... 汪晓春等（159） 

北京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呼叫中心专业培训体系建设 

    ....................................................................................................................... 温向明等（160） 

CDMA 网络中的射频优化技术研究 .................................................................. 许文俊等（160） 

我国电信市场宏观运行评价体系及其相关监测手段研究 ............................... 吕廷杰等（161） 

我国电信市场宏观调控关键因素及其实施方案研究 ....................................... 吕廷杰等（161） 

2009 年厦门“构建 TD 产业链商务模式、创造 3G 应用孵化器规划咨询” 

    ....................................................................................................................... 吕廷杰等（162） 

无线网络的拓扑解析技术 ................................................................................... 罗新龙等（162） 

北京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呼叫中心产业科技支撑体系研究 

    ....................................................................................................................... 郑  伟等（163）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二期） ............................................................................... 徐雅静等（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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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多点传输在 TDD 中的特殊技术研究 ......................................................... 张鸿涛等（164） 

中国普天项目信息管理系统（二期） ............................................................... 刘  辰等（164） 

《体验商务英语》第四册电子课件开发 ........................................................... 王笑施等（165） 

道路几何数据检测技术研究及软件开发 ........................................................... 徐国爱等（165） 

车载设备运动精确补偿算法研究及软件开发 ................................................... 徐国爱等（166） 

公路路面图像识别处理（三期） ....................................................................... 徐国爱等（166） 

无线安全研究及检测能力建设 ........................................................................... 徐国爱等（167） 

SAE 设备性能及外场测试（自筹部分） .......................................................... 李  劼等（167） 

三屏合一的下一代 IPTV 技术研究 .................................................................... 罗新龙等（168） 

基于 CAN 总线的营运客车嵌入式智能节点支撑平台 ..................................... 张金玲等（168） 

邮政监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及快递系列教材校订与审核 ....................... 赵国君等（169） 

电信运营商呼叫中心人员集中化研究 ................................................................... 陈文晶（169） 

IP 网络综合业务端到端服务质量保证研究 ...................................................... 禹  可等（170） 

保密系列产品外型的设计 ....................................................................................... 李  霞（170） 

基于 Tilera 众核的 TDS 系统移植评估 .............................................................. 俎云霄等（171） 

警察博物馆展厅展示设计 ....................................................................................... 李  霞（171） 

多跳 OFDMA 蜂窝系统资源分配与干扰协调机制研究 ................................... 张天魁等（172） 

枪柜外观设计（二期） ........................................................................................... 李  霞（172） 

公路路面图像识别处理 ....................................................................................... 徐国爱等（173） 

TD 子小区结构和算法研究 ................................................................................ 宋美娜等（173） 

路面车辙快速检测方法及验证软件 ................................................................... 徐国爱等（174） 

网络流媒体实时检测技术研究 ........................................................................... 庄伯金等（174） 

TD 网内干扰自动优化技术研究 ........................................................................ 啜  钢等（175） 

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策略 ........................................................... 高锦萍等（175） 

基于数据挖掘的业务趋势与流量分析算法的研究 ........................................... 宋美娜等（176） 

低成本 IT 解决方案之移动综合服务平台开发(一期) ....................................... 徐国爱等（176） 

Android 手机 SIM 卡安全认证软件 .................................................................. 邹俊伟等（177） 

网络流媒体实时检测素材制作 ........................................................................... 赵志诚等（177） 

TD-SCDMA 的 HSUPA 算法研究 .......................................................................... 彭  涛（178） 

图像识别技术软件使用许可 ............................................................................... 赵志诚等（178） 

智慧移动电脑系统 ............................................................................................... 赵  方等（179） 

邦兴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 ........................................................................... 傅四保等（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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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联通定岗定编 ............................................................................................... 陈  慧等（180） 

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电子商务软件............................................................ 张  华等（180） 

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电子商务软件（二期） ............................................ 张  华等（181） 

下一代网管系统的网管系统接口检验和资源命名管理平台的研发 ............... 宋  梅等（181） 

彩色 e 家系统研究及相关产品开发（终端应用软件） ................................... 李巍海等（182） 

手机网络销售模式及运营管理研究 ................................................................... 胡  桃等（182） 

基于 XML 的 Netconf 的配置资源建模研究与原型开发 ................................. 魏翼飞等（183） 

万得国际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 赵保国等（183） 

下一代网管系统的网管系统集成检验和网络资源模型发布系统的研发 

    ....................................................................................................................... 王  莉等（184） 

IP 网络及业务测试系统（第一期） .................................................................. 张  彬等（184） 

Widget 技术与应用研究 ...................................................................................... 张  彬等（185） 

情景感知在移动终端的应用研究 ....................................................................... 肖  波等（185） 

IP 可视电话 .......................................................................................................... 游向东等（186） 

黑龙江联通定岗定编 ........................................................................................... 陈  慧等（186） 

首都世界城市发展平台系统建设 ....................................................................... 杨文川等（187） 

新星计划管理信息系统 V3.0 开发 ..................................................................... 杨文川等（187）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VIP 专席英语培训 .............................................................. 郑春萍等（188） 

电信安全评估平台 ............................................................................................... 朱洪亮等（188） 

60GHz 高速 UWB 关键技术研究 ....................................................................... 邹卫霞等（189） 

英语写作自动评价系统的背景知识库构建 ....................................................... 谭咏梅等（189） 

阳泉联通定岗定编 ............................................................................................... 陈  慧等（190） 

企业并购法律实务研究 ........................................................................................... 潘修平（190） 

基于英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 ....................................... 郑春萍等（191） 

观察体视图像时的视觉疲劳及缓解措施的研究 ............................................... 王  飞等（192） 

TD 室分软件智能设计功能实现方法 ................................................................ 许文俊等（192） 

硬币辨识系统技术研发及实现 ........................................................................... 张金玲等（193）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财务管理体系研究 ............................................................... 彭晓峰等（193）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后评估体系建设及数据业务后评估 ................................... 于翠波等（194） 

DNS 系统业务防护规范 .......................................................................................... 雷友珣（194） 

基于 CoMP 的节点选择与资源分配技术 .......................................................... 周文安等（195） 

基于视频话机的多媒体资讯业务的研究 ........................................................... 吴伟明等（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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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承载 IP 化的 OMC 北向接口网络资源模型建模方法 .............................. 芮兰兰等（196） 

江南产业集中区产业选择与布局研究 ............................................................... 刘  宇等（196） 

大容量光传送网（OTN）关键技术的研究 ....................................................... 纪越峰等（197） 

IPTV 协作开发系统 ............................................................................................. 杨文川等（197）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 ............................................................................... 范姣莲等（198） 

协同通信规模部署 ............................................................................................... 苏  森等（198） 

CoMP 系统 CS/CB 算法研究 .............................................................................. 冯春燕等（199） 

物流数据库管理软件 ........................................................................................... 张  琦等（199） 

WCDMA 直放站数字处理部分设计与实现 ...................................................... 林家儒等（200） 

云海数字基带线性预失真功放 ........................................................................... 林家儒等（200） 

分布式异构无线接入网的信息联合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与方案设计 ............... 贺志强等（201） 

中国联通河北省县公司综合经营情况预警模型 ............................................... 吕廷杰等（201） 

行政权力电子监控系统 ....................................................................................... 蔺志青等（202） 

多格式视频解码算法以及硬件实现 ................................................................... 韩  可等（202） 

PZ4650 四开四色酒精润版胶印机数字化样机研究及备件手册设计制作 

    ....................................................................................................................... 吕美玉等（203） 

3G 业务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 岳  欣等（203） 

“新理念”网络教学示范院校 ............................................................................... 刘爱军等（204） 

“三网融合”的中国市场分析报告 ....................................................................... 王旭辉等（204）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基于供应链的采购物流精细化管理 ................................... 舒华英等（205） 

QAM 量化方法及软件中的工作流管理平台 ..................................................... 吴国仕等（205） 

车辆防碰撞系统调研 ........................................................................................... 王卫东等（206） 

基于非线性预编码的 MU-MIMO 优化技术研究和性能分析 .......................... 郑  凤等（206） 

北京市平谷区“十二五”期间总部经济发展思路研究 ........................................... 马  蓉（207） 

电动汽车管理与服务系统无线城域网 WiMax 接入网络测试 ......................... 刘志晗等（207） 

基于物联网的电动车及充电设施管理和服务系统建设方案研究 ................... 刘志晗等（208） 

中免公司核心业务流程优化 ............................................................................... 杨学成等（208） 

投资者关系管理数据平台 ................................................................................... 郑  凤等（209） 

P2P 技术在核心网中的应用----2P CDN 及存储技术研究 ............................. 许  可等（209） 

校级项目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如何推动我国低碳社会建设研究 ....................................................... 王亚杰等（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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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下供应链系统的应急管理与协调机制 ................................................... 吴  军（210） 

信息技术背景下英语语言学习能力及策略研究 ............................................... 陈  谊等（211） 

无线激光通信大气信道模型及大气激光通信系统模拟软件的开发 ................... 喻  松（211） 

网络环境下合作式学习模式探究 ....................................................................... 刘爱军等（212） 

汉日语气助词对比研究 ........................................................................................... 熊  莺（212） 

中美网络媒体危机新闻报道的文体研究 ............................................................... 杨  慧（213） 

IPv6 网络中蠕虫传播模型与对抗策略研究 ...................................................... 林昭文等（214） 

行业特色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的发展模式研究 ....................................... 杨学成等（215） 

基于 GaAS 纳米线的微结构光纤功能器件探索研究 ........................................... 张  霞（215）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战略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研究 ............................................... 曾剑秋等（216） 

统一舆情监视管理系统 ....................................................................................... 肖  波等（216） 

感知校园中的智能图书馆示范系统 ................................................................... 龚向阳等（217） 

双频功放设计及其线性化算法研究 ....................................................................... 于翠屏（217） 

微博的传播特点与政治影响力研究 ................................................................... 杨学成等（218） 

B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异质结构的 LP-MOCVD 生长与特性研究 ............... 王  琦（218） 

RFID 应用系统前端防碰撞及传播特性的研究 ................................................. 张英海等（219） 

码垛机器人的计算机辅助概念设计研究 ........................................................... 李忠明等（219） 

TD-LTE-A 系统的多天线传输技术研究 ............................................................ 王朝炜等（220） 

自行车机器人动力学建模与控制 ....................................................................... 郭  磊等（220） 

高分辨率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 唐  进等（221） 

机器人创新设计中的概念设计知识挖掘、提取和重用研究 ........................... 盛  卿等（221） 

遥操作增强现实中多层次虚实遮挡检测及遥感知技术研究 ........................... 高  欣等（222） 

面向高档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 ....................................................... 张恒文（222） 

球型机器人定位与导航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 叶  平等（223） 

基于物联网的农畜产品供应链关键技术研究 ................................................... 苏志远等（223） 

尘土污染造成电接触故障机理的研究 ............................................................... 周怡琳等（224） 

Lévy 过程驱动的金融市场相关问题研究 .......................................................... 周  清等（224） 

不同振子的全局同步及其规律 ........................................................................... 肖井华等（225） 

一维异质半导体纳米结构的制备及其非线性光学特性的研究 ........................... 雷  鸣（225） 

基于数学物理交叉的前沿问题探索 ................................................................... 王  川等（226） 

金属介电多层膜中表面等离激元极化子研究 ................................................... 阎结昀等（226） 

非线性光子晶体中光学效应增强的计算和结构优化设计 ............................... 袁健华等（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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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面等离激元的量子信息过程研究 ........................................................... 王  川等（227） 

多目标优化相关问题研究及粒子群算法求解 ................................................... 赵新超等（228） 

基于表面等离激元的单光子产生和探测研究 ................................................... 焦荣珍等（228） 

传输多类数据包的通讯网络资源优化配置及行为分析 ................................... 杨建奎等（229） 

临界点理论在脉冲微分系统及其相关问题中的应用 ........................................... 田  玉（229） 

表面等离激元 Fano 干涉等传输特性的研究及应用 ............................................. 陈建军（230） 

光纤通信中的孤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 单文锐等（230） 

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与证明方法研究 ................................................... 郭奋卓等（231） 

多线性奇异积分算子交换子的有界性 ................................................................... 默会霞（231） 

基于表面等离子滤波器的新型高速光探测器研究 ........................................... 尚玉峰等（232） 

半导体材料科学中的高阶非线性抛物系统 ........................................................... 陈秀卿（232） 

基于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的全光开关研究 ....................................................... 刘文军等（233） 

基于领域复用的面向服务建模 ........................................................................... 吴步丹等（233） 

基于用户位置智能感知的分布式 SNS 应用的研究 .......................................... 刘志晗等（234） 

未来新型网络中终端统一管理模型与算法 ....................................................... 芮兰兰等（234） 

下一代业务网络的协议关系研究 ....................................................................... 朱晓民等（235） 

泛在网络环境下多域多维多粒度移动性管理理论和技术研究 ....................... 时  岩等（235） 

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流量监测、控制理论和技术研究 ................... 黄小红等（236） 

青年师生数学应用与交叉培养 ............................................................................... 仝  辉（236） 

信息化时代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 ............................................................... 齐英艳等（237） 

基于 PON 的长距离光纤传感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 张治国（237）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发展问题研究 ....................................................................... 赵  玲等（238） 

一类用于智能机器人的结构功能型新机构的创新设计 ....................................... 李端玲（238） 

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网络时代青年人的发展研究 ........................... 杨艳萍等（239）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 ........................................................... 裴晓军（239） 

基于复杂网络社区发现的舆情传播模型研究 ....................................................... 张  闯（240） 

舆情传播模型研究 ................................................................................................... 刘瑞芳（240） 

用于液体食品质量监控的光电液滴分析仪 ........................................................... 宋  晴（241） 

复杂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和动力学行为 ................................................................... 李海红（242） 

三维 GIS 在 TD 无线网络规划优化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 杨  亚（242） 

跨区域跨产业公共投资多目标优化配置与应用研究 ........................................... 田  耒（243） 

信息化时代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 ............................................... 陈  伟等（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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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网络业务质量监测研究 .................................................................................. 刘  枫等（244） 

3-D 立体画面编码关键技术研究 ........................................................................ 高  盟等（244） 

异构网络融合中基于认知的频谱共享技术研究与仿真 ..................................... 韦再雪等（245） 

基于感知的 IMT-Advanced 干扰协调技术研究 ................................................ 朱新宁等（245） 

手机媒体艺术创作及共享平台 ........................................................................... 刘书昌等（246） 

基于中继干扰转发的频谱共享机制 ................................................................... 张天魁等（246） 

基于 P2P 技术的电信核心网关键技术研究 ...................................................... 张春红等（247） 

Mu-MIMO 检测技术的研究................................................................................ 吕旌阳等（247） 

下一代数字电影编码和传输关键技术研究 ....................................................... 魏  芳等（248） 

视觉模型驱动的人脸识别研究 ........................................................................... 邓伟洪等（248） 

高维数据判别分析理论及其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 ........................................... 邓伟洪等（249） 

认知中继网络中支持流媒体组播的新方法 ....................................................... 李  屹等（249） 

认知网络中基于神经动态规划的资源管理算法 ............................................... 李  屹等（250） 

基于格基约减理论的 MIMO 预编码技术研究 ...................................................... 赵  慧（250） 

基于格基约减理论的 MIMO 检测技术研究 .......................................................... 赵  慧（251） 

分布式压缩视频感知编码的关键技术 ............................................................... 庄伯金等（251） 

60GHz 通信系统空间复用技术研究 .................................................................. 邹卫霞等（252） 

分布式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中的相关性研究 ....................................................... 望育梅（253） 

丛流形学习及其应用 ........................................................................................... 李春光等（253） 

室内光无线通信关键技术研究 ........................................................................... 黄治同等（254） 

基于 OFDM 的认知无线网络频谱共享方案研究 ............................................. 许文俊等（254） 

基于认知的频谱资源共享机理与系统架构研究 ............................................... 许文俊等（255） 

无线网络定位算法研究 ....................................................................................... 罗新龙等（255） 

感知无线网络定位算法研究 ............................................................................... 罗新龙等（256） 

虚拟网络资源控制与优化算法研究 ................................................................... 王振凯等（256） 

基于数据挖掘的认知网络用户业务行为模型及行为驱动的 

资源配置技术研究（一）（二） ................................................................. 张  兴等（257） 

基于证据理论的 MIMO 信号处理研究.............................................................. 李永华等（257） 

基于网络编码的多播技术研究 ........................................................................... 李永华等（258） 

互联网商品图像搜索 ........................................................................................... 张洪刚等（258） 

基于图像识别的移动搜索技术 ........................................................................... 张洪刚等（259） 

宽带频谱信号的分布式压缩感知理论 ............................................................... 郭文彬等（259） 

移动 P2P 网络中流媒体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 夏海轮等（260） 

基于内容的同源视频检索系统 ........................................................................... 赵志诚等（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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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同源视频检索关键技术 ........................................................................... 赵志诚等（261） 

基于压缩感知的双极化 MIMO-OFDM 信道估计研究 ..................................... 彭岳星等（261） 

分布式压缩感知关键技术研究 ........................................................................... 刘  雨等（262） 

移动互联网全记录流量建模研究 ....................................................................... 杨  洁等（262） 

P2P 流媒体业务流量识别研究 ........................................................................... 杨  洁等（263） 

面向内容的泛在应用模式研究 ........................................................................... 禹  可等（263） 

喷泉码的优化设计 ............................................................................................... 林雪红等（264）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信息的分析与演化研究 ............................................... 陈莉萍等（264） 

量子密码与量子网络编码理论与技术 ............................................................... 陈秀波等（265） 

软件源代码安全性检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工具开发 ........................................... 张冬梅等（265） 

视频传感器网络中目标定位追踪关键技术及原型系统研究 ........................... 刘  亮等（266） 

个性化知识搜索关键技术研究 ........................................................................... 郑  岩等（266） 

大规模对等流媒体服务的拜占庭容错技术研究 ............................................... 杨  震等（267） 

基于云储存的灾备体系结构研究 ........................................................................... 姚文斌（267） 

基于用户需求的 P2P 内容分发网络模型研究 .................................................. 张玉洁等（268） 

基于移动车辆网的智能交通信息服务 ............................................................... 张天乐等（268）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新技术及其与下一代网络管理系统结合研究 ............... 于艳华等（269） 

内网终端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 杨  榆等（269） 

多目标鲁棒车辆调度方法研究 ........................................................................... 左兴权等（270） 

基于图模型的知识发现与可视分析技术研究 ................................................... 杨  娟等（270） 

基于扩展自动机和规则引擎的服务组合及验证方法研究 ............................... 邓  芳等（271） 

基于数据挖掘的蜜网日志分析 ........................................................................... 武  斌等（271） 

基于智能变长分块的重复数据删除技术研究 ................................................... 刘建毅等（272） 

新型网络环境下基于网络测量的可信管理与可信保障机理 ........................... 李小勇等（272） 

基于 MPEG-4 编码标准的隐写盲检测算法设计 .............................................. 张  茹等（273） 

一维纳米半导体材料的应变弛豫机制和组分分布研究 ................................... 芦鹏飞等（273） 

量子点自发辐射增强机制的研究 ........................................................................... 韩利红（274） 

绿色光网络中低能耗高效率的网络体系及管控研究 ....................................... 王立芊等（274） 

面向大容量通信系统终端应用的光学全息三维动态实时显示模块 ............... 桑新柱等（275） 

紫外 Ad Hoc 组网关键技术研究 ........................................................................ 左  勇等（275） 

差分正交相移键控码传输系统中相位抖动特性及相位再生器的研究 ........... 席丽霞等（276） 

可见光通信高速传输及组网技术 ....................................................................... 张明伦等（276） 

支持高带宽媒体业务的透明光网络动态多播技术 ............................................... 郭宏翔（277） 

绿色光通信网络中低能耗高效率的关键功能模块研究 ................................... 张锦南等（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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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无线相干光通信技术的研究 ................................................................... 李  岩等（278） 

可重构 MIMO 天线研究与设计 ......................................................................... 姚  远等（278） 

相位调制相干探测光载射频系统数字接收技术研究 ....................................... 尹霄丽等（279） 

基于 MEMS 技术的可调滤波器的关键技术研究 ............................................. 黄建明等（279） 

通信协议测试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 李巍海等（280） 

基于协同感知和频谱聚合的高速率数传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 张  勇等（280） 

多频段认知无线电协同模型及传输容量研究 ................................................... 温志刚等（281） 

低成本的全双工 ROF 链路实现技术研究 ......................................................... 马健新等（281） 

基于压缩感知的生物医学图像处理 ................................................................... 张洪欣等（282） 

无线传感器网路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 高  英等（282） 

相位敏感型光参量放大器 ................................................................................... 饶  岚等（283） 

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实现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 赵同刚等（283） 

基于 FPGA/DSP 的宽带快跳频短波电台原型系统 .......................................... 刘凯明等（284） 

手机电磁兼容性测试仪器研制 ........................................................................... 刘绍华等（284） 

2010 年以前结题研究成果 

2010 年以前结题科技成果一览表 ......................................................................................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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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获奖科技成果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融合业务支撑环境关

键技术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得实

达康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上海欣方智能系统有限

公司 

杨放春，苏  森，王红熳，

张海滨，邹  华，双  锴，

赵  耀，孙其博，施智辉，

刘志晗 

2 
自适应无线传输和组

网新技术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张  平，陶小峰，张建华，

冯志勇，赵先明，向际鹰

3 

光电融合交叉节点与

大容量光传送平台的

关键技术及应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张  杰，纪越峰，赵  勇，

陈  雪，涂  勇，张  民，

王宏祥，赵志勇，叶  兵，

赵永利，黄治同，许  焜，

魏晓强，宋晓鹏，古  渊

4 

网络管理建模、分析与

评价技术系列国际标

准及应用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市天

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宜富泰网络测试

实验室有限公司 

孟洛明，李文璟，亓  峰，

高志鹏，王智立，熊  翱，

詹志强，王  颖，刘会永，

陈颖慧，成  璐，林  巍，

张军峰，黄  睿，刘益畅

5 

多天线正交频分复用

无线通信系统的理论

研究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刘元安，谢  刚，刘凯明，

唐碧华，高锦春，曾令康

6 
面向无线城市信息应

用的融合业务平台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邮电大学

张  平，范云军，冯志勇，

张平宗，马天舒，胡  铮，

肖  欢，纪  阳，李亦农，

刘  宇，田  辉，朱传华，

夏  默，王艳玲 

7 
多模多目标智能识别

与跟踪系统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研究所， 

北京邮电大学 

张  弘，邓中亮，王德奎，

韩  可，贾瑞明，王可东，

穆  滢，刘晓龙，黄建明

8 
大容量多粒度光传送

技术创新与系统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

术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纪越峰，张  杰，赵  勇，

陈  雪，涂  勇，张  民，

王宏祥，赵志勇，叶  兵，

赵永利，黄治同，许  鹍，

魏晓强，宋晓鹏，古  渊

9 

一种性能指标值正常

波动范围的动态确定

方法及其装置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于艳华（排名第一），  

宋俊德（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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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0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

术奖 

三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梁雄健，黄秀清，张  静，

戴  俊，迟  建，刘  颖，

卢晓慧，王旭辉 

11 

动物性食品安全与溯

源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

息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深圳鼎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丁晓云， 邓中亮（北邮），

肖业卫，吴巍荪（北邮学

生），唐华，沙韬，李响（北

邮学生），程槐生，岳  阳

12 
 

2010 年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与促进奖产学

研合作创新奖（个人）

北京邮电大学 
 

张  平 

13  
第十三届茅以升 

北京青年科技奖 
北京邮电大学 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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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授权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  
OFDM 系统频率时间二

维无线资源调度方法 
张  兴；王文博 ZL 2005 1 0007320.0 2005-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6 

2  

一种降低码分多址蜂窝

移动通信系统干扰的码

资源分配方法 

彭  涛；王文博；

李维娜 
ZL 2005 1 0007319.8 2005-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5 

3  
一种用于时分双工系统

的辅助导频方法 

陶小峰；张  平；

印海莹；徐  瑨；

王  轶 

ZL 2005 1 0070710.2 2005-5-17 

北京邮电大学 

展讯通信（上

海）有限公司

2011-8-10 

4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蜂窝

通信系统的上行宏分集

接收方法 

陶小峰；张  平；

唐  超；徐  凯；

刘宝玲；许晓东；

吴春丽；刘莉莉

ZL 2005 1 0090168.7 2005-8-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5 

5  多层自动重发请求方法 
星野正辛；刘芳；

张金文；王文博；

刘元安 
ZL 2005 1 0096597.5 2005-8-25 

松下电器产业

株 式 会 社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6  
一种应用于 FDD/OFDM
系统的下行干扰抑制方

法 

王  莹；张  平；

沈晓冬；刘宝玲；

陶小峰 
ZL 2006 1 0066291.X 2006-3-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23 

7  
一种基于无线蜂窝网络

的频率复用方法 

陶小峰；张  平；

许方敏；徐  凯；

许晓东 

ZL 2006 1 0078766.7 2006-5-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8  
一种对传感器节点精确

定位的方法 

田  辉；张  平；

谢怀遥；陶小峰
ZL 2006 1 0087258.5 2006-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9  
多小区系统的使用参考

符号的方法和系统 

康桂霞；张  平；

杨  宇；刘继超
ZL 2006 1 0109416.2 2006-8-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10  
单/多载波共融数字广播

系统通信方法 

张建华；张  平；

王坤季 
ZL 2006 1 0152061.5 2006-9-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5 

11  

用于正交频分多址系统

的子载波、比特、功率分

配方法 

田  辉；张  平；

高有军；徐海博；

陶小峰；谢怀遥

ZL 2006 1 0152167.5 2006-9-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5 

12  

一种提高系统中的小区

边缘用户性能的频率复

用方法 

陶小峰；张  平；

吴春丽；许方敏；

许晓东；刘莉莉；

徐  凯 

ZL 2006 1 0140614.5 2006-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30 

13  
用于正交频分复用系统

的跨层调度方法 

田  辉；张  平；

顾雪琳；梁  争；

陶小峰；黄  平

ZL 2006 1 0136281.9 2006-10-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7 

14  
一种用于异构 IP 网络的

快速切换触发方法 

王  莹；张  平；

王一鸿；刘宝玲
ZL 2006 1 0136099.3 2006-10-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27 

15  

多入多出-正交频分复用

系统的接收端的频偏估

计方法 

张建华；张  平；

黄江春；阮  良；

孙菲菲；刘宝玲

ZL 2006 1 0114528.7 2006-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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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动交换光网络中节点

故障后路由重启恢复的

控制方法 

张  杰；韩大海；

顾畹仪；张  沛；

程  怡；石  磊

ZL 2007 1 0062660.2 2007-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13 

17  

一种基于多网络融合的

支持多种业务的通用业

务平台 

孟祥武；宫云战；

彭  泳；陈俊亮；

夏亚梅 

ZL 2007 1 0002988.5 2007-1-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29 

18  
一种利用指纹细节特征

点绑定/恢复密钥的方法 

苏  菲；冯  全；

蔡安妮 
ZL 2007 1 0063883.0 2007-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16 

19  

一种基于移动台速度的

非实时业务切换避免调

度方法 

田  辉；张  平；

杨  宁；陶小峰；

谢怀遥；邓  钢

ZL 2007 1 0064269.6 2007-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2-16 

20  

服务质量保证的多用户

MIMO-OFDM 系统的资

源分配方法 

田  辉；张  平；

王  爽；赵  澍；

邓  钢；张  铭

ZL 2007 1 0064272.8 2007-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21  

联合标量量化方法以及

自适应调整标量量化电

平的方法 

李立华；张  平；

张新宇；武  平；

陶小峰；关宏之

ZL 2007 1 0107677.5 2007-5-24 

北京邮电大学  

富士通株式会

社 

2011-10-5 

22  

基于多级缓存共享的全

光串行组播模块及其组

播方法 

纪越峰；黄治同；

刘  心；王宏祥
ZL 2007 1 0099635.1 2007-5-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30 

23  
一种多用户多天线码分

多址系统的检测方法 

陶小峰；张  平；

徐  瑨；韩  娟；

李立华；田  辉

ZL 2007 1 0118983.9 2007-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24  
转发报文的方法和网络

设备 

崔毅东；李智涛；

徐雅静；燕  敏；

冯  骥；庄宏成

ZL 2007 1 0140199.8 2007-8-13 

华为技术有限

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8 

25  

一种应用于通信系统的

基于策略管理的方法及

系统 

张  平；冯志勇；

纪  阳；陈  杰；

赵臻真；驰  骋

ZL 2007 1 0175499.X 2007-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31 

26  

多运营商场景下自主无

线资源管理方法、系统及

设备 

冯志勇；张  平；

张永靖；曾  宪；

薛  圆；苗  丹；

张奇勋 

ZL 2007 1 0175497.0 2007-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27  
一种对家电设备进行远

程控制的方法和系统 

唐晓晟；张  平；

纪  阳；梅  伟；

张  蕾；李碧瑞；

李亦农；冯志勇

ZL 2007 1 0175498.5 2007-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28  
一种适用于多载波系统

的信道估计方法 

张建华；张  平；

黄  琛；孙霏霏
ZL 2007 1 0175496.6 2007-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29  
一种结构化低密度校验

码的编码方法 

吴湛击；欧阳子

月；王文博； 

郑  辰；雷  旭；

胡  炜 

ZL 2007 1 0176249.8 2007-10-23 

北京邮电大学  

普天信息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11-9-14 

30  
一种用于带有表帖芯片

电路的验证调试系统 

张永军；韩大海；

刘俊涛；尧  昱；

顾畹仪 

ZL 2007 1 0177241.3 2007-1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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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于串行同源机制的故

障通告装置及其方法 

纪越峰；王贤茜；

陆月明 
ZL 2007 1 0177820.8 2007-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24 

32  一种新闻离线浏览系统 周延泉；马俊杰 ZL 2007 1 0178806.X 2007-1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6 

33  

用协同中继节点在异构

无线网络中实现协同传

输的方法 

彭木根；王文博 ZL 2008 1 0055865.2 2008-1-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0 

34  
一种多路同等级异源数

据的复用方法及其装置 

张永军；闫新峰；

梁  伟；尧  昱；

顾畹仪 

ZL 2008 1 0056071.8 2008-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16 

35  
基于 STL 文件的曲面切

割轨迹获得方法 

邓中亮；周洪波；

贺晓华 
ZL2008 1 0006923.2 2008-1-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7 

36  

波长可变换智能光网络

联合路由单点重入的规

避方法 

纪越峰；杨志昂；

王宏祥 
ZL 2008 1 0056384.3 2008-1-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25 

37  
一种无线网状网络的路

径选择方法 

望育梅；刘  雨；

张  琳 
ZL 2008 1 0056434.8 2008-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13 

38  

预置 小阻塞概率节点

的波长转换器的放置方

法 

纪越峰；王  璨 ZL 2008 1 0056518.1 2008-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8 

39  
在多用户终端 MIMO 系

统中预编码方法和系统 

李立华；张  平；

方  舒；武  平；

陶小峰；周  华

ZL 2008 1 0056808.6 2008-1-24 

北京邮电大学

富士通株式会

社 

2011-4-13 

40  

移动通信网络中多跳中

继时分双工自适应传输

方法和装置 

宋  梅；由  磊；

魏翼飞；罗  伟；

彭海兰；张  勇；

宋俊德 

ZL 2008 1 0000881.1 2008-1-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9 

41  
流媒体信息分发系统和

方法及客户端 

马少武；王洪波；

房秉毅；潘海鹏；

王志军；申志伟；

马轶慧；张  鹏

ZL 2008 1 0101660.3 2008-3-10 

中国网通集团

宽带业务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

室 有 限 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31 

42  

OFDMA 蜂窝系统中基

于虚小区的半静态干扰

协调方法 

郑洁莹；夏  璐；

张天魁；曾志民；

冯春燕；刘银龙

ZL 2008 1 0101751.7 2008-3-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2-9 

43  

一种无线网络间集中式

动态频谱管理方法和系

统 

冯志勇；张  平；

黎文边；苗  丹；

薛  圆 

ZL 2008 1 0102969.4 2008-3-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44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目标跟踪方法 

罗海勇；赵  方；

林  权；朱珍民；

何  哲 

ZL 2008 1 0103125.1 2008-3-31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45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节点定位方法 

罗海勇；赵  方；

林  权；朱珍民；

何  哲 

ZL 2008 1 0103124.7 2008-3-31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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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46  一种商业智能系统 

宋  梅；马文静；

满  毅；王  莉；

宋美娜 

ZL 2008 1 0103312.X 2008-4-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8 

47  
一种多频偏载波同步及

信道估计的方法及设备 

张建华；张  平；

张炎炎；张  治；

刘宝玲 

ZL 2008 1 0104277.3 2008-4-17 

北京邮电大学  

韩国电子通信

研究院 

2011-11-16 

48  
通信系统中基于组件的

协议栈优化方法和装置 

冯志勇；张  平；

迟  骋 
ZL 2008 1 0106170.2 2008-5-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30 

49  
双亢余 CAN 总线控制器

及其报文处理方法 

孙汉旭；贾庆轩；

冯  涛；叶  平；

曹红玉 

ZL 2008 1 0106353.4 2008-5-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2 

50  
在无线中继网络中采用

网络编码通信的方法 

彭木根；王月新；

吴湛击；王文博
ZL 2008 1 0114470.5 2008-6-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51  
一种实现流媒体业务的

方法、系统及装置 

周文安；胡  浩；

王文艳；宋  梅；

宋俊德 

ZL 2008 1 0114605.8 2008-6-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26 

52  
用于 TD-SCDMA 系统下

行信号的载波检测方法 

牛  凯；林家儒；

徐文波；汪  滢
ZL 2008 1 0114636.3 2008-6-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6 

53  
一种金融卡防盗刷的方

法和设备 

田  辉；张  平；

张  蕾；杨  超；

李碧瑞 

ZL 2008 1 0114989.3 2008-6-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54  
用户身份认证方法及系

统 

王  尧；纪  阳；

李文杰；张春红；

李漓春；勾学荣；

裘晓峰；张  勖；

于翠波；吴振宇；

慕宇琪；杨明川

ZL 2008 1 0116315.7 2008-7-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55  
一种信息调查方法和系

统 

纪  阳；梵春雷；

杨  晨；张春红；

马  慧；章  魁；

周  桢；孙继宇；

杜亚波 

ZL 2008 1 0116569.9 2008-7-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56  

一种基于中间刻槽工序

的无裂纹异质外延生长

技术 

黄  辉；任晓敏；

吕吉贺；蔡世伟；

王  琦；黄永清

ZL 2008 1 0132429.0 2008-7-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2 

57  

用于 IP 多媒体子系统对

用户终端进行两级位置

管理的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曹予飞；戚  琦；

朱晓民；张  磊；

徐  童；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08 1 0118199.2 2008-8-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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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用于 IP 多媒体子系统对

用户终端进行动态位置

管理的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曹予飞；戚  琦；

朱晓民；张  磊；

徐  童；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08 1 0118200.1 2008-8-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0 

59  
一种实现资源预留的方

法、装置及系统 

刘  培；邹卫霞；

邱  晶；孙  璇；

白媛媛 

ZL 2008 1 0198053.3 2008-8-27 

华为技术有限

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7 

60  

结合位置信息的伙伴选

择与协作传输的实现方

法 

王晓湘；胡  静；

张鸿涛；沈振惠；

王玉龙 

ZL 2008 1 0119659.3 2008-9-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2-9 

61  
一种 OWL 信息到关系数

据库的转换方法及装置 

王智立；李文璟；

张慧吉；陈兴渝；

芮兰兰；王  颖；

亓  峰；高志鹏

ZL 2008 1 0222030.1 2008-9-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26 

62  

在 OFDM 协同/中继系统

中多业务混合传输的实

现方法 

陈书平；张  兴；

付  雷；王文博，

纪晓东 

ZL 2008 1 0223764.1 2008-10-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8 

63  

用于车载 Ad hoc 网络中

的数据包竞争转发的方

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李元振；李彤红；

朱晓民；张  磊；

徐  童；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08 1 0224403.9 2008-10-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2 

64  
综合业务接入装置、系统

及其控制方法 

周文安；胡  浩；

王文艳；刘庆攀；

宋俊德；于洪福；

马  飞 

ZL 2008 1 0167870.2 2008-10-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21

65  

一种基于服务质量本体

的互联网服务选择系统

及方法 

苏  森；杨放春；

张  蕾；双  锴；

于晓燕；刘  斌；

宋  月 

ZL 2008 1 0224118.7 2008-10-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66  
一种 Web 应用系统的故

障定位方法 

邱雪松；成  璐；

龙会湖；亓  峰；

孟洛明；王  颖；

刘会永 

ZL 2008 1 0119972.7 2008-10-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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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一种无线对等网络中节

点的多源调度方法 

纪  红；于  非；

司鹏博；王仕果；

李  曦；李  屹；

李  亭；罗常青；

梅敬青 

ZL 2008 1 0225189.9 2008-10-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68  

一种无线对等网络中节

点的组织方法及资源发

现方法 

纪  红；于  非；

司鹏博；李  曦；

王仕果；李  屹；

李  亭；罗常青；

梅敬青 

ZL 2008 1 0225190.1 2008-10-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31 

69  

一种异构无线网络中支

持端到端服务质量的通

信系统和方法 

纪  红；李  屹；

罗常青；谢  园；

李  曦；李  亭；

梅敬青；王仕果

ZL 2008 1 0225632.2 2008-10-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70  

基于用户需求的 WEB 服

务单个 Qos 属性评价方

法 

苏  森；于晓燕；

杨放春；张  蕾；

双  锴；薛春刚；

龙丽娟 

ZL 2008 1 0226374.X 2008-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30 

71  
超大型指纹库的索引结

构和检索方法 

袁宝玺；苏  菲；

蔡安妮 
ZL 2008 1 0180094.X 2008-11-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0 

72  
组播网络中的上溯式编

码向量分配方法 
柏  琳；王肖玲 ZL 2008 1 0227281.9 2008-1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30 

73  
一种基于用户身份授权

访问网络的方法和系统 

宋  梅；马文静；

张  勇；满  毅；

王佳佳；张  轩；

谷  晨；康祥清；

张  欢；宋俊德

ZL 2008 1 0181187.4 2008-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26 

74  可伸缩机械手 

李端玲；孙汉旭；

贾庆轩；牛海军；

刘  旭；叶  壮；

许  溱；丁  杰；

李  明；成  伟

ZL 2008 1 0227514.5 2008-1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9 

75  
一种光网络中基于信令

的自适应传输控制方法 

张  杰；顾畹仪；

王  磊；吴祥波
ZL 2008 1 0226977.X 2008-1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8 

76  

一种内部植入 CPU 的

FPGA 系统在线升级的

方法 

刘俊涛；张永军；

张志辉；李晓斐；

蒋定孚；沈月峰

ZL 2008 1 0239593.1 2008-12-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77  

一种面向多层多域分布

式光网络的路由装置及

方法 

乔耀军；李  慧；

马雷明；纪越峰
ZL 2008 1 0240087.4 2008-12-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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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78  
无线自组织网络的拓扑

绘制算法 

武穆清；徐春秀；

甄  岩；魏璐璐；

梁绍芳；王  彬；

魏宇欣；吴大鹏；

阎啸天；苗建松；

郑  凤 

ZL 2008 1 0240386.8 2008-12-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16 

79  
一种基于 BREW 平台的

图片加载方法 
黄小军；汪  琼 ZL 2008 1 0187539.7 2008-1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28 

80  

基于 CUSUM 算法检测

SIP 消息洪泛攻击的装置

和方法 

孙其博；闫丹凤；

杨放春；龙湘明；

王尚广 

ZL 2009 1 0076310.0 2009-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81  
一种 WiMAX 网络管理

的通信系统和方法 

宋  梅；吴永东；

张  勇；满  毅；

王佳佳；战晓苏；

王  莉；张  轩

ZL 2009 1 0000677.4 2009-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8 

82  
一种基于蚁群算法的分

布式分配子载波的方法 

牛  凯；林  睿；

许文俊；贺志强；

吴伟陵 

ZL 2009 1 0076751.0 2009-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28 

83  
一种基于安全漏洞缺陷

模式的检测方法 

宫云战；刘传昌；

陈俊亮；杨朝红；

肖  庆；金大海；

李飞宇 

ZL 2009 1 0003082.4 2009-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29 

84  
一种 H.264 码率控制方

法 

杨  波；常  侃；

门爱东；全子一；

张文豪；韩  钰；

宗晓飞 

ZL 2009 1 0077737.2 2009-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5 

85  
用 GTEM 小室测试天线

全向辐射总功率的方法 

李书芳；李  吉；

洪卫军；刘红杰；

尹斯星；姜雪松；

易  敏；邓  力

ZL 2009 1 0077741.9 2009-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86  
一种分析和提取设定场

景的音频数据的方法 
李  祺；马华东 ZL 2009 1 0077312.1 2009-2-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5 

87  

一种用于音频监控系统

中的音频特征参数的提

取方法 

马华东；李  祺；

黄  千 
ZL 2009 1 0079447.1 2009-3-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88  

基于区分服务网络和

IPv6 扩展头实现自治

QoS 的系统和方法 

阙喜戎；王文东；

龚向阳；李腾杰
ZL 2009 1 0081211.1 2009-3-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20 

89  
一种封闭网络内检测计

算机非法外联的方法 

孙  彬；温巧燕；

曹海旺；张  华；

冯运波；张  杰

ZL 2009 1 0081606.1 2009-4-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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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90  

交互式网络电视数字版

权管理系统许可证管理

方法 

辛  宇；马兆丰；

赵志超；黄建清；

陈荔聪；杨义先；

钮心忻；孙宝寅

ZL 2009 1 0082839.3 2009-4-23 

天柏宽带网络

科技（北京）

有 限 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20 

91  
具有认知功能的无线通

信网络系统 

贺志强；薛  超；

许文俊；牛  凯；

林家儒 

ZL 2009 1 0082733.3 2009-4-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9 

92  
基于硬件的大规模网络

路由仿真方法 

郑康锋；郭世泽；

杨义先；王秀娟；

钮心忻；武  斌；

赵建鹏 

ZL 2009 1 0136096.3 2009-4-28 

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第

五十四研究所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2011-4-20 

93  

一种用于高阶 MIMO 系

统的预编码码本的构造

方法 

贺志强；庞家锋；

李  楠；牛  凯；

别志松；林家儒

ZL 2009 1 0083083.4 2009-4-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24 

94  

一种基于多媒体广播多

播业务的中继组播方法

和装置 

纪  红；王成金；

李  曦；李  屹；

罗常青；毛  旭；

李希金 

ZL 2009 1 0083527.4 2009-5-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20 

95  

组播网络中基于图着色

的编码向量动态分配方

法 

柏  琳；王肖玲 ZL 2009 1 0083795.6 2009-5-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25 

96  
一种用于多天线系统的

下行多用户的选择方法 

彭木根；周  通；

王文博 
ZL 2009 1 0084522.3 2009-5-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9 

97  
六自由度水下球形机器

人 

孙汉旭；贾庆轩；

张延恒；周慧玲；

叶  平；兰晓娟；

李红义 

ZL 2009 1 0084791.X 2009-5-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6 

98  
异构网络中的网络选择

方法 

纪  红；于  非；

司鹏搏；李  屹；

李  曦；李希金；

王成金；毛  旭

ZL 2009 1 0085559.8 2009-5-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 

99  

一种用于空间可分级视

频编码的编码模式选择

方法 

杨  波；张文豪；

门爱东；常  侃；

陈晓博；明阳阳；

韩  睿 

ZL 2009 1 0085616.2 2009-5-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5 

100  
一种接入控制的方法及

装置 

黄  帆；郑骜扬；

佘好求；董  飞；

王亚峰；杨大成

ZL 2009 1 0085102.7 2009-6-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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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01  履带式球形机器人 

孙汉旭；贾庆轩；

张延恒；宋荆州；

叶  平；高  欣；

李红义 

ZL 2009 1 0085149.3 2009-6-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3 

102  

一种利用互相关函数被

动测量 TCP 连接往返时

延的方法 

裴育杰；王洪波；

程时端 
ZL 2009 1 0086506.8 2009-6-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103  一种分群的方法及装置 

李  昶；冉  杰；

董  飞；王亚峰；

杨大成 

ZL 2009 1 0084954.4 2009-6-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104  
一种 Ad hoc 网络机会路

由的实现方法 

武穆清；徐春秀；

甄  岩；宿景芳；

梁绍芳；袁  爽；

殷亚敏；李理岩；

赵楠楠；刘孝剑；

李  勇；苗建松；

郑  凤；温向明

ZL 2009 1 0086209.3 2009-6-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5 

105  
一种功率分配的方法及

装置 

李  倩；任  旻；

董  飞；王亚峰；

杨大成 

ZL 2009 1 0084989.8 2009-6-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22 

106  

在 PMIPv6域内的移动节

点切换过程中多 LMA 的

选择方法 

胡  博；陈山枝；

蒋晓燕；郭小莉；

李玉宏 

ZL 2009 1 0086604.1 2009-6-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107  

一种基于叠加码的减少

无线中继冗余转发的方

法 

彭木根；刘  洋；

魏东岩；王文博
ZL 2009 1 0086603.7 2009-6-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28 

108  
一种终端群协同定位方

法 

崔琪楣；张一衡；

陶小峰；许晓东；

张  平 

ZL 2009 1 0086171.X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109  
一种即插即用量子密钥

分发装置 

马海强；焦荣珍；

王  川；李林霞；

吴张斌 

ZL 2009 1 0086185.1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110  一种蜂窝定位方法 

崔琪楣；张一衡；

陶小峰；许晓东；

张  平 

ZL 2009 1 0086170.5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21 

111  
一种多域协作的分布式

故障诊断方法及系统 

邹仕洪；褚灵伟；

程时端；王文东；

田春岐 

ZL 2009 1 0148371.3 2009-6-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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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12  

一种用于 TD-HSPA+ 

MIMO系统的S-PARC单

双流选择方法 

彭木根；张  翔；

刘萍慧；王文博；

李  勇 

ZL 2009 1 0087853.2 2009-6-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6 

113  
一种无线业务的异构网

络及切换方法 

张  勇；陈广泉；

满  毅；宋  梅；

王  莉；滕颖蕾；

王佳佳；谷  晨；

马文静；马  跃；

刘宁宁 

ZL 2009 1 0142249.5 2009-6-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13 

114  
一种无源光接入网中端

到端业务重定向的方法 

陈  雪；马东超；

王  震；王立芊；

尹志伟；张治国

ZL 2009 1 0086780.5 2009-6-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5 

115  
一种基于视频的人体肢

体运动的跟踪方法 

马华东；曾成斌；

明安龙 
ZL 2009 1 0088064.0 2009-7-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116  
用于移动终端微弱信号

测试的便携电磁屏蔽箱 

沈远茂；石  丹；

俞俊生；刘绍华；

陈晓东；高攸纲

ZL 2009 1 0148768.2 2009-7-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13 

117  

输出状态稳定可控的多

缺陷一维光子晶体全光

开关的实现方法 

田慧平；王  博；

刘  彬；纪越峰
ZL 2009 1 0087698.4 2009-7-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22 

118  
一种用于 OFDM 系统的

软频率复用的改进方法 

彭木根；韩  斌；

李  莉；王文博
ZL 2009 1 0088686.3 2009-7-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 

119  
场地运动精彩镜头集锦

自动生成方法 

董  远；高  珊；

黄  珺 
ZL 2009 1 0089357.0 2009-7-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 

120  
一种连续语音识别结果

评价的方法和装置 

刘  刚；陈  伟；

郭  军；国玉晶
ZL 2009 1 0088866.1 2009-7-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121  
一种语音识别语义置信

特征提取的方法和装置 

陈  伟；刘  刚；

郭  军；国玉晶
ZL 2009 1 0088867.6 2009-7-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122  
一种确定基站天线方位

角偏差的方法 

兰丽娜；于翠波；

张  勖；勾学荣；

毛京丽；张大伟；

李  巍；路宏琦；

李大伟；于明凯；

王栩楠；谢韫涵；

柴莎莎 

ZL 2009 1 0089769.4 2009-7-23 

北京格林耐特

通信技术有限

责 任 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123  
一种确定小区覆盖范围

的方法和装置 

于翠波；兰丽娜；

张  勖；勾学荣；

毛京丽；张大伟；

李  巍；路宏琦；

李大伟；于明凯；

王栩楠；谢韫涵；

柴莎莎 

ZL 2009 1 0090057.4 2009-7-27 

北京格林耐特

通信技术有限

责 任 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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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一种用户选择方法、装置

和系统 

龚  萍；吕旌阳；

林雪红；房  亮；

赵振山；雷  旭；

胡  炜 

ZL 2009 1 0090144.X 2009-7-29 

普天信息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2 

125  
一种视频压缩编码中的

资源分配方法 

门爱东；韩  钰；

常  侃；张文豪；

宗晓飞；陈晓博；

明阳阳；韩  睿

ZL 2009 1 0089185.7 2009-8-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2-16 

126  

用于 TD-HSPA+多用户

MIMO 系统的调制编码

方式的选择方法 

彭木根；张  翔；

金  明；王文博
ZL 2009 1 0091164.9 2009-8-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25 

127  
基于上下文服务的会议

通知系统及方法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钟升达；

林祥涛 

ZL 2009 1 0091612.5 2009-8-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1 

128  
实现异构网络 QoS 动态

映射的系统及其方法 

周文安；刘  露；

刘  剑；刘宗贤；

冯瑞军；杜  煜；

谢  冰 

ZL 2009 1 0090611.9 2009-8-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0 

129  

一种实现异构网络端到

端业务 QoS 控制的系统

和方法 

周文安；谢  冰；

宋俊德；张  沛；

艾小丽；李  彪；

姚红艳；刘  露

ZL 2009 1 0090613.8 2009-8-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10 

130  
一种异构网络信息下发

的栅格划分方法及系统 

冯志勇；张  平；

张奇勋；田  方；

胡  铮；李  乾

ZL 2009 1 0092593.8 2009-9-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21 

131  
结构改进的平动式啮合

电机 

魏世民；廖启征；

李瑞华 
ZL 2009 1 0092997.7 2009-9-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4 

132  
横向磁通永磁电机及其

定子制造方法 

廖启征；魏世民；

毛征财 
ZL 2009 1 0235798.7 2009-10-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133  
无线接入网的自主负载

均衡的实现方法与装置 

孟洛明；邱雪松；

张  恒；王  颖；

亓  峰；高志鹏

ZL 2009 1 0237961.3 2009-1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1 

134  
基于策略优化的终端软

件故障修复方法及装置 

芮兰兰；高志鹏；

郭少勇；陈兴渝；

熊  翱；刘会永

ZL 2009 1 0237962.8 2009-1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26 

135  

一种保护银行卡号及口

令不被网络钓鱼网站窃

取的方法 

孙  彬；张  华；

温巧燕 
ZL 2009 1 0238401.X 2009-1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7 

136  

一种无线网络中多用户

混合业务的容量规划方

法 

胡  杰；张  兴；

肖  静；李秦梓；

王文博 

ZL 2009 1 0238410.9 2009-1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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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一种管理家庭基站的方

法和装置 

亓  峰；王  颖；

杨  杨；芮兰兰；

邱雪松；李文璟；

高志鹏 

ZL 2009 1 0241628.X 2009-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1 

138  
一种选择和设置网络超

级节点的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万  里；朱晓民；

张  磊；徐  童；

张乐剑；沈奇威；

樊利民；程  莉

ZL 2009 1 0250017.1 2009-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2 

139  
基于压缩感知技术的分

布式信源编码的方法 

贺志强；徐文波；

牛  凯；王东昊；

汪  滢 

ZL 2009 1 0242622.4 2009-12-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140  
基于协商的无线传感器

网络任务分配方法 

高志鹏；刘会永；

李玉坤；孟洛明；

邱雪松；芮兰兰；

陈兴渝 

ZL 2010 1 0033866.4 2010-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15 

141  
基于号码携带的通信保

障方法和系统 

李文璟；詹志强；

刘艳光；熊  翱；

王智立；王  颖；

亓  峰 

ZL 2010 1 0033865.X 2010-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7-27 

142  
一种基于特殊业务的通

信保障方法 

陈兴渝；李文璟；

吕维浩；王  颖；

刘会永；詹志强；

亓  峰 

ZL 2010 1 0033864.5 2010-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26 

143  

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

法的无线传感器节点联

盟生成方法 

邱雪松；熊  翱；

关志丽；亓  峰；

杨  杨；芮兰兰；

高志鹏 

ZL 2010 1 0034063.0 2010-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5-11 

144  
基于认知技术的室内覆

盖设备干扰解决方案 

刘元安；孙剑锋；

谢  刚；高锦春；

韩  潇；袁东明；

韩  宝 

ZL 2010 1 0101166.4 2010-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145  可变轮径的车轮 

李端玲；廖启征；

林惟锓；李  鹏；

邹存伟；张振华；

王兴泽 

ZL 2010 1 0117489.2 2010-3-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0-12 

146  
基于非圆齿轮的变速传

动机构 

廖启征；魏世民；

郭  磊；王  超
ZL 2010 1 0118557.7 2010-3-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147  
基于用户存储行为的数

据备份方法 

姚文斌；王  枞；

肖  达；刘建毅；

伍淳华；陈  钊

ZL 2010 1 0132752.5 2010-3-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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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48  

利用微流体注入技术且

波长可调的二维光子晶

体解复用器 

田慧平；翟  羿；

纪越峰 
ZL 2010 1 0138228.9 2010-4-2 北京邮电大学 2011-8-24 

149  一种抽取关键词的方法 
李  蕾；王  骏；

刘冬雪 
ZL 2010 1 0218156.9 2010-6-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7 

150  
双转子径向驱动式啮合

电机 

魏世民；廖启征；

李瑞华 
ZL 2010 1 0230109.6 2010-7-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30 

151  

对反直观量子密钥分配

系统的单光子分束攻击

方法 

高  飞；张  华；

秦素娟；郭奋卓；

张  劼；温巧燕

ZL 2010 1 0234822.8 2010-7-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7 

152  

一种对傅里叶变换量子

秘密共享系统的攻击方

法 

高  飞；张  华；

宋婷婷；秦素娟；

温巧燕 

ZL 2010 1 0234837.4 2010-7-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7 

153  
适用于数字水印技术的

语音信号处理装置 

张  茹；曹晨磊；

朱芸茜；李  虔；

钮心忻 

ZL 2010 2 0148394.2 2010-4-1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7 

154  便携式无线电测向装置 

刘元安；黎淑兰；

于翠屏；刘  鑫；

苏  明；梁  言；

魏添翼 

ZL 2010 2 0188700.5 2010-5-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3-23 

155  一种无线传感监控装置 

邓中亮；徐连明；

刘  晨；毕  乾；

薛广普 

ZL 2010 2 0292953.7 2010-8-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6 

156  控制终端和系统 

邓中亮，徐连明，

毕  乾，刘  晨，

薛广普 

ZL 2010 2 0292949.0 2010-8-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22 

157  医用熔蜡恒温箱 

张恒文；张  敏；

白国超；李端玲；

赵一云；李学明

ZL 2010 2 0516130.8 2010-9-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6-22 

158  

显示控制系统及其通信

系统、显示设备和显示控

制设备 

孙  岩；罗  红；

隋玉亮；曹京伟
ZL 2010 2 0537258.2 2010-9-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4-27 

159  一种基因检测设备 
邓中亮；葛悦涛；

曹其可；韩  可
ZL 2011 2 0027569.9 201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1-9-28 

160  一种单元化储备粮仓 

翟江临；吴子丹；

周慧玲；曹  阳；

赵会义；侯文庆；

杨  军；王华英；

周晓光；邱  平；

吴国胜；刘继辉；

苏志远；刘玉坤

ZL 2011 2 0102208.6 2011-4-8 

国家粮食局科

学研究院  国

贸工程设计院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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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 SCI、EI、ISTP、SSCI 收录论文统计结果 

SCI(篇) EI（篇） ISTP（篇） SSCI（篇） 

410 612 1263 4 

2011 年发表论文、专著汇总表 

  

序号 

  

  

二级单位 

  

  

二级单位

总计 

  

其             中   

 专 著

  

期刊论文（篇） 会议论文（篇） 

国  内 国  际 国  内 国  际 

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844 195 138 1 490 20 

2 网络技术研究院 387 108 82 13 180 4 

3 计算机学院 361 77 47 5 220 12 

4 电子工程学院 296 86 62 16 126 6 

5 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293 19 115 2 153 4 

6 经济管理学院 200 91 9 15 68 17 

7 理学院 138 18 74 13 27 6 

8 人文学院 120 51 12 34 8 15 

9 自动化学院 117 37 16 2 59 3 

10 国际学院 68 6 2 57 3 0 

11 网络教育学院 57 14 7 0 33 3 

12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50 49 0 0 0 1 

13 软件学院 42 9 1 27 3 2 

14 图书馆 21 15 0 5 1 0 

15 党委宣传部 10 7 0 0 0 3 

16 体育部 8 6 0 0 1 1 

17 校务办公室 3 1 0 1 0 1 

总    计 3015 789 565 191 137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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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功能符合性检验技术 

研究与实现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协作单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中科正阳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凝思科技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胡志昂，范  红，张  淼，徐国胜，陈秀波，王励成，郭燕慧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信息安全技术专题目标导向类项目（课题编

号：2009AA01Z439）。 

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是推进保护信息化发展、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根本保障。为

了指导安全等级保护信息系统的建设，构建具有示范作用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信息系统并对

其安全功能可实现性提供检验手段，该课题研究了适用于二、三、四级信息系统安全功能符

合性的检验技术和检验规范，对 GB 17859-1999 标准所定义的二级信息系统 5 种核心安全功

能、三级信息系统的 7 种核心安全功能和四级信息系统中的 9 种核心安全功能的检验技术的

研究和检验方法的设计，完成了等级保护检验平台系统。该平台使用安全规则库生成检验方

案，管理和使用检验工具集并输出详细的结果报告；完成了等级保护检验工具集，包括： 

1. Windows、RHEL5、Oracle、区域边界安全配置检查工具集,能够检验对 2，3，4 级信

息系统计算环境、通信网络、区域边界、安全管理中心四方面功能进行安全检测。 

2. 应用安全检查工具，支持在 Java、ASP、.NET、PHP 等多种开发语言代码中查找出安

全漏洞并生成详尽的检测分析报告。 

3. 基于硬盘的主机防客体重用检测工具，用来判断主机的防客体重用性能。 

4. 数据加密分析工具，用来准确判断数据块是否经过加密处理；完成了国家级标准草

案《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功能符合性检验技术要求与检验方法规范》，并获得全国信息安

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立项支持。 

 

科技信息可视分析软件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斌 

课题组成员：吴  斌，杨  娟，修佳鹏，杜  楠，叶  祺，裴  欣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基于海量信息分析的科技评价方法、技术

研究与应用（课题编号：2006BAH03B05）的子课题（子课题编号：2006BAH03B05-3）。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基于由多维度指标构成的科技分析模型，重点研究科技主题特征提取方法，提出将

时间、权重、网络特征、传统计量特征及指标面向科技分析并结合可视化技术的综合展示方

法可以在国家科技管理过程中，提供一种客观、定量、形象的辅助手段，以进一步深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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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现有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 

2. 该软件平台通过文献分析、作者分析、机构分析、关键词分析、期刊分析和引文分

析六部分，实现对文献数据的多维度数据分析。通过构建实体网络，应用社团发现和社团演

化技术，并将网络权重引入各实体网络中，综合评价科技文献信息。科技信息可视分析软件

平台集成了实体智能识别技术，实体关联技术，并将其应用到数据清理模块，从而能够识别

重名作者，重复文章或是相似机构。使用 GraphOLAP 技术以及社团发现等网络分析技术，同

时应用 JUNG 作图技术，分层次，多角度的可视化实体多关系特征。科技信息可视分析软件

平台通过集成上述各种技术，深度挖掘海量科技文献资源的内在关联，并利用可视化技术多

角度展示，可以为我国科技信息评价领域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机动车辆行为过程快速获取与建模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明安龙 

课题组成员：明安龙，刘  亮，马华东，李朋杰，曾成斌，傅慧源，王俊强， 

            向  梅，刘  超，张晓波，毛续飞，叶  文，杨  俊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15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虚拟现实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305）。 

本课题以主要交通参与对象（机动车辆）的群体行为以及道路和建筑物等快速获取与建

模方法为研究对象，研究大规模复杂场景中机动车辆的快速获取及建模技术，包括相应原型

系统的研制。其研究成果为交通流分析、城市监控、以及机动车辆动、静态交通违法行为的

现场监测、抓拍、记录与处理等的道路交通现场监测提供有效的手段，对进一步提高道路交

通管理的综合监管效能，发挥其促进作用。 

为了实现一个大规模复杂场景机动车辆快速获取与建模系统，本课题的思路是利用多摄

像机网络从大规模复杂场景中得到视频数据，然后分以下四步进行处理： 

1. 对视频数据进行天气效果去除（主要是雨天）和光线补偿。 

2. 提取机动车辆行为过程信息。 

3. 分析机动车辆行为过程。 

4. 根据提取的信息和分析的结果，利用已构建的三维模型库进行机动车辆行为过程建

模和场景装配。 

应用前景：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各种机动车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

机动车辆各种违法违章的行为屡禁不止，成为交通管理中的一道难题。如机动车辆的抛洒遗

漏行为，一方面带来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另一方面其留在路面上的抛

洒物还会成为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交通运输综合管

理方法，借助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对各个交通要道实现大范围、全方位的实时监控，有

助于对机动车辆的监管，在现代交通运输管理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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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敏感用户数据防泄漏的统一模型与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亚建 

课题组成员：周亚建，彭维平，平  源，刘  念，孙  娜，彭建芬，薛  超，程  丽， 

            唐一鸿，徐  璐，李  正，兰  铂，高  富，宋家瑸，薛  凯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20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信息安全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430）。 

本课题研究并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统一的敏感数据防泄漏模型，该模型综合运用敏感

数据分析、数据加密、密钥管理、密文检索、身份认证等技术和责任分离、安全管理等策略

实现从数据存储、数据传输到数据利用的完整保护， 终利用该模型设计并实现了具有双角

色约束的敏感数据防泄漏原型系统。 

在该防泄漏模型中，通过引入可信计算技术，将核心资源子网构建成可信网络环境，各

终端之间通过 TNC 技术实现可信网络连接，在保证终端可信的基础上，通过身份识别及访问

控制技术实现上层的安全访问。对静态资源的分级保护时，通过对密钥进行层次化的分级并

基于 TPM 实现密钥的统一管理；对结构化数据采用细粒度的加密保护机制；对非结构化数据

采用分类技术判别敏感级，并通过建立虚拟目录映射机制进行保护。对传输态的数据均通过

各 TPM 中间件在进行平台可信验证和身份识别后，实时协商会话密钥进行保护，做到防欺骗、

防重放、防篡改。对使用态的数据信息只要脱离主机环境，均按照使用者绑定角色等级进行

加密处理，保证只有该授权用户专用。另外，在所有操作环节中，均实现了操作监控、日志

记录和报告，并由审计中心实时审计，反馈策略参数修改更新等信息。 终，为不同的目标

用户提供一个可信、可靠、可管的敏感数据防泄漏方案。  

 

软件的安全性缺陷模式及 

基于安全性缺陷模式的测试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  威 

课题组成员：张  威，金大海，王雅文，黄俊飞，刘传昌，肖  庆，杨朝红，章  洋， 

彭  泳，李飞宇，王  前，周虹伯，赵云山，董  娜，邹  欣，胡成杰， 

裴志强，姚欣洪，孙  涛，孙华衿，李青翠，孙玉琢，叶可可，马  博， 

宋  颖，苏  巍，姚  虎，江  标，王越凡，刘  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信息安全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404）。 

本课题在基于程序源代码的安全性缺陷模式研究方面取得很好的进展，通过对大量缺陷

数据的分析及总结，针对 Java 程序提出未验证输入、滥用 API、安全特性、不当异常处理、

低质量代码、封装不当和竞争条件等 7 大类 85 种安全性缺陷模式，针对 C/C++程序提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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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输入、缓冲区溢出、滥用 API、约束函数、安全特性、不当异常处理和低质量代码共 7

大类 52 种安全性缺陷模式。 

为了提高分析精度，本课题采用多种关键技术，如通过缺陷模式状态机描述缺陷模式、

通过状态条件合并方法提高分析路径的敏感性、通过计算矛盾状态条件提高分析路径有效

性、通过函数摘要提高上下分析的敏感性、通过摘要条件提高上下文分析的有效性、通过缺

陷切片简化路径复杂度并提高分析效率、通过符号分析及别名分析提高区间计算准确性，这

些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程序抽象计算与其实际执行间的差距。 

本课题应用提高精度的关键技术，为若干定义的安全性缺陷模式开发自动缺陷测试系统

——DTS，该系统支持 C/C++/Java 程序的安全性缺陷测试。对 10 个 Java 开源软件、10 个

C/C++开源软件实施安全性缺陷模式测试，测试代码行数超过百万行，发现近了 2 千个安全

性缺陷。 

 

市政管线管理的可视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柏 

课题组成员：王  柏，徐六通，杨  娟，方  维，肖  丁，张  雷，周春燕， 

耿关辉，史  敏，林素平，王  翼，李虓虓，杜  楠，王宏亮， 

毕  然，任  水，叶  祺，文程晔 

结题时间： 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城市市政管网信息管理系统及可视化动

态管理系统研究”（课题编号：2006BAJ16B04）的子课题（子课题编号：2006BAJ16B04-2）。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市政管线管理的可视化技术研究。通过对城市市政管线调研、数据收集，并对需求

和三维可视化技术现状进行充分分析，对比国内外现有相关领域的三维可视化技术，提出管

网三维可视化及动态管理软件的总体设计方案。 

2．市政管线可视化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登记号：2011SRBJ0080）。该系统以

信息模型为基础，围绕三维市政管网的三维建模、三维导航、动态展示等功能进行设计与实

现，运行效果良好。 

3．软件运行示范。通过示范工程，也进一步表明本课题开发设计的市政管线可视化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实用性。（1）结合顺义新城详细规划、怀柔市政工程专项规划进行规划设

计运行示范，完成了城市市政管网平面设计，也实现用三维可视技术，查验规划设计成果的

可实施性；（2）结合北川新县城灾后建设，在北川建立城市管网管理系统运行示范，并在北

川重建过程中，实现设计、施工、管理一体的平台。 

4．应用价值。本课题研究在城市管网信息模型、空间分析和动态展示方面取得了一些

关键成果，并开发了城市管网动态展示系统，以提高城市市政管线可视化的管理水平和工作

效率，提高国内市政管线信息化管理水平。同时，可对市政管线进行适时的维修，将事故降

到 低，即便在发生事故或故障时，也能及时报警，将损失降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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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管控协同光网络快速连接建立及资源优化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协作单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黄善国 

课题组成员：黄善国，顾畹仪，韩大海，王大江，王振宇，顾东俊， 

郑滟雷，李  彬，邓  宇，罗  沛，郭炳理，连伟华，  

郭  熹，张  弦，李玉萍，戍永兴，刘  爱 

结题时间： 2011 年 5 月 4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18）。 

本课题对分布式管控协同光网络快速连接建立及资源优化技术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分布式管控协同光网络创新体系、分布式控制平面机制（快速连接建立的信令、多层多域

路由资源优化、分布式环境下高可靠生存性资源优化）、分布式与集中式结合的网管、分布

式管控协同光网络软硬件试验平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1．提出了分布式管控协同光网络的体系。通过智能移动代理技术实现集中式与分布式

结合的网管，设计并实现了应用于分布式管控协同光网络中的协同事务模块，使得光网络控

制与管理的实时交互成为可能。 

2．提出针对多层多域网络的快速树形信令机制，以及波长可用性信息快速分发机制，

为提高网络资源预留的效率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智能光互联网中分布

式、多层域路由的新算法策略；提出了允许未受物理层面节点失效影响的虚拟网络节点迁移

策略，并提出了新型的联合生存性方法与策略，实现了分布式管控协同光网络中的生存性资

源优化。 

3．提出了分布式与集中式结合的新型网管机制，解决了传送网中的智能专家管理系统

及分布式代理的管理功能及机制等问题。 

4．实现了多层多域路由及资源优化仿真平台 MSPON Simulator，支持的节点数超过 100

个，支持超过 5 层的拓扑层次结构；搭建了分布式、多层域试验网及硬件平台 DCCMST，完

成了相应的硬件实验和功能实现方案。试验网模拟真实的网络环境，采用虚拟机技术构建的

节点规模在 60 个以上，5个节点具有业务平面，同时包括 4个真实的光交换硬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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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可重构分插复用具有波长处理机制的 

平面光集成解复用接收器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黄永清 

课题组成员：黄永清，任晓敏，段晓峰，王  琦，黄  辉，张阳安，张  霞，  

尚玉峰，王  伟，蔡世伟，吕吉贺，徐玉峰，陈海波，苗  昂，  

李轶群，范鑫烨，李  丁，周英飞，颜  强，叶  显 

结题时间： 2011 年 5 月 4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新材料技术领域光电信息与特种功能材料专题项目（课题编

号：2007AA03Z418）。 

本课题设计并实现了一种新颖的用于可重构光分叉复用（ROADM）技术的集成解复用接

收器件。本课题的实施为 终实现大规模平面集成 ROADM 开发和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

持，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用于 ROADM 技术的集成解复用接收器件，该器件可以实现四路波长的下路（探

测四路波长）。器件主要特点是采用了多阶梯谐振腔结构，这一结构的引入成功实现了多波

长接收的单片集成。器件峰值量子效率达到 51%，光谱响应曲线的线宽小于 0.5nm，波长调

谐范围大于 10nm，3dB 频率响应带宽达到 14GHz。 

2．基于大失配异质外延技术实现了 GaAs/AlGaAs 的 F-P 谐振腔与 InP 基的 p-i-n 光

探测器的单片集成，制备了 GaAs-DBRs/InP-PD 单片集成可调谐光探测器。器件具有窄的光

谱线宽（＜0.8nm），同时，峰值量子效率大于 55%，3dB 响应带宽达到 10GHz。 

3．提出并实现了具有阶梯腔的法布里－珀罗滤波器阵列结构，解决了多阶梯腔制备的

工艺难点，在此基础上成功制备了具有波长处理功能的单片集成光探测器阵列。可以实现多

路波长探测，峰值量子效率大于 50%，光谱线宽小于 0.7nm，3dB 频率响应带宽达到 10GHz。 

4．为了在器件性能（量子效率、高速响应等）方面获得更高的指标，对器件的结构和

工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获得以下研究成果：①GaAs 及 InP 衬底上表面光滑平坦

且具有特定倾角的斜面的制备；② 实现了高速长波长光探测器，器件 3dB 频率响应带宽达

到 36GHz；③成功制备了单片集成的长波长四镜三腔光探测器。器件响应波长为 1550nm，峰

值量子效率接近 70%，光谱线宽为 0.5nm，3dB 频率响应带宽大于 8GHz；④ 设计了具有双吸

收层结构的新型 RCE 光探测器，器件的峰值量子效率接近 65%，器件性能的进一步改进正在

进行中；⑤ 提出了具有亚波长光栅（SWG）结构的 RCE 光探测器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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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光纤通信传输系统中信号损伤动态结合的 

光电均衡技术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晓光  

课题组成员：张晓光，张明伦，席丽霞，张阳安，张文博，段高燕，张锦南， 

袁学光，余和军，唐先锋，翁  轩，田  凤，李建平，周黎明， 

林  密，赵鑫媛，王  盖，陶金晶，孙  洋，邸青玥，秦江星， 

张荣国，潘  伟，樊  弋，徐  霞，张卫强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5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24）。 

本课题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搭建了 40 Gbit/s DQPSK（正交差分相移）偏分复用系统实验系统平台。 

2．完成与华为公司合作产业化新产品：偏振模色散自适应补偿试验样机（OPMDC）一

台，在 40×43 Gbit/s DWDM 1200km 的实验平台上测试通过。指标全面达到和超过了美国

Stratalight 公司的产品 OTS 4540。完成了基于 FFE+MLSE（前馈均衡+ 大似然系列估计）

的电均衡器。在级联 FFE 之后，采用 MLSE 的系统的误码性能可以再改善 2dB 以上。 

3．完成了响应速度为 12.6 krad/s 的兼有偏振态转化功能的偏振稳定实验系统。 

4．完成了基于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DPC）的前向纠错（FEC）的代码编写及性能验证。 

5．完成了 FEC+扰偏技术相结合抵抗偏振模色散仿真实验，在相同的 OSNR 下，经过

FEC 的纠错以后，有快速扰偏器情况下的误码率比没有扰偏器的情况要低。 

6．设计了基于高非线性光纤和半导体光放大器的两种相位和幅度能同时再生的系统模

型，完成了基于这两种再生系统再生效果的实验。经再生器后，误码率降到了光通信系统要

求的误码率以下。 

 

基于身份与位置分离的路由寻址体系结构及 

实验系统 
  

 课题依托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课题协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输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徐小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卢美莲 

北邮课题组成员：卢美莲，龚向阳，王文东，阙喜戎，马  跃，邓  芳，张爱华， 

阮绍臣，回全超，贾亦辰，章碧云，张晶晶，李  鹏，陆  旋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15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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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提出了基于身份与位置分离的路由寻址体系结构，是目前互联网体系架构存在的

路由可扩展性、流量工程以及多归属等方面问题的一种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具有创新性，具

有潜在的产业化前景。主要科研成果如下： 

1. 研究了基于身份与位置分离的路由寻址体系结构的关键技术，提出一个身份与位置

标识分离的新型 Internet 路由寻址体系架构模型。具体包括：内嵌安全认证特性以及包含

组织语义的身份标识命名空间；兼容 IPv4 地址、地理位置感知的层次化位置标识的命名空

间；具有合理商业和信任模型的实时、安全、可扩展的 ID/Locator 映射系统；支持网络多

归属、灵活流量工程能力、主机和网络移动以及路由安全的层次化路由系统。 

2. 研究和提出了支持层次化、可管理、具有带安全特性的 ID 命名机制及 ID/Locator

映射系统架构，并设计实现了映射系统的原型。 

3. 研究和提出了基于身份与位置分离技术的、支持移动性、多归属、流量工程等功能

的主机侧的协议架构，并设计实现了主机侧软件系统的原型。 

4. 搭建包含一个核心网、多个接入网以及大量终端主机的支持新型路由体系架构的测

试网络环境，并进行了系统的测试验证。 

北京邮电大学承担的任务是基于身份与位置分离寻址体系结构中的 ID/Locator 映射系

统与主机系统的协议体系结构的研究。 

 

基于异构融合的新型无线认知网络路由及 

QoS 保障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勇 

课题组成员：张  勇，冯瑞军（中国移动研究院），满  毅，王  莉，魏翼飞，王志辉， 

黎  燕，由  磊，滕颖蕾，陈广泉，戴  超，王景尧，王  萍，王英赫， 

马文静，王佳佳，谷  晨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21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06）。 

本课题对基于异构融合的无线认知网络路由及 QoS 保障机制进行研究。主要包括：  

1．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网络架构及行为模型，提出了动态频谱分配的行为模型，定义了

网络架构内部各个单元的功能和接口、不同网络间/网络内部的信息交互方式、网络的联合

资源分配等。 

2．提出了新型的主备路由协议，设计了基于位置信息和 QoS 需求的新型路由算法，建

立了通用的多接入选择判决模型。 

3．提出了保障认知异构网络 QoS 的接入控制机制，适合于认知网络的自适应的端到端

QoS 保障机制，基于移动分类辅助策略并具有 QoS 业务感知的自适应无缝切换机制。 

4．提出了一种从物理层到传输层完整的无线多跳网络跨层设计调度方案，提出了一种

新型的具备自适应特性的跨层设计调度方案和协同中继网络的 TCP 性能跨层优化机制。 

5．提交了一个具备本课题任务书所涉及的各网络功能模块的系统级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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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接入网络加密认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寿国础 

课题组成员：寿国础，胡怡红，郭志刚，宁  帆，郑  凤，卢放鸣，马永立， 

            许肖肖，陆  阳，杨立伟，张  剑，屈善新，刘  冬，霍  甲， 

            毛泽湘，陈  东，曹  帆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21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8AA01Z218）。 

本课题针对高速接入网络优化了基于 GCM（伽罗华域计数器模式）的加密认证技术方案，

提出了 Churning-GCM、SMS4-GCM 等新的 GCM 算法方案。基于 FPGA，研发了千兆、万兆以及

更高速的 GCM 加密认证算法，完成了算法的测试验证。对于关键算法模块进行了优化，其中，

设计实现的 AES 加解密模块吞吐量达到 82.65Gbps，是国际上已报道的 AES 单路实现的 高

速度；设计实现的 GHASH 模块吞吐量达到了 43.32Gbps，在采用 4 路并行结构时，其吞吐量

达到了 123.054Gbps；针对伽罗华域 GF(2
m
)乘法器，提出了一种串并结合乘法器结构，能够

适应于对空间复杂度 优和时间复杂度 优的不同应用要求；还提出了一种降维算法，能以

较低的时延代价降低乘法器的资源消耗，该算法是经典 Karatsuba 算法在伽罗华二元域上的

一种拓展，适用于大位数乘法器的高效设计。 

本课题研制了速率为 Gbps 的高速接入网络加密认证实验系统以及安全算法测试方法，

并通过了第三方测试验证。高速接入网络加密认证系统的主体为内嵌高性能 FPGA 的网络安

全模块(Netsec)，具备千兆 SFP 光接口和 10/100/1000M 网络接口，已开发了多种加密、认

证以及加密认证算法。安全算法测试方法主要基于算法标准和安全算法验证体系(CAVP)制

定，建立了由高性能 FPGA 网络平台（FPGAnic）与网络测试仪组成的测试环境，支持安全系

统及其算法的测试与验证。  

 

可扩展认知网络的服务质量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协作单位：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龚向阳 

课题组成员：龚向阳，马  建，王文东，阙喜戎，金跃辉，陈灿峰，张海燕， 

            赵敏丞，上官明乔，陈  珊，赵艳慧，王  楠，冯靖君，刘  浩， 

            李香飞，章碧云，彭俊龙，颜  玮，孙韩林，李  岩， 郑一挥， 

            王睿思，孙  伟，李  鹏，杨  谈，田  克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22 日  

 

本课题是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10）。 

本课题主要取得如下成果：  

1. 分析未来互联网业务与应用需求，提出了一种可扩展的多维度结构化的认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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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保障的体系结构框架，研究了该认知网络 QoS 保障框架中的关键技术、方法和机制。  

2. 设计实现了支持 QoS 保障功能的认知网络结点原型系统，该系统实现和验证了认知

网络 QoS 保障关键技术与机制，包括分级认知过程、上下文感知、业务流识别、流量学习/

建模/预测与知识管理、策略管理、分组标记、队列管理、队列调度、环境感知的自适应路

由、移动性等功能模块；构建了由 11 个固定节点（8 个认知节点、3 个商用路由器）和 12

个无线移动结点构成的支持 QoS 保障的认知网络原型系统验证平台，验证了课题所提出认知

网络 QoS 保障框架及其关键技术的有效性。  

 

面向应用的多域网络管理协作体系结构、协议与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邱雪松 

课题组成员：邱雪松，李文璟，陈兴渝，熊  翱，成  璐，高志鹏，芮兰兰， 

            王  颖，王智立，高  斐，庄爱民，杨  杨，乔  焰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8AA01Z201）。 

本课题主要研究基于 SOA（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的多域网络管理协作体系结构、协议

与算法，将 Web Service 等技术应用到网络管理中，以解决目前多域网络管理协作中存在的

问题。本课题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如下： 

1. 针对网络管理动态协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Web Service 的网管系统

间动态协作体系结构，在三角色和三种操作的基础上，引入一个新的逻辑实体负责管理服务

的组合、发布和提供，新逻辑实体根据需要使用各个管理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并按照某种逻

辑关系将其组合成为组合管理服务。 

2. 使用 WSDL 和 XML Schema 给出了网络管理所需的通知服务、注册服务、心跳服务和

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的定义；定义了一个基于 XML Schema 的通用被管对象类，给出了通用的

被管对象访问方法，以及对象继承关系的表示方法，为 Web Service 技术应用于网络管理奠

定了技术基础。  

3. 针对故障检测和诊断的精度低、时延大、智能化低等问题，提出了高效智能化的多

域应用故障检测与诊断机制，首先提出了基于信息墒的探测站点选择方法和基于环境感知的

自适应探测方法，同时针对不准确的知识和噪声给网络与业务故障分析带来的问题，提出了

基于不确定知识的网络与业务故障分析算法。所提出的算法与技术对保障业务运行质量，提

高网络鲁棒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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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b/s 光正交频分复用(OOFDM)长距离传输 

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协作单位: 信息产业部通信计量中心，湖南大学 

课题负责人：忻向军 

课题组成员：忻向军，张  琦，马健新，张丽佳，邓超公，喻  松，黄惠英， 

刘  博，关  昕，王葵如，张大鹏，隆正浩，张为峰，曹永盛， 

孙学康，陈  林，雷小燕，董  泽，何  晶，张颖艳，秦怀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20）。 

光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OFDM）是高速长距离光通信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课题涉

及高速OOFDM信号生成、传输及检测理论和实现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100Gb/s高速 OOFDM

实验平台的建立。本课题组按照项目申请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研究内容进行了

拓展，主要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  

1. 系统地研究各种调制方式的光载高频射频信号在光纤中传输的机理, 建立了较完善

的 OOFDM 光纤传输理论体系, 提出了一种基于子载波间非线性效应的光学 OFDM 传输模型。

该模型基于 OFDM 子载波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指出了决定非线性噪声的主要因素, 并提

出了可以采用概率类和相位补偿类两种数字信号处理方法抑制非线性噪声,达到了降低非线

性噪声的效果。  

2. 研究频率偏移造成的相位变化在频域上的特性，本课题组首次根据此特性提出了基

于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的频率偏移补偿算法。该算法适用于所有矢量调制格式， 范围非常

广泛。另外，由于该算法基于成熟且精确的 FFT，算法性能优异，便于实现，提高了从相位

差里提取频率误差的精度。  

3. 提出通过采用常规编码方式提升 OOFDM 传输性能的方法，在 OFDM 信号数据帧通过常

规编码后，映射到副载波上面，并通过副载波中设置保护间隔和训练序列，减小块状干扰，

利于信道估计和均衡，提升 OOFDM 传输性能。  

4. 提出通过采用 Turbo 码与交织码的编码方式，不仅提高了 OOFDM 系统的误码特性，

而且无需采用保护间隔，进一步提高了光 OFDM 系统的频谱率， 提升了光 OFDM 传输性能。  

5. 提出采用 MSK 预编码方式，提高 OOFDM 信号的抗频偏能力，使 OOFDM 信号性能提升

了 2dB。  

6. 研究光相位调制产生的光载 OFDM 信号与光强度调制产生的光载 OFDM 信号对 PAPR

的影响，提出光相位调制产生的光载 OFDM 信号更能克服高 PAPR 引起的非线性效应。  

7. 基于已提出的 OOFDM 理论和关键技术，课题组从 100Gb/s 的 OOFDM 信号的产生与接

收着手，搭建了 100Gb/s 光 OFDM 信号的百公里传输实验平台，实现了 400Gb/s 的 OOFDM 信

号传输 100km 后，误码特性小于，OFDM 谱效率 4bit/s/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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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规模扩展的多层多域智能光网络 

关键技术与实验系统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协作单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张  民 

课题组成员：张  民，叶  兵，赵永利，王宏祥，张永军，谢久雨，王  颖， 

            张力方，边巍巍，丁  慧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55）。 

本课题紧密结合大规模光网络技术发展趋势/前沿课题和我国光网络存在的技术难题，

提出并研究了“多层多域、高可扩展、约束感知和策略驱动的光网络的双路由引擎结构

（DREAMSCAPE）”，重点解决了多层多域光网络在资源优化和动态业务配置过程中的路由控

制和路径计算等技术难题。 

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路由体系结构--DREAMSCAPE，引入双路由引擎模型，能够有效支

持单元计算和群计算功能，实现了大规模拓扑下快速准确可靠的选路要求。 

2. 提出了与群计算单元功能相关的协议机制方案，能够有效地完成全网信息同步路径

计算，节省选路资源，减小大规模选路的收敛时间，提供更加复杂有效的光传送网业务。 

3. 提出了多层多域光网络中基于业务分类的资源分配算法，基于冲突感知的波长碰撞

避免方法以及考虑物理损伤信息的路由与波长分配方法；在路径计算方面，提出了考虑物理

损伤信息的后向回溯路径计算方法，多约束条件的路由选择方法等。 

4. 提出了多层多域环境下基于双路由引擎模式下的保护恢复策略及重路由算法策略。

解决了大规模光网络中多故障的快速恢复问题；有效改善了大规模光网络中跨层跨域故障恢

复性能，并针对大量应组播业务，提出了具有不同 QoS 保障的快速保护恢复机制。 

5. 针对多层多域大规模光网络层间和域间处理信息的复杂性，该课题从泛洪信息的收

敛性能、网络故障的恢复性能以及建路性能等方面对大规模多层多域光网络中相关的性能指

标进行了定义，提出了一套网络生存性和 LSP 建路性能的评估方法。 

6. 采用实节点与硬件虚拟节点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搭建了大规模网络实验平台，用数十

台计算机构建了上千个节点规模的多层多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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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Gb/s 单波道高速光传输关键技术与实验系统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协作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负责人：伍  剑 

课题组成员：伍  剑，娄采云，李  岩，陆  丹，霍  力，乔耀军，李  蔚，左  勇， 

            章恩耀，程远兵，王秀坛，张祖兴，孔德明，王  慧，嵇  誉，易小刚， 

            张方正，高雨良，杨彦甫，赵晓凡，余文科，邢燕飞，任丹萍，杜宗鹏， 

李曦烨，吴冰冰，徐  聪，邱吉芳，姚  辰，陶继方，李兰兰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56）。  

本课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建立了基于行波(TW)电极模型和载流子吸收变化的 EAM 模型；建

立了光电混合锁相环理论模型，建立了 160 GS/s OTDM DQPSK 系统仿真平台，分析了传输链

路非线性效应的影响，优化了色散图谱。在关键技术方面完成了基于 EAM 和级联相位调制器

脉冲压缩的重复频率 40GHz、脉宽＜1.9ps、定时抖动＜100fs、消光比＞31dB、信噪比优于

40dB 的高质量高稳定相干超短光脉冲源；完成了基于晶体延时和保偏光纤双折射延时的 40G

到 160G 光时分复用复用单元模块，延时时隙误差小于 100fs；完成了基于光电锁相环的时

钟提取单元，提取时钟频率为 40GHz、时间抖动小于 238fs，1kHz 相位噪声小于－97dBc；

完成了基于 EAM 的解复用单元，解复用窗口宽度小于 2.73ps，消光比优于 23dB，偏振敏感

度＜1dB；完成了基于双平行调制器和电信号复用的 40GS/s DQPSK 信号调制单元以及基于

1bit 延时干涉仪和平衡接收机的 40GS/s DQPSK 信号接收单元，无前置放大的接收灵敏度优

于－6dBm。在上述理论和单元技术基础上，建立了 160GS/s 的 DQPSK OTDM 超高速光传输平

台，实现 410.5km 光传输，误码率小于 10
-9
，灵敏度为－5dBm。传输链路为 G.652 光纤和 G.657

光纤，单跨～80km，5 个跨距，光纤总长 460.9km(G.652 光纤长 410.5km，DCF 长 50.4km)。 

本课题研究不仅可以带动相关高速光电子器件的研究发展，所得结果对于未来高速光传

输技术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课题对单信道超高速(＞160Gb/s)OTDM 系统关键技术的研

究具有重大意义。通过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在超高速光传输整体技术方面达到与国际先进水

平同步，在部分关键单元技术方面有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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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光缓存功能的光子晶体慢光机理与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慧平 

课题组成员：田慧平，沈宏君，顾仁涛，鲁  辉，刘学君，王雪莹，许  攀，王  博， 

龙  芳，张  璇，翟  弈，杨大全，刘凌宇，刘伟佳，赵腊梅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14）。 

本课题定位于光子晶体慢光技术与缓存性能关键技术的探索性和创新性研究，以及相关

功能模块的实验设计研制与测试。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在新方法与新机制、实验模块设计研

制与实验平台搭建等关键技术研究中获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为：  

1. 研究了光子晶体波导中慢光特性对结构参数的依赖关系，获得了缺陷位置、尺寸、

微腔间距及插槽宽度等参数对慢光传输特性的影响。 

2. 研究了光子晶体波导的群折射率、色散和带宽以及电光调制特性，数值得到了一定

结构参数下低群速度低色散区里高比特率光波信号的传输。 

3. 研究了圆形、方形以及椭圆形空气孔光子晶体线缺陷波导在孔位置以及半径扰动情

况下的稳定性，给出了光波在扰动后的透射特性。 

4. 研究了光子晶体波导慢光特性的缓存应用，获得了慢光特性参数对具有缓存功能的

光学缓存器件性能参数的影响规律。 

5. 在模拟研究的基础上搭建了检测光子晶体慢光特性的实验平台，实现了实验床对所

研制光子晶体慢光特性的测试。 

 

低成本的多波长以太网综合接入网系统（λ-EMD） 
 

课题依托单位：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课题协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等 

课题负责人：侯景元（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郭宏翔 

北邮课题组成员：郭宏翔，程远兵，伍  剑，李  岩，洪小斌，戴一堂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8AA01A331）。 

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研制了基于 MEMS 的低成本可调谐激光器器件，首先进行了 MEMS 可调谐激光器的理论分

析和设计工作，完成了基于 MEMS 可调谐激光器的原理分析，建立了相应的仿真模型，确定

了满足系统要求的激光器的各项参数。通过优化深硅刻蚀工艺，实现了平滑、高反射率的弧

形反射镜结构，该反射镜可作为可调谐激光器的外腔反射镜；对平衡梁和梳状驱动结构的

MEMS 进行了设计和制作，解决了相关的技术难点，使反射镜能够快速响应(＜10ms)，并且

在移动过程中有较强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 MEMS 可调谐激光器，获得了大于 17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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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谐范围，覆盖了 12 个分立波长；基于现有器件测试结果，对 MEMS 可调谐激光器进行了

优化设计，并对其在 WDM-TDM PON 中具体应用做了初步探索。课题中还研究了基于 GCSR 的

可调谐激光器，在将器件封装成为模块后，本课题还设计了可调谐波长光发射机方案。主要

由两大部分组成：基于 GCSR 的 EML(包括可调谐激光器和 EAM 调制器)和数字驱动电路部分。

其中数字驱动电路由五个模块组成：FPGA 模块、数模转换器模块（D/A）、运算放大器模块、

温度控制模块及 EAM 驱动模块。数字驱动电路的主要作用是给 GCSR 可调谐激光器提供四路

驱动电流，分别对应激光器的增益区、耦合区、相位区，以及反射区，通过改变驱动电流值

来实现波长变换的功能。数字信号通过 EAM 驱动模块驱动 EAM 调制激光器发出的特定波长的

直流光。 

 

100GE 光以太网关键技术研究与传输试验平台研制 
 

课题依托单位：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课题协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何建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洪小斌 

北邮课题组成员：洪小斌，乔耀军，李  岩，伍  剑，李  慧，李  蔚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53)。 

    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理论研究方面建立了 100GbE 传输系统仿真平台，分析了传输链路非线性效应的影

响，优化了色散图谱。 

2．本课题中的接收部分采用数字自相干接收，避免了本振激光器的使用，降低了接收

机的复杂度和成本，同时，此接收方案由于保留了全部的光场信息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电域补

偿提高系统的传输性能。 

3．研究了几种新型的相位估计算法对引入的相位噪声进行估计和补偿，提出了基于对

数算法的前向相位同步及校正技术，这些算法分别有其独特的优势。 

4. 完成了基于双平行调制器和电信号复用的 100GbE DQPSK 信号调制单元以及基于

1bit 延时干涉仪和平衡接收机的 100GbE DQPSK 信号接收单元。在上述理论和单元技术基础

上，建立了 100GbE DQPSK 高速光传输平台，实现 100km 光传输，传输链路为 G.652 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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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多通道射频收发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元安 

课题组成员：刘元安，黎淑兰，于翠屏，吴永乐，苏  明，谢  刚，袁东明， 

刘  芳，张洪光，吴  帆，史晓东，刘凯明，胡鹤飞，唐碧华， 

高锦春，刘  鑫，孙  凯，梁  言，武  杰，董明洋，梁  艳， 

金景镇，吴东林，魏添翼，崔冬暖，何金来，付吉祥，李琳瑶， 

都天骄，楼建全，高龙飞，周  慧，贺  庆，南敬昌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4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8AA01Z211）。 

该课题在理论探索和技术研究两个方面，突破了 100MHz 射频多通道的若干关键技术，

部分成果系首次在国际上取得，所研制完成的宽带多通道射频收发系统，可应用于

IMT-Advanced、TDD LTE-A 等 4G移动通信系统，支持 6×6的 MIMO通信，为面向 IMT-Advanced

等宽带系统的新兴技术提供了验证平台，为商用设备的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为产业技术升

级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该课题围绕功率放大器的预失真技术、多天线集成技术、射频电路电磁干扰抑制技术、

MIMO 信道特性改善技术、阻抗匹配及微带电路设计技术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探索和

技术研究方面，突破了100MHz射频多通道的若干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了两套射频带宽100MHz

可应用于 IMT-Advanced 系统的宽带多通道射频收发系统样机，并实现了与基带系统的集成

联试，性能稳定可靠。 

该课题在宽带数字预失真技术方面提出了动态记忆多项式预失真算法、子载波分组连续

相位调制（PTS-CPM）消峰算法、低复杂度易实现的环路延时估计算法；在小型化多天线技

术方面以光子晶体为反射背板和交叉极化布阵的方式设计并制作了背射式多天线阵列，在提

升天线间的隔离度 10dB 的同时降低了天线体积。课题组还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复数阻抗双

频带匹配的新概念，采用两根不等长传输线节组成了严格匹配结构，建立了完整的设计流程

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在双频带等分/不等分功率分配器理论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

双频带功率分配器的新结构，满足了新型平面微波电路的需求，能在两个不同的频段上同时

满足等分/不等分、隔离和匹配的新技术途径；在多频功率放大器理论和设计方面，设计并

研制了可同时工作于两个工作频带，且两个工作频带的带宽均大于 100MHz 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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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的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融合关键技术 

研究及验证演示系统开发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协作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输研究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田  辉 

课题组成员：田  辉，胡  铮，董晓鲁，邓  刚，龚达宁，赵  楠，周  正，黄小军， 

孙学斌，杨文川，孙  全，邹卫霞，张  莉，李  岩，李  峰，周  栋， 

刘  星，肖  逸，苗  婷，孙  雷，孙巧云，张国翊，江  帆，王升东， 

郑淑琴，裴郁杉，郭艳艳，董  琨，赵成仕，沈东明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4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62)。 

本课题针对具有泛在业务提供能力的无线个域网与具备广域业务控制能力的广域网融

合特征，研究了基于认知的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融合的关键技术，其主要包括跨层、多域信

息的感知推理技术、智能的协同工作机理、柔性统筹的自主无线资源管理机制以及灵活适变

的重构技术。以无线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网络融合目标，形成了以无线资源优化决策为核心的

闭式的认知科学思路，以及一套针对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融合的关键技术方案。从业务环境、

无线环境、用户环境等多个层面有序地整合异构无线系统，提升无线系统对复杂多变的融合

环境的适变能力，从而有机协同与融合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 

同时，研制开发了一套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融合的关键技术验证演示系统。对系统网络

构架、总体实施框架进行了定义，并针对具体实施需求，定义、开发了系统中的不同子系统，

如上下文感知子系统、聚合决策子系统、传输控制子系统和个域网子系统等，构建了业务演

示场景和流程。该系统能够实现上下文信息感知、终端子系统选择及协同、多网络协同的业

务传输及重构管理功能。此外，该系统还能够进行智能终端间上下文交互、相互发现、控制

节点分布式自举和基于用户终端物理位置和 RFID 标识的切换触发等。 

该课题研制开发的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融合的关键技术验证演示系统，能够验证基于认

知的无线个域网与广域网融合关键技术以及实现新型业务理念。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无线网络融合和业务融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移动通信网、智能家电网、物联

网等融合网络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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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通信中编码调制与同步的联合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牛  凯 

课题组成员：牛  凯，吴伟陵，别志松，张  睿，李  楠，郭  莉，罗新龙， 

            王东昊，孙  琛，万  千，云峻岭，陈  鹏，董  超，徐文波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5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33）。 

本课题为了解决极低谱密度无线传输的前述关键问题，从通信系统整体优化观点出发，

研究功率效率与带宽效率的 佳折中。按照信息不增性原理，本课题提出联合优化的新型无

线传输链路结构，包括统一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结构。采用这种统一的链路结构，有助于归纳

各种远距离通信体制的共性，提出发送信号的通用表示方法、获得接收算法的普遍结构，简

化通信设备的硬件结构，兼顾开发成本与系统性能，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工程价值。 

按照整体优化思想，本课题提出的联合优化方案研究内容包括三部分： 

1. 编码调制联合优化设计:利用贝齐尔曲线对 FQPSK 波形进行设计，实现对 FQPSK 信号

的包络起伏、 小欧式距离和功率谱效率的联合优化。基于嵌套 LDPC 的校验矩阵，使用

Lattice 构造方法，提出了 Lattice-CPM 框架。采用原模图与密度演化算法对 IRA 码进行了

优化设计，并通过仿真验证了其性能。 

2. 迭代时频跟踪算法：完成了 FQPSK 的基于 BCJR 算法的 Turbo 迭代相位同步的理论框

架和算法仿真。基于 Laurent 分解，提出了一种低复杂度的针对 CPM 的相位估计算法和定时

同步。 

3. 迭代检测译码算法：实现了传统 FQPSK 的网格编码调制方式，以及接收端的 Viterbi

检测和 BCJR 检测。研究了 CPM 的分解，包括 Rimoldi 分解、Laurent 分解和 Green 分解，

并在线性分解的基础上完成了低复杂度的 大似然序列检测算法。搭建了仿真平台对编码调

制和同步算法进行验证，基于通用无线电外围设备（Universal Software Radio Peripheral，

USRP），实现了调制与编码模块，并完成了对编码调制关键算法的验证。 

本课题成果的应用能够提高深空通信、卫星通信、远距离遥感遥测通信系统的接收机灵

敏度，大幅度降低整机成本，提高空间有效载荷。远距离通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通信应用领

域，本课题成果的推广使用，能够提高我国远距离通信的技术水平，更有效的逼近极限条件

下的传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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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频谱空洞不均匀性的认知移动通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卫东 

课题组成员：王卫东，张英海，厉  明，赵新蕾，周  瑶，钟检荣，王首峰， 

            沈嵩辉，张  楠，王宗文，褚远江，吴岳辛，王希栋，刘  宇， 

            邹俊伟，江  奕，王永涛，李  霞，刘  杰，张晓莹，范春晓， 

            曹永盛，刘会师，崔高峰，王  犇，乔举义，王  东，周  岩， 

            沈  雪，李  凡，莫淑芳，桑  媛，尧  炜，陈文庆，吕  志， 

            段  婕，黄  伟，韩金鹏，黄  哲，李  博，刘婧雯，刘依芳， 

            刘  凯，周  飞，王  芳，熊  瑶，余  阳，张  帆，宗  恺， 

            李  祥，刘  甲，王佩佩，李春延，叶  进，张霄霄，闫飞燕， 

            鲁思行，胡  畔，常馨月，王  丹，李琬犀，杨  露，何异舟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6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42）。 

在理论研究方面： 

1. 建立了新型的认知网络模型。 

（1）本课题研究了认知无线电系统频谱检测的特点，通过对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干扰角

色进行分类，提出了基于频谱空洞分类的频谱检测模型，该模型可以有效避免频谱空洞的多

检和漏检问题，并针对发射频谱空洞的检测提出了直接接收机检测方案； 

（2）本课题对认知无线电网络中控制信令的传输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快速控

制信道选择方案； 

（3）本课题对频谱空洞预留模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可以提高频谱切换可

靠性的频谱空洞预留模型。 

2. 提出了一套解决频谱空洞不均性的方案。本课题经过对频谱空洞特性的深入分析，

提出了基于频谱空洞不均匀性的频谱接入方案，建立了基于频谱空洞不均匀性的容量模型，

有助于实现从用户业务需求与频谱空洞容量的匹配，可提高从系统的频谱利用率。 

3. 提出了两套解决从用户流浪问题的方案。在传统的认知无线电研究中，主用户对其

授权频谱具有绝对优先级，这会造成从用户的频繁切换，这种现象被称为从用户流浪问题，

该问题可导致从用户的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本课题为解决从用户流浪问题提出了频谱租赁

算法和主从避让算法。以上两个算法提升了认知无线电技术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可用性。 

在软件仿真平台方面：本课题开发了一套具有友好人机交互界面的认知无线电仿真平

台，该仿真平台的部分模块具有开放接口，支持多系统共存；认知系统可以认知的频率范围

为 0～6GHz，仿真规模 大支持 19 小区，该平台可支持 4 种业务共存，并支持项目理论研

究中提出的多种频谱检测、分配、接入方案。  

在硬件平台方面：本课题研发了一套具有认知功能软件无线电平台。该平台可以进行频

谱空洞的检测与分配并且实现了项目组提出的基于频谱空洞不均匀性的容量匹配算法和信

道预留算法，同时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实时语音通话以及数据传输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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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协作广播 / 组播的多级传输与冲突控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玉龙 

课题组成员：王玉龙，王晓湘，张鸿涛，李  松，马金明，刘  臻，宋振峰， 

唐名威，赵  渊，沈振惠，赵振刚，郭  莉，吕旌阳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6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47）。 

针对无线协作广播组播的传输问题，我们从链路级、系统级两个层面展开研究。链路级

主要采用伙伴选择、预编码、波束成形、多级传输等方法，实现簇内的时、频、空、码、能

量等资源的高效利用，满足不同终端和业务的 QoS 需求；系统级主要采用功率控制、冲突避

免、频率规划等方法，在簇间进行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系统容量；同时，链路级、系

统级干扰协调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需要进行有效地协同，才能达到系统的整体优化。本课

题搭建了一套基于虚拟 MIMO 的协作广播系统性能验证仿真平台，该平台验证课题理论研究

成果，并使理论研究成果更加贴近实际系统应用。 

1. 理论创新：（1）针对单链路和无线协作网络伙伴选择问题，提出新型合作伙伴选择

策略及评价准则；将节点定位引入伙伴选择中，提出结合位置信息的伙伴选择与协作传输的

实现方法；（2）在多天线多播场景中，提出 大 小信噪比准则和 大平均信噪比准则的天

线选择方案，以及有限反馈下多播系统中的波束成形方案；（3）在多播重传阶段采用了网络

编码的思想来提高重传效率，提出了联合网络编码和信道解码-干扰消除（JNCD-IC）译码算

法，以及基于 大化接收信噪比准则的重传复合包生成算法；（4）在无线协作广播组播 MAC

层方面，提出基于节点聚簇的 MAC 层广播机制；（5）在基于无线协作的广播组播传输系统中，

研究几种协作系统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资源包括功率、子载波、时隙和码字等。 

2. 仿真平台：搭建了一套基于虚拟 MIMO 的协作广播系统性能验证仿真平台，仿真平台

提供一个系统级的无线网络仿真环境。在该平台中，信源、簇头节点和簇内节点组成无线协

作组播通信系统。采取了分级传输机制，通过信源到簇头，簇头到簇内节点两跳完成多播传

输。在两跳过程中，考虑节点选择、空时编码、网络编码、功率控制、冲突避免机制等技术，

改善无线多播传输性能，满足多播业务需求，通过仿真分析系统 Outage、BER 和 Capacity

等结果，比较各种多播新技术的适用场景及性能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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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电信网技术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航管科技有限公司 

课题协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课题负责人：杜  明（北京航管科技有限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高占春 

北邮课题组成员：高占春，蒋砚军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17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新一代国家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专

题项目（课题编号：2006AA12A112）。 

针对新一代空管系统中航空电信网的需求，研究航空电信网技术，为空管部门提供决策

支持。本课题内容包括航空电信网数据通信中的动态流量分配方法和 ATN 路由器虚拟机研

发。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1．移动路由问题是 ATN 网络的一个重要的问题。ATN 中使用基于飞机路径信息的移动

路由机制来解决该问题。针对飞机对高通信质量的要求，可使用基于路径信息或 MPLS 技术

对该移动路由机制进行优化。从时延、抖动、丢包和吞吐量四个方面比较，证明优化后的移

动路由机制提高了通信质量。 

2．实现了 ATN 路由器虚拟机：为了完成对 ATN 路由器中 IDRP 和 IS-IS 等动态路由协议

的正确性测试，需要多台路由器搭建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然后测试在线路断开之后系统能

否自动地根据拓扑结构的变化选择迂回路由。这种测试需要较多的硬件设备；当测试新的拓

扑结构，需要较大的工作量调整硬件设备和通信链路；在实验室环境下需构造有误码的信道，

测试协议工作的健壮性，比较复杂；需要对协议工作过程的所交换的协议数据分析。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提供便利的测试手段对软件进行测试、开发和培训，把整个 ATN 路由器软件系

统中的大部分 C 代码，包括路由协议的实现代码和整个系统的配置管理代码移植到 Windows

中，用一个进程来模拟实现一台 ATN 路由器。可以编辑整个系统的拓扑结构，设置信道的误

码，断开或复原某些通信链路，完成对整个系统的测试。虚拟路由器的底层通信采用网络机

制模拟，利用高性能的 Pentium 处理器，可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模拟多 ATN 台路由器。  

3．提供了一种航空电信网的路由器虚拟机，包括虚拟机平台模块、虚拟机协议模块和

网络拓扑结构存储模块。虚拟机平台模块，用于在虚拟机初始化时，根据存储的网络拓扑结

构信息和虚拟机配置描述信息，为虚拟机设置在网络中的位置和配置参数，并从虚拟机协议

模块获取路由协议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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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域无线广播组播网络中分层协同技术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协作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王文博 

课题组成员：王文博，彭木根, 蒋  远，梁  栋，靳  浩，赵  慧，张  兴， 

胡春静, 周  胜，纪晓东，梁双春，赵  培，袁广翔，程  楠， 

朱  松，杨常青，魏东岩，刘  洋，李  韧，赵  爽，周  通 

结题时间： 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9AA01Z244）。 

本课题研究了无线蜂窝系统的广播组播传输性能，提出了广播组播异构网络的融合方案, 

以及多项分层多级联合无线传输处理、资源调度和协同中继等多域协同广播组播传输的关键

技术，给出相应的算法及其性能分析仿真结果。该课题开发了多域无线广播组播网络分层协

同技术软件仿真验证平台，搭建了分层协同广播组播传输硬件演示平台，演示验证了分层协

同算法性能和无线中继传输性能。 

    本课题给出的无线广播组播性能评估准则是对无线广播组播系统性能评价方法的重要

补充；提出的广播组播的异构网络融合方案和广播组播分层协同传输关键技术具有良好的应

用价值；仿真和硬件演示平台很好的验证了分层协同广播组播传输的性能；课题从理论分析、

算法研究、协议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多域协同分层广播组播技术的标准化工作以及产业

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适用于无线中继网络的多级协作广播组播技术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琳 

课题组成员：张  琳，纪  红，Victor Leung，李  曦，李  屹，司鹏搏，罗长青，王仕果， 

王成金，梅敬青，李希金，毛  旭，葛文栋，谢人超，陈  丹，陈  亮， 

张晓亮，安春燕，王  睿，李  云，蔡  森，蔡道进，葛  堃，黎  明， 

符笳笛，刘  伟，陈慕琼，张海龙，倪  颖，付景团，张鹤立，郭惊华， 

王  恒，单宝堃，陈  浩，邓  乐，肖军超，林高河，刘  刚，张  铮， 

王永斌，邵小萌 

结题时间： 2011 年 6 月 6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自组织网络与通信技术专题课题（课题编号：

（2009AA01Z246）。 

本课题在具备协作通信功能的无线中继网络中，通过基站与中继节点之间的多级协作，

利用网络编码、分级调制、累积广播重点解决无线广播与组播中传输可靠性、资源利用率、

能量效率等关键问题，扩大组播通信容量，降低误比特率，提高系统吞吐量，减少无线设备

的能量消耗，延长广播树的生存时间，满足未来无线网络高传输速率、高频谱效率、高能量

效率和动态自组织的内在需求， 终实现无线中继网络中公平、高效、灵活、智能的广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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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应用。 

本课题搭建了一套无线中继网络试验平台，该平台由 6 台计算机构成，分别用于搭建六

大软件模块：Web 协议演示平台、控制平台、计算终端、虚拟仪器、业务终端和三种服务器。

计算机均接入局域网互联，无线信道通过数据库服务器模拟。本平台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扩展性强，为今后无线中继网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验证工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此外，为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本课题还搭建了基于 NS-2 仿真软件的无线中继网络仿真平

台，用来验证提出的协作组播广播算法，完成本课题试验性质的场景分析。 

本课题研究成果为无线广播与组播协作通信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为新一代无线中继

网络中广播组播领域的研发工作和产业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基于通用业务平台的固定/移动融合业务应用示范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卓望数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北京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李默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赵  耀 

北邮课题组成员：赵  耀，林荣恒，杨放春，邹  华，闫  海，曾  琰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项目。 

随着通信接入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话音业务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希望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均能实现自由的沟通。新的用户需求需要业务供应商和软件开发商积极参与并

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新业务，但接入方式的多样性与新业务之间不能进行很好的匹配。“通用

业务平台”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 

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研究基于通用业务平台的固定/移动融合业务提供技术，以及面向

通用业务平台的统一登录与统一认证鉴权技术，取得了如下成果： 

　 针对业务提供技术，研究了网络融合技术和固定/移动业务融合技术，深入分析了组网

模式、互联互通、面临的挑战等内容，并对基于 wIMS 和 UMA 的业务融合技术进行研究，

后调研了业务融合在国际上的发展现状。 

　 针对统一登录与统一认证鉴权技术，研究了现有各接入网络的认证鉴权机制。为支持固

定网、移动网、互联网等融合网络业务，提出了一种具有分布式认证、分布式授权、集中身

份联合等特点的统一登录鉴权方案，并对安全性和网络演进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该方案能

够很好地满足多种网络业务和多种业务提供角色的鉴权认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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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筑物复杂环境室内定位系统关键技术与示范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武汉大学 

课题负责人：邓中亮 

课题组成员：邓中亮，冯  晶（武大），徐连明，孔若杉（武大），刘  雯，田在荣（武大），

任维政，崔岩松，韩  可，李  宁，朱宇佳，谢  榕（武大），杨福兴， 

延  明，朱  丽（武大），赵文深，聂  进（武大）等 60 人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高精度无缝导航定位技术专题项

目（课题编号：2009AA12Z324）。 

室内高精度定位导航是是当今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位置服务的蓬勃发展与大型建筑的

日益增多，人们对室内位置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医院、展厅、写字楼、仓库、地下停车场

等都需要使用准确的室内定位信息，特别是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如场馆应急疏散、矿井救援、

医疗监护、救灾应急指挥调度等特殊应用场景下，室内定位信息更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卫

星定位不能实现复杂建筑物室内高精度定位导航，因此研究大型建筑物复杂环境室内定位系

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应用推广价值。 

该课题的研究目标是解决大型复杂建筑物室内精确定位导航、无缝监控预警、应急事件

处理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完成相应的算法软件、研制出集成室内外高精度定位技术的终端原

理样机，建立面向大型场馆应急管理的高精度室内外导航定位服务应用示范。 

该课题突破了室内外无缝高精度定位导航技术瓶颈，建立了基于立体单元网格的室内定

位空间信息模型，克服室内复杂环境下非视距、多径干扰对定位的影响，突破了无线传感网

的监控数据的可靠实时传输瓶颈，建立基于元胞自动机的人员疏散模型，提出了 优逃生路

径动态决策机制，基于 GPS/WLAN/WSN 实现了 3m 精度的室内外高精度无缝定位，实现了基于

智能感知的大型建筑物应急管理，具有创新性。课题完成了终端原理样机和示范系统研制，

并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示范应用，示范系统室内定位精度优于 3m（95%），室外定位精度优

于 5m(90%)；系统初次定位时间少于 30s；系统可用性优于 90%；覆盖 100000 m²以上大型复

杂建筑物的室内空间和周边 500m 的室外空间；系统终端管理容量 10000 个以上。  

该课题取得了多项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为大型建筑定位导航监控与应急服务管理提供

关键技术支撑，课题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场馆应急疏散、矿井救援、医疗监护、灾后救援、精

细化管理等领域，对推动室内高精度定位导航、应急安全和物联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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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段无线信道测量、建模与仿真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协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输研究所，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建华 

北邮课题组成员：张建华，张  治，邓  刚，田  磊，常  连，董  第，高鸿坚， 

高军军，胡诗维，黄  晨，黄程祥，姜  蕴，李晓帆，梁燕萍， 

刘  芳，刘明亮，刘  毅，聂蔚青，聂  欣，潘淳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3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重点项目“高频段无线通信基础技术研究开

发与示范系统”之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1502）。 

课题组给出了 6GHz～15GHz 频段的可用频谱范围和使用策略，完成了多个频段（包括

6GHz，8GHz 和 14GHz）、多种场景（包括室内和室外）和多种组网方式（包括中继和分布式

组网等）下的海量数据采集，并掌握 6GHz～15GHz 在室内、室外步行环境下宽带无线信道的

大尺度、小尺度衰落特性（包括时延特性、空域特性和相关性），以及不同组网下的信道特

性，包括中继组网和分布式组网等，以及不同频段点的信道特性的差异；掌握了高频段多天

线宽带无线信道建模和仿真方法，开发出了该频段在典型室内、外场（静止和低速移动）下

的信道模型仿真软件，为高频段的标准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课题组搭建的高频段信道测

量平台，能够支持高宽带、多天线（MIMO）、多频点、以及包括协同 Relay、分布式等场景

下的空-时-频信道参数测量；本课题掌握的 6GHz～15GHz 的信道特性（包括路损、时延和空

间特性等）及时地输入到标准化组织和其他课题当中。课题组在高频段的测量、建模方法的

研究成果为今后高频段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频谱感知与干扰评估新技术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协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 

课题负责人：王  莹 

课题组成员：王  莹，冯志勇，曾志民，甘小莺（外），李景春（外），冯春燕、 

郭彩丽，裘晓峰，吕铁军，黄  标（外），杨  锋（外）等 87 人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频谱资源共享无线通信系统重点项目课题（课

题编号：2009AA011802）。 

本课题旨在针对不同的频谱资源共享无线网络架构，开展频谱感知和干扰评估新技术研

究，突破实现技术，支撑实验验证网络开发。主要研究了如下内容：（1）不同网络架构下，

频谱资源共享无线网络对现有系统干扰的高速识别、定位和分类；（2）不同网络架构下，分

布式宽带协同频谱感知技术与测量方法；（3）不同网络架构下，分布式频谱感知数据处理与

数据传输调度优化设计；（4）频谱感知和干扰评估新技术在课题 1 的实验验证网络中应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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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本课题具体研究包括：对于单节点基础型主动频谱感知技术，提出了高效频谱感知体系；

在对电视频段信号实地测量和建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种基于电视信号特征的频谱检测

方法；提出了一种无需授权系统提供任何合作的授权用户信号定位方法；研究了基于 LTE

信号的协作频谱感知系统和方法；提出了增强型频谱感知技术，设计宽带协作感知模型，提

出了异步检测算法、分布式簇头选择算法和基于迭代匈牙利算法的联合频谱检测算法；研究

了分布式网络中创新型频谱感知算法并提出了认知导频信道（CPC）技术；搭建了验证演示

系统，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课题 1 的平台，部分算法在课题 5的仿真平台上进行了测试验证。 

 

基于分布式视频传感器网络架构的智能监控系统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参加单位：中国民航大学 

课题负责人：门爱东  

课题组成员：门爱东，杨  波，刘  山，陈晓博，明阳阳，李云鹏，秦  雯，  

郑  翊，陈孟阳，范  鹏 

结题时间： 2011 年 8 月 30 日 

 

本课题为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课题（课题编号：2008DFA12300）。 

随着世界各国对公共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视频监控系统的应用日益广泛。图像传

感器被放置在住宅小区、商业区、交通路口、急救车和警车上，甚至小型无人飞行器上，而

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视频监控网络。由于视频设备的不断增多，如何操作和控制整个网络，

如何从海量的视频信息中提取有用信息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课题组在分布式视频传感器中的智能监控领域，重点对图像增强、目标检测、特征提取、

目标跟踪等热点方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智能视频信息处理领域的关键技术及难点技

术，如图像增强和目标检测，特征提取和跟踪等，提出了背景光源减除算法、基于随机森林

的目标分类识别算法、基于 DCT 的单向描述符特征算子算法、基于多特征融合的粒子滤波目

标跟踪算法等，获得了更好的目标检测和跟踪效果。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目标定位问题，

研制了全新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平台，具有响应更快，组网更便捷，成本更低的特点；提出了

基于粒子滤波的无源被动目标定位算法，解决了传统主动式视频监控系统存在的问题，对于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理论及应用有推动作用。本课题研究工作是当今视频监控和无线传感器网

络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医疗护理、消防和反恐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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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毫米波无线通信技术：关键器件与系统设计 
 

课题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参加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 谢世钟（清华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徐  坤 

北邮课题组成员：徐  坤，戴一堂，李建强，殷  杰，张  旭，黄  浩，张  晔，孙小强 

结题时间： 2010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课题（课题编号：2008DFA11670）。 

本课题对光纤毫米波无线通信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三年的前

沿技术研究，北京邮电大学与国内清华大学、国外加拿大魁北克省康考迪亚大学和蒙特利尔

理工大学进行国际合作，在光纤毫米波无线通信的核心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技术突破。 

本课题围绕光纤毫米波无线通信中核心器件设计、光域微波信号处理以及 ROF 系统搭

建进行，重点研究光纤毫米波无线通信中的关键技术，其中包括全光矢量信号调制、毫米波

光学产生及恢复技术、光学微波信号上下变频技术、复杂系数微波光子滤波技术、多功能集

成毫米波前端及天线设计、集成宽带光电混频器件等。 

基于上述技术，提出了基于 UWB-OFDM 信号的频分复用光载无线系统（FDM-ROF）及相干

复用光载无线系统、基于偏振复用的宽带无线与有线混合接入系统、基于光生毫米波的多业

务混合接入系统、基于非等间隔频率间插技术的多业务融合 60GHzROF 接入系统、基于电光

相位调制器的全光毫米波 PSK 调制与双工传输系统、低成本上行链路的 60GHz RoF 系统等多

种 ROF 系统实现方案，建立了 30 GHz / 60GHz 毫米波光纤传输平台，成功实现了宽带有线

业务（2.5Gbit/s）、超宽带射频无线业务（1.25 Gbit/s～2.5Gbit/s @ 30GHz～60GHz）以

及宽带无线中频业务（2 Mbit/s ～300Mbit/s @ 2 GHz ～15GHz）波分复用全双工、宽带无

线、有线业务的混合传输与接入，接入覆盖距离超过 20km。 

 

试验床（一期） 
 

课题承担单位： 中国网通集团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黄治同 

北邮课题组成员：黄治同，武穆清，苗建松，王宏祥，徐春秀， 

丁举鹏，郭晓琳、申  京、郭起霖 

结题时间：2010 年 7 月 15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新一代高可信网络专题项目（课题编号：

2008AA01A322）。 

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针对新一代高可信网络试验床在长途骨干网、城域网和接入网中应

考虑采用的技术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包括： 

1. 内外关于未来网络体系架构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归纳了新一代高可信网

络新型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着重分析了底层传送网络技术所面临的挑战。 

2. 分析骨干网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在试验床骨干网，采用波分复用传输配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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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交换光网络控制平面技术作为主要解决方案，既具有 IP 传输网的智能性，又具有波分复

用光网络的高带宽。 

3. 分析城域网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在试验床城域网，针对原有核心节点，可暂

时保持现有 SDH/MSTP 技术不变，部分引入分组传送网（运营商级以太网）技术进行替代，

个别大容量新节点尝试性引入光波长交换设备配合自动交换光网络控制平面技术。 

4. 通过分析接入网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提出在试验床接入层

面，为体现新一代高可信网络的通用性，应兼容现有各种主流接入技术，同时具备良好扩展

性，并考虑与 3G 移动网络实现互联互通，便于今后构建统一的综合接入网络平台。 

5. 搭建了内场、外场试验床对相关技术进行了示范和验证。 

 

信息隐藏的容量分析和安全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牛少彰 

课题组成员：牛少彰，郭玉翠，闵祥伟，胡细宝，刘宝生，化宇鹏，张同庆， 

丁  昆，王新丽 

结题时间：2010 年 7 月 31 日 

 

本课题为“十一五”国家密码发展基金密码理论课题。 

本课题在信息隐藏容量分析、隐藏方法研究、安全性研究以及基于主客观一致的信息隐

藏评价体系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1. 研究了现有的计算隐藏容量的模型以及在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下所对应的容量表达

式，从信息论和集合论的角度考察了信息隐藏容量的计算和性质，给出了相关的定义和计算

方法，并给出了在假定条件下的信息隐藏容量与失真度量、失真限制和图像数据源的概率分

布有关的结论。在信息隐藏容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信息隐藏容量理论值的指导作用，

对信息隐藏方法进行了研究。针对 LSB 隐藏算法，在假定条件下的失真度量和失真限制情况

下，给出了达到隐藏容量的理论值的实例。对于变换域上的信息隐藏方法，创新地提出了利

用同样的数据进行双嵌入的信息隐藏方案，对提高隐藏容量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2. 借助一些密码学中的用于安全性分析中概念，使信息隐藏安全性分析形成了一个较

好的理论分析框架，将信息隐藏的安全性集中在讨论信息隐藏系统密钥的安全性上，说明了

密码学和信息隐藏的关联以及密码技术在信息隐藏安全性中的重要性，将信息隐藏安全性的

问题转化为密码学的类似方法来解决。 

3. 在研究信息隐藏现有的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针对信息隐藏在安全方面的实际需要，

建立了信息隐藏评价系统模型，给出了基于主客观一致的信息隐藏评价体系。通过信息隐藏

评价系统模型，可以对信息隐藏的性能进行评价，并对算法的安全性进行多方面分析。评价

模型系统实现了对信息隐藏算法的主客观一致性分析，给出了信息隐藏的容量与安全性之间

的客观评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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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尺度效应和技术的异质结构 

半导体材料及器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任晓敏 

课题组成员：任晓敏，黄  辉，王  琦，黄永清，张  霞，段晓峰，蔡世伟，尚玉峰， 

王文娟，崔海林，李轶群，吕吉贺，周  静，叶  显，马琼芳，郭经纬 

结题时间：2010 年 8 月 

 

本课题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课题编号：2006DFB11110）。 

旨在通过与诺贝尔奖得主阿尔费罗夫院士学术团队的紧密合作，围绕异质结构中的微尺

度效应和光电子集成中的异质兼容等科学问题，高起点地开展光电信息材料方面的创新性前

沿研究工作。主要成果如下： 

1. 在 GaAs 基纯闪锌矿结构 GaAs 纳米线制备方面有所突破，当线径细至 24nm 时仍可实

现无相变生长，且实现了不同直径和密度 GaAs 纳米线的等高生长，纳米线密度可达 10
10
/cm

2

以上，分布不均匀度可低至 5.7%；实现了 GaAs/AlGaAs 纳米线径向（核壳）和轴向异质结

构的可切换生长及大失配纳米线的串接生长；利用缓冲层首次在 Si 衬底上生长出了无缺陷

的纯闪锌矿结构 GaAs 纳米线。 

2. 实现了 GaAs/Si、InP/GaAs 乃至 InP/GaAs/Si 高质量异变外延，并完成了相关器件

验证。其中包含一项重要的技术发明，即“基于中间刻槽工序的无裂纹 GaAs/Si 异质外延生

长方法”。同时，还提出了“基于界面纳米（线）结构的异变外延技术”并进行了实验论证，

为实现光电子集成中更高质量的异变外延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3. 采用 MOCVD 方法生长出了高密度（～10
11
/cm

2
）InAs/GaAs 量子点，量子点分布的不

均匀度可低至 7.1%、PL 谱线宽＜39meV。特别是开展了 BInAs/GaAs 量子点的探索性研究，

首次观察到了显著的 PL 谱增强现象，开展了相关新型量子点激光器的论证工作。 

4. 探索了制备纤内半导体结构的可行性，提出并设计了一种包含半导体纳米结构的双

芯微结构光纤慢光器件。 

 

TETRA 数字集群系统的密码理论基础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义先 

课题组成员：杨义先，郑世慧，王励成，周亚建，王  健，徐国爱，钮心忻， 

李  洋，朱振荣 

结题时间：2010 年 8 月 

 

本课题为“十一五”国家密码发展基金密码理论课题。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有： 

1. 提出了 TETRA 系统的三维安全体系的结构框架，研究了 TETRA 系统所提供的安全服

务和安全机制以及系统元素间的关系。 

2. 系统研究了 TETRA 系统的移动终端和系统之间的双向鉴权协议，提出了两种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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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 双向鉴权协议。 

3. TETRA 标准只是规定了端到端加密服务与 TETRA 系统的接口和同步机制，并没有规

定端到端加密的具体实现方式，本课题提出了 TETRA 端到端保密通信的总体架构，详细研究

了 TETRA 端到端安全中的语音加密、短消息加密等关键技术。 

4. 详细分析了 TETRA 系统鉴权密钥、空中接口加密和端到端加密系统中密钥的管理方

案，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TETRA 系统 E2EE 应用的密钥管理方案。  

5. 针对异构移动通信网络环境中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求，提出了移动环境中的安全体

系结构。 

6. 针对移动用户需要安全的接入不同异构移动通信网络，提出了一种采用混合密码体

制的、支持跨信任域的漫游接入认证方案。 

7. 利用短消息服务的普及性，设计了一种高效的移动环境中的服务访问认证协议。 

8. 提出了移动终端的安全框架，提出一种用户、移动设备和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间的相

互认证的方案。 

9. 针对移动环境中多用户间会议电话的端到端安全通信的需求，提出一种端到端密钥

管理与认证方案。 

 

量子密码体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温巧燕 

课题组成员：温巧燕，高  飞，秦素娟，郭奋卓，张  劼，丁金扣，孙  莹， 

杜建忠，陈秀波，林  崧，王天银，贾恒越，宋婷婷 

结题时间：2010 年 9 月 

 

本课题为“十一五”国家密码发展基金密码理论研究课题。 

本课题利用密码理论、量子物理、量子信息理论等工具在量子密码协议设计和量子密码

协议分析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果： 

1. 在量子密码设计方面，通过充分开发量子特性, 如 W 态、GHZ 态、Bell 态、 态等，

本课题设计了多种新颖的量子密码协议，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子秘密共享、量子安全直接

通信、量子认证、量子隐形传态等，并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2. 利用密码分析理论对现有的多种量子密码协议进行了深入的安全性分析，发现了一

些协议的安全性漏洞，给出了具体的攻击方法，同时找到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研究量子

信息论知识，深入研究了量子态区分、量子操作区分、测量量子态可提取信息量上界等相关

理论，并将研究结果用于密码分析中。收集了多种窃听检测模式下的安全性分析方法，并对

它们进行了分类和总结。根据不同类协议的特点，建立了多种密码分析模型，并应用该模型

分析了多种著名的量子密码协议，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建立的模型是正确的。 

3. 研究了布尔函数中的弹性函数在保密增强过程中的应用，并利用 All-of-Nothing

函数设计了一种保密增强方法。探索了量子公钥密码体制和量子私钥加密算法的可行性，根

据量子物理特性，设计了一种基于纠缠态的量子公钥密码算法。 

4. 研究了 mC 的自同构群 )( mCAut ，给出了一个关于商群 HCAut m /)( 和集合 fF 关系

的刻画， 这个刻画可以说是对 Calderbank 等人关于量子码 mC 的自同构群 )( mCAut 的研究

工作的重要补充。另外，在线性情形下我们完全确定了 )( mCAut ，并且推关广了 Calderbank

等人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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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语音识别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产品开发 
 

课题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课题协作单位：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颜永红（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刘  刚 

北邮课题组成员：刘  刚，黄平牧，徐前方，汪  浩，孙成立，陈  伟  

结题时间：2010 年 7 月 19 日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中文为核心的多语言处理技术专题项目(课题

编号：2006AA010102)。 

    本课题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1. 在基础资源数据库建设方面，建立了500组1000人的电话自然口语对话语音数据库，

每组对话长度约 20～30 分钟，并进行了详细的人工标注。 

2. 在语音识别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1）在端点检测方面，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似然比测试的语音激活检测方法，利用高

斯混合模型对纯净语音谱进行建模，有效提高了语音激活检测算法的噪声鲁棒性； 

（2）在噪声鲁棒性方面，从信号、特征、模型三个层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高斯混合模型的两级 Mel 弯曲维纳滤波算法，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倒谱域的语音增强算

法，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 MVA 特征规整的鲁棒语音识别算法； 

（3）在声学建模方面，研究了基于 MPE( 小音素错误)准则的训练方法，提出一种基

于动态混合分量分解的 mpe 训练方法，并采用多种声学模型组合的训练方法提高声学模型的

性能；研究了基于主动学习的连续语音识别声学建模方法，提出一种改进的主动学习方法，

在初始集合选择、样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4）在识别后处理方面，提出一种基于字词混合的语音识别结果评价算法,改变传统以

字作为评价基元的状况，为基于词的可信度评价及主动学习奠定基础；提出一种基于主题相

似度的可信度特征提取方法,在传统声学可信度特征的基础上，引入一种高层语义特征，使

得可信度评价更为准确。 

3. 在语音识别系统研究方面，建立了关键词语音识别系统、基于连续语音识别的语音

检索系统、语种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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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型信息终端自适配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 
 

研究单位：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勾学荣 

课题组成员：勾学荣，高  立，孙学康，姬艳丽 

结题时间：2010 年 10 月 

 

    本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数字农业技术专题课题“农业移动智能

信息服务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编号：2007AA10Z235）的子课题（子课题编号：

2007AA10Z23502）。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服务领域用户经济条件、信息服务用途差异较大，用户所用的终端设

备类型、用户熟悉的信息服务方式呈现多样化，比如语音业务（VOIP、POTS 等）、数据业务

（文本、FTP、HTTP、FOIP 等）和视频（多媒体、流媒体等）视频业务的多种终端（移动电

话、固定电话、PC、远端监控设备、智能信息机、数字电视、PDA 智能终端及 GPS 定位系统

等）等，为了使本平台能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降低平台对移动终端设备的需求限制，提出

了基于 IP 网络的多终端自适配技术，能够实现各种类型信息终端的信息流自动转换。 

多类型信息终端自适配接入中间件，可以将各种类型的网络接入至适配器中，再根据终

端的类型选择一种满足终端的网络进行传输，从而将各类网络顺利地接入至终端。这样无论

用户使用什么类型的终端，处于什么类型环境下的网络，用户都能成功地使用网络，实现无

隙缝的通信，为此无线网络终端适配器需要具备将异构网络之间的信令进行转换和融合的功

能。具体牵涉到信令的提取、分析、映射及转换、发送至终端这几项功能。 

设备实现了将具有 WiFi 模块的手机、电话、PC 机、PDA 等多种信息终端数据转换适配

的小型终端设备的产品化研发，可接入 PC、PDA、GSM 手机等各类型终端，能够完成语音、

数据、视频向数据库发送和接收功能，各种接入终端可借助机顶盒自动实现各种网络的接入

要求。研发完成了终端接入管理软件平台，现已完成普通话话音的语音识别及自动摘挂机的

控制功能，并将数据存入数据库指定库表。 

 

“传送网运行状态的评价”国际标准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邱雪松 

课题组成员：邱雪松，亓  峰，芮兰兰，陈兴渝，李文璟，高志鹏，刘会永， 

刘  星，喻  鹏，杨  杨，郭  昊，许志钦，刘显慧 

结题时间：2010 年 11 月 23 日 

 

本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的子任务（任务编号：2006BAK04A20-13）。 

本课题针对网络运行质量的定量评价问题，以传送网为研究对象，从基于业务、面向客

户的角度，综合考虑传送网业务特性和客户特性等因素，研究了传送网的运行状态的评价指

标及评价方法，并进行了相应的实验验证。课题代表性成果如下： 

1．提出了传送网运行质量的运行有效性研究方法，该方法研究的目标是网络整体在实

际运行中的可靠性，其测度依据是评价发生时刻的传送网功能的实际完成质量及功能的潜在

提供能力，它是一种基于业务、面向客户、针对运行时刻的传送网运行质量的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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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了业务中断指数（SOI）和业务影响指数（SAI）两个传送网运行状态的评价指

标。其中，SOI 表示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传送网业务损失程度的评价指标，用于指示传送网

的健壮性和有效性；SAI 表示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对传送网业务潜在危险程度的评价指标，

用于指示传送网中业务受到潜在影响而可能导致业务中断的危险程度。 

3．提出了传送网故障影响程度的四元组量化测度方法（O,A,P,R），主要从故障的严重

程度及持续时间两个方面来对故障进行综合分析和定量评价，既可以完成对故障造成的实际

损失的测度，也可以完成对故障造成的潜在风险的测度。 

4．在上述评价指标和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运行有效性和业务影响的传送网

运行状态的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从业务影响的角度有效解决了传送网运行质量的定量评测

问题，对提高传送网的生存性和网络可用性、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 

 

“基于探针的端到端 QoS 测量与监视的基本框架及 

管理接口”国际标准研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王智立 

课题组成员：王智立，詹志强，熊  翱，孟洛明，王  颖，成  璐，嵇  华， 

林  巍，陈颖慧，郭少勇，杨  杨，郭  昊，李玉坤，柯小婉 

结题时间：2010 年 11 月 23 日 

 

本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的子任务（任务编号：2006BAK04A20-12）。 

为了对快速增长的新业务需求提供良好的 QoS 服务质量保证、解决传统的网络管理系统

中性能管理能力不足、运行效率低下、故障界定不清等问题，本课题主要研究了基于租用电

路业务的端到端 QoS 测量与监视的总体框架、提出了 QoS 探针的部署与信息采集方式、给出

了通用的 QoS 信息获取和管理的接口模型等，并进行了关键技术的实验验证。 

该课题代表性成果如下： 

1．分析了当前网络业务中实施 SLA 质量保证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租用电

路业务的端到端 QoS 监视功能的基本概念，并分析了其在电信管理网中的位置和作用；提出

了 QoS 探针的基本功能需求，分析了几种探针的接入方式（跨接方式，串接方式，其他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探针技术的端到端 QoS 测量与监视机制。 

2．分析了 QoS 探针在物理上可以采用的部署方案，提出了探针与探针之间、探针与管

理系统之间的组网方式，并给出了相应的信息交互方式；以上机制可用于解决传统网管系统

中性能劣化、故障难以定位和缺乏针对大客户的 QoS 报告的数据来源等问题。 

3．提出了探针与管理系统间性能管理接口的一般需求，提出了性能管理接口中的信息

对象模型，分析了其间的关系，并给出了性能管理接口中的接口操作定义和动态交互模型。

提出的通用性能管理接口模型与实现技术无关，可以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被其他的管理

系统所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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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端到端重构无线网络的体系结构及其关键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平 

课题组成员：张  平，冯志勇，李书芳，田  辉，李亦农，沈树群，张  治， 

            姜  军，康桂霞，王  勇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0632030）。  

本课题建立起了从理论研究到机制研究， 后落实到演示验证的一体化自主重构研究体

系。取得了如下主要成果：  

1. 构建了自主端到端重构网络的体系结构，并在此结构之上定义了完整的感知、学习、

决策、执行的闭环控制过程，设计了详尽的自主重构行为的管理机制方法，使得这些功能和

交互机制的集合构成了新的重构管理平面。  

2. 设计了基于异构网络联合无线资源管理的协议栈及信令流程设计。由此实现联合接

纳控制和联合负载控制等联合无线资源管理中的相关功能。  

3. 提出了一种异构网络自主联合会话系统，并在此会话系统架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从重

构能力信息搜集、触发、决策、信息传递到决策实施终端/网络参数配置、软件下载的完整

自主重构行为框架。  

4. 建立了重构管理平面，将基本功能映射到重构网络控制的各种逻辑和物理实体之中，

对重构实体下的不同子功能模型，建立了针对不同归属域、管理域和作用域的描述方法和模

型。  

5. 设计出了在实际的网络中高效应用的联合无线资源管理算法与网络配置方法，其中

包括：跨域、跨层的分布式网络管理和优化方法；异构网络间负载均衡方法；以及中继网络

中的中继选择与协作传输的方法。  

6. 研究并设计了具有创新性及广泛适用性的基于动态频谱分配理论的感知无线电网络

体系架构，将动态频谱分配等基本功能映射到异构网络控制的各种逻辑和物理实体之中，为

完整的端到端重构体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7. 设计具备重构能力的异构网络环境的建模方法和验证平台。本课题研究成果 “自主

端到端重构系统验证演示平台” 系统主要针对异构网络环境下的网络重构展开，主要包括

认识导频信道辅助下的终端重构，联合无线资源管理算法实现及验证，以及认知导频信道的

性能评估等。该演示平台与欧盟合作伙伴的平台系统共同获得 ICT-Mobile Summit2009（欧

洲科技年会） 佳成果展示奖，并在多次对外演示中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肯定和认可。  

8. 本课题基于从基础研究到实际网络问题映射的纵向融合的理论研究路线以及从验证

演示平台搭建到产业化进程支撑的横向覆盖的实际指导思路，围绕无线网络自主性端到端重

构的科学问题，建立了一套“体系架构+理论研究+机制方法+平台建设”的一体化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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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签名关键技术及密码学原语中 

信任传递语义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谷利泽 

课题组成员：谷利泽，王励成，郑世慧，孙  斌，郑康峰，杨  榆，王  枞， 

黄晓芳，王志伟，李志敏，杨  波，辛  阳，徐国爱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面上项目（项目编号：90718001）。  

本课题围绕信任链维护和可信计算主题，一是研究了传递签名的关键技术；二是考察密

码学原语中所包含的信任传递语义。 

本课题分别在传递签名关键技术、信任模型及密码学原语的信任传递语义分析方面取得

多项重要进展： 

1. 提出了新型的基于辫群的传递签名方案、传递性度量模型，以及基于传递签名技术

的交叉认证机制。 

2. 提出了信任度量、信任值计算的改进模型，对其相关的信任传递语义公理化模型也

提出了改进。 

3. 针对一些主要的密码原语的信任传递语义给出了分析序列。 

4. 在新型密码体制设计和密码算法分析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重大研究计划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1. 传递签名技术的研究成果有望在信任链管理和维护中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能够明

显减少所需要的认证次数；传递性度量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望在信任链管理与维护中引入一

种新的可利用的量化指标。 

2. 对公理化信任模型的改进和基于信息熵的信任值计算函数的可微逼近有望将对信任

模型的研究提供新的数学工具。 

3. 在密码学原语中信任传递语义分析方面的工作，对于探索密码技术和可信计算技术

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思路。这一部分工作也是信任管理方面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 Jøsang 的工

作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对信任管理研究本身也有积极的作用。 

4. 基于可信技术的应用方面的研究为本重大研究计划在面向应用的成果集成方面有望

提供借鉴。 

5. 新型密码方案设计及典型密码方案的分析也有望在可信计算和信任管理方面得到具

体的应用。 

其中，同态加密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可信数据融合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辫群密码及

多变量密码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望在涉及长期核心机密的应用场景中得到应用。 

 

 

 

 

 

 



 52 

 

一种新型无线通信系统关键技术及其 

电磁兼容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  正 

课题组成员：周  正, 王树彬，邹卫霞，李  斌，孙学斌，刘  琪，许方敏， 

施  炯，杨  程，赵成仕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60772021）。 

本课题在原有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基于载波同步的新型无线通

信系统的特点，对这种新的调制体制的物理现象及本质，以及所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其中主要有： 

1. 单周期调制技术与载波同步调制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关键技术，其调制后信号的

频谱特征以有关电磁兼容性能，及其与传统超宽带系统的联系。 

2. 特定接收机的解调及信号处理等方面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研究

成果。其中包括提出的一种新的超窄带调制方式—RPPK(Random Pulse Position Key)，通

过对其功率谱分析发现，RPPK 调制信号功率谱中基本不含多余离散谱线，避免了超窄带滤

波器的使用。因此，RPPK 理论更为清晰，实现更加简单。仿真和分析表明，RPPK 调制体制

频谱利用率可高达 100bit/s/Hz；当接收端采用 佳接收时，其性能与理想 BPSK 相近，优

于其余的超窄带调制方式；同时，RPPK 亦能提供用户多址接入和通信保密性。仿真结果表

明，通过适当选取 RPPK 调制参数，即可产生理想的 UNB 信号谱，可以避免使用富有争议的

零群时延滤波器，从而使得 UNB 理论与实现更加完整。 

3. 开展了基于超宽带的认知无线电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中主要包括频谱感知、基于频

谱可用的路由选择、基于认知无线电的 UWB 信号产生、OFDM-UWB 子载波编码加深带外干扰

抑制以及电磁兼容方面的研究等。 

 

基于认知计算模型和电影理论的多线索视频 

语义提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蔡安妮 

课题组成员：蔡安妮，赵志诚，苏  菲，赵衍运，庄伯金，高  赞 

结题日期：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114）。 

针对如何缩小“语义鸿沟”问题，本课题从当代经典电影理论入手，结合电影工业的具

体实践模式，提出了一整套故事视频语义分析的方法，初步建立起底层特征与高层认知之间

的联系，在特征提取与融合、视频结构模型建立、视觉注意模型建立、高层概念检测、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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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搜索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多种高效的算法和框架。同时，结合故事片中的主要角色进行了

人脸识别、行人跟踪与动作识别的研究，也提出了相应的鲁棒性的算法。此外，根据当前技

术的 新进展，还将研究范围从对电影内容的理解，拓展到对一般视频的语义理解和检索问

题，并开展了与视觉认知生理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的融合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除了理论和算法研究外，课题组还积极参加了视频搜索领域的国际评测 TRECVID。

TRECVID 是由美国标准化技术协会（NIST）发起的旨在推动基于内容的视频检索技术发展的

国际评测，其评测结果基本反映了当前相关技术的 新进展。  

 

可重构模块化机器人位置统一逆解建模及 

通用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廖启征 

课题组成员：廖启征，魏世民，黄昔光，甘东明，乔曙光，李端玲，郭  磊， 

庄育锋，徐  强，倪振松，李瑞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50775012）。 

本课题采用倍四元数的方法建模，对任意尺寸的 6R 机器人的逆运动学问题进行了研

究。采用组合线性消元结合 DIXON 结式进行了求解。由于变量采用的是半角的正切形式，

因此导出的结式有 8 个增根，在去除结式中的部分因子后得出 16 组解。该算法同样适用于

其它具有 16 组解的串联机器人，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一些特殊尺寸的 6R

机器人以及 1P5R、4R1C、RRCRR、RRPPC、RCPC、CCC 等空间机器人，例如喷漆机器人、PUMA 

机器人等的进行了逆运动学求解。之后采用对偶四元数对空间 7R 串联机构进行了建模和求

解，与前面方法不同的是采用复指数形式的变量进行计算，发现采取这项措施可以避免计算

过程中产生增根。受此启发，导出了四元数、对偶四元数的复数形式和矩阵形式两种新形式。

并利用这种新形式证明了一般 6R 机器人具有 16 组解。矩阵形式四元数的计算法则与矩阵计

算完全一致，具有形式简洁、编程容易的特点，非常适合于四元数或对偶四元数的推广使用。

考虑到共形几何代数是 近发展起来的新方法，与倍四元数比较有相似的优点，都属于

Clifford 代数，都可以表示刚体的坐标变换，并可以应用到机构学问题的求解当中。但是

共形几何代数是精确求解，而倍四元数是近似求解，因此在对倍四元数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加入了对共形几何代数的研究与应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由于有了这些新的数学研究工具，所以除了对串联机构进行研究以外，还采用这些新工

具对一些经典的机构学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平面巴氏桁架的位置问题、平面四杆机构的轨

迹综合问题以及并联机构、广义并联机构的位置正解问题等等，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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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无线网络的分布式处理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伟陵 

课题组成员：吴伟陵，贺志强，许文俊，徐文波，邱  涛，宋  涛，田宝玉，龚  萍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108）。 

本课题系统调研了分布式的发展现状，包括对于分布式网络以及分布式信息处理研究进

展的详细调研分析。在此基础上，定义了适用于分布式管理的虚拟无线网络控制器（虚拟

RNC），给出了完整的功能划分，从而建立了分布式网络架构和信息处理的模型，并利用分层

优化的思想给出了分布式信息处理的理论框架。 后重点针对保证虚拟 RNC 服务质量且资

源消耗总量 小的分布式资源分配问题以及 大带宽利用率条件下的 小分布式处理代价

问题，研究了分布式网络的资源分配方案，获得了在完美信道状态信息下保证用户 QoS 需求

的单小区以及多小区的资源调度算法，并评估了非完美信道状态信息反馈下的系统性能。 

认知无线电技术可以有效缓解目前无线网络频谱稀缺的压力，已经成为近几年的研究热

点，认知无线网络更被认为是未来网络发展的主流趋势。因此，本课题主要针对认知无线网

络场景，从保证虚拟 RNC 服务质量且资源消耗总量 小的分布式资源分配以及保证一定干扰

水平的 大化信道复用率的分布式信道规划两个重大问题出发，利用博弈论中的非合作博弈

和拍卖理论、凸优化中的对偶分解理论研究了认知无线网络（在许多研究中普遍被定义为一

种分布式网络）中的功率控制算法和信道规划方案。由于 MIMO 和 OFDM 技术具有诸多优点，

已经成为下一代网络的关键技术，LTE 网络即为典型代表。LTE 网络的扁平化结构使得其非

常适用于分布式处理，因此，以 LTE 网络为参考搭建动态网络仿真平台既具有很高的实用价

值，又为与 MIMO 及 OFDM 技术相结合的资源管理和信道规划方案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估。 

本课题主要针对 LTE 网络的接纳控制方案、无线资源分配算法以及信道分配方案进行深

入研究，通过启发式算法、博弈论等数学工具获得 佳的资源管理和信道规划方案，并将

OFDM 系统资源分配拓展到多播场景。以 LTE 网络为参考，结合其网络参数的配置，采用离

散事件仿真机制搭建了动态的分布式网络仿真平台。 

 

一种带操作臂的全方位滚动球形机器人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汉旭 

课题组成员：孙汉旭，张延恒，刘大亮，郑一力，兰晓娟，史成坤，曹骁炜， 

            李红义，赵凯亮，张荣登，王迎春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50775013）。 

球形机器人将驱动机构和控制系统包含在一个封闭的球形壳体内，利用球形外壳作行走

装置，具有可全方位零转弯半径运动的优势。课题立项前，国内外文献可查的球形机器人系

统，都只具备运动能力，而没有对外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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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在深入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多种带有操作臂的球形机器人的系统研究方

案，进行比较选用，得到了 优构型方案；利用现代分析力学理论、微分几何理论等进行机

器人运动学、动力学建模，并利用非完整运动规划方法研究带臂球形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和轨

迹跟踪；利用非线性控制策略研究带臂球形机器人的镇定控制，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完善了

带臂球形机器人控制模型。 

通过本课题研究，完成了带有可伸缩手臂及稳定支撑机构的球形机器人的结构优化设计

及原理样机制作；建立了带臂球形机器人的运动学方程，利用 Kane 方法建立了带臂球形机

器人的臂球耦合动力学模型，并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非理想因素影响，完善了理论模型；基

于解耦思想，进行了机器人的分段直线运动规划方法研究，实现了带臂球形机器人的定位抓

取等对外操作任务；借助反馈线性化、神经网络、学习控制等方法，建立了机器人的控制策

略；对带臂球形机器人的控制模型进行了计算机仿真验证，完成了带臂球形机器人的无线分

布式冗余双备份控制系统硬件一套，实现了带臂球形机器人的稳定控制； 后在所研制的带

臂球形机器人样机上进行了运动控制实验，对所建立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并根据实

验结果对所建立的运动、动力及控制模型进行了改进。 

本课题在原有球形机器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开展了带可操作臂的球形机器人的运

动学、动力学及控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所作研究，推动了球

形机器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为球形移动机器人走向实际应用 终为社会服务打下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全光网中传输适应性的复杂机理与控制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  杰 

课题组成员：张  杰，赵永利，韩大海，顾畹仪，张  华，王  磊，曹徐平， 

陈秀忠，高冠军，曹  畅，王道斌，王  颖，赵  鹏，张海斌， 

刘永俊，吴祥波，郭婉舒，任  佳，丘文博，李伟林，陈  赛， 

韩  恩，黄  海，顾  远，邢建超，曲迎男，朱  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022）。 

面向光网络复杂性和传输适应性的需求，本课题目标是综合考虑光路动态重构以及调谐

过程中由于物理、协议等多层面的传输耦合而引入的复杂性规律，从而为开拓复杂全光网络

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提供科学支撑。 

本课题从可重构全光网的复杂适应系统结构分析与建模入手，重点研究了以损伤可控和

动态调节为特征的光层自适应传输系统的体系模型、分析方法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快速、准

确、有效的光路性能评估和传输优化的新技术，扩展了现有波长交换光网络的智能控制策略

和路由信令协议，搭建了面向自适应传输性能模拟的光网络仿真试验平台，并完成了仿真试

验和数据分析，解决了由于全光网的灵活重构所导致的光路传输质量保证、物理资源 优利

用等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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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 IP 网络中基于多目标决策理论的 

资源优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莹 

课题组成员：王  莹，孙文生，田  辉，刘宝玲，冯志勇，许晓东，马  楠， 

            袁  俊，孙  锴，周  云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60772112)。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提出了异构 IP 网络多连接场景下的新型移动性管理架构，并建立了有效的多连接管

理方法及切换管理框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异构无线网络资源优化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明确提出了网络选择判决因子测量不精确性、不可测性、数

据类型多样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将异构无线网络选择问题定义为多目标决策问题，并

综合利用多目标决策理论的各项技术，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加权马尔科夫过程排序融合理论

的网络选择算法、以及基于决策树理论的无监督学习方法等一系列网络选择算法。 

2. 进一步对资源的调度和优化配置进行了研究。针对无线网络主用户位置的不确定性

和传输功率的约束，将资源调度问题建模为混合整型非线性规划问题，并运用对偶分解算法

进行求解。针对单用户多连接的用户需求，本课题建立了基于效用理论的数学分析模型，并

基于调度准则和数学分析提出了无线资源分配算法。同时针对可重配置 WLAN 网络的分布式

自愈问题，提出了终端辅助的相邻 AP 信息交互机制以及 AP 功率调整策略。 

3. 对不同的异构网络部署场景，研究了多种不同的无线资源优化策略，并搭建系统级

仿真平台进行了全面的性能评估。   

4. 针对多天线的协作传输系统，基于测量的信道模型和系统参数，探索了如何有效地

利用协作传输、空时处理和多用户分集技术以提高中继系统性能。在整个研究工作期间，根

据实测数据建立了中继系统的信道模型，进行了实测容量分析；同时，研究了不同多天线中

继传输策略的信道容量，设计、研究并优化了多用户多中继系统的 优分集与复用折中方案。 

5. 利用信道统计特性以及信道误差的统计特性设计了协作传输策略以及协作传输系统

中的资源调度、中继选择以及波束赋形方案等。本课题还推导了中继系统中采用不同多址方

式下（分别为 TDMA，DPC，Beamforming）多用户、多天线的理论信道容量，给出了 DPC 方

式下的理论上界，以及 TDMA 和 Beamforming 方式下的理论下界，为中继系统的设计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依据。 

6. 结合实际中继系统的组网特点和信道模型，提出了统一的混合视距(LoS, 

line-of-sight)和非视距(NLoS，no line-of- sight)中继信道模型推广了现有文献关于中

继信道模型结果，并分析了中继系统的中断概率和平均误符号率的闭合表达式。针对中继系

统的共信道干扰问题，提出了更一般的中继和目的节点都存在多干扰的模型，并给出了在此

模型下系统的中断概率的闭合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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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转 RZ-OOK/RZ-8PSK 正交调制格式的 

高速光标记交换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忻向军 

课题组成员：忻向军，孙娟娟，邓超公，颜玢玢，任维政，王拥军，刘  博， 

张丽佳，师  严，徐  玮，周  锐，张为峰，张  星，边绍松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7046）。 

基于正交调制的光标记交换技术是光电子学领域及光通信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

课题涉及高速、大容量光标记交换的关键技术。本课题组根据项目申请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

深入分析并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 分析了 8PSK 的传输特性，基于 8PSK/ASK 正交调制格式建立载荷速率为 100Gbit/s、

标记速率为 33.3Gbit/s 的光标记系统，采用平衡相关探测和多符号相位估计技术实现 8PSK

信号的解调，并研究窄带滤波效应和链路信噪比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2. 研究了光域反转归零码 IRZ 的产生机理、实现方法及其传输性能。 

3. 研究了差分八相移键控 D8PSK 的调制解调原理，推导其差分编码规则，建立基于

D8PSK/IRZ 正交调制的高速光标记系统仿真模型，其中载荷速率为 120Gbit/s、标记速率为

40Gbit/s。 

4. 研究了 D8PSK/IRZ 正交信号的传输特性，建立传输信道模型，分析非线性效应导致

的相位噪声及各关键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提出一种色散与相位补偿方案。  

5. 建立了 D8PSK/IRZ 正交光标记系统的节点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吸收调制器 EAM

的光标记擦除方案，并分析新产生的正交信号的传输性能。  

6. 研究了曼彻斯特码在光标记中的应用及光域曼彻斯特码 MC 的实现方法，并与 IRZ

的性能做比较分析。  

7. 建立了基于曼彻斯特码编码的 IM/FSK 正交光标记仿真系统，并对系统性能做定性分

析。在仿真系统中，标记速率为 622Mbit/s，采用 FSK 调制方式，净荷速率为 10Gbit/s，采

用 MC-IM 调制方式。 

本课题将 IRZ/D8PSK 正交调制格式引入到了光标记交换系统，研究了 IRZ/D8PSK 正交信

号的产生、传输、构建网络模型的实现方法和优化方案，建立了高速正交光标记交换的仿真

实验演示系统。在完成课题原定计划的基础上，又研究了与光域 IRZ 在正交光标记中机理类

似的光域曼彻斯特码，提出了基于曼彻斯特码编码的 IM/FSK 方案，并建立了正交光标记仿

真系统模型，分析了该方案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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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域频谱利用概率分布曲线拟合的 

频谱检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曾志民 

课题组成员：曾志民，冯春燕，郭彩丽，夏海轮，张天魁，贺新颖，王  悦， 

            刘芳芳，魏  冬，刘子琦，宋连波，张  旭，邹子珩，梁初阳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110）。 

本课题为突破认知无线电频谱实时检测瓶颈的限制，围绕基于授权用户时域频谱利用概

率分布曲线拟合的新型频谱检测机制与算法展开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对于无线通信领域中较困难的用户频谱利用概率分布建模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

索。 

2. 提出了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的新型频谱利用概率分布建模方法，借鉴统计学习理

论和 SVM 在处理小样本统计问题的优势，依靠 SVM 良好的推广能力，对授权用户时域频谱利

用概率密度进行估计，得到了授权用户的时域频谱利用特性。 

3. 提出了基于 SVM 的授权用户频谱利用概率分布曲线的拟合新方法。与传统的 大似

然法和 Parzen 窗法作比较，基于 SVM 密度估计方法的鲁棒性更强，精度也较高（平均提高

10%），计算量明显降低。采用基于 SVM 的授权用户频谱利用概率分布曲线的拟合方法很好地

解决了授权用户频谱利用概率分布难于用典型分布模型描述这一难题。 

4. 在充分利用授权用户利用频谱统计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型机制与算法，

包括以信道总损失 小为目标的检测周期综合优化模型、基于可变检测周期的检测机制、实

时自适应模糊调整算法，随机异步频谱检测方案等，明显提高了检测效率。 

5. 为了能够更好地考查和验证课题所提出一系列机制与算法的实用性和先进性，本课

题探索了演示验证平台的搭建，购买了通用射频外围设备单元 USRP2，并借助开源软件 GNU 

Radio 开发了两套认知无线电收发信机，实现了频谱感知方法和新型频谱检测机制与算法的

性能测试和评估。  

 

流标签在下一代互联网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课题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黄小红，崔毅东，王振华，吴永娟，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111）。 

本课题主要研究流标签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关键性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针对流标签在多域异构网络中端到端的 QoS 服务质量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单流模型以及聚合流模型，能够为异构网络提供统一的服务质量映射平台，从而为网络提供

一个统一的管理平面，以支持不同粒度的 QoS 服务质量保证，实现端到端服务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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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了基于流标签的 QoS Overlay 模型，将其与流标签相结合，通过覆盖路由改变

数据包的转发路径，为覆盖网络本身或者 Internet 提供一定的 QoS 支持。该机制在改善覆

盖网络或 Internet 端到端的性能以及改进 Internet 路由体系结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3. 从 IPv4 分类器特征入手，研究 IPv4 与 IPv6 分类器特征的内在联系，预测了 IPv6

分类器的特征，并开发了开源的 IPv6 分类器基准库，可用于评估 IPv6 报文分类算法。在完

成了基于流标签的 IPv6 规则集的研究与实现的基础上，将 IPv6 地址结构、IPv6 地址分配

策略以及真实的 IPv6 骨干网上的路由表特征和规则集的分布规律应用于包分类算法研究

中，提出了四个基于流标签、信源地址和信宿地址的包分类算法，并进行了相应的仿真实验，

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4. 针对流标签在无线核心网中服务质量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流标签

的 QoS 机制，利用流标签替代传统的承载标识，从而简化 QoS 协商和更新过程，并简化无线

核心网中整体 QoS 的架构。  

5. 提出了基于流标签的源地址认证架构，可利用 IPv6 流标签域携带域验证信息来实现

对源地址和数据包的认证。通过对接入网络入口处的源地址真实性以及每个域边界处的分组

路径的可信性进行检验，实现了对源地址和数据包的验证和回溯。  

6. 针对流标签的生成机制作了研究，并结合 Linux 系统进行了相关实现，为流标签在

真实场景下的验证提供了基础。 

 

国际化进程中提升中国电信企业国际竞争力 

途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曾剑秋 

课题组成员：曾剑秋，彭晓峰，谢明敦，彭  惠，谢智勇，李  苑，陈俊杰， 

丁  珂，谢茜瑶，张  剑，沈孟如，宋军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773012）。 

本课题剖析国外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电信企业成功提升并保持国际竞争力的经验，

结合中国电信企业竞争力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研究国际化进程中中国电信企业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途径及方式，从基础管理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丰富和创新了电信

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中国相关产业部门政策制定和电信企业国际化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通过研究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竞争力内涵和来源的各种学派和观点，从价值

链角度对电信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界定。 

2. 构建电信运营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出了各级指标

体系的相应权重。 

3. 对中国电信运营企业跨国运营的动因以及外来电信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市场策略进行

分析，并对扩张和防御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4. 以中国移动竞购巴基斯坦电信和收购巴科泰尔案例进行 ANT 网络运作的实证分析，

提出中国的电信运营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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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线中继协作传输系统中的空时信号处理与 

联合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建华 

课题组成员：张建华，刘宝玲，王  强，张  治，李佳宁，高新颖，张  煜， 

张炎炎，刘  毅，徐  薇，李晓帆，官  磊，黄  琛，董伟辉， 

黄江春，冯  冲，阮  良，刘明亮，聂蔚青，戚智超，张志燕， 

王禹凝，任海涛，姜  蕴，包  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113）。  

本课题针对多天线的协作传输系统，基于测量的信道模型和系统参数，探索了如何有效

地利用协作传输、空时处理和多用户分集技术以提高中继系统性能。 

在整个研究工作期间，本课题根据实测数据建立了中继系统的信道模型，进行了实测容

量分析；同时，研究了不同多天线中继传输策略的信道容量，设计、研究并优化了多用户多

中继系统的 优分集与复用折中方案。另外，本课题利用信道统计特性以及信道误差的统计

特性设计了协作传输策略以及协作传输系统中的资源调度、中继选择以及波束赋形方案等。  

本课题推导了中继系统中采用不同多址方式下（分别为 TDMA，DPC，Beamforming）多

用户、多天线的理论信道容量，给出了 DPC 方式下的理论上界，以及 TDMA 和 Beamforming

方式下的理论下界，为中继系统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结合实际中继系统的

组网特点和信道模型，本课题提出了统一的混合视距(LoS, line-of-sight)和非视距(NLoS，

no line-of- sight)中继信道模型推广了现有文献关于中继信道模型结果，并分析了中继系

统的中断概率和平均误符号率的闭合表达式。针对中继系统的共信道干扰问题，本课题提出

了更一般的中继和目的节点都存在多干扰的模型，并给出了在此模型下系统的中断概率的闭

合表达式。  

 

高电压突发大电流微波功率模块嵌入结构中 

滤波方式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金玲 

课题组成员：张金玲，张洪欣，李  宁，张健明，吕英华，喇东升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1060）。 

本课题对微波功率模块的电磁兼容进行了全面研究，包括其组成的主要部件开关电源和

微波管的电磁兼容研究和微波功率模块总体电磁兼容设计，建立了其主要部件的数学模型；

利用计算电磁学数值方法进行了数值仿真；提出了系统级电磁兼容性的改进方案。研究中的

创新工作如下： 



 61 

1. 进行了微波功率模块用开关电源电路电磁兼容的研究工作，分析了功率模块用高压

开关电源滤波电路的原理，给出了高压开关电源滤波电路的几种拓扑结构，提出了微波功率

模块用开关电源改进的滤波电路。 

2. 进行了微波管的电磁兼容研究，建立了磁控管电磁仿真模型，对改善磁控 EMI 特性

进行了初步尝试。  

3. 研究设计了缺陷接地结构滤波器，提出并设计了一款新型非对称缺陷接地结构双频

带阻滤波器，仿真结果和实物测试结果吻合较好。非对称缺陷接地结构产生的带阻特性在抑

制高次谐波，减少微波设备的电磁辐射和干扰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减小了电路尺寸，

终可以有效地提高微波功率器件性能。  

4. 研究设计了小尺寸蝶形微带天线，提出了一款新型蝶型微带缝隙天线模型，进行了

仿真优化设计，并制作了天线，提出了微带天线结构及优化调整方法，调试后的测试结果和

仿真结果吻合很好。 

5. 进行了功率模块用行波管谐波抑制的研究，对均匀线路的色散提高基波性能和降低

二次谐波输出的效果和渐变对二次谐波的抑制效果上进行了研究。给出了 佳的基波性能和

二次谐波抑制所需的色散关系；对两种渐变线路的研究指出表明基波和二次谐波性能并不依

赖于渐变开始的位置，而是依赖于渐变结束的位置。 

 

耦合非线性振子系统中若干问题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俊忠 

课题组成员：杨俊忠，程洪艳，代琼林，钱晓岚，朱  云，李宇婷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10775022）。 

耦合非线性振子系统是研究复杂性的一个实用模型，它提供了研究及验证许多复杂性问

题的一个数学平台。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研究了耦合非线性多稳态振子系统中的振幅死亡现象，推广了传统的振幅死亡的概

念。 

2. 研究了多稳混沌态系统的耦合系统中的混沌同步问题，发现通往混沌同步前，系统

首先以类似于渗流的行为跃迁到同一个吸引子上。 

3. 研究了非局域耦合相振子系统的 chimera 态的动力学行为，并发现一个新颖的振荡

的双集团 chimera 态。 

本课题也广泛地研究了演化网络博弈。本课题讨论了优化的独立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

以增强合作行为；研究了适当的两面派行为对合作有增强作用；也研究了共同演化模型中游

戏者的迁移问题，理清了欺骗者和合作者的移动在增强合作上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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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散管理系统中定时抖动的解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田  播 

课题组成员：田  播，高以天，李  鹤，刘文军，李  娟，朱宏武，李丽莉，孟祥花， 

许  韬，张海强，吕  兴，郭  睿，薛玉山，盖晓玲，孙志远，于  鑫， 

江  彦，李  敏，王  盼，秦  渤，孙  鲲，屈启兴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023）。  

本课题是以色散管理孤子通信为主线、结合太空等离子体、海洋流体等的交叉学科非线

性课题。针对定时抖动限制孤子传输容量问题，基于符号计算研讨变系数模型，为色散管理

系统、波分复用孤子系统中降低定时抖动提供若干理论依据。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高阶非线性Schrodinger模型孤子相互作用与波分复用孤子系统中降低定时抖动的 

理论参考。 

2. 光纤在正常色散区域的孤子及其高阶效应与色散管理系统中降低定时抖动的参考。 

3. 色散递减光纤特性对孤子的控制与色散管理系统中降低定时抖动的参考。 

4. 光纤中多模态孤子信号、水波和等离子体的耦合非线性 Schrodinger 模型的束缚态 

矢量孤子与孤子复合体。 

5. 偏振光 N 耦合非线性 Schrodinger 模型的可积性与光纤孤子传播特征。 

6. 太空等离子体中 Alfven 孤子的动态特性。 

 

具有感知能力的自适应可重配置 Ad hoc 网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武穆清 

课题组成员：武穆清，徐春秀，苗建松，甄  岩，吴大鹏，宿景芳，王  彬， 

            张晓静，袁  爽，张钦娟，温景容，鲁学超，张  瑞，姜  淼， 

            刘  伟，郑倩倩，汪东洋，郑  凤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109）。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完成了 OPNET、NS2、OMNET++等平台上搭建 Ad hoc 网络路由协议和 MAC 协议的仿真

平台和测试环境。建立了对现有路由协议和 MAC 协议的评价体系，可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协

议性能进行评估。建立了 Ad hoc 网络的可重配置仿真平台，实现了 Ad hoc 网络自适应分布

式路由协议和 MAC 协议重配置，提高了网络整体性能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2. 实现了 Ad hoc 网络中节点可用带宽感知方法、链路剩余生存时间感知方法、基于

Bloom 滤波器的流量检测方法、基于流量检测的接入控制机制、负载均衡机制。  

3. 为适应无线信道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设计并实现了机会路由协议、节点独立

多径路由协议、自适应部分多径路由协议、基于服务区分的路由协议、基于邻居状态的可靠

路由协议、基于链路稳定性的路由协议、基于服务质量的路由协议、基于节点接收功率门限



 63 

判决的路由协议等，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协议都比传统路由协议有更好的性能。  

4. 搭建了 Ad hoc 网络实际测试平台。实现了传统路由协议以及自主研发的机会路由协

议，并在实际环境中对于相关性能进行了测试。  

5. 自主开发了 Ad hoc 网络中继器平台。结合嵌入式 ARM 平台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

的优势和 Linux 功能强大的特点，实现了 Ad hoc 网络普通节点的建立、管理和维护。  

6. 自主研发了 Ad hoc 网络移动终端。在 Ad hoc 网络中继器上添加了触摸屏，解决了

显示和控制两大问题，实现了在室外等特殊环境下工作时方便有效的控制。  

7. 设计并实现了分布式网络管理系统。实现了对 Ad hoc 网络的可视化管理，便于测试

者的操作。  

8. 设计并实现了同构 Ad hoc 网络通过感知、自适应地进行网络融合的方案，解决了网

络融合所需的 IP 地址协商、路由协议 优化配置等问题，实现自适应、 优化融合。 

 

基于分布式网络编码的光层组播机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咏梅 

课题组成员：孙咏梅，柏  琳，纪越峰，王宏祥，黄治同，别红霞，刘  心， 

            谢正程，曲志坚，邢焕来，王肖玲，付  佳，胡泽民，荆  震， 

            金  星，侯连兴，吕  帅，程先柱，叶梦荷，张  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772024）。 

本课题的目标是通过在光网络中引入网络编码的概念来探索和实现一种新颖高效的光

层组播机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网络编码的多路径光组播树结构，光层分布式网络编码

的编解码构造方式和支持网络编码的光组播路由器结构。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为： 

1. 提出了一系列基于遗传算法和量子衍生进化算法的网络编码组播建树算法，所建组

播树既能满足网络编码需求从而提高组播吞吐量，又能尽量减少编码资源从而降低组播成本

及传输时延，并具有良好的鲁棒性、成功率及收敛速率等。  

2. 提出了一种仅需要移位和逻辑异或操作即可完成网络编码功能的编码向量选取有限

域和分配方式，解决了目前全光器件难以支持传统编解码操作所需要的复杂线性运算的问

题。  

3. 提出并设计了一种简单新颖的光组播编码节点模型，并对其中的编解码操作、组播

机制和全光缓存等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节点功能模块，并进行了原理性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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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编码调制理论与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湛击 

课题组成员：吴湛击，景晓军，李绍胜，郭  晨，傅婷婷，欧阳子月，王  旭， 

            张力龄，郜云蒙，吴迎宾，刘  威，邹  勇，陈秋文，高  翔， 

            侯世博，崔  颖，程  姣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50）。  

本课题主要侧重于研究编码调制理论及技术，在信息论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于无线传输信

道的带宽有效的逼近信道容量的编码调制技术，并将其进一步拓展到带宽有效的下一代移动

通信系统中。通过三年的研究，本课题首次提出了 MIMO-OFDM 系统中的联合编码调制分集

的理论和技术,实现了“两高两低”，亦即高的带宽效率和高的功率效率，以及低的编译码

复杂度和低的处理时延；并完成了系统整体方案的设计、关键技术的研究和软件演示仿真系

统的开发，给出了详尽的仿真结果及完善的方案评估结果。对于带宽确定的较高频谱效率的

OFDM 编码和调制系统，链路性能可以获得 2dB 以上的增益；对于带宽确定的较高频谱效率

的 MIMO-OFDM 编码调制系统，链路性能可以获得 10dB 以上的性能增益。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对于引入了调制分集、在高码率的情况下，CRM（编码旋转调制）系统相对于传统的

BICM 编码调制技术在抗衰落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增益，而且码率越高，增益越明显。在加入

了 ID（迭代译码）的情况下，编码旋转调制系统的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且相比于传

统的 BICM 系统，编码旋转调制系统由 ID 所获得的增益更明显，在独立瑞利衰落信道下，高

码率可以实现接近 3dB 的信噪比增益。  

2. 在频率选择性衰落信道下，CRM-OFDM 系统能够有效利用 OFDM 系统的频率分集、旋

转调制系统的调制分集以及信道编码的增益显著降低系统的误帧率。在3GPP TU测试信道下，

相对于传统的 BICM－OFDM 系统，在加入迭代译码的情况下，高码率可以实现 4dB 的信噪比

增益。  

3. 对于下一代无线广域网 LET-A 系统，JCMD 相对于传统的 BICM-OFDM 系统 大可以获

得 11dB 的性能增益；对于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802.11ac 系统，JCMD 大可以获得 7.2dB 的

性能增益。  

4. 提出了结构化的 LDPC 码，其中码长越长，我们构造的 LDPC 码相对于 Turbo 码的编

码增益越大，而且对于一些高码率，我们构造的 LDPC 码相对于 Turbo 码也有明显的增益。

同时，随着码长的增加，我们构造的 LDPC 码有更低的“差错地板”。新的联合编码调制分

集方法对于下一代无线广域网 LET-A 系统和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802.11ac 系统都具有显著的

性能增益，是理论和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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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晶体的数学和计算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袁健华 

课题组成员：袁健华，张文博，向  文，安凤仙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701016）。 

本课题主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1. 利用解的周期性，以特殊结构的 DtN 映射方法为基础，结合边界积分方程方法构造

了适用于任何截面柱体介质填充的斜晶格二维光子晶体的光子带隙结构分析模型，并且设计

了求解带隙结构的数值算法，进行了数值模拟。  

2. 设计了一般特征值问题的反迭代有限元算法，并基于有限元变分格式分析了一维光

子晶体的带隙结构。对于二维光子晶体带隙结构的有限元分析需要基于已有变分模型和本课

题设计的特征值问题反迭代有限元算法，完成了二维的复杂结构光子晶体的有限元分析、后

验误差估计子的构造以及相应的数值模拟等。  

3. 对于光子晶体波导问题，基于带隙结构的 DtN 映射方法，结合连续边界条件，本课

题将光子晶体波导中的多重散射问题简化为由稀疏线性系统描述的问题。该问题规模小，且

容易求解。数值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计算量小，与实验结果十分吻合。  

4. 在光子晶体带隙结构的数学模型和数值算法研究的基础上，对一维非线性光子晶体

中的二次谐波产生和增强进行了初步研究，设计了有限元迭代算法求解非线性问题，并进行

了谐波产生和增强的数值模拟。 

5. 对光子晶体器件设计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研究。 

     

基于光纤电容液滴传感器的液体识别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  晴 

课题组成员：宋  晴，黄加勇，刘  晶，张春松，吴  迪，罗  圆，李  杰，邹存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04）。 

本课题主要针对传统液体识别过程需要采用多种分析仪器对液体的多种特性参数一一

进行测量检验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液体识别的新型综合性方法。通过光纤电容液滴传感器，

由两根插入液滴内部的光纤分别将光信号导入液滴并获取经过液体吸收、反射、透射后的光

信号，由液滴滴头和环形极板构成特殊的电容传感器获取液滴的瞬时体积，二者融合构建液

体的液滴指纹图，它揭示了经过液滴内部的耦合光信号随液滴生长过程中轮廓和体积的变化

而变化的规律，反映了被测液体的多种特性，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通过

对液滴指纹图进行特征提取，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地描述指纹图之间的差异，研究指纹图之间

比较的规则和条件，建立典型液体数据库， 终实现模式识别。该方法类似于利用人的指纹

鉴别人的身份，它具有综合能力强、适用范围广和绿色性等优点，对液滴分析技术在液体食

品的真伪识别、液体生产工艺在线监控、水资源保护、海洋污染监测等领域中的应用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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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验基础。 

具体的主要研究内容有： 

1. 研制光纤电容液滴传感器，该传感器应能够同时采集液滴的瞬时体积信息和经过液

滴的光强信号随液滴形状变化的信息。 

2. 同时研制传感器配套的信号处理电路，搭建并调试液滴分析系统的硬件平台。 

3. 在液滴分析系统工作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典型样品设计实验方案，进行测

试实验，对实验结果曲线进行比较分析，并建立液体的液滴指纹图数据库。 

4. 为了使得不同液体的指纹图具有可比性，研究了归一化处理的必要性以及进行归一

化的算法。 

5. 研究了如何从液滴指纹图曲线中提取特征信息，以及如何通过特征信息进行液体的

真伪识别，研究液体之间进行比对的原理、规则和条件，建立一套有效的识别方法及开发相

应的软件系统。 

 

无线多媒体内容分发网络中关键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松林 

课题组成员：孙松林，田铁红，孙学斌，黄  海，赵成林，景晓军，张  琳， 

石  钧，王世良，孙  艳，黄怡菲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49）。 

本课题根据无线通信和多媒体通信领域的发展趋势，意识到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带宽非

常快速的增长，多媒体将成为主要的承载业务，因此本课题针对无线网络上如何传输大容量

的多媒体数据开展了研究。多媒体业务在无线网络上的传输和应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由

于无线网络在系统、带宽、延时抖动和丢包等方面的限制，要实现用户体验质量较高的多媒

体业务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无线网络本身的效率和性能、高可靠性的多媒

体编码技术、IPTV 等典型业务的特点与优化策略。  

本课题重点研究多媒体业务在无线网络中传输的性能特点。主要研究成果为： 

1. 分析了多种无线网络对多媒体业务的支持及其改进。 

2. 对无线多媒体技术本身的编码技术进行了分析和改进。 

3. 完成了 IPTV 的测试与分析。 

通过对多种无线网络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课题组发现无线网络系统的物理层性能是影

响视频业务的主要因素，因此分别选择了 IEEE 802.16、DVB-T2、DVB-S2、LTE 做为重点研

究对象，并进一步拓展到无线传感网和平流层无线网络。对这些无线系统的物理层等关键技

术和算法进行了若干改进，以达到使其更好的提供多媒体业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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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微结构中的孤子和混沌现象研究及其 

应用探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慧平 

课题组成员：田慧平，柏  琳，李  慧，禹  可，顾仁涛，沈宏君，李长红， 

鲁  辉，王雪莹，许  攀，刘  彬，郑  翠，龙  芳，张  璇， 

王  博，刘凌宇，翟  羿，杨大全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7001）。 

本课题根据微结构光子晶体的发展现状与应用趋势，结合非线性特性对微纳结构中的光

波传输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在不同维度光子晶体微结构中引入非线性结构、非线性材

料对其导光特性进行分析，在其中的光波传输特性及应用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本课题重点研究了微纳结构的导光控光特性，涉及到周期结构的、准周期结构的，非线

性材料的一系列微结构模型，研究了其能带特性、透射特性、场分布特性等问题。具体分析

了微结构中的孤子传输性能，获得了常规材料和非线性聚合物材料二维微结构光波传输的孤

子特性，研究了孤子传输的动态调制特性；分析了微结构的分形结构特性以及复杂的类混沌

形光波传输性能，获得了缺陷层厚、折射率和入射角扰动对一维微结构的稳定影响规律，提

出了一维非线性微结构中分析随机扰动的统计研究方法，获得无序扰动下不同形状二维微结

构中光波传输的非稳定复杂图像。在上述基础上对微结构在通信领域的应用如光开关、光缓

存、光逻辑、光滤波、调制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含流自旋链的基态纠缠和量子相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勇 

课题组成员：张  勇，王  川，金光生，李  巍，杨  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704010）。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一维自旋链系统的基态量子纠缠，量子信息中的量子秘密共享、Dicke

态和纠缠态制备以及量子门实现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现方案。同时，参与了关于表面

等离子激元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讨论了系统在绝对零度时基态中的量子纠缠变化性质，以及磁流的引入对量子纠缠

变化的影响。发现当驱动场处于某个临界值c时，磁流开始被驱动。进一步增大外加驱动场

，系统就进入了载流相，并可以观察到磁流的增大。在该可解模型中量子相变的出现，认

为这是 J交换相互作用与-DM 相互作用竞争的结果。当降低外加磁场时，相变的临界点趋

近于零。当磁场 h时，在临界场c的区域，基态纠缠与磁流是同时出现的。此外，基

态纠缠随着磁流的增大而显著增大。在h的区域时，系统基态即是纠缠的，且随
的增大而相对缓慢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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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了一个利用双纠缠光子态实现量子秘密共享的协议方案。该方案中通过有效的

泵浦 AlGaAs 波导可以制备需要的纠缠光子对，并构建了有效的测量装置。该量子秘密共享

协议可以有效抵御截断攻击和成员欺骗攻击。进一步讨论了利用非 大纠缠光子态实现量子

秘密共享的推广条件。 

3. 提出了两种利用单光子与克尔非线性制备 Dicke 态的方案。利用两束相干光的干涉，

可以在偏振和光子数自由度中实现 Dicke 态。通过对相干态的零拍探测，多粒子纠缠 Dicke

态可以较高的概率成功制备。该方案中零拍探测过程时比较容易测量相位差，因而具有较高

的可行性。 

4. 提出了一种实现量子相位门以及制备 n 量子比特 W 态的方案。该方案基于三态原子

之间的大失谐相互作用、双模腔以及经典脉冲。与原来的方案相比较而言，该方案中腔用于

处于真空态中因而为腔衰减被大大压缩，并且由于原子与场的大失谐使原子的自发辐射大大

降低。因此在腔衰减和原子自发辐射等消相干过程中量子相位门以及纠缠态制备更加稳定。 

 

40GHz 全双工 ROF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徐  坤 

课题组成员：徐  坤，林金桐，潘教青，程远斌，李建强，殷  杰，张  晔， 

            黄  浩，孟照丽，赵  荣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06）。 

针对波分复用（WDM）全双工光纤无线传输系统的需要和发展趋势，本课题对 40GHz 全

双工 ROF 系统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从 ROF 系统关键器件性能测试与分析、超宽

带光载无线信号处理以及双工光载无线系统设计三个方面展开。 

主要创新成果包括： 

1. 提出并研究了全光毫米波产生与矢量信号调制技术。 

2. 可调微波光子滤波器与全光上下变频技术。 

3. 超宽带信号产生与调制技术。 

4. 多功能电吸收调制器在 ROF 系统中的应用技术。 

基于上述技术提出并研究了 4 种 ROF 系统实现方案，完成了 2个 ROF 传输系统实验平台

搭建。基于该平台，实现了毫米波频段的光纤、无线传输以及多业务的混合传输，并在国内

利用光载无线系统首次实现了 Gbit 无压缩高清电视信号传输，光纤传输距离超过 20km，无

线传输距离达到 5m，传输速率达到 1.3Gbit/s。再次基础上联合国内相关企业研制出国内首

套光载无线交换机及其应用系统，该系统可广泛应用在宽带无线接入（WiFi、2G、3G 与 LTE）

与泛在物联网络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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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终生价值动态管理基础理论及电信业实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齐佳音 

课题组成员：齐佳音，傅湘玲，黄逸珺，史  双，张  祺，王  浩，刘  荣，张俊明， 

            朱志文，陈文晶，彭  蕾，舒华英，李源泉，谭  静，司雅静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0701005）。 

客户终生价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V）动态管理理论是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理论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 

本课题旨在建立 CLV 动态管理的基础理论，包括提出了 4 大类总计 18 个因素的 CLV 动

态影响因素分类体系；提出了完整的 CLV 驱动因素分类方法体系；识别出 CLV 典型动态影响

因素；以 Pareto/NBD 模型为基础，通过将客户满意和口碑效应同时引入 CLV 的计算模型，

构建了动态 CLV 预测模型；通过梳理 CLV 动态影响因素与驱动因素之间关系，建立了企业提

升 CLV 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包括 4个子系统：收入、成本、生命周期以及客户子系统，共包

含 49 个变量、36 个反馈环；通过总结 CLV 动态影响因素与 CLV 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 10

种 CLV 的演进模式。以电信企业为例，采集某企业数据，对基础理论中提出的假设、模型和

方法进行检验和应用。 

本课题着眼于解决 CRM 领域的国际前沿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丰富 CRM 的基

础管理理论，对于 CRM 软件系统的纵深开发具有基础的支撑作用，对于企业的 CRM 实践具有

重要指导。  

 

协同 MIMO 通信跨层联合预编码抑制干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立华 

课题组成员：李立华，苏  放，黄小军，陶小峰，田  辉，崔琪楣，许晓东，周明宇， 

方  舒，武  平，冉  静，王朝炜，宋  磊，高向川，杨  桅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51）。 

协同通信充分利用无线信道的广播特性，提高频谱利用率和网络的灵活性，成为下一代

无线网络结构革新的重要特征。在空间上分布的节点相互协作，形成一个虚拟天线阵列，从

而有效地对抗慢衰落信道环境，提高系统性能。 

本课题主要针对协同 MIMO 通信中的空间干扰抑制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协同中继自组

织和多跳的特点与协同通信干扰之间的关联，研究了协同中继联合发送预编码抑制干扰的问

题，以及跨层协同干扰抑制的方法。 

本课题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 研究了宽带协同系统中的自适应传输理论，提出了适用于宽带协同系统的比特、功

率联合分配，以及子载波配对技术。 

2. 提出三种协同 MIMO 系统中的传输理论，包括协同多用户 MIMO 干扰消除理论，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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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传输理论，以及多用户 MIMO 系统的 CQI 反馈理论。 

3. 研究了协同 MIMO 系统的预编码技术，提出了通用的、可适用于多种环境的 MIMO 码

书设计准则，以及专门针对多用户 MIMO 系统和协同 MIMO 系统的码书设计方法。 

4. 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协同传输系统的跨层设计问题，提出了联合上下行中继

选择和联合链路自适应和中继选择技术，有效地提高了协同传输系统的性能。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推动下一代移动通信体系架构的革新，提高空间和频率资源效

率，提升系统容量和频谱效率。 

 

广播语音声学建模中的主动学习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刚 

课题组成员：刘  刚，张洪刚，黄平牧，徐前方，徐雅静，郭  军，陈  伟， 

孙成立，王荣燕，国玉晶，刘  健，吴娅辉，何可嘉，唐  杰， 

马镇新，楚彦凌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5019）。 

广播语音识别是语音识别实用化研究的典型方向，也是多媒体/音频检索研究和应用的

基础，主动学习是当前模式识别的研究热点问题。本课题主要研究广播语音声学建模中的主

动学习问题，实现以 少的人工标注工作量，由海量未标注数据训练出更佳的广播语音声学

模型这一目标。 

本课题搭建了一个高效的语音识别主动学习研究平台，通过在语音识别、主动学习样本

评价和选择等方面的研究，达到了项目预期目标。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 提出一种基于字词混合的语音识别结果评价算法,改变传统以字作为评价基元的状

况，为基于词的可信度评价及主动学习奠定基础。 

2. 提出一种基于主题相似度的可信度特征提取方法,在传统声学可信度特征的基础上，

引入一种高层语义特征，使得可信度评价更为准确。 

3. 提出一种不同基元的混淆网络生成统一框架，可以生成词、字、音节、音素的混淆

网络，进而计算可信度，实现基于小基元的主动学习(传统主动学习都是基于词的)。 

4. 提出一种可用于连续语音识别的选择性训练方法，可支持小基元的样本学习，适用

于小基元的主动学习和半监督学习。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建立了用于主动学习研究的具有良

好标注的广播语音语料库(约 1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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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中迭代同步理论与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责任人：牛  凯 

课题组成员：牛  凯，许文俊，徐文波，林雪红，董  超，别志松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48）。  

同步是宽带移动通信系统的核心单元，对于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至关重要。 

本课题的研究着眼于将编码理论应用于解决宽带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同步问题，包括迭代

捕获、迭代定时同步、迭代载波同步、帧同步等方面，建立比较完善的迭代同步理论框架。   

在迭代捕获方面，给出了多流 LDPC 码构造、多子图迭代捕获序列构造、基于前馈约束

的迭代捕获序列构造，以及迭代捕获的实际应用。 

在时频同步方面，提出低复杂度高性能的 OFDM 迭代同步算法，并研究了多载波信号的

迭代同步以及检测及非线性调制的迭代同步算法。 

在帧同步方面，针对 LTE 多载波系统以及 TD-SCDMA 系统分别进行了研究，设计了低复

杂度的帧同步算法。 

 

面向普适计算未来的服务涌现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绍华 

课题组成员：刘绍华，俞俊生，陈晓东，王宇锋，汪  玮，徐  亮，张  旭，徐  兵， 

苏汉生，刘小明，姚  远，窦文生，马应龙，马铁军，景兴建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3036）。 

今天的绝大多数网络服务基本上是通过预编程的方式提供的，即使新兴的构件组装、服

务复合技术引入了动态构造的可能性，也要求预先有一个上层目标，然后“自上而下”进行

服务、构件查找和动态组合。由于上层目标设定通常需要人工参与，所以传统服务提供方法

难以满足未来普适计算环境、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物联网中数量巨大且形式多样的服务需求。  

本课题着眼于未来普适网络中计算资源、通信网络和应用服务无所不在的目标，针对趋

向于该目标时即将面临的大量复杂服务动态构造的新问题，提出“自下而上”的服务涌现新

方法，同时研究了“自下而上”服务涌现方法与传统“自上而下”服务复合方法的融合机

制，并开发出系统原型，进行大量仿真实验，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课题深入和拓展了与普适计算未来相关的本体语义、电波测量和认知无线电、射频识

别、毫米波与太赫兹频段通信等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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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胞原理的组合特性分析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端玲 

课题组成员：李端玲，张忠海，戴建生，廖启征，郭  磊，甘东明，黄昔光，徐海银， 

陈贵敏，张振华，叶  壮，王兴泽，王志远，陈玉红，黄  溪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50705010）。  

本课题在变胞机构原理方面取得一定进展，首次将约束图引入机构学，发展了机拓扑表

示理论；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变胞机构拓扑分析与综合的矩阵算法；将变胞机构从刚性扩展

到柔性，提出了柔性变胞机构的拓扑分析与综合算法。基于变胞原理，提出了一类以结构功

能为主的机构。这类机构包括放缩机构、形变机构和其他特定结构特点的机构。这种机构的

几何综合理论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设计方程，因此需要一些创新方法和新计算技巧来实现有

效设计。 

本课题对放缩机构和形变机构等结构功能型组合机构的几何规律探讨和设计方法的提

出，将会产生一些新机械设备，从而提出一些用于从微观和纳米尺度到空间大型结构的技术

解决方案。 

 

下一代光互联网中的域间流量疏导及生存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黄善国 

课题组成员：黄善国，韩大海，顾畹仪，张  杰，郑滟雷，张  沛，邓  宇， 

罗  沛，李  彬，郭秉礼，马芳华，连伟华，郭  熹，李玉萍， 

王  茹，张  弦，戍永兴，刘  爱，谢洁岚，孙大宇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702005）。 

传送网正朝着复杂化、规模化、智能化、动态化的传送模式与结构演进，为此多层多域

的路由与生存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课题目标在网络流量模型分析的基础上，以域间疏导机制和算法为中心，探索基于流

量疏导问题的域间信令和路由机制、网络恢复保护算法及多层协调的生存性方案，为下一代

光互联网的全面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本课题对下一代光互联网的域间联合流量疏导和生存性机制开展

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的成果。 

本课题建立了话音、数据混合的流量模型，针对多粒度、多层域的网络环境，提出十余

种优化的流量疏导策略、域间路由算法和高效的生存性机制，并研发了下一代光互联网多域

仿真平台，形成了针对下一代光互联网路由与生存性问题的一整套创新的体系、原理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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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组分纠缠态的量子通信与量子网络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川 

课题组成员：王  川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947151）。 

量子通信作为量子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

较大的发展。量子纠缠是量子信息处理中的一个有效的资源，由于其非定域关联的特性，在

量子通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普通的纠缠态只在一个自由度上存在着纠缠，近年来，实验研

究发现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有效的制备在多个自由度上存在纠缠特性的资源，也就是所谓的多

组分纠缠态。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对于多组分纠缠态的产生以及量子态共享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高效的基于多组

分纠缠态的制备方案和多方广义量子态的共享方案，并对其效率进行了分析。 

2. 提出了利用多粒子纠缠进行量子直接安全通信的编码方案和安全认证的量子直接通

信方案，提出的方案能够有效的对抗量子信道噪声并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针对量子通信中

的信道容量小以及通信速率低的问题， 

3. 研究了利用激光模式进行编码的量子通信方案，可以有效的提高通信信道容量。 

 

量子点-光子晶体纳米腔耦合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余和军 

课题组成员：余和军，刘玉敏，俞重远，张晓光，潘  伟，王东林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947150）。 

本课题在光子晶体纳米腔机理研究、优化设计、量子点的优化方法和物理性质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梳理出光子晶体纳米腔品质因子（Q值）及模式体积（Veff）的三种提高思路。 

    光子晶体结构和优化方法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课题组梳理出提高光子晶体微腔性能

的三大途径，即：采用渐变结构、采用异质结构以及频谱分析优化。 

2. 首次提出采用能量系数描述光子晶体纳米腔性能的状态和优化程度。 

首次创新性的提出采用能量系数定量分析光子晶体纳米腔的优化程度和性能状态。定义

能量系数为与纳米腔谐振时腔中光电场分布 接近的高斯函数所截取的光电场能量与稳定

时纳米腔中总能量之比。分析和计算结果表明，能量系数越大，光电场分布函数与高斯函数

的差别越小，即越接近高斯分布，纳米腔 Q 值越高。同时，随着 Q 值的升高，能量系数趋于

饱和，这是与严格的理论推导一致的。 

3. 优化计算出目前性能 优的光子晶体 L3 腔，  其 Q 值超过 28 万，模式体积仅为

0.2(λ/n)
3
 。 

对于常用的光子晶体 L3 腔为例，采用异质结构和频谱分析优化相结合提高纳米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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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获得纳米腔 Q 值接近 29 万，而模式体积仅为 0.2(λ/n)
3
。该结果指标全面超过目

前报道的其他 L3 腔的相关指标。同时，分析光电场的分布可知，优化后只有极少数腔能量

位于高斯包络之外，其能量系数高达 0.95。 

4. 提出采用移动渐近线法（MMA）和有限元法（FEM）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了量子

点的生长机理、组分分布、形变临界尺寸等物理性质。 

提出可采用移动渐近线法（MMA）和有限元法（FEM），通过求算应变自组织量子点 Gibbs

自由能的 小值，可高效计算出量子点组分分布的结果，进而可用于研究侧向和垂直方向相

邻量子点对于量子点组分分布的影响。利用该方法，还对 InGaAs 和 GeSi 量子点的性质进行

了深入分析。 

 

自由基座交会对接器集成控制系统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课题负责人：贾英民（北航）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北邮课题负责人：杜军平 

北邮课题组成员：杜军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 

本课题以空天交会对接任务为背景，提出并研究了自由基座交会对接器的基础理论与集

成控制问题，主要成果包括：（1）基于鲁棒与解耦控制理论研究了交会对接器自由基座同轨

同速控制，实现了自由基座的精确路径跟踪；（2）研究了多个子系统的协调控制，确定出合

理的优化准则并以此提出了每个子系统性能指标的折中方法，形成有效的集成控制方案能够

保证整个系统的性能指标得以满足；（3）发展了有效的适合交会对接的图像采集、传输和处

理方法，通过 CCD 摄像机实现运动模块之间的无线传输通讯；（4）提出了对不确定性和外

部干扰，传感器模型化误差和未知参数，以及图像数据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具有适应能力的鲁

棒决策和优化算法；（5）开发了完整的系统软件并建立自由基座交会对接器原理演示系统，

对推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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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典装置测控量子系统的混合控制系统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  靖（清华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北邮课题负责人：金光生 

北邮课题组成员：金光生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考察了一类两比特开放量子系统与单模控制场的相互作用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两

比特开放量子系统充当被控量子系统，而量子比特间作为相互作用通道的单模控制场则可看

作经典控制装置。通过调节单模控制场的可控参数，可以有效的提高两比特量子系统在开放

环境下的纠缠程度，从而达到有效的保护量子纠缠的目的。 

2. 将所得到的一般性结论应用于光腔—原子相互作用系统之中，考察光腔中的单模场

与光腔中的两个原子的相互作用模型，并考虑了原子的自发辐射过程。在半经典近似下，光

腔中的单模场看作经典控制场，通过调节腔场控制参数可以调节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进

一步，在考虑双原子的独立自发辐射和联合自发辐射的情况下，调节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强度

可以进一步调节双原子系统稳态的纠缠值。 

3. 考察了超导量子线路中两比特系统的纠缠控制问题。相比于原子—光腔系统，超导

系统中的控制策略更加多样。作为控制比特间相互作用的中间控制装置，我们考察了包括电

容耦合装置，电感耦合装置以及超导传输线振子(transmission line resonator)等多种方

案。研究表明，通过调节中间控制装置的经典控制参数，可以有效保护量子纠缠。当作为量

子比特的超导电荷量子比特和磁通量子比特置于电荷简并点和磁通简并点时，调节控制参数

至 优点，稳态 Concurrence 纠缠值可以达到 0.3。进一步，引入纠缠提纯，将可能得到两

比特 大纠缠态。 

4. 研究了基于全量子相干反馈控制回路的非线性量子反馈控制对受控量子系统所产生

的影响。研究表明，给予全量子相干反馈控制回路的非线性量子反馈控制可以对受控量子系

统引入真正的量子非线性效应，如高阶的 Kerr 非线性等。更重要的，通过在全量子反馈控

制回路中引入量子放大器，可以极大增强所有到的非线性效应。由于传统的量子系统，如光

学系统中的非线性效应通常很弱而不便应用于实际问题中，这种量子反馈诱导的增强的量子

非线性效应将可能具有重要的实际用途。作为例子，我们将这种全量子非线性量子反馈控制

方案，用于芯片上的非线性光学研究，研究表明，通过引入全量子非线性反馈控制可以在量

子线路中产生强的 Kerr 和 cross-Kerr 效应，并可以产生非高斯光，在芯片上观察光子反聚

束(photon antibunching)以及亚泊松分布(sub-Possion distribution)等非线性光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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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热力学、宇宙学及黑洞的可观测效应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课题负责人：刘文彪（北师大）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北邮课题负责人：田贵花 

北邮课题组成员：田贵花，唐文林，董  锟，钟树泉，孙  越，杨  健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本课题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广义椭球函数的研究 

利用超对称量子力学方法，成功地解决了椭球函数方程的可积性问题。首先成功地得到

了 s=0 时的椭球函数的超势的一般形式，由此可以得到基态椭球函数的形式。第二，证明椭

球函数方程的可积性质，得到了椭球函数的递推公式，这是缔合勒让德递推公式的推广，有

创新意义。 

2．随机引力现象的研究 

随机引力现象把引力系统看成一个开放系统，利用非平衡态物理学、统计理论（包括随

机过程等）及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论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对于随机主方程的

研究，推导了主方程系数所满足的初等函数以及与其相关的格林函数和噪声核。 

 

代数交换与网络编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义先 

课题组成员：杨义先，陈秀波，王励成，彭海朋，李丽香，郑世慧，马松雅， 

            卓新建，钮心忻，周亚建，罗明星，郭  钦，常相茂，汤永利， 

            何世平，高  洋，梁晓兵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项目编号：60731160626）。 

在无线领域等带宽受限的场合，如何提高网络的容量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

题。然而，传统路由器的存储转发模式难以实现多播的 大流容量，使得 Shannon 提出的信

息传输的理论上限在很长时间里显得遥不可及。直到 2000 年，网络编码理论的提出，首次

将编码和路由有机地融为一体，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网络体系结构，不仅解决了广播路由这一

信息论中的经典难题，而且使得达到组播网络容量的理论上限成为可能。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对于流量动态变化的真实网络，可变速率的网络编码技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针

对单信源有限有向通信网络，研究了变速率线性网络编码有效算法的设计问题。 

2. 有圈网络在现实网络中是普遍存在的，研究带圈网络上的网络编码算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结合控制理论与网络编码的内在相似性，设计了便于程序实现的网络卷积码。 

3. 由网络编码的局部或全局描述可知，编码节点的计算直接关系网络编码的整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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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了组合网络上的网络编码与经典 MDS 码之间的等价关系，讨论了可行无圈多播网络

的 优编码节点界限，并回答了一个公开问题。 

4. 针对确定网络拓扑，研究了具有不确定窃听集的安全网络编码算法。 

5. 针对确定网络拓扑，研究了抗拜占庭攻击的安全网络编码算法，此算法也可以用于

抗击具有任意攻击能力的窃听攻击。 

6. 针对随机网络拓扑，研究了古典保密信道对整体网络上的所有信息的安全影响。 

7. 在讨论经典网络编码的基础上，研究了蝶形网络结构上的量子态安全、高效交叉传

输问题。这是国内 早将网络编码思想和量子通信理论相结合而进行的研究。 

8. 量子态的辅助克隆问题，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量子网络编码的瓶颈问题。 

9. 代数交换理论的核心交换模型，使其可支持线性扩展的传输交换网络。  

 

用于实时视频通信的无线中继网络的跨层联合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亚峰 

课题组成员：王亚峰，杨大成，梁  慜，李  昶，王  森，李  倩，冉  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澳科技合作特别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811120097）。 

本课题主要对中继网络的协作策略做了深入研究。 

在中继策略方面，本课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增量中继和选择中继的新的中继策略——选择

增量中继。本课题将选择增量中继分为单一中继和多中继两种场景，并通过详细推导给出了

两种场景对应的中断概率的闭合表达式。仿真结果表明，在相同 SNR 条件下，所提出的选择

增量中继方案的性能优于传统中继方案。在多用户的协作策略方面，提出了一种应用于协作

系统的分群算法，并给出了相应的仿真结果。仿真结果表明，在小区中心区域两种算法的性

能相同；在小区边缘区域，所提出的分群算法在用户平均 SINR 性能上明显优于传统协作算

法，可以获得 5～10dB 的性能增益。 

在中继选择策略方面，本课题研究了多用户协作无线网络中的中继选择问题，并提出了

一种半分布式中继选择算法。以对中继选择问题进行建模分析为基础，分析比较了多种传统

中继选择算法和所提出的半分布式中继选择算法，并通过仿真从系统中断概率等方面进行了

算法性能比较。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表明，在相同条件下，所提出的半分布式中继选择算法

的中断概率性能优于传统中继选择算法，并且能够逼近中继选择的性能极限。而且所提出的

算法的公平性也优于传统中继算法。 

本课题对联合信源信道编码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种二维多层多描述编码（2DL-MDS）

方案。传统的平均速率二维多层多描述编码（ER2DL-MDS）方案采用把冗余平均分配到每一

个图像层的方法，本课题提出的 2DL-MDS 方案把较多的冗余分配到前 3 层。相比于传统算法，

所提出方案的峰值信噪比（PSNR）大大改善，大概 5dB 增益。所提出的 2DL-MDS 方案能有效

解决视频通信的实时性传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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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下一代宽带无线和有线融合网络的        

网络测量和网络管理系统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课题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黄小红，王振华，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项目编号：60811140347）。 

本课题旨在于研究适合高速宽带融合网络的测量和管理方法，设计一个面向有线、无线

融合网络的高速网络测量和管理系统。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针对高速网络流量中数据持续到达、到达速度快、数据规模巨大等特点，提出了采

用基于 Hoeffding 决策树分类算法 CVFDT (Concept-adapting Very Fast Decision Tree)， 

该算法可以对数据产生过程中变化趋势进行实时检测和响应，使得其可以更好地支持高速网

络数据流量的分类。  

2. 提出了实时/非实时网络流量特征提取方法。首先，从不同层面对流量特征的实时提

取方法进行了研究，包括流的特征（传输时间，包含包的数目，流大小，包的大小分布）、

包到达过程（ 大， 小和平均间隔时间，间隔时间的变化）、有效载荷大小（平均值，

大和 小有效载荷，载荷大小的变化）、携带 SACK 信息的 ACK 包的总数等。其次，针对非实

时网络流量特征提取算法进行了研究，从应用流量中寻找适用于指导精确流量感知的局部相

似序列。该成果可作为流量感知测量的基础。  

3. 提出了属性选择算法，采用 BestFirst 结合 CfsSubsetEval 的属性选择方法从实时

测量得到的统计属性中选择特征子集，通过该方法可以正确选择有用的属性，提高流量识别

的效率和准确率。  

4. 提出了网络流量分布式测量验证技术，可用于获取真实的数据基准集，对算法的验

证有重要的作用。  

5. 提出了协议特征自动提取技术，提出了无噪声条件下的，基于 Smith-Waterman 的

算法来自动提取协议特征字符串，相比于已有的自动特征提取算法，在提取特征字符串的纯

度和自动化程度上都有很大的突破。该成果可用于辅助生成数据基准集，并可识别新型的网

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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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德良 

课题组成员：刘德良，王  霞，李  克，陈心歌，张露藜，刘远景，徐晓峰， 

            吕云凤，杨  飞 

结题时间：2011 年 2 月 18 日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学科青年项目（课题编号：03CFX001）。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研究弱势群体的一般界定（社会学上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法学界定（法学上的

弱势群体），并进行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政治学分析。本课题认为，社会学上的弱势群体是

一个相对于一般群体而非强势群体的范畴；应该以权利实现的成本或难易程度作为区分弱势

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标准。弱势群体是指在实现基本权利的手段上面临困难 大的群体，可以

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 

2. 研究我国弱势群体保护法律的渊源和内容，认为我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存在（1）立

法和修改相对滞后，法律位阶不高；（2）法律制度不够完整，内容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

（3）某些弱势群体保护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不清晰，在司法裁判中很少适用等不足。 

3. 研究网络时代的社会特征、网络时代对现行弱势群体的影响、网络时代对现行弱势

群体保护法律制度的影响。总的来说，网络使得现行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加剧了。其原因在

于，现行弱势群体的网络技术能力和获得信息能力也相对较弱，如老年人、残疾人等；现行

弱势群体作为技术弱势群体，与技术强势群体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被技术强

势群体利用网络技术侵害隐私、进行财产欺诈等，如消费者；信息识别能力较低的弱势群体，

在网络环境中更易受到不良信息的侵害，如未成年人。 

4. 本课题研究认为，网络时代弱势群体保护法律制度有以下四大基本原则：法治原则；

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同等、有效保护原则。  

5. 研究网络时代个人信息财产权的法律保护、网络时代弱势群体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弱势群体传媒接近权的保护、弱势群体信息无障碍权的法律保护。  

6. 研究网络消费者合同中的消费者保护、网络游戏玩家的消费者地位及其法律保护、

网络游戏玩家虚拟物品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7. 研究网络时代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网络色情和网络游戏的法律规制（以未成年

人保护为中心）、网络性骚扰的法律规制（以妇女保护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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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类基础资源建设和网络服务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杰 

课题组成员：刘  杰，张晓莹，温志刚，吴岳辛，范春晓，邹俊伟，刘丽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该课题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相关基础资源进行了收集、整理，分析了信息通信类资源

的整合需求, 指出传统的科研活动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观察这种经典的方式来进行，

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使用使得基于网络方式的科研工作

与学习环境成为未来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网络科研和学习环境是指利用现代网络技

术和软硬件技术，把科学观测系统、实验仪器系统、计算机应用系统以及数据库系统联结为

一体，实现网络环境下的实时协同研究、远程教学系统、科技资源共享的信息技术环境。 

该课题遵循合理规划、分层建设、服务完善、技术创新的原则，围绕服务平台体系结构、基

础资源整合和共享、网络虚拟实验建设和远程网络虚拟网络教室、平台支撑技术、共享开放

方式等几个层次展开。 

该课题取得如下成果： 

1．建成了一个面向北京市高校与社会开放的信息通信领域共享资源丰富、维护更新技

术的分布式、网络化、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其典型特征是：共享资源丰富，应用服务创新、

支撑技术先进，领域特色明显，使用快捷方便，扩展能力强大，形成一个分布、先进、高效、

灵活的网络科学研究和学习环境，为首都高校涉及信息通信类研究与应用者提供网络服务。 

2．通过研究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信息通信类基础资源整合和共享方法，提出了一套适用

于本平台的基于 RDF 的资源描述规范。 

3．将网络虚拟实验室、远程虚拟网络教学示范系统、支持 IPv6 的远程网络实验平台等

整合到该平台中。 

 

基于网络信息的科研热点发现和表达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蕾 

课题组成员：李  蕾，李睿凡，周延泉，袁彩霞，谭咏梅，鲁  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络时代的科技论文快速共享（2009）专项研究课题。   

本课题主要成果如下： 

1．采用一种改进的 lcs（ 长公共子序列）方法来实现文本环境下的去重工作,应对大

规模引入索引，对应文本结构和特点引入围绕标题的文本权重指纹取法。文本经过指纹提取，

相似指纹的索引查找，指纹相似度计算， 终达到去重的目的。整个方法的优越性在于，更

好的综合考虑了语法结构信息和语义信息对于文本内容的作用。 

2．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对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论文进行子主题划分。使用二级分类

体系，即一级分类有人工智能学科和其他学科，在人工智能学科中，我们又划分出了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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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类别，包括人工智能理论基础、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知识工程等，为

热点发现奠定基础。 

3．以 2008～2010 年科技论文在线的论文数据为资源，重点跟踪这 3 年的热点情况。以

年为单位，统计各个二级类别中的文本数量；起始年份 2008 年的热点为文本数目 大的那

个类别，此后依次计算当年与前一年的各个类别中文本数目的增量，增量 大的那个类别即

为当年的热点。 

4．在人工智能领域热点发现和热点跟踪原型系统基础上，增加基于子主题的文摘句抽

取与排序功能，生成多文档摘要的表达形式。文档摘要的生成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预处

理，主要包括把同一相关话题的文档集中的文档切分成单个独立的句子、词性标注、还原词

干、去除停用词等；（2）抽取句子，主要包括相似度计算、聚类、计算句子权重等；（3）文

档摘要的后处理，过滤掉一些噪音信息、句子压缩等，生成满足字数限制及可读性要求的文

摘。 

 

电信运营商的财务转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何  瑛  

课题组成员：何  瑛，彭晓峰，徐慧娟，刘  丹，高锦萍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编号：06JC630002）。  

本课题对我国电信运营企业财务转型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

分：即理论拓展篇、发展方向篇和案例研究篇，为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财务转型实践提供了

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其他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课题

对促进我国电信运营企业成功实现战略转型，逐步实施精细化管理，将效益管理落到实处，

从而持续改善公司绩效，并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课题的

终成果——专著《电信运营企业财务转型》，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包括： 

1. 基于不同视角（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组织视角、战略视角）探讨了财务

转型的拓展路径，并重点基于战略视角构建了财务转型的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

务组织管理、财务执行管理和财务基础管理。为我国企业（包括电信运营企业）实施财务转

型的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2. 对电信运营企业实施财务转型的现状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提出财务转型的

方向，为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财务转型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方向。 

3. 对中国移动采用案例研究法进行专题探讨，通过授课、培训和项目合作的机会进行

针对性研究，为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财务转型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和社会影响。 

4. 基于因子分析和模糊评价对《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中入榜的电信运营

企业进行综合绩效评价及排名，证实了引入 EVA 对央企进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意义，旨在引导

中央企业关注风险控制，提升发展质量，增强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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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拉曼和参量放大器的性能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桑新柱 

课题组成员：桑新柱，王葵如，余重秀，颜玢玢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课题编号：109015）。 

本课题围绕硅基拉曼和参量放大器的设计和性能，针对波段结构、非线性效应、色散以

及拉曼和参量放大器的结构配置和性能特征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创新点和研究成果如

下：  

1. 建立了一阶和二阶硅基拉曼放大器的理论分析模型，数值研究了泵浦相对强度噪声

(RIN)向信号转移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二阶硅基拉曼放大器的－3dB RIN 转移截至频率

与一阶情况类似，二阶硅基拉曼放大器的增益更大，噪声指数比一阶有明显劣化。  

2. 建立了硅基拉曼激光器 RIN 噪声转移的理论分析模型，并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泵浦噪声对硅基拉曼激光器的输出噪声有重要影响，非线性损耗对激光器的输

出功率和噪声有重要影响。  

3. 建立了非简并情况下双脉冲泵浦硅基参量放大器的理论模型，仿真研究了泵浦参数

和波导参数对增益和噪声指数的影响，并讨论了偏振的影响。与单泵浦情况相比，双泵浦可

以获得更大、更平坦的增益带宽。  

4. 建立了硅基相位敏感型参量放大器的模型，仿真研究了增益和相位再生性能。研究

结果表明：选择合适的泵浦功率和自由载流子寿命对获得高增益和低噪声至关重要。  

5. 对于不同的硅波导结构参数进行了非线性和色散参数的仿真研究，通过恰当的结构

设计，在 1550nm 可以获得 972 ps/km/nm 的色散和 1×106 W
-1
•km

-1
的非线性系数，适于做光

参量放大。  

6. 理论研究了色散补偿的光子晶体拉曼放大器的噪声特性，结果表明传输损耗和低频

相对强度噪声转移对 终的噪声指数有重要影响。  

7. 实验研究了双折射光子晶体光纤中四波混频效应，结果表明可以利用双折射增强四

波混频效应。  

8. 理论仿真研究了反谐振光子晶体光纤的带隙和传输模式特征。 

 

下一代 MIMO 中继网络中的无线资源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莹 

课题组成员：王  莹，田  辉，刘宝玲，李  根，吴  彤，黄  晶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B 类）项目（课题编号：2007B053）。 

本课题根据 WINNER 城区场景模型，研究了蜂窝中继网络中的 SINR 分布情况，着重分析

了网络中的较差用户，以及它们具有较低 SINR 的原因。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本课题提出了

四种中继网络干扰抑制策略，分别为：基于资源重配的部分复用方案、基于用户绑定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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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干扰抑止方案、基于信噪干扰比协调的资源复用方案、基于全复用集中式干扰释放方案。 

本课题考虑在无需基站间通信的情况下获取容量和干扰的折中，提出了基于非合作博弈

的资源分配算法。并基于 小 MSE 准则，分别提出了 优和次优的线性预编码设计方案。课

题组搭建了系统级仿真平台，对 MIMO-OFDM 中继系统进行了性能评估，并提出了一种基于空

间和传输特性的用户分组算法。 

 

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利用国际经贸渠道提升竞争力的

现状与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学成 

课题组成员：杨学成，刘绍坚，刘  洋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8日 

 

本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Z09030801590901）。  

本课题旨在梳理国际经贸渠道的类型、论证国际经贸渠道对科技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

机理、盘点北京市利用国际经贸渠道提升科技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

策略建议。 

有关国际经贸渠道对科技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研究是本课题的主要命题，在此之

前未见系统化的研究成果报告。因此，对国际经贸渠道的类型划分、作用机理等研究是该研

究命题下的首次探索。经过深入的走访调研，我们将国际经贸渠道归纳为四大类型：国际科

技展会、引进外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和进行海外投资。在作用机理方面，研究发现不同类

型的国际经贸渠道对科技产业竞争力的不同层面有着差异化的影响力。这为后续的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 

鉴于国际经贸渠道类型繁多，主管部门多样，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广泛调研与重

点案例剖析相结合的办法。既照顾到了北京国际经贸渠道的整体情况，也兼顾了重点经贸渠

道的运行机理。例如，在对国际科技会展这一重要国际经贸渠道研究时，项目组重点对“北

京科博会”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剖析，详细盘点了理解科博会召开的情况及发挥的作用，并在

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科博会在提升科技产业竞争力中的贡献。进而总结出，科博会有效地促

进了国际先进科技思想的交流和展示，是各方高度关注的技术交易平台，较好地促进了技术

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还是一个技术与资本对接的平台，为科技成果与金融资本的对接创造了

条件。 

本课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合理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参考。研究

成果及相关对策建议可以反馈到各个国际经贸渠道的政策出台单位和实际主管单位，为以后

鼓励国际经贸渠道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成果为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地利用

国际经贸渠道提升自身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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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结果的鲁棒性理解方法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蕾 

课题组成员：李  蕾，李睿凡，周延泉，谭咏梅，李  剑，鲁  鹏 

验收时间：2011 年 4 月 11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课题编号：108131）。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基于“信息-知识-智能”转换的人工智能统一理论，完成了一个面向特定领域语句

集合的语音识别后文本鲁棒性理解实验系统。主要分为定位锚点词、实例抽取、检错和纠错

四个过程。锚点词的定位主要依据识别稳定度和语境核心词；实例抽取依据句子相关度；检

错依据词语可信度；纠错依据候选词与实例的语境和谐度。采用的关键技术有基于领域的语

境概念识别技术和汉语拼音混淆技术。  

2. 在语言学知识的应用方面，综合使用语法、语义和语境信息（语用信息），以语境信

息为主导，以语法和语义信息为辅，语境分析在语法和语义分析基础之上，语义分析又以语

法分析为基础。  

3. 建立起相关语料库（文档规模＞1000）和知识库（通用知识点规模＞5000、领域知

识点规模＞1000。其中语料库包括流行性疾病类文档 452，传染性疾病文档 398，遗传性疾

病 305。实验表明，在知识库充分的情况下，本系统能使上述语料库识别的正确率提高约 20%。

与人工相比，纠错能力可达到人工水平的一半，而且检错的正确率较高。 

4. 智能手机演示实验系统的搭建也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系统采用 C#智能项目完成，主

要技术涉及手机数据库操作。采用的是 sql2005 compact edtion。优点是专用手机数据库

存储，方便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演示系统的基本架构是 CS 模式。 

 

IPv6 域名服务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课题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黄小红，赵  钦，林昭文，王振华，吴  军，苏玉洁，张晓冬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10 日 

 

本课题为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课题编号：2007A090302097）。 

本课题主要是利用高校在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中的研究成果，结合企业的研发力

量，设计与实现 IPv6 域名服务系统。 

本课题主要研究基于 IPv6 的 DNS 系统，实现机器间的基于域名的通信机制，同时提供

DNS 的自动注册和更新，并结合认证和加密机制，保证 DNS 系统的安全性。目前完成了基于

IPv6 域名服务系统的设计、开发和测试，包括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开发，并实现了地址自

动检测机制、地址过滤机制、系统的认证与安全机制和用户的统一认证机制等，具体如下：  

1. 完全符合 DNS 动态更新协议、TSIG 事务签名协议和 IPSec 安全机制等 IETF 指定的

协议和标准。  

2. 符合 DNS 系统功能的要求，其信息处理、DNS 更新、重复地址检测等功能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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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模块之间相对独立，既可单独完成指定功能，又可集成为综合 DNS 系统。  

3. 兼容 IPv6/v4，适用于包括 DHCPv6 等所有 IPv6 网络。支持多平台，包括 Windows、

Linux、FreeBSD 等主流操作系统。 

4. 通常情况下，动态更新的时间＜1s，而在高负荷的情况下，也能在 10s 内完成全部

更新。 

5. 系统与网络结构无关，代理服务器的布置不影响网络现有结构。 既可以自动更新，

也可以手动更新，同时支持 IP 地址过滤。 

6. 提供良好的安全型、可扩展性。 提供本系统平台的 API 集，以支持在此平台基础上

的二次开发和研究。 

 

面向网络安全的生物特征模板保护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苏  菲 

课题组成员：苏  菲，董  远，冯  全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课题编号：108012）。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 针对可撤销指纹模板方案的安全性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由 Ratha 等提出的可撤销指

纹模板方案的安全性问题。由于其变换函数的形式及参数选择方法削弱了函数的多对一性

质，而且变换函数及其参数存放在智能卡上，其方案的安全性就完全依赖于智能卡的安全。 

2. 针对基于指纹细节点的 Fuzzy vault 实现方案，提出了三种实现方法，与现有的其

他方法相比有很强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构造方法与密钥无关，无论密钥多长，算法都是一

致的，从而使开发效率得到提高；提出了利用多元线性函数来绑定生物特征和密钥，拓宽了

绑定的方法；没有对生物特征作量化，不存在量化时的边缘效应，提高了认证的精度。 

3. 针对加密 Fuzzy vault 方案研究，提出了采用加密方法来保护细节点集合的安全，

利用一个秘密多重集中的多个密钥随机配对加密细节点集合的每一个元素。由于是在秘密模

板生成阶段不添加干扰点，可以节约存储空间，同时干扰点是在解密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可

以抵抗针对 Fuzzy vault 的多种攻击，实现了隐私保护和可撤销性。 

4. 针对开放网络中的远程双向身份认证的方法，提出了两种基于指纹细节点的远程双

向身份认证的方案：（1）服务器利用 PM 协议秘密比较用户的现场细节点与存放的用户隐秘

模板，找出双方的交集，若交集的势大于给定的阈值则接受用户身份，并返回该交集，用户

也可以根据该交集判断服务器是否是目标服务器；（2）采用加密 vault 方案作为隐秘模板，

采用客户端生物验证策略，即用户在本地从加密 vault 中恢复秘密。该秘密也是用户与服务

器的共享秘密，一旦被正确地恢复出来，就可以与服务器执行双方密钥分发协议 2P KDP 生

成并分发临时会话密钥，从而可完成双向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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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标准规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方滨兴 

课题组成员：方滨兴，马  严，高志鹏，林昭文，张晓冬，黄小红， 

苏玉洁，吴  军，赵  钦 

结题时间： 2011 年 4 月 15 日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标准研究项目。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在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履行政府职能发挥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规划和管理，大部分政府部门及所属机构分散接入国际

互联网，成本高，安全风险大，已成为当前政府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导致网络安

全事件和网络失泄密事件不断发生。为切实加强政府部门互联网接入的安全管理，提高政府

信息系统防病毒、防攻击、防泄密和反窃密能力，探索政府部门集中接入互联网、实施统一

安全管理的模式，有必要对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标准规范进行研究，制定出适合中国政

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的统一标准和规范。 

课题 终形成以下几个成果: 

1. 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技术指南 

该指南包括了安全接入需求与实施原则、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总体架构、安全保障

措施、安全接入管理和安全接入工程实施等主要章节，从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的实际情

况入手，制定了相关的参考规范和实施指南细则，为推动政府部门集中接入互联网的安全技

术及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2. 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技术规范编写说明 

该说明文件的目的是帮助试点工作人员了解“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技术指南”制

定的背景、约束的对象，针对的问题，以保证规范能够被正确理解和实施。 

3．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主要涵盖了：（a）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背景，包括国内外政府部门互联

网安全接入现状、国内互联网安全相关的规范与标准、政府部门统一接入互联网面临的新问

题；（b）政府部门互联网安全接入总体框架，包括基本原则、参考模型、组织机构和管理办

法；（c）安全接入后政府部门内部网络管理，包括 IP 地址划分、带宽分配与管理、运维模

式、认证与授权、终端认证与授权、实名接入、桌面管理、政府部门与公众流量剥离和纵横

接入等实际问题的分析；（d）安全监控方案，包括网络安全事件监控、业务分类与控制、行

为与内容审计、外联监控、网络容灾等 ；（e）政府部门互联网接入点汇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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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效信道编码与调制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 吴湛击 

课题组成员：吴湛击，孙  卓，李璐颖，欧阳子月，傅婷婷，张力龄，彭  涛， 

杨鸿文，王文博，刘丹谱，郜云蒙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09013）。  

本课题主要侧重于研究并新型的高效信道编码与调制技术，在信息论的基础上探索适合

于无线传输信道的带宽有效的逼近信道容量的编码调制技术，并将其进一步拓展到带宽有效

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中。通过两年的研究，本课题首次提出了 MIMO-OFDM 系统中的联合

编码调制分集的理论和技术，实现了“两高两低”，亦即高的带宽效率和高的功率效率，以

及低的编译码复杂度和低的处理时延；并完成了系统整体方案的设计、关键技术的研究和软

件演示仿真系统的开发，给出了详尽的仿真结果及完善的方案评估结果。对于带宽确定的较

高频谱效率的 OFDM 编码和调制系统，链路性能可以获得 2dB 以上的增益；对于带宽确定的

较高频谱效率的 MIMO-OFDM 编码调制系统，链路性能可以获得 10dB 以上的性能增益。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对于引入了调制分集、在高码率的情况下，CRM（编码旋转调制）系统相对于传统的

BICM 编码调制技术在抗衰落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增益，而且码率越高，增益越明显。在加入

了 ID（迭代译码）的情况下，编码旋转调制系统的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且相比于传

统的 BICM 系统，编码旋转调制系统由 ID 所获得的增益更明显，在独立瑞利衰落信道下，高

码率可以实现接近 3dB 的信噪比增益。  

2. 在频率选择性衰落信道下，CRM-OFDM 系统能够有效利用 OFDM 系统的频率分集、旋

转调制系统的调制分集以及信道编码的增益显著降低系统的误帧率。在3GPP TU测试信道下，

相对于传统的 BICM-OFDM 系统，在加入迭代译码的情况下，高码率可以实现 4dB 的信噪比增

益。  

3. 对于下一代无线广域网 LET-A 系统，JCMD 相对于传统的 BICM-OFDM 系统 大可以获

得 11dB 的性能增益；对于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802.11ac 系统，JCMD 大可以获得 7.2dB 的

性能增益。  

4. 提出了结构化的 LDPC 码，其中码长越长，我们构造的 LDPC 码相对于 Turbo 码的编

码增益越大，而且对于一些高码率，我们构造的 LDPC 码相对于 Turbo 码也有明显的增益。

同时，随着码长的增加，我们构造的 LDPC 码有更低的“差错地板”。 

新的联合编码调制分集方法对于下一代无线广域网 LET-A 系统和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802.11ac 系统都具有显著的性能增益，是理论和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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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纤中受激布里渊散射的宽带信号 

可控慢光延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祖兴 

课题组成员：张祖兴，徐  坤，戴一堂，林金桐，桂  林，王大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重点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0902072）。 

随着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控制光传播速度实现光信号缓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全

光交换和光计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低噪声布里渊放大器是实现可控制慢光的良好载

体，重点对此快慢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本课题在系统分析光纤布里渊放大器慢光延迟的限制因素及存储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增

益饱和和脉冲展宽是其中限制延迟的两大限制因素，提高布里渊的有效增益是其中关键之

一。一般慢光实验所用光纤都很长，限制了在放大过程可用的泵浦功率。泵浦功率超过阈值

时产生的自发布里渊放大会抽空泵浦功率，引起增益饱和。采用光纤实现高增益布里渊放大，

避免了泵浦功率的抽空，提高非饱和增益。实验证实在 600m 光纤中，单级放大增益超过 

50dB，延迟可以达到 52ns，分数延迟量超过 1。  

低噪声布里渊放大器是实现可控制慢光的良好载体，但是因为受激布里渊散射固有的狭

窄增益带宽，不能适用于高速通信的宽带信号。为了提高布里渊增益的带宽能，延迟适用于

通信的高速光信号，利用位相调制泵浦的布里渊放大器，实现了 2.5Gbit/s 高速信号的慢

光延迟，这为慢光作为可控光缓存在全光交换中的应用的重要一步。并研究了信号码型及色

散因素对延迟比特的影响，找到了两者的平衡关系和 佳条件。  

本课题还开展自诱导的光纤受激布里渊散射快光的实验，自诱导快光方法因不需要泵浦

信号，对延迟信号的波长和格式完全透明，也没有泵浦和信号波长高度稳定性的问题。利用

光纤环腔作为增强机制，大幅度提高了快光提前量，并降低阈值和提高斜率效率。实验取得

了良好的进展，在 10m 长的光纤中， 大加快量可以达到 221ns 以上,实现到负群速度超光

速传输, 对应的群速度达到－0.15c（c 是自由空间光速），这是在光纤中能够实现的 大群

速度，负群速度越小意味着群速度超光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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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激发可调谐布里渊多波长光纤激光器及其 

微波光子学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祖兴 

课题组成员：张祖兴，戴一堂，徐  坤，林金桐，徐惠真，徐  聪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080440332）。 

本课题研究的基于自激发受激布里渊散射的波长间隔可变多波长光纤激光器实验结构

相当简单。整个激光腔内存在线性的掺铒光纤增益和非线性的布里渊增益，形成混合增益光

纤激光器，有利于稳定多波长激光产生。通过改变双折射光纤环镜滤波器中保偏光纤的长度，

调整滤波器的梳状谱间隔，可以从掺铒光纤激光器中得到波长间隔可变的多波长输出。在这

种方法中，实现多波长的机制是 4km 单模光纤中的受激布里渊散射，而双折射光纤环镜滤波

器决定输出波长。在此实验中使用了一卷单模光纤长 4km，泵浦功率开始固定在 160 mW。为

了产生不同波长间隔的多波长激光，分别在双折射光纤环镜滤波器接入不同长度 7.9m，

15.8m 和 79m 的保偏光纤。布里渊多波长光纤激光器可以代替多个独立的激光器用于实现微

波光子滤波器，激光器输出的多波长激光经过一个偏振控制器(PC)输入到电光调制器，偏振

控制器用来优化调制特性，调制器由从网络分析仪输出的射频信号来驱动，射频调制信号功

率保持不变而频率不停的扫描。调制后的光信号经过一段作为宽带色散介质的长单模光纤传

输，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色散器件，比如色散补偿光纤或光纤光栅。 

在网络分析仪中观测从光电探测器的输出即可以得到此微波滤波器的滤波特性。而且，

滤波器滤波频率可以调节  来调谐，  的调节可以通过改变多波长激光器输出激光的波

长，或利用色散可变器件。前面提出的布里渊多波长光纤激光器可在较宽的波长范围内调谐，

即使色散器件不可调谐，因为激光器输出波长的变换，由于在不同波长处单模光纤色散不同，

这就等效地改变了  ，故基于可调谐布里渊多波长光纤激光器的微波光子滤波器具有可调

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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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NA 的网络社区结构模型及其演化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闫  强  

课题组成员：闫  强，杨天剑，赵远萍，舒华英，范  伟，黄晓燕，杨  杨，钱鲲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1. 基于 SNA 的典型网络社区结构分析研究首先以博客社区为对象，分析了博客社区的

度、可达性、直径、密度等社会网络特征，探讨了博客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对博客好友网

络和访客网络的数据分析表明，博客社区的网络密度及中心度均较低，网络整体不存在明显

的中心化趋势，社区中存在大量的孤立用户。即时通信社区的研究以 MSN 为对象，指出 IM

群组用户服从幂率分布，IM 用户网络是一个具有较短的平均 短路径、较大的聚类系数和

清晰的社团结构的复杂网络。 

2. 网络社区中的用户行为分析这部分研究重点从联系拓展规律及收发消息行为特征两

个方面分析 IM 社区中用户行为特征，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 IM 用户行为特征数据。其中，

收发消息行为特征方面重点了解 IM 用户与联系人发消息的频率、对象类别及目的；联系拓

展规律方面重点调查 IM 用户的添加/删除联系人的频率以及加入和退出群组的频率等。 

3. 网络社区拓扑演化机制分析根据对 IM 用户行为特征的分析结果，本研究明确了 IM

用户拓扑演化的基本原则：局部范围内择优连接机制、熟人引荐机制和自然增长机制，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 IM 用户的拓扑演化机制。 

4. 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分析本部分首先研究了 IM 消息的传播规则和特点，通过

与以往所研究的互联网病毒、谣言传播过程进行区分，构建了 IM 消息特有的传播模型。引

入了适应度参数、边权等概念，对 IM 消息传播网络进行了建模。然后在 IM 消息传播网络的

基础上，建立 IM 消息传播的动力学模型。 

5. 基于社会认同的移动社区人类动力学机制研究本研究以微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人

类在移动互联网社区中的信息发布行为规律。分析表明，用户信息发布及评论时间间隔表现

出幂律分布特征，用户活跃度对信息发布时间间隔分布具有显著影响，表明社会认同机制在

解释人类在移动互联网中的行为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6. 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传播治理分析本研究通过建立以 IM 为代表的网络社区消息传播

模型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了社区中消息传播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接受

概率、拒绝概率、平均度和网络规模等。并通过不同的参数取值进行仿真实验，得到各个参

数对于消息传播趋势的具体影响，为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干预建议提供了基础。  

 

 

 

 

 

 

 

 

 



 91 

三网融合条件下通信行业发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傅四保 

课题组成员：傅四保，彭晓峰，许琼来，王孟仪，李  靖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0 软 73）。 

国务院提出的三网融阶段性目标是：2010～2012 年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

进入为重点，初步形成适度竞争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

系和体制机制。2013～2015 年，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

性进展，适度竞争的网络产业格局基本形成，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相关法律

法规基本健全，新型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在我国实现三网融合的主要意义有如下几点： 

1. 三网融合已经成为电信业和广电业的共同发展方向。实现融合，有利于形成完整的

信息通信业的产业链，发展新的市场空间和实施信息通信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进一步提升

信息通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2. 在我国实现三网融合的实质，是在现有电信市场格局下再引入一个源自广电业的运

营商，实现某种程度的异质竞争，促进行业、监管、市场、技术、业务、网络、终端、支撑

系统八个方面的融合和创新。 

3. 实现统一的适应三网融合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架构，有利于给市场发出清晰的信号。

不仅有利于吸引投资，而且减小了新业务开发的风险，激发行业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特别

是视频这样一个对网络和业务具有战略影响力和价值的新领域，对电信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历

史机遇，有利于实现信息通信业的再次跨越式发展。 

4. 实现三网融合也有利于创新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范围，主导思想舆论阵地，促进文

化繁荣，将互联网视听内容纳入到国家统一监管的范畴，推进统一的监管框架的确立。 

5. 在当前的特殊形势下，三网融合的实施还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源动力，创

造一个新的市场空间。 

据估算，综合考虑各种业务系统、基础网络设施、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后，未来

几年内可以直接拉动的市场大约为 1000 亿人民币左右，进一步考虑连带的辐射作用，长期

市场发展空间可达数千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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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的自主学习控制技术的 

研究与实现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阮晓钢（北京工业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高  欣 

北邮课题组成员：高  欣，贾庆轩，陈  钢，孙汉旭，叶  平，张延恒，宋荆洲，褚  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重点资助项目（课

题编号：KZ200810005002）。 

    课题针对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的运动平衡控制问题，研究一种仿生的机器人自主学控

制系统，模拟人和动物的小脑感觉运动系统及其操作条件反射机制，使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

人具有类似人和动物的自主学习控制机制，能自主地学习运动平衡控制技能。本课题取得的

主要创新性成果如下： 

1. 建立了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在理论上证明了，当柔性旋转铰

的刚度无穷大时，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模型等价于刚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模型；提出了两

轮机器人运动平衡控制的分层梯阶智能体系结构及其环形控制结构，通过引入局部正反馈，

解决了两轮直立式机器人“平衡”与“运动”的矛盾，发展了多变量协调控制理论；提出了

基于动态的非线性 PID 控制方法，提高了两轮机器人平衡控制的控制性能。 

2. 创建了 Skinner 自动机，将 Monte Carlo 方法由 Metropolis 算法发展到 Skinner

算法，使操作条件反射机制在计算机上得到了形式比，并构建了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的姿

态“感觉—运动”系统，使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具有仿生的操作条件反射性能，能自主学

习平衡技能。文献资料和专利检索显示，原人机器人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自主学习平衡技能的

轮式机器人。 

3. 设计了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的运动平衡控制系统，使得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具

有了优良的自平衡能力和机动性能，可以完成自主平衡、定点平衡、自旋、环绕、巡航等多

种基本的运动模式，鲁棒性好，能适应较复杂的环境变化和外部冲击和扰动，其运动平衡控

制能达到外国同类机器人系统的先进水平；研制出了柔性两轮直立式机器人物理样机，具有

由弹簧和旋转铰链构成的柔性腰椎和颈椎，能更好地模拟人的生物动力学特性，是一种拟人

的两轮直立式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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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交易支付行业发展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温向明 

课题组成员：温向明，卢放鸣，郑 伟，孙  勇，赵振民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科委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编号：Z090310015909009)。 

随着 2009 年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全面应用，移动支付产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

三大运营商、各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他们之间或合作或独立均纷纷开展移动支付

试点业务，移动支付正处于蓄势待发阶段。但移动支付行业也面临着信用体系、技术实现、

产业链成熟度、用户使用习惯等方面的瓶颈。本课题主要对移动交易支付行业发展模式进行

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国内外移动支付发展状况，相关支撑技术及标准、产业链，商业模式、

客户感知、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优化等，为我国移动支付行业发展模式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和

现实指导依据。本课题取得的成果有: 

1．从技术支撑、发展背景及现状、商业模式特点和经验启示等几个方面，对国外移动

支付行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日本、韩国、欧洲、美国、印度等世界上不同发达

程度的国家。 

2．对移动支付涉及的多种支撑技术及相关技术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NFC 手机

方案、RF –SIM 方案、SIMPass 方案和智能 SD 卡方案等。 

3．移动支付产业链涉及用户、商家、移动设备制造商、移动运营商、金融机构及第三

方支付服务提供商等，本课题在充分分析移动支付产业链特征的基础上，分别对以运营商为

主导的商业模式、以金融机构为主导的商业模式、第三方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及多方合作的商

业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4．客户感知是影响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课题对用户支付习惯发展历程、

行为特征等移动支付客户感知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用“技术接受模型“对我国用户的移动支

付使用需求、使用意愿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5．用 PEST 分析法，对国内移动支付行业发展的整体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研究。 

6．用“波特钻石模型“对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构建

出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发展影响因子模型。 

7．对我国移动支付行业发展模式进行了预测，提出了我国移动支付行业发展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移动支付行业发展模式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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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推广应用 Living Lab 创新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纪  阳 

课题组成员：纪  阳，高  英，王  楠，刘洪沛，沈阿强，勾学荣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科委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编号：Z101108002110034）。 

本课题主要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 

1．开放创新体系中的用户参与创新模式研究。“用户驱动创新”理念是 Living Lab

的灵魂，“促成全民创新”是 Living Lab 的一贯目标。“市场驱动”的本质就是用户驱动

创新。Living Lab 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用户群多样性有益于创意多元化。

（2）用户自身的开发潜力是创新的不竭源泉。 

2．真实生活环境里的开放创新体系建设模式。在欧洲，Living Lab 目前是作为政府的

一种创新体系与创新平台来进行建设的，其主要模式是政府通过科技项目进行建设。研究梳

理总结了赫尔辛基虚拟村模式、Forum Virum Helsinki 模式、Laurea 大学模式以及 Aalto

大学模式。 

3．在北京推广 Living Lab 创新体系的建议。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是全国创新要素

集中、创新成果 丰富的城市，在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理应

走在前列。 

（1）推进领域。从具体的领域来说，Living Lab 更加适合服务业创新，因为服务业创

新是一个不断弥合需求与供给的多主体参与的过程，离开用户的参与就无法获得成功的创

新。以智慧校园和智能关爱为例，可以进一步推广 Living Lab 创新应用。 

（2）推进主体。Living Lab 创新方法推广活动有三个基本客体：一是政府，市民参与

城市公共服务与产品创新的体系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才能发挥 大的效益。二是行业协

会，Living Lab 的推动必须与具体的创新活动相结合；三是市民，Living Lab 作为一种市

民参与的开放创新体系，需要得到市民的关注、认可、积极响应和长久支持。 

（3）推进路径。Living Lab 的推进，是一个建立创新组织的过程，具体包括用户组织、

产业合作簇群、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政策服务体系，从而构成一个围绕创新的“全过程、全要

素、全社会”的创新环境。以 Living Lab 为代表的开放创新模式，本质上是期望打造一个

开放式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市民参与的创新基础设施，使得创新能够驱动持续发展和结构

调整， 终使创新能够惠及市民、改善城市服务，构筑开放协作的生态环境，彰显中华民族

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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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基地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义先 

课题组成员：杨义先，李海成，雷  敏，杨  榆，郭玉翠，罗  群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课题组经充分调研国内外信息安全人才需求、培养模式、特别是非学历教育的培训认证

现状形成研究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提出的措施建议为我国信息安全人才培训教

育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参考。主要成果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分析了北美、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信息安全人才培训的特点，归纳为：重视

信息安全意识提升、重视信息安全普及教育、成立信息安全培训专业团体众多。汇总了国际

知名的信息安全培训认证现状，包括：信息系统安全专业人员认证(CISSP)、网络安全系列

认证（CIW）、信息系统审计认证(CISA)、注册安保专家认证（CPP）以及美国系统网络安全

协会 GIAC 认证和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CompTIA Security+国际认证。  

2．汇总了国内政府专项培训、科研机构与高校组织的教育培训（如北邮信息安全中心）、

企业培训（如启明星辰）、销售商产品培训（如微软、思科、瑞星）以及商业职能培训（如

北京中科信软科技有限公司、谷安天下）的信息安全认证培训现状。主要的政府专项培训包

括：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推出的“信息安全保障从业人员认证(CISAM)”和“信息安全保

障预备从业人员认证(CISAC)”；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推出的“注册信息安全专

业人员（CISP）”培训，分为“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注册信息安全管理人员”、“注

册信息安全审核员”三类；全国信息化工程师考试体系中推出的专业认定考试“全国信息安

全技术水平考试(NCSE) ”；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研究中心发

起的“信息网络安全专业人员认证培训体系（INSPC）”。  

3．总结了国内信息安全人才培训的特点、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针对信息安全人才的数

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继续教育混乱良莠不齐、政府指导和管理不足、大众化的信息安

全意识教育和普及教育缺乏的问题，提出建议：增强信息安全多层次教育，以满足国家社会

对信息安全各种人才的需求；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的信息安全继续教育市场化运行；加强

多种类型的普及性信息安全教育培训。 

4．为使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基地可操作，研究设计了“全国信息安全人才教育培训基地”

申请流程，编写了“全国信息安全人才教育培训基地申请指南”以及“申请书”、“评价指

标体系”、“管理办法”和“考核指标”等文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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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ANN）基微波射频有源无源器件 

建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秀萍 

课题组成员：李秀萍，杨子江，曹  亮，廖剑锟，张  宁，尚家川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NCET-07-0108）。 

本课题提出了将神经网络建模技术和传统的等效电路模型建模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解决

微波射频有源器件的建模问题以及焊盘建模和影响提取问题。该方法在保留单独神经网络建

模技术和传统等效电路模型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又能反映器件物理模型，具有成本低、速度

快、精度高的特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解决了准确反映 HEMT 器件线性非线性和噪声特性的模型拓扑的技术问题， 给出神

经网络基焊盘电容建模技术，这是开展 HEMT 建模技术的基础。 

2. 解决了模型参数提取技术问题：包括 HEMT 线性模型参数提取技术，非线性模型提取

技术和噪声模型参数提取技术；给出了和电路模拟软件相兼容的 HEMT 小信号等效电路模型、

非线性以及噪声模型。 

3. 提出一种基于结合神经网络和传统等效电路模型的改进的 PHEMT 噪声模型建模技

术，神经网络模型中考虑了栅极噪声模型参数 P，漏极噪声模型参数 R，以及相关系数 C 随

频率的变化。此外，所提出的噪声模型还考虑了栅极漏电流的影响，噪声模型参数直接由基

于噪声相关矩阵技术的在片噪声参数测量得到。 

4. 提出不对称双半波长滤波器的等效电路模型以及模型参数提取方法，等效电路模型

有利于理解滤波器的物理连接以及快速设计。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吻合良好。 

5. 提出了神经网络基 RFID 标签天线的快速仿真和优化平台，该平台提供用户进行天线

结构选型和结果优化，方便用户根据实际芯片参数进行天线仿真或根据读取要求进行天线尺

寸优化。该平台用秒量级的时间即可完成相关仿真和优化，相比较现有的商业化电磁仿真软

件效率提高了数百倍。 

6．提出三款新型近场 RFID 天线结构设计，该结构不受液体等复杂环境影响，可以实现

无空洞的稳定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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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建设与网络社会管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李  钢 

课题组成员：李  钢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 CNET-07-0107)。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互联网内容的管理和规制和虚拟社会管理模式创新。针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变革以

及对我国社会提出的挑战，研究了互联网的本质、社会影响以及双刃性特征，提出了加强网

络文化建设的同时，管好和利用好互联网的问题。从学理上探讨了管理互联网内容的必要性、

可能性以及如何规制，规制的标准、尺度等问题。主要创新之点在于，开始改变过去学术界

对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研究中的重现象描述，轻原因挖掘；重特征对比，轻实质总结的状况；

从政府治理和应对网络技术挑战的视角，分析处于网络时代背景下因网络文化和网络社会的

形成所引发的一系列变革和挑战，凸现了传统管理方式在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治理方面的越

位、错位和缺位现象。研究指出，完全管死或操控互联网，有悖常理和逻辑，它只能让我们

离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越来越远。在国内率先提出柔性管理是网络社会管理的制胜之道，应

该运用多学科跨专业的办法揭示网络社会运行的奥秘，寻求实现虚拟社会的管理从无序走向

和谐，并 终凭借自身力量实现自组织和谐目标的良策。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提供

了有价值的参考。 

2. 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究其实质而言是社会转型，如何把握好

转型的节奏，处理好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领域。中国改革开放

的深入将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代价问题不可回避地凸现在思想理论界面前，如何

在实现价值追求目标的同时，减少痛苦和振荡，少付代价，平稳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成为我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创新之点在于，超越传统的发展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研究局限，

从哲学的视角将发展理论、发展的代价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考

察，提出了以代价角度审视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逆向思维方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对文化、

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代价问题做了独到的理论分析，阐述了一系列社会实际问题的根由，试图

努力探索一条走出“发展－代价－发展”怪圈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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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人工微结构体导光机制及其在光信息 

处理器件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慧平 

课题组成员：田慧平，沈宏君，李长红，鲁  辉，刘学君，王雪莹，许  攀， 

刘  彬，郑  翠，龙  芳，张  璇，王  博，杨大全，刘凌宇， 

翟  羿，黄家钿，沈冠生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NCET 07-0110）。 

本课题定位于新型人工微结构体导光机制及其在光信息处理器件中应用的前沿性研究。

通过课题的研究，在新型人工微结构体导光特性和其在光信息处理器件中的应用方面获得了

相应的研究结果。具体表现为： 

　 1. 获得了康托类分形微结构体、黄金分割分形微结构体、斐波那契分形微结构体和谢

尔宾斯基地毯型微结构体模型的导光新特性。 

　 2. 给出了圆形和方形空气孔微结构波导以及椭圆形微结构波导结构模型下的导光新特

性，并获得了耦合腔阵列微结构体模型下的导光新特性。  

　 3. 设计了微结构体在光信息处理器件包括光开关、光滤波、光复用、光调制以及光传

感等中应用的结构参数模型和应用特性。 

　 4. 在仿真研究的基础上，搭建了检测微结构体导光特性的实验平台，实现了实验床对

所研制微结构体导光特性的测试。 

 

大规模复杂网络的通用管理接口模型及其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陈兴渝 

课题组成员：陈兴渝，王  颖，高志鹏，芮兰兰，王智立， 

李文璟，杨  杨，邱雪松，亓  峰 

结题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NCET-07-0106）。 

本课题面向大规模复杂网络的管理问题，进行了通用管理接口模型、管理信息建模、配

置和故障管理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其主要成果如下： 

1．大规模复杂网络通用管理接口模型。首先确定了适合于大规模复杂网络的通用管理

接口功能，包括：性能采集任务管理、性能门限管理、通知上报、日志管理、大批量数据文

件传输控制机制、告警级别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抽象、提炼形成了公共管理类及属性；根

据公共管理属性，总结了通用管理接口的动态交互控制机制包括：通知上报管理、日志管理、

性能采集任务管理、性能门限管理、大批量数据文件传输控制机制和告警级别控制等。 

2．面向连接和无连接网络的统一管理信息模型。结合传送网统一的功能体系结构中功

能实体的特点，从网络管理的视点对面向连接和无连接网络的共性进行抽象，分别以拓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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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象类、传送关系对象类和参考点对象类对上述这两种技术共有的功能实体进行细化定

义，采用分层/分割的思想对面向连接和无连接的层网络内部及层间关系进行细化分析与建

模， 终给出与实现技术无关的通用的统一管理信息模型定义。 

3．适用于 CMDB 的建模方法。在分析了 CMDB 的需求和借鉴了 SID（共享信息数据）分

域建模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 CMDB 的建模方法，构建了一个 CMDB 信息模型，并定义

了模型中应包含的配置项类及配置项类间关系。 

4．基于主动探测的复杂网络异常发现方法。提出了基于探测依赖矩阵的选择探测点方

案，其既适用于在网络链路上又适用于在网络设备上部署探测点，执行效率及准确度高，且

不受网络拓扑条件的制约，能够快速选择出确保发出 优探测路径集合的 少探测站点。 

 

复杂系统中动力学行为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俊忠 

课题组成员：杨俊忠，李海红，程洪艳，代琼琳 

结题时间：  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NCET-07-0112）。 

本课题主要开展了在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理论方面的基础研究，着重研究个体利益至

上的体系中，合作行为是如何在相互作用网络的支撑下的自发形成及维持。 

本课题提出研究包含多个相互作用的子体系的系统中的自发合作行为，设计了一个包含

若干子体系的体系，通过在不同子体系的个体间建立相互作用来控制子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强

度。针对该体系，研究了总体系的合作行为与子体系间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社区间相互作用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独立于社区内部结构，当各独立社区中的合作不高亦不低

时，存在一个优化的相互作用强度，此时体系的合作被大幅增强。这一工作为理解复杂的生

物系统、社会系统的一些合作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 

在演化博弈理论中，引入了两面派行为（现实中对应言行不一致的行为）。通过赋予合

作者和欺骗者各以一定的概率，使其可以在相互作用时，采取相反的策略。课题组得到一个

重要且出乎意料的发现：影响力高的游戏者适度的言行不一致可以增强系统的合作水平。这

一发现为深入理解社会系统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的背后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课题考虑了体系中合作者与欺骗者具有不同移动速度的情形下的共同演化博弈理论。

得到两个基本结论：当合作者参与移动且以低速移动时有益于高自发合作水平； 优自发合

作水平的出现要求欺骗者的移动速度高于合作者的移动速度。这一发现可以为社会决策者对

体系进行有效地干预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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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移动网络 P2P 流媒体客户体验质量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  勇（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夏海轮 

北邮课题组成员：夏海轮，张天魁，朱新宁，王  宁，黄正磊，冯春燕，曾志民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BK2009469）。 

本课题研究移动网络 P2P 流媒体客户体验质量保障的关键技术，对移动网络中 P2P 流媒

体业务 QoE 评价体系的建立、基于有限终端协作的 QoE 保证机制的移动网络中 P2P 流媒体业

务流量优化、移动 P2P 流媒体数据调度算法、移动网络 P2P 流媒体 QoE 策略信息模型建立等

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蜂窝网络中建立了移动 P2P 流媒体业务 QoE 评价体系。本研究从用户角度出发，

在探究流媒体视频质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视频质量评估方法，并在体系中综合

考虑了流媒体传输过程中的网络传输特性及不同业务敏感特性，可对移动 P2P 流媒体业务进

行实时而且准确的评价，为实现业务 QoE 的动态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在移动 P2P 流媒体业务中基于分层流媒体业务，提出了一种分阶段的数据调度算法，

将整个过程分为了补救调度、判决和普通调度三个阶段，分别用来解决不同数据播放时期的

数据调度问题，保证了用户端流媒体播放的流畅性。 

3．为了在低带宽条件下仍然能实现流媒体业务的流畅播放，提出了一种捆绑式的数据

调度算法，根据不同流媒体数据的位置及分层流媒体特点，在优先保证基本流媒体播放的前

提下，将一些有依存关系的数据块进行捆绑调度，在有效节省了网络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

播放业务质量的优化。 

4．为了应对由于移动网络环境的不稳定性而造成的视频播放质量抖动，提出了一种能

够实时调整数据调度层数的防抖动机制，该机制基于对当前网络环境的动态估计实时进行数

据调度策略调整，可有效缓解由无线网络动态性而带来的对流媒体业务质量的影响。 

5．在移动 P2P 网络环境中，针对用户行为的不可预知性及无线网络的动态变化性，基

于策略管理理论提出了移动 P2P 流媒体业务 QoE 信息策略管理模型，该机制基于对当前网络

中用户行为及网络环境的动态采集及实时分析，实现了对流媒体业务提供过程的策略管理，

可有效实现对该业务 QoE 的高效、实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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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非线性光子晶体光纤的光栅光缓存器与 

全光波长变换器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忻向军 

课题组成员：忻向军，张丽佳，李  祺，肖  倪，张  琦，王拥军， 

尹宵丽，饶  岚，赵同刚，关  昕，孟  楠，王厚天 

结题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 NCET-07-0111）。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高速光正交频分复用（OOFDM）信号传输关键技术（包括高速 OOFDM

信号的产生、传输机理，自载波提取相干接收方法，PAPR 抑制方法，色散自适应均衡技术）

以及新型无源光网络（PON）网络架构及关键技术（包括动态汇聚的 PON 模型，基于 OOFDM

的新型 PON 子载波动态分配算法，OFDM-PON 的信道均衡和 MIMO 算法，多接入方式的汇聚、

识别及分离方法）两方面内容。主要成果如下： 

1．系统地研究了各种调制方式的光载高频射频信号在光纤中传输的机理，建立较完善

的 OOFDM 光纤传输理论体系；通过编码、抑制峰值功率比等方法完成对 OOFDM 传输性能的提

升，实现了 100Gbit/s OOFDM 信号的产生与接收；搭建了 100Gbit/s 光 OFDM 信号的百公里

传输实验平台，并后续将实验平台升级至 400Gbit/s 速率。 

2．提出了三种新型的带有正交组播业务的新型光 OFDM-PON 系统结构及实现方案；提出

了多接入方式无缝汇聚方案；系统地研究了光 OFDM-PON 中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包括信号

的前置和后置处理，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光 OFDM-PON 中的关键算法。 

 

TCP 流友好相容的 P2P 流量控制方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林  宇 

课题组成员：林  宇，王洪波，王  驰，刘雅宁，杨  谈，崔毅东，金跃辉， 

邹仕洪，李阳阳，杨华卫，张  莹，刘永贤，裴育杰，韦安明 

结题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编号 NCET-07-0109）。 

本课题主要研究与传统互联网应用友好相容的 P2P 流量控制模型和控制机制，其目标

是：在网络空闲时，发挥 P2P 计算模式的优点，提升网络利用率和客户下载速率；在网络繁

忙时，友好地与传统互联网应用共享资源。 

具体内容包括如下部分：（1）建立了理论模型，并量化分析了 P2P 流量和传统 Internet

业务流量之间相互影响；（2）在此基础上，以与传统互联网应用友好相容为目标，研究了具

体的 P2P 流量控制模型和方法；（3）通过仿真和网络平台进行了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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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宇 

课题组成员：刘  宇，冯  哲，孟  夏，罗孜静 

结题时间：  2001 年 3 月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软科学项目。 

本课题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全面测算了通信业对 GDP 的贡献程度。考虑到通信业对国

民经济影响的复杂性，在研究过程中将通信业对 GDP 的贡献分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大

类；考虑到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影响的不同方式，在研究中将通信业对 GDP 的贡献分为拉动贡

献和推动贡献两种：考虑到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变化，在研究中分别测算了 2007 年、

2008 年、2009 年三个年份通信业的贡献。为了能够深入考察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影响，

在研究中分别就通信业对三次产业的贡献进行了测算。 

通过本课题的定量研究，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效果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出来，

从而为通信业发展方向的确立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物联网短距离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安全性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洋 

课题组成员：李  洋，徐国爱，郭燕慧，张  淼，李  琪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100471762）。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超宽带(Ultra Wideband, UWB)无线技术，是物联网信息采集层的关键技术之一。提供

安全可靠的 UWB 网络安全保障技术，健全整个 UWB 网络的安全性是物联网时代大规模 UWB

商用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本项目负责人已有信息安全和网络相关工作基础上，针对 UWB 网络

的特殊性，结合我国自身的安全需求和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重点研究具体的安全策略和

技术，提供安全可靠的 UWB 网络安全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分为 UWB 设备之间的认证和安全组

播通讯两个方面。其中认证部分涉及抗重放攻击、抗拒绝服务攻击等机制的研究；安全组播

通讯包括组播的前向加密、后向加密以及它们所涉及的密钥管理机制等的研究，还要实现组

播中的源认证和匿名性等安全需求，同时把分布式安全组播技术引入 UWB 组播通讯领域，建

立安全、高效、易于使用的 UWB 自组织网络。有效结合现有成熟信息安全相关技术，研究建

立合适的 UWB 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是本课题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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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通信产业的影响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若弘 

课题组成员：彭若弘，杨  旭，杨  琳，邹俊燕，于秀娟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6 日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委托研究课题。 

课题组通过收集整理人民汇率变化及我国通信产业各行业相关变化的数据资料，采用各

种科学分析方法，并通过专家咨询、组织专题讨论等方式,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

了研究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人民币升值对通信产业的影响路径；而后主要针对电信运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从国际贸

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三个方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通信产业各子行业影响，

并对其影响趋势进行了预测。 

通过不同维度的分析，报告指出了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程度以及未来行业发

展需重点关注的方向，结合国外案例及相关经验，提出了针对通信产业不同行业汇率风险的

应对措施。 

 

我国居民通信支出占比变化与通信业发展 

内在影响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若弘 

课题组成员：彭若弘，杨  旭，陈  婷，随  欣，范羽佳，程  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6 日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通过收集整理我国居民通信消费的各种数据资料，从政府、行业、消费者等多个角度，

对我国居民通信支出的整体情况，区分业务、城乡、区域等多个层面对通信支出占比变化与

通信业发展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结合通信业资费改革发展历程和国外发展趋势与企

业运营实践，广泛听取行业专家意见，组织专题讨论等方式，撰写了研究报告。 

报告首先整体分析了近十年来居民通信支出、电信行业发展与居民通信需求三者之间的

内在联动关系，对影响通信需求的重要因素加以提炼分析与定量研究；其次，按话音与数据、

移动与固定等划分方式，从行业结构层面研究各类业务在自身发展周期内同居民消费结构、

企业投资、行业政策等因素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居民通信支出与行业发展

的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 

通过分析居民消费对通信业发展的导向作用，报告对平衡消费需求、企业发展与政府管

制，保障通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优化行业结构与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为主管部门提供了有

针对性的科学分析与政策导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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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影响与评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闫  强 

课题组成员：闫  强，杨天剑，舒华英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项目。 

本课题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北京市城市发展目标，对物联网产业内涵及发展趋

势展开分析与研究，以物联网示范应用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北京市物联网产业发展环境以及

物联网发展对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和影响，总结出物联网产业发

展的主要影响，并提出物联网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而给出今后北京市物联网产业高速

有效发展的合理建议。研究指出：物联网是创新驱动发展、科研应用双领先的源动力；物联

网是拉动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引擎；物联网是促进产业融合、打造高端服务业的

助推器；物联网是推进智能北京、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的抓手；物联网是带动新兴业态、加速

信息社会建设的支撑。由于物联网属于新兴高科技产业，尚未形成成熟规范的发展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借鉴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已有的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

初步提出了物联网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光纤传输系统中偏振态实时监测以及 

稳定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袁学光 

课题组成员：袁学光，张阳安，张锦南，林  密，翁  轩 

结题时间： 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100470259）。 

目前 40Gb/s 的光纤通信系统已经商用化，更高速率 100Gb/s 以上的系统也在逐渐成熟。

光纤中的偏振模色散（PMD）会造成脉冲展宽，使传输信号产生畸变造成信号损伤，特别是

在高速率或者长距离的光纤通信系统中，PMD 成为制约光纤通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

信号损伤相比低速率、短距离传输，已经不能忽视。 

PMD 是由于生产中造成的光纤的圆不对称、内应力等，成缆过程中形成的边应力、光纤

扭曲等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压力、弯曲、环境温度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由于光纤中偏振态的变

化是完全随机的，因此很难监测。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偏振态的实时监测，将采用自适

应增益均衡、异步模数转换等方式提高偏振态实时监测的精确性和响应速率。 

在相干光通信和偏分复用系统中都需要保持光纤中的偏振态稳定，这不仅要求偏振态实

时监测要具有高精度和高响应速率，而且要求“反馈控制算法”能够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快速

收敛性。偏振稳定是本课题的另一个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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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Ad hoc 网络安全与信度计算的高智能信息融合 

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红松 

课题组成员：陈红松，辛  阳，黄  木，宫  泽 

结题时间： 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1003079）。 

移动自组织网络的网络安全及可信技术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联网安全领域的

关键性支撑技术，国家已经明确将物联网列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移动

Ad hoc 网络作为近几年无线通信领域发展较快的技术，其分布式、自组织的思想代表了未

来无线网络技术发展的新方向。然而现有的移动 Ad hoc 网络路由协议通常都假设网络内部

的所有节点都是可信的，没有考虑到潜在的攻击，所以现有路由协议非常容易遭到各种主被

动攻击而导致网络结构失效。本课题不但重视移动 Ad hoc 网络安全的研究，同样也重视节

点自身及网络路由发现过程的可信性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估，并且通过智能化的方法实现其信

息融合。 

本研究采取模块化、逐步推进的演化设计思想，使用理论分析、仿真实验和信息融合的

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证明为前提，以仿真实验结果为依据，从网络安全与可信两个角度出

发，灵活运用节点信度评估、入侵检测、可信路由等多种安全可信技术，分阶段、分步骤、

分等级的建立移动 Ad hoc 网络安全与可信系统，通过其内在联系实现高智能的信息融合与

优组合，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的入侵检测与可信机制联动机理。在节点可信评估基础上建

立多 Agent 智能免疫的入侵检测模型，实现可控的自适应网络安全机制。Agent 不仅执行安

全协议代码、收集关键信息，而且还可以根据网络里攻击出现的状况动态调节 Agent 的种类、

数量和生存周期，以提高网络安全、减少对网络性能的负面影响。如果监测到恶意攻击等网

络异常状况，安全 Agent 可以进一步分化出多种安全免疫 Agent，以 大化发挥安全 Agent

的免疫功能，本课题中将异常节点的攻击行为定义为“非我”——即抗原，抗原具有特异性，

可以激发安全免疫系统产生出特定的“免疫细胞”。当安全 Agent 检测到节点的攻击行为

时，首先降低其可信等级，产生相应的安全免疫 Agent 对抗恶意攻击行为，同时将异常节点

其列入黑名单，恶意节点的信息被提交给可信代理，记录在相关节点的信度证据表内，用于

计算节点信度及路由信度，从而实现网络安全与可信机制之间关键信息的共享与融合。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不仅局限于移动 Ad hoc 网络安全方面的应用，在传感网、物联网、

体域网等同类网络安全信息融合及可信应用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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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理论的移动 Ad hoc 网络可信路由 

协议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红松 

课题组成员：陈红松，辛  阳，黄  木，宫  泽 

结题时间： 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090460245）。 

由于移动 Ad hoc 网络安全及可信技术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联网安全领域的其

中一个关键性支撑技术，国家已经明确将物联网列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

如果无法保障物联网的安全，则其应用前景将会受到直接影响。在移动 Ad hoc 网络中，安

全性是极其重要的。Ad hoc 网络经常要用在一些安全敏感型场合，如对国家大型基础设施

的智能监控、数字化战场通信、大规模车联网等应用领域。已有的针对传统网络的安全解决

方案不能直接应用在 Ad hoc 网络中。因其特有的无需架设网络设施、可快速展开、抗毁性

强等特点，它是数字化战场通信的首选技术，并己经成为战术互联网的核心技术。 

本课题针对 Ad hoc 网络环境下通信的异构性、对等性、实时性等问题，结合国内外先

进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理论的移动 Ad hoc 网络可信路由协议，将可信计

算应用于移动 Ad hoc 网络中，建立了节点和路由信度评估的数学模型，提出了多源信息融

合理论的移动 Ad hoc 网络路由协议模型。从共享无线信道的角度来看，移动 Ad Hoc 网络

降低了信号冲突的几率，提高了信道利用率。从对使用者的保护来看，高功率的无线电波产

生的电磁辐射对用户的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另外，网络的鲁棒性、抗毁性也满足了某些特定

应用需求。在发生了地震、水灾或遭受其它灾难后，固定的通信网络设施都可能无法正常工

作。此时 Ad Hoc 网络能够在这些恶劣和特殊的环境下提供通信支持。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对移动 Ad hoc 网络安全与可信技术进行综合设计与系统

仿真。首先建立移动 Ad hoc 网络环境下节点信度评估的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实现多智能

体协同的入侵检测，可信度评估值高的节点可开启网络入侵检测 Agent 功能。为了避免智

能体本身受到攻击，借鉴生物免疫学原理实现多智能体安全免疫的入侵检测，针对典型攻击

设计相应的安全 Agent 策略，通过多种类型免疫智能体的协同控制来对抗网络攻击行为，依

据决策树规则来协调各 Agent 关系。通过 NS2 网络仿真器来综合评测节点可信模型及入侵检

测模型，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节点进行可信度评估，在节点可信评估基础上，实现了基于

多源信息融合理论的可信路由协议及自组织网络的安全通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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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活动的网络课程设计策略与开发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楠 

课题组成员：王  楠，刘洪沛，李  青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课题编号：CJA09137）。 

该课题主要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 

1．网络课程学习活动构成因素 

明确网络课程学习活动的构成因素，是进行网络课程学习活动设计的必备基础。本研究

采用基于活动案例的构成因素研究思路，将观察法和扎根理论归纳程序的有机结合，通过对

网络课程学习活动案例的选取、描述、编码、归类， 终明晰了网络课程学习活动四个构成

因素：指向特定学习结果的任务、学习活动所在的场景、针对学习活动的辅导支持，以及学

习活动的评价；每一构成因素中又包含有相应内容，其在具体网络课程学习活动中表现为不

同的属性。 

2．网络课程学习活动框架及设计策略 

框架研究建立在两方面基础之上，首先是网络课程学习活动构成因素研究成果，另一个

基础则是影响网络课程学习活动设计的因素研究。本阶段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并结

合研究者本人在学习活动设计过程中的观察和实践，并综合已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将学习

者特征、在线学习环境以及活动设计者所持有的学习观，作为网络课程学习活动的影响因素。

设计策略的研究，则建立在研究者对已有学习活动案例分析和教学设计领域已有相关研究成

果基础之上，归纳总结了六个网络课程学习活动设计策略，分别是：成果适应策略、接近真

实策略、目标渐进策略、进度控制策略、角色分解策略、以及人际交互策路。 

3．网络课程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本研究的核心成果，网络课程学习活动设计模型，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背景分析、任

务设计、场景设计、辅导支持设计和评价设计，每一个部分中又包含有相应的具体内容。设

计模型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背景分析阶段、任务设计阶段、场景设计阶段、辅导支持

设计阶段和评价设计阶段，每一个阶段中又包含有相应的具体内容。背景分析，是进行网络

课程学习活动设计必要的准备阶段，包括课程内容分析、学习者分析和约束性条件分析三个

环节；任务设计，是建立在已经进行的背景分析基础之上，具体包括三个部分，即任务目标

分析、任务类型选取和任务序列设计；场景设计，是对学习活动所处环境的设计，其所涉及

到的具体内容与任务设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呈现场景序列、拟定角色分配、资源工具设

计三方面共同构成了场景设计；辅导支持设计，是网络课程学习活动独特于传统环境下学习

活动的重要体现，其根源于远程教育教与学再度整合的需要，规则设计、进度设计和人际交

互设计是该阶段的设计内容；评价设计，则是对学习者是否达成预定学习结果的判定方法的

设计，包括评价类型设计和评价步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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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纳米银染微芯片和生物信息学网络处理技术的 

生物分子传导网络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琳 

课题组成员：王  琳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课题。 

本课题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基于重要功能聚类和推断分析的早期大肠癌（CRC）中的 FOS 增殖网络构建本课题研

究的目的是建立显著性单分子网络。本课题从包含 22 个大肠癌样本的 GEO 数据库中，通过

基于线性规划和分解过程的 GNRInfer 基因调控网络建立方法，并结合了使用基于 Kappa 统

计和模糊聚类的显著功能聚类分析 DAVID 功能聚类方法，构建了 FOS 增殖网络。在对照组发

现没有增殖子网络。而在大肠癌中，鉴别了一个FOS增殖模块(SFRP2, ADAMTS1, SYNPO2, VIP, 

ADAM33 抑制 FOS；和 MGP, FOSB 激活 FOS. FOS 激活 IGFBP5, LGI1, GAS1；和 FOS 抑制 VIP). 

这些结果对大肠癌的诊断和治疗及鉴别潜在的新治疗标靶基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基于结合分解过程和 Kappa 统计的显著性单分子网络构建与分析。本课题的方法致

力于鉴别和构建显著性单分子网络，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规划和分解过程，并结合了 Kappa

统计和模糊启发式聚类的显著功能聚类分析的整合方法。用这种方法从包含 45 个样本的同

一个 GEO 数据库中，鉴别和构建了 ATF2 调节网络模块。结果表明，这种结合方法对研究诊

断和治疗及鉴别潜在的新治疗标靶基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基于磷蛋白功能计算的无肿瘤肝炎/肝硬化组织和人类肝细胞癌（HCC）中的 RRM2

分子网络构建与分析。 

4．基于分泌功能计算的无肿瘤肝炎/肝硬化组织和人类肝细胞癌（HCC）中的 AFP 分子

网络构建与分析。 

5．基于生物计算的通过对照人体正常邻近组织的肺腺癌中分泌磷蛋白 1 的上游入侵网

络构建及分析。 

6．基于细胞周期功能计算的无肿瘤肝炎/肝硬化组织和人类肝细胞癌（HCC）转化中的

新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 3（CDKN3）分子网络构建与分析和生存素（BIRC5）分子

网络构建。 

7．基于生物计算的脑性艾滋病患者和其对照组病人中的干扰素 ɑ-诱导蛋白 27 分子网

络构建与比较、MYBPC1 分子磷蛋白网络构建与分析、CREB5 分子调节网络构建与分析和

TNFRSF11B 分子发育网络构建与分析。 

8. 基于生物计算的黑猩猩和人类左脑中糖原脱支酶 6(AGL)，烯醇化酶超族成员       

1 (ENOSF1), 外核苷酸焦磷酸酶/磷酸二酯酶2 (ENPP2_1), 谷胱甘肽S-转移酶μ3(GSTM3_3)

和 a-甘露糖苷酶 2 B2（MAN2B2）代谢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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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实施政府促进 

政策和投资作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爱华 

课题组成员：张爱华，闫  强，黄逸珺，易兰丽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项目。 

本课题以文献综述、理论研究和数据建模等方法，结合相关的经济学与财政学理论，研

究成果如下： 

1．确定政府投资与信息产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解决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量化关

系问题。 

2． 确定政府投资与国内消费水平之间的量化关系，解决政府投资拉动国内消费的问题。 

3．政府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可采取的举措及预期实施效果。 

提出了以下政府促进社会投资的主要对策：明确投资重点，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放宽投资领域，拓展融资渠道；调整税收政策，加大税收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支持力度；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健全社会投资权益保障体系；政府出资创建创业引导基金吸引社

会投资，实现政府资金的四级放大；正确选择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管理模式；优化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的策略选择。 

本课题研究成果切合北京市实际经济发展环境和产业结构特征，对于北京市政府制定政

府预算，确定政府投资额度、制定产业政策，确定政府具体举措以及明确政府角色，探索政

府改革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特殊芯间耦合机制的新型多芯光纤中 

快光与慢光传输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施  雷 

课题组成员：施  雷，张  霞，郑  龙，高  静，石维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编号：77952）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紧凑的、可调谐快慢光器件，且可实现较大的时间延迟/超前。

基于超模理论，得出了耦合结构中超模的群折射率及群速度色散，结果表明在相配匹配波长

附近可以形成极大的色散。当将光从在独立波导传输转变到(通过改变光学纳米线间距使两

根纳米线发生耦合)在耦合结构中传输时，超模相对于独立纳米波导的本征模式群折射率的

差值可以实现快光/慢光传输，然后通过改变间距来实现时延大小的调谐。通过数值计算研

究了相关结构参量对于可得到的时延及色散的影响，并发展了一个简化的解析模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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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0mm 长器件对 2ps 的输入脉冲可实现 15.9ps 的延迟/超前。通过耦合模理论深入分析了

不对称耦合结构中双超模同时激发时(对应混合超模)的传输特性，结果表明其在共振波长附

近分别对应正负色散区域，共振波长处为零色散，同时其群折射率为极大(小)值。将双芯不

对称耦合结构拓展到了三芯和五芯耦合结构。 

2．理论分析了微结构光纤的结构参数及金属纳米层等对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传感器性能

的影响，给出了两种新型基于微结构光纤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传感器的设计方案，基于含银

纳米层的微结构光纤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传感器。分析结果表明：含银纳米层的 SPR 传感器的

探测灵敏度可以达到 1167nm/RIU, 相应的探测极限是 8.57×10
-5
 RIU，性能明显优于传统的

含金纳米层的 SPR 传感器。此外，与含金纳米层的 SPR 传感器相比，含银纳米层的 SPR 传感

器具有更高的信噪比和 Q 值。基于含金纳米层的六大孔微结构光纤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传感

器。该表面等离子体共振传感器的探测灵敏度可达 1200nm/RIU，探测极限可达

8.33×10
-5
RIU。 

 

基于微纳结构器件的光量子态调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桑新柱 

课题组成员：桑新柱，颜玢玢，王葵如，饶  岚，忻向军，余重秀，徐大雄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070013001）。 

本课题围绕微纳结构器件的特性及光的调控应用开展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包括：  

1. 综合考虑量子芝诺效应和激子极化激元效应，分析了光子晶体中纳米尺寸缺陷与光

子的作用，导出了光子与介质作用的函数，讨论了激子－光子耦合的特征。  

2. 研究了光子晶体的结构设计和掺杂方法，在光子晶体中形成缺陷腔，构建了基于光

子晶体缺陷的量子态调控方式的耦合谐振光波导，在结构上依次实现 Hadamrd 门、相位门等。

通过级联两个 Hadamard 门和一个掺杂的相位门，可以实现双量子比特相位门。  

3. 建立了一种含有量子点结构的量子点红外探测器的结构模型，研究了内部结构参数

和外部环境参数对探测灵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量子点和施主浓度可以增强探测灵敏

度。理论分析了温度敏感性，理论结果和实验结果一致。  

4. 利用特殊制作的光子晶体光纤，基于四波混频效应实现了高效的反斯托克斯频率变

换， 大转换效率可以达到 42％。  

5. 理论和实验研究了空芯光子晶体光纤中光的传输模式变化特征，分析了间隙顶点和

间隙孔对光子带隙和传输模式的影响。 

6. 理论和数值研究了光纤量子保密通信中频率纠缠、脉冲能量、脉冲宽度等对系统性

能的影响。 

 

 

 

 

 

 

 



 111 

数字北京构建中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闫  强 

课题组成员：闫  强，舒华英，车培荣，彭若弘，赵远萍，丁时杰，  

范  伟，黄晓燕，杨  杨，张  晨，孟  跃，田雨晴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的分类方法：本课题的分类维度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是

影响范围，该维度从范围上划定了内容安全影响的群体，这有助于面对内容安全问题时制定

对针特定群体的解决方案；其次是内容安全的表现形式，安全问题往往是有很多形式的，不

同的表现形式的载体、严重程度都有一定差异，区分表现形式对于提高解决效率有很大的帮

助；再次是内容安全问题的传播途径，控制好传播途径可以有效的控制网络上不良信息的扩

散，从而降低内容安全问题的危害。 

2．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的三层治理模式：互联网内容安全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在个体、社会及国家层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鉴于此，本课题提出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在

个体、社会及国家层面的三层治理模式。 

3．个人层面的互联网内容安全治理：个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是导致威胁互联网内容安

全的行为出现的根本原因。无论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或是道德的约束手段，抑或是相关部

门的技术支持，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个体在互联网上的不良行为。因此有必要根据马斯洛的

需求理论从根本上对个体行为进行分析，努力寻找有效的解决互联网内容安全的手段和途

径。只有抑制、约束个体的不正当需求，引导个体建立正确的需求观，才能消除个体的不良

行为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治理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根据需求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治理个

人层面上的互联网内容安全治理措施。 

4．社会层面的互联网内容安全治理：课题以即时通信系统中的消息传播为例，探讨了

复杂网络相关分析方在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治理方面的应用，指出了即时通信系统中不同规

模群组的特征和治理重点。 

5．互联网内容安全所引发的危机，是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

测的非常规性的公共危机。课题运用危机管理的有关理论，从危机管理的法律建设、危机管

理的机制、危机管理的信息传播、危机管理与社会参与这四个方面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应对突

发的互联网内容安全问题的危机管理机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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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多模无线终端的微带天线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元安 

课题组成员：刘元安，黎淑兰，于翠屏，吴永乐，苏  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本课题旨在设计并研制生产一种能覆盖第二代移动通信 (主要指 GSM 和 DCS)、第三代

移动通信 (主要为 2.1GHz 核心频段)等多个频段的微带小型化天线，从而满足国家组建 3G

网后用户需要接入更多无线网的要求。本课题完成了课题研究目标和技术指标，取得的主要

成果如下： 

1. 在小型化、多波段、小高低频比微带天线设计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突破了平

行嵌套双 U形槽加载、阻抗匹配、球形 Smith 圆图等关键技术。 

2. 研制的小型化多波段微带天线具有低成本、高性能、易于集成等特点，有很好的应

用和推广价值。 

 

便携式无线电监测设备的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黎淑兰 

课题组成员：黎淑兰，吴永乐，苏  明，于翠屏，张洪光，袁东明，吴  帆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本课题旨在针对 FM 频段（87MHz～108MHz）的恶意广播信号传播特性展开分析，突破复

杂环境下的无线信号源测向和定位、射频电路集成、低频段小型化微带天线等关键技术，研

制一种具有测向与定位、全频段信号监测与监听、实时信号分析与处理功能的便携式的无线

电测向仪，在接到报警之后，可以利用该设备在报警点实现对非法电台的快速定位和取证，

在定位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可以在后期传输到信息系统中。该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 实现了课题的研究目标和技术指标，在干涉式天线阵、多点数据融合等方面有所创

新。 

2. 研制的测向设备具有室内外频率扫描、监听、测向与定位、联机交互、多点数据融

合、数据库管理等功能。 

3. 研制的测向设备搜索速度快、操作简便、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而且成本低

廉，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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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体制中的信息泄露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高  飞 

课题组成员：高  飞，温巧燕，张  劼，秦素娟，林  崧，王天银  

宋婷婷，贾恒越，刘  斌，黄  伟，张可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09014）。 

该课题从密码学角度出发，对量子密码中的信息泄露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主要成果

如下： 

1．从伪造和否认两个角度研究了先前提出的仲裁量子签名协议，发现在这些协议中接

收者 Bob 采用已知信息攻击方案对发送者的签名可以进行存在性伪造。当协议用于签经典消

息时，Bob 甚至可以进行一般性伪造。而且发送者 Alice 可以通过简单的攻击成功地否认自

己的签名。 

2．分析并改进了两个三方量子密钥分配协议。指出它们很容易受到一种简单而有效的

攻击，即密集编码攻击。通过向 Alice 发送纠缠态，并在 Alice 编码后进行联合测量，窃听

者 Eve 可以完全获得 Alice 的会话密钥。这种攻击不会引入任何错误，因此不会被 Alice

和 Bob 发现。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协议并提出了基于此协议的一般性量子密码协议模型。该模

型安全、高效、易实现且应用广泛。 

3．分析了有限资源下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性，并通过引入发送 k-光子脉冲概率

和量子态错误率的偏差给出实际实现的密钥安全界。 后还在观测参数的合理估值下，对密

钥界进行模拟。与之前工作相比，本项成果给出的安全界更紧致。 

4．建立了以单粒子为载体的量子密码协议的通用 PNS 攻击模型。证明了该攻击模型下

所有的双向单粒子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都是不安全的。进一步，以一个典型单粒子量子安

全直接通信协议为例，证明了联合 PNS 攻击在所有 PNS 攻击中是 优的。 

5．发现双向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存在信息泄露问题，说明当前流行的此类协议的安全性

并不成立。这一结论纠正了前人对此类协议效率翻倍的错误认识。 

6．分析了 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 (GHZ)态多方受控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的

安全性。分析表明，利用 GHZ 态的一种特殊性质，接收者可以在未经控制者许可的情况下非

法获得 33.3%的秘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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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宽带冲激无线电传感器网络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  正 

课题组成员：周  正，蒋  挺，邹卫霞，施  炯，孙学斌，刘  玮，曾勇波， 

陈  军，杨如民，李兆斌，钱  铖，安  恂，许方敏，苑令诩， 

齐  珑，朱雪田，毛  飞，陈明艳，郑慧芳，刘  琪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4052021）。 

本课题主要开展了低速 UWB 冲激无线电在传感器网络中应用的研究；超宽带冲激无线电

技术与我国现有无线通信系统的电磁兼容及共存；超宽带冲激无线电脉冲信号形成、信号检

测器及相关检测解调器技术的研究，超宽带窄脉冲信号的快速同步技术研究。深入研究了各

种屏蔽序列偶和阵列偶的性质和应用，提出了二值自相关屏蔽二进序列偶、以及几乎 佳屏

蔽二进序列偶等信号，进一步丰富了屏蔽序列偶和阵列偶的相关 佳信号理论；并探讨了

佳屏蔽二进序列偶等在 UWB 时域信道估计及同步技术中的应用。针对超宽带脉冲通信基带调

制方式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超宽带脉冲调制设计方法—载波包络调制（CEM）技术，

并给出了其调制的实现过程以及载波选择的原则。仿真结果表明了这种新的调制方式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针对基于正交 UWB 脉冲的超宽带系统可以利用正交 UWB 脉冲的特性，减少多用

户干扰，增加系统输出信噪比，改善 BER 性能。课题组提出了五种基于正交 UWB 脉冲的超宽

带系统，它们分别是：各用户使用不同正交函数的超宽带系统、用户间 UWB 脉冲相互正交的

M 状态 PPM 超宽带系统、用户间 UWB 脉冲相互正交的 TH-BPSK 超宽带系统、基于正交 UWB 脉

冲的 TH-BPSK 超宽带系统以及基于符号函数和正交 UWB 脉冲的 TH-SS PPM 超宽带系统。 

课题组还与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合作，开展了超宽带无线系统电磁兼容特性的分析研

究，建立了多个 UWB 设备的干扰仿真模型，完成了 UWB 对我国主要移动通信系统的干扰仿真

研究分析报告。并据此、首次代表我国向 ITU-R 国际电联 UWB 电磁兼容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有

关 UWB 与 TD-SCDMA 之间干扰与电磁兼容的提案。为我国频率规划管理部门拟制定我国相应

的 UWB 标准，以及电磁兼容的标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课题组还与意大利 Create-Net 研

究中心合作，提交了一份有中国代表参加的 IEEE802.15.4a 标准建议的提案，并参与了 后

共同提案的融合工作。课题组还利用某商用的超宽带实时定位系统提供的 NET API 接口，设

计并实现了一个包含实时位置监控、导航、距离感知、远程通知、数据记录等模块的超宽带

无线实时精确定位的应用示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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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光无线系统设计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徐  坤 

课题组成员：徐  坤，戴一堂，李建强，殷  杰，张  旭，黄  浩，张  晔，孙小强 

结题时间： 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A 类项目（编号：2007A047）。 

随着用户对宽带多媒体业务需求的剧增，亟需提供一种带宽高、方式灵活的接入技术来

高效实现“ 后一公里”甚至“ 后十米”的综合接入。而目前以无源光网络（PON）和无

线通信为代表的接入技术不能同时满足带宽和灵活接入的要求，因此基于光载无线技术

（ROF）的光纤和无线接入网融合技术孕育而生并成为未来接入网演进的重要方向。科技新

星计划实施中将光纤通信、微波光子信号处理与宽带无线接入技术有机融合，对波分复用全

双工毫米波光载无线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突破光单载波有线、无线业务混合调制与传

输、光载射频信号的光子滤波与高灵敏度相干探测、下行光载波上行传输的再利用以及无线

偏振分集传输与自混频接收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宽带有线业务（1.25～2.5Gbit/s）、超宽带

无线射频业务（1.25～2.5Gbit/s@30～60GHz）以及宽带无线中频业务（2～300Mbit/s@2～

15GHz）全双工、混合、长距离接入。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毫米波频段 1.3Gbit/s 无压缩高

清电视业务传输演示，光纤传输距离超过 20km，无线传输距离大于 5m。上述技术可简化远

端基站结构，降低系统传输成本，提高系统传输性能、频谱效率，增大系统覆盖区域和灵活

性，实现基于光传输与超宽带无线接入融合的泛在信息感知与接入。研究成果在“三网融

合”接入网络、泛在物联网络以及基于分布式天线系统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中具有广泛应

用前景。 

 

新形势下我国电信市场客户消费行为、 

影响因素及趋势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齐佳音 

课题组成员：齐佳音，张爱华，陈文晶，舒华英，刘海川，彭  蕾，郭玉连，王  浩 

结题时间：2010 年 3 月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信业“十二五”规划前期预研重点研究课题。 

本课题的主要目标在于对电信个人客户、家庭客户、企业客户的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

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为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十二五”期间对国内电信市场的政

策制订提供可借鉴的建议。本课题研究成果主要有： 

1．消费行为方面：本课题采用理论研究和实际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共计阅读国内外相

关文献 432 篇，并通过电话调查、实地访谈、专家会议等方式对三类客户的消费心理、消费

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按照客户消费行为的五阶段模式——“需求认知”、“搜寻信息”、

“评价选择”、“决策购买”、“购后特征”——来展开研究，分别得到了我国电信个人客

户、家庭客户以及企业客户的消费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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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因素方面：本课题采用文献综述以及实际调研的方式，得到了我国电信个人客

户、家庭客户以及企业客户的消费影响因素。 

3．消费趋势方面，从消费行为的五个方面——“需求认知”、“搜寻信息”、“评价

选择”、“决策购买”、“购后特征”——分别剖析了电信个人客户、家庭客户以及企业客

户的消费行为趋势。 

基于上述结论，课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健全政策法规，放宽准入制

度、激励产品创新、完善客户满意评价体系和投诉渠道体系，构建健康的电信消费环境；（2）

引导和繁荣三类客户市场，促进整个电信市场的价值网络成长；（3）通过政府调控手段，加

强电信业与金融业、文化娱乐产业、软件行业、工业制造业等的合作，大力促进各行各业与

信息产业的融合。 

研究成果被收录到《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业“十二五”规划前期预研课题成果汇编》中。 

 

B3G/4G 网络的业务上下文信息处理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乔秀全 

课题组成员：乔秀全，牛  琨，李晓峰，吴步丹，王玉祥，曹  栋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070013026）。 

B3G/4G 网络为了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和知识型的业务，必须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

业务上下文信息处理机制。因此，如何结合 B3G/4G 网络 “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提供业

务” 的目标，真实、完整地表征当前通信业务环境的特点，以及对这些信息所形成的业务

上下文环境进行推理和认知，是业务智能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课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1. 首次提出了以信息流的思想来研究B3G/4G网络环境下业务上下文信息的处理过程， 

提出了从“信息→知识→智能”的三级转换机理的上下文信息处理模型。 

2. 在业务上下文信息的组织结构、业务上下文信息的语义以及不确定性推理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基于时空关系和关联规则挖掘的上

下文信息缺失插补方法；研究业务上下文本体建模及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不确定性推理的方

法；提出了上下文感知的移动社交网络服务选择方法等。 

3.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将上下文感知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结合起来，研发了基于手机

通讯录的支持即时消息和社交能力的服务系统，并初步拟定了产品化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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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重构网络中的联合业务调度及频谱交易 

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平 

课题组成员：张  平，冯志勇，张奇勋，张轶凡，田  辉，刘  阳，石  聪， 

黎文边，肖  涵，谭  力，姚艳军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70013017）。 

大量无线接入技术的涌现使得频谱资源显得日益缺乏。传统的固定频谱管理方法使频谱

使用率很低。因此，本课题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动态频谱管理方法——基于拍卖理论的自主频

谱交易机制。首先，本课题将经济学中的拍卖理论应用到动态频谱管理中，设计了频谱交易

机制及关键算法。并且，本课题为每个基站设立频谱经纪人，采用多代理机制实现频谱经纪

人之间的协同合作，优化控制各无线接入网络及各运营商之间的信息交互和资源共享，不但

实现了频谱交易的分布化和自主化，并且实现了各运营商总收益的 大化。此外，本课题还

解决了频谱交易过程中的干扰问题，包括邻频干扰和同频干扰。 后，基于频谱资源利用率

和各运营商的总收益等指标，本课题对自主频谱交易机制进行了评估与分析。  

端到端重构无线网络中互补的技术特性为满足用户各种 QoS 需求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基

于此，本课题引入了一种具有更细时间粒度的联合无线资源管理功能——联合业务调度，以

实现业务流的数据分割、网络传输以及终端侧的数据合并功能。首先，本课题在业务发起端

对业务进行分类，设计了创新的自适应算法，对业务流进行数据分割。算法输入参数的选择

需要多维度地综合考虑运营商及用户的偏好与需求，以及网络和终端的能力特点，权衡网络

覆盖情况和业务负载状况、业务流优先级特征和 QoS 要求、以及安全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等，并对算法的适应性、可靠性与自优化方法进行了评估。其次，为了实现重构网络的自适

应性和自主性，本课题应用了多代理机制，优化控制各无线网络之间的信息交互，协助业务

流的高效传输。此外，由于各业务流到达终端的时间不同，本课题设计了创新的同步机制，

使得终端侧的业务流合并取得 优效果。 后，基于重构无线网络的管理控制结构的特点，

本课题建立了自主联合业务调度的体系结构框架。并基于业务的 QoS 要求、用户满意度及偏

好以及网络资源利用率等，本课题将自主联合业务调度机制与直接利用单个网络的传输机制

进行比较分析，突出了自主联合业务调度机制的整体优势。 

 

超宽带脉冲无线电中信道与定时同步的联合估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铁军 

课题组成员：吕铁军，任志远，王  斐，刘昱函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70013018）。 

结合国内外 新的发展现状，本课题组在超宽带(UWB)无线通信系统的信道和同步估计



 118 

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上一共发

表了 9 篇学术论文，其中有 7 篇被《EI》收录，获得了 2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论文质量上，

有半数以上都发表在二类以上学术会议以及超宽带无线通信年会上，这其中也不乏

GLOBECOMM 这样的 IEEE 旗舰会议。与此同时，实验室也培养了一批具有扎实学术功底和踏

实学术作风的博士生、硕士生，其中 2 人已获得博士学位，3 人获得硕士学位，指导本科毕

业论文 10 名，其中 1 人获得北京邮电大学优秀毕业论文。本课题组也以这个项目为契机，

为研究生开设了“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选修课，为本科生开设了“超宽带无线通信专题讲

座”。 

 

电信资费政策发展趋势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逸珺 

课题组成员：黄逸珺，车培荣，舒华英，王  月，王  翕，许  婧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主要基于电信行业及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社会对资费问题的关注度

依旧不断升温，对电信资费管制的有效性及合理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对国内外的

电信资费政策进行深度研究总结，分析资费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环境发展变化趋势

提出资费政策建议。 

本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 分析了电信行业资费管制的模式和方法，对比总结政府定价、资本回报率、激励性

管制和放松管制等四种模式的概念、发展历程、管制思路、典型代表、适用条件、管制效果、

主要利弊等，提炼出三大资费政策影响要素。 

2. 总结归纳了环境发展变化对资费管制的影响，包括：总结国内外电信行业的发展趋

势特点及对资费或电信管制的影响，包括 IP 化、宽带化、业务多元化、三网融合、3G 等行

业环境；分析了我国电信行业监管的特殊性及对资费管制，对资费管制目标和原则的要求；

总结了其他电信管制手段对资费管制的影响，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政策、互联互通政策、普遍

服务政策、服务质量政策等相关管制政策的关系。 

3. 以宽带和话音业务为切入点，分析资费表面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国内外的资费管

制经验，探讨资费政策的有效性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其中宽带业务资费表征问题包括资费

水平相对偏高及不均衡，本质原因与业务成熟度、市场结构不均衡及其他政策环境有关；话

音业务资费表征问题是水平偏高和结构存在争议，本质原因与市场准入、成本核算、承受能

力及竞争有效性有关。 

4. 选取与资费管理相关的内容进行专项分析，以科学认识和定位资费管制。这些专题

包括：互联互通、三网融合、普遍服务、市场准入、电信业务转售和 3G 新业务。 

5. 提出电信资费管制建议，包括资费管制目标、原则、内容及具体措施建议。 

评审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课题立项有现实意义，研究内容丰富细致，观点明确，分析

论证过程合理，逻辑关系清楚，针对性较强；研究方法使用得当，主要的分析方法有所创新；

研究成果对政府的相关决策工作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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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时滞超混沌系统的复杂网络环境下 

身份认证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义先 

课题组成员：杨义先，罗  群，彭海朋，贾忠田，李丽香，张小红，周亚建，郑世惠， 

罗守山，孙  绯，马敏耀，李树栋，高  洋，杨  波，朱  辉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70013005)。 

本课题把混沌蚁群算法引入到控制系统与耗散系统的设计和该动态系统的识别过程中，

证明基于混沌蚁群的优化设计方法是有效与可行的。利用 Lyapunov 稳定性理论，构造了满

足鲁棒性条件的变时滞超混沌模型。对基于 Lyapunov 静态理论的混沌系统的同步问题进行

了深入地研究，不仅实现了该类混沌系统的同步，而且在驱动系统与相应系统之间实现了同

步。提出了一个基于变时滞超混沌的自动电压调节器系统 PID 控制器的参数确定方法。利用

参数辨识方法来解调信号恢复明文，从而实现数字保密通信，深入探索了变时滞超混沌形成

的机理，并对其产生稳定性和同步条件进行了研究，搭建了一套变时滞超混沌系统的理论框

架。  

本课题将变时滞超混沌系统的基础理论应用于单向散列函数的构造之中，由于变时滞超

混沌系统具有简单结构下的复杂动力学行为的特点，由它构造的单向散列函数在散列长度、

运算速度、抗碰撞性等方面更加满足安全性要求。新设计的散列函数不仅可以实现数据的完

整性验证，而且能够保证足够大的密钥空间，抵抗已知的密码学攻击，并且具备与 MD5 等散

列函数相当的运算速度。 

本课题对多级可信问题进行了基础理论性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安全双方计算问题，即

映射相等问题（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判断两个映射是否相等）。利用全变换半群基础理论作

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将可交换的确定型加密体制作为基本的密码学原语，构建了求解映射相

等问题的安全计算协议。 

本课题对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购物、电子商务、虚拟专用网等各种网络环境应用

中的认证问题做了广泛研究。这类系统只有在交互双方均进行安全可靠的身份认证的基础

上，各种网络资源、系统资源和信息资源才能进一步开放和共享。本课题在复杂信息交换网

络可信级别模型建立的基础上，利用变时滞超混沌系统的单向散列函数作为识别验证真实身

份的工具，采用“一次一变”动态口令校验，构造适合于复杂网络环境下的认证方案。解决

了各应用系统特别是网上支付系统中的身份认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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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信号处理技术在信息泄漏识别与重构中的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洪欣 

课题组成员：张洪欣，张金玲，孙丹丹，赵同刚，吕英华，范春晓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070013002）。

本课题研究了电磁信息泄漏中承载的红信号的提取，有用信息的挖掘、识别、重构和再 

现等关键技术，提出了计算机信息泄漏评的估方法。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为：  

1. 利用盲信号分离和提取技术，完成了电磁信息泄漏中承载信息的提取。利用小波变

换、神经网络在线学习算法，实现了噪声抵消和信号的线性增强，获得帧同步和行同步信号。 

2. 根据计算机显示视频信号的周期性，在获得帧同步和行同步后，利用同步、相关滤

波、锁相、匹配滤波等技术获得再现的文字图像的方法，对泄漏电磁波信息进行了非线性自

适应处理，消除了一定的噪声和干扰，采用了盲信号处理算法进行特征提取，获得电磁信息

泄漏初步图像。 

3. 利用独立分量分析技术，通过支持向量机在线非线性滤波器自适应学习算法，分析

了隐藏在信息泄漏中的敏感信息。采用一种快速迭代阈值方法作为预处理手段，并将传统的

基于概率统计的贝叶斯分类算法应用在电磁泄漏文字图像识别中，完成了电磁泄漏信息的重

构，完整再现了计算机原始文字与图像信息。  

4. 基于实验测试数据和电磁模型仿真数据，提出了计算机信息泄漏评的估方法，可用

于计算机信息泄漏程度的评估。  

5. 设计了一种新型的人工电磁材料，研究了复合媒质材料在电磁泄漏屏蔽中的应用，

拓展了泄漏电磁波的防范措施。 

 

图像及音频载体的隐写特征及隐写分析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钮心忻 

课题组成员：钮心忻，陈秀波，张  茹，杨  榆，马兆丰，袁开国，瞿治国，叶天语， 

傅  瑜，陈  铭，武  嘉，宋晓宇，刘海涛，饶华一，史亚维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70013007）。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基于自然图像的隐写特征模型研究主要有基于分析 LSB 匹配和块替换对图像熵值的

影响和 LSB 匹配和块替换所造成的自然图像像素值之间的转换机制之上的快速编码隐写算

法研究、高效改进 EMD 隐写算法研究、被动攻击下的信息隐藏统计模型研究、基于匹配块选

取的 MEPG2 视频水印算法研究、以及多种借鉴隐写特征分析的数字水印扩展研究，包括基于

动态失真补偿量化索引调制的可逆数据隐藏算法研究、基于离散小波变换(DWT)和奇异值分

解(SVD)的零水印技术研究、基于图像边缘检测的大容量图像数字水印算法研究、改进可逆

水印算法研究等。 



 121 

2. 基于音频的隐写特征模型研究主要基于 DCT 域 QIM 的音频信息伪装算法。 

3. 强针对性隐写分析方法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 基于图像相关性特征的 LSB

匹配隐写分析方法；（2）针对 BPCS 隐写的隐写分析方法；（3）WAS 音频 LSB 隐写算法的隐

写分析方法；（4） 基于回声隐藏的 VDSC 隐写分析方法。 

4. 对隐写和隐写分析技术在量子通信技术中的结合与扩展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利用

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和量子超密编码技术，提出了在改进 Ping-Pong 协议中的大容量量子

隐写协议和基于 χ 型纠缠态纠缠交换的大容量量子隐写协议。 

 

电磁发射信息安全工程与电磁兼容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英华 

课题组成员：吕英华，张金玲，杨文翰，徐  军，莫  凡，孙丹丹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70013004）。 

本课题研究完成了基于硬件或传输系统的电磁波信息搭载效应研究和基于频谱寄生的

电磁波信息搭载效应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证明了散射电磁波的信息搭载效应会发生在计算机

网、电信网、无线局域网、UWB 系统和电力输电等线网环境。 

1. 电力线网对散射电磁波的信息搭载效应, 距 CRT 为 11.5m 处的共模电流距电源插座

10m 电源线上，截获并还原的图像。  

2. 采用两根 5 类的 UTP 非屏蔽双绞线，一根 8m 长，一个 3m 长，分别通过集线器和交

换机把两台电脑组成一个局域网，证实了交换机前和经过交换机后的计算机网线上的视频辐

射搭载, 截获并还原的图像。  

3. 通过理论和实验都证明了除了由 CRT 显示器辐射外，视频电缆和电脑本身也会辐射

泄漏带有视频信息的信号。特别是，本项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精确定义了电磁指纹的

概念并且给出了提取电磁指纹的方法，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研究。  

4. 提出了关于信息搭载完全性条件和电磁辐射信息安全评估标准，提出了采用商业电

子测试设备进行计算机等信息处理关键设备的现场测试方法并提出了信息处理关键设备的

可信的评估与测试系统的建议。  

5. 提出了建立散射电磁波信息安全基本数据库和各种电磁波源的电磁指纹库的进一步

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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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同频协同宽带无线传输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立华 

课题组成员：李立华，邓  刚，张  治，王朝炜，冉  静，宋  磊，俞永祥，  

周明宇，杨  桅，王  毅，武  平，罗  元，王化磊，孙琬璐， 

高向川，王  骥，张新宇，钟明华，王  锐，徐永太，徐  瑨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项目（课题编号 20070013028）。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在自适应协同中继传输理论和技术方面，针对 AF、DF 两种中继传输模式、有无直传

链路模式等场景，提出 OFDM 中继系统 优功率分配策略、 优子载波配对策略，并根据实

际系统应用提出一种次优的联合子载波配对、中继选择及功率分配策略，大大降低系统搜索

次数。在 MIMO 中继系统场景下，推导出更为精确的容量下限，并根据此下限提出一种新的

码本设计准则，提出基于 MIMO 预编码的自适应中继协同传输方案和反馈设计，应用于 MIMO

中继系统的自适应传输。 

2. 在自适应中继选择和协同路由技术研究方面，课题组根据 TDD 系统上下行业务不对

称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 小化上下行总能量的中继选择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小

化系统总能量的中继位置放置。在基站协同场景研究下，提出了一种多小区联合传输方法，

当用户接入到多个小区时，支持不同的基站采用不同的传输方式（开环或闭环传输方式）。 

3. 在具有环境自适应特点的协同模式切换研究方向上，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基于 CRC 校

验结果进行自适应中继传输模式选择算法，该算法可 大化系统误码率性能，同时该方案支

持直传、AF 和 DF 多种协同模式的自适应选择。在协同模式研究中，课题组对更为灵活的 EF

协同传输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 EF 算法；同样，利用 CRC 校验结果和 HARQ 技术，课

题组提出一种多用户 MIMO 传输链路的反馈算法，很大程度上减少信道状态信息的反馈量，

并降低传统方法的计算复杂度。 

 

频谱共享无线电技术的电磁兼容及频谱规划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邹卫霞 

课题组成员：邹卫霞，周  正，蒋  挺，张陆勇，杨  程，王树彬，赵程仕， 

吴  霁，吕爱霞，陈  伟，张  森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070013029）。 

本课题组对近年来研究较热的频谱共享无线电技术——UWB 与现有无线系统之间的共

存问题进行了电磁兼容分析。先用干燥比方法得出各个频段 UWB 的发射功率限制值，然后为

了克服干燥比方法缺陷及充分考虑 UWB 系统及受干扰系统的编码、调制、解码、解调等特点，

以准确地反映系统的实际抗噪声性能，课题组继而改用物理层建模的分析方法搭建了物理层

仿真模型，得到比基于干噪比方法更合理的 UWB 频谱规划方案。上述两种电磁兼容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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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频率域上考察整个信号的功率分布，是对信号进行时间上平均的功率谱表示，不能给

出信号强度和功率在时间上的快速变化。由于脉冲式 UWB 信号的信息是直接调制到占空比极

低的冲激脉冲上，对这种 UWB 信号进行较长时间的平均，对 EMC 分析可能带来不良影响，造

成 EMC 分析的不准确。因此本课题提出一种电磁兼容分析的新方法－－幅度概率频域分布

（APFD），对这种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并用之来分析 UWB 技术与现有无线通信系统的共存问

题；课题组还利用先进的测试仪器设备对 DS-UWB 与 GSM 手机系统间做了一些试验性的现场

测试。 

另一种研究较热的频谱共享无线电技术是认知超宽带，课题组将能量检测与主用户工作

状态转移的概率统计特性相结合，提出一种能有效折中实现复杂度与检测精度的频谱检测算

法。还基于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提出一种新颖的超宽带发射脉冲设计方案，在有效避让授权

频段实现可靠共存的同时，亦可充分利用其余频段能量，且能在极短切换时间内实现完成波

形设计，因而在认知环境下可高效地应用于干扰避免场景。与此同时，结合能使信道容量

大化的注水原理，依据检测获得的干扰谱，课题组也设计实现了一种超宽带注水发射谱，该

方案亦可灵活应用于认知场景，显著提高系统能量利用效率并改善网络通信容量。 

 

异构网络下可重配置的联合切换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鸿雁 

课题组成员：崔鸿雁，刘韵洁，姜玮薇，胡  波，严强君，高  原，朱丽凤，李雨川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70013013)。 

本课题研究目标是提出一种可重配置的基于业务的多参数评估联合切换方案，即根据不

同的业务类型选择不同的性能指标来评估是否触发切换，提出了基于业务类型和性能指标来

选择不同的切换策略。 

本课题提出的基于可重配置的未来异系统多参数评估联合切换方案主要分两个部分：用

户网络选择算法和基于负载控制的切换判决。首先是用户网络选择算法，然后是基于负载控

制的切换判决阶段。网络选择是根据用户业务 QoS 需求，对候选网络进行评估；负载控制则

是根据网络实际负载来影响资源分配和切换判决过程。网络选择算法根据业务类型、用户需

求、用户类型，采用基于三角模糊数的 AHP 方法计算出 8 个 QoS 参数(带宽、延时、响应时

间、抖动、BER、包丢失率、安全性、费用)的重要程度即主观权重，然后根据网络当前的状

况得到客观权重，主客观权重结合得到 终各参数的权重， 后采用基于可能度的 MADM 算

法得到各网络一个综合的 QoS 性能指标，此指标可用来进行网络选择。基于负载控制的切换

判决引入网络总可用带宽这个参数进行负载控制，并做出 后的切换判决。本课题 后给出

了整个异构网络切换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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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服务质量评估体系研究及

2009 年度用户满意度测评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闫  强 

课题组成员：闫  强，舒华英，杨  旭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31 日 

 

本课题为一般纵向项目。 

通过本课题研究，结合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原服务质量评估体

系进行了调整、优化，重点突出了网络保障及新增网络覆盖满足情况的考核，并结合基站建

设情况，对考核标准进行了修订。 

本次无线政务网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采用电子版的形式进行发放。其中终端用户满意度

测评问卷共回收 850 份，管理单位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共回收 30 份（区县 10 份，公安 20

份）。经过筛选，终端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中有效问卷为 736 份，管理单位用户满意度测评

问卷中有效问卷为 22 份。通过数据分析，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用户满意度测评得分为

79.92，通信服务质量测评得分为 80.10。 

 

BALIS 馆际互借体系、过程控制和效益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课题负责人：严潮斌 

课题组成员：严潮斌，王  茜，董晓霞，张  丽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北京高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目（课题编号：BGT2010204）。 

本课题设计了各成员馆城区分布与联系方式、馆藏资源分布电子地图，将各馆的地理位

置、馆藏资源、联系人、联系方式揭示在网页上，使工作人员与读者均能方便使用。 

 BALIS 馆际互借中心主页的设计、研发和维护。根据 BALIS 馆际互借中心的业务特点，

设计了 BALIS 馆际互借中心的主页，并负责主页的维护以及相关新闻和通知的发布等工作；

设计了物流参与的馆际互借事务状态迁徙流程。 

本课题建设有以下特点：（1）互借量的大幅度增加；（2）馆际互借系统提供联合检索服

务；（3）馆际互借服务质量的提高；（4）互借资源范围包含了正式加入 BALIS 馆际互借体系

的 69 所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馆际互借已经成为区域资源合作共享的一种发展趋势,代表了图书馆的发展方向。BALIS

的馆际互借服务通过各成员馆间互助合作、共享资源的方式, 使 78 家成员馆用户日益激增

的信息需求得到 大限度的满足,使各馆信息资源发挥 大的效用,大大便利了北京地区各

高校的科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通过该项服务大大加强了各馆之间的联系与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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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办公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玉洁 

课题组成员：张玉洁，孟祥武，王  闯，李海鹏，韩照光 

结题时间：2011 月 6 月 26 日  

 

本课题为一般纵向项目。 

本课题建设内容是研发一款基于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平台的办公软件，可以运行在智

能手机、PDA、网络平板电脑等智能手持设备上，提供文字、幻灯文档的浏览与批注功能，

支持国际标准文档格式 ODF、MS Office 二进制文档格式二种文档标准。 

本课题完成了嵌入式办公软件项目前期的市场前景及行业发展分析调研工作，包括：嵌

入式软件、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办公软件功能、市场现有国外、国内嵌入式办公软件、

嵌入式办公软件的市场需求、嵌入式办公软件特点与开发难点、红旗2000公司REDOFFICE 产

品分析、REDOFFICE 产品功能、REDOFFICE 成功案例、嵌入式办公软件发展前景等；完成了

核心技术实验，完成了测试环境的开发及其测试服务，完成了在模拟器上的测试和在智能手

机上的测试工作。  

 

“三网融合”对中央电信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王生智，沈阿强，陈  霞，石文华，王  琦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一般纵向项目。 

随着“三网融合”的深入发展，产业间的利益层次将趋于复杂，电信和广电企业间的博

弈将更为激烈。“三网融合”作为一场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的革命，将会给电信运营商、

广电运营商以及众多的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谁能率先看清

“三网融合”的本质、把握住产业革命的机会，谁就将掌握着主动权并赢得未来的市场。因

此，研究“三网融合”的本质及对中央电信企业的影响，明确“三网融合”趋势下企业的发

展思路与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课题取得如下成果： 

1. 对“三网融合”的内涵进行了的说明，从网络、业务和终端等各角度分析了“三网

融合”的现状与未来，介绍了国外典型国家的发展情况，并对国内“三网融合”进程、政策

和现有情况进行了说明，详细明确地界定出了政策的限定，为中央电信企业赢得竞争指出了

方向。  

2. 通过对广电系和电信系各自在竞争中的优劣势进行研究，得出中央电信企业的重要

机遇和面临挑战，以及“三网融合”对广电系和电信系在网络和业务方面的影响。 

3. 通过以上各部分的总结，提出了对“三网融合”趋势下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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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干光光反馈耦合半导体激光系统及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世红 

课题组成员：王世红，赵晓红，李海红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激光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资助项目。 

本课题主要跟踪研究了 Beach（2004）、 Hager（2010）和 Komashko（2010） 等人的

工作。Hager 等人的研究工作主要提出了端面抽运准三能级激光器的处理方法, 得到窄带端

面双程抽运连续 DPAL 速率方程模型，并且分析了激光强度、平衡态下粒子数等量与各参数

之间的关系。Beach 等人采用掺钛蓝宝石端面泵浦实验研究了 Cs 蒸汽激光器，并建立了动

力学模型，并建立了理论模型。本课题模拟了 Beach 、Hager 等人的研究结果并进行了对比，

模拟结果和文献相符。为了解决高功率条件下端面抽运结构可能存在的限制，人们提出了侧

面抽运碱金属蒸汽激光器的设想。这种结构允许进行双侧或双程抽运，对半导体抽运源亮度

要求大大降低，抽运光与激光不共线既减轻了光学元件的负担又避免了额外的腔内损失。基

于 Komashko 和 Zweiback 的文献，课题组编写了侧面抽运碱金属蒸汽激光器的代码，为进

一步研究侧面抽运碱金属蒸汽激光器打下了基础。目前的理论分析只考虑 3 个能级，虽然在

低功率情况下与实验结果相一致，但高功率时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能级的影响。本课题建

立了一个四能级模型，研究了稳态时各能级粒子数分布和输出激光功率与泵浦功率的关系。 

 

合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积极引导青少年 

从事体育锻炼活动的探索与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 

合作单位：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峰 

课题组成员：高  峰，刘玫瑾，李志伟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司课题（批准号：QSS2011022）。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向青少年体育锻炼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如何兴利

除弊，充分发挥现代网络信息机制，积极引导青少年从事体育锻炼活动，是摆在青少年体育

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本研究通过综述网络应用的类别，指出青少年体育离不开网络资源的必然；而目前现有

体育管理中关于指导青少年锻炼的数字资源匮乏已经成为现实；以建立健全基于网络青少年

体育健身意识、健身咨询，了解科学健身知识，进行科学的个性化健身活动已然为出发点所

在；发挥网络交互等特性，开展健身辅导、评估及组织比赛交流、体育技能培训等模块的设

计，支出系统资源和界面设计是构建平台的 2 个关键技术环节；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体质监

测等服务机制，实现网上多向交流和基础数据共享，利用网络开展对青少司体育指导的途径，

建立基于网络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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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S 原文传递与馆藏建设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课题责任人：严潮斌 

课题组成员：严潮斌，赵晓晔，周  婕，李  玲，侯瑞芳，蔡  祯，贺  轩，张  丽 

结题时间：2010 年 5 月 

 

本课题为北京高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BALIS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子项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

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 2007 年 11 月 30 日成立了“北京地区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作为 BALIS 原文传递学科服务馆之

一，是 BALIS 原文传递体系与其他文献传递机构的重要桥梁。 

本课题研究以具体工作为出发点，在前期 BALIS 原文传递运作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北

京邮电大学图书馆读者对外发送的原文传递申请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其研究结果对本馆

的馆藏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江苏省电信业“十二五”规划预研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爱华 

课题组成员：张爱华，黄逸珺，闫  强，吴  俊，杨  旭，彭志文 

结题时间：2010 年 11 月  

 

本课题为一般纵向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从江苏沿海地区电信业发展现状着手，通过与省内以及省外沿海地市进行对标分析，

揭示江苏沿海地区电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沿海国家和国内发达沿海地区信息通信

业的发展；分析江苏沿海信息通信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与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十二五”

期间江苏沿海地区电信业发展思路、目标及相应实施策略。  

2. 对长三角通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参考和

借鉴国内外典型区域通信一体化给长三角的启示，其次找出影响长三角通信一体化发展的驱

动因素和阻碍因素，接着提出江苏电信业在长三角通信一体化中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并提出

决策层、协调层及执行层三个层面对推进长三角通信一体化中的发展策略。  

3. 深入分析“两化融合”的内涵、层次和思路；通过调研，了解江苏省目前的“两化

融合”现状，找出电信业推进“两化融合”的关键切入点， 终提出实施举措和协同保障举

措，引导电信业深化转型，从而在江苏“两化融合”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4. 从江苏省信息业发展、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现状着手，通过与国外以及国内可比省份

进行对标分析与评估，探讨江苏信息业发展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实施经验与问题。在此基

础上，结合“十二五”期间江苏省的经济、政策与技术环境变化及其影响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建设的关键因素，制定江苏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目标及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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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平常信函时限监测工作实施与数据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高锦萍，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 

束海峰，王建艺，陈  娟，赵  航，崔  敏，朱  丽，金永生， 

张  翼，谢智勇 

结题时间：2010 年 11 月 

 

本课题为国家邮政局软课题委托研究项目。 

本课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 《邮政普遍服务

标准》YZ/T 0129-2009《关于公布特快专递和信函全程时限标准的通知》（国邮[2002]433

号）等为监测依据，对邮政企业执行国内平常信函全程时限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监

测平常信函全程时限是否符合规定。 

在全国 60 个地市、县选取监测样本点。平常信函投入指定信筒（箱），选取全国 60 个

主要城市（县），每个监测点每天向参加监测的 60 个城市（县）分别寄发平常信函 3件，即

每天寄发平常信函 180 件，连续寄发 3 天共 540 件，60 个城市共寄发平常信函 32400 件。

测算指标有：邮件全程时限达标率、信件全程时限逾限率、邮件损失率、收寄日戳合格率、

投递日戳合格率。本课题对取得的监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为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邮票发行数量管理数据库系统需求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王  颂，杨海荣，王云鹏，束海峰，王建艺，赵子冰， 

朱  丽，金永生，张  翼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国家邮政局委托软课题研究项目。 

本课题对我国邮票管理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围绕我国邮票发行数量的管理现状进行研

究，同时结合相关备案制度、备案工作流程及工作内容，进行我国邮票发行备案管理阐述，

结合我国邮票发行管理实际，提出我国邮票发行备案管理的内容、流程，并就如何加强我国

邮票发行备案管理提出建议。同时，对建立我国邮票发行数量管理数据库进行需求分析。 

本课题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在大量有针对性研究的基础上，就邮票发行数量管理制

度、工作流程和实施策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从数据库系统的建设目标及设计原则入

手，对数据库的需求功能、数据库设计、系统管理和系统体系结构等几方面内容展开分析、

研究和说明， 后提出建立我国邮票发行管理体系及邮票发行数量管理数据库的需求说明

书。通过项目的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建立邮票发行数量管理数据库系统提供了前提。 

邮票发行数量管理数据库系统的建立，可以实现数据录入、查询、修改、打印等功能，

从而提高邮票管理工作的效率及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管水平，对实现邮政监管工作的信息化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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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6m System Level Simulation 系统及仿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惠民 

课题组成员：徐惠民，徐雅静，崔毅东，王立磊，寇明延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在 802.16m 系统中，无线资源管理算法的优化、服务质量机制执行的好坏对于系统影响

非常的重要。 

本课题通过对 802.16m 相关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和仿真，获取了大量真实的数据和研究成

果。首先，针对 802.16m 协议中信道质量指示信道，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型，并在此模型

基础上提出了三种调整策略，并证明其有效提高了信道利用率。针对 802.16m 系统中 IP 语

音业务功率机制，提出一种新的负载平衡策略和调度算法，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不仅减少了

用户传输时延，而且增加了系统吞吐量。 后，研究了 802.16m 协议中的轮询机制，针对实

时业务的带宽请求、切换算法、网络接入提出了优化策略，仿真表明新策略减少了带宽请求

时延，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减少了切换时延和网络接入时延，并且在用户比较多的情况下效

果更为显著。  

 

基于 LTE 的 Joint Processing 系统级仿真平台构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惠民 

课题组成员：徐惠民，徐雅静，崔毅东，张  珂，贾双双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LTE-Advanced 系统采用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FDM)，即把高速率数据流分割成一些低数

据流，通过一些正交的载波发送出去。由于载波间的正交性，小区内的干扰得到有效的削弱，

但是却不能减弱小区间干扰（ICI）。协同多点传输技术（CoMP）是利用分布式天线原理，通

过多个基站协同以减少干扰，从而增强数据的频谱效率。CoMP 技术理论上可以突破单点传

输对频谱效率的限制，通过协作，将小区间干扰转变为有用信号，从而提高用户接收的信噪

比，进而提高吞吐量。 

本课题基于 3GPP 标准搭建了系统及仿真平台，对 CoMP 的联合处理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在联合波束赋形算法研究中，针对 JP 技术提出的一种基于双码本反馈的预编码算法搭

建了系统及仿真平台；对 Rank Adaptation 技术进行了研究和仿真，并分析其对系统性能的

改善；同时设计了无线分组调度器，对其实现流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除此之外，在信道估

计方面，仿真并分析了其对整体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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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音视频检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董  远 

课题组成员：董  远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20 日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本课题针对目前视频语义概念检测技术中单一底层视觉特征检测性能有限和有效融合

算法缺乏等问题，研究基于多种视觉特征融合的视频语义概念检测技术，包括对多种低层视

觉特征分析比较和改进、基于多核学习的核函数级系统融合算法、基于逻辑回归和线性加权

分类器级系统融合方法。 

在底层视觉特征方面，研究了 7 种颜色、边缘、纹理等全局特征，以及 SIFT、HOG 等局

部描述子特征的提取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局部描述子特征在视频语义概念检测中的应用技

术，然后采用了基于空间金字塔的特征匹配技术，克服了以往方法完全丢弃特征点空间信息

的问题，并引入了文本检索领域的 PLSA 算法，从视觉词汇角度分析特征空间，进一步增强

了特征的表达能力，并降低了计算复杂度，全面分析和比较了全局特征和局部描述子特征的

特点及其在视频语义概念检测中的性能。 

在系统融合技术方面，本课题研究了支持向量机和逻辑回归模型等相关机器学习算法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多核学习的核函数级系统融合算法、基于逻辑回归和线性加权分类器级

系统融合方法以及一个混合了多种融合算法的分层次融合框架。 

 

Europe-China Grid InterNetworking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俞俊生 

课题组成员：俞俊生，刘绍华，刘元安，马晓雷，孙志立，马铁军，张  旭， 

徐  兵，李  莹，刘应辉，苗  秀，刘彬彬，解  鹏，刘俊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研发目标是针对网格明显区别于一般网络应用的特点，研制专用于支持网

格应用的网络通信技术，同时研发安全的基于激励机制的网格业务流量管理系统，提升网格

平台的性能，并扩大网格计算在中欧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本课题主要研发内容包括：网格现状调查及需求分析，网格流量建模，网格性能增强技

术，包括拥塞控制、网络预测、延迟降低等方面，以及网格经济的相关研究。 

本课题参与方包括中欧的多个高校、研究机构和公司，各单位之间根据各方在理论研究、

应用示范或者标准化等方面的优势合理组织、分工合作，并已经将项目研究成果在多个国家

网格中进行了测试，还将研究成果在商业产品上进行了整合测试，加快了研究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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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penFlow 的多粒度多层光网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郭宏翔 

课题组成员：郭宏翔，伍  剑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前期多层多粒度透明光网络的动态分布式控制机制研究基础上，针对当前 IP

网络中 OpenFlow 机制进行研究扩展，以便实现透明光网络的新型集中开放式控制。该课题

在现阶段取得了以下成果：　 

1．提出了可应用于光突发交换（OBS）光网络的 OpenFlow 集中开放式控制体系架构、

OpenFlow 光突发交换节点结构、以及实现光突发包可靠交换的 OpenFlow 控制机制。 

2．在现有 LOBS 实验平台上扩展实现了具备 OpenFlow 控制能力的 OBS 边缘节点和核心

节点，成功搭建了一个具有 2 个边缘节点、1 个核心节点和 1 个 OpenFlow 中央控制器的新

型 LOBS 实验网络（信道速率为 1.25Gb/s），并演示了 OpenFlow 控制下的业务驱动的光突发

数据传送。 

 

中国移动积分计划未来发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霞 

课题组成员：陈  霞，吕廷杰，郭龙飞，张志峰，钟刘阳，丁俊楠，李冰心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依据国内外理论研究，给出积分的定义，并对积分的作用做出详尽的阐述，据此综

合国际著名运营商 NTT DOCOMO 的积分发展历程，提出了积分联盟企业的类型，并提出积分

内部循环、外部服务兑换、积分自由流通、客户数据共享四步的演进过程。 

2．基于 NTT DOCOMO 的研究，提出中国积分市场的发展展望：用户特定行为轨迹上的联

盟、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为通用积分核心的联盟、同一集团下的控股企业间联盟、第三方

独立积分平台为中心的联盟及各大联盟之间实现的有限范围互通 5 大格局，并推算出未来中

国积分市场规模。 

3．通过分析通兑积分的可行性及必然性，提出中国移动积分计划的发展策略、中国移

动积分计划的主要举措、中国移动积分计划的辅助举措，确定中国积分计划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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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信社会信息化和 ICT 发展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霞 

课题组成员：陈  霞，吕廷杰，郭龙飞，张志峰，吴梓栋，叶  菲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详细研读了中国电信的“十二五”规划，以及上海市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对

上海电信的宏观环境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重点行业进行访谈、调研，对调研数据进行 SPSS

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上海电信政企产品内部相关部门进行深度访谈，并对上海电信的政企产

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根据其政企产品的主要特点进行分类，开创性的将上海电信的政

企产品分为基础性业务、资源型业务、能力型业务、平台型业务、外包服务型业务、咨询业

务六大类，对将来的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该课题根据电信政企产品的收入、增长率、客

户认可度、以及产品相对竞争力确定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产品。 

   同时，该课题归纳了电信政企产品的自然属性和服务属性，并确定了渠道销售力评价标

准，从而确定相应的销售渠道，解决了业界长期困扰的政企产品的落地问题。 

 

宽带光接入网技术的研究开发 Ⅱ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纪越峰 

课题组成员：纪越峰，李  慧，柏  琳，孙咏梅，顾仁涛，任丹萍， 

迟  瑶，杨  钢，乐  璐，邬向春，高  原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宽带接入网中的关键技术，为未来的宽带接入网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与技

术支撑。课题组分别从基础理论分析与关键技术研究、实验平台搭建、建模及软件仿真等三

个层面对宽带接入网和智能电网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各有侧重，又相互结合， 终开发完成

了多项关键技术，搭建了多个实验及演示平台，并对实验平台性能进行了全面测试和评估。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包括： 

1．对绿色节能、智能家庭网络和下一代宽带接入技术的标准化进行了追踪和研究。  

2．建立一套综合的 QoE 评价模型。 

3．研究给出了楼宇中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4．提出了拥有无线接入功能的 ONU 架构。 

5．开发了融合网络中的“三屏漫游”无缝业务切换系统。 

6．基于 XML 开发了智能数据解析器。 

7．开发实现了智能表计（AMI）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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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E 安全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张  淼，郭燕慧，李  祺，李  洋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制专门针对 J2EE 应用系统安全漏洞进行自动全面灰盒审计的自主知识产权

的、商业性代码工具。 

1．处理 JSP 文件：J2EE 网站代码通常由 jar 文件，class 文件，JSP 文件构成。JSP

文件是系统的表现层，也是与用户直接接口的一层，为了全面检查系统的安全漏洞，并完整

分析出攻击由用户到达系统核心逻辑的完整路径，必须对 JSP 文件进行安全检查。  

2．处理 JAR 文件：J2EE 网站通常调用了第三方的实现，包括已知的开源框架库等。同

时大多数软件开发厂商也会将自身的底层逻辑打包成库文件。为了完整分析网站的安全漏

洞，需要对 Jar 文件进行分析。  

3．代码反编译：由于安全软件是进行灰盒代码级审计，无需厂商提供源代码。但为了

方便安全漏洞的确认与人工定位，可以对 class 文件进行反编译。上述工作由安全软件自动

完成。  

4．系统分析：安全软件采用了全局分析算法结合数据流分析对整个 J2EE 应用进行分析，

它完整分析程序的所有运行分支条件，并模拟用户输入在多个参数间传递的过程，同时考虑

到参数转化对漏洞的影响。  

5．专家确认：代码审计的资源消耗、误报率与漏报率三者存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自动工具与专家分析的结合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安全软件设计的初衷是 小化漏报

率，适当考虑资源消耗，因此需要审计专家来解决辅助进行漏洞的排除与确认，降低误报率。  

6．生成报告： 终专家可生成详细的审计报告，包括了各个漏洞的原理介绍，攻击路

径与修改建议。 

 

中国移动昆明分公司蓄电池再生利用可行性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傅四保 

课题组成员：傅四保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对昆明移动公司铅酸蓄电池的使用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对使用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将来可能使用的几种

蓄电池的再生利用进行了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的可行性评估，并对这几种技术与中国移动集团

公司的标准进行了对比，对亚陆公司的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亚陆公司技术在昆明移动

运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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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Layer 1 Non Call Mode/Call Mode Option 

Development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涛 

课题组成员：彭  涛，钱荣荣，漆  渊，王文博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通用多核 DSP 芯片平台上开发了 LTE FDD 系统网络侧（基站）的完整物理层，

包括下行链路的信号产生和上行链路的信号解调接收。对 LTE 系统的重要核心关键算法，如

上行同步检测、信道估计、OFDM 信号解调、HARQ 等，进行了重点优化，提高了处理能力、

数据吞吐能力、接收性能，降低了处理时延。 

该课题对 LTE FDD 系统 5MHz 带宽选项的物理层开发完全符合标准协议规范。物理层软

件由三个大的部分组成：控制部分负责接收来自高层协议的控制和配置消息，产生相应的反

馈消息，并将控制配置消息转换成信号处理所需的控制字；上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上行信号

的接收，完成同步及解调解码等功能；下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产生下行信号，并将信号通过

ADI 接口传递给中频射频硬件。经过测试，物理层性能全部优于 TS36.104 的性能要求。 

课题中所开发的软件与合作单位的硬件系统以及高层信令系统进行了集成和联调，并与

当今市场上的多款 LTE 终端进行了 IoT 测试，获得成功。开发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合作单位的

LTE 终端测试仪产品，并已开始销售。 

 

TD-SCDMA Development for 4400 Higher Data Rates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涛 

课题组成员：彭  涛，钱荣荣，王文博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通用多核 DSP 芯片平台上开发了 TD-SCDMA 的物理层增强部分，以支持高达

384kbit/s 速率的数据业务。在开发中，对 TD-SCDMA 高速率数据业务的的重要核心关键算

法，如 Turbo 译码算法等，进行了设计实现和重点优化，将物理层数据吞吐率提高到了

384kbit/s，同时保持时延仍然小于 5ms。 

该课题对 TD-SCDMA 高速率数据业务物理层功能的开发完全符合标准协议规范。物理层

软件由三个大的部分组成：控制部分负责接收来自高层协议的控制和配置消息（Iub 接口），

产生相应的反馈消息，并将控制配置消息转换成信号处理所需的控制字；上行信号处理部分

负责上行信号的接收，完成同步及解调解码等功能；下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产生下行信号，

并将信号通过 ADI 接口传递给中频射频硬件。经过测试，物理层性能优于 TS25.104 的性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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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 Layer 1 Developmemt for 

 4400 Call Mode Option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涛 

课题组成员：彭  涛，钱荣荣，漆  渊，王文博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通用多核 DSP 芯片平台上开发了 TD-SCDMA 系统网络侧（基站）的完整物理层，

包括下行链路的信号产生和上行链路的信号解调接收。对 TD-SCDMA 的重要核心关键算法，

如信道估计及后处理，联合检测（JD），上行同步信号接收等，进行了重点优化，提高了处

理能力、数据吞吐能力、接收性能，降低了处理时延。 

该课题对 TD-SCDMA 物理层的开发完全符合标准协议规范。物理层软件由三个大的部分

组成：控制部分负责接收来自高层协议的控制和配置消息（Iub 接口），产生相应的反馈消

息，并将控制配置消息转换成信号处理所需的控制字；上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上行信号的接

收，完成同步及解调解码等功能；下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产生下行信号，并将信号通过 ADI

接口传递给中频射频硬件。经过测试，物理层性能全部优于 TS25.104 的性能要求。 

课题中所开发的软件与合作单位的硬件系统以及高层信令系统进行了集成和联调，并与

当今市场上的所有 TD-SCDMA 终端芯片进行了 IoT 测试。在与超过 20 款 TD-SCDMA 终端的测

试中，可以实现各种业务测试。 

 

LTE-Advanced Femto-cell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卫东 

课题组成员：王卫东，张英海，王朝炜，王  犇，黄  伟，韩金鹏，李  博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Femtocell 作为一种家庭基站技术，以其低成本、低功率、接入简单、即插即用、节省

回传等优点，被认为是解决室内和热点场景覆盖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对网络部署

的有效补充。 

本课题针对未来 LTE-Advanced 中的 femtocell 技术展开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三

方面：femtocell 异构网络增强小区间干扰消除；宏蜂窝与 femtocell 间的切换；femtocell

的密集部署。 

针对未来 LTE-Advanced 系统中 femtocell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技术方案：一种基

于 MUE 测量的 femtocell 下行 ICIC 机制；一种新型的 femtocell inbound 切换方案；

femtocell 基于载波聚合的合作式功率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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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GPRS/E-GPRS Layer 1 Development for 4400  

Non Call Mode/ Call Mode Options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涛 

课题组成员：彭  涛，钱荣荣，王文博，漆  渊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通用多核 DSP 芯片平台上开发了 GSM/ GPRS/E-GPRS 系统网络侧（基站）的完

整物理层，包括下行链路的信号产生和上行链路的信号解调接收。对 GSM/GPRS/E-GPRS 的重

要核心关键算法，如 LS 信道估计，Viterbi 均衡，RSSE 均衡，上行频率和时间同步等，进

行了重点优化，提高了处理能力和接收性能，降低了处理时延。 

该课题对 GSM/GPRS/E-GPRS 物理层的开发完全符合标准协议规范。物理层软件由三个大

的部分组成：控制部分负责接收来自高层协议的控制和配置消息（Iub 接口），并将控制配

置消息转换成信号处理所需的控制字；上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上行信号的接收，完成同步及

解调解码等功能；下行信号处理部分负责产生下行信号，并将信号通过 ADI 接口传递给中频

射频硬件。经过测试，物理层性能全部优于 GSM/GPRS/E-GPRS 相关标准协议的性能要求。 

课题中所开发的软件与合作单位的硬件系统以及高层信令系统进行了集成和联调，并与

当今市场上的近百款 GSM/GPRS/E-GPRS 终端进行了 IoT 测试。开发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合作

公司的 GSM/GPRS/E-GPRS 终端测试仪产品。 

 

Software Modules for 3GPP WCDMA BS and MS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贺志强 

课题组成员：贺志强，牛  凯，别志松，董  超，乔  捷， 

范凌飞，刘  洋，周泽标，肖  帅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本课题完成了 WCDMA 家庭基站的 UE sinffer 功能，可实现家庭基站对宏基站的搜索、

同步和跟踪，对广播信道的解调和信令分析，完成了从 PC8210 接收端功能向 PC302 的移植，

提交了设计文档并验证了开发模块。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作为 WCDMA 家庭基站开发的指导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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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容量媒体业务的 P2MP 光网络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郭宏翔 

课题组成员：郭宏翔，伍  剑 

结题时间：2010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该课题重点研究了多层透明光网络中的 P2MP 技术，以便实现动态高效的多播透明光连

接，从而满足当前各种大容量媒体业务对多播带宽的需求。该课题取得了以下成果：　 

1．首次提出并实验验证了可应用于光突发交换（OBS）网络进行光突发包复制和放大的

技术，在核心交换节点成功实现了光突发包的多播复制。 

2．研究提出了波长交换光网络（WSON）中的动态多播控制机制，并通过实验成功演示

了基于多播透明光连接的高清媒体业务。 

3．通过网络仿真详细对比分析了 OBS 和 WSON 两种透明光网络支持多播光连接的性能。 

 

Mobile Internet 中服务安全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闫丹凤 

课题组成员：闫丹凤 

结题时间：2010 年 5 月 

 

本课题为国际合作项目。 

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技术的出现对电信网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为对

移动终端、移动增值业务、移动话音业务以及 IDC 业务的影响。相比于互联网，电信网具有

更高的服务可靠性、服务可管理性和服务的安全性，由于网络技术的丰富，融合后的核心网

可以采用各种类型的网络技术实现传输和控制，应用层的移动服务与网络层的关系将逐渐达

到松耦合的状态，而移动服务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带来了更多地服务安全问题。本课题针对

如下五个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1)面向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安全需求分析；(2)移动互联

网的服务安全框架研究；(3)移动互联网服务安全级别的评估与控制；(4)移动互联网中基于

移动终端特性的安全认证问题研究；(5)高安全性的统一登录服务平台原型系统的开发；(6)

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问题研究。 

具体课题成果体现为研究报告三份：《移动互联网服务类型与安全需求报告》、《移动互

联网服务安全框架研究报告》、《WSN 安全问题研究报告》。高安全性统一登录服务平台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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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中交际的非语言因素和

技巧对国际学院学生跨文化交流技能培养的影响 

及其教学方法的探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师庆刚 

课题组成员：师庆刚，吕  敏，栾  琳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主要是借助于使用上海外教社的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探讨在大学英语

课堂上如何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交际中非语言的因素和技巧，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

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首先挖掘出课文中的典型例子，然

后在课堂上采用任务型教学法和交际法，让学生进行模仿、演练和表演（包括即兴的和准备

的）。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描述法和教学实践法。 

该课题突破了传统的英语教学中介绍英美文化的方法（文字介绍，图片展示，音频视频

等），在这些传统方法基础上，采用交际法和任务型教学法，让学生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语

言的运用来熟悉文化，了解文化差异，尤其是非语言交际的因素。另外克服了交际法自身的

缺陷，平衡好语法知识的教学问题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问题，即平衡了“usage”和“use”的

关系，并且提出了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学生小组讨论学习课文和词汇+教师补充和纠

正+学生在任务活动中实际运用语言实现交际目的”。 

该课题的推广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为大学英语教学中增加了交际中非语言因素学习的部分，改进了跨文化交际教学的

效果，丰富了跨文化交际学习的内涵。为学生后续的交流技能这门课程做好准备，在国际学

院的英语教学中可以推广。 

2. 解决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比如大班授课人多、课时有限的情况下

重视听说教学但是词汇语法学习也不能忽略，而且教学过程不能让学生觉得枯燥。我们的方

法得到学生的认可青睐。 

3．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时，更加自信，交际更加顺畅。 

4．学生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水平有明显挺高（尤其是在手势、肢体语言、眼神、面部表

情、距离、声调等非语言行为方面）。 

5．在外教的课堂上，学生提高了理解能力和听课效果，增强了课堂上的英语交际能力

（国际学院学生的大部分课程是外教授课或者双语课程）。 

该课题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效率更高的大学英语综合教学的课堂模式，它非常适合国

际学院学生全面学习语言、文化和提高交际能力的需求，并且为将来的国际交流技能这门课

打个好基础，应该在国际学院英语教学中推广，同时一般的大学英语教学也可以借鉴使用这

种模式，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能够提高学生实

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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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散一体化接力机调制解调单元（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林家儒 

课题组成员：林家儒，马金明，许文俊，别志松，吴晓非，  

牛  凯，贺志强，林雪红，吴伟陵，周炯槃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 

1．根据合同中技术要求制定了总体方案，给出了各部分原理方框图、技术原理、系统

能力的计算、各种性能理论分析等。 

2．按照技术方案，完成了各种信息速率的误码性能浮点和定点仿真、伪码部分同步性

能浮点和定点仿真、副载波跟踪性能浮点和定点仿真等。 

3．在理论分析和仿真的基础上，设计完成了中频调制解调，基带子载波调制解调与升

余弦滤波器，RAKE 接收机，PN 码捕获和跟踪，帧同步提取，载波频偏校正，Viterbi 译码

器等。 

4．完成了中频调制解调，基带子载波调制解调与升余弦滤波器，RAKE 接收机，PN 码捕

获和跟踪，帧同步提取，载波频偏校正，Viterbi 译码器等 FPGA 硬件语言和硬件电路实现。 

5．完成了各种功能测试，室内模拟信道测试，野外现场性能测试。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软件质量管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禾 

课题组成员：刘  禾，傅湘玲，王安生，齐佳音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北京移动公司应用软件的持续购买和升级，如何提升应用软件类项目的质量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课题。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进一步规范应用软件类项目的质量管理要求，建立应用软件类项目技术规范书内容

级模板，明确软件验收测试要求和性能指标要求，优化应用软件类项目质量管理流程，加强

应用软件类项目质量保障机制和管理控制点。 

2．提出了技术规范书模板，在技术规范书中增加测试要求和软件性能库参考等内容。 

3．针对北京移动公司应用软件类项目质量管理现状和问题，非常及时地提出了下一步

软件类项目质量管理工作具体改进计划，设计了相关的提升演进路线，内容系统完整，研究

方法、解决思路和课题成果是集团公司相关领域的管理创新，具备在集团公司范围内的应用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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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节能减排对标分析及 

价值拓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若弘 

课题组成员：彭若弘，杨天剑，杨  旭，覃敏杰，徐宁宁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18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节能减排是当前全世界面临的课题，通过近几年广东移动节能减排的管理和研究，广东

移动在借鉴国外节能减排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东移动特有的全面系统的节能减排运营管

理模式，将节能减排行之有效的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同时，随着集团公司对节能减排要求的

不断深入，以及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统计稽核工作的加强，现有的节能减排管理模式

仍然存在在漏洞及不足。因此，本课题对以往广东移动的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

总结，通过对标先进企业的节能措施寻找差距与不足，进行价值拓展提升研究，对今后的工

作进行导向。 

本课题研究基于标杆管理的思维，采用标杆法对整个公司的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分析。通

过对国内运营商和国外先进运营商在节能特点、节能经验和可借鉴的节能措施等方面的分析

总结，对广东移动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建立起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一套完整的对

标体系。并通过对标体系的建立，全面细致地分析了广东移动节能工作的差距与不足，在此

基础之上实现对未来工作的价值拓展研究。  

 

GSM 话音业务半速率 佳开启门限平台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泽华 

课题组成员：高泽华，高  峰，张  兵，丰  雷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根据半速率技术基础理论和排队论基本知识，建立半速率话务模型。通过对二维马

尔科夫信源稳定状态的描述，列写出全速率/半速率混合状态下的爱尔兰 B 计算公式。 

2．通过求解方程组，从理论上分析并计算不同话务量时的阻塞概率、半速率承载话务

比例及网络话务容量，列出理论上的爱尔兰 B表。 

3．引入干扰等实际影响因素，对计算出的爱尔兰 B 表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其更接近于

实际应用，给出开启半速率功能并且在接近实际条件下的爱尔兰 B 表。 

4．通过修改后的爱尔兰 B 表来确定半速率开启门限等指标，对实际应用加以指导，动

态的修改半速率开启门限值。通过测试，验证系统对话务量的吸纳能力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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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服务中的固网价值保护与创造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谢雪梅，张志杰，闫晶晶，王雯婧，吴  淼，周二玲， 

            钟刘阳，邱  翔，林  创，尹艳银，李  天，李子峰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成果分为三个部分： 

1．固网宽带发展政策研究。通过研究国外国家宽带政策及运营商固网发展情况，指出

宽带应该被视作公共产品，政府应该制定国家宽带发展战略，通过标杆对比分析美国，英国

等国家的宽带政策情况，提出三种国家宽带战略资金来源的建议，分别是：（1）从所有移动

语音、短信以及固话长途业务收入按比例抽成；（2）国家从公共设施建设资金中拨款；（3）

把宽带和固话收入上交的税返还部分用于宽带专项建设。 

2．固网市场竞争监管政策研究。诊断出目前固网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分别是电信市

场格局失衡、重复性建设和不规范竞争，对每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了涉及固网

市场竞争监管的所有法律法规， 后提出了五点建议：（1）行业监管应该是行业格局调整与

行为监管相结合；（2）行业监管应鼓励创新；（3）建立完善的市场监测机制；（4）建议严格

按照《驻地网建设标准》规范驻地网的建设，建议国家出台“强制接入”相关政策；（5）响

应国家号召强制推进光钎入户。 

3．固网价值创造策略。通过总结国外标杆运营商固网业务发展方向，得出的固网创新

方向为宽带互联网业务、ICT 业务和 FMC 融合业务，对每一业务进行深入分析，并且挑选在

一个此业务领域运营出色的运营商做标杆分析，得出针对每一业务领域的建议。 

 

杭州速递物流集散中心规划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卢  山 

课题组成员：卢  山 

结题时间： 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规划项目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现代物流学、系统规划方法、运筹学、生产管

理学，结合机械、信息、电控等领域的技术及理论，在深入调研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基于

业务和数据分析结果，对杭州速度处理中心的物流动线、功能区域规划、设施设备布置、邮

件处理模式、工艺流程等做出优化和规划，并确保规划方案的科学、合理、具备柔性、可扩

展性和前瞻性，确保提供高效、低成本、环保、节能的系统方案，作为将来工程设计及建设

的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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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房山线）对有线电视机房设备 

电磁干扰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黎淑兰 

课题组成员：黎淑兰，于翠屏，王卫民，张建民，李家伦，吴东林，梁  艳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对轨道交通正常运营时周围电磁环境中电场强度和地电位的变化进行了测试及

研究，主要研究了复杂环境下电场强度的测试方法、测试点位的选取及测试数据的筛选和分

析，从而评估城铁经过所带来的电磁环境及地电位的变化是否影响北京市歌华有线房山分公

司机房内设备及地面卫星接收站的正常运行。 

通过对轨道交通周围 9kHz~13GHz 频段内的电场强度进行监测，成功捕捉到城铁经过时

周围电场强度的变化：电场强度改变 大值为 0.608mV/m，发生在 450MHz 频点，调研北京

市歌华有线房山分公司机房内设备指标和运行条件以及地面卫星接收站对电磁环境的要求，

根据相关国家标准 GB/T17626.3-200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试验》，与测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现行轨道交通 5 号线和 13 号线正常运营情况下产生

的电磁辐射干扰对有线电视机房设备的正常工作没有影响。 

监测轨道交通正常运营时，城铁经过的周围环境地电位变化情况，测得地电位改变 大

值为 0.06V，该数值对有线电视机房设备的正常工作也没有影响。 

 

无线 M2M 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别志松 

课题组成员：别志松，许文俊，杨科文，陈  路，郭宇宸，任晓华，孙芳芳，王  虓 

结题时间：2011 年 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设计并开发 UMTS 系统级仿真平台一套。使用 C++语言开发了离散事件驱动的仿真引

擎，并在理清 UMTS 协议栈关键流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抽象建模，设计了一套用于无线接入

层面性能评估的系统级仿真软件，其中包含随机接入、寻呼等关键的控制面流程。 

2．设计并开发了基于 Zigbee 的传感器网络仿真平台一套。 

3．设计并开发了一套 UMTS 和 Zigbee 混合组网的仿真平台一套，设计了抽象的网关模

型，并通过修改仿真引擎，将传感器网络和 UMTS 网络进行联合仿真。 

4．基于对典型 M2M 业务的分析，提出了一套 M2M 业务源建模方法并向 3GPP 提交提案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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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转型导向的投资后评估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爱华 

课题组成员：张爱华，车培荣，陈文晶，张丽贤，赵景春，孙  刚，钟丽芳，周建利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从投资总体和投资项目两个角度对移动集团和各省分别进行投资后评估，总体投

资后评估是年度投资计划制定前对上一年度投资活动的全面回顾和分析，结合项目后评估，

对下一年度投资计划进行指导。项目后评估选取围绕公司投资热点、重点和难点项目展开，

选择具有广泛代表性、可重点推广性的项目。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移动投资计划管理，提高投

资决策水平，保证投资效益提供保障。 

通过测算分产品线（语音业务、数据业务）ROA 水平，研究中国移动 ROA 的未来走向；

基于投资动因分析，将中国移动 2002～2010 年投资进行分类,定性确定动因，并采集数据建

立投资动因模型对历年来的各类投资额进行分解测算,以支撑公司今后的投资决策。 

针对不同投资方向如数据业务、WLAN、宽带接入、集团客户及支撑网网络安全等提出了

不同投资方向战略定位、投资方向资源配置策略及资源配置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路由转发算法建模平台合作研究框架 

——P2P 业务流量分类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洪波 

课题组成员：王洪波，龚向阳，阙喜戎，郑  璐，张  莹，刘  浩，李香飞， 

            杨  贺，李阳阳，张  义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  

1. 分析了 P2P 业务协议、行为及流量特征模型。 

2. 提出了实时高效的 P2P 业务识别和分类技术。 

3. 对所提出的技术进行相应的原型开发及验证课题组针对 P2P 文件共享及流媒体业务

提出了识别及分类技术，搭建和开发了实验平台，在平台上实现了所提技术的软件开发，并

进行了相应的测试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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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ONF 访问控制机制的设计与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彬 

课题组成员：张  彬，张  闯，李国辉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基于自主研发的 NETCONF 协议的网络管理原型系统 BUPT-NEP，研究了针对

NETCONF 的访问控制机制，主要创新点如下：  

1. 对现有的访问控制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结合 NETCONF 网络管理系统的特点选定

了 MAC、RBAC、XACML 三种访问控制机制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每种访问控制机制的不同特点

进行设计，并在 BUPT-NEP 系统上进行了实现，并通过实验对三种访问控制机制进行了对比

分析。 

2. 通过在 NETCONF 系统上实现基于 XML 的访问控制，找到了每种访问控制机制与基于

XML 文档的细粒度的访问控制的结合点，实现基于特定网管系统的访问控制，对于今后网络

管理系统访问控制机制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军人职业认知训练系统》等 5 个软件项目的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傅湘玲  

课题组成员：傅湘铃，刘  禾，王安生，马虹哲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组针对甲方提供的项目，严格按照软件行业的标准，从软件功能、性能、安全、

文档多个方面进行了严格全面的测试，测试完成后提交了相应的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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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管理学院门户网站改造及课程库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茂强 

课题组成员：宋茂强，傅湘玲，陈莉萍，赵  静，江丹阳，谢  轶，沈秉远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管理学院网站作为该学院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展示自身风采、加强学

员互动以及对外交流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对网站内容、样式等各方

面的维护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本课题开发了一套符合其需求的门户网站，并增加了课程库

的建设工作。 

本课题对原有的网站系统从需求到设计到编码实现进行了全新的改版；增加了后台管理

功能；增加了网络课程库的建设模块。 

目前该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运行良好。 

 

基于 SOA 的异构数据集成平台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国仕 

课题组成员：吴国仕，李  晶，王怡然，张超林，徐晓斌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由于各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的业务需求，研究经费以及开发时间方面的差异，这些为

不同应用服务的异构的、运行在不同的软硬件平台上信息系统往往是使用彼此独立、相互封

闭的数据源。这就使得数据难以在系统之间交流、共享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信息孤岛”。

为更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需要从多个分布、异构和自治的数据源中集成数据，同时还需要

保持数据在不同系统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及对用户的透明性。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有效

的集成管理已成为了必然选择。 

SOA 旨在解决多元平台下业务集成的需要，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单元通过这些单元

之间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这使得构建在各种这样的系统中的服务可以以一种统

一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互。 

本系统在调研现有异构数据集成方法后，对现有的异构数据集成方法进行分析，结合

SOA 的开源框架，设计出了适合数据集成的方法与框架。建立了异构数据集成方法及映射规

则，完成了基于 SOA 理念及 XML 技术的异构数据映射算法研究并完成了系统平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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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动作动画模拟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胡佳妮 

课题组成员：胡佳妮，邓伟洪，杜  刚，王占一，白俊良，刘东鑫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实时视频中的人脸动作分析及动画模拟是视频分析中的一项关键技术，也是信息处理领

域的一项前沿研究课题。该课题研究并完成了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动作动画模拟技术的方案

设计。在该技术方案构架下，对人脸检测、特征点定位、计算实时性等算法进行深入研究和

创新，完成了各创新算法的设计和开发，形成了完整的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动作动画模拟原

型系统。此外，该课题还完成了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动作动画模拟系统原型代码的功能和性

能测试。 

 

3G 蜂窝移动专利数据库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雨 

课题组成员：刘  雨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的主要内容为对 3G 蜂窝移动专利分类标引项目进行专利分类标引的专项技术服

务，对 TD-SCDMA 的相关专利从系统参数设计、信道结构、基带信号处理、小区搜索/切换及

其他相关技术、随机接入、测量、发送传输技术、信源编解码、无线资源管理、同步、多载

波技术、网络规划/设计/优化、核心网控制平面、核心网用户平面、核心网管理平面、安全

技术、多址接入技术、QoS 技术、容灾备份、防雷、测试方法及装置、电能管理/节电模式

等方面进行分类标引。对 18000 个 TD-SCDMA 的相关专利进行分类标引，合格率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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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采集测试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唐  进 

课题组成员：唐  进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为合作方研制 PCI 图像采集板卡开发 PC 端应用软件一套，包括该 PCI 板卡在

windows xp 下驱动程序开发，及其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开发。采用 FPGA 技术，在 XILINX 公

司的 Virtex-Ⅱ Pro（XC2VP20-5FG676I）芯片上实现了从设备模式 PCI 总线的简化协议，

并给出了 Windows XP 系统下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序，提供了与上位机应用程序的接口，实现

PC 机的软件对 PCI 设备的访问。对合作方原有的类似图像采集处理软件进行测试，寻找内

存处理 bug，解决了泄漏和溢出等问题，在测试结果的基础上，修改程序架构，根据新板卡

测试需要，开发一套全新上位机图像采集测试软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所开发的图像采

集测试软件界面友好，配置简单，满足 30fps 帧率要求，程序运行稳定、可靠。目前，本系

统已经被应用在某研究所测试设备上。 

 

LTE TDD 物理层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贺志强 

课题组成员：贺志强，牛  凯，许文俊，别志松，董  超，林  睿， 

薛  超，丁忆南，赵一鸣，严  言，刘玉朴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经过三期合作完成了如下工作： 

1．协助合作方完成了 LTE TDD 的 eNodeB 和 UE 模拟器物理层详细设计。 

2．基于多核 DSP，实现了 eNodeB 端如下模块的开发：添加 CRC、码块分割，并给每个

码块添加 CRC、信道编码、速率匹配、码块级联、加扰、调制、层映射、预编码、物理资源

映射、参考信号产生、同步信号产生、保护间隔加入、IFFT、CP 插入。 

3．基于多核 DSP，实现了 UE 端如下模块的开发：CRC 添加、码块分割，并给每个码块

添加 CRC、信道编码、速率匹配、码块级联、信道交织、加扰、星座映射、DFT、物理资源

映射、参考信号产生、保护间隔加入、IFFT、CP 插入、频率/时间偏差校正。 

4．按测试计划，完成了上述模块的测试代码和测试报告。 

5．协助合作方完成了系统测试。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作为基于多核 DSP 的 TD-LTE 的物理层开发提供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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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模块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惠民 

课题组成员：徐惠民，徐雅静，崔毅东，陆  冰，郑  玲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系统是针对一种特定的网络拓扑设计的无线传感器模块。该模块的硬件平台选用功耗

低并且有睡眠功能的芯片，在网络协议的设计，由于整个系统分为三类设备：传感器，中继

器，接收器，其中传感器和中继器都是使用电池供电，所以该无线传感器模块在 MAC 层采用

更加节能的时分复用。该系统有两种工作模式：快速路由模式和工作模式。快速路由模式主

要是为了加快初始组网的速度，因为节能和路由速度是矛盾的，此模式下还可以测试加入网

络的节点的通信质量；工作模式是整个网络正常工作的模式，完全按照时分复用来实现，充

分的做到节能，此模式下也有自由路由功能，但是相对快速路由速度慢很多。该模块理论上

可以不需要人为接入的正常工作 1年多，实验测试过 3 个月，和理论情况相当。该模块前端

采用 web 技术来实现人机交互界面，这样可以支持多用户异地同时观察操作，web 服务器后

台也负责存储大量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上传的数据，用户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浏览器监控整个无

线传感器系统。 

 

CDN 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洪波 

课题组成员：王洪波，程时端，李阳阳，张  义，刘旭山，吴联盟，刘  旺，黄永军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 3 部分：  

1. 研究了 CDN 的关键技术，并对组网模式进行了剖析。 

2. 结合开源软件分别对负载均衡算法、内容缓存机制以及二者的组合进行验证测试、

分析对比，提出了算法优化、 优组合建议，对 TCP 优化技术进行仿真测试并给出了优化方

案。  

3. 研究了 CDN 的技术的演进，特别是研究了 CDN 与云存储技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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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东滨 

课题组成员：王东滨，段  锐，张  宇，商庆同，崔倩男，张  倩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物联网正在全球蓬勃发展，将推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 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将给人

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事物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互联，实现智能互动。物

联网在农业、电网、交通、物流、医疗、节能环保、公共安全领域的作用已开始涌现，其发

展触角已经进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紧密相连，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完成了以下工作： 

1. 跟踪研究国外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物联网发展现状，研究国外主要发达国

家物联网应用情况以及未来物联网应用发展规划。 

2. 根据物联网的主要技术特点，分析面向物联网应用的技术发展，研究在传感、传输、

业务应用等各个层面涌现出的各种新技术、新业务。 

3. 分析物联网在我国的应用发展前景，围绕物流、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工业领域、

电网、节能环保等领域，进行物联网主要领域的应用发展研究。 

4. 提出通信业促进我国物联网应用的政策措施建议。 

 

《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国家建设标准制定 

（北邮部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杨海荣，陈  娟，崔  敏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研究以《邮政业标准体系和标准化发展规划》为指导，按照“填平、补齐、急用先行”

原则，制定《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国家建设标准。 

本标准内容包括：1. 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设置原则、位置和方式；5.使用

空间及建筑设计要求；6.信报箱安装与验收及相关验收记录与规范用词说明及条文说明。本

标准按技术规范发布程序，经“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公示，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公告第 829 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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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系统文本分类组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国仕 

课题组成员：吴国仕，李  晶，王怡然，张超林，王凌云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对系统中用户输入的文本资料，按该系统的分类标准及文档所属类别对其进行自

动分类, 研究自动分类的算法，并根据算法采用 JAVA 编码进行实现，提供系统调用的文本

自动分类模块,并提供与知识管理系统集成所需要的 API。 

考虑到现有的研究技术和条件，本课题主要对以下 3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 电信领域文本的预处理。首先，一些电信领域文本的术语相对特殊，遵照传统的词

典，不能将该领域文本中的术语比较全面的提取出来，因此针对该问题，本文建立了电信业

务领域的小型用户词典。其次，电信领域文本中充斥着一些频率很高但是对分类没有价值的

词语，这些词语里相当一部分不在停用词表中（目前比较流行的是 1500 词停用词表），因此

本文丰富了停用词表。  

2. 文件名和领域术语的权重。文本文档的文件名往往高度概括了整篇文档的内容，因

此应该考虑文件名中词语的重要性。同时，用户词典中的术语是电信领域的核心词汇，是人

工根据经验建立起来的，它对于文本分类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非领域核心词汇，因此应该考

虑加大用户词典中术语的权重。  

3. 改进了 KNN 算法。在实现 KNN 算法时，解决了该算法的两个缺陷，并且设立了门限

值。如果机器不能够确定分出测试文档的类别，那么机器给出一个“could not be 

determined”的答案。这样确保了宁可人工分类，也不误分，从而提高了分类的准确性。 

 

北京移动客户经理知识能力测试题库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慧 

课题组成员：陈  慧，徐慧娟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1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如下： 

1. 为北京移动集团客户经理开发了岗位能力标准。  

2. 为北京移动开发了适用于高级客户考试的题目 1300 余个，适用于中级客户经理考试

的题目 1200 余个，适用于业务代表考试的题目 1000 余个。  

3. 为北京移动开发了组卷规则、考试大纲、考试样卷等考试工具。  

4. 为北京移动实施了 200 个客户经理的考试认证，并为撰写了企业级和个人级的测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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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TE-Advanced 仿真软件加工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亚峰 

课题组人员：王亚峰，郑  侃，林雪红，赵  惠，彭岳星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课题组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国际标准化的进展，对 TD-LTE 仿真软件进行了软件升

级和功能增强，开发了支持 TD-LTE Advanced 协议的仿真软件，增加 LTE-A 各种新关键技术

的仿真功能。新增的仿真功能能够对 LTE-A 各种关键技术进行全面的评估。软件可在

Windows、Linux 系统下运行，支持 3GPP LTE R8、R9、R10，支持多线程运算。 

软件主要功能包括基于标准的 CoMP 技术仿真功能；基于标准的物理层关键技术仿真功

能；基于标准的 CA 技术仿真功能；基于标准的终端解调能力仿真功能。 

1. CoMP 技术部分，具备下行信道估计误差建模功能；下行各种业务模型选择功能；下

行 HARQ 功能；下行天线校准误差建模功能；下行 CSI 反馈功能；上行基站端联合处理功能；

上行多基站联合调度功能；上行自适应方案功能；上行信道估计误差建模功能；上行 HARQ

功能；上行功率控制功能。 

2. 物理层关键技术部分，具备 DL-RS 设计和评估功能；UL-RS 设计和评估功能；信道

估计误差建模功能；链路级仿真平台增强功能；Codebook 设计功能；物理层实现算法评估

功能；控制信令设计和评估功能。 

3. CA 技术部分，具备基于 Full buffer 业务模型的仿真功能；基于 1*2 MRC 和 2*2 MIMO

天线配置的仿真功能；系统级不考虑快衰，L2S 采用 AVI 方式的仿真功能；基于请求/应答

模式的自适应频率协调方案的仿真功能；基于效用函数的自适应频率协调方案的仿真功能；

下行 femto 基站之间干扰的仿真功能；半静态干扰协调的仿真功能。 

4. 终端解调能力部分，搭建了 DL-BF 的软件仿真平台；搭建了 R8 低终端能力的软件仿

真平台；实现真实信道估计的功能；实现基于码本的预编码的功能。 

 

P2P 流媒体信息获取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于德晨 

课题组成员：于德晨，何  刚，陈路明，吴晓春，谢  芸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系统能获取 P2P 流媒体的频道列表和节目单以及 PEER 等信息，用于内容检测和用户

行为的分析，数据以图表的形式显示。 

P2P 流媒体信息获取系统能够实现对如下软件的信息获取：PPStream、PPLive、QQLive、

UUSee。 

该系统获取的信息包括：节目名称、观看人数、节目播放地址、peer 的 IP、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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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网络流量分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芳 

课题组成员：刘  芳，雷振明，周文莉，张  坤，陈陆颖， 

窦伊男，于  华，何大中，阎  庆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开发局域网网络综合管理平台中的新型流量分析子系统。该子系统架构于自

治的 WEANA 平台上，能够自适应不同硬件架构，充分利用多核 CPU 的能力并发驱动报文采集

和处理程序；能够针对高层的需要进行 TCP 重组，并在架构中高效完成复杂业务识别。 

在复杂业务识别方面，该系统综合采用了 DPI 和 DFI 技术，创建并维护了一个业务特征

库，该库可以由系统的升级机制在线升级；使用动态链接库的形式实现 DFI 模式识别算法，

在算法中对流量数据的统计特性进行分析，采用多个统计特征值对主机行为和连接行为进行

分类，确定业务类别。并在深入分析复杂应用终端软件的基础上，采用了针对 4层标识特征

的识别方法。在数据存储和后挖掘方面，采用了 POSTGRESQL 数据库，以 ER 分析为基础设计

了数据库表。在数据呈现方面，通过 J2EE 架构，配合 AJAX 等 WEB2.0 技术，以便捷、友好

的界面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局域网流量分析界面。此外，还引入了 FLASH 技术和报表子系

统，对流量统计、分析、汇总的结果以图形和报表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协作系统中喷泉码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林雪红 

课题组成员：林雪红，别志松，刘育文，高  冰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喷泉码是一种新颖的信道编码技术，可有效应用于组播/广播和协作等通信系统中。本

课题 Raptor 码在协作通信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优化设计，并研究了喷泉码度的设计和数据

选择概率。 

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 详细介绍度分布的设计方法、节点编码方法、中继节点的选择方法，系统介绍多点

协作系统中喷泉码的发射接收方案。 

2. 研究了喷泉码在协作系统节点的编码方法。 

3. 研究了喷泉码在协作系统喷泉码度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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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TDMA 体制数字信号处理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志刚 

课题组成员：温志刚，吴岳辛，邹俊伟，刘  杰，范春晓，张晓莹，刘丽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以 DVB RCS 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 DVB RCS 返回链路接收机关键技术，并基于软

件无线电平台对 MF-TDMA 体制数字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开发和测试。主要包括：滤波与同步模

块、译码模块和数据通信模块三部分。 

1. 滤波与同步模块：对载波同步、位同步，抽样判决，以及 QPSK 调制的开发工作; 完

成了前端 A/D 采样和数字混频功能，相应的低通滤波器设计和 costas 环载波同步以及

Gardner 算法位同步功能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2. 译码模块：主要为信道译码仿真模块，以及 DSP 与 FPGA 之间通信的开发工作；主要

完成了验证系统方案的理论可行性以及各项技术及具体参数确定。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和 C

语言对 FPGA 和 DSP 进行编程，在硬件上实现信道译码的功能。硬件功能实现后，与前端的

接收滤波和后端的网口通信模块连接，连通了整个信号链路。 

3. 实现开发板与上位机的大数据量通信并解析业务逻辑。完成了 FPGA 与上位机较大数

据的数据收发测试，发送数据稳定、准确。在标准 C 环境下，完成了对上位机控制 Socket

包的解析业务逻辑，可以解析出中心频率，获得请求的 timeslot 信息。 

 

《网络技术发展与下一代网络》课程建设及培训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曾志民 

课题组成员：曾志民，谢  洵，胡  薇，马  丽，吕  嘉，孙仲华，李  喆，徐文静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委是负责北京市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推进信息化工作的市

政府组成部门，下属的北京市信息化促进中心负责本市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息化领

域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有关政策措施，组织相关人

才培训。受北京市信息化促进中心的委托，北京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相关教师就《网

络技术发展及下一代网络》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开发，提交了相应的课程大纲及 PPT 课件，同

时负责与培训有关的师资和专家组织协调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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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虚拟化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  跃 

课题组成员：马  跃，张海旸，杨  震，王尊亮，钱向宇，李新勇，何志斌， 

朱洪飞，张伟浩，赵  帅，郑  军，杨宇鸿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高端分布式路由器由多个分布的功能实体组成，各部分大多采用多核处理器，处理能力

越来越强大，单用户很难将整个路由器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此外，分布式路由器的各部分

相对独立，难于将各部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也不容易实现性能扩展和负载均衡。采用虚拟

化技术可以将分布式路由器整体虚拟化，供给多个用户共享使用，提高使用效率，降低开销，

并能够根据各个用户的实际负载进行资源的动态分配。 

该课题主要对高端分布式路由器进行完全虚拟化，将物理路由器虚拟化为多个虚拟路由

器，实现多用户共享，以充分利用分布式路由器中各部分的资源，并能够高效地实现负载均

衡、业务动态调整、故障恢复等功能。该项目完成了路由器控制平面、业务平面和转发平面

的虚拟化工作，并搭建出了演示测试平台来测试分布式虚拟路由器的性能。 

 

智能手机安全系统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岳辛 

课题组成员：吴岳辛，刘  杰，范春晓，张晓莹，邹俊伟，温志刚，孙娟娟，刘丽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需要针对专用于手机的智能手机业务平台开发系统安全系统软件，该系统保证如

下安全要求：禁止 PC 用 3G 上网卡访问业务系统；只允许开放权限的内部的手机用户访问业

务系统，不允许外部手机用户访问；只允许手机用户访问业务系统，不允许 PC 用户访问； 有

效防止用户恶意攻击系统；用户可以在漫游的情况下访问业务系统；有效防止手机丢失和

SIM 丢失带来的安全隐患。 

整个系统架构包含了手机终端、防火墙、业务系统等模块，手机终端和业务系统之间采

用 SSL 安全协议进行通信。手机和业务系统之间采用挑战应答动态口令技术进行认证，每次

的动态口令生成需要绑定 SIM 卡的唯一序列号、手机的唯一序列号，保证用户的唯一确定性。         

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包括但不限于密码管理、用户管理等；（2）合理有效的安全措

施；（3）灵活且可配置的工作流；（4）有效的权限管理；（5）界面清爽美观；（6）系统稳定

性好；（7）能与现有系统共享数据。 

系统性能达到：在长时间，常规并发数请求时每秒处理数稳定在 50 次以上，且性能稳

定；在短时间，大并发数请求时的每秒处理数稳定在 100 次以上，且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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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Advanced 小区间干扰协同技术研究 

——异构网络优化算法和网络编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亚峰 

课题组成员：王亚峰，李  波，李博伟，裕华龙，刘宇超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1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通过对 3GPP 各大公司提出的提案的研究，完成了室外异构网络数据信道仿真平

台的搭建和验证，研究了目前 主流的数据信道干扰管理方案。本仿真平台根据 3GPP 相关

协议模拟基于室外节点 pico 的异构网络系统级的各个模块，通过仿真不同异构网络场景，

对异构网络系统性能参数进行输出。该平台是基于室外异构网络 pico 的系统级仿真平台，

综合评估基于室外节点 pico 的异构网络的整体性能。 

LTE-A 异构网引入了 Pico、Relay、Femto 等低功率基站，干扰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探

索新的更加有效的干扰抑制方案， 大限度地避免异构网层间和层内的干扰，对系统整体性

能的提升意义重大。  

Almost blank subframe 方案基本思路是在 FDD 模式下留空 Macro 的奇数子帧以减小对

Pico 的干扰。我们在 3GPP Case1/3 场景不同的配置 Configuration 1/4a/4b 下对 Almost 

blank sub-frame 方案进行了下行数据信道的仿真，平台中设置了不同的 Range Expansion 

bias 值用以观察 Almost blank sub-frame 方案在不同的 bias 值下对于系统性能的影响。 

本课题还提供了一种基于 Pico 干扰感知的资源调度方法，对容易发生干扰的 IZ 区域

UEs 使用的资源情况进行感知，包括 IZ 区域中 Macro 服务的 UEs 和其它 Picos 服务的 UEs，

在此基础上，对本 Pico 服务的 UEs 进行资源分配，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出现某个 Pico 无资

源分配的现象以及通过合理设计感知时序避免出现资源分配的“乒乓效应”。  

 

面部特征提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邓伟洪 

课题组成员：邓伟洪，胡佳妮，董明智，张振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并完成了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特征提取的方案设计。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面

部特征提取技术是人脸动作分析及动画模拟中的一项关键技术，也是图像处理领域的一项前

沿研究课题。 

在该技术方案构架下，本课题对人脸检测、特征点定位以及特征点定位的实时性等算法

进行深入研究和创新。本课题完成了各创新算法的设计和开发，形成了完整的基于实时视频

的人脸面部特征提取及人脸动作动画模拟系统。此外，本课题还完成了实时视频中人脸面部

特征提取及动画模拟系统原型代码的功能和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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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视频监控系统技术支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雅静 

课题组成员：徐雅静，冯  博，杜若飞，赵  娜，胡丽聪，蓝信雷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系统是针对铁路上的特定技术要求而设计的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系统硬件由多种硬件

集成组成，如编码器，摄像机，云台，磁盘阵列，服务器，客户机等等。软件由服务器，客

户端，网管组成。系统针对铁路现有网络结构设计了多级架构，视频可从站段上传至路局，

再上传至铁道部，并分发给在网的各个客户端。系统扩展性良好，可在站段可与环监监控、

前端告警设备等系统联动，在路局与铁道部支持与其他厂商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功能完善，

具有实时监控，视频分析，视频存储、回放，云台控制，告警，电子地图，网络管理等功能，

并可与现有北京交通大学的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互联互通。该系统通过了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铁路综合视频监控专项检验，该检验包含对系统功能、性能以及互联互通的大量测

试项目。 

 

秦直道文化的译介及海外推广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谊 

课题组成员：陈  谊，徐伊丽，范姣莲，吴丹平，田轲宇，王  斌，王保令， 

            王  霞，史金金，张钫炜，李文东，宋  嫚，于奎战，程玉红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1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秦直道译介及海外推广策略。秦直道是宝贵

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跟长城、兵马俑、阿房宫等同一时期诞生，秦直道是矛，长城是盾，

兵马俑是兵，阿房宫是士兵守卫着的宫殿，它们四者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它们

形成一个强大王朝的象征。但是今天，长城和兵马俑以世界奇迹的面目获得世人的普遍瞩目

标，阿房宫也得到了重建，秦直道却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儿，不被人们所看重，目睹秦直

道尊容的人可谓寥寥无几。秦直道作为足以传诸后世的优秀文化遗产，值得向世界进行推广。  

课题组成员完成《揭秘秦直首道》一书，并完成对该书的全文翻译和若干相关论文。我

们希望通过对秦直道的推广，不仅使中国，而且使世界认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意义。同时，能

够加强对秦直道的保护与利用的宣传，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一项造福后人的伟业，为秦

直道的保护、利用和开发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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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视频识别库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桑新柱 

课题组成员：桑新柱，颜玢玢，苑金辉，李  治，李  倩，王葵如，余重秀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开发了一个基于 WINDOWS 平台上的数字视频识别库程序，提供规定标准的接口协

议，可被上层应用软件调用，为监控用户构建了一个综合视频内容和定位监控平台。本课题

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提出了一种视频识别中能够适应多分辨率的情况、算法复杂度低、且实时性好的图

像匹配方法，该方法基于动态窗口法和相对值向量法，为数字视频内容的自适应识别奠定了

基础。 

2．实现了不同分辨率情况下视频画面中局部区域特定目标的有效识别。 

3．实现了特定视频内容在整体视频中的识别、定位和统计功能。 

4．本系统采用高级搜索技术，与数字视频库存储的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比对，可以精

确迅速地搜索到相应视频信息并显示在搜索结果栏中。 

 

交互式电视应用服务器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服务中心 

课题负责人：王志谦 

课题组成员：王志谦，李  青，王庆海，明  治，王  珊， 

郑  直，周  倩，王  丹，朱明海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依据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制定的交互式服务框架（ISA），设计并开发了一套符合

该框架的交互式电视业务导航系统，以支持广电网络运营商在有线电视双向网络上提供视频

点播（VOD）、按需录制（nPVR）和时移电视（TSTV）等高级交互式电视服务。 

交互式电视应用服务器的主要功能包括：（1）从业务管理系统获得基本的资产原始数据；

（2）根据商业运营的需要按不同的方式组织媒体导航的结构和内容；（3）向交互式电视服

务终端同步呈现应用交互界面；（4）接收并转发交互式电视服务终端的业务请求；（5）用户

的认证、鉴权和计费；（6）满足应用所必需的并发访问服务能力和处理能力，当访问量增加

时，服务器具有并行的扩展性，并自动实现负载均衡；（7）可以对不同的用户分组提供不同

的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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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信息抽取及摘要生成技术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谭咏梅 

课题组成员：谭咏梅，李  蕾，李睿凡，周延泉，鲁  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其技术目标为从非结构化页面中抽取结构化的信息，并提取出关键字和生成摘

要。涉及的技术内容有从网页中抽取出标题、时间、作者、正文等结构化信息，从正文中提

取出关键字，并生成相关的摘要。 

该课题采用的技术方法和路线如下：根据模版匹配抽取出网页中的标题、时间、作者、

正文等结构信息。根据停用词表，对分词后的文本进行过滤，根据 TF-IDF，计算每个词权

重，按序输出。生成摘要时，选取权重 大的句子作为摘要句，把已选句子中包含的词汇的

权重设置为接近 0 的常数，当下次选择摘要句时，可以避免再次选取包含这些词汇的句子。 

 

中国移动贵州公司 2011～2013 年战略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霞 

课题组成员：陈  霞，吕廷杰，王生智，郭龙飞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对国内外宏观环境分析、通信行业发展分析和贵州省内竞争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贵州公司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多方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剖析，在结合去年贵州公

司发展状况的前提下，分析和总结去年战略措施的成功及不足，制定了贵州公司“十二五”

战略规划。 

   该报告提出：“移动改变生活”的战略愿景：以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创造无所不能的业

务应用，引领需求、满足需求，致力于丰富和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提高经济效率，优化生

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使移动信息服务成为人们 值得信赖的数字生活伙伴，为人们的生

活创造新的价值，让生活更美好。“省内同行业领先，高速度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以

质量、服务、创新为主线，构建动态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主线；“十二五”发展思路：抓住

贵州“十二五”“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机遇，以质量·服务·创新为主线，

强化规模优势，巩固市场领先地位，四网统筹，加快 TD-SCDMA/TD-LTE 发展；开创新模式，

开拓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与三网融合等新领域；以客户为导向，提升网络支撑能力、业务创

新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坚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动态核心竞争力，优化运营流程，提升管

理效率，实现企业低成本高效运营，打造效益型企业；确保更好更快发展，实现公司“十二

五”期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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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并行数据挖掘工具优化和 

推广（二期）——BC-PDM 新增功能与性能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斌 

课题组成员：吴  斌，徐六通，杨  娟，朱  天，杨胜琦， 

胡德勇，何  华，赵海舟，高  原，柯  庆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BC-PDM 系统是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并行数据挖掘系统平台，支持电信网络和运营支

撑的海量数据挖掘和分析，如社会交往圈分析，网络流量分析，集团客户提纯，家庭客户识

别，时序业务关联分析，客户轨迹管理，用户画像分析等等。作为数据挖掘工具平台，该系

统包括数据加载和导出、数据管理、数据预处理（ETL）、数据挖掘算法、可视化等功能，可

提高电信领域数据挖掘性能、可扩展性，降低系统平台成本。 

并行数据挖掘平台层（BC-PDM 平台）主要包括数据装载和导出、数据管理、并行数据

处理、并行数据挖掘算法，以及结果展示功能。其中，数据装载和导出功能支持多格式、并

行数据装载和导出；数据管理功能支持数据和元数据的远程访问和管理；并行数据处理功能

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操作以得到挖掘数据；并行数据挖掘算法实现满足业务需要的数据挖

掘算法；结果展示功能对数据挖掘模型进行评估，并将数据挖掘结果可视化展示给用户。本

课题主要研发数据装载和导出、数据预处理（ETL）并行算法。 

 

表决器造型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汪晓春 

课题组成员：汪晓春，李  玲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11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工业设计成果，被甲方采纳，已经进入生产前期准备阶段。 

本课题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研究客户下达的造型设计任务书，包括市场定位、工艺、技

术要求及限制、竞争对手的类似产品情况并且做相应市场调查，同类产品的比较分析，得出

设计定位。手持式、座式表决器的外观造型设计各一套。并指导协助甲方设计手持式、座式

表决器各一套。 

根据甲方审查意见我们共提出三轮方案，根据评审纪要修改和完善方案 1 套（包括机体

表面文字、标识、装饰、图案），并进行产品结构设计。进行产品样机制作监理，以及产品

生产监理。现产品已经投产，并取得很好的市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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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 

——呼叫中心专业培训体系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向明 

课题组成员：温向明，孙  勇，郑  伟，赵振民，卢放鸣，路兆铭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呼叫中心行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呼叫中心也是现代服务产业的重要体

现手段。为了切实提高北京呼叫中心产业基地的整体服务水平，充分保障入驻企业的人力资

源储备，增强呼叫中心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规范一线服务人员及基层管理人员的操作、服务

流程，课题通过专业培训课件的开发、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制度的建立以及效果评估与后

期跟踪等环节建立了一整套专业的呼叫中心综合素质培训体系。 

呼叫中心综合素质培训体系面向呼叫中心行业并按照受众的层次和熟练程度，细化出

17 个门类，覆盖了呼叫中心专业培训的 基础层面。培训体系的开发内容由两部分构成：

课件设计和实战演练配套产品的完善。通过课件设计开发，形成呼叫中心基础人才的适用培

训课件；通过实战演练配套产品的建立，形成课件的承载机制和发布机制，学员能够灵活的

利用课件，结合案例脚本进行自我学习提升、虚拟教室远程学习和现场学习。 

呼叫中心综合素质培训体系的建立，对呼叫行业专业培训工作的开展、整体培训和管理

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可在全行业推广应用。 

 

CDMA 网络中的射频优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许文俊 

课题组成员：许文俊，牛  凯，宋  涛，陈思伃，林  睿，  

张成强，马  丽，王丽丽，艾  勇，孙  晶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针对 CDMA 网络中射频优化调测复杂费时、效果不理想的问题，研究可用于 CDMA

网络的传播模型校正方法及射频参数自优化方法。项目向合作方提供了多方面研究成果，具

体包括：需求分析文档、概要设计文档、详细设计文档各一份；开发了具有友好可视化操作

界面的 CDMA 网络中的射频优化软件一套，并撰写了与软件配套的详细用户手册一份。软件

实现了如下三部分功能：（1） 室外多小区传播模型的自动分类与校正；（2）室外多小区覆

盖区域信号质量的评估预测；（3）越区覆盖等 CDMA 组网故障的自动搜索与优化。软件经合

作公司在广州、深圳等多城市的现网进行测试试用，功能与性能均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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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信市场宏观运行评价体系及其 

相关监测手段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陈  霞，郭龙飞，张中辉，康  飞，欧海鹰， 

许立群，裴  艳，丁  玮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针对电信市场宏观调控整体绩效建立了评价体系：主要基于国内外已有评价方法

和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电信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建立评价模型，并庙宇

不同目标为不同的优先等级及权重情况下，结合时间、空间、质的规定性和量的可计算性等

方面，从短期、中期、长期等维度，对我国电信市场宏观调控整体绩效多指标的综合评价。 

其次，该课题通过定时的前后对比等价方法、定性的回应性评价等方法及定性和定时相结合

的模糊多属性评价等方法，针对重点及关键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建立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 

后，该课题基于投入产出表，通过修正系数调整，将电信业的数据剥离出来，计算出

电信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完全贡献，完成了电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评价理论和方法

体系的建立；同时，该课题结合我国国情，对国内外的监测手段进行研究，并对监测标准进

行科学的设立和验证，建立了科学的监测标准。 

 

我国电信市场宏观调控关键因素及其实施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陈  霞，郭龙飞，张中辉，康  飞，欧海鹰， 

许立群，裴  艳，丁  玮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认真贯彻落实了国家电信方面的相关政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基础上对我国

电信市场宏观调控的关键因素及实施方案进行了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成果。 

首先，该课题依据宏观调控目标主次、先后、远近、轻重的标准，同时参考主要目标、

近期目标、先行目标的优先级，采用系统的思维协调多层次目标间的关系，设计宏观调控关

键因素目标体系， 终形成了一个多个目标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合理的目标结构。 

其次，该课题依据目标体系，设计与目标体系动态匹配的措施体系，达到了宏观调控目

标，各措施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内在结构，并达到了需调控目标的局

部和全部、重点和关键，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地、有轻重缓急地多种方法措施相结合。 

 

 

 



 162 

2009 年厦门“构建 TD 产业链商务模式、创造 3G 应用

孵化器规划咨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王生智，陈  霞，石文华，高  丛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依据国内外 3G 业务发展经验，总结及构思中国移动厦门分公司 3G 发展定位，根

据 4P 理论，从 2G 到 3G 用户认知角度及使用偏好、用户细分、TD 终端市场定位等维度出发，

设计按业务用户细分模型，实现 3G 业务的精确营销。 

1．依据中国移动厦门分公司 3G 业务发展思路，从 G3 营销角度出发，构建了 G3 服务的

整体式营销、立体式宣传、低端式采购、局部式促销、补贴式价格、跟进式网络、一步式培

训策略。 

2．依据围墙模式、渠道模式、管道模式，为 G3 业务圈定了合适的发展模式，并依据计

划、培训、激励、监督、反馈五个指标，建立 TD 终端的社会渠道监控模型，设计渠道监控

计划。 

3．完成了厦门无线城市网站的产品设计、运营模式、WEB 及 WAP 版网站设计、客户端

版无线城市网站规划，并提出厦门无线城市网站的推广策略、3G 应用孵化器的商业模式、

合作流程、收费方式、分成模式。 

 

无线网络的拓扑解析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新龙 

课题组人员：罗新龙，贺传峰，陈  德，丁雅帅，朱江波，张  涛，郭晋吉，李嵘峥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针对美国无线通信协会 E-911 要求北美的无线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紧急位置服务

的定位精度需求在 100m 时达到 67%，在 300m 时达到 95%。由于存在多径和码间多址干扰的

原因，基站与终端之间的实际测量距离误差达到 156m，甚至 234m，现有的三边定位方法和

非线性 小二乘定位算法难以达到 E-911 的定位需求，因此，本课题研究了新的定位算法和

处理思路，使得基于 UMTS 的网络定位算法尽量达到 E-911 的定位需求，以便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位置普适服务。根据结构逼近的思想，提出了非线性 小二乘逼近定位算法和二阶段

几何定位算法，此算法对实际的 UMTS 系统测试数据的定位精度在 150m 时达到 67%，在 300m

时达到 95%。对于 CDMA 网络系统的实际测试数据的定位精度在 350m 时达到 67%，在 600m

时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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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 

——呼叫中心产业科技支撑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伟 

课题组成员：郑  伟，温向明，孙  勇，赵振民，卢放鸣，李  伟，巨  颖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围绕北京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向数字信息产业基地的结构性升级，研究了国家与

北京“十二五”规划与建设布局、北京市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目标、“科技北京、人文北京、

绿色北京”与北京市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深入探讨了北京市和密云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要求。 

本课题立足于建设北京呼叫中心产业基地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了建立以科技为支撑的

“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技应用平台”，可保证产业基地在上述领域规划建设中的战略性、

结构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课题对呼叫产业基地的建设，对我国呼叫中心行业的快速发展，

乃至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产业基地在课题研究基础上可进一步开

展深度研究和应用性建设。 

通过对呼叫中心平台技术规范进行深入教研，提出了切合我国呼叫中心产业发展实际的

行业指导性规范，规范了呼叫中心的服务流程，涵盖了呼叫中心功能、应用、接口、性能、

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规范以北京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为依托，为全行业提供完善、可持

续的科技服务能力。规范的完成对推动国家引导、监督并服务于呼叫中心行业发展的意义重

大。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雅静 

课题组成员：徐雅静，杜若飞，赵  娜，胡丽聪，蓝信雷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系统是针对成都到都江堰高铁的特定技术要求而设计的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系统硬件

由多种硬件集成组成，如编码器，摄像机，云台，磁盘阵列，服务器，客户机等等。软件由

服务器，客户端，网管组成。系统针对铁路现有网络结构设计了多级架构，视频可从站段上

传至路局，再上传至铁道部，并分发给在网的各个客户端。系统扩展性良好，可在站段与环

监监控、前端告警设备等系统联动，在路局与铁道部支持与其他厂商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功

能完善，具有实时监控，视频分析，视频存储、回放，云台控制，告警，电子地图，网络管

理等功能，并可与现有北京交通大学的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互联互通。该系统目前已经在高铁

成灌线试运行，运行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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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多点传输在 TDD 中的特殊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鸿涛 

课题组成员：张鸿涛，郑立芝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结合 TDD 系统预编码技术和下行基站间协同预编码技术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两

套码的本地预编码算法。该算法一方面采用了基于线性插值的信道估计技术，降低了 TDD

系统时变信道环境下接收端和基站端码字不匹配的误差。另一方面采用两套预编码码本，一

套码本用于 CoMP 本地预编码，由于 TDD 系统上下行信道互惠性免除了 CoMP 本地预编码的

PMI 反馈开销，另一套码本用于基站间同步码字选择，以少量反馈量加强了基站间同步。仿

真结果表明：采用的基于线性插值的信道估计算法有效降低了 TDD 系统时变信道环境下接收

端和基站端码字不匹配的误差。 

本课题对于 CoMP 环境中 full-buffer 业务类型的小区采用的是扇区化的基于部分频率

复用的规划方法(ESFP)，在部分频率复用的基础上改进了小区的频率规划，该方案包括频率

的分配和协同小区的选择，协同小区选择临近相同频率复用的小区。小区边缘子载波的分配

按照优先级顺序，优先使用预先分配的子载波，其次使用低优先级的子载波，降低边缘子载

波重叠的概率。对于中心子载波的调度按照正交调度算法进行。通过仿真分析和结果证明

ESFP 模型在 full-buffer 业务模式下性能优于传统模型。 

 

中国普天项目信息管理系统（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辰 

课题组成员：刘  辰，修佳鹏，杨正球，邓  芳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该课题是为通信企业进行 3G 工程实施提供支撑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工程基本信息

管理、工程文档管理、工程问题管理、备品备件管理、站点信息管理、合作方管理、工程订

单管理、工程过程文档管理、工程考勤管理、工程进度管理、工单管理、工程质量管理等功

能模块。以上功能对 3G 工程的实施进行了全面支撑。 

该系统采用 SSH 的框架，架构合理、技术成熟、管理规范、功能完善，应用效果良好，

并于 2011 年 1 月通过了企业的终验，目前已经稳定运行半年，系统的应用提高了企业的工

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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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商务英语》第四册电子课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笑施 

课题组成员：王笑施，张钫炜，郑春平，李  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教学课件基于但不局限于教材内容，在突出教材材料新颖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力求使

该教材从教学环节的设计上更加适合教与学的需求，更便于教师的课堂教学操作，突出教学

重点、难点。课件中设计了课堂活动，生词讲解，并添加了练习答案，以更利于给学生提供

帮助与指导。 

整个课件力求内容完整、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课件包括第四册全部 14 个单元内容，

含有 14 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中有一个 PPT 文档和若干个音频文件。其中，每课的 PPT 文

档由起始活动、词汇、听力、阅读、技能、案例研究和讨论等环节构成。 

课件力求做到界面明了、操作简便。课件内每页的上端和下端分别有单元、小节名称和

主要内容提示。文档内有多处链接，听力的音频材料以耳机图标予以提示；每小节内容完成

后可按返回扭返回到主菜单，以供教师根据课堂具体情况对授课内容和课程安排自行选择，

体现了课件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界面友好。 

由于商务英语专业性较强，在课件开发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语言与专业知识并举，但限

于篇幅和开发课件教师自身知识结构和背景的局限，对个别专业性较强的课文难以深入挖掘

其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因此表现为语言讲解充分而商务专业方面内容拓展略显不足的问题。

这也是课题组未来在开发专业性较强的课件中需进一步注重的问题。 

 

道路几何数据检测技术研究及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张  淼，郭燕慧，李  洋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发线性几何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实现与惯导装置的通信，采集系统所需

的数据、实时处理并显示数据，记录数据并要求达到 TR 认证指标。 

经过长时间对算法的研究和改进，以及大量的具有针对性的验证试验，解决了采集系统

自身的各种问题，保证了对数据采集的正确性，并且有效提高了道路线性几何数据的精确度，

终满足了 TR 认证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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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设备运动精确补偿算法研究及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李  祺，李  洋，郭燕慧，张  淼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道路表面诱使车辆出现振动的高程变化称为路面平整度。由于路面不平整引起的车辆振

动，对车辆磨损、燃油消耗、行驶舒适性、路面损坏和交通安全等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平

整度是度量路面使用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其特性和测量及计算方法便成为道路工程中 为

关注的问题之一。 

本课题研究精确获得需要得到路面的真实数据，对于平整度的检测， 精确的方法为断

面类平整度检测法。通常使用激光传感器和加速度计组合，安装在检测车上实现道路平整度

的快速检测。该方法的难点是如何利用加速度计的数据来消除车辆自身的振动引入的干扰。

本项目试图研究和设计一种运动精确补偿算法来实现道路纵断面的精确测量与计算。经过半

年多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相关研究员的理论研究与多方面测试与分析总结，成功完

成了上述算法，实现了道路纵断面的精确测量与计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复杂几何线

形道路断面的精确检测，实现了道路平整度检测的新突破。目前该算法已用软件实现，并形

成产品。 

 

公路路面图像识别处理（三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郭燕慧，李  洋，张  淼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实现国道公路路面质量控制检测任务的数据复审，通过使用前期合作开发的

识别图像浏览系统 CiASM 软件，对路面图像中的裂缝和修补进行识别。先期，CiASM 软件可

智能全自动识别路面图像，在此基础上，对每幅路面图像进行人工识别标记，增加漏识别，

修改误识别、删除错识别。 

图片中路面破损经自动识别后，识别正确率大于 90%时，人工不需要修改。标记时，应

以裂缝明显、清晰的图为准，选择原图或自动识别结果图进行标记；尽量使用“单块”标记，

而不使用“区域”标记。“单块”标记长度应不超过损坏长度，“区域”标记面积应不超过

损坏面积；当裂缝率大于 75%时，可进行“整幅”标记。水泥路面接缝不是裂缝，也不是修

补；干缩缝不需识别。无论沥青路面还是水泥路面，如果裂缝只出现标线范围内时，人工识

别时清除自动识别对此裂缝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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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安全研究及检测能力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周亚建，李  洋，张  淼，郭燕慧，李  祺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工作如下： 

1．选择 4、5家北京市基于 GSM、CDMA、TD-CDMA 等 2、3 代无线通信技术开展电子政务

应用的委办局，调查各单位无线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和业务应用情况，研究基于第 2、3 代无

线通信网络的电子政务技术和应用安全。 

2．选择 3～5 家运营商、通信厂商或终端厂商，调查各单位无线接入、网络传输、数据

保密以及终端开发等情况，研究无线通信网络以及终端安全。 

3．调查北京市以图像传输为主的无线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情况，研究基于McWiLL和 WiMAX

技术的无线宽带网络安全。 

4．调查北京市基于 WiMAX 和 Zigbee 技术的物联网基础设施专网建设情况，研究基于

WiMAX 和 Zigbee 技术的无线传感网络安全。 

5．收集研究关于基于 GSM、CDMA、TD-CDMA 等 2、3 代无线通信网络、基于 McWiLL 和

WiMAX 技术的无线宽带网络安全和无线传感网络的现有学术成果，分析现有的安全漏洞和防

护措施。 

 

SAE 设备性能及外场测试（自筹部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劼  

课题组成员：李  劼，王  莉，魏翼飞，滕颖蕾，皮人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4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内容为：按照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研究院制定的 SAE 相关测试规范，进行 4

个厂家 SAE 设备性能测试及外场试点测试工作，记录测试结果，按时保质完成测试任务，并

整理测试报告。具体内容：（1）按照测试规范完成 SAE 设备性能测试，包括 eNodeB、MME、

HSS、PCRF、S-GW、P-GW 等设备，并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研究院提交测试报告初稿及测试记

录；（2）按照测试规范完成 SAE 设备外场测试，包括外场测试环境搭建、测试环境维护、测

试执行等，并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研究院提交测试报告初稿及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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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屏合一的下一代 IPTV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新龙 

课题组成员：罗新龙，唐  琦，周丹茜，郭晋吉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针对下一代互联网的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中出现的下一代 IPTV

邮件系统面向多邮箱服务器时的邮件轮询效率问题，面向多终端时如何生成和发送邮件通知

的问题，面向多终端时如何接收邮件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三屏合一的下一代 IPTV 电

子邮件业务实现方法和系统”。  

为了在下一代 IPTV 网络中实现虚拟社区节目共同收看业务，本课题解决了基于统一会

话控制机制的下一代 IPTV 系统无法响应未订购频道用户节目请求的问题，直播频道授权用

户从共同收看切换到单一收看过程中的节目连续传送问题，共同收看节目的关联 IPTV 终端

间的媒体播放控制权的转移和收回问题，互联网 SNS 用户无法通过 IPTV 业务发现访问相应

直播节目收看业务的问题，提出了“三屏合一的下一代 IPTV 虚拟社区节目共同收看业务的

实现方法和系统”。 

针对 IPTV 用户在 IPTV 虚拟社区中开展 IPTV 节目共同收看业务时，出现的互联网 SNS

社区用户终端与 IPTV 媒体服务器之间的协商密钥问题，以及 IPTV 用户在互联网 SNS 社区中

开展 IPTV 节目共同收看业务时，出现的 IPTV 主控用户登录互联网 SNS社区系统时获得 IPTV

系统认证问题，提出了“面向互联网 SNS 社区用户的 IPTV 节目共同收看业务实现方法和系

统”。 

 

基于 CAN 总线的营运客车嵌入式智能节点支撑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金玲  

课题组成员：张金玲，周  炜，吕英华，张洪欣，刘蓉川，刘占查， 

李文亮，李  晨，朱  颖，尤  宁，乔伟康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完成了如下工作： 

1．通过对营运客车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形态以及所造成的营运客车一次着火事故，二

次着火事故的预防措施的研究，构建了基于 CAN 总线的营运客车嵌入式智能节点支撑平台，

开发了营运客车智能主动防火装置。 

    2．设计开发了智能主动防火系统并挂接到整车基于 CAN 总线网络上，形成信息共享的

智能节点，并实现了该智能节点与总线上其它的节点间的信息共享和通信。 

    3．提出了营运客车运行危险信息的识别和决策策略，在营运客车自燃或者其它交通事

故引起的着火隐患明火产生之前可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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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监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及快递系列教材 

校订与审核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杨海荣，朱  丽，谢墨梅，徐  婧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邮政监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基于邮政业发展实际，是我国邮政业“十二五”规划

的子规划，是我国邮政业“十二五”期间监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本课题分析了我国邮政业

“十一五”时期基本情况，展望了“十二五”时期形势，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政策措施及邮政监管体系建设规划的组织实施，到保障任务实现的四大工程，进行了具体的

规划，为邮政业监管体系“十二五”时期建设与发展的总纲。 

《现代快递企业战略管理》、《电子商务与快递服务》、《快递业务概论》等三本教材，在

各章内容与快递进行充分结合的基础上，辅以企业实际案例，保证了教材理论的充实性及实

际应用的针对性。修订后的教材可为企业相关培训提供指导，为行业发展所亟需。经过课题

组数轮认真的修订工作，已较为完善，可成为行业相关培训的参考教材。 

 

电信运营商呼叫中心人员集中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文晶 

课题组成员：陈文晶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核心在于，论证“单元化运作模式”中提出的人员集中规模及管理层级与幅度

的科学性。管理幅度是古典管理学派首先提出的,英国管理学家林达尔• 厄威克在本世纪三

十年代系统总结了泰勒、法约尔、韦伯等占典管理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 归纳出组织管理工

作的八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 管理幅度原则” 。他在这一原则指出管理幅度是有限的, 还

提出了普遍适用的数量界限, 即一个上司直接领导的下属不应超过 6 人，随着社会发展变

迁，现在这一普遍数量界限已变为 8～12 人。 管理学传统上确定管理幅度的方法主要有两

种：经验统计法, 变量测定法。本项目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结合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将呼

叫中心整个组织状态作为衡量标准，考虑管理幅度、人员规模会对员工心理层面所造成的影

响，从而找到 佳的方案。 

    借鉴组织承诺、群体规范、社会测量法、领导行为复杂性等理论和实际测量工具，采用

访谈法、实地调研法、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现场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包括相关分析、差异

分析、回归分析等，通过弱链接等方法，确定呼叫中心单元的三级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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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网络综合业务端到端服务质量保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禹  可 

课题组成员：禹  可，张  琳，吴晓非，刘  雨，望育梅，龚  萍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旨在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进行 IP 网络综合业务端到端服务质量保

证研究，已取得如下研究成果： 

1．分析了 IP 网络服务质量指标的现有国际和行业标准，建立了一套面向业务的端到端

服务质量指标体系，并为五种主要业务（Web、Email、FTP、VoIP、IPTV）建立了业务用户

体验综合度量评分体系。 

2．结合北京移动 CMNET 网络结构及流量现状，针对 Web 业务质量指标提出了端到端逐

段分解方案。 

3．设计并开发了终端侧质量测量软件 WST（Web Service Tester），能实时测量网络层

和传输层的关键性能指标，并可评估用户所使用 Web 业务的质量，也支持告警、路由测试和

位置查询、网络故障诊断等功能，并具有友好的操作界面。 

4．分析了北京移动 CMNET 和 IP 承载网的现状及问题，针对现网进行了业务质量关键指

标的仿真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网络优化建议。 

5．分析了北京移动 CMNET 目前的流量情况，并通过仿真对北京移动 CMNET 的未来承载

能力进行了预测研究。 

6．研究了现有 VPN 技术，提出了两种区分用户和业务的 VPN 方案，并通过仿真验证了

方案的可行性。 

 

保密系列产品外型的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霞 

课题组成员：李  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在设计调研的基础上，以枪柜的内部结构设计为主成功完成了向保密文件柜的转

型设计，将保密系列柜子的外部造型、色彩与内部结构空间相结合，面板的设计同样采用大

胆的色彩搭配与合理的布局产生了较好的视觉效果。整体设计具有与公安系统的安全功能和

与特定环境相吻合的现代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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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ilera 众核的 TDS 系统移植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俎云霄 

课题组成员：俎云霄，李巍海，曾昶畅，宋岳阳，王玉亭，刘天福， 

卢  华，夏济仁，刘毅飞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针对一款众核芯片 Tilera GX 在 TDS 系统中的应用进行性能评估，主要评估

Tilera GX 众核芯片对 TD-SCDMA 物理层的支持情况，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整理并翻译了 Tilera 相关资料和使用手册。编写了《Tilera 平台部分命令行工具

使用方法概述》、《Tilera 学习笔记》等文档。 

2. 搭 建 了 Tilera 仿 真 平 台 ， 在 3 台 服 务 器 上 安 装 了 CentOS 系 统 、

TileraMDE-2.99.alpha3.99685_tilegx，可以通过 SSH 远程登录使用 Tilera 仿真平台。 

3．通过分析例程、Pthread、TMC 库，总结 Tilera 的并行编程机制，编写了《Tilera

的并行编程》文档。 

4．成功移植 H.264 多线程程序到 Tilera 芯片上，并进行运行和仿真，得出了仿真结果，

总结出了 H.264 多线程程序相关文档。 

5．总结出了 H.264 在 Tilera 芯片上的编码原理。 

6．调研了 BenchMark 测试代码，找到了 EEMBC 的 CoreMark 基准测试程序和 DSPStone

基准测试程序。 

7．参与开发了一款源代码到源代码的转换软件——HOMPC2.5，用该 C 语言和一些专用

指令编写该 HOMPC2.5 的运行库 API 函数，实现相应指令的功能，并进行了一些增改。 

 

警察博物馆展厅展示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霞 

课题组成员：李  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分析警察博物馆枪械展示部分现有功能与结构的基础上，对该部分的展示进行

了重新设计与改造。使枪械的展示在保证安全性与开取方便的同时具有通透双面展示、整体

造型色彩具有与功能和环境相吻合的现代美感等特点。设计中该项目在设计调研的基础上，

采用了先进的材料与制作工艺完成展柜与展品的设计与制作，实现了枪械展品的双面展示与

展柜的全面设计更新，目前已经陈列在警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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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跳 OFDMA蜂窝系统资源分配与干扰协调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天魁 

课题组成员：张天魁，曾志民，冯春燕，曹  禄，申晓晨，王  奇，张从青，杨  星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针对中继蜂窝系统的资源分配与干扰协调机制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提出了创新性

的解决方法，并进行仿真验证。首先提出了一种基于带宽需求的中继蜂窝网络半动态自适应

频率规划算法，适用于不同程度的系统负载以及均匀或非均匀的业务分布。以带宽需求为频

率规划的依据，综合考虑链路质量、用户分布、业务速率需求及中继两跳链路的速率匹配，

使得带宽分配更加合理且更趋近于实际，尽量避免了带宽分配时的浪费或不足。然后针对小

区间同频干扰以及同小区不同中继间的同频干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干扰关系的中继选择

算法，利用干扰矩阵表示中继间干扰关系，并定义了干扰函数， 后给出了干扰选择算法，

不仅在频谱资源共享时可以减小干扰提升系统性能，而且在频谱资源复用时也能减小干扰，

提升系统性能。此外，提出了一种减小控制信息反馈且满足分布式节点间相位同步的预编码

机制，服务节点利用码本反馈，协作节点以协作信噪比 大为目标自适应调整，可保证相干

合并接收的同时避免所有节点均自适应调整可能出现整体调整偏差的问题。 

 

枪柜外观设计（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霞 

课题组成员：李  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在分析枪柜现有功能与结构的基础上，设计了枪柜整体的造型、色彩，使枪柜的

外观具有与功能和环境相吻合的现代美感。设计中该项目在设计调研的基础上，采用 3D 建

模、渲染、PS 贴图等技术完成多套效果图的设计与制作，并以此为基础用 solidworks 完成

了基础的建模工作。其中，枪柜在色彩上突破了传统的黑灰色效果，大胆地采用蓝绿等色彩

与黑灰色搭配，产生了现代的视觉效果。此外，门把手的设计在大小、舒适度等方面符合人

机的基础上采用了新颖的造型与结构。 

同时，以上述的一期设计为基础，该课题的二期采用同样的技术路线，以枪柜的内部结

构设计为主成功完成了向保密文件柜的转型设计。此外，面板的设计同样采用大胆的色彩搭

配与合理的布局产生了较好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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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图像识别处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张  淼，李  祺，郭燕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完成公路路面质量控制程序任务的一部分工作。 

1．研发使用识别图像浏览系统 CiASM 软件，适应计算机显示器尺寸不低于 19 英寸，分

辨率不低于 1280*1024 像素。 

2．应在自动识别结果基础上，对每幅路面图像进行人工识别标记，增加漏识别，修改

误识别、删除错识别。 

3．图片中路面破损经自动识别后，识别正确率大于 90%时，人工不需要修改。 

4．标记时，应以裂缝明显、清晰的图为准，选择原图或自动识别结果图进行标记；尽

量使用“单块”标记，而不使用“区域”标记。 

5．“单块”标记长度应不超过损坏长度，“区域”标记面积应不超过损坏面积；当裂

缝率大于 75%时，可进行“整幅”标记。 

6．水泥路面接缝不是裂缝，也不是修补；干缩缝不需识别。 

7．无论沥青路面还是水泥路面，如果裂缝只出现标线范围内时，人工识别时清除自动

识别对此裂缝的标记。 

8．为了保证正常的工作效率，通过网络共享进行识别时， 多 4 台电脑同时访问一张

硬盘（无论大小）。 

 

TD 子小区结构和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美娜 

课题组成员：宋美娜，于艳华，鄂海红，许  可，宋俊德，付  宇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根据业界主流的 QoE 量化指标体系建立方法论，针对语音和 http 浏览业务，提取

TFFR 开启关闭所影响的 KQI/KPI 性能指标体系。 

2．针对 UMTS CS 语音业务，对 QoE→KQI 层面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关系值。 

3．应用小区业务量数据和兰州电子地图对兰州各小区内用户和业务的分布及移动特性

进行分析，完成对兰州各小区根据其业务分布情况的分类和聚类。 

4．针对 UMTS CS 语音业务，通过仿真等方法，研究 TFFR 开启、关闭情况下 KQI→KPI

各指标的变化情况，从而得到 QoE 的增益情况；并将之作为是否打开 TFFR 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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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车辙快速检测方法及验证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张  淼，李  祺，郭燕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使用激光和加速度计进行测量，激光用来动态测量车辆上激光安装位置到地面的

距离，加速度计用来修正车辆自身震动引入的误差。 

关于加速度计及引入，加速度能提供箭头所指方向（垂直于底面）的加速度电压值，通

过一个常系数可以线性转化为加速度数值。加速度计非常敏感，容易引入噪声形成误差，同

时加速度计自身也存在机械误差，震动前后零点可能发生微弱变化（如震动后静止下来可能

加速度值没有完全归零等现象）等现象也会引入误差，等等。 

在使用加速度计计算高程（距离）时，使用加速度二次积分的方式，计算过程中会将引

入的误差两次放大， 终导致加速度高程漂移严重。 

目前，通过调研，发现加速度计高程漂移的规律近似为二次递增。于是采用固定长度范

围内二次回归的解决方案来消除漂移部分。 

本研究解决了以下问题： 

1．相邻固定长度之间由于采用不同的回归方程，修正后连接点处不连续，形成“断层”，

影像数据的连续性。 

2．由于加速度计计算高程（距离）采用的是时间累积的方法，车辆在低速（0km/h～

20km/h）时，产生的误差较大。 

3．车辆在转弯或加减速时，检测误差很大。 

 

网络流媒体实时检测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庄伯金 

课题组成员：庄伯金，赵志诚，苏  菲，赵衍运，蔡安妮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针对网络流媒体，构建流媒体视频实时检测技术的验证环境，进行互联网特定视

频和图片的收集，整理归纳工作。进行整个系统的验证环境设计和搭建工作，使用视频特征

数据进行系统验证，并对验证效果分析进行，提出系统改进意见。形成测试流程文档，针对

系统的工作流程形成《网络流媒体视频实时检测技术验证系统》技术报告，能准确的反映流

媒体视频实时检测技术的工作流程、效果。  

该课题设计文档和分析文档完整、清晰，验证系统设计合理，验证结果表明，该系统准

确地反映流媒体视频实时检索技术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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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网内干扰自动优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啜  钢 

课题组成员：啜  钢，刘醒梅，刘  圣，张宝芝，李秀欣，胡  杨，陈启贤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针对上行 UP 干扰、上行扰码优化以及下行导频污染优化三个问题进行研究，

对 TD 网内的上下行干扰进行分析、建模和仿真，通过搭建仿真平台来解决 TD 网络优化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提升 TD 网络质量，为北京移动建设 TD 精品网络服务。 

本课题完成了如下任务： 

1. 基站间仿真模型的设计：解决了 TD 网络基站间的仿真设计与实现。 

2. 优算法应用技术： 在下行导频优化过程中设计算法是网络具有自动给出周边基站

天线调整的方案。 

3. 应用路测数据校准仿真模型：提出了利用传统路测数据校准模型的技术方案。 

具体实现上完成了： 

1. 规划模块的设计与开发：对 TD 规划仿真模块进行相关设计开发。该模块包含了业务

模拟与仿真、干扰矩阵生成、GIS 等模块。 

2. 优化模块的设计与开发：基于 TD 规划仿真平台，开发了扰码优化模块、覆盖优化模

块等优化模块。 

 

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策略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锦萍 

课题组成员：高锦萍，李立文，髙  煜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主要根据 2011 年国家财务部实施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要求，为合作企

业实施此标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其研究成果主要有： 

1．为合作企业财务部及相关人员培训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XBRL）的架构及内

容，研究 XBRL 的基本架构及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构成，为相关人员讲解分类标准的具体标记

及涵义。 

2. 介绍 XBRL 实施对国内及国外企业的影响，具体研究 XBRL 实施对高鸿日常财务工作

的影响。 

3. 研究和介绍企业开发扩展分类标准的方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知道财务人

员开发拓展分类。 

4. 研究企业在编制和报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用分类标准要求的 XBRL 财务报告时

需要注意的事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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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的业务趋势与流量分析算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美娜 

课题组成员：宋美娜，于艳华，皮人杰，鄂海红，许  可，宋俊德，崔文亮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各种数据挖掘算法并完成研究报告，这些算法包括：一元线性回归、一元指

回归、一元对数回归、指数平滑原理、带季节项和趋势项的 ARIMA 模型原理及应用方法；将

这些算法应用到某省某运营商全省话务量汇总及各地区话务量汇总的预测，并分析比对这几

种模型的预测结果，总结不同模型的不同适用性。 

2．研究 matlab 相关 ARCH 函数及方法，并进行各种算法的编码实现。 

3．研究 Java Eclipse 平台与 matlab 结合进行预测的界面开发和实现，并进行界面功

能设计，给出下一步的界面开发及设计思路。 

4．基于数据挖掘的语音业务节假日性能分析及算法研究：分析节假日的业务量特性，

应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各年份的相关性，并给出节假日业务量预测算法建议。 

 

低成本 IT 解决方案之移动综合服务平台开发(一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爱 

课题组成员：徐国爱，李  祺，郭燕慧，张  淼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开发的中国移动设备安全配置自动审计工具是一款 IT 基础设备脆弱性检查的扫

描工具，主要用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范围内的 IT 设备的安全配置的检查工作。IT 设备包括

主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支持 Telnet、SSH、

SMB 协议访问的网络节点设备。中国移动设备安全配置自动审计工具，可以对网络内 IP 可

达的设备，使用授权的用户口令，通过目标开发的相关服务端口，进行安全配置数据的采集

工作，并在采集结果的基础中，发现目标系统上的相关安全配置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发布设

备安全配置规范的不匹配，能够对不匹配进行分析，发现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并记录其结果，

进行必要的分析统计处理，发现主要问题并划分风险等级，还可以对不同设备或同一设备不

同时期的检查进行比较， 后生成 doc、pdf、excel 和 html 等类型的报表。同时，在检查

的过程中，不会在目标系统上安装任何进程，不会对目标系统配置进行任何修改，检查的结

果进行数字签名，防止被篡改，伪造，保证了检查结果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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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手机 SIM 卡安全认证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邹俊伟 

课题组成员：邹俊伟，刘  杰，范春晓，张晓莹，吴岳辛，温志刚，孙娟娟，刘丽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是为需要帐户保护或网络安全保护的网络用户提供的一项基于 Android 手

机和 SIM 卡的增值服务，可以提供多家游戏厂商多款游戏的安全登录认证服务。保护措施为

使用手机卡上的 OTP 动态口令方式进行，支持手机卡 OTP 功能的平台称为 OTP 平台。保护对

象可以是网上银行帐户、网上转账交易、网络游戏账户、网上点卡购买等。 

认证功能由四个模块组成，分别是开通、同步、注销和验证。其中前三个模块的功能由

终端、MS 和 AS 三个系统交互协作完成，验证功能由游戏系统和 AS 系统交互协作完成。 

该安全认证系统提供通过数字证书进行身份认证的安全平台解决方案。平台融合了动态

口令技术和 PKI 架构，并利用了 SIM 卡和 Android 移动终端的特点。可以解决手机终端上面

存在的安全问题，满足移动应用中的安全需求。 

该安全认证系统通过 SIM 卡芯片内部的 PKI 相关功能，结合 OTA 远程管理，可以在移

动网络上建立完整的 PKI 架构。SIM 卡作为 PKI 体系中的用户私有密钥的载体，提供了硬件

级别的私有密钥的数据保密性，并且在卡上实现各种安全算法，有足够的安全措施保证密钥

的完整性。可以给移动电子商务、移动电子政务或其他移动应用提供信息安全和身份认证服

务。新型用户识别卡可以为移动网络用户或者 Internet 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加/解密和数字签

名的功能，提供了网络身份验证的手段，可以充当数字图章或者网络身份证的角色。 

 

网络流媒体实时检测素材制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志诚 

课题组成员：赵志诚，庄伯金，苏  菲，赵衍运，蔡安妮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进行互联网特定视频和图片的收集，整理，为网络流媒体实时检测系统提供特定

内容视频的样本数据，以及为原型系统测试提供不少于 500 个测试视频片段，总计不少于

3000 分钟时长。视频片段符合 H.264 标准，测试样本的制作引入了不少于 5 种加扰方式，

满足项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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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 的 HSUPA 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涛 

课题组成员：彭  涛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根据 TD-SCDMA 的相关标准，实现 TD-SCDMA 系统 HSUPA 的链路级仿真平台和系统

级仿真平台，对 HSUPA 一些信道的算法（包括定点和浮点的算法）进行研究，获得定点测试

向量以及性能分析结果。 

1．搭建了 TD-SCDMA 系统 HSUPA 的链路级仿真平台。并对以下 TD-SCDMA 系统关键算法

进行了研究和仿真：TD-SCDMA 系统 E-PUCH 同步算法和技术的研究；TD-SCDMA 系统 E-PUCH

功率控制算法和技术的研究；TD-SCDMA 系统 E-AGCH 波束赋形算法和技术的研究。 

2．针对每一种关键算法，本课题的研究都提出了适用于 TD-SCDMA HSUPA 系统的浮点算

法，进一步对算法进行了优化；并对算法进行了定点化，给出了性能损失很小的定点算法。

对浮点和定点算法，课题研究中都以搭建的链路级仿真平台为基础，选取合作单位确定的 3、

4 种典型信道进行了性能仿真，对算法性能进行了验证。仿真表明，提出的浮点和定点仿真

平台非常适合 HSUPA 系统的突发型业务特点，相比于连续型业务性能基本相当，且定点算法

性能相比浮点算法的性能恶化不超过 0.1dB。 

 

图像识别技术软件使用许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志诚 

课题组成员：赵志诚，赵衍运，庄伯金，苏  菲，蔡安妮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针对本地图像，根据提取的代表性的图像底层特征进行是否属于色情图像的识别和认

定。可应用于互联网监管和内容安全领域，也可应用于移动网络，可单机使用，也能安置于

网络节点。用户可根据需求调节需要加载的分类器总数以及识别灵敏度进行识别。该软件支

持多种常用的图片格式。 

该软件是一款基于内容的图像识别软件，即提取高效、鲁棒的多粒度图像特征，利用先

进的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技术采用纯软件方式自动鉴别图片是否属于色情图片。软

件基于 Linux 平台下开发，快速监测本地图像，统计正常或色情图像的比例。还提供 API

接口便于用户调用或集成到其他应用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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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移动电脑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  方 

课题组成员：赵  方，贾红娓，王国仕，陶  睿，张玲翠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为基于 iPhone 移动终端的智慧移动电脑系统的开发，该智慧移动电脑系统是一

款在任何地点通过网络运用远程虚拟桌面技术来进行办公操作的应用系统。该系统可以高

效、安全地在任何需要办公的时候，通过 iPhone 移动终端访问计算机上的 Windows 应用程

序。通过该系统可以在移动终端上操作计算机上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就像在本地计算机上

的操作一样。该系统包括以下内容： 

1．系统结构采用 C/S 和 B/S 相结合的方式：在本系统中，手机对 PC 的监控采用 C/S

模式，其中 PC 端（RFB Server 端）为服务端，手机端（RFB Client 端）为客户端。用户通

过 B/S 模式。而在 PC 端和手机端帐户信息验证以及 NAT 穿越的场景下，注册服务器扮演了

服务端，PC 端和手机端则都扮演了客户端的角色，因此也是采取的 C/S 模式。 

2．注册服务器完成了小组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的管理以及 PC 用户占用情况监控等功

能模块。注册服务器是一个 Web 服务器，采用的架构是 B/S 模式，用户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

来访问注册服务器提供的创建帐户、管理 PC、管理小组和监控服务。同时，注册服务器还

包括了协调 PC 端和手机端建立穿越 NAT 的连接功能。 

3. 被控 PC 端：PC 端实现接受来自手机端的事件，并为手机端提供屏幕数据，作用到

操作系统上。PC 端体系结构大致分为三层。从上往下分为：表示层、业务层支持、SocketIPv4

通信包装层。 

4．移动终端：手机端通过 3G 网络或者其它无线接入点（如 WIFI）连接到注册服务器

和被控的 PC 机，实现了通过穿透技术接入内网。访问服务端并通过验证后，可以在手机端

打开属于自己 PC 机上的 Windows 桌面，在操作中包括运行应用程序，通过运行应用程序来

处理数据，做到了可查看、可编辑。 

 

邦兴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傅四保 

课题组成员：傅四保，李保升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课题组对邦兴科技公司的业务范围及业务流程进行了详细调研，对邦兴科技公司的组织

架构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其业务流程和将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和规划，并根据规划及现有

的信息系统对未来的信息系统进行了设计，为邦兴公司未来的信息化管理提供了蓝图。该系

统已经开始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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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联通定岗定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慧 

课题组成员：陈  慧，蒋一翔，刘璐璐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使用部门使命分析、岗位职责分析、岗位工作量分析、知识技能一致性分析等定

性和定量的方法，结合企业访谈和调研分析，对临汾联通的 30 余个部门进行了岗位梳理、

岗位设置和岗位定编工作，具体取得的成果如下： 

1．梳理部门职责，解决部门职责交叉等问题，合并部分部门，并根据企业战略和定位，

协助企业成立了新的、面向一线生产和营销的营销部门。 

2．通过综合管理、市场和网络维护线条的分析，解决了企业原来存在的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使得人员向生产倾斜、向一线倾斜。 

3．梳理各岗位职责，解决岗位职责交叉、重复设岗、岗位工作量不饱满等问题，通过

岗位设置和岗位梳理，解决了企业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问题。 

4．根据岗位梳理结果，为企业编写了多达 300 份的岗位说明书，便于企业未来进行规

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5．对临汾地区所属的 16 个县市进行了分析，使用驱动因素定编等方法，帮助企业实现

了对所属县市的规范化管理，分别对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县市进行了岗位规划化设置。 

6．对临汾地区所属的 6 个营销分局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加强了营销分局的营销力量

和营销能力。 

 

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电子商务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  华 

课题组成员：张  华，陈  晨，冯琴冲，周黎鸣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通过研究彩票系统、彩票种类、相关彩票的算法，以及购彩、兑彩的相关规定及

法则，设计并开发了一款基于 android 客户端的彩票软件。该软件包括了购彩大厅、彩票查

询、手机充值、赠送彩票等功能，其中彩票种类涉及双色球、福彩 3D、七乐彩、体彩等。

针对不同彩票种类选择不同的算法来让用户购买彩票，同时用户还可以实现在线充值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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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电子商务软件（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  华 

课题组成员：张  华，陈  晨，冯琴冲，周黎鸣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研究成果如下： 

1. 电子书软件开发 

通过研究对比大量的电子书阅读软件，在分析其中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设计开发了一

款电子书阅读产品，该电子书具有自动滚屏、阅读模式切换、风格设置等功能，让用户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的模式，同时该电子书还具有添加书签以及自动记录上次阅读位置的功

能，方便用户的操作。 

2. 录音软件开发 

    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手机录音方面的文章、研究一些录音方法与手段，设计并研发了一款

基于 android 客户端的语音记事本软件。该软件将录音与记事本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及时录

音的功能，方便用户随时记录下要做的事情。 

 

下一代网管系统的网管系统接口检验和 

资源命名管理平台的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  梅 

课题组成员：宋  梅，魏翼飞，王  莉，张  勇，满  毅，滕颖蕾，王英赫， 

王  萍，戴  超，秦文聪，都晨辉，皋亦枫，范  超，陈  浩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针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综合网络资源管理系统对资源命名管理

的需求，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资源命名发布平台。实现网络资源命名制作和发布电

子化，采用 XML 文件进行全专业网络资源命名描述、维护和发布。负责网管系统接口检验和

资源命名管理平台的研发，并且根据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的要求交付了完整的源代码和相关

的工作文档；负责研究中国移动 新正式确定的网管接口 FTP／SSL 和 SSH 协议的协议一致

性测试的实施方法，补充完善测试软件 IPv6 测试环境，接口类型包括采用 SNMP、SYSLOG、

NETFLOW、IPFIX、FTP 和 SSH；协助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完成中国移动多种设备和业务系统

的网管接口入网测试，编制相关测试技术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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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 e 家系统研究及相关产品开发（终端应用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巍海 

课题组成员：李巍海，侯  宾，刘  刚，俎云霄，吕玉琴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彩色 e 家系统研究及相关产品是一款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 IMS（IP 多媒体子系统）终

端。 

    该终端能够作为软交换的终端，以 ADSL 方式或者以太网方式与软交换服务器以及 PSTN

网络交换设备相连，能够支持用户通过IP网络进行视频通话和通过PSTN网络进行语音通话。

除基本功能外，软交换终端还提供日历查询，视频多媒体播放，短消息，电话语音录音等功

能。支持 TR069 协议对终端的配置。 

    系统基于 Wince6.0 系统的 Idea6410 硬件平台上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功耗也符合嵌入

式设备的标准。 

    本课题对 PSTN 通信与 SIP 通信的整合进行了研究，实现了 PSTN 通话的状态机和 SIP

通话的状态机，使终端既支持 PSTN 通话，又支持 SIP 通话，增强了终端的性能和拓展性。 

本课题对终端回声抑制（AEC）功能进行了研究，总结了语音通信的流媒体交互流程，

整合了 PJSIP 和回声消除算法，使 IMS 终端在语音通信中语音质量得到了良好的改善。 

本课题对丢包补偿机制（PLC）进行了研究，静音抑制（VAD），舒适噪音生成（CNG）进

行研究，提出并实现了基于 RTCP 协议和语音编码的网络自适应算法，提高了 IMS 终端对网

络环境的适应性，增强了终端的性能。 

 

手机网络销售模式及运营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胡  桃 

课题组成员：胡  桃，汪培然，车  颖，黄  杰，张  萌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了国内外手机网络销售的成功案例；采用调研统计方法，设计模型对手机终

端网络销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针对关键影响因素，结合天机网的运营管理，从商业模式

改进、用户个性化和感知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市场推广与运作等方面进行策略与方案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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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ML 的 Netconf 的配置资源建模研究与 

原型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魏翼飞 

课题组成员：魏翼飞，满  毅，王  莉，张  勇，宋  梅，王志辉，滕颖蕾， 

王英赫，秦文聪，都晨辉，皋亦枫，范  超，陈  浩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为：随着网络规模的日益扩大，网络复杂性的增加、异构性的增强，

基于简单网管协议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的传统网络管理协议，由

于其过于简单，在配置管理方面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IETF 组织成

立了 NETCONF 工作组致力于基于 XML 的网络配置管理的标准化工作，NETCONF 协议将作为网

络配置管理的新标准，成为下一代网络管理的基础。研究基于 XML 的 Netconf 的配置资源建

模能够提高管理操作效率和可靠性、安全性。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研发新型 IP 网设备网管接口技术 Netconf 协议的客户端及服

务器端对应的测试床；能够对整个系统的配置数据存储进行操作，支持 VPN 网络匹量配置模

型的标准制定、模型研究和开发；负责与第三方企业搭建基于实际路由器网络的原型平台；

协助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完成支撑现网的验证工作，配合完成相关测试文档。 

 

万得国际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保国 

课题组成员：赵保国，明崧磊，吕  萌，衣   倩，尤瑷镔，韩东洋，李卫卫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是与锦州万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项目。在课题研究中，首先分析

了该公司目前状况，对公司相关行业、经营业绩、人力资源和研发以及员工满意度做了较为

详尽的阐述。在此基础之上，对目前万得集团人力和研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分析，同时

对这些问题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做了排序，以期可以抓住万得集团目前在人力资源和研发

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后，对相关标杆企业进行对标研究，通过对这些企业的研究之后，认

真分析万得集团与这些企业在人力和研发方面存在的差距，结合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诊断，提

出了万得集团人力资源改善的建议。 后，通过综合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和人力资源改善建

议，提出了万得未来若干年人力资源的发展规划，对万得集团未来几年的公司发展以及人力

发展勾勒出了简要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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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网管系统的网管系统集成检验和 

网络资源模型发布系统的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莉 

课题组成员：王  莉，宋  梅，魏翼飞，张  勇，满  毅， 

滕颖蕾，王英赫，王  萍，戴  超，柯腾辉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开发网络资源模型发布系统，实现网络资源模型制作和发布电

子化，采用图形化 UML 类图建模工具和 XML Schema 文件进行全业务网络资源模型描述、维

护和发布。具体内容：（1）负责网络资源模型发布系统的研发，并且根据合作方的要求交付

完整的源代码和相关的工作文档；（2）利用已有的开源和免费工具，研发和集成 FTP／SSL

和 SSH 协议的测试软件；（3）补充完善测试软件 IPv6 测试环境, 接口类型包括采用 SNMP

（v2c/v3）、SYSLOG、NETFLOW（v5/v8）、IPFIX、FTP／SSL 和 SSH 技术实现的网管接口；（4）

协助合作方完成中国移动多种设备和业务系统的网管接口入网测试, 配合编制相关测试技

术的培训教材。 

 

IP 网络及业务测试系统（第一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彬 

课题组成员：张  彬，李国辉，张  超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课题组通过详细调研和讨论，总结了现有的各种测量协议的特点，比较了各种测量协议

实现的优缺点，设计了针对协议中未明确阐述部分的扩充机制，建立了实现系统功能所必须

的三层架构模型，开发出了一套面向 IP 网络的网络及业务测试系统。 

本课题的创新点： 

1．在目前众多的测量协议中，根据测量参数、实现难易程度等具体情况选择 TWAMP 作

为 终的实现方案，通过 TWAMP 协议及三层架构的部署，针对现有网络测量网络层与传输层

的性能参数指标，为网络优化及升级提供依据。 

2．通过在网络节点部署全功能协议栈，使用控制命令告知测量节点角色分配情况，实

现软件模拟的网络测量节点动态组网，可有侧重点的测量某条网络连接上的性能参数指标。 

3．通过对网络测量协议的执行，研究分布式网络环境中测量节点的数据存储特点，设

计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机制与数据格式，将测量数据与协议相分离，使得原型系统易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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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get 技术与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彬 

课题组成员：张  彬，张  闯，李国辉，徐天岗，易  宁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对主流 Widget 标准（包括 Nokia S60 WRT 1.1、Windows Mobile 6.5 Widget、

Opera Widget 和 JIL Widget）在配置文件、文件结构、API、标签等方面的差异分析的基础

上，提供 Widget 统一的 JS 和 TAG 中间库，可支持实现将按照中间库开发的 Widget JS 代

码通过开发环境封装到上述平台上，提供 TAG 转换工具将代码中的 TAG 转换到目标平台；实

现 Widget 的两种终端屏幕大小适配，适配对象包括 TAG 和 JS 中的图片、控件、文字，适配

对象属性包括位置，字体，尺寸；并提供如何进一步向多种终端屏幕适配的说明文档。 

本课题的创新点： 

1．通过一种移动微件及其实现终端移植的方法，包括针对不同的目标应用平台分别设

置中间类库，标准移动微件（Widget）按照中间类库来调用应用平台的 API，使得标准移动

Widget 在不需要更改任何代码和文件名的情况下，即可安装在各种不同的应用平台上，从

而实现了应用平台之间的移动 Widget 的灵活的移植，从而增强了用户对移动 Widget 的使用

体验，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2．提供一种 widget 屏幕适配的工具，用于改变移动 Widget 的各语言代码中影响显示

界面的属性和变量的取值，从而适应目标 mobile 屏幕显示，实现 mobile widget 跨屏幕的

移植。 

3．提供一种可跨三网的 widget 开发技术方法，从而可以一次开发 widget 使其运行在

不同的网络及平台上（三网融合）。 

 

情景感知在移动终端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肖  波 

课题组成员：肖  波，徐前方，蔺志青，王  熙，杨文漪，蒋佩文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情景感知理论，结合数据挖掘、云计算等技术，找出与手机应用的契合

点，分析手机用户使用场景和需求，设计中国联通情景感知智能化产品的实现技术方案。按

时提交了《基于情景感知的手机智能业务数据挖掘算法分析》、《对情景感知与用户行为分析

方法的研究》、《手机实现情景感知应用产品方案研究》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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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可视电话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游向东 

课题组成员：游向东，刘文京，刘  军，刘福良，张聪敏，汪  舵，赵  灿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实现了基于 s3c6410  ARM11 处理器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 VOIP 可视通信终端系

统。 

该课题通过 SIP 2.0 协议在 IP 网络上进行音频、视频、数据的双向传输和控制管理。

双向通信时，视频可实现 H.264 、H.263、 MPEG4 编解码标准，音频可实现 G.711A、G.711U、

GSM、SPEEX 编解码标准。 

视频分辨率支持 QVGA、CIF、VGA，视频帧率支持 15fps 以上，通信效果良好，达到预

期目标。 

 

黑龙江联通定岗定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慧 

课题组成员：陈  慧，蒋一翔，刘璐璐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使用部门使命分析、岗位职责分析、岗位工作量分析、知识技能一致性分析等定

性和定量的方法，结合企业访谈和调研分析，对黑龙江联通的 30 余个部门进行了岗位梳理、

岗位设置和岗位定编工作，具体取得的成果如下： 

1．梳理部门职责，解决部门职责交叉等问题，合并部分部门，并根据企业战略和定位，

协助企业成立了新的、面向一线生产和营销的营销部门。 

2．通过综合管理、市场和网络维护线条的分析，解决了企业原来存在的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使得人员向生产倾斜、向一线倾斜。 

3．梳理各岗位职责，解决岗位职责交叉、重复设岗、岗位工作量不饱满等问题，通过

岗位设置和岗位梳理，解决了企业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问题。 

4．根据岗位梳理结果，为企业编写了多达 800 份的岗位说明书，便于企业未来进行规

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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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世界城市发展平台系统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文川 

课题组成员：杨文川，段晓燕，楮卫艳，时志芳，刘  建，吴世良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提供世界城市发展信息管理、数据集成、数据采集及其他应用系统的综合框

架，实现自有知识螺旋式创新与共享，开发为决策信息进行收集与管理定制的个性化辅助管

理系统。其中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是：系统涉及的数据内容广泛，包括经济、文化、

教育、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公共安全、交通、环境与卫生、城市住房、公用事业、游想设

施等公共事务数据，其中的格式烦杂，众多，数据采集标准不一，系统采用了 新的数据仓

库 ETL 等 新技术来处理。系统实现了对现有的世界城市发展相关信息和文档中，与世界城

市发展相关的数据，迁移入首都世界城市发展源数据库；实现了从首都世界城市发展源数据

库中，抽取对首都世界城市发展、建设有重要指导作用的相关数据；实现了按照首都世界城

市发展规划的要求和相关规定，对数据进行清洗。 

课题组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形成计划的产品，产品的稳定性符合对方质量部门的

要求。 

 

新星计划管理信息系统 V3.0 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文川 

课题组成员：杨文川，周政明，曹博纬，刘瑞娜，仲梓源，陈  哲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实现了新星计划的申报、初审、面试评审、合同管理四个环节的流程优化，其中

主要设计实现系统模块架构，实现了相关的主要功能，提高了整个系统的集成度，实现了对

新星申报、入选人员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技术支撑环境建设方案, 主要为采集新星信息资

源、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技术服务,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运行管理和冗灾备份与应急管理，并

面向 终用户及应用系统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服务；信息系统开发包括：建立新星信息采

集系统、信息实时发布系统、信息智能分析系统等；人才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对包括对新星

的人才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信息智能分析等方面的服务。 

课题组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形成计划的产品，产品的稳定性符合对方质量部门的

要求。功能上得到用户的认可。系统的核心功能形成了完善的可重用模块，并在产品化过程

中得到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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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VIP 专席英语培训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春萍 

课题组成员：郑春萍，郭艳玲，李  楠，金  梅，龚庆华，刘淑梅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严格按照技术服务进度，共完成了针对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VIP 专席客户代表的商

务英语培训累计 216 课时，并分别在培训前、后完成了针对全体学员的语言能力测评工作。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包括： 

1．根据学员的具体工作需求，提供了个性化的语言培训计划，针对性地进行备课、授

课，有效提高了学员的听力和口语能力，使其在处理相关业务过程中能高效地与 VIP 客户进

行英语的沟通与交流。 

2．强调语言在工作及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引入实际场景学习、商务情景模拟等方面的

培训，强调英语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运用，使学员进一步掌握了移动通讯业务相关的英语

词汇，在结业时能高效地受理英语电话，处理业务，与客户沟通。 

3．在教授学员商务英语知识的同时，提高了他们口语表达的纯正性，准确度和流利度，

在培训结束时，全体学员均达到剑桥商务英语初级水平，熟练掌握了商务英语词汇、商务表

达及沟通方式。 

4．引入跨文化教学理念，在教授语言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国际商务沟通环境中跨

文化意识的培养，教授国际商务文化与礼节，尤其是电话礼节，帮助学员更好地服务于外籍

客户。 

 

电信安全评估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朱洪亮 

课题组成员：朱洪亮，徐  京，邓伟涛，曹  明，龙  辉，张文翠，姜  鸽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针对传统的安全评估手段缺乏对通讯领域的网络和协议缺乏独到的认识，评估方

法和结果不理想的问题，研发了一个电信业务系统（GPRS、WAP）的自动检查工具，能够远

程和本地对 IT 设备进行安全配置的检查，对电信业务系统进行自动安全评估，同时提出了

针对电信业务系统安全问题分析的科学的方法论。系统基于运营商现有的设备配置要求规范

和电信业务系统的安全要求规范，有友好的人机界面和丰富的报表系统，实现安全检查的智

能化、自动化，为运营商的 IT 设备和电信业务系统的例行安全巡检、系统上线安全检查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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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GHz 高速 UWB 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邹卫霞 

课题组成员：邹卫霞，黄小军，李  斌，胡玉聪，崔志芳，杜光龙，张  芳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60GHz 无线通信技术以其高达 5GHz 带宽、免许可特性及高保密性成为短距离高速传输

具竞争力的技术。本课题全面考察了 60GHz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综合比较了 60GHz 三大国

际标准的优缺点，并基于非相干接收机技术、波束搜索算法和时隙分配方案研究这三个方面

展开对 60GHz 相关技术的探索与研究。首先，基于多波束智能天线空间复用模式，将

Rosenbrock 优化算法应用于波束搜索过程，可有效降低波束搜索耗费的时间复杂度；其次，

基于经典香农公式，提出一种空分复用状态下的链路并行传输条件，结合功率控制，可有效

满足 60GHz 低功耗和高传输速率的要求； 后，研究一种全新的基于模式识别的非相干接收

方案，在没有信道估计情况下亦能正确解调信息,且具备良好稳健性。本课题研究成果将有

助于推动 60GHz 关键技术的突破，为我国 60GHz 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方案和理论依据，对

中国标准的制定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英语写作自动评价系统的背景知识库构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谭咏梅 

课题组成员：谭咏梅，周延泉，李睿凡，李  蕾，鲁  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目的是为英语写作自动评价系统构建背景知识库。涉及的技术内容是将 BNC，

NYT 和后续语料进行分析，生成 chunk 和 selectional preferences 并按照其类别进行分类，

去掉重复的数据，然后存入数据库，作为英语写作自动评价系统的背景知识库。所采用的技

术方法和路线是将 BNC，NYT 和后续语料进行句法分析，依存分析生成 chunk 和 selectional 

preferences，并按照其类别进行分类，去掉重复的，错误的数据，然后存入数据库，作为

英语写作自动评价系统的背景知识库。 

    该课题实现了将 BNC，NYT 和后续语料进行句法分析生成 chunk，并按照其类别进行分

类；将 BNC，NYT 和后续语料进行依存分析生成 selectional preferences，并按照其类别

进行分类；去掉重复的，错误的数据，然后存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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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联通定岗定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慧 

课题组成员：陈  慧，蒋一翔，刘璐璐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使用部门使命分析、岗位职责分析、岗位工作量分析、知识技能一致性分析等定

性和定量的方法，结合企业访谈和调研分析，对阳泉联通的 30 余个部门进行了岗位梳理、

岗位设置和岗位定编工作，具体取得的成果如下： 

1．梳理部门职责，解决部门职责交叉等问题，合并部分部门，并根据企业战略和定位，

协助企业成立了新的、面向一线生产和营销的营销部门。 

2．通过综合管理、市场和网络维护线条的分析，解决了企业原来存在的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使得人员向生产倾斜、向一线倾斜。 

3．梳理各岗位职责， 解决岗位职责交叉、重复设岗、岗位工作量不饱满等问题，通过

岗位设置和岗位梳理，解决了企业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问题。 

4．根据岗位梳理结果，为企业编写了多达 800 份的岗位说明书，便于企业未来进行规

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并购法律实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潘修平 

课题组成员：潘修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关于企业并购方式。企业并购的方式分为股权收购、增资扩股与资产收购三大类，

对每一类的收购方式进行了分析。 

2．关于债权、债务的处理。一般说来，在并购前需要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剥

离。对留下来的债权、债务由目标公司承继，但债权没能实现的话，转让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未列入审计报告的债务，应由转让方承担。资产收购中不存在债权、债务承担问题。 

3．关于价款支付及税收问题。法人向自然人付款存在障碍，需事先与银行沟通或另有

安排。自然人在股权转让中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20%。企业在股权转让中的所得合并

到收入中，交纳企业所得税。 

4．关于资产的交接。转让方按评估报告所列资产，向受让方交接资产。 

5．企业并购中的劳动关系。目标公司的员工由目标公司承继，原有的劳动关系不变。 

6．通过几个典型的案例，分析了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对收购方案进行了实务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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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春萍 

课题组成员：郑春萍，金  梅，蔡红霞，卢志鸿，韩  凌， 

王保令，王笑施，柳淑华，徐  玮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为编撰《大学英语实验教程》一册，该著作将于 2012 年 3 月由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大学英语实验教程》第 1 册基于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学生用书 (第 2 版) 第 1

册编写，是一本全新理念的自主学习语言实验教程。教材以建构主义与合作式学习理论为指

导，将任务型的语言实验贯穿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始终，是对传统的教学观、教师观、学习观

和媒体观的发展，也是对传统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革新。 

教程遵循外语学习的客观规律，满足当代大学生学习的现实需求，为学习者提供通俗易

懂、清晰灵活、可操作性强的语言实验方案；倡导个性化学习，培养学习者浓厚的学习兴趣

和较强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兼顾学习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

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教程特别注重开展学生自评与同伴互评，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在学生实验成果的

基础上，教师通过典型案例示范、个案点评等方式，为学生提供有效、及时的反馈，真正实

现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自主学习面临的

困境。 

教程为学习者设定了具体真实且可操作性较强的实验任务，实验项目由浅入深、从易到

难，既有适合学习者个人学习的语言实验任务，也有适合学习者集体合作的语言实验任务，

同时，教程还详细解析了每一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及过程，指导学习者自主地进行实验。

本教程所附的学习光盘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示范实验案例、学生实际实验案例与精彩、细

致的教师点评。作为一本全新理念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实验教程，本教程注重全面跟踪与评

估同学们的英语语言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相信同学们通过各类自主的、开放性的语言实

验，可以亲身体验英语学习，加深对英语语言技能的训练与实践，树立积极主动、严谨科学

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把自己培养成能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需要的、真正的复合型人才。 

教程的出版将为大学英语教学领域树立实验教学的示范案例，从根本上推动大学英语的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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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体视图像时的视觉疲劳及缓解措施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飞 

课题组成员：王  飞，汪晓春，李思思，赵丽娜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1．观察立体影像产生视疲劳的原因。从立体影像的原理和眼科屈光学理论分析和实验，

确定观察立体影像产生视疲劳主要是下面五种原因引起的：（1）左右眼像的几何学歪斜；（2）

左右眼图像的电气特性差；（3）辐辏和焦点调节的不一致；（4）过度的视差和视差的不连续

变化；（5）再现的立体映像与现实世界看到的景物不同而造成头脑信息的混乱。 

2．缓解视疲劳的措施和对策。（1）避免长时间观察立体影像， 好每观察 15 分钟就休

息一下，避免出现视疲劳症状；（2）将焦点调节和辐辏的不一致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3）避免过大的视差和视差的不连续变化。 

3．视差的取值范围。经实验表明，同侧方向和交叉方向的角视差量均为 1º 时是安全的；

同侧方向和交叉方向 大角视差量的和为 2º 时是舒适的。 

4．关于辐辏和调节的联动和分开运动的问题。辐辏和水晶体调节的不一致一直被认为

引起视疲劳 主要的原因。观察实物时，两眼辐辏和水晶体调节联合运动，其光学距离是一

致的；观看立体影像时根据两眼视差而诱发辐辏，辐辏距离从眼基线至注视点处，而一般认

为水晶体调节距离却固定在画面上，从而使两眼辐辏和水晶体调节不一致而引发视疲劳。然

而，从眼科屈光学的角度分析，在观看立体电视或 3D 电影等动态影像时，为了看清景物，

调节也应该随着景物的运动而变化，而不应固定在画面上。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作实验

证实：调节是否变化；如果变化，怎样变化，和辐辏是怎样的关系。 

 

TD 室分软件智能设计功能实现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许文俊 

课题组成员：许文俊，贺志强，艾  勇，王丽丽，孙  晶，丁忆南，林  睿，陈思妤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主要针对中国 TD 室分系统在建网和网优中缺乏精确传播模型的问题，研究可用

于 TD 室分系统的传播模型及其校正方法， 并开发相应的智能模型预测／覆盖评估软件。具

体包括：（1）形成了对国内外目前有关室分传播模型的检索和调研报告；（2）根据公司提供

的实测工程数据完成了室分传播模型的校正，达到了良好的效果；（3）依据室分系统的特点，

完成了传播模型的自学习核心算法子模块，实现了新输入的模测数据对模型的自动修正；   

（4）开发了一套预测评估软件，实现了可视化的模型校正和自动学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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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辨识系统技术研发及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金玲  

课题组成员：张金玲，吕英华，张洪欣，乔伟康，潘付文，舒  磊，王亚驰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完成了如下工作： 

1．根据硬币的特点研究选型相应的传感器，能对硬币的币种、面值、真伪进行识别，

达到了辨识速度 2000 枚/分钟和辨识准确度 99%以上，并满足抗振性和抗干扰性指标。 

2．可计算出每种硬币的数量和金额，计算出所有硬币的总数量和总金额，计算出异币

的数量并可显示、存储、串口打印输出。计数方式为连续计数和预置自停计数。 

3．系统软件具有在线升级功能：软件具有标准接口，可以通过修改软件表格或者相应

子程序进行软件功能更新，适应新币种的扩充增加和相关升级的功能；提供 USB 输出接口，

提供软件下载、升级功能。 

4．具有系统自检功能：包括传感器自检功能和板级自检功能。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财务管理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晓峰 

课题组成员：彭晓峰，王孟仪，江柳乐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通过实地调查、国内外著名电信企业的标杆对比，结合中国移动南方基地的定位

与发展目标，提出了中国移动南方基地财务管理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咨询报告。本课题研究内

容包括南方基地财务管理环境分析，南方基地的财务管理模式规划和南方基地的财务管理组

织流程设计等三方面。在南方基地财务管理环境分析中，从宏观环境、产业环境、集团战略

和标杆对比等几方面分析了南方基地财务管理体系建设的基础因素，并对南方基地现有的财

务管理进行了评估；在南方基地的财务管理模式规划中，提出了南方基地财务管理的模式与

定位、目标与实现路径；在南方基地的财务管理组织流程设计中，提出了南方基地财务管理

的职能与组织架构，并对南方基地财务管理中的会计核算、投资管理、预算管理、风险控制、

绩效管理和财务信息管理等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和优化设计。 

本课题的研究与咨询报告，为中国移动南方基地的财务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一套系统且

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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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后评估体系建设及 

数据业务后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于翠波 

课题组成员：于翠波，勾学荣，张  勖，毛京丽，兰丽娜， 

刘  勇，王秋野，贺雅璇，魏立尧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与第二代(2G)移动通信相比，第三代(3G)移动通信提供了种类更多、更丰富的数据业务。

一般来说，将数据业务分为会话/实时业务(可视电话、视频游戏等)、交互业务（手机支付、

手机游戏、网络浏览等）、流媒体业务（视频点播、手机电视、流媒体广告等）、背景业务（SMS、

MMS、E-mail 下载等）四大类，不同的种类的数据业务有不同的质量（QoS）要求、需要占

用一定的网络资源、对收益的贡献也有区别。3G 网络的投入运营对 GPRS 与 EDGE 网络的数

据业务起到分流的作用。对数据业务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有利于理清用户的基本需求、各种

数据业务对资源的占用情况，明确各种数据业务所处的状态及现阶段的发展重点，对数据产

品进行归类，实现同类业务整合，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并合理调配网络资源。本课题就是

基于四大类业务对数据业务的资源占用情况、2G/3G 业务分流情况、网络的综合利用率、

2G/3G 网络承载数据业务的综合造价、数据业务投资效益等进行评估。 

本课题主要成果有投资项目后评估管理办法、投资项目数据业务后评估指标体系、投资

项目后评估操作细则。 

 

DNS 系统业务防护规范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雷友珣 

课题组成员：雷友珣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课题组基于北京联通现有 DNS 系统结构和面对的安全威胁,对国内外 DNS 业务技术标准

和网络安全防范措施进行了研究，从北京联通 DNS 业务、DNS 系统组网原则、DNS 系统网络

设备、DNS 域名服务器等方面研究了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提出了适用于 DNS 系统的安全防

范机制，并对关键设备的配置给出了安全防护规范，形成了 DNS 系统业务防护规范。 

该课题基于北京联通域名解析和扩展使用需求，以系统的安全防护和业务的安全使用为

目标，分析了 DNS 系统和业务的安全风险，明确了 DNS 系统和网络结构的安全要素，给出了

用户和业务使用 DNS 的安全规则，提供了 DNS 安全相关的配置模板，建立了 DNS 系统安全可

靠运行的基本条件。可供 DNS 系统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和业务发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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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oMP 的节点选择与资源分配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文安 

课题组成员：周文安，宋俊德，解  冰，卢宪祺，黎  燕，陈  微，谭中一， 

何炜文，冯  艳，朱超平，王  盛，李慧芹，高  天，刘  巍， 

张屹宇，徐宇杰，王国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1．分析了 CoMP 不同应用场景的特点，探讨了不同控制方式下的 CoMP 网络架构。对新

增网络单元实体，不同网络架构下接口传输信息、接口容量以及时延问题做了定性分析。在

分布式 CoMP 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型分布式 CoMP，撰写了《基于 CoMP 的网络架构研究报告》。 

2．撰写了《CoMP 系统动态协作节点选择策略研究报告》，提出一种 CoMP 系统中的协作

节点选择技术基本流程框架，并就此撰写提案一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多目标决策的协作

节点选择策略。 

3．完成了《CoMP 相关的协作资源调度方案研究报告》，提出一种 CoMP 动态 RB 分配方

法，就此撰写提案一篇，提出了一种基于 UE-centric 的资源划分方法和一种 Score Based 

CoMP 资源调度算法。 

4．研究了 CoMP 集合配置与更新、CoMP 激活/去激活、CoMP 协作调度、CoMP 协作数据

共享、回程链路时延以及基于 CoMP 的切换，撰写《CoMP 相关高层协议信令研究报告》。提

出了 LTE-A 中支持 CoMP 实现的一套高层信令流程，并分析了 CoMP 对原有高层协议的影响。 

 

基于视频话机的多媒体资讯业务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伟明 

课题组成员：吴伟明，薛金玲，尹文清，苏  梦，李君义，姬梓超 

结题时间：2010 年 4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课题组经过对相应的前沿性研究和充分的调研分析，多次与研究院、设备厂商展开讨论

和交流，出色地完成了《基于视频终端话机的多媒体资讯服务业务方案研究》报告。又结合

该方案的成果，设计了业务平台的模式，并成功地开发出“多媒体资讯服务和管理 DEMO 系

统”。该系统采用了 portal、Java 等先进技术，具有界面友好实用，业务拓展灵活，管理

功能强等特点。该系统通过了视频终端话机环境等测试，充分验证了该方案研究的正确性和

该系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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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承载 IP 化的 OMC 北向接口网络资源模型 

建模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芮兰兰 

课题组成员：芮兰兰，高  娴，徐滨海，郭少勇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对移动通信网 OMC 北向接口现有的接口参考点信息模型建模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针对承载 IP 化后的网络技术特点，从网络拓扑管理和区分局向进行业务统计的需求分析现

有建模方法不足，研究提出新的建模方法，通过 EpRpSta 和 EpRpDyn 对象分别为静态和动态

IP 连接进行建模。该建模方法可支持动态 IP 连接下网络拓扑结构图的生成，通过拓扑呈现

可以直观获取网络中的网元信息和网元关联关系，便于设备的管理和设备问题的发现。此外，

可以实现对性能测量数据分局向统计，为进一步实现网络资源配置的优化、网络运行效率的

提升提供数据保障。同时，开展了使用该方法对 LTE 网络以及 IMS 网络的资源建模工作，弥

补了现有建模方法在应用于基于 IP 承载的网络参考点建模时存在的不足。 

该课题研究成果已经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形成了“基于动态 IP 连接的移动通信网络

参考点的管理信息模型研究”研究报告，并在“演进的移动分组核心网（EPC）网络管理接

口技术要求”和“演进的无线接入网（E-UTRAN）网络管理接口技术要求”技术报告中得到

应用。同时，提高了网络维护管理的效率，并为后续的规划、分析、优化和管理提供重要的

参考数据。 

 

江南产业集中区产业选择与布局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宇 

课题组成员：刘  宇，冯  哲，张  茜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以池州市为核心，在分析了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以及中西部地区承接长三角

产业转移态势的基础上，指出了江南产业集中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

的思路并确定了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指导江南产业集中区的产业发展，本课题确

立了五大产业的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个产业的准入门槛，以及各个产业的空间

布局框架，并针对各个产业的发展给出了相应的用地规划和人口规划。 

本课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当地政府制定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并指导当地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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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光传送网（OTN）关键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纪越峰 

课题组成员：纪越峰，张  杰，陈  雪，张  民，王洪祥，赵永利，黄治同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标为针对大容量光传送忘（OTN）节点建模、体系结构、评估测试

和业务应用等研究内容，掌握核心技术，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通过校企合作，

实现成果转化与应用。 

    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1．在充分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支持大容量光传送系统需求的体系结构、协议机

制和评估测试等方面，提出并完成了系列创新技术与方法，可解决光传送系统的智能控管和

可扩展性问题。 

    2．提出并完成了光电融合交叉节点建模方法、结构设计与核心功能实现等创新技术，

可解决光电融合机制下的宽带传送功能及性能优化问题。 

    3．提出并完成了多业务接入的高效调度方法和统一承载的创新技术，可解决多粒度条

件下的业务灵活性问题，以实现高效率传送和组网优化的目标。 

 

IPTV 协作开发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文川 

课题组成员：杨文川，周政明，曹博纬，刘瑞娜，仲梓源，陈  哲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实现了主要的 IPTV 协作业务系统，以及对各数据源的了解、分析，实现了系统

的功能编码，完成了系统研发工作的流程优化，其中主要设计实现系统模块架构，实现了相

关的主要功能，提高了整个系统的集成度，实现了对 IPTV 协作业务系统的信息化管理。系

统的技术支撑环境建设方案, 主要为采集 IPTV 协作业务系统资源、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技术

服务,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运行管理和冗灾备份与应急管理，并面向 终用户及应用系统提

供稳定、可靠的数据服务；信息系统开发包括：建立 IPTV 协作业务系统采集、信息实时发

布、信息智能分析等；提供对包括对 IPTV 协作业务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信息智

能分析等方面的服务。 

本课题组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形成计划的产品，产品的稳定性符合合作方质量部

门的要求，功能上得到用户的认可。系统的核心功能形成了完善的可重用模块，并在产品化

过程中得到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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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范姣莲 

课题组成员：范姣莲，王海波，李  兵，高  飞，范二鹏，张璐妮，靳长海，吕怀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自实施以来，成立了“新理念”网络教学技术培训中心，负责北方地区的术支持，

从技术应用层面上对新理念各个版本的各项功能进行全面的测试和实践教学的运用研究，取

得了大量翔实的研究数据和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具体体现在： 

    1．探索出了“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以学生为中心，集师生互动、同伴互动、自主操练

听说技能为一体的互动授课模式”。 

2．利用《新理念网络教学系统》对基于计算机、多媒体、网络和课堂的大学英语授课

模式进行实践，《大学英语》被批准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在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整合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本领域研究的前列，促进了对教师

自身综合素质、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的磨练和全面提高；成果的研究过程也带动了一支与时

俱进、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4．探索出了一条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引领教学、教学过程科研化的教学科研融合之路， 

逐渐形成了以网络教学为主线而展开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教学模式的实验、学术论文的发表

等一系列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循环过程，形成了教学科研的良性循环。 

5．网络教学技术支持辐射力强、影响面广：中心主要成员为几十所院校进行技术支持

和技术培训，并在国内外多种教学研讨会上与广大高校教师交流，介绍教学成果与教学模式，

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全国 100 多所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经验，在大学英语教改中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协同通信规模部署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苏  森 

课题组成员：苏  森，双  锴，徐  鹏，王玉龙，柳  旭，于  洁 

结题时间：2010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在本课题中，课题组主要参与完成中国电信协同通信业务的网络技术方案研究、规模部

署穿越测试、协同通信业务的未来发展等工作，实现协同通信产品的规模部署。中国电信协

同通信业务的网络技术方案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完成协同通信 IT 支撑技术方案研究，编

制 IT 支撑的一系列文档规范。中国电信协同通信业务规模部署穿越测试的主要内容包括：

完成协同通信穿越测试规范、测试方案的编制，对省公司测试人员的相关系列培训，完成

18 省规模部署的穿越测试，解决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完成测试中间过程的系列文档编写，

完成测试总报告编写和汇报总结工作。此外，课题组还完成了中国电信核心网未来发展的前

瞻技术研究，并提交了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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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系统 CS/CB 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冯春燕 

课题组成员：冯春燕，张天魁，赵  嵩，黄  蓉，赵文秀，宁伟东，王  菲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研究在 CS/CB 发送机制中，减小控制信息反馈与交互的方法，以及在有限反馈下

的协作集生成方法与资源分配算法。主要成果包括： 

1．实现了多小区 CoMP 协作的 CSCB 场景系统级仿真平台。 

2．提出了基于 Delta-CQI 的多小区协作调度算法，该算法考虑了小区间相互干扰情况，

兼顾了系统的公平性、频谱效率以及用户间的干扰，提高了边缘用户的频谱效率；同时，采

用 Delta-CQI 的交互，减小了用户控制信息反馈量与小区间控制信息交互量。 

3．提出了一种基于门限判决的减小反馈机制，在用户反馈信道信息之前引入门限判决

机制，减小用户反馈量；基站侧通过对门限值周期性地调整，达到控制反馈用户数比例的目

的；同时引入 Post-SINR 的概念来修正 CoMP 用户的 SINR。通过该反馈机制可以在保证系统

频谱效率和用户公平性的前提下，有效地减少系统的反馈信息量。 

4．提出了一种基于干扰信道统计的协作区域生成算法，CS/CB 方式下，需要通过利用

扇区间相同时频资源上的空间信道正交性，降低边缘用户受到的相邻扇区干扰信号强度，从

而提高系统协作所获取的性能增益。算法分别利用干扰码字与干扰信道的正交系数估算非协

作的用户吞吐量与协作的用户吞吐量，并将性能增益作为衡量指标，选择增益 大的扇区作

为协作扇区。 

 

物流数据库管理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琦 

课题组成员：张  琦，忻向军，王拥军，张丽佳，孟  楠，王厚天，许富元 

结题时间：2010 年 5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物流的地位大大提高，对电子商务的实现日趋重要。目前，物流

已经成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如何把现代物流理念、先进的

物流技术和现代物流模式引入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企业经营和管理之中，成为关注的热点。 

该课题在调研物流活动的具体内容和物流管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基础上，通过对物流系

统进行需求分析，确定系统要实现用户对仓库的各种操作：出入库、库内移动、人员管理与

维护、客户管理、仓库的处理（仓库的增删、储位查询、物品查询、盘点及报表）等，进行

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物流数据库管理软件，该软件包括用户登录模块、入库模块、

出库模块、库内移动模块、仓库管理模块、储位查询模块、物品查询模块、客户管理模块、

报表模块和帮助模块等，成功实现了物流数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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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MA 直放站数字处理部分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林家儒 

课题组成员：林家儒，徐文波，许文俊，牛  凯，贺志强，林雪红，吴伟陵，周炯槃 

结题时间：2010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 

1. 方案制定根据合同中技术要求制定了单载波和多载波 WCDMA 直放站系统方案，给出了

各部分原理方框图、技术原理，包括：数字中频单元(DIF)、数字下变频(DDC)、数字上变频

(DUC)、自适应干扰抵消单元(AIC)、数字线性预畸变单元(DLP)等。 

2. 方案性能仿真按照技术方案,完成了系统的误码性能浮点和定点仿真等。 

3. 硬件设计在仿真的基础上、设计完成了各个部分的硬件设计，包括：数字中频单元

(DIF)、数字下变频(DDC)、数字上变频(DUC)、自适应干扰抵消单元(AIC)、数字线性预畸变

单元(DLP)等。 

4. FPGA 硬件语言实现及硬件电路实现项目完成了数字中频单元(DIF)、数字下变频

(DDC)、数字上变频(DUC)、自适应干扰抵消单元(AIC)、数字线性预畸变单元(DLP)等 FPGA

硬件语言和硬件电路实现。 

5. 性能测试根据合同中技术要求，完成了各种功能测试、室内模拟信道测试、野外现场

性能测试。 

 

云海数字基带线性预失真功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林家儒 

课题组成员：林家儒，许文俊，徐文波，别志松，牛  凯，贺志强，林雪红， 

            吴伟陵，周炯槃 

结题时间：2010 年 1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 

1. 方案制定根据合同中技术要求制定了总体方案，完成了方案论证，给出了各部分原

理方框图、技术原理等。 

2. 方案论证与性能仿真按照技术方案，完成了方案论证，建立了系统建模，完成了系

统性能浮点和定点仿真以及性能分析与比较等。 

3. 硬件设计在理论分析和仿真的基础上、设计完成了原理图、PCB 图等。 

4. FPGA 硬件语言实现及硬件电路实现项目完成了信号解调与调制、系数训练、反馈处

理、DPD 等 FPGA 硬件语言和硬件电路实现。 

5. 性能测试根据合同中技术要求，完成了各种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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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异构无线接入网的信息联合处理关键技术 

研究与方案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贺志强 

课题组成员：贺志强，牛  凯，许文俊，别志松，董  超，林  睿， 

薛  超，丁忆南，赵一鸣，严  言，刘玉朴 

结题时间：2010 年 3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完成了如下工作： 

1．根据网络基本结构，界定本地信息处理和全局信息处理的划分原则，明确分布式信

息处理的问题分类和分布式计算任务的特征研究。 

2．按照不同的信息处理问题类型，分别得到分布式网络中信息存储和分布式信息计算

的机制设计和关键技术解决方案。 

3．围绕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基础网络架构，重点研究分布式无线接入网和分布式网络

中的信息处理技术，初步得到分布式网络的联合信息处理技术实现方案。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作为分布式异构无线接入网中的信息联合处理提供指导和参考。 

 

中国联通河北省县公司综合经营情况预警模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张晓航 

结题时间：2010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客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复杂性的提高，县公司的运营压力日益增大，工作量负

荷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企业运营相关的 KPI 指标数目也直线增长，日常运营管理工作的

繁重和企业数据的复杂性给企业运营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和繁多的

运营指标中，发现企业运营的问题和发展机会，协助县级公司领导做出科学的决策是企业面

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提升县公司经营情况预警专题是极其必要

的。 

本课题建立了县公司各项数据指标之间科学的关联关系，并通过有效的手段分析，对县

公司经营指标进行了综合合理的特征聚类分析，探索科学的县公司经营评估方法，并实现对

县公司的经营风险提前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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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电子监控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蔺志青 

课题组成员：蔺志青，张  闯，张  彬，康书龙，陈蹊遥，李绍庆，龙  伟，  

刘乐凯，张志轩，高  晴，田汉东，李  翔，马 岩 

结题时间：2010 年 6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将电子技术引入权力监控机制建设中，开发了行政权力电子监控系统，系统包括

网上办公平台，电子监察平台，公开透明平台三大平台。系统采用 B/S 架构，内外网隔离设

计，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技术上采用了 Spring＋Hibernate 主流 J2EE 开发框架，在开发中

通过引入 DWR 技术，该技术通过 Javascript 动态调用 Java 类，使后台程序不需任何插件即

可在浏览器中运行。系统实现了对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 13 类行政权力的网上办公与电子

监察的全覆盖，系统中为 1062 项行政权力制作电子化流程；设计并实现了独有的分色多重

预警机制以及廉政风险等级管理与警示机制，并可以对廉政风险点进行动态的调整与管理，

实现了行政权力事项和办件的全过程、全方位监察与立体呈现。针对行政处罚类，行政强制，

监督监察等类别事项系统设计了自由裁量管理机制，对于复杂难于量化的过程进行全面监

控。 

 

多格式视频解码算法以及硬件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韩  可 

课题组成员：韩  可，邓中亮，袁  协，杨子明 

结题时间：2010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以视频解码算法为基础，以体系结构为核心，实现了基于 ASIC 的高性能视频解

码模块的设计，并以该模块为重要组件设计实现了多款多媒体协处理器芯片。 

    该课题设计的算法，实现了 MPEG4，MPEG2，H264，VC1，Real Video，FLV 等格式的软

硬件协同解码。课题的主要成果从算法开发开始，提出了软、硬件协同解码的体系结构，完

成了从数据流获取、格式解析，到视频/音频解码、图像处理的解码流程；完成了 I 帧、B

帧和 P 帧的帧解码、纹理解码、和运动补偿，并运行图像和音频的优化处理。 

    在以上算法研究的基础上，搭建了系统软硬件验证平台，实现了硬件的 RTL 描述，建立

系统原型，进行了从行为级方阵、后仿和 FPGA 验证与评估；根据测试结果进行了反复的优

化，选择了 优的解决方案，提高了算法的体系结构的效率。 终完成的协处理器芯片，其

成本低，功耗小，能与多款主流移动台基带芯片连接，实现移动终端的多媒体功能，并且极

大地节省了设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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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4650 四开四色酒精润版胶印机数字化样机 

研究及备件手册设计制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美玉 

课题组成员：吕美玉，侯文君，王  飞，杨福光，孙  炜 

结题时间：2010 年 7 月 3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主要是基于 UG 软件，对 PZ4650 四开酒精润版胶印机，进行三维数字化建模，形

成虚拟样机。为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的产品信息管理起到很大的作用。主要完成的内

容如下： 

1. 数字化设计部分针对 PZ4650 四开酒精润版胶印机系统，共 51 个部套，3094 张图纸，

完成所有零件及部件的数字化三维原形设计，并满足合同要求。 

（1）所有零件三维模型采用 UG 建模； 

（2）零件要求：所有零件表现三维效果（不包括标准件）和二维图，在同一张图纸上

形成二维工程视图和三维轴测图； 

（3）部件要求：用三维虚拟装配方式表示装配关系，同时形成二维图，在同一张图纸

上形成二维工程视图和三维轴测图，并在 UG 中对其中任意零件可显示特性参数； 

（4）产品零件的关联属性信息已按照甲方要求加以管理（包含在零件图中）。 

2. 备件手册部分。 

（1）备件手册部分已全部完成，并已出版 3000 册指导生产维修； 

（2）备件手册中所有部件都用三维爆炸图表示，明细表有所有爆炸图上的零件的中英

文名称。所有部件按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爆破流程要求进行爆炸。 

 

3G 业务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岳  欣 

课题组成员：岳  欣，忻展红 

结题时间：2010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针对 2008 年重组后中国联通 3G 业务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研究。首先，从全球

3G 业务发展的整体状况入手，分析了 3G 业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安全问题、终端制

式问题和缺少杀手级业务等问题，进而着重探讨了移动支付业务、手机二维码业务、手机阅

读业务、手机游戏业务的内涵、分类、产业链构成以及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并为中国

联通发展四类业务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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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网络教学示范院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爱军 

课题组成员：刘爱军，范姣莲，郑春萍，王健刚 

结题时间：2010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 180 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院校之一，又是全国第一批 30 所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院校之一，2004 年 9 月正式开始网络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对 04、05 级

本科生进行了近千人的听说网络教学试点，开展了实证研究， 研究成果已应用于 2006 级～

2009 级全部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目前，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均在多媒体网

络环境下进行，教师每周进行面授辅导并组织口语活动；学生必须完成网上的单元测试，测

试成绩作为过程性评估的一部分，学期末教师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本课题还进行了网络环境下读写教学模式的试点研究：结果发现：传统教学模式组学生

阅读能力测试水平低于网络教学模式组的学生；传统教学模式组学生的写译能力测试水平低

于网络教学模式组的学生；但是，从 06 级二级班的试点成果来看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

优于网络自主学习模式，而虽然 07 级一级班的试点成果比较理想，但是试验班与传统班的

成绩差异并不显著，因此网络教学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改进，在此之前不适合大规模

大学英语读写教学。 

此外，课题组针对“新理念”网络教学系统 4.0 版本，汇总了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

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示范校，自 2007 年开始，接待了全国及北京地区兄弟院校 70 余所，300 余名教师。

语言实验教学中心作为上外社网络教学培训中心，指导了北京及华北地区多所兄弟院校建设

了同类实验室和实验课程，在其实验室建设中提供了详尽的设计图纸、网络拓扑图、实验室

建设方案和各项关键数据。 

 

 “三网融合”的中国市场分析报告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旭辉 

课题组成员：王旭辉，张琳琳 

结题时间：2010 年 11 月 10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概括了“三网融合”的技术与标准 ，包括“三网融合”的技术架构与关键技术

和相关技术标准，论述了“三网融合”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及趋势，对“三网融合”的产业链

进行了分析，包括产业链的结构与主要参与者、内容提供商的作用、运营商的作用、技术提

供商的作用、产业链结构特征、盈利模式分析等， 后对“三网融合”的市场进行分析，包

括市场客户群分析和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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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基于供应链的采购物流 

精细化管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舒华英 

课题组成员：舒华英，黄逸珺，吴  俊，杨天剑，刘  溪，赵送林，耿  慧， 

            刘彦淳，孙晋炜，马  君 

结题时间：2010 年 11 月 25 日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 终形成了以下研究成果： 

1. 梳理管理办法（含流程）近 100 个，涵盖规划计划、立项、设计、采购、工程建设

到报废及后评估等过程。 

2. 补充完善供应链管理办法流程。修订完善采购管理办法及流程、采购需求管理办法、

招投标管理办法等；修正、补充和完善仓储物流管理办法，补充六个细则：仓储管理细则、

作业细则、配送商管理细则、物流配送细则、工程余料管理细则、废旧物资实物管理细则。

其中，工程余料管理细则和废旧物资实物管理细则已下发。 

3. 供应链一体化管理建议，包括提高设计、请购精准度的建议及解决方案；完善一体

化交底工程的建议；全过程视角下优化工程余料建议；加强出库物资在施工过程中的管控建

议。 

4. 其他基础及支撑研究，包括产品质量闭环管理、全过程指标分解研究、信息系统开

发过程中的问题梳理及解决。课题研究成果符合云南公司，是前两年研究工作的沿续、将供

应链各环节纳入研究视野，构建了一套在全集团都比较超前的完整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为后

续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QAM 量化方法及软件中的工作流管理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国仕 

课题组成员：吴国仕，傅湘玲，李  晶，王凌云，王怡然，张超林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系统在对开源工作流引擎 SHARK 的功能、工作原理和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宽

明科技常用的办公流程的业务需求，对 SHARK 工作流引擎进行了二次开发、验证了原 SHARK

中的基本功能，增加了 SHARK 系统对 WEB API 支持的功能，开发了基于 WEB 的 SHARKA 工作

流 ENGINE 管理与监控系统，根据用户需求扩展了 SHARK 部分功能（例如，任务委派、多实

例活动、回退等）等功能。 

本系统结合 JAWE 图形工作流程定义工具、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系统、J2EE

等技术，完成集成工作流引擎的企业办公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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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防碰撞系统调研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卫东 

课题组成员：王卫东，张英海，王朝炜，乔举义，刘  甲，陈文庆，黄  哲，王  芳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基于当前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其关键技术的调研，以车辆防碰撞系统为

例，详细分析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车辆防碰撞系统现状，分析并研究

几种主要的防碰撞系统方案及其技术，如通用 V2V 防碰撞预警系统，AWS 汽车碰撞预警系统

等，从系统架构、系统功能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后，该课题提出了可能在中国发展的几种汽车防碰撞方案，包括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防

碰撞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系统的防碰撞系统与基于车联网的车辆防碰撞系统等，并根据中国

现有国情，提出了一种基于几种方案的混合技术的防碰撞系统，这种方案提到的防碰撞以中

国成熟的移动通信技术为主，以车路通信方案为辅， 终实现车车联网，互联互通。所以很

有可能将是今后 有可能在中国首先推行的防碰撞机制。 

 

基于非线性预编码的 MU-MIMO 优化技术研究和 

性能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凤 

课题组成员：郑  凤，赵  敏，孙严智，马国栋，张存义，陈润芊，卢国仙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当前的线性和非线性预编码技术，理解了现有线性预编码算法及相关的优化

方法，分析了线性预编码的瓶颈，并比较了其与非线性预编码在性能上的理论差距；了解了

当前非线性预编码的研究状态，理解现有文献中已经提出的非线性预编码实现方法，了解一

些已有的优化方法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2．针对目前已有的非线性预编码技术和现状进行了总结提炼，找出一些优化方向，主

要的角度有针对现有技术性能优化和针对可实现性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

析，选定分析报告中所列优化方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给出了一些具体的优化方案设计，

对现有技术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如非线性预编码的复杂度降低，上下行反馈优化设计等。  

3．对前期输出方案的仿真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前期形成的方案，并对设计文档做了

相应的修改，进行方案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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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平谷区“十二五”期间总部经济发展 

思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  蓉 

课题组成员：马  蓉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是北京市平谷区“十二五”期间总部经济发展思路研的专项技术咨询服务。通过

课题组成员对北京市平谷区实地驻点调研、平谷区相关领导访谈、行业专家访谈、企业高管

与专家研讨、撰写《平谷区“十二五”期间总部经济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深入研国际国内

总部经济的发展环境，分析平谷发展总部经济的现状，平谷区“十二五”期间发展总部经济

的思路、策略，平谷区“十二五”期间发展总部经济的空间布局、保障措施。发展规划理论

与实际紧密结合，既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域发展的要求又贴近平谷发展的实际，方案有明

确的操作措施。受北京市平谷区政府的委托，课题组对发展规划进行了汇报，并组织专家和

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论证。 

 

电动汽车管理与服务系统无线城域网 WiMax 接入 

网络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刘志晗 

课题组成员：刘志晗，孙其博，孙  卓，王尚广，刘志飘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针对电动汽车管理与服务系统在城市热点地区无线接入的需求，对中电华通公司

北京市内在建的 WiMax 的 802.16e 网络进行了测试，得出如下测试结果： 

1．吞吐量：单扇区 大下行 10.2Mbit/s，上行 5.4Mbit/s，可以达到 5Mbit/s 单扇区

频宽的理论设计值，能够支持多媒体数据业务的开展。 

2．移动节点容纳情况：密集城市地区 3.5GHz 单基站覆盖半径约 500m～1000m，按照下

行 2Mbit/s、上行 1Mbit/s 的速率计算，可以支持 5 个移动车辆同时接入。 

3．切换时延：时速 0～80km/h 的情况下，用户接入速度无影响，基站间切换平均时延

小于 60ms；时速大于 800km/h 的情况下，基站间切换时延约为 60ms～300ms。 

4．实时视频传输用户体验情况：在测试区，单车以 50km 平均时速行驶，可以同时传输

5 路实时视频信号，其中 3 路接收、2 路随车视频实时收发，画面顺畅，2 路收发视频在扇

区和基站切换时稍有迟滞和抖动，一般延迟在 2s 以内，时速接近 80km 时延迟在 4s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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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电动车及充电设施管理和 

服务系统建设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刘志晗 

课题组成员：刘志晗，孙其博，王尚广，张海滨，刘志飘，苗  帅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通过物联网/泛在网技术与电动汽车整体运营管理的融合，提出电动汽车及电能

供给设施综合管理及服务系统建设实施方案，重点研究以下内容： 

1．分析和提取了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管理和服务系统的功能需求。 

2．设计了基于物联网的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管理和服务系统的总体架构，包括：数据

感知总体设计、无线移动网络接入总体设计、网络传输总体设计、决策支撑系统总体设计及

算法等。 

3．提出了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的运行管理方案，主要包括：电动汽车与电能供给设施

综合管理、增值服务设计、实时计费系统、技术实施方案和成本分析等内容。 

 

中免公司核心业务流程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学成 

课题组成员：杨学成，陈  飞，隋  越，兰  冰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首先对中免公司的整体战略进行了解读，分析了中免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成功

因素以及战略的实质。根据中免价值创造过程的政策研究、市场分析、业务拓展、市场营销、

采购、物流、销售和客户服务等八大关键环节，同时辅以战略、预算考核、财务管理、信息

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五大管控职能分析了目前的组织能力要求并评估了组织结构现状。在

此基础上，将中免的核心业务流程分为经由港中免的直发与库发模式和不经由港中免的直发

与库发模式进行了核心业务流程现状分析。依据中免公司价值链关键环节是否达到“六化”

标准，即专业化、集中化、协作化、制度化、信息化和流程化，结合中免公司的核心业务流

程现状，本课题对核心业务流程现状进行了诊断，指出了中免公司组织能力提升的障碍和优

化建议。在对中免进行相关调研和标杆企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连锁型企业总部的职能，

明确中免公司作为企业总部，其核心业务流程所要求的相关责任和边界，提出了流程型组织

构建的本选方案。 后，本课题针对中免公司价值创造的八大环节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核心业

务流程优化方案以及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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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管理数据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凤 

课题组成员：郑  凤，彭若弘，王  蕾，刘  佳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在充分调研合作方“投资者关系管理数据平台”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结构

搭建、数据导入及数据维护等工作，为该数据平台的上线运营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和支撑工作，

并为系统的全面交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课题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1．根据合作方整体的战略定位，并结合面临的环境变化提出的新的要求，对公司 IR

工作的目标、职能、对公司的贡献进行了论述。 

2．对数据管理流程进行梳理、诊断、优化。 

3．对“数据管理模块”中的数据进行结构化。 

4．QA 管理中口径库、新闻管理数据的结构化。 

5．数据管理模块中的估值模型及数据分析模型的分析与设计。 

 

P2P 技术在核心网中的应用-—P2P CDN 及 

存储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许  可 

课题组成员：许  可，宋美娜，皮人杰，鄂海红，乐  冠， 

朱斌杰，张天一，侯宁嬿，李  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横向合作项目。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了基于 P2P 技术的内容分发网络算法、P2P 存储系统技术在核心网中的应用。  

2．研究了内容分发网络算法技术中 DHT 技术和传统中心化拓扑技术之间的对比，提出

优方案。  

3．研究未来核心网在提供 CDN 和存储基础设施情况下的融合架构，构建了一套模拟

P2P-CDN 网络的仿真平台，验证了各种优化算法。 

4．研究了 P2P 在云计算领域的应用，研究了大规模可运营的云计算技术方案。  

5．开发一种基于文件系统客户端的、与业务无关的内容分发网络原型系统。该系统实

现了对多种不同的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进行数据缓存和加速，并提供客户端应用开发的

API，实现应用程序与 CDN 网络的透明化无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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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如何推动我国低碳社会建设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王亚杰 

课题组成员：王亚杰，周  洪，唐一薇，张永泽，谢苗峰，熊  晖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该课题介绍了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的相关概念和背景，对英、美、德等国发展

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我国积极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低碳社会的形成提出了

几点启示。 

该课题阐述了中国在低碳经济世界中的能源与节能减排现状，指出了我国发展低炭经

济、构建低碳社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详细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社会面临

的经济、技术、社会、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该课题通过总结国内高等院校在低碳社会建设方面已取得的成效，总结出面对挑战和困

难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低碳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高等学校如何发挥其综合优势推

动我国低碳社会建设提出若干建议。 

该课题提出，要尽快启动“低碳化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要积极呼应

低碳国家战略，主动调整高校学科建设、专业布局、人才培养规划；要加强对低碳科研创新

工作的领导和支持；要进一步整合高校科研力量，建立跨院校跨专业的高校低碳科研协作联

盟，积极构建中国高校低碳研究网；要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注重发挥行业院校的独特优势；

要开发低碳教育课程和教材，开展全民低碳教育。 

 

突发事件下供应链系统的应急管理与协调机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军 

课题组成员：吴  军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以优化理论为基础，以模型分析与数值仿真为核心，综合运用运筹学、风险管理、

随机过程、动态规划等理论知识，深入研究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

理论分析方法、模型、与应用。 

与传统的风险中性供应链决策模型比较，基于风险的供应链决策为供应链管理者提供了

更多的多目标权衡策略；同时，传统的风险中性供应链决策是基于风险的供应链决策在特定

取值下的一个特殊情况。这也说明，基于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决策为管理者给出了更加丰富的

策略。与以往研究供应链风险的分析工具相比，课题采用的条件在险价值在某些条件下可能

给出解析解，从而为供应链管理者提供了更加直观的管理洞察，既方便为供应链管理者进行

优决策，也大大减少了问题求解、计算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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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背景下英语语言学习能力及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谊 

课题组成员：陈  谊，范姣莲，张钫炜，李文东，宋  曼，尹朝霞，侯建波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信息技术背景下英语学习产生的新特点，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学习英

语，提高英语阅读、翻译等能力；并对信息技术文本的翻译方式和策略进行了充分探讨，得

出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本课题主要成果为论文两篇，教材两本。 

论文《论 Web2.0 环境下英语学习模式的特点》探讨了 Web2.0 所支持的常用工具对英语

学习的作用，提出在 Web2.0 环境下的英语学习的新特点，尤其是对英语学习参与者的影响。

指出英语学习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摆脱了以往的模式，具有主动性、协作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地化翻译》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之下翻译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GILT。并且指出，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下，在本地化翻译蓬勃发展之际，翻译已经脱离了

原始的文本传递意义，发生了质的变化。翻译已成为一个新兴的、极具发展潜力的巨大产业，

译者也逐渐从文本工作人员转型为具备新型技术的翻译科技人员。   

教材《IT 时文英语》以提高国内 IT 从业人员、IT 爱好者和学生的英语水平为目的，帮

助读者在学习英语的前提下了解技术，基于技术之上学习英语。 

教材《信息经济英语》选题跨 IT 和经济两个领域；所选题材均为目前世界上 IT 发展的

新趋势，涉及移动通信、计算机、网络等诸多 IT 与经济相关内容，包括云计算之争、上网

本、社会网络、3G 等众多 IT 话题，并揉进许多经济商业运作实例。能够帮助读者克服阅读

困难，在双语环境下掌握 IT 经济，学习英语。提高英语阅读、写作和翻译能力。 

 

无线激光通信大气信道模型及大气激光通信系统 

模拟软件的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学院 

课题负责人：喻  松 

课题组成员：喻  松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针对激光信号在大气信道中的传输建模以及性能模拟问题，开展了理论分析、系

统设计和仿真开发工作。 

完成了对 Non-Kolmogrov 谱情况下激光信号的大气传输模型和若干重要概率密度分布

函数适用范围的创新性研究；开发了激光信号大气传输仿真软件，可用于搭建各种大气激光

信号传输系统并支持可视化仿真的功能，为无线激光通信系统的性能优化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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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合作式学习模式探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爱军 

课题组诚员：刘爱军，王  倩，郑春萍，陈  静，陈真真 

结题时间： 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网络环境下课堂合作学习模式的构建：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化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 

通过教学平台、资源平台、教学软件、电子课件等资源优化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依托网络

环境完成课后辅导、测试及教学管理的设计；通过网络系统平台实现互动助学；互动评价以

多元评价标准的立体评价体系的建构为目标，其中不仅包含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也包含学生

的自评和互评、学生对老师和资源的评价。 

2．网络环境下课下合作学习模式的构建：利用网络环境的平台，动态的教学评价体系

的建构可以将评估活动介入学生的课下学习过程，根据不同学习阶段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

求设计相应的教学支持手段来完成合作学习模式在课下的实施；依托网络环境，本课题将动

态教学评价的设计融合于课下小组合作学习的活动设计中，不仅是对形成性考核的完善，而

且补充了小组合作过程中的疏漏；课下合作小组活动设计包括小组活动准备阶段、小组活动

互评阶段、个体修改反思阶段、完成终稿演讲汇报阶段；动态评分标准：2010 年秋季学期

共安排 3 次实战演讲训练。学生一次演讲汇报的 终得分由两部分组成：稿件得分和临场得

分。其中，稿件得分取决于合作学习小组内部的互评打分、老师对于学生初稿终稿的评阅打

分、及两稿的进步得分。为了帮助学生明确具体的得、失分原因，老师将评分标准和细则在

线公布。 

综观整个教学实施过程，我们发现网络的介入和帮助弥合了合作学习的空档，提高了合

作学习的质量；学生对于同学间互评的接受度良好，大部分学生反映同学间互评对自己很有

帮助，并且能够根据同学的意见改进自己的语言运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老师的评判也

是十分必要的，老师的评分依然在学生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同学间互评的必要补充。 

 

汉日语气助词对比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熊  莺 

课题组成员：熊  莺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考察了汉语语气助词和日语终助词，在梳理归纳语气助词和终助词的语法、语气

意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汉日对比，探索了两者的异同。 

分析指明汉语语气助词和日语终助词的共性存在于：“使用场合：对话与独语”“句中

位置”“地域性”和“重叠使用”四方面；差异存在于：汉语中表示疑问语气的助词比较丰

富，使用比较复杂，是汉语学习者比较难以掌握的学习项目。日语终助词具有“男性用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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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用语”的特点，且交际功能发达，这是日语学习者比较难以掌握的学习项目。该课题认

为要正确掌握终助词的交际功能，就必须透过语法等语言表层特征，深层次地去挖掘其文化

背景。研究指出，日本长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以及“集团文化”给日语终助词造成

了极大的影响。 

该课题在总结归纳汉语语气助词和日语终助词的异同的基础上，针对非母语国家学习者

如何进行有效的语气助词和终助词教学，提出了参考性的教学方案。对于汉语语气助词的教

学，该课题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在初级阶段帮助学习者初步建立起语气助词

和四大句类的联系以及一些固定搭配。到中高级阶段之后，通过设置场景加强对语气助词的

实践练习，使学习者能更准确地理解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义和语境。另外还提出在教学中

着重进行搭配教学的重要性。对于日语终助词的教学，该课题也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教

学模式。在初级阶段，只需要求学习者掌握在表达上不可回避的终助词「か」「よ」「ね」。

「よ」「ね」的交际功能暂时不教。中级阶段，陆续引进「ぞ」「ぜ」「わ」「さ」「な」等终

助词。同时，为学习者梳理出哪些是男性用语哪些是女性用语，哪些是不能对上级或长辈使

用的词。高级阶段需要加强终助词的实践练习，通过设置场景对话使学习者能更准确地理解

终助词所表达的语气义和语境。另外还提出在中高级阶段，需要对「よ」「ね」的比较复杂

的用法进行梳理，使学习者认识到终助词的交际功能。关于这一点和终助词的男女性用语的

使用，该课题建议结合日本文化进行教授。 

 

中美网络媒体危机新闻报道的文体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慧 

课题组成员：杨  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1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考察了美国纽约时报网和中国人民网在危机新闻报道的文体特点。通过对谷歌事

件报道的具体实例，首先进行了客观数据统计，包括报道时间、报道篇数和报道类型等。继

而对两者的报道进行了详尽的内容分析。在具体内容分析基础上，从报道语相比较，报道结

构比较，报道叙事比较及报道理念语义比较几个维度，分析了中美网络媒体在对危机新闻报

道上的文体异同。 

通过具体的内容分析和文体比较分析，课题得出结论，纽约时报网和人民网对同一危机

新闻进行报道时：首先，在客观统计层面，纽约时报报道更及时、报道类型更丰富，尽管报

道篇数不如人民网，纽约时报 48 篇，人民网报道 60 篇，但是报道效度大于人民网，因为报

道具体字数多于人民网，人民网转载现象降低了报道效度。其次，在具体的文体分析层面，

课题发现在语相维度，纽约时报网站版面简明亲和，信息易得，人民网版面相对复杂，内容

繁多；在结构维度，纽约时报网在进行危机新闻报道时，倾向于使用倒金字塔结构和华尔街

日报体，或者使用二者的变体，结构相对完整丰满。人民网报道结构，遵循中国文章的传统

结构，通常包括开头、结尾和主体，故事性较弱，追求信息的新闻性，同时，在结构方面，

两者都囊括网络新闻结构基本构件，使用超链接现象也比较一致普遍；在叙事维度，两者的

共同点是网络新闻不同于传统文本叙事，而是网络文本所特有的零碎短小式叙事。但是，总

体看来纽约时报网的叙事逻辑多样，叙事视角多变，而人民网的叙事逻辑多为论证式叙事，

叙事视角单一，通常为俯视视角，有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具体实例可见官方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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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语义维度，两者的报道理念有很大不同，从而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观念，纽约时报报道

注重仔细描摹事实，注重报道事件，人民网报道注重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国家凝聚力、

团结力为第一位。 

由此可见，从文体学角度，国外媒体在对危机新闻进行报道时，更注重引用多元信息，

善于以具体的结构或结构变体，以讲故事的方式，多视角地描绘出对事件的报道，这样文体

特点，值得借鉴。 

 

IPv6 网络中蠕虫传播模型与对抗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林昭文 

课题组成员：林昭文，苏  飞，周  明，王振华，赵  钦， 

胡  睿，胡延楠，汪  迎，李俊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讨论了目前 IPv4/IPv6 网络蠕虫传播建模和防御技术的研究现状。对 IPv4/IPv6 网

络蠕虫的扫描策略和传播模型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和对比，并给出了几个适合在 IPv6 网络中

传播的蠕虫实例。通过分析已有的蠕虫传播机制和实例，可以更好地研究未来蠕虫可能的传

播策略，为蠕虫的防御技术研究打下基础。 

2．研究了蠕虫在 IPv6 网络中的多种扫描策略，在这些策略的基础上，结合 P2P 共享机

制，研究了能够在 IPv6 网络中形成大规模传播的新型混合蠕虫 NHIW，并提出了传播模型

TLWPM。仿真实验表明，NHIW 具有比随机扫描蠕虫更快的传播速度，IPv6 巨大的地址空间并

不能够完全阻止蠕虫的快速传播。根据此类蠕虫的特点，探讨了针对 DNS 和本地链路等相应

的防御技术。 

3．详细讨论了 IPv4 向 IPv6 过渡的三种技术。针对地址翻译技术，提出了 NAT 和 NAT64

环境下的蠕虫传播模型：NATWM 和 NAT64WM，两个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蠕虫传播的变化趋势。

讨论了 NAT 网关个数对蠕虫传播的影响。基于 NAT64 的真实环境，对扫描策略进行了验证。 

4．研究了平均场理论在分析蠕虫传播问题上的不足，建立了 IPv4/IPv6 网络 AS 级的加

权网络模型：WGLP 和 WCNM6。以 Routing 蠕虫为背景，提出了基于加权网络的蠕虫传播模型

球形模型，研究了 Routing 蠕虫在 IPv4/IPv6 网络 AS 级拓扑上的传播特点。研究了选择免

疫策略和基于图划分理论的免疫策略，讨论了两种策略对蠕虫传播的影响。 

5．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SSFNet 的大规模网络蠕虫传播演示系统 SSFNetWDS。SSFNetWDS

可以对当前流行的蠕虫传播模型进行动态演示，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对蠕虫在 AS 级拓扑

结构上的传播场景、传播曲线和感染过程进行刻画描述，能够对防御策略进行真实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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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色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的发展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学成 

课题组成员：杨学成，贾怀京，郑永彪，徐慧娟，赵  荔，王昭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行业特色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MBA 项目在我国高等教育中

占据重要位置。行业特色型 MBA 教育是 MBA 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对于行业特色型高

校和 MBA 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多，但是对于行业特色型高校的 MBA 发展模式研究尚有待深入。

该课题将 MBA 教育和行业特色型高校的研究很好的契合在一起，符合教育发展趋势，具有探

索性，创新性和前瞻性。 

该课题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总结和归纳了影响行业特色型 MBA 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国外标杆商学院特色型 MBA 教育的发展动态进行调查和研究，进而比较分析了国外先进的

特色型 MBA 教育与我国行业特色型高校 MBA 项目的异同点，剖析了发展特色型 MBA 的关键要

素，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行业特色型高校发展特色型 MBA 的相关策略。 

该课题重点剖析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泰

伯商学院等国外先进标杆，同时研究了国内多所行业特色型院校的 MBA 项目。研究结果表明，

行业特色型高校 MBA 的发展应从教育定位、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提升以及完善各

项保障条件等方面入手，推动 MBA 项目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毕业生。 

 

基于 GaAS 纳米线的微结构光纤功能器件探索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  霞  

课题组成员：张  霞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针对高晶体质量 GaAs 纳米线的生长、半导体纳米线与微结构光纤的组装工艺、

GaAs 纳米线组装后微结构光纤的基本特性以及基于 III-V 族半导体纳米线的微结构光纤功

能器件的探索方面开展了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 在 GaAs (111) B 衬底上生长了不同长度、不同直径的 GaAs 纳米线。 

2. 理论设计了具有平坦色散特性的新型微结构光纤，并分析了基于含金属银纳米层的

微结构光纤表面等离子体传感器性能。 

3. 尝试了纳米材料与微结构光纤的组装工艺，搭建了用于测试组装微结构光纤透射谱

的超连续谱光源。 

4. 探索得到了基于 GaAs 纳米线的双芯微结构光纤波长选择耦合器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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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战略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曾剑秋 

课题组成员：曾剑秋，谢明敦，张  静，李  芬，郭冬莉， 

张  剑，樊海岚，沈孟如，雷  俊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该课题研究报告主要有五个部分组成：（1）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战略概述；（2）中国信息

通信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方向；（3）世界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趋势；（4）高校对中国信息通信产

业发展的贡献；（5）对促进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的建议。 

该研究报告首先从信息通信业的重要作用入手，在分析其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指出其对经

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中国竞争力起到的重要作用，总结了信息通信业的产业特征。在此基础

上，对比中国信息通信业和世界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趋势，指出未来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

的重点领域，以及目前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存在的机遇和挑战， 终落脚于高校创新推动

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上，提出高校创新在理论支撑、技术支持、成果转化和人才支撑四个

方面对信息通信业发展产生贡献，并结合高校作用建议加大信息通信特色型高校投入、加强

对通信产业人才培养、促进信息通信产业产学研一体化。 

 

统一舆情监视管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肖  波 

课题组成员：肖  波，范桂群，陈  浩，贾宏强，胡亦清， 

彭  雨，吴利华，杨文漪，王  熙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与实现一套针对北邮校园网的舆情监视管理系统，该系统面向校园网信息源

（主要包括论坛、博客和微博、新闻网站等）和用户，采用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实时分析和

统计舆情信息。本课题还将研究校园网舆情监视管理框架、校园网用户行为分析、校园网

Web 资源自动分类与监视、校园网突发事件检测及热点话题检测。所有研究内容将应用到舆

情监视管理系统中。 

本课题实现的校园网舆情监视管理系统共分为五部分，自下而上依次为数据采集层、数

据存储与索引层、数据分析层、业务展示层四个子系统，此外，还有管理维护子系统。各子

系统均与数据库系统交互。管理维护子系统负责对整个系统的管理和维护。 

数据采集层采用 VC++和 Python 语言开发，本系统共开发了多套爬虫系统，分别针对论

坛、博客、微博、新闻网站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爬取。数据存储数据库采用 MySql 系统。数

据分析层采用 VC++开发，主要进行数据挖掘、统计分析、热点聚类、资源分类等处理。业

务展示层和管理维护子系统均构建在 Apache Web Server 上，采用 php+Ext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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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校园中的智能图书馆示范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图书馆 

 课题负责人：龚向阳 

课题组成员：龚向阳，董晓霞，阙喜戎，王文东，严潮斌，韩为民，施怀鹃，  

荆林浩，郭文丽，王  茜，高国威，徐  冬，李  慧，张若林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物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图书馆的设计与部署方式，设计一种具有适应性和可扩

展性的建筑物物联网设计部署框架和结构，能够适用于快速开发和部署智能图书馆应用。在

此基础上，研究新型物联网应用在该框架内的实现方式和技术，设计实现一个智能图书馆服

务示范演示系统系统，其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  

1．基于室内外融合定位的读者阅览导航系统。系统对图书采用 RFID 技术进行定位，提

供读者在智慧校园到图书馆内部的无缝导航服务，读者利用移动终端访问智能图书馆服务查

阅图书和资源信息，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定位和图书导航信息，在读者查询到特定图书时，

同时向用户提供从当前位置到图书所在楼层、阅览室和书架位置的路线信息，实时导航帮助

读者找到所需的图书。 

2．基于位置的图书馆消息发布与推送。系统感知读者位置，当用户持有移动终端移动

到图书馆附近时，系统主动推送给读者他所感兴趣的图书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利用用户终端，

使信息在一个范围内的传播到其它用户。 

3．基于 ZigBee 传感器的环境监测。用户可以通过终端查看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

噪音等环境信息，同时可以查看历史记录和相应的图表信息。 

4．基于位置信息的如影随形视频跟踪监视系统。读者在移动终端上查看室内环境和对

特定的节点进行跟踪查看。 

该系统目前已部署于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样本书阅览室提供功能演示。 

 

双频功放设计及其线性化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于翠屏 

课题组成员：于翠屏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深入研究了功率放大器的双频带匹配技术，首次成功研制了基于微带匹配的、可

同时工作在两个频段、并且每个频段带宽应大于 100MHz 的双频功率放大器；中心频率分别

为 2.12GHz 和 3.45GHz，两个频带的增益分别为 14.4dB 和 15.1dB。同时对双频功率放大器

的线性化技术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双频功率放大器预失真技术可能的实现方式，并通过仿真

进行了验证。建立了功率放大器预失真技术验证系统，为后续功率放大器预失真技术研究提

供了快速验证平台，有效加快了线性化算法有效性的验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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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传播特点与政治影响力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学成 

课题组成员：杨学成，陈  飞，隋  越，兰  冰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校定自筹项目。 

近年来，微博的迅速发展使其已经成为除新闻媒体外的第二大社会化媒体，其特性及传

播机制与传统媒体有很大差别。政务微博作为其中的新生力量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利

用微博平台进行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与民沟通、倾听民意、问计于民的重

要手段和工具。但是对于政务微博的政治影响力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关于政务微博如何运营

和管理也缺乏相关研究予以指导。本研究将微博的特性与其政治影响力的研究很好的契合在

一起，研究结果可以很好的知道政务微博的发展，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和前瞻性。 

近半年来微博平台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政治影响力凸显。

政务微博作为微博平台中的新生力量，表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也在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问题

和挑战。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务微博的政治影响力，使政务微博成为党和政府对外宣传和舆情

引导的有力工具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该课题深入的分析了微博政治影响力凸显的原因，

并结合对一手数据的剖析，为政务微博的运营和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该课题重点关注微博独特的传播机制，并结合收集的与政务微博发展相关的信息和资

料，分析和评估政务微博发展现状及其政治影响力凸显的原因。然后，通过收集“北京西

城”、“微博云南”、“成都发布”三个政务微博的一手数据，深入剖析以上三个政务微博

的经验与不足， 后提出科学有效的指导政务微博运营和管理的相关建议。 

 

B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异质结构的 

LP-MOCVD 生长与特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  琦 

课题组成员：王  琦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针对 InAs/GaAs 及 B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的生长机理与特性分析等方面开展

了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利用 LP-MOCVD 技术制备出了面密度大于 10
11
/cm

2
的高密度

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采用 GaAs 盖层的 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的室温 PL 谱半高宽窄

至 39meV（PL 谱峰值波长为 1194nm）；采用 InGaAs 应变减少层（SRL）代替 GaAs 盖层，将

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的室温 PL 波长拓展到了 1328nm（PL 半高宽为 44meV）；生长出了面

密度大于 2×10
10
/cm

2
的 B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采用 InGaAs SRL 后 BInAs/GaAs 量子点

室温 PL 谱峰值波长达到 1322nm，PL 谱半高宽窄至 40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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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应用系统前端防碰撞及传播特性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英海 

课题组成员：张英海，王卫东，王首峰，陈  文，徐乐西，孔宪伟，刚红润，赵立萍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校级科研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 RFID 应用系统中的防碰撞算法及不同频段、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电磁波

传播特性。前期课题组从两个研究方向——“RFID 应用系统的防碰撞算法”和“RFID 标签

电磁波传播特性”入手，展开调研，考察国内外研究现状。在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深

入学习了 RFID 应用系统的实现流程，开发了一套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的 RFID 识别测试仿真

平台用来研究 RFID 标签的电磁传播特性，同时还搭建了测试 RFID 应用系统防碰撞算法的

matlab 仿真平台。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沿着这两个研究方向展开深入研究，总结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后，课题组分别采用 RFID 识别测试仿真平台和 matlab 仿真平台完成了所提方案的性

能评估和优越性验证。 

总的来说，本课题对 ALOHA 及二进制树算法进行的深入研究，取长补短开发出了一种性

能更加优良的防碰撞算法，该算法是基于智能 RFID 系统场景下，对传统防碰撞算法进行改

进，降低 RFID 系统的防碰撞比率，提高系统吞吐率，在系统时延、能耗等关键技术参数都

得到提升，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场景。同时，在对各种不同应用场景的 RFID 标

签电磁波传输特性的研究上，通过仿真平台对路径损耗、信道衰落、传输能力等无线参数进

行的定量对比分析， 终得到了各应用场景、环境下的电磁波传播特性分析，为各行业 RFID

应用的频段选择、标签功率选择、RFID 系统规划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码垛机器人的计算机辅助概念设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忠明 

课题组成员：李忠明，刘  伟，夏可金，涂聃娜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以码垛机器人的概念设计为研究对象，形成了面向需求配置的计算机辅助概念设

计方法。对码垛机器人的设计需求指标和功能载体的多种属性进行了数字化，借鉴了层次分

析法对属性量化值进行一致性检验，保证了数字化的合理性。依据人机交互模块中的参数设

置，基于评价函数可以得出优化的设计方案。对于方案求解过程中的整数规划问题，提出了

整数规划的旋转矢量求解方法，通过与其他方法的比较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开发了码垛

机器人的计算机辅助概念设计软件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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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TE-A 系统的多天线传输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朝炜 

课题组成员：王朝炜，张英海，王卫东，崔高峰，余  阳，王  芳，闫飞燕，张万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TD-LTE-Advanced特定技术和方案，特别是具有TDD优势的多天线传输技术。

前期课题组从三个研究方向——“基于多天线的 TD-LTE-A 无线中继技术研究”、“考虑小

区间干扰的多用户 MIMO 预编码”、“基于频谱聚合的 MIMO 模式选择”入手，展开调研，考

察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深入学习了 TD-LTE-Advanced 物理层流程，开发

了一套基于 matlab 仿真软件的、用于 TD-LTE-Advanced 特定技术评估和测试的全链路仿真

平台。 后，课题组采用全链路仿真平台完成了对所提方案的性能评估和优越性验证。 

总的来说，本课题在深入挖掘 TDD 相关技术在实现 LTE-Advanced 高性能需求中的优势

的基础上，实现了 TD-LTE-Advanced 系统设计，并研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TD-LTE-Advanced 核心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相关技术的应用研究和标准化，为形成

TD-LTE-Advanced 标准以及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自行车机器人动力学建模与控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  磊 

课题组成员：郭  磊，黄用华，于秀丽，王  东，宫达磊，陈晓磊，仲明伟，张鹏翔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设计出了前轮驱动和后轮驱动两种自行车机器人实物样机。已完成该两种自行车

机器人测控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建立了一种新的可进行轨迹规划的自行车机器人动力学模

型：采用 Kane 方法建立了前轮驱动自行车机器人在水平面运动和爬坡状态下的动力学模型，

提出了评判前轮驱动自行车机器人爬坡能力的性能指标。建立了车把转角为 90°和 45°时

前轮驱动自行车机器人的定车和回转运动的动力学方程，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这四种运动实

验。建立了自行车直线平衡行走的动力学模型，提出了直线行走的平衡控制算法，成功地实

现了直线稳定平衡行走实验。设计了自行车机器人动力学模型的惯性参数辨识算法。设计了

自行车机器人非线性稳定滑模控制算法。已经成功的进行了基于自行车机器人实物样机的五

个实验。其中的前四个实验（车把转角为 90°时定车实验、车把转角为 45°时定车实验、

车把转角为 90°时圆周运动实验、车把转角为 45°时圆周运动实验）是在全球首次实现的

实验， 后一个实验（自行车机器人直线行走实验）是在国内首次实现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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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唐  进 

课题组成员：唐  进，刘玉坤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针对监控图像分辨率不断提高，数据量不断增长以及监控技术日趋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 DSP+FPGA 架构的高分辨率智能监控系统测试支撑平台，该平台针对现有

视频监控技术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系统结构。分布式视频监控系统可有效提高视

频监控系统的可靠性，将部分底层视觉分析工作下发到视频采集终端，实现系统危险和功能

的分散。系统包括基于 DSP(TMS320C6455)+FPGA（XC2VP20）+专用压缩芯片(Fujitsu MB86H51)

的高速视频采集终端电路，基于 Xilinx 公司的 XC3S50 为主控单元的通信传输电路，基于

DSP(TMS320DM6467)+FPGA（XC6SLX75）的视频采集终端电路，所购建的视频监控终端还能为

其他各种高速摄像应用系统提供一种质量更好，费用更低，功能更完善的新型高速采集系统

解决方案。 

软件方面，研究了复杂场景下的运动物体的检测、识别、分类算法，针对高清晰度视频

图像的特点，评估多种图像处理算法鲁棒性、准确度及响应速度，并用 vc 编写了上位机通

信连接及数据接收软件，运动物体检测及追踪算法仿真及测试软件，通过多次仿真及理论计

算成功的将优化后的算法移植到基于达芬奇技术的 TMS320DM6467 视频采集终端，构建了一

个高分辨率的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测试平台，并在此系统平台上实现人体运动的路径检测与报

警。 

 

机器人创新设计中的概念设计知识挖掘、 

提取和重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盛  卿 

课题组成员：盛  卿，王希萌，侯文君，纪芳磊，康  凯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总结了概念设计知识表达体系和设计创新的主要方法，提出概念设计知识需求模

型；建立了一种基于“流”的专利知识可视化模型，其以“任务流”为线索，能动态地展示

专利文本中所隐藏的深层知识；进一步开发了一种基于“流”的专利创新原理知识发掘机

制，并在分析 40 条 Triz 发明理论、100 个红点奖和 30 个机器人发明专利的基础上总结了

24 条概念设计创新原理；初步建立了支持机器人概念创新的知识资源管理系统，搭建了系

统构架，进行了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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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操作增强现实中多层次虚实遮挡检测及 

遥感知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欣 

课题组成员：高  欣，贾庆轩，陈  钢，孙汉旭，叶  平，张延恒，宋荆洲，褚  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在基于标志物的三维注册算法基础上提出一种左右视频图像的快速注册算法，将三

维虚拟机器人与两路视频进行了动态融合。 

2．提出并实现了一种基于立体视觉和位姿估计的增强现实多层次虚实遮挡处理新方法，

实现了快速高精度遮挡处理。 

3．提出了一种面向遥操作增效场景的遥感知互动模型构建方法，探索了多视点视差图

的快速生成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 Delauray 三角剖分的中间视合成方法。 

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一个机器人遥操作增强现实仿真试验支撑环境，结合机器人遥操

作实例，在建立的遥操作增强现实支撑环境中进行整体试验、调试，验证了本课题提出的理

论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该课题的关键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应用领域，如机器人遥操作、辅

助医疗系统、数字化工程设计增强现实系统、装备的装配训练与维修、教育等领域；真实环

境立体视觉影像与三维虚拟对象物体的实时动态无缝融合技术以及基于双目立体匹配的多

层次虚实遮挡检测技术可以应用于包括游戏、娱乐等产业在内的其它增强现实应用系统；人

机多维信息互动模型及其实现方法可以提升人机交互技术的实用化水平等。 

面向高档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恒文 

课题组成员：张恒文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以现有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为基础，面向高档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应用等主要技术

难题，在与其他老师的合作之下，利用网络技术、控制技术、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等实现

对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的远程控制和融合，并以此达到数控机床和智能机器人协同工作，

为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搭建了远程监控系统软件平台，实现了数控机床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讯。 

2．提出简单轴类零件 CAD/CAM 信息模型，从 CAD 获取信息，并采用数控语言编程方式

生成前处理程序，采用英国的 edgecam 软件作为仿真软件，采用直线插补算法，对轴类零件

的数控加工进行前置处理和后置处理功能，实现了简单零件的数控加工仿真。 

3．研究数控加工仿真模型，建立轴类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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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型机器人定位与导航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叶  平 

课题组成员：叶  平，李自亮，王  轩，张天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针对目前球形机器人的定位问题，本课题对球形机器人定位与导航系统关键技术开展了

研究，设计并研制了结构新颖、搭载双目立体视觉的半球差动球形机器人系统，建立了球形

机器人运动模型和视觉观测模型。提出了基于双目立体视觉的球形机器人定位算法，通过图

像特征点提取与跟踪、运动补偿、运动估计、Kalman 滤波更新等步骤实现球形机器人运动

参数估计，从而获得了球形机器人全局坐标和路径轨迹。经实验研究和验证，具有良好的实

时性和较高的精度。提出了基于立体视觉定位的栅格地图构建算法，采用稠密立体匹配获得

有关环境深度信息的三维点云图，将三维点云图投影到二维栅格地图，同时采用二值贝叶斯

滤波算法实现环境栅格地图的在线构建。获得的栅格地图可直接用于球形机器人路径规划。

搭建了球形机器人视觉定位与导航系统，包括硬件平台搭建和软件系统具体实现，在此基础

上，分别对立体视觉定位、栅格构建地图、路径规划进行了实验研究，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 

 

基于物联网的农畜产品供应链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苏志远 

课题组成员：苏志远，刘  魁，朱元友，束  欢，丘岳峰，张丽熳，高  鹏，于  泷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以农畜产品生产、农畜产品流通和生活消费品为研究对象，以 RFID 技术、物流

技术等为技术基础，研究了农畜产品流通流程、安全控制以及相关作业模型。主要完成了以

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1．深入研究了不同的 RFID 中间件产品以及不同厂家的不同种类的 RFID 设备后，研制

了适应农畜产品各节点数据采集需求的基于大数量设备协同，大容量数据处理的 RFID 中间

件产品原型系统。 

2．针对农畜产品物流供应链的特点，研制完成了适应农畜产品物流运输过程中的全程

质量安全监控需求的基于 GPS/GIS/GPRS 及温湿度监控的物流车辆监控原型系统，系统支持

大容量数据的实时处理。 

3．深入研究了客户订货-配送中心-农户（农村合作社）农畜产品配送模式，建立了“基

于 RFID 的农产品物流全程溯源平台”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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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土污染造成电接触故障机理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怡琳 

课题组成员：周怡琳，孔志刚，许良军，林雪燕，吕  阳，刘宏达，刘利彪，洪  川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严重的尘土污染对电子设备的电接触可靠性危害很大，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可靠性。本

课题针对尘土代表性颗粒对电接触可靠性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通过测量电子通信

设备中失效电触点的表面尘土污染状态和电气特性，获得造成电接触失效的尘土成分、形貌、

分布特征，及其与电接触失效的关系。进行了尘土造成触点失效的模拟实验，研究尘土代表

物质的颗粒特性与尘土进入触点界面造成静态、动态失效机理的关系。建立了液态有机物介

入的颗粒粘接模型，研究有机物对颗粒产生的静态和动态液桥力的粘接机理和有机物接触

角、粘度、表面张力、颗粒尺寸等影响参数。通过振动实验验证有机物对触点界面颗粒的粘

接作用与颗粒种类和尺寸的关系，以及有机物粘接作用的 低临界浓度值与实际应用环境的

近似对应关系。提出连接器电触点尘土环境模拟选用石英、方解石、云母和乳酸钠等代表物

质，结合有机物浸涂、尘土颗粒扬撒和动态触点模拟进行电连接元件可靠性评估方法。为进

行动态触点模拟，还设计研制了 4通路滑动电接触测试系统。 

 

Lévy 过程驱动的金融市场相关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  清 

课题组成员：周  清，张丽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完备市场上未定权益的多代理合作对冲问题。 shortfall 风险用 g-期望刻划，

当风险有界时，利用 g-概率下的 Neyman-Pearson 引理，给出 优合作对冲策略的显式表达。 

2．与博弈论交叉，在一般半鞅模型下，研究了动态投资的期望效用 大化问题利用随

机优化和倒向随机偏微分方程（BSPDE）理论，给出了 Pareto 优合作策略的刻划，并且

刻划了合作严格 Pareto 控制非合作的情况。 

3．研究了由 Lévy 过程驱动的单反射和双反射障碍的 BSDE 解和比较定理，利用

Tanaka-Meyer 公式给出了单反射障碍的 BSDE 解的比较定理；利用 Snell envelope 理论给

出了 Mokobodski's 条件下，双反射障碍的 BSDE 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并给出其解的比较定

理。给出了一类 Lévy 过程相关的 Teugel 鞅和独立布朗运动联合驱动的 BSPDEs 解的存在

唯一性定理，此类 Lévy 过程要满足一定的矩条件。研究了一类依赖于时间、带 Poisson 跳

和无限时间延迟的随机演化方程，在非 Lipschitz 条件下证明了广义解的存在唯一性，并

应用于带 Poisson 跳和无限时间延迟的随机非线性波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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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振子的全局同步及其规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肖井华 

课题组成员：肖井华，杨胡江，赵晓红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在理论上突破了参数不同的 Kuramoto 模型在一般情况下振子数越多耦合强度要

求越大的认识，实现了无限长耦合 Kuramoto 模型在有限耦合强度下的同步。并引入了参数

粗糙度的概念，得到了参数粗糙度和临界耦合强度的对应关系。同时发现了任意初始自然频

率分布时，在不同排列下，周期边界条件的一维 Kuramoto 振子链的临界耦合强度满足对数

正态分布的规律，为工程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本课题是对于深入全面理解耦合非线性系统

的同步过程的基础研究成果。 

本课题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实现了耦合单摆在外驱动下的同步，得到了复杂单摆运动的

规律，不但对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可以用在教学上，让学生学习复杂系统知识。本

课题还同时从实验和数值模拟上，研究了耦合节拍器的同步现象及其控制。为理解惠更斯经

典同步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一维异质半导体纳米结构的制备及其 

非线性光学特性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雷  鸣 

课题组成员：雷  鸣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成功设计出了一种简易的、普适性的溶剂热合成法来制备一维异质半导体纳米结

构如 TiO2-CdS, TiO2-CdSe, TiO2-ZnS, TiO2-ZnO。并详细表征了这些异质纳米结构的微结

构特性，我们发现 TiO2 纳米管结构的不稳定性及纳米线的极性在异质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TiO2 纳米管在溶剂热过程中首先转变为细小的 TiO2 核。同时, [0001]

生长方向的铅锌矿纳米线，纳米线的两端分别富含高反应活性的阳离子（0001）和富含阴离

子（000-1）极性面。一方面，含阳离子（0001）极性面表现为每个阳离子带有一个悬键，

而含阴离子（000-1）极性面却表现为每个阴离子带有三个悬键。另一方面，极性铅锌矿纳

米线会发生表面重构：阳离子带有的一个悬键消失，而阴离子带有三个悬键会完全显露在外

表面。这样含阴离子的（000-1）极性面比阳离子的（0001）极性面更具有化学活性。所以

具有更多悬键的阴离子（000-1）极性面更具有化学反应活性，更容易作为 TiO2 核进一步生

长的活性位点。TiO2核在阴离子（000-1）极性面上团聚，生长， 终形成TiO2-CdS, TiO2-CdSe, 

TiO2-ZnS, TiO2-ZnO 异质纳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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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学物理交叉的前沿问题探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川 

课题组成员：王  川，李海红，周  清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的关注点是量子信息处理，不完备金融市场中的定价问题以及演化囚徒困境博弈

理论等问题。项目旨在将信息理论，数学理论与金融学结合开展理论研究。在量子信息处理

问题中，研究基于量子点与光学微腔的相互作用系统，通过光子作为飞行比特，将量子信息

通过光子与电子的相互作用完成。在这个系统上，完成光子与电子杂化纠缠态的产生以及有

效保持和增强。研究通过该系统设计量子中继的方案,可以实现长距离的有效纠缠。研究不

完备金融市场中的定价问题，并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

为有关的监管机构与实业机构提供技术参考。考虑金融市场中的偶然事件和风险，研究跳扩

散模型下奇异期权的定价问题；研究分数维布朗运动驱动的金融市场模型下的动态定价问

题；深入探讨由布朗运动驱动的反射 time-delayed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和比

较定理，以及在金融和保险中的应用。第三部分利用平均场近似理论及数值模拟实验方法，

通过对具有多子系统网络内个体迁移同策略共同演化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研究，分析个体

在子系统内部的迁移及子系统之间的迁移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揭示个体迁移导致合作行为

改变的基本机制以及个体迁移方式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金属介电多层膜中表面等离激元极化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阎结昀 

课题组成员：阎结昀，代琼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是研究金属介电多层膜结构中的 SPP 的传输。研究成果一是

系统地研究了金属介电平面三层膜结构中的表面等离激元传输特性，包括传输色散关系，能

流特征以及这些物理量对结构参数的依赖关系等；二是系统地研究了金属介电圆柱形多层膜

结构中的表面等离激元传输特性研究，包括传输色散关系，场分布情况等。同时，该课题还

终找到了在金属介电圆柱形多层膜结构中的表面等离激元的光孤子传输模式。 

该课题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通过断边重连的方法来研究从具有结构的网络到充分混合

的网络的过渡。该课题提出一个新的模型：网络中的每一条边被赋予一个参数 τ，刻画边

的两次断开重连动作的时间间隔。研究结果表明，参数 τ 可分为三个区域：τ 值很大时合

作者密度会达到没有断边重连的水平；τ 值很小时平均场理论适用于系统的演化；而中间

范围的 τ 值则对应网络从具有结构的网络到充分混合网络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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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光子晶体中光学效应增强的计算和 

结构优化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袁健华 

课题组成员：袁健华，帅天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光子晶体非线性效应增强的数学模型和快速算法；晶体结构 优

设计中若干反问题的数学模型和数值计算问题。包括：非线性光子晶体集成结构数学模型，

复杂晶格带隙结构快速算法和自适应有限元算法的研究；光子晶体微腔中非线性效应的产生

和增强的数学模型和数值算法研究，光子器件中晶体结构 优设计的反问题以及其数值求解

等。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包括： 

1．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复杂晶格结构设计高精度有效的快速算法，完成典型光子

晶体带隙结构的变分形式设计，有限元算法或自适应算法的构造。 

2．基于光子晶体的 DtN Map 方法，设计了光子晶体波导问题的数值算法，进行了数值

模拟工作。 

3．改进了了非线性光子晶体谐波增强的 优设计数值算法，研究了光子晶体中光子带

隙增大的 优晶格设计数学模型和数值算法。 

4．研究了光 WDM 网络中的一类组播路由与波长分配问题，基于优化理论提出了多项式

时间的 优算法和双因子近似算法。 

 

基于表面等离激元的量子信息过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川 

课题组成员：王  川，张  勇，金光生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量子信息学的研究是目前国际上的一个前沿热点。本课题在量子态传输和保持、量子信

息存储、量子中继和量子通信等相关问题上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首先提出了利用科尔介质

实现的量子纠缠产生方案，作为量子信息处理的有效资源加以利用；由于量子态的退相干效

应明显，研究人员继而发展了利用量子点微腔系统实现的量子纠缠纯化和纠缠浓缩方案，并

将其推广到杂化纠缠纯化和浓缩方案，可以有效的实现量子纠缠的保持。另外，在量子通信

研究中，课题组成员提出了多种实际条件下的抗噪声量子通信方案，将纠缠纯化理论作为量

子中继的关键步骤实现了远距离的量子通信过程，给出了实际条件下的长距离量子中继的效

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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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优化相关问题研究及粒子群算法求解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新超 

课题组成员：赵新超，钱  江，王文彬，向  文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分析，发现多目标优化问题在各个目标搜索方向上搜索步长和导引方向有很大

区别，基于阻尼震动的思想，通过不同的阻尼系数和振幅，提出在各个目标方向上阻尼搜索

的自适应搜索算法，实现多目标优化的自适应求解方法；针对多方向搜索特性，提出多群体

协同搜索的扰动粒子群算法。 

2．为充分挖掘粒子群体搜索的多向性和全局性特点，分析指出群体的重心和当前 优

解所在的位置向量差反映出算法群体搜索和 优搜索导向的偏差，用该向量差修正当前粒子

的搜索方向，给出算法的分析性质，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该思想的有效性；通过分析全局

优粒子对算法搜索性能的影响，提出 优粒子扰动以增加多样性和克隆选择以增强局部勘探

相融合的思想，实现全局搜索和局部搜索平衡的搜索方案。 

3．针对一种通用的群智能算法模型，用随机过程和随机分析的工具，分析了算法对一

般性的高维多峰函数的收敛性。 

4．针对向量搜索的方向问题，本课题考虑了矩阵的 小范数和偏二次特征值指定问题，

通过求解低阶线性系统特征值的指定问题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并通过 SDP 松弛和扰动的思想

求解了声源定位问题和 OVFDM 的通信系统。 

5．针对粒子群算法及改进思想，本课题还开展了粒子群算法在 web 服务选择、背包问

题、声源定位和 OVFDM 通信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一系列结果。 

 

基于表面等离激元的单光子产生和探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焦荣珍 

课题组成员：焦荣珍，马海强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从理论上建立量子化的理论模型，给出表面等离激元效应的精确描述；研究量子

光场与纳米金属结构上表面等离激元的相互作用，探索表面等离激元与光场相互作用的具体

物理机制，分析以通讯光纤耦合的单光子信号探测系统的性能，研究单光子产生、高效的单

光子探测器，研究不同设计对单光子探测时间抖动、暗计数、计数速率等关键参数的影响。

建立低温下稳定的光耦合单光子信号检测系统，研究低温系统的屏蔽性能、直流偏置电路的

噪声以及单光子信号的耦合方式，以实现 佳的信号耦合和单光子检测效率；通过探索光学

减反层、光学谐振腔及金属纳米线的占空比的设计，进一步提高单光子探测器的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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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多类数据包的通讯网络资源优化配置及 

行为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建奎 

课题组成员：杨建奎，郭永江，李晓花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对于 HLPPS 服务机制，在 Re-entrant Line 中建立了排队模型，并找到了稳定性的充分

条件。 

考虑到有些类型顾客潜在服务需求较大，需为其预留服务能力，并保证服务的稳定性，

故对 HLPPS 服务机制进行了调整，提出了 MHLPPS 服务机制，建流体模型，并 终给出稳定

性的充分条件。 

针对 Heavy  traffic 条件下的排队网络，研究了多型顾客的重入排队，建立了在优先

权服务规则下的扩散逼近极限（半鞅反射布朗运动）的存在性。 

在建模的过程中，对离散排队进行流体逼近，还考虑 大队长优先服务规则。由于该规

则为动态优先权，在求流体极限时如何配置服务员的服务状态，已找到一些方法，并对简单

拓扑结构网络已有稳定性及 Heavy traffic 极限定理。 

对于拓扑结构相对简单的单服务台排队系统，比如 GI/G/1 型，在研究流体模型的时候

发现，利用斜反射原理，能够轻易的找到队长的过程的流体逼近速度。即使是顾客带有休假

机制，也不会影响斜反射原理的应用。从而给出该系统流体逼近的指数收敛速度。应用传统

矩阵分析方法，考虑了该系统的几种不同收敛速度，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已有结果。 

 

临界点理论在脉冲微分系统及其相关问题中的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  玉 

课题组成员：田  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运用非线性分析中临界点理论研究各类微分、差分和脉冲系统边值问题的解的存

在性、多解性及振动性。重点研究脉冲微分系统解的性态。以往主要运用传统方法（拓扑度

理论和上下解方法）来研究。本课题运用新的方法，即临界点理论中的山路定理、指标理论、

莫尔斯理论和对偶 小作用原理，建立新的结论，使之更简洁易于使用。本课题研究将对微

分、差分方程的 Sturm-Liouville 边值问题，脉冲系统的理论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将扩展

临界点理论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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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等离激元 Fano 干涉等传输特性的研究及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建军 

课题组成员：陈建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在理论和实验上研究了表面等离激元微腔及其共振耦合的现象，并实现了一定功

能的微纳表面等离激元光子器件。实验上，利用介质膜覆盖的超紧凑的非对称纳米单缝实现

了表面等离激元宽谱单向激发，在纳米集成光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该器件中，由于介质

膜的覆盖，非对称单缝中槽内的表面等离激元反射率变高，从而使向左透过的表面等离激元

变弱，同时 FP 腔的共振谱变窄，从而实现了表面等离激元宽谱单向激发，谱宽可大于 370 nm，

消光比大于 13 dB。另外，该课题用散射理论研究了表面等离激元微腔之间的耦合以及这种

耦合产生的非对称谱，分析了其中的物理机制，发现这种非对称谱是来自不同腔之间的强烈

耦合，并且对不同腔的共振谱的位置和谱宽没有很高的要求。 后，把这种耦合机制应用到

表面等离激元 Y 分支分束器中，使该分束器的的波长分辨率(Δλ≈15)远远小于单个谐振腔

的谱宽(ΔλFWHM≈110 nm)。这种腔共振耦合机制对设计和实现超紧凑、高波长分辨率的表

面等离激元器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光纤通信中的孤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单文锐 

课题组成员：单文锐，郑  直，王  明，耿  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2 + 1)维 Kdv 方程和非线性光纤通信中变系数掺铒光纤中的薛定谔-

麦克斯韦-布洛赫方程的多孤子解.课题利用 Hirota 双线性方法分别给出了了(2 + 1)维 Kdv

方程和薛定谔-麦克斯韦-布洛赫方程的双线性形式及 backlund 变换。利用小参数展开法给

出了方程的单孤子及多孤子解的解析表达式，并利用 Mathematic 软件用图示的方法讨论了

在各种参数的不同取值的情况下，孤子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并分别阐述了所研究结果在实际

背景中的实际意义。 

    在研究非线性光纤通信中变系数掺铒光纤中的薛定谔-麦克斯韦-布洛赫方程时，发现该

方程具有非线性薛定谔方程的自感应透明孤子的传输和相互作用的机制, 并且对于方程中

系数的不同取值时,方程有双峰的暗孤子和亮孤子解，同时，还发现由掺铒光纤原子引起的

自感应透明现象导致了孤子相位和速度的改变。这些性质对于在光孤子传输的实际应用研究

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231 

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与证明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奋卓 

课题组成员：郭奋卓，苏  琦，宋婷婷，贾恒越，何昱锋，刘  斌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分析了一类基于纠缠交换的多方量子秘密共享协议，并对此类协议提出一种有效攻

击及改进方案。通过此攻击，未授权的秘密分享者集合能够恢复秘密分发者的秘密。分析表

明纠缠交换不仅是保证该类协议可行的关键性质，而且给协议带来了致命的漏洞。 

2．提出一个两步信道加密协议，并证明了协议在抵抗 一般的个体攻击下的安全性。

利用事先共享的纠缠对作为量子密钥，通过一个 EPR 载体平均可以建立 2 比特的密钥。理论

上，协议的效率可以达到 100%。在理想情况下不需要消耗任何纠缠，包括量子密钥和信息

载体态，就可以建立任意长的密钥。该协议可以抵抗专门针对其他信道加密类协议的一种特

殊攻击。 

3．提出两个基于 GHZ 态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该课题发现其中的一个漏洞，窃听

者可以利用 GHZ 态的一种特殊性质“相关可提取性”来获得一半信息而不被检测到。该课题

详细地给出攻击策略，还给出了可行的改进方法。 

 

多线性奇异积分算子交换子的有界性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默会霞 

课题组成员：默会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了齐次群上的多线性 Hardy operators 交换子在 Herz 型 Hardy 空间等的有界

性。 

2．研究了带变量核的 Marcinkiewicz 积分交换子在 Lebesgue 等空间的有界性。  

3．研究了多线性分数次积分算子交换子在乘积的 Lebesgue 空间，Lipschitz 空间，

Trible 空间等的有界性。 

4．研究了多线性奇异积分算子交换子及其极大交换子的 LlogL 型端点估计和加权有界

性。 

5．研究了多线性 Calderón-Zygmund 奇异积分算子交换子在乘积的 Lebesgue 空间，

Lipschitz 空间，Trible 空间等的有界性。 

6．研究了带变量核的 Marcinkiewicz 积分交换子在 Herz 型 Hardy 空间的有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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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面等离子滤波器的新型高速光探测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尚玉峰 

课题组成员：尚玉峰，朱洪波，王  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具有金属亚波长光栅结构光探测器，提出并实现了利用金属亚波长光

栅结构反射镜替代传统多层分布布拉格（DBR）反射镜，减小工艺复杂度，使得器件便于集

成化，同时利用叉指电极结构可以减少探测器寄生电容，使探测器响应时间明显变小，提高

探测器响应速度。本课题对金属亚波长光栅进行了深入理论分析和研究，分别对条形、环形、

及基于绝缘衬底上硅材料（SOI）型 MS 亚波长光栅进行仿真，优化设计并制作出了金属亚波

长光栅，然后利用苯并环丁烯(BCB)将金属亚波长光栅与探测器进行键合，成功实现具有金

属亚波长光栅反射镜光探测器的制作。具体成果如下： 

1. 对金属亚波长光栅进行了深入理论分析和研究，得到优化后仿真结果。包括条形光

栅、环形光栅、圆孔阵列光栅和圆柱阵列光栅设计和仿真。 

2. 完成了条形金属亚波长光栅制作和测试。光栅结构为 Si 上面镀 Ti（5nm），然后镀

Au（35nm），将金属膜刻蚀圆孔形光栅，周期为 450nm，空气圆孔直径为 180nm。 

3. 将基于 SOI 衬底金属光栅与探测器利用苯并环丁烯(BCB)键合，成功实现具有金属亚

波长光栅反射镜光探测器的制作，通过实验结果比较可以看出增加金属亚波长光栅可以提高

探测器响应 20%以上。 

 

半导体材料科学中的高阶非线性抛物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秀卿 

课题组成员：陈秀卿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了半导体材料科学中产生的具有量子效应的高阶非线性抛物系统。由于与半

导体器件的描述紧密相关，这类模型具有很强的应用背景和重要的理论意义，近年来受到了

国内外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的广泛关注。 

本课题对六阶量子漂流-扩散模型进行了定性分析。该模型是具有复杂结构的高阶非线

性抛物方程与泊松方程耦合的偏微分方程组。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六阶抛物系统大初值非

负解的存在性问题；六阶抛物系统解的半经典极限问题。 

另外，建立了双极欧拉–波松系统的零质量极限；建立了一类简化量子能量–输运模型

的半径典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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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的全光开关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文军 

课题组成员：刘文军，张  鹏，张  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基于波动光学理论，从导波光学的角度，解析与数值研究了基于非线性有机光电信息材

料的全光开关。我们研究了该类材料中的二能级系统的空间光孤子模型；当慢变包络近似不

能使用的情况下，自已建立了利用二阶 Hamilton 量描述的超短光脉冲在该材料中传输的数

学模型，即修正 Korteweg-de Vries 方程和非线性 Schrödinger 方程；基于所建立的数学

模型，利用相应的解析方法（Hirota 方法），得到了解析解，从而定性地描述了全光开关的

特性以及实现全光开关功能的有机光电信息材料所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得到了光通信系统中

空间光孤子在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中的形成条件，并对空间光孤子的特性进行了分析，利用

空间光孤子实现了全光开关。 

 

基于领域复用的面向服务建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吴步丹 

课题组成员：吴步丹，杨  志，俞  钢，朱  达，沙剑锋，路  漫，李腾飞，方立立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在理论研究方面，课题分析了服务建模的领域特征，建立了典型业务领域如多媒体会议、

煤矿报警、物流快递的领域资产库，积累了包括业务流程、合作模板、服务、构件的多粒度

服务资产。建立了包括领域本体、合作本体、服务本体的本体系统，基于关联数据定义了各

层本体间的关联，从而刻画了不同层次资产间的语义关联，有效地支持面向服务建模过程中

的服务推荐。提出了服务需求在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资产关

联的资产复用方法，构建了包含业务建模-合作建模-服务建模-模型生成四个阶段的迭代式

服务生成过程。支持从业务需求流程开始，逐步求精的面向服务的业务建模和生成。为了支

持四阶段迭代式服务生成，提出了扩展的 BPEL 模型，并证明了扩展 BPEL 模型与原 BPEL 模

型的功能等价性。 

    基于理论方法研究成果，开发了一套服务建模生成平台系统，支持常用的自动化业务建

模生成、以及人工活动为主的企业工作流服务设计生成。自动化业务建模生成平台支持可视

化复用多粒度资产从需求开始构建可执行服务模型，支持服务资产的共享和管理。应用实践

表明，在自动化业务建模生成平台上进行开发比传统 BPEL 建模高效简单，并且开发出的应

用的执行效率与传统 BPEL 的执行效率一致。企业工作流服务生成平台支持人工参与的企业

工作流设计和运行。在平台系统上，开发了多媒体会议、煤矿报警和物流快递追踪三个面向

服务应用，以及人工参与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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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位置智能感知的分布式 SNS 应用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刘志晗 

课题组成员：刘志晗，邹  华，朱厚聪，尹志军，刘  露，邵  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研究利用移动智能终端分布式存储和管理个人社交网络的方法，基于移动智能终端

感知用户当前所处的具体位置和环境，并研究在特定场所和环境中临时结成小的实际社交网

络的方法。  

　 2．研究临时性结成的小社交网络中注册人员状态信息的智能感知和实时处理的方法，

提出该场景下设计支持第三方个性化服务的开放接口。 

　 3. 研究“LBS+SNS”模式的支持“线上交友”和“线下互动”相结合的分布式 SNS 应

用的提供方法，提出在特定场所和环境中支持分布式 SNS 应用的部署、执行和第三方个性化

服务的平台架构。 

通过研究，本课题提出了“去中心化”的移动 SNS 服务理念，设计了去中心化的移动

SNS 的体系架构，并实现了 LBS 和 SNS 结合的应用系统。在去中心化的移动 SNS 体系结构中，

本课题重点研究了用户个人身份信息的形式化表达与匹配和支持第三方个性化服务的驻地

SNS 服务器执行引擎等关键技术，提出了基于票据的访问授权方式和临时场景中用户资料的

删除机制。 

此外，本课题在社交网络信息传播和整合方法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创新性的提出

非对称强度（Partial Strength）概念用于分析在线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方式，同时借助轻

量级本体和分类法，实现了基于标签（Tag）的用户生成内容（UGC）的整合。 

 

未来新型网络中终端统一管理模型与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芮兰兰 

课题组成员：芮兰兰，张  恒，郭少勇，高  星，周  毅，门丽娟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RC0504）。 

该课题按照“总体模型-关键机制-原型系统”的思路，首先对终端统一管理框架进行研

究，提出了面向业务的终端统一管理模型，给出了模型中各组件间的协作机制及模型中核心

组件的功能框架。在此基础上，从管理信息角度，给出了终端管理信息的建模方法，并定义

了一套基于分域组织框架的、通用的管理信息模型。同时，针对日益突出的末梢终端设备的

故障问题，分别研究并提出了面向智能用户终端和面向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故障管理机制及算

法。 后通过仿真实验对相应算法进行了验证，并开发了终端管理原型系统对终端统一管理

模型中关键组件的功能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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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业务网络的协议关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朱晓民 

课题组成员：朱晓民，王  晶，李  炜，王敬宇，王金柱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软交换机中的应用层协议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该课题提出了三种新的协议关系。根

据每种协议的功能和目标，将与软交换机相关的应用层协议分成 5 组。利用信息流路径，提

出了针对不同软交换类型的协议互通分析模型。 

2．IMS 网络中 Presence 业务的通知流量控制机制研究。该课题提出了基于令牌桶的通

知流量控制机制 TNTC。TNTC 致力于提高状态有效概率，同时降低通知流量。 

3．垂直切换过程中媒体传输机制研究。异构网络间的垂直切换存在两个问题，即在用

户处于两个网络重叠覆盖的边界区域时，无线网络的高带宽消耗和用户数据的大量丢包。该

课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并行软切换机制，通过改进 RTP 协议对 RTP 包的分割和重组，同时在两

条路径上的并行传输，减少了丢包率并提高了无线带宽利用率。 

4．多宿主终端多路径选择方案的研究。对于多宿主网络，多条路径有可能会有部分重

叠，并具有共同的瓶颈，这会削弱路径差异性。因此，多路径选择需要考虑路径相关性以尽

可能地选择相互独立的路径。该课题提出了可以避免拓扑关联的路径之间的瓶颈共享的多路

径选择方案。 

 

泛在网络环境下多域多维多粒度移动性管理理论和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时  岩 

课题组成员：时  岩，李玉宏，李  昕，邓  强，刘媛妮，王凤华， 

侯云静，马  睿，金晓烨，樊  玮，薛艳云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RC0503）。 

本课题以泛在网络为背景，研究了泛在网络环境下支持多域、多维、多粒度特性的移动

性管理理论与技术，包括：（1）基于多维移动性空间的移动性建模及移动性控制：完成了多

维移动性空间建模；提出了移动性控制架构；并进而将其向自治控制及分布式的方向加以扩

展。（2）跨异构网络域的互操作控制：以移动性管理为核心，研究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无线资

源管理、路由与重路由、群组移动性等相关技术。（3）支持多连接的移动性管理：提出了一

种自治性的连接管理机制；基于 HIP 的流移动性管理机制；NGN 支持多连接的架构增强方案。

（4）搭建泛在网络环境下支持多域多维多粒度的移动性管理实验验证平台，进行了部分研

究成果的验证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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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流量监测、控制理论和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黄小红 

课题组成员：黄小红，苏玉洁，张  沛，田  旭，孙  琼，贺  政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RC0501）。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基于采样分层的流量抽样方法，设计了一种可根据负载状态、业务流内容等

环境参数进行自动调整的自适应抽样算法，以减少流量采集的丢包率对识别效果的影响。 

2．提出了两种协议特征自动提取算法：Smith-waterman 算法和固定比特算法，能够通

过自动化的方法提取协议的特征，性能优于已有的算法。 

3．针对高速网络流量中数据持续到达、到达速度快、数据规模巨大等特点，提出了采

用基于 Hoeffding 决策树分类算法，该算法可以对数据产生过程中变化趋势进行实时检测和

响应，使得其可以更好地支持高速网络数据流量的分类，平均准确率能够达到 91%以上。 

4．设计了数据基准集的制作和检验系统，能够在骨干网络采集互联网流量并计算统计

属性，能够充分利用 DPI 和应用程序进程信息对已知或未知流量进行自动识别归类，并能够

方便地采用人工方法进行识别。 

5．研究了特征提取和管理技术，可以实现流的选取和特征生成，通过使用 Hamsa 和

T-Coffee 算法来实现特征的提取，同时还是一个特征的管理和评估的平台，可以实现特征

的有效归类和管理。 

6．提出了基于 GPU 的多处理器多线程加速算法，可以对特征自动提取算法进行优化提

速，并具备大数据量的处理能力。 

 

青年师生数学应用与交叉培养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仝  辉 

课题组成员：仝  辉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CZ01）。 

本课题建立了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网站，进一步丰富了网站内容，成为师生交流数学应

用的平台；组织研究生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 2 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和 4 个

成功参赛奖；组织研究生和教师参加与数学应用和数学建模相关的讨论班活动十次左右；形

成了以《2010 年第七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队员培训资料》为代表的资料汇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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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齐英艳 

课题组成员：齐英艳，江  靓，于国辉，罗程浩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涉及需要的全面满足与充实、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和谐、能力的全面

发挥与提升的综合问题。但多数学者只是从生活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单一方面着手来进行

研究，阐述生活质量某一方面因素对人的全面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所得出的结论相对而言具

有片面性。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

本课题主要从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一致性、生活质量的主客观影响因素与人的全

面发展、生活质量指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衡量指标、中国生活质量的现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

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对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两种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探讨

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生活质量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所起到的

推动作用，可以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辟新的途径。 

关于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既是对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

联系的探讨，更是对发展观的科学性的一种探讨，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

任何一个方面的内容， 终都要实实在在地表现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质量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基于 PON 的长距离光纤传感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治国 

课题组成员：张治国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针对电力输电线路特殊的工作环境和应用需求，研究了利用光纤布喇格光栅

（FBG）技术监测导线温度、导线覆冰厚度、杆塔应变等性能的实现机制，以及基于无源光

网络（PON）系统的电力输电线路传感信息传输与汇集解决方案。 

设计、加工制造、实验测试了基于称重机制的电力导线覆冰厚度 FBG 传感器；设计、加

工并测试了用于电力杆塔应变监测的 FBG 传感器；设计、加工了用于电力导线温度测量的

FBG 传感器；完成了支持多点光纤光栅传感器传感信息汇集和宽带通信业务接入的 PON 实验

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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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发展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赵  玲 

课题组成员：赵  玲，李  钢，李全喜，齐英艳，杨艳萍，王  冰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10BS06）。 

发展位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发展理论的革新，发展理念从

“可持续”转向“科学”。科学发展位是构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科学发展因子的集合，内含

“质”、“序”、“度”三个要义。科学发展位具有差异性、动态性、社会性、系统性等基

本特性，遵循“人本、整体、生态、竞争”四个基本原则，追求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和谐发

展，主要包括科学发展基本位、科学发展理想位、科学发展优势位和科学发展关键位。 

科学发展位产生的现实基础是当前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类

生存发展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能够提供给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科学发展的各种因

子（人口因子、经济因子、社会因子、科技因子、生态因子）以及各种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对

整个人类生存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因子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从而形

成因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正是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完成。因此，所

谓科学发展位实际上是指人类追求社会经济活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在各种因子所构成的网

络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科学发展位具有时空概念，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人所占据的科学发

展位并不相同。 

发展位理论随着时代主旋律的演化在不断的演进，科学发展位是发展位理论 新的演进

成果。在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位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发展位为分析当前

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提供支撑，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奠定基础，为

客观评价自身发展的优劣条件提供依据，为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提供思想动力，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更加有理性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一类用于智能机器人的结构功能型新机构的 

创新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端玲 

课题组成员：李端玲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CZ08）。  

本课题提出了一类以结构功能为主的机构，具有创新性。这种机构的几何综合理论产生

一些无法解决的设计方程，因此需要一些创新方法和新计算技巧来实现有效设计。 

本课题对放缩机构和形变机构等结构功能型组合机构的几何规律探讨和设计方法的提

出，将会产生一些新机械设备，从而提出一些用于从微观和纳米尺度到空间大型结构的技术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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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网络时代青年人的 

发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杨艳萍 

课题组成员：杨艳萍，石  倩，郭  倩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主要在人的发展视域下，即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自

我实现理论的指导下，对互联网中青年人自我表现现象的评价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重点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

系。而自我实现理论更主要强调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极具创造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因此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发展理论方面对社会性的强调，在此基础上凸显个人的自我实现，可以形

成反映时代特色的人的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文化中表现出来的青年个体的自我

表现现象，用这两个理论进行评价分析，以探索网络时代青年人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研究。 

研究发现由于互联网的隐蔽特性，青年个性在网络上较现实远为张扬，像网络作秀、网络恶

搞很难达到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高度，网络创业则表现了较高水平的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

展。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裴晓军 

课题组成员：裴晓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所有制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过程中，探索性地提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发展趋势问题。他在《资本论》第一卷接

近尾声的部分，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第一次讲到了社会主义要“重新建

立个人所有制”的命题。百余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家对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所以，本研究通过查阅原著，以弄清本意为原则，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实践分析法和历史

与辨证的分析方法，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与既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模式，尤

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与改革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本课题从研究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入手，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着重探

讨了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的产生与形成的过程。随后，在对比前苏联

与前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认识与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建

立与改革的曲折实践。在这一基础上，本文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 新研究成果，

着重分析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确切内涵， 终得出了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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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网络社区发现的舆情传播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闯 

课题组成员：张  闯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以新兴复杂社会信息网络的研究为基础，利用小世界模型（SWN）理论、无尺度

特性（Free-scale network）、社会网络分析（SNA）、社区发现等方法，研究复杂信息网络

中，舆情产生、扩散传播动力学机制，信息网络的控制与免疫技术，以及在发现社区发现的

基础上，建立新兴网络的舆情传播控制模型。通过复杂信息网络的舆情传播动力学特性的研

究，探索信息社会中，舆情在新兴信息网络传播信息的内在规律，发现网络舆情传播的控制

管理办法，建立国家对舆情信息的把握与国家信息安全控制手段。 

本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 建立一个有实用价值的舆情信息网络传播实验样本库，并研究了典型社会网络网站

的网络信息获取技术，涉及到半结构化信息获取，网络爬虫涉及，基于 HADOOP 的云计算环

境等核心技术。 

2. 建立网络传播模型比较验证的原型系统，并根据原型系统搭建平台，供人们进行舆

情传播扩散的参数比较研究，涉及用户行为模型研究，地域对传播的影响等。 

3. 并基于社区发现理论研究的基础，开发相应的舆情周期扩散监控管理软件。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掌握新兴媒体的舆情传播规律，进而服务于国家和谐社会的

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掌握舆情主动涌现与被动人为操纵扩散的规律后，可以构建

开发实际的商业系统。 

 

舆情传播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瑞芳 

课题组成员：刘瑞芳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网络的发展为舆论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真实性难以掌控，结果难以预料的传播平台。该课

题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模型，总结舆情的传播规律，其意义在于及时发现舆情，以便正确应

对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从技术上来讲，舆情是依靠网络信息挖掘来发现和监测，但是仅仅依靠信息检索达到的

效果往往是事后发现和处理。如果能够了解和掌握舆情的传播模型，将会使舆情的发现和掌

控更加及时。 

本课题从静态、动态两方面探讨舆情传播模型，提出了舆情传播问题的结构模型和时效

模型。结构模型方便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网络的健壮性，指出“脆弱节点”，从而控制话题传

播过程中的关键点；时效模型从动态的角度掌握话题传播的状态和阶段，预测舆情发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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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以便参与引导舆情。 

研究工作的数据是从网络爬取的各大论坛、新闻等网页，按话题聚类结果标识出所要关

注的舆情，并追踪一段时期内的传播状况。用这些数据来做模型训练，总结传播过程和传播

模型。 

课题研究取得了如下成果： 

 1. 以 Web 页面作为虚拟节点，按时间顺序和文档相似度确定节点间的链接关系，构建

舆情传播的结构模型。文献表明，以 Web 页面作为节点，构成的网络更符合复杂网络的规律；

以话题的第一篇文章作为根节点；回帖的父节点是主贴；转贴的父节点是原帖；如果没有明

确的连接关系，则按时间顺序找出 相似的文章（计算文档相似度），作为父节点。这样就

构建出每个话题的传播结构，直观地找出“关键节点”。  

2.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为话题传播建立时效模型，预测话题的发展状态。文献表明，

话题的发展一般分为四个阶段；观测某话题每天的新增文章数和增长率，假设观测量遵循二

维高斯分布；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作为时效模型，一些话题在各阶段的观测量相近认为符合

同一个时效模型；用历史数据训练获出模型的参数，得到时效模型。  

3. 设计实现了一个话题检测与跟踪系统，进行模型验证。  

 

用于液体食品质量监控的光电液滴分析仪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  晴 

课题组成员：宋  晴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CZ09）。 

本课题针对市场上出现的液体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设计开发了一种基于光电液滴分析技

术的仪器，用于液体食品的真伪识别及工艺在线监控。基本原理是通过两根插入液滴内部的

光纤获取经过液体吸收、反射、透射后的耦合光强信号，由电容传感器获取液滴的瞬时体积

信号，二者融合建立“液滴指纹图”，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能够用于液体

的真伪识别和优劣判断。 

本课题建立了液滴分析系统的硬件平台，设计了液滴传感器和信号处理电路，完成了液

滴指纹图的归一化和特征提取，完成了数据库的建立，研究了指纹图的模式识别方法，并开

发了液体识别的软件系统。 

本课题开发的仪器和方法具有综合能力强、适用范围广、绿色环保等优点，能够解决传

统识别中采用多种分析仪器对液体的多种特性参数一一进行测量检验的问题，将成为质量监

督、卫生检疫、工商管理等部门进行打假工作的得力助手，将成为品牌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

中进行质量监控的有效工具，对打击假冒伪劣、推进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维护市场秩序和消

费者权益，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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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和动力学行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海红 

课题组成员：李海红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编号：2009CZ02）。 

本课题主要在以下四方面进行了工作：  

1. 研究了在加权网络中，通过初始赋予游戏者学习能力的不同，可以控制学习能力在

网络中的分布，同时我们发现在这样的网络结构及演化动力学设置下，系统地合作行为出现

了一个双峰结构。  

2. 在无标度网络上，研究度关联对演化博弈模型的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系统

地合作行为对度关联系数有一个类似共振现象的行为，产生的机制与无标度网络中作为度较

高的节点的策略取向有关。 

3. 讨论了在具有不同利益的网络间通过引入连接，改变系统的动力学演化行为。研究

发现，为了使系统整体产生较高的合作行为，需要网络间的连接数取一个适当的值，即网络

间存在一个 优的连接数时，合作行为可以达到 佳。 

4. 在空间博弈模型中，研究不同的游戏者采用不同的概率做出和自己表现的行为不一

致的行为，这点类似生活中的“两面派”。研究发现，在规则网络模型中，结果比较平庸，

即“两面派”的引入不能改善系统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无标度网络中引入

“两面派”行为，发现那些度值较高，即影响力较大的节点适当存在“两面派”行为会改善

系统的整体合作程度。 

 

三维 GIS 在 TD 无线网络规划优化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亚 

课题组成员：杨  亚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是完成了一个可实际使用的基于三维 GIS 的无线网络规划优化演示

系统，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1. 地理信息数据的自动生成和管理：（1）将建筑物轮廓和高程数据等，转换为三维白

模，演示系统中已完成东直门地区 10km
2
三维建筑物的生成和展示；（2）解析各种 GIS 数据，

包括 Buildings、buildVector、Clutter、Heights、Vector 等数据，生成街道、水面、草

地等多种地物，以及山脉等地形；（3）整合北京市的卫星影像到三维场景中，提供更直观的

用户体验。 

2. TD 无线网络基础资源的管理：（1）基站、天线等基础数据的导入(以 excel 文件方

式)、导出及 3 维展示；（2）基站、天线等实体的位置查询、属性查看（可显示基站的名称、

天线的名称，所属基站、使用频率、高度、方位角、下倾角等属性）；（3）设定某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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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所有建筑物的材质、电传等属性。  

3. 3D GIS 的主要功能：（1）3 维地图漫游、放大缩小、旋转、调整高度、方向、转换

视角、全屏等功能；（2）建筑物、街道、无线资源等图层和实体的浏览和定位；（3）GIS 分

析：测距(水平距离、垂直距离、空间距离)、面积测量，自动测算框定面积内的楼宇数量、

密度、平均高度、高度统计等。  

4. Volcano 传播模型的整合及覆盖效果的展示：（1）研究了 volcano 传播模型及其接

口；（2）完成了单个 site 覆盖预测的 demo 程序开发，能够在地图上选取任意一点作为 site，

可以输出计算结果(以 txt 文件方式)；（3）解析 volcano 计算完成后生成的结果文件，在

3D 场景中展示。 

 

跨区域跨产业公共投资多目标优化配置与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  耒 

课题组成员：田  耒 

结题时间：2010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首先基于 优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跨地区跨产业的社会总投资优化配置模型，以

社会总投资在各个地区、各个产业的配置比例为自变量；设计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运用

遗传算法对模型求解，并采用我国 2009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和遗

传算法的有效性。 

将社会总投资优化配置模型改造为三个单目标的公共投资优化配置模型，以公共投资在

各个地区、各个产业的配置比例为自变量；目标分别为提高相对人均收入、缩小人均收入差

距和提高就业率；在约束条件方面，投资来源约束考虑了腐败因素，纳入了地区间资本转移

损失；还将劳动－资本比约束、资本积累约束、地区就业率下限等纳入公共投资优化配置模

型。 

根据三个单目标的公共投资优化配置模型，建立了多目标导向的公共投资优化配置模

型。通过运用遗传算法求解，采用我国 2009 年实际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指出通过公共

投资分配方案求解三个目标的规律，并提出利用多目标公共投资优化配置模型辅助政府决

策。 

 

信息化时代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陈  伟 

课题组成员：陈  伟，方明东，王  冰，蒋易展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美好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

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状况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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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和成果分为三个层次：一、考察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源流，从时代发

展的视角得出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涵义，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二、

考察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从民生角度（本研究选取住房这一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

问题为切入点）探讨经济发展成果对人的发展状态的影响，通过分析住房问题的现状可以看

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更好的惠及民众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经济发展观念必须落实包容性发展的要求。三、考察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科学

技术（当今时代尤其是网络科技）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网络新技术对人的全

面发展的“双刃性作用”，提出促进网络科技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共生的思路。 

 

IP 网络业务质量监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枫 

课题组成员：刘  枫，雷振明，刘  芳，窦伊男，陈陆颖，周文莉，张  琨， 

于  华，何大中，吴晓春，谢  芸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建立了 Web、FTP 和 E-mail 三种传统业务，以及网络电话、网络音乐、网络视频

三种新兴流媒体业务的端到端质量指标体系，以及故障原因体系。这些指标既能直观反映用

户使用业务时的感受，又能从技术角度分析造成用户感知的原因。本课题实现了一套基于用

户感知的 IP 网络业务质量监测系统。该系统使用分布式的监测终端和集中式的服务器，采

用主动测量的方式，可监测 Web、FTP、在线视频业务用户感知的 QoS 质量指标，并提供友

好的网管界面，对监测结果做直观呈现和深度技术分析，以及对监测系统进行管理配置。IP

网络业务质量监测系统已经在现网不同省市部署，并持续运行。 

 

3-D 立体画面编码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盟 

课题组成员：高  盟，李学明，刘晨羽，张重午，刘浩宁，赵超越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开发了一个附加图片左右格式拼接程序，可将将立体图像和深度信息的拼接起来

用于质量检查。开发了一款多画面立体图像编码器，实现了多角度 2D 图像向 3D 图像的编码。

开发了一款用于特殊格式的立体视频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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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网络融合中基于认知的频谱共享技术研究与仿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韦再雪 

课题组成员：韦再雪，杨大成，桑  林，张  欣，杜  红，王  雨，陈  谨，杨  浩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异构网络融合情景下以认知无线电技术为基础的频谱资源共享方案及干扰

建模和评估方法，通过充分调研、理论研究与仿真验证，获得异构网络融合中基于认知技术

的频谱共享方案，解决异构网络融合中充分有效利用频谱资源、达到频谱有效共享的技术难

题，建立起一套合理有效的研究方法、技术方案和仿真方案。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搭建了多系统共存的异构网络平台；提出了一种基于图着色

的异构网络融合场景下的频谱共享方案；提出了以系统容量、系统用户满意率、系统总吞吐

量为共享方案评估的衡量指标；建立异构网络的干扰模型，进行干扰分析，提出了以系统容

量损失为干扰评估的衡量准则；在异构网络仿真平台中设计垂直切换模块，提出了垂直切换

的性能指标并进行仿真分析。 后通过仿真验证该异构网络融合场景下的频谱共享方案的可

行性与合理性。在异构网络融合中，提出的频谱共享方案能够使频谱资源稀缺的系统借用其

他系统有剩余频谱资源，随着系统用户数的增大，频谱共享方案后该系统的容量也进一步增

大。通过比较使用频谱共享前后各系统接入满意用户的 SINR 分布，可以得出该方案在提高

系统容量的同时还保证了各用户的服务质量未受负面影响。综上所述，将认知无线电的频谱

共享技术应用到异构网络融合中，可以在保证各系统满足干扰评估准则的基础上，获得更大

的效益。 

 

基于感知的 IMT-Advanced 干扰协调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朱新宁 

课题组成员：朱新宁，夏海轮，孙道龙，王明燕，黄正磊，杨  旭，夏  璐，陈秀行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课题针对 IMT-Advanced 复杂的网络部署情况下，尤其是有大量家庭基站存在时，干扰

更为动态多变的特点，研究基于感知的干扰协调技术。课题首先对各种网络场景下的干扰结

构及特性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各种类型的节点进行信息感知的方法、所需感知信息的内容

以及感知信息的交互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感知信息的小区间干扰协调的机制和算

法，并通过仿真平台对相应的方案进行性能评估。干扰协调算法主要包括：（1）干扰自适应

的频率分配机制，基于扰强度自适应地采取不同的频率分配策略，在降低信令开销的情况下

减小了家庭基站间的干扰；（2）以提高能量效率为目的的家庭基站的分布式功率分配算法； 

（3）基于博弈论和差分进化的以干扰协调为目的的分布式功率分配算法。 

通过课题的研究，对宏小区和家庭小区所构成的双层网络应用提供了有效的干扰抑制手

段。 



 246 

手机媒体艺术创作及共享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书昌 

课题组成员：刘书昌，贾云鹏，唐  微，李学明，张  芩，搂  营，郑  宸， 

李一舟，赵  欢，祝  悦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对手机媒体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完成了关于手机媒体艺术作品的形态特征和创

作方法的研究报告；并在实现手机媒体简单用户交互和场景识别的基础上，研究并实现了一

种基于自组网的手机媒体共享平台。  

1．手机媒体艺术创作研究报告，包括：手机媒体叙事模式、基于移动终端屏幕的视听

语言、以及移动终端用户界面设计等方面。 

    2．手机媒体艺术创作实验短片。完成《Crazy Chase》、《手机熠想》、《笨贼一箩筐》等

实验短片，在人物摆拍、科技结合、交互短片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 

    3．基于移动自组网的媒体共享平台。针对内容共享实际需求，实现了 AODV 协议的

Android 平台移植。现场测试表明：在 0.2m～20m 范围室内无遮挡、室内有遮挡、室外无遮

挡三种情况下均能自动发现资源，并顺利进行点对点直接传输和多跳传输。 

    4．交互式手机媒体用户控制与场景感知。在研究交互式用户界面设计理论的基础上，

基于 Android 平台实现了简单的交互式手机媒体播放与传输；利用 HMM／GMM、SVM 研究了基

于音频的用户场景识别，并完成了部分代码的 Android 平台集成。   

 

基于中继干扰转发的频谱共享机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天魁 

课题组成员：张天魁，赵  嵩，王  巍，黄  蓉，石俊峰，曹金龙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从理论分析入手，证明中继转发干扰可以提高中继干扰信道容量限，并设计满足

速率可达、实现频谱共享的传输机制，针对不同场景（主要信道场景：单边干扰中继信道，

正交干扰中继信道，多天线中继的干扰中继信道）下的中继干扰转发时信道特性进行分析，

包括分析了在强干扰与弱干扰条件下的信道自由度、在强干扰条件下分集与复用的折中关

系、在不同传输策略下可达速率。 

然后，研究干扰转发中继系统的无线资源分配机制，包括中继节点配置和中继节点选择

研究、发送功率分配策略研究两部分：以 小化系统总功率为目标给出了中继节点配置策略，

在干扰协调基础上中继节点选择与频率规划，提出了 大化能量效率的中继选择与相应的功

率分配策略；研究了中继功率分配对信道复用增益的影响，得到了 大信道自由度的信源与

中继节点的联合功率分配策略；分析了信源与中继节点的功率分配策略对信道可达速率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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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2P 技术的电信核心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春红 

课题组成员：张春红，马  涛，王  刚，弭  伟，王  辉，孙崇伟，熊  淼， 

刘玉婷，成  城，胡清源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引入 P2P 技术，提高电信核心网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研究了基于 P2P 技术构建

分布式电信核心网平台的关键技术，包括：核心网平台体系架构、QoS 保障机制、负载均衡

和资源抽象及虚拟化等。 

该课题设计研究的基于 P2P 技术的核心网平台，以业务需求驱动设计相关的功能模块，

并探索对于互联网业务的支撑机制，体现了电信网与互联网融合的趋势，为电信网能力的开

放化打下基础。 该课题研究了降低时延的覆盖网络路由算法，解决了在大规模网络中分布

式选择路径的问题，适合于分布式核心网场景。课题引入 DHT 网络的负载均衡算算法，讨论

了在分布式核心网中的负载均衡问题，实现了同时考虑静态分配和动态调整的负载均衡机

制，通过仿真研究和实际开发验证了负载均衡机制的功能和性能。 

引入 P2P 技术不仅是为了构建分布式核心网，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核心网的资源的使

用效率，本课题进一步延伸了 P2P 核心网平台的功能模型，提出了资源模型和虚拟化模型，

引入了 REST 和云计算等热点技术。  

 

Mu-MIMO 检测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旌阳 

课题组成员：吕旌阳，陈进源，余  安，王新秋，李亚男，王  旋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 MIMO 检测技术，包括基本的检测技术、联合迭代检测译码技术和协作

MIMO 下的迭代检测技术。课题组首先从上行链路、基站间协作的迭代联合检测译码算法开

始，对分布式多用户 MIMO 信号处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对几个方向进行了

研究：研究上行链路、基站分布式结构与迭代检测译码算法的结合点，建立这种物理情景下

的数学模型；研究适用于迭代联合检测译码方案的 SISO MIMO 检测算法；PDA 算法的输出为

符号后验概率信息和 SDR 算法进行了研究，并将 SDR 改造成软入软出的 SDR 算法应用于迭代

联合检测译码方案中。将 PDA、SDR 应用于我们所建立的分布式多用户 MIMO 模型下，形成分

布式迭代联合检测译码方案。建立了相应的仿真和实验平台等。 

主要的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低复杂度、低延迟、高吞吐量的算法实现；（2）收

敛性好、迭代次数少的迭代算法研究；（3）不同信道条件下的迭代算法研究；（4）研究基于

MIMO 协作的迭代检测方案，将多小区干扰信号转化为有用信息，通过多基站的多用户检测

和协作交互信息，使系统取得高性能增益。 



 248 

下一代数字电影编码和传输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魏  芳 

课题组成员：魏  芳，蔡东琪，崔  秋，陆晓晗，陈芳民，李  晔，徐佳琦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数字电影编码和传输是数字电影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关键技术对促进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影技术的发展非常必要；并且，研究基于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下一

代数字电影编码和传输技术，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意义。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针对下一代数字电影超高质量视频（4K 或 2K，即 4096*2160 或 2048*1080；

12 比特 X’Y’Z’；24 或 48 帧/秒）的三维小波视频编码器，包括基于场景相似度的动态帧

组划分算法、自适应帧组编码、基于提升的时间轴多级小波分解、码率分配方案等创新点。 

2．提出了针对下一代数字立体电影视频的结合视差估计或深度估计的三维小波视频编

码器，针对其中的关键算法——视差估计算法、深度估计算法、基于深度图的立体渲染算法

(DIBR)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视差估计的视点插值算法和简化预测结构，以及提出 DIBR

中基于前景保护的深度图平滑算法。 

3．数字电影的超大数据量加大了编码的运算量，为节约时间成本和设备成本，设计并

实现了能运行于并行渲染机群和 GPU 并行渲染集群的两种数字电影并行编码框架，实现了数

字电影准实时的编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电影图像编码中 EBCOT 算法的细粒度并行化

与 CUDA 优化算法。 

4．研究了数字电影主观质量评价规范和客观质量评价方法，提出了数字影院中的基于

人眼视觉系统的视频评价算法。 

5．完成了基于三维小波的数字电影视频码流和基于视差估计和三维小波的数字立体电

影视频码流封装。提出了一种适合高质量多媒体业务的应用层叠加路由算法。 

 

视觉模型驱动的人脸识别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邓伟洪 

课题组成员：邓伟洪，董明智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现行的人脸识别方法主要利用图像的底层像素信息自底向上地提取特征，使得特征表示

难于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课题提出了基于视觉模型驱动的人脸识别

新方法，在特征和语义两个层次模拟生物视觉的优点。在特征层，根据先验知识有选择性地

提取人脸颜色、形状和纹理特征，使识别系统能够区分正常人脸特征和异常干扰因素。在语

义层利用增量式统计模型对人脸特征进行降维编码，设计出具有动态学习和记忆功能的神经

网络结构，在学习人脸特征与身份标签的映射关系的同时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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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数据判别分析理论及其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邓伟洪  

课题组成员：邓伟洪，杜  刚，刘东鑫，谭彩丽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在信息处理的各领域，数字化信息都可用有组织的高维数据来表征。由于高维数据的分

布复杂，对高维数据的分析已经成为解决信息高效处理的核心问题。该课题深入研究了高维

数据的基本统计特性，包括几何表示、球面度和高斯性判定准则。在此基础上探究了高维数

据的判别分析方法及其错误估计。在应用层面上，该课题验证了高维判别分析理论在人脸识

别问题中的适用性。此外，课题组完成了实时视频中人脸识别系统的开发和性能测试，向国

内外数十名专家学者成功地演示了该系统。 

 

认知中继网络中支持流媒体组播的新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屹 

课题组成员：李  屹，李  曦，司鹏博，王成金，毛  旭，李希金，葛文栋， 

谢人超，张海龙，陈慕琼，安春燕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课题组对现有无线中继网络关键技术和网络体系架构、支持流媒体组播的关键算法以及

认知无线网络资源管理相关技术与研究现状进行了调研，同时，对现有的一些算法和模型进

行了仿真验证；在此基础上，针对无线中继网络中的中继选择机制、信道共享策略以及资源

管理算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针对协作中继多播网络，根据多中继容量，提出一种具有预处理的中继选择和功率分配

的跨层优化设计方案，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针对多用户正交频分复用协作蜂窝系统，在

满足用户 QoS 和发送功率限制条件下，以 大化系统总数据速率为目标，提出了一种中继选

择与资源分配的联合优化策略，不仅可以提高系统传输速率，保证用户服务质量，还能显著

的提高用户公平性。 

针对蜂窝式无线中继网络与认知无线网络环境中的无线资源接入，设计新型的频谱检测

方案及资源接入机制，将传统方法中被忽略的一些因素考虑到新设计的算法中去，如中继节

点剩余能量、序列预测等，把一些新的数学工具应用到算法设计中，如 Ziv-Lempel 数据压

缩算法等，以提高系统性能。基于已建好的网络系统模型，加载课题组设计的新算法模块，

检验新算法的各项性能，并不断修改完善。同时，把多用户 OFDM 技术和基于认知的光载无

线局域网中的功率控制问题建模为 优化问题，在保证所有资源块中的主用户吞吐量不得低

于某一特定门限的前提条件下， 大化次级用户吞吐量，设计了一种等功率算法，并证明了

该算法优于现有功控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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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网络中基于神经动态规划的资源管理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屹 

课题组成员：李  屹，李  曦，谢人超，陈  丹，陈  亮，安春燕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课题组针对不同的认知无线网络场景下的信道选择和功率分配算法做了广泛调研分析，

并量化认知用户在空闲信道上受信道衰落特性、邻信道干扰以及信道空闲稳定性等方面的影

响，建立合理的系统效用模型，为信道和功率分配决策提供依据；利用离散随机优化理论对

信道和功率分配问题进行了优化设计，通过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考虑了频谱共享以及功率

分配策略的功率效率，同时在考虑了用户的 QoS 以及整个系统的功率限制的情况下，研究了

中继选择与资源分配的联合优化算法，显著的提高了系统性能。 

针对协作中继多播网络，根据多中继容量，提出一种具有预处理的中继选择和功率分配

的跨层优化设计方案，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针对多用户正交频分复用协作蜂窝系统，在

满足用户 QoS 和发送功率限制条件下，以 大化系统总数据速率为目标，提出了一种中继选

择与资源分配的联合优化策略，不仅可以提高系统传输速率，保证用户服务质量，还能显著

的提高用户公平性；为了控制次级用户对主用户的干扰，课题组在保证次级用户对主用户的

干扰在可容忍范围内的前提下，研究了 大化用户 QoS 的功率分配算法。同时，也研究了功

率分配和波束成形联合优化问题，将其建模为一个离散随机优化问题，既解决了 优功率分

配和波束成形联合优化的问题，又能显著提高算法快速收敛速度。 

 

基于格基约减理论的 MIMO 预编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  慧 

课题组成员：赵  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格基约减(LR)常用于 MIMO 检测的预处理操作，可显著提升线性接收机的分集度。也可

将其应用于发端通过基于格基约减的 MIMO 预编码方案来降低接收机复杂度，或降低多用户

间/多数据流间干扰。 

本课题中从两个方面对基于 LR 的 MIMO 预编码技术进行全面研究： 

1．基于码本的预编码方面研究基于 LR 的预编码码本量化和设计及其相应的预处理机

制，可以使得接收端采用线性检测也可获得满分集，提高传输的可靠性；并避免发送端根据

不同数据流进行多次调制编码方式选择，有效降低了系统复杂度。仿真表明：基于 LR 的预

编码在系统吞吐量性能上优于现有的相同码本大小的预编码方案，在信噪比为 16 dB 时，

吞吐量的增益为 28%。 

2．基于非码本的预编码方面研究基于 LR 的预编码矩阵设计和 MU-MIMO 算法，在基于

ZF 和 MMSE 两种准则下要比传统方案的性能分别高 0.6dB 和 2.8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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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基约减理论的 MIMO 检测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  慧 

课题组成员：赵  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通过对近年来学术界在MIMO检测理论方面和产业界在MIMO硬件和芯片开发方面的成果

的调研，可知基于格基约减(LR)的 MIMO 检测技术代表了高天线数 MIMO 系统检测技术的发展

趋势，是实现具有 near-ML 性能且面向芯片应用的低实现复杂度的多天线检测算法的重要途

径。 

本课题中从两个方面对基于 LR 的 MIMO 检测技术进行了全面研究，即在一般共性方面研

究了基于 LR 的串行干扰消除算法和重传合并算法，在特殊应用场景方面研究了基于 LR 的迭

代译码检测算法和单载波 MIMO 检测算法。 

本课题研究成果对高速无线传输系统的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将推动由

于高检测复杂度受限的多种优化 MIMO 传输方案和与多天线检测相关的诸如分布式空时编

码、多用户 MIMO、中继协同和多点协同传输等多种新型通信技术的工程实用化。 

 

分布式压缩视频感知编码的关键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庄伯金 

课题组成员：庄伯金，苏  菲，赵衍运，赵志诚，郝晓冉，张  杨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分布式视频压缩感知编码框架的设计与实现 

本课题在已有框架基础上，根据非关键帧的测量值模型特点增加了类似信道编码+信道

反馈机制，有效的增强了关键帧和非关键帧在测量值上的联系，提高了压缩效率。 

2. 相邻图像测量值相关性模型 

本课题根据相邻图像在空间域上相关性模型的概率分布特性，理论推导了以随机矩阵为

测量矩阵所获得的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模型，相邻图像的残差信息在以随机哈达曼矩阵为测

量矩阵下获得的测量值服从 0 均值的高斯分布。本课题亦给出了高斯分布方差参数的估计方

法，并用实验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3. 高性能的视频图像稀疏基构造方法 

尽管图像在传统的 DCT 基和小波基下具有稀疏性，但稀疏度并不十分理想，非零系数占

比约 10%以上。根据压缩感知理论，图像质量仅在压缩比不超过约 5：1到 4：1 的时候有一

定的保障，这制约了压缩感知方法在视频图像领域内的应用。本课题研究视频图像在空间和

时间上的相关性，提出了利用图像内相邻块和相邻帧基于运动预测的稀疏基构造方法，在此

稀疏基下，图像的非零稀疏比例进一步降低，使得相同压缩比下，图像重建质量提高了 8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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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GHz 通信系统空间复用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邹卫霞 

课题组成员：邹卫霞，李  斌，胡玉聪，崔志芳，杜光龙，张  芳，王一博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60GHz 无线通信技术以其高达 5GHz 带宽、免许可特性及高保密性成为短距离高速传输

具竞争力的技术。本课题全面考察了 60GHz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综合比较了 60GHz 三大国

际标准的优缺点，并基于波束搜索算法、码本设计和时隙分配方案研究这三个方面展开对

60GHz 相关技术的探索与研究。 

1. 现有 60GHz 标准是基于多波束智能天线利用波束赋形实现空间复用的，采用遍历搜

索方式对准波束，显然搜索效率较低。本课题从数值优化角度出发，将 Powell 算法应用于

波束搜索，从而将波束搜索问题转化成由接-发波束编号对所组成的 2-D 平面上的一个优化

搜索问题， 终实现高效波束对准；另外为提高搜索效率及成功概率，尝试引入逐步细化原

则下预处理算法，以改善 Powell 优化搜索算法的初始值，仿真验证该方案的确可以提高搜

索准确度，并能够有效降低波束搜索耗费的时间复杂度。 

2. 波束赋形码本设计是多波束智能天线中 基础性的研究。码本设计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于，一方面 60Ghz 系统有着高达甚至超过 5G 的带宽，而码本设计的前提假设是阵元间距

是波长的固定倍数（如：半波长），实际中，载频在 60GHz 左右游动，波长会变化很多，这

使得导向向量的相位产生变化，从而导致码本产生的波束会在期望方向上有很大的偏移，损

失一定的天线增益；另一方面 60GHz 无线通信设计还必须满足低功耗的需求；且不同设备根

据功能用途方面的不同会采用不同的天线，码本还需支持多种天线形状；再次，设计的波束

要在满足上面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应有着尽可能低的旁瓣以减少来自其他方向的干扰。本课题

基于以上四个目标设计 60GHz 波束赋形码本，提出了一种致力于低功耗、普遍适用性、低旁

瓣的波束赋形码本设计方案，码本采用相同的幅度，相位可根据波束数目灵活取用，此码本

有效降低了旁瓣级，提升了网络容量。 

3. 针对多波束智能天线空间复用资源管理方面，提出一种 ER（exclusive region）算

法与功率控制相结合的改进的时隙分配方案。现有 ER 算法方案主要针对固定发射功率，且

假设所有节点都以 大功率传送数据，所以在低功耗要求方面以及空间复用增益上性能欠

佳。另外，采用波束赋形技术后，ER 区域主要表现为不同扇形区域的组合，具体半径依赖

于波束的主瓣宽度和主、旁瓣增益。本课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种 ER 算法与功率控制

相结合的改进的时隙分配方案，仿真表明该方案可有效降低功耗，同时提升网络容量。 

本课题研究成果有两个提案被成功输出到中国无线个域网 60GHz 标准工作组，该成果将

有助于推动 60GHz 关键技术的突破，为我国 60GHz 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方案和理论依据，

对中国标准的制定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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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中的相关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望育梅 

课题组成员：望育梅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从分布式信源编码的基本理论出发，主要从 DVC 的改进框架及其实现、DVCS 中

相关性模型研究、DVC 中的相关性模型改进、MDVC 中时间相关性和空间相关性的联合利用这

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1．针对现有基于数字域的分布式视频编码架构中的主要环节（如边信息产生、相关噪

声模型参数的在线估计等）进行了改进，实现了新的分布式视频编解码架构，并同时基于混

沌动态系统理论的模拟纠错码字，重新构建和设计了 DVC 架构，产生了初步研究结果。 

2．在 DVCS 方面，基于采样压缩的思想，研究了分布式视频压缩感知中的各种相关性模

型，并提出采用稀疏滤波器相关性模型来模拟视频信号之间的相关性。 

3．在 DVC 应用方面，基于 LDPCA 信道编/译码方法：提出一种结合物体移动特征的改进

的边信息提取方法；通过增加运动决策功能，以提高 LDPCA 编译码性能；使用不断更新的边

信息来更新相关噪声模型参数，从而获得更准确的相关性；提出一种在特定情形下使用反转

比特顺序模式改进 LDPC 译码性能的方法。 

    4．在 MDVC 应用方面，基于同时利用视频序列前后帧之间的时间相关性和不同视点之间

的空间相关性的思想，并结合物体运动趋势以及遗传算法等不同的方法，实现联合相关性估

计，从而提高了系统性能。  

 

丛流形学习及其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春光 

课题组成员：李春光，徐前方，杜  刚，高彦彦，齐宪标，顾  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1． 把丛流形假设与稀疏编码相结合，利用局部邻域内在稀疏表示发现数据分布上的精

细结构，从而提出基于局部稀疏表示的分类算法；该算法能够在分类精度和计算复杂度之间

取得折中，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2．全面比较了现有的基于图的半监督学习中不同的图上权值定义方式下的分类性能；

特别的，指出了局部稀疏表示和低秩表示各自的适用范围。 

3．全面地评价了局部稀疏表示接合随机码本在图像物体分类问题中性能。 

4． 针对数据分布在多个独立子空间的情况，提出基于低秩表示的非线性维数约减算法。  

5．针对数据分布在多子空间情况的半监督学习问题，提出半监督低秩表示。 

6． 提出一种基排序算法，能够对稀疏编码的过完备词典中的基向量按照频率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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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光无线通信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治同 

课题组成员：黄治同，丁举鹏，郭晓琳，刘让龙，张馨跃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基于白光 LED 的室内光无线通信技术，采用下一代绿色节能 LED 光源作为信源，以可见

光作为载波，室内自由空间作为信道，综合了光通信和无线通信两方面的优势，是一种绿色

环保、安全灵活的新型宽带接入技术，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课题主要对基于白光

LED 的室内光无线通信系统中的关键基础技术进行了研究，主要创新成果包括： 

1. 构建了基于独立反射元素交互信道的室内光无线通信系统数学模型。该模型在保持

传统递归建模方案准确性的同时，避免了传统方式运算时间长、重复运算比例过高的弊端。 

　 2. 对 LED 光源照度与带宽进行了测定，提出利用 LED 阵列对称分布式的光源配置方案，

以满足在照明需求前提下减少所需 LED 数目、提高功率效率、改善信噪比一致性等要求。 

　 3. 研究分析各类主流调制方案在室内光无线通信系统中的带宽需求与功率需求的关

系。 

　 4. 提出引入智能的进化遗传算法动态地实现对光源发射功率的优化调控，以实现处于

不同接受位置的接收器获得相同光功率，改善网络信号覆盖性能。 

　 5. 提出了室内光无线通信系统用户接入信令机制，研究了在大室内环境下由于带宽资

源有限，如何实现多用户的灵活接入与光源动态选择。 

 

基于 OFDM 的认知无线网络频谱共享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许文俊 

课题组成员：许文俊，宋  涛，王 燕，曹立红，杨科文，李胜钰，高  燕， 

张双露，邱  涛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针对基于 OFDM 的认知无线网络，首先研究了联合 overlay 和 underlay 的频谱接

入模型，并基于此模型提出了一种自适应功率迫零方案；然后，基于以上的频谱接入模型，

设计了频谱共享的跨层优化方案，实现多层之间联合优化，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多用户频

谱共享方案，以及一种联合频谱感知和频谱共享的跨层优化方案；接下来，结合新的评估准

则——能量有效性容量，提出了一种达到 大化能量有效性容量的频谱共享方案； 后，通

过对小区间的干扰进行建模，将上述研究推广到多小区场景，提出了一种基于重复拍卖的多

小区频谱共享方案。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该课题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基于 OFDM 的认知无线

网络频谱共享方案，其涵盖混合频谱接入模型、跨层频谱共享方案、能量有效性评估准则以

及多小区频谱共享方案等各个方面，可以为认知无线电技术在 OFDM 系统中的实际应用提供

有意义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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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的频谱资源共享机理与系统架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许文俊 

课题组成员：许文俊，宋  涛，王  燕，曹立红，杨科文，李胜钰，高  燕， 

张双露，邱  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认知无线网络频谱共享系统架构和方案，可为认知无线电技术

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指导：架构方面，设计了一种基于认知流的、实现异构网络融合的认知

无线网络架构，提出了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异构无线网络管理方式，并设计了高效合理的认

知信息交互机制。共享方案方面，首先经过理论分析和推导得到了一些对用户行为学习和预

测有意义的闭式表达式，并提出了基于非合作博弈的自适应功率分配方案，然后研究了频谱

共享管理模型，提出了一系列容量 大化的频谱共享方案，并得到了一种兼顾能量有效性解

决方案， 后将研究推广到异构，提出了一种基于 Stackelberg 博弈的异构频谱共享方案以

及一种基于纳什议价的异构频谱共享方案。 

 

无线网络定位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新龙 

课题组成员：罗新龙，郑真真，王  融，李  为，丁雅帅，崔  杰，李  汐， 

陈  德，吴志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围绕无线网络定位算法在有较大测量距离误差时，定位误差比较大，不能满足实

际的位置跟踪和网络优化业务需求；以及知道终端或者无线中继的位置信息以后，对网络的

干扰协调和资源调度进行了研究，已取得如下研究成果： 

1．基于 TDOA 的传感器网络几何定位算法：基于实际的传感器网络模型，建立了传感器

网络定位算法的测试模型；分析了现有基于 TOA 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所面临的定位精度低，

传感器节点的定位误差膨胀传播的特点，改进了基于 TDOA 的传感器网络几何定位算法；对

于典型的传感器网络定位模型问题，与其它基于 TOA 的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和原来的 TDOA

定位算法进行了数值仿真比较，所改进的基于 TDOA 的传感网络定位算法的定位精度比原来

的 TDOA 定位算法提高了 10%。 

    2．二阶段几何定位算法研究：针对现有的移动网络电磁传播环境复杂，基站与终端之

间存在多径传播干扰，折射径传播的特点，提出了利用与终端有信息交互的基站坐标，构造

了定位终端位置的二阶段几何定位算法；分析了二阶段几何定位算法的误差传播特性，从理

论上解释了二阶段定位算法的优势；对于实际的 UMTS 第三代移动网络定位数据，所提出的

二阶段定位算法的大幅度提高了定位精度，在100米定位精度时提高了20%的定位成功概率，

达到了 30%；在 300 米定位精度时提高了 70%，达到了 90%的定位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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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无线网络定位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新龙 

课题组成员：罗新龙，郑真真，李嵘峥，唐  琦，孙芳芳，贺传峰，李  汐， 

陈  德，吴志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围绕感知无线网络定位算法在有较大测量距离误差时，定位误差比较大，不能满

足实际的位置跟踪和网络优化业务需求，基于局部非线性 小二乘和奇异值分解的处理技

巧，对实际的无线网络定位算法进行了研究，已取得如下研究成果： 

1．感知传感器网络的几何定位算法：基于实际的感知传感器网络模型，建立了感知传

感器网络定位算法的测试模型；分析了现有感知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所面临的计算量大、定

位精度低，传感器节点的定位误差膨胀传播的特点，构造了局部非线性 小二乘几何定位算

法；分析了局部非线性 小二乘几何定位算法的收敛性和误差传播抑制等理论性质；对于典

型的感知传感器网络定位模型问题，与其它主流的传感器网络定位算法进行数值仿真比较，

所提出的局部非线性 小二乘几何定位算法计算速度至少比主流的 SDP 定位算法快 2 倍以

上，而且它的定位精度也比 SDP 算法高。 

2．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研究：针对现有的移动网络电磁传播环境复杂，基站与终端之间

存在多径传播干扰，折射径传播的特点，提出了利用与终端有信息交互的基站坐标，构造了

定位终端位置的加权质心校正算法；对于实际的网络测试数据（北京联通蓟门桥附近的 GSM

移动网络），课题组对所提出的加权质心校正定位算法进行了验证，数值结果表明，所提出

的定位算法能满足 E-911 的定位需求，即在 100 米的定位精度下，具有 67%的定位概率；在

300 米的定位精度下，具有 95%的定位概率。 

 

虚拟网络资源控制与优化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振凯 

课题组成员：王振凯，杨  帆，吕  博，刘  江，陈建亚，黄  韬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针对网络虚拟化的资源优化问题展开了研究，建立了相应的仿真和实验平台。具

体研究内容包括：提出了分层分域的层次型虚网资源管理体系架构；基于虚拟网应用特点的

多域虚拟资源聚类与虚网映射算法；基于链路状态反馈的自适应虚网映射算法；基于虚拟化

思想设计的一种支持区分 QoS 的高性能路由器交换结构；两种基于蜂窝网小区划分结构及

VLB 思想设计的分布式负载平衡路由算法；基于小区划分和负载均衡的虚拟网络映射算法；

基于 Openflow 和 Click 搭建的负载平衡高性能路由器试验床；基于 NS2 软件搭建的 PPS 结

构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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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的认知网络用户业务行为模型及 

行为驱动的资源配置技术研究（一）（二）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兴 

课题组成员：张  兴，孙  卓，梁  栋，颜  志，胡  杰，肖  静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针对认知无线网络，对用户业务行为模型以及行为驱动的资源配置进行了分析和

研究。提出了一种异构无线网络认知与协同的体现框架，包括认知协同物理层、多域资源认

知层和认知协同决策层，基于该框架进行无线网络中业务行为认知的研究；基于国内某地无

线蜂窝网络中采集得到的业务数据，进行了深入的业务行为特性挖掘分析，针对无线网络研

究移动无线网络中的业务行为特征，提出了一种连续时间半马尔科夫业务行为模型； 后，

基于业务趋同性进行了资源调度研究，提出了几种资源调度算法和方案，提升系统资源的利

用率。 

 

基于证据理论的 MIMO 信号处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永华 

课题组成员：李永华，吕铁军，夏金环，龙非池，秦  岭，李云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通过应用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探索如何应用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来解决无线通信中

的信号与信息处理的问题，从而改善移动通信系统的性能，并对系统的性能进行了理论分析。 

MIMO 技术已经成为移动通信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技术，系统频谱效率可以随天线个数

呈线性增长。MIMO 系统的理论、性能、算法和实现等进行了广泛地研究。传统的研究工作

主要集中于单用户情况下 MIMO 的收发技术，围绕空间复用和空间分集处理技术，基于贝叶

斯理论进行了大量的传输方案和相应的信号检测技术。 

本课题研究了基于智能信号处理方法的 MIMO 系统的检测、译码和数据合并技术，从新

的理论基础出发，把信号检测看成为不确定的推理过程，应用证据理论，提出广义软信息的

概念，并充分利用这种软信息，建立判决规则的模型，克服传统的贝叶斯理论对不确定性知

识刻画不足的局限性，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研究 MIMO 系统的检测、译码和数据合并的新方法。 

对 DS 理论与传统的贝叶斯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贝叶斯理论框架下的 优合并，即

大比合并，以及在 DS 理论框架下，根据信度进行合并的性能，论证了应用 DS 理论的可行

性。根据 DS 理论中的信度定义，针对 MIMO 系统中的信号的检测与合并进行具体的研究，结

果显示，与传统的 MIMO 系统信号检测，性能提升显著。在不同的信道条件下，不同的信道

编码的条件下，DS 理论的合并性能均优于贝叶斯理论下的合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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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编码的多播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永华 

课题组成员：李永华，宋  琦，张晓光，金雨超，张国妍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通过应用网络编码技术，探索如何应用网络编码技术来解决无线通信中的多媒体

多播的问题，从而改善移动通信系统的多播性能，同时对系统的性能进行理论分析。 

网络编码技术已经成为通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的理念，系

统频谱效率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对网络编码系统的理论、性能、算法和实现等进行了广

泛地研究。传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单信源情况下多播技术的应用，围绕信道编码和反馈

重传技术，基于广播信息理论进行了大量的传输方案和相应的算法研究。 

本课题研究了基于网络编码的分布式信源、反馈和数据合并技术，从网络编码和分布式

理论基础出发，把多播看成为多源的合并过程，应用网络编码理论和归一化的传输带宽，并

充分利用网络编码的合并特性，建立不同的传输策略，克服传统的多播理论对信息合并和传

输中的局限性，在网络编码理论框架中研究多播业务的传输、反馈和数据合并的新方法。 

对网络编码多播与传统的多播反馈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传统多播理论的 优传输方案，

以及在网络编码理论框架下，根据不同的用户和数据包进行合并的性能，论证了应用网络编

码理论的必要性。根据多播系统中的归一化带宽定义，针对多小区多播系统中的信息重传与

合并进行具体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的多播系统传输方案比较，性能提升显著。在不同

的信道条件下，网络编码多播技术的合并性能均优于传统的多播方案的性能。 

 

互联网商品图像搜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洪刚 

课题组成员：张洪刚，肖  波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电子商务中商品展示多以图像形式出现，图像检索对于电子商务网站的成功是决定性

的。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解决电子商务文本搜索中“文不对物”、“相关性差”、“满意度低”

的现象，将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借鉴和引入此领域，将大大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检索效

率。本项目中，我们针对基于文本图像检索和基于内容图像检索各自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

将图像底层特征和文本信息进行融合，对视觉信息提取相应特征，对文本信息进行分词、分

类，使其发挥各自优点，对互联网商品进行准确检索。通过对图片底层特征和文本分类算法

进行研究，结合对互联网商品图片进行大量调研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了一种效率高、准确

度好、相关性强、满足消费者视觉特征的海量图片搜索算法，并把它应用到互联网商品搜索

系统中，并实现了一个基于 android 系统的手机拍照方式的图像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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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识别的移动搜索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洪刚 

课题组成员：张洪刚，肖  波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在移动图像检索的相关技术，检索的图片类型主要是商品的照片，这主要是

针对于电子商务的领域。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从互联网上收集图像并建立数据库，对图

像和图像边上的文字进行解析和建立索引。用户只需要通过手机拍照，就可以对索引库中的

记录进行查询， 后系统后台程序就可以将检索的结果返回给用户手机。系统后台程序根据

这些返回的结果训练分类器，并对之前的查询结果进行更新，进行个性化商品推荐，本课题

实现一个基于 Windows Mobile 平台的图像识别的移动搜索的演示系统。 

 

宽带频谱信号的分布式压缩感知理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文彬 

课题组成员：郭文彬，王  星，陆  阳，艾  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通过分析宽带频谱信号特征，提出了基于宽带频谱信号块特征和流特征的压缩感

知理论和方法。针对分布式场景，该课题分别就有融合中心、无融合中心情形，提出相应的

分布式压缩感知方法。具体而言，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针对通信系统中宽带信号的多带特征，利用分布式信号的块稀疏特征和联合稀疏性

有效提高分布式压缩感知的可靠性。该课题分别提出了联合块正交匹配追踪(S-BOMP)与基于

二元树的联合块正交匹配追踪(S-BTBOMP)算法，前者极大地改善了认知用户的频谱检测率，

后者具有更好的接收机工作特性。 

2．与传统压缩感知块状处理不同，该课题针对通信系统中宽带信号流特征，提出基于

信号流处理的压缩感知方法，为解决认知用户信道状态信息未知时的频谱检测融合问题，提

出分布式流压缩频谱感知机制，每个认知用户交替迭代估计信号的稀疏度和支撑集，并在上

述过程中完成认知用户间基于大数准则的频谱检测融合。 

3．针对实际中信号稀疏度未知的情形，提出利用亚采样率下重构基的前后相关度量，

实现基于 AIC 结构的自适应压缩感知的方法。 

4．针对宽带信号频谱的实部、虚部之间相关性提出相应的性能提升算法。 

5． 该课题还就与宽带频谱信号感知相关问题，如认知无线电中基于博弈论的资源分配、

感知优化、频谱预测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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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P2P 网络中流媒体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夏海轮 

课题组成员：夏海轮，王  宁，黄正磊，李赛男，吴  昊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在将已在传统互联网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的 P2P 流媒体传输技术引入到了移

动网络的流媒体业务中，围绕业务提供过程中的用户体验质量 QoE 保障问题，课题组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得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基于策略管理理论，提出了移动 P2P 流媒体网络服务质量管理框架模型，利用策略管理

机制来实现移动网络 P2P 流媒体的业务 QoE 保障，并同时优化业务流量以提高网络资源利用

率；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同时考虑移动网络环境的动态变化性，终端节点的异构性及用户

的随机性，提出了基于有效容量和网络负载的节点选择算法，以此保证业务请求节点的数据

提供过程稳定而且可靠；在完成邻居节点的选择过程后，节点之间的数据调度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该业务的 QoE 性能，基于分层编码方式的流媒体数据资源，提出了分阶段的数据调

度机制。同时，为了达到网络带宽资源的合理利用，在算法中引入了防层抖动机制；针对网

络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无线带宽不稳定，提出了基于 少优先算法的改进机制，该机制在保

证流媒体业务流畅播放的基础上，采用了多重捆绑的数据资源调度机制，这样，在弥补分层

编码缺陷的同时，也可有效保证数据调度过程中的业务 QoE 性能； 后，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通过自主搭建移动蜂窝网络业务仿真平台进行了业务性能验证，以保证所提出算法和模型的

有效性和可行性。 

 

基于内容的同源视频检索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志诚 

课题组成员：赵志诚，苏  菲，赵衍运，庄伯金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针对当前网络视频海量增长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的版权保护问题，在视频结构分析

的基础上，提取鲁棒高效的音视频特征，研究基于内容的同源视频检索及数字视频版权保护

和管理关键技术，建立个性化的、快速和高准确率的同源视频检索系统，为搭建有效的数字

视频版权管理以及内容监管平台提供支撑。 

课题重点研究了：视频结构化技术；不变性视觉特征的提取及多模态特征融合技术；规

模化的同源视频检索技术；视频索引技术。搭建了有效的同源视频检索系统，并建立层次化

的视频组织管理和索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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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同源视频检索关键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志诚 

课题组成员：赵志诚，苏  菲，赵衍运，庄伯金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随着网络视频的海量增长，数字版权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数字水印、物理防拷贝

等传统的版权管理技术能起到一定效果，但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对于大量已存在的视频，则

无法解决视频被非法传播后的版权鉴定问题。同源视频检索技术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本课

题重点研究了：（1）高精度的分布式同源视频检索系统架构；（2）并行计算及音视频索引技

术。 

 

基于压缩感知的双极化 MIMO-OFDM 信道估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岳星 

课题组成员：彭岳星，赵  慧，杨  晓，张晓峰，卢向雨，李广威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研究了 MIMO-OFDM 系统中的信道估计问题。 

1．分析了单、双极化方式下 MIMO-OFDM 信道模型及其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给出了两种

极化方式下的信道矩阵特征值的统计特性。 

2．分析了 MIMO-OFDM 信道估计方法中在随机导频方式下的感知矩阵的 RIP 条件，并设

计了信道压缩重构算法。 

3．针对 OFDM 系统中随机导频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种确定性的导频方案，证明了相应

的感知阵的 RIP 条件，并设计了一种简化的信道重构算法，理论分析与数值仿真都表明提出

的导频方案与重构算法不仅大幅降低导频开销，同时大大提高了信道估计性能，而且降低计

算复杂度。 

4．提出了能同时精确估计信道时延、到达角、衰落幅值的联合压缩信道估计算法，不

仅提高了信道参数估计精度，同时突破了传统超分辨率方法（MUSIC/ESPRIT）中存在的估计

目标数目不能多于天线阵元数的局限。 

5．基于无线信道的随机性、私密性和互易性等特征的研究，设计了基于无线信道特征

的物理层安全方法，包括实时双向身份鉴权、动态密钥产生、安全增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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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压缩感知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雨 

课题组成员：刘  雨，张  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从压缩感知算法研究、分布式压缩感知算法与方案设计、分布式视频压缩感知以

及分布式压缩感知的应用研究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1．在压缩感知算法研究方面，主要讨论了对非均匀可压缩信号的压缩感知的理论界及

基于扩展窗的感知算法；针对压缩信号的有噪测量值，提出了利用 Raptor 的压缩感知研究，

使之具有优异抗噪性。 

2．在分布式压缩感知方案设计方面，主要利用分布式信源编码的思想，讨论了边信息

在 DCS 中的应用。研究了基于边信息的置信传播算法在 DCS 译码中的应用；基于已知的部分

支撑集在凸优化译码算法中的应用等。 

3．在分布式视频压缩感知方面，将分布式压缩感知应用于视频这一典型的稀疏信号上，

降低编译码的复杂度。针对视频信号的非均匀压缩特性、分级特性以及帧间的相关性，分别

设计了基于非规则测量矩阵、基于小波变换以及基于稀疏滤波相关模型的分布式视频压缩感

知方案。 

4．在分布式压缩感知的应用方面，重点讨论了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利用压缩感知进行

多事件检测的应用，以及利用误差估计压缩进行无线信道的自适应传输的研究。 

 

移动互联网全记录流量建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洁 

课题组成员：杨  洁，雷振明，刘  芳，窦伊男，陈陆颖，于  华，周文莉， 

何  刚，何大中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根据国内 GPRS 现网上大规模采集的流量数据在移动小区和用户维度进行建模，

展示了现网小区和用户维度的流量规律。使用自主开发的 GPRS 流量监测系统对现网 Gb 接口

进行了基于用户会话的业务质量监测，并对现网实际性能进行了开销、附着成功率、用户移

动性等方面进行了评估。主要研究结果包括三个方面：（1）对移动小区流量建模研究发现：

大多数小区一天中大多数时段处于低速状态，突发的极少数大流量样本集中在少数小区少数

时段，且样本服从指数分布；（2）对用户-小区-5 分钟流量的分布研究发现：用户-小区-5

分钟的数值分布呈现重尾型，表现为小流量用户出现频率高，大流量用户出现频率低；（3）

对用户移动性分析发现：70%左右用户会话是在单小区内完成的，80%左右用户会话在单基站

内完成，用户会话持续时间越长，产生的平均分组流量也越大，用户跨小区的可能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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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流媒体业务流量识别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洁 

课题组成员：杨  洁，雷振明，刘  芳，窦伊男，陈陆颖，于  华，周文莉， 

何  刚，何大中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基于网络流量监测系统所采集的 ADSL 城域网流量数据进行了流量数据成分分

析，并通过基于单个确定字符串/比特串、端口+单个确定字符串/比特串、以及多个确定字

符串/比特串三种方法总结了以 PPStream 为例的 P2P 流媒体流量特征，完成了 P2P 流媒体业

务的确定性特征和概率性特征分析报告；提出了基于二级串联分类器结构的 P2P 流媒体业务

流量识别方法，完成了针对 Adaboost.M1 分类器的增量学习器的设计，以及对增量学习效果

的验证；开发了一套对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及分类的软件系统，实现了二级串联分类器结构在

实际网络镜像报文分类系统中的应用。系统通过友好的用户界面，使用户能更深入、更直观

地了解到网络性能和 P2P 流媒体流量的特点。此外通过该系统能够检验二级分类器结构在

P2P 流媒体识别方面的效果，同时对网络流量和用户行为建模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面向内容的泛在应用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禹  可 

课题组成员：禹  可，吴晓非，苏驷希，龚  萍，曹  阳，丁  玲，沙  霏，樊晓昆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围绕因特网应用的使用模式和发展规律，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对应用和流量特性进

行了研究，已取得如下研究成果： 

1．流量网络的拓扑和聚类特性分析：基于采集到的实际网络流量数据，建立了不同应

用的复杂网络模型；分析了流量网络的节点数、边数、平均度、 大度、平均路径长度、网

络直径等基本属性；对比分析了流量网络的度分布、强度分布以及聚类系数、同配系数等特

性；针对 P2P 不同应用，研究了其拓扑特性对业务质量的影响；引入三类网络熵度量，针对

不同应用的流量网络进行了分析。 

2．流量网络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考察了流量网络的增长特性和优先连接特性，提出

了新的网络模型 edge-driven model；引入单个节点和相邻节点之间的匹配相关性度量，对

不同应用的流量网络进行了分析；对不同应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各种相关性在

一天之内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 

3．应用的激励引导机制：提出了以 Web 为主的应用中用户感知质量指标，建立了网络

分层指标体系；设计并开发了终端侧质量测量工具 WSES，以对应用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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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泉码的优化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林雪红 

课题组成员：林雪红，谢  飞，刘育文，陆维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了喷泉码的优化设计方法： 

1．从两个方面优化了有限码长 Raptor 码，节约 2%～4%的译码开销。 

一方面利用差分进化的方式优化了LT码度分布和LDPC码的度分布使得在 小译码开销

下达到 LDPC 码的纠错范围；另一方面利用非规则 LDPC 码变量节点的不等错误保护特性，优

化设计了 Raptor 码的编码方法。仿真结果表明，采用该编码方法节约 2%～4%的译码开销。 

2．优化设计了不等错误保护信源进行喷泉吗编码时，输入信源的概率分布。 

利用不等错误保护 LT 码的错误概率，通过凸函数的优化方法得到调整输入符号的发送

概率以提高 UEP 喷泉码的整体译码性能。仿真结果表明与传统的 UEP 喷泉码方法相比，优化

设计的 UEP 喷泉码进行图像传输时，在接收更少的信息能得到更好的性能传输。 

3．优化了协作中继系统下喷泉码度分布的设计 

推导了协作中继系统中的喷泉码的度分布与端到端通信系统中的度分布的关系，提出了

一种适用于协作通信系统中的喷泉码度分布的设计方法。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信息的分析与演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莉萍 

课题组成员：陈莉萍，杜军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的研究已实现了预期目标，研究内容如下： 

1．完成了非常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 TDT 研究；提出了正文提取算法、文本裁剪方法、

改进的文本特征权重计算模型、基于 VSM 的文本表示模型；建立了突发事件分类框架、主题

对象模型、基于 DAG-SVMs 的多主题分类算法；建立了热点话题识别与评估系统的技术实现

框架；提出了话题热度评估模型。 

2．完成了突发事件演化机理及模型的研究；完成了经典演化模型的理论研究；提出了

突发事件话题演化的时序话题模型、基于事件框架的文档距离计算方法、增量话题聚类算法、

基于事件框架属性距离的话题演化模型。 

3．完成了将 Agent 和 Petri 网相结合的方法用于仿真建模的机制；提出了基于三网

一体的传播结构和传播系统动力学行为的热点话题传播网络模型。 

4．建立了非常规突发事件热点主题发现、评估、演化方法的实现技术框架，完成了非

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信息分析与演化的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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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与量子网络编码理论与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秀波 

课题组成员：陈秀波，马松雅，王明明，宿  愿，徐淑奖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了新型的量子密码协议。基于量子纠缠态和纠缠交换原理，提出了大容量的、

具有高安全性的量子信息隐藏协议。在量子安全多方计算领域，提出了高效的安全多方量子

求和协议和高效量子私密比较协议。深入研究了量子密码安全性分析方法，针对特定的量子

安全拍卖协议和多方量子密钥分发协议，严格论证了协议的安全性漏洞，并给出了改进措施，

指出了一类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存在的信息泄露问题。 

该课题设计了更高效的、具有多个参与方和不同消息传递方式的量子网络安全通信协

议。在多方量子远程制备协议方面，提出了远程制备四粒子簇型态、多方确定性远程制备任

意的 W 类态、多方远程制备任意两粒子态和多方联合远程制备任意三粒子态的协议，分析了

量子远程制备协议中的经典消耗问题。提出了中心控制的多方量子隐形传态协议。 

课题深入研究了经典网络编码和量子网络编码，提出了可变速率的卷积网络编码方案，

在蝶形网络中设计了概率量子网络编码 M 量子比特的方案。针对量子克隆技术，研究了克隆

三粒子 GHZ 类态、两粒子纠缠态、确定性克隆未知 N 量子比特纠缠态和未知 M 量子比特赤道

型态等方案。 

 

软件源代码安全性检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工具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冬梅 

课题组成员：张冬梅，魏更宇，范文庆，钟金鑫，黄  文，常  晶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成果分为两个方面： 

1．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创新性进展，提出了一种新的符号执行模型——分段符号执行

模型，采用数据流分析的方法判断和区分外部过程调用的参数的输入和输出行为，提出了实

际执行过程的程序行为分析及 IO 对象建模方法。 

2．系统开发方面，开发出了基于“分段符号执行”技术的软件源代码安全性分析原型

系统，系统前端负责对不同源代码进行翻译，转换为一种统一的中间语言表示，后端负责对

归一化和结构化后的程序进行缓冲区溢出和整数溢出的安全性检测。 

将上述研究成果应用于传感器网络，设计并实现了面向传感器网络主流编程语言 NesC

语言的源代码缓冲区溢出漏洞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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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传感器网络中目标定位追踪关键技术及 

原型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亮 

课题组成员：刘  亮，明安龙，曾成斌，李鹏杰，王俊强，向  梅，熊正祥，张晓波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针对视频传感器网络中目标定位跟踪的典型场景，该课题从面向定位的视频传感器节点

感知模型与覆盖分析、面向定位跟踪的节点选择与协作机制、原型系统设计与实现这三大方

面提出一系列新模型和新方法。 

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面向定位的感知模型，该感知模型建立在摄像头传感器的透视投影模

型之上。进而，针对节点的随机部署策略，分析了面向定位覆盖率、节点数量和感知模型参

数之间的关系。 

针对定位跟踪应用的两个阶段——探测阶段和定位跟踪阶段，设计了系列节点选择方

法，并提出了一个协作跟踪算法对目标位置进行精确估计，同时满足传感器网络低消耗、低

复杂性要求。针对跟踪的前景检测，提出了一种背景模型非实时更新的技术方案，解决静态

前景容易更新到背景模型中的问题，并设计了一种静态前景检测和跟踪方法。 

在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利用三维建模的方法对场景与目标的行为过程进行重现，

提出了：一种融合拓扑结构特征的基于二维视图的三维模型检索方法；一种基于两层空间结

构的视觉方法来解决模型空间结构的保持问题；一种基于多尺度局部特征的三维模型检索方

法。 

 

个性化知识搜索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岩 

课题组成员：郑  岩，段焕中，杨  鹏，段 飞，苏冉旭，商  胜，刘海旭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如何了解互联网用户真正的搜索意图和需求？如何为其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搜索服务？

传统的信息处理和检索技术已无法满足广大互联网用户的实际需求。个性化知识搜索将是未

来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互联网上多源、异构数据的预处理技术，提出了基于 Hadoop 的海量

Web 信息爬取和预处理（去重和去噪）方法，为进一步的知识抽取打下基础；研究了半自动

的本体构建方法，设计了面向领域的半自动本体构建方法。针对用户真搜索意图的分类，提

出了分类特征的抽取方法；研究了知识抽取方法，实现在互联网海量 Web 数据中识别隐含的、

潜在的概念、关联规则和模式等。完成了个性化知识搜索原型系统研发，从而进行知识层次

上的搜索以提高搜索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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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对等流媒体服务的拜占庭容错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震 

课题组成员：杨  震，姚  尧，赵  帅，杨宇鸿，王  凯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以建立大规模对等流媒体网络中拜占庭容错体系为目标，围绕着拜占庭容错的模

型和体系结构、故障环境下流媒体质量评估方法、容错算法等关键技术展开研究，并将研究

成果应用于 P2P+CDN 流媒体网络系统的开发。主要成果包括： 

1．针对对等流媒体业务的特点和错误产生原因，对原有容错分类方法进行了优化，从

而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对等流媒体环境下的拜占庭故障产生原因，并初探了拜占庭故障

的特征现象。 

2．提出了一种非中断拜占庭故障状态下的视频质量评估方法，根据此故障状态下视频

数据包中每帧图像在增强层的失真，视频数据包中多帧图像截断到位平面后的数据量，以及

传输所述视频数据包需要的带宽，确定多帧图像解码后的失真；根据多帧图像解码后的失真，

确定所述多帧图像的峰值信噪比，评估视频质量。 

3．根据拜占庭故障的特征，提出了故障诊断的形式化描述定义，并结合服务动态选择

机制，设计了拜占庭故障检测的优化算法。 

4．实现了基于 P2P+CDN 的大规模流媒体服务原型系统，并在此原型系统基础上实现了

拜占庭故障检测算法。 

5．设计了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 pareto 优拜占庭容错算法，该算法收敛速度快，能快

速地实现拜占庭容错，此算法在原型系统上进行了实验验证。 

 

基于云储存的灾备体系结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姚文斌 

课题组成员：姚文斌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针对信息化系统应用，尤其是基于云的大规模海量信息系统，重点研究基于数据切分的

相异性冗余容灾系统结构框架、基于用户行为的海量数据优化存储技术、基于交叉重叠冗余

的分布式故障恢复机制，为优化高可用性和安全性网络容灾体系结构设计提供科学的理论依

据和指导。课题提出了基于云的容灾体系结构模型、基于用户行为的海量数据优化存储策略

和基于相异性的分布式故障恢复模型。课题研究成果对于探索数据和系统可用性与安全性发

展趋势，提高网络系统及其数据信息的生存能力，进而构造出高可用的网络系统，为我国信

息化系统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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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需求的 P2P 内容分发网络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玉洁 

课题组成员：张玉洁，孟祥武，黄永生，马文明，王立才，李建强， 

张玮宇，贺志勇，田瑞云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以用户需求为基础和出发点，建立主动适应用户需求的 P2P-CDN 模型。（1）构建

了 P2P-CDN 节点组织模型：综合考虑了节点需求以及节点可信度、贡献度和活跃度，从中心

服务器、边缘服务器、客户端三个层次对节点进行组织。（2）提出了用户需求分析与预测算

法：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用户偏好提取方法；对上下文感知推荐系统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一种上下文感知的推荐方法。（3）提出了资源搜索与内容分发策略：基于社会网

络中的六分度理论，提出了一种资源搜索算法；提出了基于个性化推荐的内容分发策略；针

对所需资源分布稀缺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双向随机漫步搜索机制。（4）设计实现基于 P2P-CDN

的内容分发系统原型：系统包括中心服务器、边缘服务器和客户端三大功能模块。中心服务

器实现了全局邻居选择、边缘服务器重定向、相似性、用户需求预测、动态调整等。边缘服

务器包含子网划分、邻居选择算法。采用多点内容分发方式，在边缘服务器之间，边缘服务

器与节点之间，以及节点之间进行。 

 

基于移动车辆网的智能交通信息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天乐 

课题组成员：张天乐，王春露，王海峰，钟睿明，陈芳芳，鲍  雨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物联网和交通系统具有固有的、紧密的耦合，其在交通系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需求和潜

力。该课题以物联网在园区车辆管理服务系统的应用为切入点，基于以人、车、路为节点的

无须基础通信设施的多跳移动 ad hoc 网络，构建基于物联网的园区车辆智能感知系统服务

平台。提出一种由园区出行用户、中小商家、公共服务实体机构、共享服务平台提供者等组

成的综合交通出行诱导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开展物联网移动终端的多跳近场通信技术、无中

心无线定位追踪、自组织路由、网络安全和可用性研究等工作；建设基于物联网的人、车、

路感知示范平台；演示通过平台查询车辆、路况、行驶环境等信息的应用服务。基于系统节

点的移动性和交替活跃特性，进行了端到端延迟估计和预测模型设计，运用连续时间马尔可

夫链、时间演化等理论等进行数学建模，进行了部分连接网络可用性评价指标的评估，通过

仿真和试验系统验证了系统的可行性。通过该系统的应用推广，可直接提高园区车辆管理效

率，有效减少车辆行驶里程，可起到改善交通秩序、环境、安全、能耗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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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新技术及其 

与下一代网络管理系统结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于艳华 

课题组成员：于艳华，宋美娜，宋俊德，付  宇，崔文亮，鄂海红，肖  山，  

鄂新华，杨志放，范  茂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了融合网络网管系统在由面向设备维护的网络管理系统向以用户为导向的

面向业务生命周期管理（“发展（fullfill）——建设（assurance）——维护（billing）”）

的网络管理系统的发展，同时将数理统计、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网络管理领域解决相关技术

难题，解决融合网络业务及用户行为分析等网络故障及安全问题的发现，从而实现网络、业

务及网络安全的智能管理。 

课题研究的技术包括：数据挖掘中时间序列预测技术、综合评价技术、异常点检测技术、

关联规则挖掘、序列模式挖掘、聚类、基于 Bayesian 的分类等技术。对网络管理和网络优

化技术进行了跟踪和研究，包括：3G 网络业务管理中 QoE KQI/KPI 指标体系提取方法论的

研究，网络优化中信令数据和 MR 数据的应用现状和趋势的研究，TD-SCDMA 中业务信道同频

干扰和 TFFR 机制的研究。研究了研究 SVM 的统计学习理论原理及其相关技术：核函数技术，

泛化理论， 优化技术，研究了 SVM 的技术应用，包括在分类问题中和回归问题中，研究

SVM 技术目前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难点问题，并针对难点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算法。 

 

内网终端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榆 

课题组成员：杨  榆，雷  敏，郝  斌，钟尚勤，胡鸿胡，任小寅， 

张立建，徐国胜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内网安全关键技术，控制用户对外设、网络等资源的使用，并准确审计。具

体成果包括：控制用户提供可靠身份凭证，审计登录、注销、关机等行为，审计信息均关联

唯一身份标识，不能被伪造。启用/禁用 USB、光盘、打印机、串口、并口、调整解调、红

外、蓝牙、智能卡等外设。可禁用普通移动存储，同时放行认证后的移动存储。审计光盘刻

录内容、外设接入等行为。控制并审计网络访问。禁止通过 Modem、3G 上网卡等设备非法外

联。物理接入，需经身份认证方能访问网络。控制、审计进程运行。保护进程、注册表、镜

像文件。审计新建、重命名、删除、打印等文件操作。课题也研究水印实现泄密追踪，群组

密钥协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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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鲁棒车辆调度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左兴权 

课题组成员：左兴权，水新国，陈  诚，仇晨晔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了一种智能公交调度方法，并开发了智能公交调度系统。首先，根据公交线

路各站点的客流量，采用多目标优化方法来优化公交发车时间间隔，该方法兼顾了公交公司

的效益和乘客满意水平等多项指标。然后，根据获得的优化的发车时刻表，采用免疫算法来

自动生成车辆排班方案，使得发车方案即能很好覆盖发车时刻表，又能保障所用车辆数目

小。其中设计了一种基于初始发车时刻点的个体编码方案，该方案具有编码长度短，解码速

度快的特点，有利于提高算法优化效率。设计了高效的免疫进化算子，以保证算法快速收敛。

用西安市实际的公交运营数据对该系统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快速生成满意

的公交调度方案。 

该调度系统的特点是能够快速生成公交调度方案。目前已有的 快的公交调度算法需要

大约 10 分钟左右才能产生满意的调度方案，而本研究中的方法可在 1 分钟内生产满意调度

方案。 

 

基于图模型的知识发现与可视分析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娟 

课题组成员：杨  娟，吴  斌，朱  天，陈承星，段松青，赵志雄，王  洁，何  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将图数据挖掘和可视分析技术相结合，研究海量数据中构建大规模实体关系图模

型的方法，研究复杂网络数据的知识发现和可视分析技术，从多关系、时间演化、可视化、

分布式等角度研究海量信息处理新方法。 

该课题基于 MapReduce 计算模型，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海量数据的并行统计算法以及一种

基于统计归一化的社团结构描述方式。设计实现了并行社会网络分析算法集，包括点特征、

边特征、网络特征、社区发现和社区演化 5 大类算法，充分提高计算效率。将可视化分析技

术应用到中国移动研究院大云项目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中，基于呼叫图分析，实现了全网分

析，单点分析和动态网络分析。并针对电信社会网络，实现了营销关键点识别，家庭网络展

示和用户多重身份识别。该应用于 2011 年在深圳高交会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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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扩展自动机和规则引擎的服务组合及 

验证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邓  芳 

课题组成员：邓  芳，修佳鹏，陆中远，徐艳婷，薇  娜，谭贺春，夏姣姣，龚  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课题组针对目前服务计算领域 核心的服务模型、服务组合、服务组合验证的若干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体包括：  

1. 对 WEB 服务组合模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时间自动机的 WEB 服务组合模型，并

针对人机交互的新型服务模型进行了研究。 

2. 对 WEB 服务动态组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规则的 WEB 服务动态组合方法。 

3. 对 WEB 服务组合验证进行了研究，针对 WEB 服务组合的时间调度问题、数据竞争问

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 搭建了服务计算平台，并在服务计算平台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 KPI 应用。 

 

基于数据挖掘的蜜网日志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武  斌 

课题组成员：武  斌，郑康锋，辛  阳，胥小波，狄  宏，刘  雷，严  曦， 

周  鹏，陈  晨，刘丹婷，王振亚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蜜网日志分析中来，提出基于数据挖掘的蜜网日志分析的

方法及具体方案设计，达到将蜜网日志分析系统化，提高蜜网系统数据分析能力。 

通过理论分析和算法研究，将关联、融合等数据挖掘技术用于蜜网中告警日志分析，设

计出了基于有穷机日志分析模型和基于向量机日志分析模型，设计出了基于有穷机日志分析

算法和基于向量机日志分析算法两种数据挖掘算法，能够有效地过滤、融合、聚类、关联原

始日志数据，由原始日志数据抽象出能较为准确的反映蜜网系统安全状况的日志分析结果。

在此基础上，研究蜜网日志数据信息展示方法，通过 Flex 和 Web Service 技术以图形化形

式，直观、动态显示日志分析得到的入侵步骤信息。 后，搭建蜜网日志分析演示验证系统，

对设计的蜜网日志分析模型和算法、蜜网日志显示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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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变长分块的重复数据删除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建毅 

课题组成员：刘建毅，陈  钊，叶鹏迪，姜德，刘博实，刘正阳，丁  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了基于可变分块的重复数据删除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 CDC 和 Bloom filter

结合的重复数据删除方法。利用布隆过滤器的内容定义分块的组合，在全盘范围内找到 相

似的数据块，使得消除冗余更加灵活和高效。该算法突破了文件的约束，即使是已经删除的

文件，只要数据块仍在磁盘上存放，就能作为删重的参考对象。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用于

IP 网络的远程镜像系统中的重复数据删除系统。基于 IP 网络的远程镜像系统将生产中心和

异地灾备中心的镜像通过 IP 网络相连，保证本地镜像与远程镜像的同步。 

随着网络应用的增加，对网络带宽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带宽资源显得越来越珍贵。重复

数据删除能够有效减少传输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带宽需求，还能减少同步所需的时间。该系统

在不改变原 IP 网络远程镜像系统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在本地添加装置来删除传输数据块中

的重复数据，以实现带宽精简的目标。该系统具有端到端的透明性，可方便部署到现有采用

iSCSI 协议访问远程存储的系统中， 大限度地保护了已有投资。 

 

新型网络环境下基于网络测量的可信管理与 

可信保障机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小勇 

课题组成员：李小勇，周  锋，杨旭东，倪  晖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基于分布式 Agent 的可信上下文察觉计算的体系结构，实现了基于可信上下

文信息建模的相关算法。 

2．提出了自适应的可信度评估中多维度决策指标权重动态分配方法以及可扩展的反馈

信任信息聚合算法。 

3．提出了基于网络测量的多要素融合的动态可信管理框架。 

4．实现了相关算法在开放网络计算环境下资源选择中的应用，并完成了对应用结果的

分析与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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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PEG-4 编码标准的隐写盲检测算法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茹 

课题组成员：张  茹，刘建毅，李  洋，徐国爱，张维纬，李  欣，宋玲娓，丁  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成果是: 对 MPEG-4 编码视/音频文件进行统计建模，研究隐写操作对 MPEG

编码文件的统计特征的影响，应用信息熵、集合论与概率统计的方法，构造未经隐写与经过

隐写的媒体信息的统计模型，从统计模型中提取对隐写行为敏感的特征统计量；根据所构造

的特征统计量，构成检测特征矢量，采用神经网络、ANOVA（analysis of variance，方差

分析）、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支持向量机）等方法构造检测算法模型。 

 

一维纳米半导体材料的应变弛豫机制和 

组分分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芦鹏飞 

课题组成员：芦鹏飞，俞重远，叶  寒，赵  龙，沈  阅，倪  丁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采用基于连续弹性理论的有限元方法，研究了 InSb/GaSb 体系的应变场分布，在模

型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应变场、位错场及位错与自由边界的相互作用，并基于能量平衡模

型，确定了体系的临界尺寸。理论模拟的结果与实验吻合的较好。 

2．组分分布在低维半导体材料的生长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与应用价值。组分的

分布与位错场的分布密切相关。本课题基于 FEM 和 moving asymptotes 方法研究了位错相关

的 GeSi 半导体体系中的组分分布。建立了一套集中 FEM 和 Moving asymptotes 的有效计算

方法，为描述异质外延材料生长过程中的组分分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3．基于热动力学平衡理论，充分考虑了纳米异质结构体系中的应变能、位错能以及材

料的各向异性等性质，系统研究了 InGaN/GaN 体系的临界尺寸，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平衡判据，

理论研究的结果与实验吻合的较好。 

4．位错也会影响低维量子体系的电子结构和光学性质。本课题研究了穿透位错在低维

量子体系中的影响，分析了电子结构和光学性质的变化。  

5．密度泛函理论是研究低维量子体系的主要理论。本课题基于从头算的密度泛函理论，

系统研究 ZnO 及其掺杂的电子结构、光学性质及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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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自发辐射增强机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韩利红  

课题组成员：韩利红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成果如下： 

1．采用数态展开法和量子光学理论实现对量子点-光子晶体腔的模拟，计算出腔-量子

点系统的光致发光谱。通过计算腔场的二次自相关函数得到光致发光谱，改变施加在腔上的

电压得到的谱线可以观察到反聚束现象。 

2．纳米线量子发射器单光子源顶部结构对性能的影响很大，通过优化顶部结构来增强

前向发射。用几何投影法和有限元法来优化纳米线的顶部结构获得 大前向发射。结果表明

一个弧形的顶部在前向有着更强的发射，对于改善光子的收集效率很有帮助。 

3．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具有大绝对带隙的二维光子晶体优化结构。这种结构的正方晶格

GaAs 二维光子晶体的绝对带隙达到 0.1623（2πc/a），并且，通过参数优化可以使绝对带隙

达到 0.1735（2πc/a），高于现有报道 高值。 

4．耦合场的幅度以及探测场和耦合场相位差会强烈影响量子点吸收系数和折射系数的

变化，用密度矩阵的方法研究引入额外的耦合场势截棱锥量子点。结果表明当探测场和耦合

场均与量子点共振时可以观察到负折射和透明现象。  

5．结合移动渐近线和有限元的方法计算了 InAs/InP 多层量子点的 小吉布斯能量。

基于 小能量的原则研究了垂直对齐和反对齐的多层量子点之间的转换。 

6．采用有限元的方法对包含了两个垂直耦合的截断金字塔量子点的人造分子的电子结

构进行了理论分析，计算了在量子点不完全对称和外加电场的情况下对电子结构的影响。当

量子点完全对齐时，电子能级随着水平施加的电场而减少。 

      

绿色光网络中低能耗高效率的网络体系及管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立芊 

课题组成员：王立芊，黄善国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立足于解决绿色光网络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围绕“突破核心技术，面向

实际应用”这一 终目标，进行关键技术研究，核心功能验证的设计与开发，重点解决网络

体系、管控机制与策略、业务接入控制等内容。对绿色光网络中低能耗高效率的网络体系及

管控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低能耗、高效率的绿色智能光网络体系结构，光网络面向节

能的管控机制及路由汇聚策略。提出具有保护倒换功能的低能耗的主从+对等无源光网络的

管控机制及策略，并搭建了绿色光网络的仿真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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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容量通信系统终端应用的光学全息三维动态

实时显示模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桑新柱 

课题组成员：桑新柱，颜玢玢，苑金辉，王葵如，余重秀，徐大雄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围绕三维动态显示机理和实现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主要创新点和研究

成果如下： 

1．利用空间光场分布和角谱理论，导出了微结构全息功能屏的子全息图和整体功能屏

的调制函数，并进行三维显示过程的分析。 

2．分析和研究了数字全息实现光学特征识别的方法。 

3．通过分析对称差分法和背景减除法的优缺点，对视频检测和提取流程进行了优化和

改进。 

4．提出了一种视频识别中能够适应多分辨率的情况、算法复杂度低、且实时性好的图

像匹配方法，实现了不同分辨率情况下视频画面中局部区域特定目标的有效识别、定位。 

5．搭建了多摄像机并行采集的实验系统，实现了多摄像机视频和图像采集的同步。 

6．搭建了基于液晶阵列和光学元件的真彩色三维动态显示实验系统。 

 

紫外 Ad Hoc 组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左  勇 

课题组成员：左  勇，林金桐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了紫外大气信道建模、紫外 Ad Hoc 网络的多信道接入 MAC（介质访问控制）

协议、拓扑自动发现算法及路由协议、QoS（服务质量）机制等组网技术，并建立网络仿真

平台，以模拟真实的通信网络环境。在研究紫外大气信道共面情形下的单散射模型和蒙特卡

洛模型的基础上，推导了非共面情形下收发机任意指向的单散射模型以及接收机视场垂直时

的近似模型；基于该模型搭建了 OPNET 紫外非视距通信仿真平台，在该平台上实现了适用于

紫外通信的 MAC 协议和功率控制；研究了现有视距无线路由协议的性能，指出需要设计新的

路由协议以考虑非视距通信的特点；研究了基于业务分级的 QoS 性能保障机制。 

该课题提出的非共面情形下收发机任意指向的单散射模型填补了紫外非视距信道模型的

空白，实现的 MAC 协议和功率控制够应用于紫外通信中，在保证正常通信的条件下降低功耗。

课题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用价值，在紫外 Ad Hoc 网络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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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正交相移键控码传输系统中相位抖动特性及 

相位再生器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席丽霞 

课题组成员：席丽霞，张晓光，唐先锋，陈  光，徐  霞，樊  弋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针对高速差分正交相移键控（DQPSK）光通信传输系统中的相位抖动特性及相位

信息恢复技术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主要内容及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仿真得到了线性相位噪声、非线性相位噪声以及光纤传输系统

中总的相位噪声的概率分布。 

2．仿真设计了基于高非线性媒介的相位敏感放大器，通过理论分析和推导，搞清了该

再生器的工作原理并优化了相关参数，得到了该再生器的再生效果，再生效果良好。 

3．设计了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的干涉仪型的相位再生器，并对其参数进行了优化，数

值仿真了其再生效果。 

4．设计并实验实现了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增益竞争机制的相位再生器，对其参数进行

了优化，再生效果在实验平台上进行了验证。 

5．改进了相干接收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关于相位信息恢复（即相位估计）的算法，

对其性能进行了仿真验证。 

 

可见光通信高速传输及组网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张明伦 

课题组成员：张明伦，袁学光，张阳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可见光通信是一种新兴的通信技术，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该课题研究了可见光通信

中的高速传输技术、上下行全双工通信技术和组网技术，通过计算机仿真和演示验证了研究

成果。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光学滤波和相关电路设计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可见光通信的通信速率，从目前的

公开文献看，该速率在国内是领先的。 

2．对可见光通信中的多径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信道冲击响应计算算法的时间效

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3．对可见光网络中的多址接入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有效的上下行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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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高带宽媒体业务的透明光网络动态多播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宏翔 

课题组成员：郭宏翔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内容如下： 

1．提出了一种新的多播算法，该算法重点考虑了波长连续性限制和损伤限制，以及实

现多播的的基础设备分光器的出度和个数限制。目前，几乎没有对透明光网络基于损伤考虑

的多播算法，此算法在这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 

2．基于光突发交换的透明光网络架构，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多播单元结构。通过原型实

验，基于该结构在透明光突发交换（OBS）网络中实现了光突发包的放大和数据克隆，并成

功将该播模块与现有的 LOBS 节点相集成， 终搭建一个具有多播能力的透明光网络平台。 

3．通过仿真对光波长交换（WSON）和光突发交换（OBS）的两种架构下的多播性能进行

了对比分析。 

4. 由于透明光网络受限于波长连续性和物理损伤累积，通过控制平面来传播物理平面

中的可用波长和物理损伤信息，并将这些信息送入约束路由计算模块以便实现能确保传输质

量的动态光连接。针对多播光连接，重点考虑了节点的多播能力和波长变换能力，即考虑节

点是否配置了分光器、分光器的数目、是否配置了波长变换器以及波长变换器的能力等等。 

 

绿色光通信网络中低能耗高效率的 

关键功能模块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锦南 

课题组成员：张锦南，张阳安，张明伦，袁学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了绿色光网络的体系结构，重点从网络节点与关键功能模块的角度探索了低

能耗高效率的绿色光网络方案，创新的提出光网络节点设备中管理模块、光收发单元、新型

调制方式及格式转换等的节能方案。 

本课题完成了：（1）研究了大规模光网络中的波长预留问题，提出了两种资源预留冲突

避免算法；（2）提出了一种利用差分马赫-增德尔调制器(MZM)和半导体光放大器(SOA)，产

生 60GHz 毫米波信号的方案，并搭建了 VPI 仿真平台系统验证了该系统的可行性；（3）建立

了商用 RSOA 仿真模型并实验验证可靠性；（4）设计实现了新型嵌入式网管系统模块；（5）

设计实现了自适应温度控制激光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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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无线相干光通信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李  岩 

课题组成员：李  岩，伍  剑，徐  坤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究了长距离无线相干光通信中的调制及解调技术，大功率、高稳定、低噪声的

相干光源及其自动频率控制技术；无线激光信号相位噪声产生机理及其相位匹配技术。达到

了相位噪声容限大于 10MHz 和频率控制范围大于 440MHz 的技术指标。搭建了一套空间相干

光接收演示系统，实现了 2.5Gbit/s 的 DPSK 和 QPSK 信号的高灵敏度接收功能，灵敏度达到

了－45dBm 和－37dBm。该课题研究的自动频率控制和相位匹配技术，能够很好的降低长距

离无线相干光通信中的频率漂移和相位噪声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实用价值，在长距离空

间无线光通信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可重构 MIMO 天线研究与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姚  远 

课题组成员：姚  远，俞俊生，杨  诚，曾庆豪，王  星，葛洪斌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为进一步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容量，自适应 MIMO 技术已成为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研

究热点和关键技术。自适应 MIMO 技术包含天线系统的自适应配置和基带信号处理的自适应

算法。实现支持自适应 MIMO 功能的射频多天线系统的发展趋势是采用可重构天线技术。因

此，本课题重点研究了可重构 MIMO 天线技术，完成了原理样机的设计，优化方案的提出，

以及测量结果的总结。具体成果如下： 

1．提出了天线与信道特性进行联合优化设计的方案，将天线参数与信道评价参数有效

的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可重构 MIMO 天线系统中天线的评价体系提出了有效可行的解决方

案。               

2. 设计了两款小型化可重构 MIMO 天线原型样机。第一款为满足任务书要求的工作于

2GHz 的可重构 MIMO 天线，具有极化和方向图可重构特性；第二款则是对本课题的一个延伸

设计，此款天线在具有可重构、小型化特性的基础上具有了多频段特性，将 GSM900、GSM1800

和 UMTS 频段均包含在内。 

3．针对不同信道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工作，并总结了测试结果，为今后的应用提供了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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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调制相干探测光载射频系统数字接收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尹霄丽 

课题组成员：尹霄丽，涂泾伦，陈雨露，原全新，戴宇航，张  磊，王  莹， 

刘  博，申向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在调研国内外光载射频(RoF)传输系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采用相干

光探测的光载射频系统的数字接收技术，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系统实现方案，分析了系统中的相位调制器、3dB 耦合器、90º相移器等关键

部件的工作原理，推导了系统传输的数学模型。 

2．完成了射频载波 5G，基带数据信号 50M 和 250M 的相位调制、外差相干探测 RoF 系

统传输实验；设计了数字接收算法，用 MATLAB 编程实现了 BPSK, QPSK, QAM 等多种调制格

式的 RoF 信号的数字解调软件。 

3．实现了频偏估计、相位估计功能以及高级调制格式数据的数字解调功能，实现了系

统性能的评估功能，如星座图的显示，探测信号的概率分布以及误码率计算功能。 

4．研究了光纤色度色散和非线性的补偿方法，编程实现了光纤传输的后向补偿算法可

用于对色度色散和自相位调制的补偿。 

5．研究了超宽带信号的光学产生方法，优化了 24GHz 频段超宽带信号的设计方案，仿

真分析了超宽带信号在光纤中的传输特性，提出了利用后向补偿算法对探测信号进行补偿，

以得到更理想的射频接收信号。 

 

基于 MEMS 技术的可调滤波器的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建明 

课题组成员：黄建明，郭  辉，韩  可，朱华章，周亚林，张乃柏，颜佩森， 

苏文豪，陈  哲，肖荣荣，张勇慧，张克满，常志峰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在已有的 RF MEMS 技术的发展前沿基础上，研究基于电磁带隙技术、RF MEMS 技术、和

CMOS 工艺相结合的可调 RF MEMS 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和优化设计方法；应用电磁带隙技术给

出可调 RF MEMS 滤波器的新型设计和数值仿真；分析 RF MEMS 滤波器中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

工作原理，深入研究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建立其比较完善的理论分析模型，定量给出 RF MEMS

滤波器的机械、电、磁等特性的相互关系；应用表面加工法，发展了基于电磁带隙技术的

RF MEMS 滤波器的低应力低温表面工艺制造技术，如低应力薄膜生长工艺、牺牲层工艺；对

基于 MEMS 技术的滤波器进行基本实验测试和验证。本课题在 RF MEMS 带阻滤波器、带通滤

波器、可调带阻滤波器、可切换滤波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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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协议测试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巍海 

课题组成员：李巍海，俎云霄，黄  鑫，王亚菲，顾世嘉，齐海智， 

宋岳阳，卢厚祥，卢  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完成了协议缺陷测试系统框架的设计和实现，并且完成了不同协议测试要求的测

试例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测试的协议是，测试 HTTP 协议服务器端，成功找到若干协议缺

陷，例如字符串溢出、错误报文分界符不识别等等。作为协议建模的工具，主要应用了 Petri

网模型和 FSM 模型，并对其性能优缺点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在协议缺陷测试平台设计和搭

建方面，参考了国内外优秀成果，完善了计划书中的设想。 

对于协议缺陷测试，采用了黑盒测试模式，不需要知道协议实现的内部代码，只要了解

协议对外接口语法。 

根据外在或者隐藏的语法规则，进行协议语法测试，定义协议测试公认五种错误类型，

自主设计了利用正则表达式工具自动生成所需测试例的方案，并试验性的应用于HTTP和 SIP

协议测试中，生成了 2000 个测试例，找到了 30 种潜在的缺陷，收到了较好的测试结果。在

进一步的工作中，主要研究如何优化正则表达式的构造方法，生成更有效的随机测试例，开

发测试数据监视器，并且设想引入模糊测试或者随机测试的方法完善测试系统的有效性，

后用对照测试方法进一步证明本方案的优越性。 

   

基于协同感知和频谱聚合的高速率数传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勇 

课题组成员：张  勇，滕颖蕾，宋  梅，王英赫，刘媛媛，陈俊杰，徐浩漫，施  莹， 

何智锋，谢星光，程  刚，王  震，郑汉斌，吕景隆，宋朝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对基于认知 230 协作频谱感知和频谱接入进行研究，在协作感知方面，提出了认

知网络中的协作节点选择算法、基于认知无线电系统信道估计的融合判决算法、基于跳频的

解决隐藏终端问题的认知 MAC 协议、基于对高动态机会特性的异质内容感知的路由协议等；

在认知无线资源分配方面，提出了基于 OFDM 的离散频谱聚合方案、基于效用函数设计的双

重拍卖理论的频谱竞争方案，基于增强学习的拍卖算法动态频谱接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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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段认知无线电协同模型及传输容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志刚 

课题组成员：温志刚，吴岳辛，邹俊伟，范春晓，张晓莹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无线频谱资源稀缺。认知无线电技术（Cognitive radio, CR）有望解决这一问题。课

题从物理层频谱检测方法为切入点，引入协同通信，建立一个协同 CR 模型。在此模型基础

上以信息论为指导，着重进行协同 CR 系统的传输容量研究。课题组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充分

仿真的基础上，拟构建基于软件无线电的协同 CR 系统试验平台，对课题中研究的关键技术

进行验证。 

本课题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成功搭建了协同 CR 系统试验平台，本实验平台是一个多频

段认知无线电协同通信平台。它不仅有 基本的无线通信功能，还能够进行频谱感知、多频

段通信和协同中继功能。对于接收的数据可以进行信道容量分析。具备功能：(1)物理层重

配置功能；(2)频谱信息检测功能；(3)实现 3 节点协同 CR 系统。 

    

低成本的全双工 ROF 链路实现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健新 

课题组成员：马健新，张丽佳，颜玢玢，张  琦，饶  岚，刘  昆，桑新柱， 

黄慧英，忻向军，余重秀，周  敏，詹  娱，梁  昊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包括： 

1. 依据铌酸锂外调制器的非线性特性，在分析输出光谱和射频调制电压、偏置电压等

参数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高阶倍频光载毫米波信号的方法，确定同时产生上行链路光

载波和下行链路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4 倍频实现方法，并研制光载毫米波信号的发射模块。 

2．在分析光纤色散对包含多个光频成分的光载毫米波信号传输性能影响的基础上，得

到了长距离传输的单载波数据调制双波长光载毫米波信号码型演化和传输距离上限。 

3. 提出了由 4 倍频产生的光毫米载波的基站无源全双工 ROF 链路实现方案，并搭建了

仿真系统。这种方案不仅降低了基站的复杂度和设备的频率要求，而且很好的抑制了光纤色

散引起的衰落效应和码走离效应，产生的光毫米波信号具有非常好的传输性能。 

4. 提出了基于 4 倍频产生的 10Gb/s QAM 光载毫米波复用方案，两种不同的 10Gb/s QAM

信号分别调制到光载毫米波的两个正负二阶两个边带的同一侧，这样，不仅降低了基站的复

杂度和设备的频率要求，很好的抑制了光纤色散引起的衰落效应和码走离效应。 

5. 提出了基于四倍频技术和 16QAM 数据调制的光载毫米波的 ROF 全双工链路的实现方

案，仿真结果具有良好的传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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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缩感知的生物医学图像处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洪欣 

课题组成员：张洪欣，王  琳，张金玲，张培玲，王丹志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本课题研究了医学图像的自动分割，采用有损压缩与无损压缩的联合压缩技术对医学图

像进行高效率压缩和重建。在医学图像与信号的分解与重构和特征提取，数据的稀疏表达、

分解与重构算法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并取得了研究成果。 

1. 基于支持向量机方法，研究了生物医学图像的特征提取实现了对图像的自动分割。

在对感兴趣区域及背景区域分类的基础上，提取了训练样本特征值，使用 SVM 进行分类和预

测，实现了感兴趣区域无损压缩，而背景区域利用有损压缩采用高压缩比的压缩感知算法。 

2. 利用 EMD 方法研究自适应 优紧框架搜索方法；基于 Hermitian 矩阵研究了极弱相

关观测矩阵的设计。 

3. 基于特征提取、遗传算法和正交匹配追踪技术，研究图像信息的重构。实现了信号

和医学图像的压缩与重构。 

4. 基于匹配追踪算法研究了生物医学信号的分解和重构，提出了序列编码的方法，并

实现了数据的高压缩比压缩，获得了比传统算法更低的重构误差。 

5. 研究了压缩感知算法在信号调制中的应用，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缩感知的数据调制方

案。 

6. 开发了软件算法模块，基 DSP 技术研究了算法的实现，搭建了硬件平台并进行了测

试验证。 

 

无线传感器网路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英 

课题组成员：高  英，任维政，崔岩松，赵文深，王丹志，朱宇佳，王  晖， 

许英越，全良添，王  钊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建立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故障诊断与预报模拟实验平台，节点数不少于 35 个，可

根据研究需要对能量消耗、通信异常、信息失真等典型故障进行模拟及相应故障诊断方法验

证。 

该课题所提出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故障诊断与预报方法可确定故障的性质、类别，提出的

基于粒子群与神经网络集成的智能故障诊断方法，取得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故障诊断理论方法

研究上的突破，并完成了无线传感器网络可靠性故障诊断与预测相应算法软件。 

该课题研究与开发出了用于故障诊断验证分析的低功耗、多模式供电、多信息采集功能

的传感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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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敏感型光参量放大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饶  岚 

课题组成员：饶  岚，申向伟，夏  民，苑金辉，程晓彭，曾小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理论上，对不同的非线性介质（如光纤、硅基波导、光子晶体光纤）的色散和非线性对

光参量放大增益及噪声特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验证了相位不敏

感光参量放大的噪声指数可达到 3dB 的量子噪声极限；研究了泵浦参数及输入初始相对相位

对参量放大性能的影响；设计了仿真程序，模拟研究了初始相对相位对的增益特性、增益带

宽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信号光的增益受初始相对相位影响较大，而带宽对初始相对相位

的依赖性较小。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搭建了相位敏感型光参量放大器的原型系统，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实验研究：（1）研究了均衡化的光纤受激布里渊（SBS）抑制技术。实验中采用的光纤为

300m 高非线性光纤，其 SBS 阈值为 7.6dBm，经相位调制后其 SBS 阈值提高到 25.8dBm，其

SBS 阈值提高了 18.2dB。（2）研究了非简并级联型相位敏感光参量放大中，两段光纤长度的

选择对级联型相位敏感型参量增益、带宽及其噪声有较大的影响影响。结果表明，当选择较

长的高非线性光纤作为相位不敏感部分，能获得较高的增益及较大的带宽，但是其噪声指数

也会相应地增加。因此需要对光纤长度进行优化。（3）基于上述 SBS 抑制技术和光纤长度优

化方法，利用该系统实现了噪声系数小于 3.5dB， 高增益 35dB 及增益带宽 80nm 的相位敏

感型光参量放大。（4）实现了基于 OPA 的波长无偏移、响应时间短、对速率透明的再生。 

 

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实现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同刚 

课题组成员：赵同刚，张志强，于  淼，喻  超，蔡  巍，张鹏青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1．空间光通信信道的研究：研究不同大气条件（地理，大气不同成分）对激光信号传

输的影响，建立完备环境数据库。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上给出激光信号传输，光斑在不同环境

中的演变过程。 

2．将激光几何扩束、大气衰减、光束漂移等因素纳入激光功率传输模型中。重点研究

了经过湍流之后的 终光场，采用了基于傅里叶变换的多层相位屏模拟湍流产生的随机扰动

的方案。在传输路径上设置若干个薄相位屏，得到 终结果。 

3．研究了相位屏的构造与可行性。计算出高斯光束通过湍流之后的光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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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PGA/DSP 的宽带快跳频短波电台原型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凯明 

课题组成员：刘凯明，谢  刚，刘  芳，毕卫松，甘君心，冯海荣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完成了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原型系统样机的开发：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的收发机

包括一块主板（含 FPGA）及发送/接收子板（含 DSP），可分别完成基带信号处理及射频收发

的功能。射频信号频段覆盖整个短波频段（频率范围为 3MHz～30MHz）。载波频率可以通过

程序进行选择和控制。基于平台实现了所有的功能模块。该系统采用 64QAM 调制方式，子载

波数 4096，子载波带宽为 78.125Hz， 大编码效率为 3/4，频谱利用率达到 2.953bit/s/Hz，

子载波 大跳频速率达到了 320000 跳/ s，具备信道监测、带宽动态调整功能。该系统实现

了短波 FPGA/DSP 的宽带快跳频短波系统自适应调制技术；实现了短波 FPGA/DSP 的宽带快跳

频短波系统的准确同步；实现了短波 FPGA/DSP 的宽带快跳频短波系统中的信道估计；完成

了信道编码及解码设计；设计实现了 PAPR 降低方案；实现了快跳频和 OFDM 技术的结合；实

现了自适应频率控制。 

 

手机电磁兼容性测试仪器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绍华 

课题组成员：刘绍华，俞俊生，陈晓东，周  敏，岑奕朗，王  星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本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 

该课题研制了一套用于手机电磁兼容性测试和分析的测试仪器系统，以精确测试出手机

等电子器件中各模块（如相机、触摸屏、蓝牙、GPS 模块等）的微弱干扰信号。该测试仪器

的研制工作既包括超宽带检测天线、便携式密封屏蔽箱等重要硬件的研制，也包括自动控制

和数据处理等驱动软件的研发。课题组已经完成软硬件研制，集成样机系统平台；并且基于

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延伸申请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军口“863 计划”项目和一些横向合作项目。课题组与有关企业展开了合作，为服务社

会奠定基础。目前，我国有五十多家品牌手机制造商、上千家各类无线设备制造商。本成果

可以帮助这些厂商快速准确地探测出设备中的微弱电磁干扰，改进产品设计，缩短研发周期，

使设备制造商可以更快速地推出新一代高质量绿色化的智能物件，提高与国际厂商竞争的优

势，抢占国际国内市场，并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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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以前结题科技成果一览表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二级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结题日期 

1 国家级 

基于 CNGI 的应急

联动系统和应用试

验 

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信息产业部

电信传输研究所，

北京邮电大学 

谢东亮 

谢东亮，程时端，

时  岩，胡  博，

徐雅静，邓  强，

陈明星，马  晓 

2008 年 8 月 

2 横向合作 

TD-SCDMA 容量分

析以及预警机制的

研究 

计算机学院 周文安 

周文安, 宋俊德，

解  冰，曾菊玲，

李  彪，艾小丽，

张  沛，陈  微 

2009 年 1 月 

3 横向合作 
国际业务发展预测

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 张爱华 

张爱华，黄逸珺，

彭若弘，张俊明，

张丽贤 

2008 年 12 月

4 校  级 
高校工程建设项目

效益审计研究 
审计处 于  平 

于  平，侯会乔，

苏  楠，骆  莉 
2009 年 4 月 

5 横向合作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的电信营销 
计算机学院 吴  斌 

吴  斌，徐六通，

石  川，张  雷，

叶  祺，朱  天， 

胡德勇，索立军，

杨胜奇 

2009 年 6 月 

6 国际合作 
E3 End-to-End 

Efficiency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冯志勇 

冯志勇，张奇勋，

胡  铮，张  平 
2009 年 12 月

7 横向合作 

网络环境下读写译

教学模式与传统读

写译教学模式的对

比研究 

人文学院 刘爱军 

刘爱军，陈  静，

王  琳，代超静，

吕  超 

2009 年 10 月

8 横向合作 
惠农公司农业信息

系统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教学

与研究中心 
许叶萍 许叶萍，信红娜 2009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