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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度，《北京邮电大学科学技术成果年报》刊登通过结题的成果共 590

项。 

2012 年度，我校有 10 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获国家级奖 2 项，获省部级

奖 4 项，获社会力量奖 4 项。 

2012 年度，我校授权发明专利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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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未经我院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转载。如需技术转让，

请与我院联系。联系电话：（010）6228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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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合作（国内）项目研究成果 

光接入网下的宽带应用模式研究 ....................................................................... 曾剑秋等（135） 

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城市和试点示范项目支撑 ........................................... 胡  桃等（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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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 马  蓉等（136） 

2011 年集团客户部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及团队文化建设 .......................... 陈  慧等（137） 

移动手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 ................................................................................. 吴伟明等（137） 

基于首都特点的不良信息分析、定位及解决方案的研究 ............................... 岳  欣等（138） 

精细化 QOS 管理——针对 M2M 业务的无线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 张  平等（138） 

移动动态资源管理系统 ....................................................................................... 范春晓等（139） 

调度指挥系统网管子系统软件 ........................................................................... 宋茂强等（139） 

移动动态资源管理系统与传输网管系统接口 ................................................... 吴岳辛等（140） 

广东移动 2011 年度市公司投资后评估研究 ..................................................... 黄逸珺等（140） 

基于移动嵌入平台压缩和解压缩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补充协议） ........... 黄小军等（141） 

400G 编码补偿算法研究 ..................................................................................... 吴湛击等（141） 

面向客户感知的业务质量的管理技术的研究 ................................................... 周文安等（142） 

智能巡检系统 PDA 终端及 PC 终端应用软件 .................................................. 任维政等（142） 

长治市公共机构节能“十二五”规划 ................................................................... 王  欢等（143） 

基于实验平台的 Ad Hoc 无线自组织网络路由协议的研究 ............................ 曲昭伟等（143） 

支持扁平化、自组织的 WiiSE Node 预研 ......................................................... 芮兰兰等（144） 

无线异构网络中高清视频分层编码技术研究 ................................................... 崔岩松等（144） 

认知无线电关键技术研究 ................................................................................... 郭彩丽等（145） 

列控系统车载测试平台 ....................................................................................... 吕旌阳等（145） 

多媒体终端桌面系统 ............................................................................................... 时良平（146） 

中国联通研发体系研究 ....................................................................................... 闫  强等（146） 

协作式接入网虚拟化基站关键技术研究及 

系统级实验平台开发（TD-LTE） .............................................................. 牛  凯等（147）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网站设计与开发 ........................................................... 吕美玉等（147） 

无线城市行业市场分析与物联网研究 ............................................................... 胡  铮等（148） 

广东电网通信网实时仿真系统机理和模型研究 ............................................... 高志鹏等（148） 

基于 XML 的新型网管接口的研发与网管接口的测试 .................................... 魏翼飞等（149） 

基于 IPv6 的新型网管接口的研发与网管接口的测试 ..................................... 魏翼飞等（149）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 李欲晓等（150） 

多功能一体化掌上终端设备研制 ....................................................................... 武穆清等（151） 

终端流量监控模块功能研发 ............................................................................... 谷勇浩等（15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省公司投资后评估 .................... 吴  俊等（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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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终端样机测试 ....................................................................................... 刘志晗等（152） 

智能电网通信一体化智能感知及管控平台 ....................................................... 韩大海等（153） 

佛山供电局等级保护测评技术支持 ................................................................... 张  淼等（153） 

电力行业二次系统安全防护实施及评估技术研究 ........................................... 张  淼等（154） 

广东省电力调度中心等级保护测评技术支持 ................................................... 张  淼等（154） 

中国联通信息化系统 2012～2014 年滚动规划分册及 

数据分析、电子渠道系统建设规范 ......................................................... 王  柏等（155） 

全球电信运营业企业发展报告（2010～2011 年)：财务 

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 何  瑛等（155） 

移动多媒体广播覆盖测试 ................................................................................... 刘书昌等（156） 

北京邮电大学应急广播示范平台 ....................................................................... 刘书昌等（156） 

2011 年东莞 TD-SCDMA 网络多小区联合优化系统 ....................................... 王亚峰等（157） 

通讯仿真软件 ....................................................................................................... 王亚峰等（157） 

TDD 系统 LTE-A 链路级性能评估 .................................................................... 郑  侃等（158） 

LTE 公共测试验证平台建设——仿真软件开发 ............................................... 郑  侃等（158） 

新技术背景下中国电信业监管及中国联通对策研究 ....................................... 唐守廉等（159） 

丰唐物联智能家居市场推广策略及运营商合作模式 ....................................... 胡  桃等（159） 

富媒体环境下内容管理平台的开发 ................................................................... 廖建新等（160） 

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学科前沿报告（2010 年） .............................................. 何  瑛等（160） 

通粮集团精细化管理研究 ................................................................................... 何  瑛等（161） 

全球信息技术报告 ............................................................................................... 何  瑛等（161） 

英语戏剧表演实践教学的探究 ........................................................................... 吕  敏等（162） 

微博数据挖掘与分析系统 ................................................................................... 傅四保等（162） 

文山移动 2012 年社会渠道转型研究 ................................................................. 傅四保等（163） 

IT 服务集成运营管理系统服务组件 .................................................................. 宋美娜等（163） 

无线传感网与电力通信网络融合研究 ............................................................... 吴  帆等（164） 

基于 Android 系统的公交信息交互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 孙  炜等（164） 

七自由度机械臂平台研制 ................................................................................... 孙汉旭等（165） 

分布式监测网络中多设备声学故障诊断系统 ................................................... 陈  斌等（165） 

中国电信 2011 年全渠道服务质量测评及同业比较调查 ................................. 张爱华等（166） 

北京市昌平科技商务区发展规划研究 ............................................................... 逄金玉等（166） 

互联网传播作品的版权监督研究 ....................................................................... 李欲晓等（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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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业务口碑营销策略研究 ..................................................................................... 岳  欣（167） 

MIMO 及 Laptop 天线 OTA 测试和 SAR 研究.................................................. 石  丹等（168） 

Android 手机软件动态行为分析系统 ................................................................ 邹仕洪等（168） 

嵌入式多媒体网络中控软件 ............................................................................... 时良平等（169） 

民用保险箱系列产品外观的设计 ........................................................................... 李  霞（169） 

中免公司组织效能提升专题研究 ....................................................................... 杨学成等（170） 

DTS 软件测试 .......................................................................................................... 黄俊飞（170） 

偏振模色散对高速光接口可靠性影响技术研究 ............................................... 席丽霞等（171） 

对外高级农业专家人才数据库系统 ................................................................... 徐连明等（171） 

统战工作的新形势研究 ....................................................................................... 陈  伟等（172） 

基于云计算的日志分析 ....................................................................................... 崔毅东等（172） 

三网融合中的法律问题 ....................................................................................... 罗楚湘等（173） 

中国移动手机淫秽色情信息治理过滤技术研究 ............................................... 肖  波等（173） 

地理信息集成分析与共享系统测试 ................................................................... 庄育锋等（174） 

外国代理人规制问题研究 ................................................................................... 李欲晓等（174） 

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专项评估 ................................................................... 李欲晓等（175） 

Meego 平台短信过滤原型 ................................................................................... 邹仕洪等（175） 

三网融合环境下的新型通信与信息服务融合应用研发及示范 

——媒体服务器租赁 ................................................................................. 双  锴等（176） 

蜂窝移动通信专利 LTE 子库建设 .......................................................................... 刘  雨（176） 

分布式交换融合语音接入和 VPMN 业务研发 ................................................. 苏  森等（177） 

基于数字标签的消息中间件 ................................................................................... 王红熳（177） 

PaaS 平台运行托管环境关键技术研究 .............................................................. 李静林等（178） 

情报检索系统 ....................................................................................................... 郑  岩等（178） 

多项目并行协同数字化平台 ............................................................................... 白中英等（179） 

企业内训师综合能力提升技术 ............................................................................... 刘克选（179） 

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与维护（二期） .................................................. 严潮斌等（180） 

阴极射线装置 ........................................................................................................... 范东宇（180） 

威海新建国际厅候机楼弱电工程航显系统软件 ............................................... 杨旭东等（181） 

下一代网管系统接口检验和设备模板管理平台 ............................................... 腾颖蕾等（181） 

网络流量分析分类系统 ....................................................................................... 杨  洁等（182） 

全国分县综合文档采集建库 ............................................................................... 庄育锋等（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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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涩宁兰管道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研究 ............................................... 赵同刚等（183） 

SIM 卡技术及应用研究 ....................................................................................... 金跃辉等（183） 

LTE 山区环境仿真评估 ....................................................................................... 王  莹等（184） 

绿色弹性光组网中路由与频谱资源分配技术研究 ........................................... 赵永利等（184） 

心理契约在企业组织变革中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 茶洪旺等（185） 

北方六省 BSS4.0 测试......................................................................................... 黄俊飞等（185） 

城市电动汽车加电站网络智能管理系统 ........................................................... 刘  辰等（186） 

基于魔屏的家庭监控业务 ....................................................................................... 李静林（186） 

汉英语料库和汉英电子词典构建 ....................................................................... 谭永梅等（187） 

基于 Android 的终端发展研究 ........................................................................... 金跃辉等（187） 

立体显示技术及应用研究 ................................................................................... 金跃辉等（188）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知识体系梳理 ....................................................................... 张春红等（188） 

IP 及传输类测试项目短名单 .............................................................................. 马  严等（189） 

MPLS VPN CSC 组网测试 ................................................................................. 黄小红等（189） 

手机治理违规情况监测软件开发 ....................................................................... 李朝晖等（190） 

互联网实名制立法跟踪研究——网络身份证问题研究 ................................... 李欲晓等（190） 

WWW 软件服务栈的开发 .................................................................................. 廖建新等（191） 

敏感信息加密系统（MP 部分）技术开发 ........................................................ 牛少彰等（191） 

IMS 终端软件开发 .............................................................................................. 游向东等（192） 

分级式网络视频回放系统 ................................................................................... 游向东等（192） 

美元面值及序列号机器智能识别 ....................................................................... 赵衍运等（193） 

宽带服务领先策略 ............................................................................................... 潘  煜等（194） 

基于功能点法的应用软件工作量评估体系及标准研究 ................................... 吴  俊等（194） 

融合网络多媒体通信软终端的开发 ................................................................... 林荣恒等（195） 

3G 视频监控系统 ................................................................................................. 游向东等（195） 

TD-LTE 组网技术研究和性能评估 .................................................................... 彭木根等（196） 

智能家居物联网网关中间件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 张春红等（196） 

基于眼罩视频的眼球运动曲线捕获专用软件 ................................................... 苏  菲等（197） 

外部客户监测 3G 服务提升效果 ........................................................................ 石文华等（197） 

用于报警监控的安防集成平台的设计 ............................................................... 宋  晴等（198） 

电信运营商未来三年 OSS 系统规划及建设思路跟踪比较研究 ..................... 吴  俊等（198） 

禹州市中国钧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 郑永彪（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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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州市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企业文化 ....................................................... 靳  娟等（199） 

基于四网协同的网络资源效益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研究 ............................... 彭若弘等（200） 

东莞移动 2010 年度科技创新支撑 .................................................................... 吴  俊等（200） 

阴极保护电位自动采集系统上位机软件升级 ................................................... 赵同刚等（201） 

支持 3G 业务的软终端开发环境的开发 ................................................................ 王  晶（201） 

客户体验服务提升研究 ....................................................................................... 曾剑秋等（202） 

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及标准化 ........................................................................... 邹卫霞等（202） 

“信息超市”商业模式设计与实现 ....................................................................... 曹建彤等（203）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项目管理信息化流程和需求研究 ....................................... 杨  旭等（203） 

中国联通信息化系统 2011～2013 年滚动规划分册及 

数据分析、电子渠道系统建设规范 ......................................................... 袁燕妮等（204） 

校医院健康服务门户系统 ................................................................................... 谷勇浩等（204） 

香花岭锡业综合信息系统 ................................................................................... 赵保国等（205） 

TD-SCDMA 小区间干扰控制技术相互影响研究及算法改进 ......................... 王亚峰等（205） 

分布式交换融合短信业务研发 ........................................................................... 苏  森等（206） 

新一代电力信息通信（ICT)网络模式研究（北京邮电大学部分） ............... 左  勇等（206） 

中国移动省际电路质量分析系统 ....................................................................... 吴岳辛等（207） 

青霉素钠主要杂质的 LogP 模拟分析 .................................................................... 张  瑾（207） 

基于多类型数据的网络干扰分析软件 ............................................................... 叶  文等（208） 

云计算平台搭建与应用开发 ............................................................................... 刘  刚等（208） 

LTE 干扰协调方案研究 ....................................................................................... 王  莹等（209）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1 年度规划后评估 ......................................................... 车培荣等（209） 

基于声音识别的 LBS 设备开发 ......................................................................... 邹俊伟等（210） 

无线通信基站雷电入侵通道隔离防护技术 ....................................................... 范春晓等（210） 

LTE MIMO 资源管理 .......................................................................................... 王  莹等（211） 

中国电信天翼手机网发展规划及管理流程优化 ............................................... 吕廷杰等（211） 

中国电信研发体系优化提升研究 ....................................................................... 黄逸珺等（212） 

物流行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 ........................................................................... 赵  玲等（212） 

网络空间国际化学术研讨 ................................................................................... 李欲晓等（213） 

中山移动作业成本管理数模构建 ....................................................................... 彭若弘等（213） 

北京地区电信行业竞争态势分析与研究 ........................................................... 许叶萍等（214） 

LTE 下行 MU-MIMO 调度算法研究和 LTE 专网物理层开发 ......................... 彭木根等（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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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网络 RRM 研究 ............................................................................................ 田  辉等（215） 

贵州移动 2010 年供应链管理体系优化 ............................................................. 黄逸珺等（215） 

正交频分多址接入（OFDMA）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 .................................... 乔耀军等（216） 

中国电信协同通信前瞻研究 ............................................................................... 苏  森等（216） 

盘古信使............................................................................................................... 李  晶等（217） 

丁基橡胶卤代衍生品性质的模拟分析 ................................................................... 张  瑾（217） 

IMS SBC 安全测评工具研发 .............................................................................. 苏  森等（218） 

数据同步标准及数据同步服务器开发 ............................................................... 卢美莲等（218） 

基于数据业务模型的话务预测研究 ................................................................... 勾学荣等（219） 

新业务体验营销营业厅营销人员在线培训认证 ............................................... 万  岩等（219）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学习型党组织研究 ............................................................... 王  欢等（220） 

集团客户经理综合能力提升 ............................................................................... 刘克选等（220） 

2011 年全业务服务综合满意度测评 .................................................................. 石文华等（221） 

基于 OPNET 的 TD-SCDMA+TD+ISDPA 动态系统级 

仿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 彭木根等（221） 

客户服务综合满意度测评 ................................................................................... 石文华等（222） 

普通邮资封片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 时良平（222） 

云管理关键技术调研 ........................................................................................... 王  颖等（223） 

LTE 基本专利数据库建设 ................................................................................... 王  莹等（223） 

基于知识点的课件管理系统 ............................................................................... 吴国仕等（224） 

FCoE 协议（一期、二期） ................................................................................ 宋茂强等（224） 

校级项目研究成果 

网络舆情计算机理及关键技术研究 ................................................................... 方滨兴等（225） 

4G 网络安全技术研究 ......................................................................................... 杨义先等（225） 

物联网理论和关键技术 ....................................................................................... 马华东等（226） 

传感网同步支撑技术的研究 ............................................................................... 孙  岩等（226） 

基于同步的混沌系统参数辨识研究 ................................................................... 李丽香等（227） 

面向云存储的自适应分布式文件系统研究 ....................................................... 王晓晖等（228） 

物联网应用共性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 宋美娜等（228） 

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 罗  红等（229） 

业务驱动的光接入网融合技术 ........................................................................... 纪越峰等（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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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认知的蜂窝和自组织混合网络技术研究 ........................................... 王文博等（230） 

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的多频段信号采样研究 ....................................................... 陶小峰等（230） 

协作多点传输架构下联合预编码技术研究 ....................................................... 李立华等（231） 

异构无线环境下的联合无线资源管理机制 ....................................................... 田  辉等（231） 

基于协作传输理论的认知无线网络优化设计 ................................................... 王  莹等（232） 

泛在网络业务与示范应用 ................................................................................... 康桂霞等（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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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决策模型决策结果敏感性的数据分析研究 ....................................... 王  冰等（327）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的流量分析与仿真的研究 ..................................... 于翠波等（327） 

母语负迁移对中国学生日语写作的影响 ........................................................... 熊  莺等（328） 

执政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研究 ........................................................................... 程玉红等（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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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见领袖的微博舆情管理研究 ................................................................... 邓小龙等（329） 

网络谣言诽谤的法律规制研究 ........................................................................... 谢永江等（329）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中外合作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 李  平等（330） 

社交网络与人际交流研究 ....................................................................................... 黄  佩（330） 

跨文化书面交流策略的培养 ............................................................................... 罗雨青等（331） 

基于 ES 系统的词汇习得有效性研究 .................................................................... 王健刚（331）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基础理论研究——以网络犯罪为视角 ............................... 米铁男等（332） 

英语学术讲座听力策略与教学方法探究 

——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实证研究 ......................................................... 郭艳玲等（332） 

身体部位词「目」和“目”的语义扩展的汉日对比研究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 李旖旎（333） 

基于汉语本体的第二语言研究 ........................................................................... 李登贵等（333） 

构建大学英语实验教学模式与评估体系 

——基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实证研究.............................................. 韩  凌等（334） 

工科院校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立场标记语的使用研究 

——一项基于自建语料库的分析 ............................................................... 陈真真等（334）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 崔聪聪等（335） 

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机制的实体规范研究 ....................................................... 丁  颖等（335） 

网络涂鸦艺术的文化研究 ................................................................................... 郑晓慧等（336） 

网络实时视频互动环境下师生交谈的会话分析研究 ....................................... 郑春萍等（336） 

“重建个人所有制”视野下的《哥达纲领批判》研究 ........................................... 裴晓军（337） 

微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 王  冰等（337） 

和谐社会构建中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信息化研究 ........................................... 李全喜等（338） 

嵌入式感知接入与传输一体化处理设备及智能信息管控平台 ....................... 韩大海等（338） 

中继干扰信道容量性质与能量效率研究 ........................................................... 张天魁等（339）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企业信息系统能力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 ....................... 吴  俊等（340） 

通信企业运营监控预警系统研究 ....................................................................... 张晓航等（340） 

移动互联网中危机信息的扩散机制及模型仿真研究 ....................................... 闫  强等（341） 

电信运营企业现金流管控模型及财务竞争力综合评价研究 ........................... 何  瑛等（342） 

上市公司及商业银行危机预警理论与应用研究 ................................................... 陈  磊（342） 

实物期权投资决策模型中波动率的系统动力学模拟算法及实证研究 ........... 彭若弘等（343） 

基于仿真的供应链结构抗风险研究 ................................................................... 杨天剑等（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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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网络化研究 ........................................................................................... 张  涵等（344） 

基于博弈实验的员工公平感知研究 ................................................................... 石文华等（344） 

在线社区网络中的关键角色识别及其营销意义研究 ........................................... 杨学成（345） 

基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电信资源市场分配机制研究 ................................... 王  琦等（345）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 ICT 产品创新周期优化研究 .......................................... 张  静等（346） 

中国通信企业海外并购策略研究 ....................................................................... 赵保国等（346） 

我国新媒体产业财税法律问题研究 ....................................................................... 刘  淼（347） 

“报德思想”在日本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 左汉卿（347） 

流行于网络的特吕弗与贾樟柯电影研究 ............................................................... 徐  静（348） 

从中国现代小说翻译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 陈  谊等（348） 

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的调查研究 ........................................... 郝劲梅等（349） 

网络舆情热点形成模式研究 ................................................................................... 刘  颖（349） 

北京动漫受众类型及态度倾向的实证分析 ....................................................... 梁  刚等（350） 

女性视角下的网络文学研究 ............................................................................... 杨纪平等（350） 

基于机器学习的客户数据预测理念研究及工具实现 ........................................... 牛  琨（351） 

基于 SAAS 的应用服务集成框架研究及原型实现 ........................................... 傅湘玲等（351） 

软件系统可信性与软件过程改进的关联关系研究 ........................................... 张笑燕等（352） 

2011 年以前结题科技成果 

2011 年以前结题科技成果一览表 ......................................................................................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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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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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交叉联动与跨层

灵活疏导的光传送技

术及设备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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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勇

2 

TD-SCDMA 关键工

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应用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排名 7） 
张  平（排名 11） 

3 
异构无线网络的协同

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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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 

王文博；彭木根；张  兴；

蒋  远；高  鹏；赵  慧

4 

超宽带微波光子信号

处理与链路的基础研

究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清华大学 

徐  坤；陈宏伟；戴一堂；

李建强；陈明华；谢世钟；

林金桐 

5 

面向多业务的广覆盖

光纤无线融合无源光

网络基础理论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忻向军；刘德明；张丽佳；

刘  博；邓  磊；张  琦；

王拥军；马健新；余重秀

6 

单信道超高速光传输

及信号处理技术与理

论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清华大学 

伍  剑；霍  力；李  岩；

邱吉芳；周光涛；吴冰冰；

娄采云；林金桐 

7 
传媒业务协同处理关

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新奥特（北京）视频技术有限

公司 

马华东；李  军；何宇飞；

李  祺；蔡常军；袁海东；

王长虹；赵志华；黄晓冬；

高广宇 

8 
单体双频微波理论与

器件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吴永乐；苏  明；黎淑兰；

胡鹤飞；袁东明；于翠屏；

张洪光；刘元安；刘  鑫；

唐碧华；谭泽富；吴  帆；

谢  刚；刘  芳；刘凯明

9 
基于云-端计算的手

机安全服务平台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林  宇；史文勇；邹仕洪；

金跃辉；孙其博；程时端；

陈耀伟；傅  达；李静林；

杨  骁 

10 
城域以太网可靠性关

键技术研究和创新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吴少勇；甘玉玺；杨  瑾；

张永军；顾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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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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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接入广义分布式小

区时服务天线单元集的

构建方法 

陶小峰；张  平； 

许晓东；吴春丽； 

刘莉莉；王  莹； 

许方敏 

ZL 2006 1 0055000.7 2006-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2  
小窗口立体图像制作与

显示方法 

高  盟；郭  栋； 

孙  进 
ZL 2006 1 0072756.2 2006-4-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22 

3  

一种应用感知导频信道

汇集网络信息并向终端

广播的方法 

纪  阳；张轶凡； 

张  平；姜  艳； 

张永靖；陈  杰； 

张建华；冯志勇 

ZL 2006 1 0098943.8 2006-7-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18 

4  
一种增强实际 MIMO 系

统接收机性能的方法 

姜  军；张  平；

周明宇；徐  瑨；

王  勇；陶小峰；

李立华 

ZL 2006 1 0153012.3 2006-9-19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三星通信技术

研究有限公司 

2012-1-18 

5  
一种 MIMO-OFDM 系

统信道估计的方法 

姜  军；张  平；

周明宇；李立华；

陶小峰；姬  翔 

ZL 2006 1 0152907.5 2006-9-19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三星通信技术

研究有限公司 

2012-9-5 

6  
基于协作分集的合并转

发方法 

张  欣；高月红；

常永宇；杨大成 
ZL 2006 1 0114369.0 2006-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 

7  
媒体接入控制层构架及

其实体的配置方法 

田  辉；张  平；

高有军；晏  巍；

陶小峰；徐海博；

孙  雷 

ZL 2007 1 0064270.9 2007-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8  

用于基站集中控制的两

跳蜂窝中继网络的切换

方法 

王  莹；张  平；

束  超；吴  彤；

俞欣旻；黄  晶 

ZL 2007 1 0064925.2 2007-3-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29 

9  
宽带信道测量的方法及

系统 

张建华；张  平；

高新颖；张  煜；

徐  鼎 

ZL 2007 1 0098880.0 2007-4-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15 

10  
基于用户位置及呼叫中

心的信息搜索系统 

孟祥武；彭  泳；

宫云战；陈俊亮；

王  骏 

ZL 2007 1 0099324.5 2007-5-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1  
一种降低多载波系统中

高峰均功率比的方法 

陶小峰；王  轶；

张  平；王晓秋；

铃木利则 

ZL 2007 1 0120181.1 2007-8-10 
北京邮电大学   

KDDI 株式会社 
2012-7-4 

12  移动光网络 高泽华 ZL 2007 1 0143963.7 2007-8-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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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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一种删除并行子信道传

输干扰的接收方法 

李立华；武  平；

张新宇；陶小峰；

张  平；关宏之 

ZL 2007 1 0121234.1 2007-8-31 
北京邮电大学   

富士通株式会社 
2012-9-5 

14  

用于结构化覆盖网络的

资源广播交互机制的方

法及装置 

孟  琦；张海傲；

纪  红；李  屹；

李  亭；司鹏博；

李  曦；梅敬青 

ZL 2007 1 0122008.5 2007-9-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15  
一种移动终端进行资源

调度的方法和系统 

张  蕾；张  平；

纪  阳；唐晓晟；

闵  栋；杨  超；

李亦农；冯志勇 

ZL 2007 1 0175500.9 2007-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16  
用于多载波系统的同步

方法及系统 

张  平；冯  冲；

张建华；张炎炎；

张  治 

ZL 2007 1 0178406.9 2007-11-29 

北京邮电大学   

韩国电子通信 

研究院 

2012-8-8 

17  
软件测试用例自动生成

方法及系统 

宫云战；杨朝红；

陈俊亮；肖  庆；

张  威；王雅文 

ZL 2007 1 0177534.1 2007-1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1

18  
多维混合业务效用的实

现方法 

张  兴；杨  超；

王文博 
ZL 2007 1 0177874.4 2007-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25 

19  

基于子载波编码的正交

频分复用超宽带通信系

统及其通信方法 

邹卫霞；刘  琪；

周  正；王树彬；

杨  程；宋琦军 

ZL 2007 1 0179456.9 2007-1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20  
基于领域本体的名片信

息中译英自动翻译方法 
张玉洁；孟祥武 ZL 2007 1 0304514.6 2007-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21  
异构无线网络中的协同

资源管理方法及其系统 

宋  梅；魏翼飞；

宋俊德；王  莉；

由  磊；张  勇；

宋美娜；冯瑞军 

ZL 2007 1 0307853.X 2007-1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29 

22  
基于导频信号辅助的导

频设计方法 

康桂霞；吴晓光；

张  平；邹海燕 
ZL 2008 1 0056874.3 2008-1-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22 

23  

一种通信系统中发送和

接收信道信息的方法和

设备 

崔琪楣；张  平；

张一衡；陶小峰；

李立华；李雨翔 

ZL 2008 1 0101227.X 2008-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24  
互联与交换网关、系统

及其实现方法 

陈俊亮；孟祥武；

宫云战；张玉洁；

杨朝红；沈筱彦；

蔡健鹰 

ZL 2008 1 0101763.X 2008-3-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2 

25  
针对 T-MPLS 网络组播

的快速恢复重路由方法 

尧  昱；李  彬；

谢文军；张永军；

黄善国；顾畹仪 

ZL 2008 1 0102735.X 2008-3-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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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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无线中继站的选择方法 
彭木根；朱  松；

王文博 
ZL 2008 1 0114475.8 2008-6-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13 

27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异

构网络丢包区分方法 

苏  放；甄雁翔；

李  勇；范英磊；

向慧侃 

ZL 2008 1 0115099.4 2008-6-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28  

基于光路共享的负载均

衡网络资源调度方法及

其装置 

纪越峰；解学良；

李慧 
ZL 2008 1 0116182.3 2008-7-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29  

自感知光网络中一种端

到端数据传输时延测量

方法 

王宏祥；王  刚；

黄治同；靳  琎；

纪越峰 

ZL 2008 1 0117266.9 2008-7-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21 

30  
波分复用系统中一种补

偿偏振模色散的方法 

段高燕；席丽霞；

张晓光；陆  萍；

张  倩 

ZL 2008 1 0118640.7 2008-8-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23 

31  
一种业务开通提示系统

及方法 

高志鹏；邱雪松；

孟洛明；詹志强；

王  颖；李文璟；

成  璐；芮兰兰 

ZL 2008 1 0222029.9 2008-9-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23 

32  
一种实现已读状态同步

的方法及设备 

卢美莲；韩传叶；

王立才；孙成振 
ZL 2008 1 0223271.8 2008-9-2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4 

33  
认知无线电系统及其频

谱检测的方法、基站 

冯春燕；王  悦；

郭彩丽；曾志民；

刘子琦；刘劲楠；

冯淑兰；王海光 

ZL 2008 1 0198977.3 2008-9-2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 

34  
异构网络中的网络终端

选择方法及装置 

周文安；胡  浩；

张  舒；杨  晖；

宋俊德；肖  巍；

林冠辰；刘庆攀 

ZL 2008 1 0167871.7 2008-10-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8 

35  

基于相干光时域反射技

术的周界防护传感定位

系统 

洪小斌；伍  剑；

徐  坤；左  勇；

林金桐；左  超 

ZL 2008 1 0224103.0 2008-10-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36  
一种无线自组织网络中

的通信方法 

李  屹；纪  红；

李  曦；刘  伟；

李  亭；王仕果；

罗常青；梅敬青 

ZL 2008 1 0225166.8 2008-10-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4 

37  
基于用户偏好 Web 服务

的提供方法 

双  锴；杨放春；

陈  才；苏  森；

于晓燕；宋  驰 

ZL 2008 1 0225616.3 2008-10-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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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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一种服务定位方法 

双  锴；杨放春；

李  健；苏  森；

于晓燕；鲁四喜；

赵  婷 

ZL 2008 1 0226425.9 2008-11-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8

39  
一种OFDM系统的信号

分集的方法 

吴湛击；李璐颖；

王文博 
ZL 2008 1 0226483.1 2008-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40  
一种基于业务感知的自

适应令牌桶的标记方法 

龚向阳；陈洁瑶；

王文东；阙喜戎 
ZL 2008 1 0239299.0 2008-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23 

41  

一种基于 T-MPLS 分组

传送网的TDM/PW空时

分集方法 

李  彬；张永军；

黄善国；顾畹仪 
ZL 2008 1 0239903.X 2008-12-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8 

42  
一种相邻 ONU 互相保

护的方法 

李  慧；金莎莎；

纪越峰 
ZL 2008 1 0240086.X 2008-12-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9 

43  
用于移动终端的可执行

文件压缩及加载技术 
黄小军；杨  敬 ZL 2008 1 0187538.2 2008-1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4 

44  
通信系统中资源分配的

方法及系统 

许晓东；张  平；

章  辉；陶小峰；

李静雅；陈  鑫，

郝志洁，张忠起；

赵英宏 

ZL 2008 1 0246740.8 2008-12-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45  
基于反馈的随机分布式

自组织通信方法及系统 

何  鑫；罗  涛；

郝建军；刘丹谱；

尹长川；李剑峰；

乐光新 

ZL 2009 1 0076058.3 2009-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7

46  
业务系统中业务动态加

载系统及方法 

孟祥武；张玉洁；

刘  俊；张立达 
ZL 2009 1 0076217.X 2009-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21 

47  
一种抗色散的光 OFDM

接收方法及装置 

乔耀军；刘学君；

宁  婧；杜  晓；

纪越峰 

ZL 2009 1 0076419.4 2009-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48  
一种多媒体会议系统及

方法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郭  杰；

林祥涛；朱  达；

胡潇潇；杨加林；

张士诚；邓  敏；

叶  波；钟升达；

张  瀛 

ZL 2009 1 0076271.4 2009-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11 

49  
一种 SIP 消息洪泛攻击

的检测方法 

闫丹凤；孙其博；

杨放春；李静林；

王尚广 

ZL 2009 1 0076311.5 2009-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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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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一种光分组全光交换方

法、边缘节点及核心节

点 

忻向军；张  琦；

余重秀；王拥军；

桑新柱；王葵如；

尹霄丽；马建新；

李书文；房  杰；

赵同刚 

ZL 2009 1 0076753.X 2009-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0

51  

一种光分组全光交换方

法、边缘节点及核心节

点 

张  琦；忻向军；

余重秀；赵同刚；

尹霄丽；王葵如；

桑新柱；马建新；

李书文；房  杰；

王拥军 

ZL 2009 1 0076752.5 2009-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0

52  机器识别和重构方法 王晨升 ZL 2009 1 0078079.9 2009-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8 

53  
基于双路视觉的立体影

像合成方法及系统 
王晨升 ZL 2009 1 0078078.4 2009-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24

54  

一种复用段共享环网保

护中增加通道告警触发

的装置及方法 

黄治同；肖慧星；

纪越峰 
ZL 2009 1 0078322.7 2009-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55  

认知无线电系统频谱检

测策略、基站和终端设

备 

郭彩丽；冯春燕；

刘子琦；曾志民；

王  悦 

ZL 2009 1 0078216.9 2009-2-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56  

针对层次化主机标识、

基于叠加式 DHT 的寻

址系统和方法 

王文东；龚向阳；

张  骞；阙喜戎 
ZL 2009 1 0081212.6 2009-3-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1 

57  
一种适合于网络编码的

随机网络拓扑生成方法 
柏  琳；荆  震 ZL 2009 1 0084855.6 2009-5-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21 

58  

通信系统中支持协作传

输的资源复用方法及系

统 

许晓东；李静雅；

章  辉；陈  鑫；

张忠起；郝志洁；

赵英宏；胡  丹；

汪  赛；崔琪楣；

陶小峰；张  平 

ZL 2009 1 0085769.7 2009-5-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59  

业务指南生成系统、方

法、指南过滤装置和终

端 

王  莹；张  平；

魏立勃；陈扬帆；

李湖滨 

ZL 2009 1 0086555.1 2009-6-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8 

60  
一种分层空时码编码方

法和系统 

崔琪楣；韩  娟；

陶小峰；许晓东；

张  平 

ZL 2009 1 0086892.0 2009-6-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61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系统

的信道估计方法和装置 

崔琪楣；王  轶；

陶小峰；许晓东；

张  平 

ZL 2009 1 0087265.9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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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协作中继节点选择方法

及系统 

康桂霞；张  平；

郭艳艳；丁子明；

于  旸 

ZL 2009 1 0087263.X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0

63  
IPv4与 IPv6共存网络中

的 P2P 通信方法 

商彦磊；何  倩；

陈声扬；哈晶晶；

李尚萌；刘传昌；

宫云战；陈俊亮 

ZL 2009 1 0087255.5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1

64  
多入多出系统迭代检测

方法、系统及设备 

陶小峰；崔琪楣；

韩  娟；许晓东；

张  平 

ZL 2009 1 0086650.1 2009-6-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 

65  

协作通信中源与中继节

点的功率 优联合分配

的方法 

啜  钢；刘洪来 ZL 2009 1 0087328.0 2009-6-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8 

66  
动态控制用户设备非连

续接收的方法和装置 

田  辉；胡  铮；

张  平；徐海博；

黄  波 

ZL 2009 1 0087909.4 2009-6-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0

67  
异构无线环境下群体垂

直切换方法及系统 

田  辉；张  平；

孙  雷；胡  铮；

沈东明；王升东；

任佳智 

ZL 2009 1 0087972.8 2009-6-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18 

68  

无源光网络系统中定位

恶意用户的方法及光纤

线路终端 

王  震；陈  雪；

王立芊 
ZL 2009 1 0088074.4 2009-7-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4-25 

69  

多链路故障环境下采用

LFA 方式的路由器避免

环路的方法 

刘大锐；李  昕；

潘淑文；李红光；

罗章庆；金  晶；

刘媛妮 

ZL 2009 1 0088063.6 2009-7-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25 

70  

一种基于 MPLS-TP 签

名标签的 OAM 组件通

信机制 

陆月明；杜宗鹏；

纪越峰 
ZL 2009 1 0088442.5 2009-7-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71  
基于主场景镜头关键帧

的体育视频分类方法 
董  远；黄煜斌 ZL 2009 1 0089358.5 2009-7-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20 

72  

一种互联网业务流的实

时上下文感知与分级标

记的方法 

王文东；龚向阳；

阙喜戎；王睿思 
ZL 2009 1 0089415.X 2009-7-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15 

73  
四层结构的中文文本正

则化体系及实现 
董  远；周  涛 ZL 2009 1 0089359.X 2009-7-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12

74  
一种用于 MIMO 系统的

旋转调制信号的方法 

吴湛击；傅婷婷；

张力岭；王文博 
ZL 2009 1 0091165.3 2009-8-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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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一种用于 MIMO-OFDM

系统的旋转调制信号的

方法 

吴湛击；傅婷婷；

张力岭；王  旭；

王文博 

ZL 2009 1 0091048.7 2009-8-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1 

76  
基于韵律短语的韵律结

构生成方法 
董  远；周  涛 ZL 2009 1 0091510.3 2009-8-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27 

77  
一种保证流媒体服务质

量的方法及系统 

周文安；马  飞；

肖  巍；李钦德；

李  野；戴  鹏；

徐  力 

ZL 2009 1 0090614.2 2009-8-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21 

78  

一种基于手机通讯录的

移动 SNS 通信系统的工

作方法 

乔秀全；李晓峰；

杨  春 
ZL 2009 1 0090624.6 2009-9-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79  
基于 P2P 的信息共享方

法 

范春晓；刘  杰；

邹俊伟；吴岳辛；

张晓莹 

ZL 2009 1 0092184.8 2009-9-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80  

支持含有软服务质量业

务的多业务传输的资源

分配方法 

张  兴；付  雷；

陈书平；王文博；

纪晓东 

ZL 2009 1 0092462.X 2009-9-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13 

81  

一种双向并发执行的文

件级可变长数据分块方

法 

姚文斌；叶鹏迪；

刘建毅；王  枞；

伍淳华；肖  达 

ZL 2010 1 0276233.6 2010-9-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4-18 

82  

用于宽带移动通信系统

降低信道质量信息反馈

开销的方法 

别志松；张  睿；

牛  凯；贺志强；

李  楠 

ZL 2009 1 0093206.2 2009-9-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83  

用于多中继系统多流单

播模式的无线中继节点

的选择方法 

郑  侃；龙  航；

魏梅英；王方向；

王文博 

ZL 2009 1 0093124.8 2009-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84  
一种全双工光载射频

RoF 链路系统 

马健新；忻向军；

余重秀 
ZL 2009 1 0093579.X 2009-10-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85  

无线中继系统的网络编

码用户协同配对的传输

方法 

彭木根；刘红梅；

张  翔；王文博 
ZL 2009 1 0236134.2 2009-10-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86  

一种诊断和定量保障端

到端服务质量的系统和

方法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林祥涛 
ZL 2009 1 0236791.7 2009-10-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87  
一种非连续接收控制方

法及装置 

田  辉；胡  铮；

张  平；黄  波；

徐海博 

ZL 2009 1 0237080.1 2009-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8 

88  
用于多载波系统的同步

方法及系统 

张建华；张  平；

张志燕；刘  毅；

张炎炎；刘宝玲 

ZL 2009 1 0238022.0 2009-1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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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基于模糊积分和 优化

理论的合作式频谱感知

方法 

吕铁军；刘伟东 ZL 2009 1 0237181.9 2009-1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90  
全光混沌序列发生器及

全光混沌序列发生方法 

张  琦；忻向军；

王拥军；赵同刚；

马建新；刘会师；

尹霄丽；余重秀；

王葵如；桑新柱；

房  杰 

ZL 2009 1 0242047.8 2009-1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12

91  
基于空间映射的中继方

法和装置 

郑  侃；龙  航；

旷婧华；申山山；

王文博 

ZL 2009 1 0241935.8 2009-12-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92  

一种光分组网络中 QoS

保证的参数化标签转发

方法 

王宏祥；宫小卉；

纪越峰 
ZL 2009 1 0242890.6 2009-12-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93  

融合消息业务中实现会

谈历史记录的方法及装

置 

卢美莲；李凤军；

周  星；张永旺；

曾玉冰；杨  栋 

ZL 2009 1 0243666.9 2009-12-22 

北京邮电大学 

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2012-9-5 

94  

一种结合信源多描述特

征的中继传输方法、系

统和设备 

赵  慧；周小平；

刘  洋；王文博 
ZL 2009 1 0259481.7 2009-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95  

面向混合网络服务的多

任务并发执行系统及方

法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刘传昌；

朱  达；叶  波；

顾萍丽；王  月；

段  华；周  鹏；

黄丽婷 

ZL 2009 1 0243593.3 2009-1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96  
一种酉阵反馈方法和设

备 

郑  侃；张月莹；

龙  航；段汝晨；

王文博 

ZL 2009 1 0265870.0 2009-1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97  
基于聚能射流的非接触

式排爆系统 

谌廷政；孙汉旭；

李  越；贾庆轩；

马向斌；叶  平；

王海峰 

ZL 2009 1 0244595.4 2009-12-31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620 部队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8

98  

一种全光分组网络中保

证 QoS 的自选路地址编

码方法 

王宏祥；骆淑云；

宫小卉；纪越峰 
ZL 2009 1 0242889.3 2009-12-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9 

99  
用于软频率复用场景的

接纳控制方法和装置 

田  辉；张  平；

陆兆新；黄  波；

郑淑琴 

ZL 2010 1 0033871.5 2010-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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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一种异构无线网络中频

谱资源的分配方法及装

置 

李  屹；陈  丹；

毛  旭；纪  红；

黎  明；李  曦；

王成金；李希金 

ZL 2010 1 0034059.4 2010-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18 

101  

一种采用虚拟接口支持

多个移动路由器协同工

作的方法 

胡  博；陈山枝；

张晶晶；姜  永；

叶武迪；蒋晓燕 

ZL 2010 1 0034554.5 2010-1-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102  
下行多用户调度方法、

装置及基站 

田  辉；张  平；

李兴民；孙巧云；

董  琨 

ZL 2010 1 0102951.1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103  
一种网络脆弱性评估方

法 

杨放春；苏  森；

许  明；双  锴；

王玉龙；于晓燕 

ZL 2010 1 0103205.4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正方兴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2012-9-26 

104  
一种 PDCCH 资源分配

的方法和装置 

彭木根；李  莉；

杨常青；王文博 
ZL 2010 1 0102667.4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05  

一种 OFDM/MIMO 系

统中资源分配的方法和

装置 

彭木根；李  莉；

杨常青；王文博 
ZL 2010 1 0102666.X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06  

一种 IP多媒体子系统网

络脆弱性分析方法与系

统 

苏  森；双  锴；

王  栋；杨放春；

王玉龙；于晓燕 

ZL 2010 1 0103210.5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正方兴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2012-11-28

107  

协作通信系统中兼顾信

道条件和业务状态的中

继选择方法 

张  兴；肖  静；

陈书平；颜  志；

蔡雯琦；王文博 

ZL 2010 1 0104310.X 2010-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15 

108  
异构网络信息发布系统

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肖  涵；田  方；

苗  丹；黎文边 

ZL 2010 1 0104398.5 2010-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0

109  
OFDMA 分布式天线网

络资源的分配方法 

王  莹；张  平；

王  坦；石  聪；

凌丽莎 

ZL 2010 1 0107512.X 2010-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8 

110  

基于设备位置或通信时

间组织群的通信方法和

装置 

张  欣；郑瑞明；

潘  峮；曹  亘；

常永宇；杨大成 

ZL 2010 1 0108605.4 2010-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111  
机器人遥操作增强现实

实验系统及方法 
王晨升 ZL 2010 1 0110452.7 2010-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112  

波长交换光网络中动态

传输性能优化的方法及

装置 

张  杰；高冠军；

王道斌；陈  赛；

顾畹仪 

ZL 2010 1 9114085.5 2010-2-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12 

113  
基于Gompertz函数的异

网用户数预测方法 
郑岩 ZL 2010 1 9114081.7 2010-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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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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一种无线网络的接入控

制方法及装置 

纪  红；梁中明；

李皓月；阿塔尔·阿

利雷扎 

ZL 2010 1 0116724.4 2010-3-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115  

一 种 用 于 多 天 线

OFDMA 系统的基站间

干扰协调预编码方法 

彭木根；周  通；

王文博 
ZL 2010 1 0116826.6 2010-3-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116  
结构改进的摆线针轮行

星减速器 

廖启征；魏世民；

郭  磊；吴  琦 
ZL 2010 1 0119594.X 2010-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 

117  
用于无线通信系统中的

码书的选择方法 

郑  侃；龙  航；

张月莹；王文博；

孙  薇 

ZL 2010 1 0127744.1 2010-3-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118  

无线多中继协作传输网

络的中继选择和功率分

配方法 

张建华；刘  毅；

张  平；王  强；

刘宝玲 

ZL 2010 1 0131914.3 2010-3-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119  

Method for Selecting and 

Configuring Network 

Supernodes 

Jianxin Liao； 

Jing Wang； 

Chun Wang； 

Wei Li；Li Wan； 

Xiaomin Zhu； 

Lei Zhang； 

Tong Xu； 

Lejian Zhang； 

Qiwei Shen； 

Limin Fan； 

Li Cheng 

US 8,301,736 B2 Mar.24,2010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 

tions 

Oct.30,2012

120  
异构无线网络环境下的

接纳控制方法及系统 

田  辉；张  平；

沈东明；孙  雷 
ZL 2010 1 0139573.4 2010-3-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27 

121  
一种利用视频同步信号

线传输用户数据的方法 

袁东明；刘元安；

赵  静；胡鹤飞；

吴  帆；李  晔 

ZL 2010 1 0132132.1 2010-3-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 

122  
一种视频传输控制方法

及系统 

程  渤；刘传昌；

章  洋；陈俊亮；

杨加林 

ZL 2010 1 0131630.4 2010-3-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14 

123  

感知网络上下文信息实

现自治路由控制的网络

节点和方法 

阙喜戎；龚向阳；

王文东；郑一挥；

陈  珊 

ZL 2010 1 0140528.0 2010-4-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124  
OFDMA 系统的频率复

用装置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肖  涵；苗  丹；

张  妍；刘  阳 

ZL 2010 1 0143062.X 2010-4-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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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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利用数据流头部特征的

TCP 流量在线识别方法

及装置 

纪越峰；顾仁涛；

王宏祥 
ZL 2010 1 0152750.2 2010-4-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126  

一种基于融合开放网络

的混合服务支撑系统及

方法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刘传昌；

吴步丹；商彦磊；

朱  达；顾萍丽；

邓  敏；孙慧峰 

ZL 2010 1 0161518.5 2010-4-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2 

127  
协作多点场景下信道探

测导频的发送方法 

崔琪楣；张  平；

王  超；杨  姗；

陶小峰 

ZL 2010 1 0163112.0 2010-4-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128  

基于网络编码技术对多

用户进行分组协作通信

的方法 

王晓湘；张  佳；

张鸿涛；王玉龙；

李  松；赵  渊 

ZL 2010 1 0170775.5 2010-5-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29  

基于同性质栅格分组的

异构网络信息广播方法

及系统 

冯志勇；张  平；

张奇勋；陈亚迷；

黎文边 

ZL 2010 1 0173194.7 2010-5-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30  

无线蜂窝通信系统中基

于切换类型的优化切换

参数的方法 

彭木根；陈  俊；

杨常青；王文博 
ZL 2010 1 0178860.6 2010-5-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31  

融合蜂窝网络和广播网

络提供 MBMS 业务的

方法、系统和装置 

靳  浩；彭木根；

王文博 
ZL 2010 1 0184517.2 2010-5-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132  
应用符号分析的软件测

试方法 

宫云战；肖  庆；

杨朝红；金大海；

黄俊飞；王雅文；

赵云山；宋  颖 

ZL 2010 1 0185904.8 2010-5-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14 

133  
应用异常控制流集的软

件测试方法及系统 

金大海；宫云战；

杨朝红；肖  庆；

黄俊飞；王雅文 

ZL 2010 1 0188376.1 2010-6-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2 

134  

时变 MIMO 系统中基于

非码本预编码的传输方

法 

李立华；张  平；

孙婉璐；杨  桅 
ZL 2010 1 0195630.0 2010-6-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135  

具有高速并行编译码结

构的多用户网络编码通

信的方法 

彭岳星；吴木子；

杨  晓；赵  慧；

王文博 

ZL 2010 1 0196499.X 2010-6-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136  
一种在嵌套移动网络中

数据转发的优化方法 

胡  博；陈山枝；

叶武迪；袁  韬，

司  琳；邹仕洪 

ZL 2010 1 0203074.7 2010-6-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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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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无线通信系统中的信道

估计方法和装置 

石鑫俊；罗  涛；

胡  淼；尹长川；

刘丹谱；郝建军；

李剑峰 

ZL 2010 1 0201938.1 2010-6-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138  
一种时变信道下基于非

码本预编码的传输方法 

李立华；张  平；

孙婉璐；周  华；

靳  进；冉  静 

ZL 2010 1 0218138.0 2010-6-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139  水下机器人用变形机构 

孙汉旭；贾庆轩；

张延恒；兰晓娟；

李红义；史成坤 

ZL 2010 1 0212492.2 2010-6-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18 

140  

一种多家乡主机的链路

状态监测及故障排除方

法 

胡  博；陈山枝；

袁  韬；储琴琴；

胡章丰；司  琳；

邹仕洪 

ZL 2010 1 0222571.1 2010-6-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8 

141  

一种基于融合的 EPS 支

持 MBMS 业务内容同

步的方法和装置 

靳  浩；韩玉辉；

彭木根；王文博 
ZL 2010 1 0215043.3 2010-7-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42  

一种融合动态电压调节

和动态能量管理的传感

器休眠机制 

孙咏梅；王照宇；

纪越峰 
ZL 2010 1 0220540.2 2010-7-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143  
核查小区同邻频干扰的

方法及其系统 

勾学荣；兰丽娜；

于翠波；张  勖；

毛京丽；柯文渊；

吴  猛；苏  超 

ZL 2010 1 0229751.2 2010-7-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0

144  

一种支持 WEB 业务和

多浏览器的 SIP 软终端

的工作方法 

赵  耀；邹  华；

杨放春；曹怀志；

张  源；李  涛；

孙其博；刘志晗；

林荣恒 

ZL 2010 1 0232124.4 2010-7-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26 

145  

正交双偏振差分四相相

移键控发射与接收的方

法及其系统 

张晓光；赵鑫媛；

席丽霞；李建平；

田  凤；翁  轩；

陈  光 

ZL 2010 1 0226806.4 2010-7-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12

146  

基于场景自适应能量均

衡的传感器网络矢量量

化分簇方法 

孙咏梅；骆淑云；

纪越峰 
ZL 2010 1 0227933.6 2010-7-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1

147  
可信互联网中的网络质

量主动监测方法和系统 

刘  枫；吴晓非；

刘  芳；何大中；

雷振明 

ZL 2010 1 0237296.0 2012-7-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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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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提高可信互联网域名服

务健壮性的方法和域名

服务器 

刘  枫；何大中；

李为民；刘  芳；

雷振明 

ZL 2010 1 0237757.4 2010-7-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1

149  

针对分组码的复杂度固

定的联合列表检测译码

方法 

彭岳星；辛海洋；

吴木子；王文博 
ZL 2010 1 0256104.0 2010-8-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7 

150  
一种无线网络中的数据

业务容量的规划方法 

张  兴；胡  杰；

王文博 
ZL 2010 1 0256118.2 2010-8-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51  

一种基于斜体蜂巢结构

的二维光子晶体慢光波

导实现方法 

田慧平；翟  羿；

纪越峰 
ZL 2010 1 0283337.X 2010-9-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21 

152  一种动态逻辑门电路 
彭海朋；李丽香；

胡  岗；杨义先 
ZL 2010 1 0292248.1 2010-9-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7

153  
一种基于信息融合技术

的指纹识别方法及装置 

景晓军；李剑峰；

张  洁；刘馨靖；

张  博 

ZL 2010 1 0519571.8 2010-10-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154  
一种支持融合网络业务

的云平台及其工作方法 

赵  耀；邹  华；

杨放春；李晓亮；

孙其博；刘志晗；

闫丹凤；林荣恒 

ZL 2010 1 0527644.8 2010-10-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1 

155  

一种基于长时结构声纹

的多层滤波音频检索方

法和装置 

刘  刚；王  镪；

郭  军 
ZL 2010 1 0524833.X 2010-10-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1

156  
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的

制作方法 

伍  剑；闫  励；

徐  坤；戴一堂；

李  岩；林金桐 

ZL 2010 1 0583714.1 2010-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2-22 

157  网络流量的分配方法 

李  屹；毛  旭；

陈  亮；李  曦；

纪  红；李希金；

王成金 

ZL 2010 1 0582522.9 2010-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58  
一种认知分组网络中的

流量控制方法及装置 

李  曦；陈  丹；

单宝堃；李  屹；

纪  红；王成金；

李希金 

ZL 2010 1 0582531.8 2010-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26

159  

基于图灵机模型的增强

现实装配环境系统建模

方法 

宋荆州；马铁军；

贾庆轩；孙汉旭；

高  欣 

ZL 2010 1 0608052.9 2010-12-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60  

基于身份与位置分离的

位置信息优化选择的系

统 

卢美莲；龚向阳；

王文东；阙喜戎；

张爱华 

ZL 2010 1 0609144.9 2010-12-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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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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一种基于环境模型的音

频异常事件检测方法 

李  祺；朱洪亮；

辛  阳；邹俊伟；

黎  羴；刘  杰 

ZL 2010 1 0613780.9 2010-12-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12 

162  

基于多代理协作的管理

任务动态分解方法及系

统 

孟洛明；詹志强；

髙  斐；邱雪松；

陈兴渝；亓  峰；

王智立 

ZL 2010 1 0618273.4 2010-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12

163  
一种适用于移动终端的

无线微型指标鼠标 

吴  帆；刘元安；

唐碧华；黎淑兰；

袁东明；胡鹤飞；

李  娜；安静怡；

杨  洋；范文浩 

ZL 2010 1 0624289.6 2010-12-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164  
分布式力觉同步感知方

法及系统 

高  欣；贾庆轩；

孙汉旭；胡  欢；

宋荆洲；张延恒；

王  鑫；吴  昕 

ZL 2011 1 0009143.5 2011-1-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18 

165  
一种检测文本重复的方

法 

李  蕾；聂  洋；

赵  青 
ZL 2011 1 0029493.8 201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166  
面向网络化操作系统的

可信任虚拟运行平台 

袁玉宇；刘川意；

杨金翠；张旸旸；

韩  强 

ZL 2011 1 0061265.9 2011-3-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7

167  

一种面向网络化操作系

统的可信任在线存储系

统 

袁玉宇；刘川意；

张旸旸；韩  强；

杨金翠 

ZL 2011 1 0061279.0 2011-3-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17

168  
便携式电动汽车的电池

更换系统及其更换方法 

魏世民；白国超；

宋洪舟 
ZL 2011 1 0096497.8 2011-4-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2-5 

169  
视频资源存储、查找的

方法及装置 

张宏科；关建峰；

许长桥；赵付涛；

贾世杰；张  能 

ZL 2011 1 0135439.1 2011-5-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1-14

170  
移动通信系统的综合优

先级判定方法与装置 

王卫东；张英海；

周  瑶；赵新蕾；

王宗文 

ZL 2009 1 0076863.6 2009-1-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1-16

171  

一种不依赖于中心服务

器的对等网络启动方法

和系统 

纪  阳；张春红；

谷兰芝；李漓春；

李文杰；慕宇琪；

王  尧；裘晓峰；

杨明川 

ZL 2008 1 0119405.1 2008-8-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14

172  
监测网络丢包率的方法

及系统 

李文璟；王智立；

孟朱丽；詹志强；

刘会永；陈兴渝 

ZL 2009 1 0237963.2 2009-1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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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SCIE、EI、CPCI-S、SSCI 收录论文统计 

SCIE (篇) EI（篇） CPCI-S（篇） SSCI（篇） 

444 738 483 6 

2012 年度学术成果汇总表 

                 

二级单位 

 

单位总计

其             中 
 

专  著 

期   刊 会   议 

国  内 国  际 国  内 国  际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894 171 164 2 541 16 

网络技术研究院 378 86 115 8 167 2 

计算机学院 291 63 92 41 91 4 

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259 17 139 4 97 2 

电子工程学院 252 45 77 35 85 10 

经济管理学院 201 104 25 14 34 24 

理学院 151 18 105 2 23 3 

人文学院 140 60 3 51 13 13 

自动化学院 123 46 18 6 49 4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61 56 0 2 0 3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14 4 1 0 6 3 

软件学院 37 8 2 1 23 3 

网络教育学院 36 16 4 0 13 3 

国际学院 24 1 0 20 3 0 

图书馆 21 16 0 3 2 0 

体育部 20 12 0 8 0 0 

党委宣传部 8 8 0 0 0 0 

教务处 3 2 0 1 0 0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3 3 0 0 0 0 

远程与继续教育处 2 1 0 0 0 1 

合计 2918 737 745 198 1147 91 



17 

可测可控可管的 IP 网的基础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联合承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电子科技大学 

项目首席科学家：孟洛明 

验收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项目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CB310700）。 

该项目主要针对 IP 网络研究领域中拟解决的三个科学问题：可测性的基本方法、可管

理的通用性质和可控性的实现机理，在 IP 网可测可控可管的结构、模型，IP 网的测量理论

与方法，网络及业务管理的模型和机制，资源控制的方法和机理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突破，

奠定可测量、可控制、可管理 IP 网的理论基础。项目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 

1．针对网络可测性难题，提出了 IP 网的网络测量方法，实现了测量机制，实现的测量

机制中的两个关键指标：测量速度和测量精度，均优于目前国际上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提

出的测试方法和测量机制已经被国际同行引用。 

2．针对网络管理建模难题，完成了网络层的管理信息建模，实现了可以进行端到端监

控的网络管理机制，研究成果作为我国的建议提交给 ITU，已被完整采纳为系列的基础性

ITU 国际标准（4 项），并被其他国际标准所引用，在基础标准这个重要环节形成了竞争优

势。 

3．针对网络资源控制难题，面向智能光互联网在接入、交换和组网面临的三大问题，

提出面向业务属性感知的光接入方式与技术、以资源为核心的智能光交换理论与技术、基于

分布协同的控管机制与优化配置的组网技术，在我国的网络建设发展和下一代光网络的规划

设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自主创新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在解决了 IP 网络公认难题的基础上，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的 ITU-T 国际标准 8 项，国

家行业标准７项；发表《SCI》可检索论文 170 篇，其中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125 篇；

申请发明专利 183 项，其中申请国际专利 10 项，PCT 公开 3 项，发明专利授权 42 项；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7 项，省部级

科技二等奖等 6 项；在重大科学问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掌握关键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

支国内领先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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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网的网络管理模型、机制与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孟洛明，邱雪松 

课题组成员：孟洛明，邱雪松，李文璟，高志鹏，王  柏，王  颖，王智立， 

詹志强，陈兴渝，亓  峰，芮兰兰，熊  翱，嵇  华，杨  杨， 

陈颖慧，乔  焰，高  斐，喻  鹏 

验收时间：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可测可控可管的 IP 网的基础研究（2007CB310700）”之

课题 3（课题编号：2007CB310703）。 

该课题主要围绕国家“973计划”项目“可测可控可管的 IP网的基础研究”的总目标和课题

部署，针对 IP 网络研究领域中公认的“测量、分析和建模”3 大难题，面向 IP 网络管理中的

分析和建模难题，在 IP 网络环境建模方法及其模型、IP 网络与业务管理的管理体系结构、

IP 网络与业务管理的重要机制和核心算法等方面展开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

成果： 

1．IP 网网络管理环境建模理论及其环境模型方面，提出了基于“流”的无连接网络管理

信息建模理论及其模型；构造了面向连接和无连接网络的统一管理信息模型；进行大规模复

杂网络的通用管理接口模型建模；给出了网络管理环境运行状态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2．IP 网络与业务管理体系结构方面，提出了基于 SOA 的 IP 网络管理体系架构和基于

Web Service 的网络管理服务与网络管理对象定义方法；提出了面向端到端网络管理的监视

框架。 

3．IP 网络与复杂业务的故障管理和性能管理算法方面，提出了用于 IP 故障和性能管理

的主动探测优化选择方法；提出基于主动探测的网络故障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不确定知识

的 IT 业务故障分析算法。 

4． IP 网络与复杂业务的配置管理机制方面，定义了 IT 服务目录表示模板；给出了普

适终端业务管理信息建模；提出了基于协作的 IT 服务管理任务动态分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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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网的信任管理体系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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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利泽，孙  斌，李丽香，彭海鹏，徐国爱，辛  阳， 

郑世慧，王励成，郑康锋，杨  榆，周亚健，张振涛，李  新 

验收时间：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可测可控可管的 IP 网的基础研究（2007CB310700）”之

课题 4（课题编号：2007CB310704）。 

该课题以 IP 网络的信任管理体系和理论为核心，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的成

果为所在项目总体目标中的揭示可管理 IP 网的主要性质和基本规律、网络及业务安全管理

的模型和机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信任及其相关的基础理论、信任信息形式化设计理论、信任值的计算

方法和评估模型、信任管理的方法和理论、信任协商协议和机制等内容。首先对社会科学、

哲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信任本质进行挖掘研究，提炼出信任基本模型。进而，基

于 IP 网络环境中的对象、应用范围、关联、用途等因素，对 IP 网络环境中信任以及信任关

系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信任的定义、属性、关系、特点、分类以及相关的因素等内容；以

此为基础研究了信任信息的收集、反馈和分析的方法；在正确采集信任信息的基础上，研究

了 IP 网络实体信任值的计算算法及模型和适合于 IP 网络环境中信任值计算方法；研究了适

合于 IP 网络环境中信任值维护的方法，重点包括实体信任值的查找、更新、初始化以及信

任挖掘、信任融合、信任安全、信任策略等内容，研究了信任和安全的映射方法。研究并设

计了一个安全信任的协商模型，重点包括信任调度分析器、信任验证器、信任链构造器、信

任一致验证器、信任协商策略等，从而完成了基于 IP 网络的信任管理的体系架构。基于以

上的研究成果，研发了基于 IP 网络信任管理基础设施的原型系统。 

该课题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包括：IP 网中信任关系的数学模型；IP 网信任关系复杂网络

的自适应的参数辨识机制；新型的信任逻辑推理方法；新型的适合 IP 网络的信任链构造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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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光互联网的资源优化与控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慧 

课题组成员：李  慧，纪越峰，王宏祥，陆月明，田慧平，柏  琳，乔耀军，顾仁涛等 

验收时间：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可测可控可管的 IP 网的基础研究（2007CB310700）”之

课题 5（课题编号：2007CB310705）。 

该课题主要围绕“可测可控可管的 IP网的基础研究”国家“973计划”项目总目标和课题部

署，重点研究其中的智能光互联网资源优化与路由控制的理论与技术问题，为下一代大容量

智能化光互联网的研究与实现奠定相关理论、技术基础和进行人才储备。 

课题组分别从基础理论分析、关键技术研究和实验平台搭建等层面对智能光互联网进行

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如下“3+1”的创新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1．基于业务属性感知的光接入方式与技术：通过自适应接入的新机理和新技术，实现

用户业务需求和底层传送网络之间的资源高效匹配。 

2．以资源为核心的智能光交换理论与技术：提出光网络资源的多粒度交换控制方法，

通过突发交换、缓存、组播等新机制，为满足动态、灵活、高效的传送与互联要求奠定基础。 

3．基于分布协同的控管机制与优化配置的组网技术：提出分布式资源环境下的统一服

务模型，通过资源抽象定义,融入算法、路由、资源管理及软件技术，完成光网络优化与规

划软件及仿真平台。 

4．智能光互联网的资源优化与控制实验平台：构建基于协作型并行业务处理的可重构

光网络支撑环境，提出动态、可控的资源控制方法，验证新概念、新模型、新机理与新技术，

促进了理论与技术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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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服务的基础理论、模型与关键技术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廖建新 

课题组成员：廖建新，陈俊亮，宫云战，孟祥武，王  晶，朱晓民，彭  泳， 

张  磊，徐  童，程  渤，张乐剑，王敬宇，章  洋 

验收时间：2011 年 9 月 4 日 

 

该课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7CB307103）。 

该课题紧密结合一体化标识网络的标识映射机制，围绕普适服务基础理论框架进行了系

统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 

1．建立普适服务的基础理论，提出普适服务的服务标识和连接标识的解析映射理论，

给出服务层连接标识机理。 

2．对普适服务提出的服务标识和连接标识解析映射理论进行理论分析，根据分析结果

进行设计和优化，将理论结果进行实际化。  

3．对普适服务的各种理论进行全局性分析，使其符合一体化网络的整体设计原则，使

其与“网通层”协调工作。  

4．设计出基于服务标识的服务定位系统。  

5．提出基于一体化网络的普适服务平台体系结构，设计并实现多任务并发的普适服务

执行环境，解决服务运行支撑技术，并基于一体化网络的普适服务平台研发出多媒体会议典

型服务。 

课题研究成果显著，超额完成课题任务。课题组完成了一体化标识网络中普适服务的体

系理论的研究，形成普适服务的标识和映射基础理论，设计了新网络体系下普适服务的总体

构架；课题在多路径传输，服务层切换以及普适服务环境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

丰富和完善了项目的研究内容，对项目总体目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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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调制协同传输理论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李少谦（电子科技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吴伟陵 

北邮课题组成员：吴伟陵，牛  凯，贺志强，别志松，董  超，林家儒，林雪红，许文俊，

徐文波，王东昊，张  彬，于光炜，王绪振，韩昌彩，吴联海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多域协同宽带无线通信基础研究”之课题。 

课题组围绕研究目标，首先进行了多域空时频协同编码和序列设计的研究，从三个方面

着手：(1)无线信道的容量研究：基于高斯信道的已有成果对更为一般的信道进行分析，利

用贪婪功率算法、迭代注水算法、基于迫零波束成形的半正交的用户选择算法、基于块对角

化预编码技术 优用户选择算法等分析多用户的容量域问题。(2)协同空时频编码研究：在

部分信道信息条件下，结合 STBC、SFBC 和预编码以给出编码方案。在有限速率反馈信息

条件下，采用自适应调制和波束成型技术来提高性能。同时基于目前不同形式的空时频编码

模式，考虑它们的组合和切换机制。分析不同信道条件下的 佳矢量量化码本构造技术。(3)

基于序列设计的迭代解调技术：针对 MIMO/OFDM 核心技术，协同优化 MIMO 检测、信道

译码、同步解调处理三个关键技术，建立完整的迭代同步解调理论框架。借鉴 LDPC 码的

构造方法，设计性能更优越的同步序列，并将 SISO 迭代信道译码思想引入捕获算法中，设

计和完善具有实用价值的低复杂度快速捕获算法。另外，结合信道译码算法，深入研究时频

参数估计算法、帧同步检测算法特性，提出低复杂度高性能的迭代算法结构，并分析算法的

复杂度和性能指标。 

其次，该课题从三个方面研究高效编码调制的理论与方法：(1)低时延、低功耗的高效

编码的研究方案：以多进制 Turbo 码、多进制 LDPC 码、并行单元存贮新型 Turbo 码为研究

突破点，提出并行 Turbo 码编码方法和低复杂度译码方法，低复杂度的多进制 LDPC 码的译

码方法。同时设计低时延译码、新的纠错方法。(2)对高效矢量编码调制的研究方案：基于

部分响应系统、连续相位调制、网格编码调制、高阶多维调制等不同形式的调制方式，构造

矢量重叠编码调制方案，在提高系统传输效率的同时带来编码增益。(3)编码调制联合优化

设计研究方案：基于二进制 LDPC 的研究成果，对多进制 LDPC 码进行设计与构造，研究

多进制 LDPC 码的编译码算法，同时给出多进制 LDPC 码与自适应编码调制相结合的问题，

并设计分布式的多进制 LDPC 码。 

后，研究信号的空间协同优化问题：(1)多域信号空间协同优化基本理论研究方案：

借鉴单层的自适应编码调制与资源分配的已有方案，建立 PHY\MAC 跨层协同优化设计的

思路，包括综合框架结构、自适应编码调制方法与跨层资源优化分配问题。(2)多用户编码

调制基础理论研究方案：采用密度进化、EXIT 图和高斯近似等迭代接收机的收敛性分析方

法对多用户分布式信道编码方式进行设计和分析，对因子图进行优化设计，提出低复杂度的

多用户联合译码算法，并给出不等功率或不等码率条件下的多用户分布式信道编码设计。(3)

广播信道下的编码调制技术：考虑在数据帧之间引入相关性，进行数据帧级别的编码调制，

从而避免过多的反馈重传，提高系统传输效率基于 Fountain 码的思想，探索广播信道下的

HARQ 机制和相应的重传合并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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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 40%～45%目标的 

分解与实施方案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希良（清华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俎云霄 

北邮课题组成员：俎云霄，侯  宾，李巍海，刘  刚，贾  越，李  喆，曾昶畅，陈自强， 

毛识博，胡冬晶，高  婧，郑建涛，丁俊杰，朱佳龙，李  晨 

验收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10CB955602）。 

北邮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如下： 

1． 研制了碳强度下降目标分解决策仿真系统 

通过分析碳强度下降目标分解决策仿真系统所要达到的相关功能，确定了这些功能的实

现算法，设计并编程实现了碳强度下降目标分解决策仿真系统。该系统包括 GDP 碳强度下

降途径分析和 GDP 碳强度均值调整两大部分。GDP 碳强度下降途径分析部分由输入界面和

核算校对界面及输出界面组成，在输入界面，用户可按照提示输入相关的数据，在核算校对

和输出界面，输入结构节能、技术节能和能源替代三个指标的上下边界值后，分省显示这些

指标的期望数据和核算数据以及年下降率等参数。在 GDP 碳强度均值调整部分，输入全国

的“十二五”节能指标后，显示碳强度年下降率和下降目标，以及碳强度下降目标 大和 小

的省份及其目标值。系统界面友好，提示明显，具有修改功能，使用简单方便。 

该仿真决策系统为各省（市、自治区）提供了碳强度下降目标下，各项相关数据的预测

和相关目标的分解，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制定相关的政策。 

2．研究了我国电子行业、通信行业、计算机行业的节能减排现状及对策 

对目前我国电子行业节能减排现状中电子废弃物的环境影响及回收网络进行了研究，统

计分析并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电子行业废弃物的产生情况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我国已

经进入电子废弃物产生的高峰阶段；从回收中心的布局、回收渠道的结构等方面对我国电子

废弃物的回收网络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分散设立检测中心能够减少电子废弃物的运输量，

降低运输成本，回收处理中心的相对集中，可以实现规模效益，降低总成本。 

对通信行业的节能技术潜力和节能改造方案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节能减排对策，重点对

使用单一节能措施和联合使用多种节能措施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并就多目标选择问题建立

了简单的线性规划模型。 

对计算机行业的节能减排、特别是计算机本身的节能进行了研究，总结了计算机组成部

件的节能技术及一些节电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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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无线测控网络关键技术研究与系统集成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课题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水产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乔晓军（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赵  方 

北邮课题组成员：赵  方，贾红娓，李朝晖，牛  琨，孙鹏飞 

验收时间： 2011 年 1 月 19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6AA10Z253）。 

北邮课题组完成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中间件/管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开发出多种资源

管理模块和动态环境分析模块，对不同种类无线传感节点（如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抽

象，为上层应用提供统一接口，为应用开发提供支持，实现无线传感器系统的功能扩展和软

件重用。该中间件具有通用接口标准，并在温室无线测控网络系统中应用。 

北邮课题组解决的技术难点：无线传感器网络中间件结构模型的选择；无线传感器网络

管理框架的设计；节点间通信模式及数据包格式的设计；如何及时/有效/节省能量的情况下

完成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的采集。 

北邮课题组研究成果：设计并仿真一种事件驱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间件通信原型；采

用了分层的网络原型，并同时使用分布式管理模式来对网络进行自我管理；为了适应资源受

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提出以 Trap 机制为主的管理通讯模式来简化无线传感器网络管理并

完成数据的采集；同时，添加了数据汇聚类型的 Trap 数据包，为应用与管理相结合提供了

合适的载体；设计了基本的数据采集/管理通信协议，并设计了通信的数据包格式；为满足

无线传感器网络对数据及时性的要求，提出以状态机为基础的节点自治机制来提高节点对环

境变化的反应速度；同时，为簇头节点提供了相关的策略以降低对高优先级数据包的延迟。 

 

 

100Gb/s 相干光传输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葛  超（中兴通讯）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陈  雪 

北邮课题组成员：陈  雪，王立芊，张治国，徐塞虹，闵祥伟，周  娴， 樊洋洋， 

朱  海，李智宇，孟小波，刘思聪 

验收时间：2011 年 5 月 4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Z221）。 

该课题掌握了 112Gb/s PM-QPSK 相干光传输中时钟同步、色散均衡、频偏估计和相位

判决等电域 DSP 核心算法和 112Gb/s 信号高阶多维调制等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了一套

112Gb/s PM-QPSK 相干光传输实验系统，系统由 112Gb/s PM-QPSK 信号光发射机、相干光

接收机前端、高速ADC和离线电域DSP处理算法程序组成，能实现单波长112Gb/s PM-QP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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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1240km 无光域色散补偿长距传输，在光信噪比 16.5dB 时，系统误码率达到 2.8E-4，

系统色散容限 20000ps/nm 以上，色散变化容限为 800ps/nm　 。课题组还完成了 112Gb/s 

PM-QPSK 相干光传输系统仿真平台研究开发工作。 

该课题研制实现的 112Gb/s PM-QPSK 相干光传输实验系统，能够实现单波长 112Gb/s 

PM-QPSK 信号 1240km 无光域色散补偿长距传输，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光信噪比、系统色

散容限和色散变化容限）优良，并且所提出的 DSP 算法和开发的实验系统关键技术已应用

到相关光电器件和系统产品开发中，具有重要创新价值和良好应用前景。 

 

 

基于 3G 及其兼容技术的 GEO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总体技术研究——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移动性管理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清华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王  莹 

北邮课题组成员：王  莹，袁  俊，张  珂，刘  芳，郑  磊 

验收时间：2011 年 7 月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基于‘北斗’的卫星移动通信试验系统研究开发”重点项目课题

二“基于 3G 及其兼容技术的 GEO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总体技术研究”的子课题，具体内容为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移动性管理研究”。 

该课题针对 3G 及其兼容技术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重点研究卫星网络系统内的移动性

管理问题和星地网络的融合问题，并构建移动性管理仿真平台对相应的核心技术进行仿真验

证，为基于 3G 技术的 GEO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奠定理论基础。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基于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 WCDMA R4 版本，综合考虑了卫星移动通信内部以及与地

面网络协同工作的要求，设计了卫星网络移动性管理架构。 

2.基于所提出的卫星移动性管理架构，设计了卫星网络中的位置管理机制。由于现有技

术中的周期性位置更新方式，并没有考虑 GEO 卫星移动网络的大覆盖特点，会导致寻呼效

率较低，并可能导致占用大量的网络资源，不能适用于 GEO 卫星移动网络。因此，提出了

一种适用于 GEO 卫星移动网络的发起周期性位置更新的方法与装置，解决了现有周期性位

置更新技术应用到 GEO 卫星移动通信网络中可能导致的浪费资源，寻呼效率低的问题。 

3.卫星网络系统采用了多波束技术，在地面形成相邻的蜂窝覆盖区，移动用户在越区通

信时发生波束间切换。卫星网络系统内的切换管理主要研究波束间切换问题，设计了波束间

软切换，硬切换，多颗卫星波束间的硬切换以及系统间切换的机制。考虑 GEO 卫星通信系

统的特殊性和广覆盖性，从 GEO 卫星波束间切换特点和 GEO 卫星的实际应用入手，重点

解决切换触发准则、切换决策与信道分配、切换执行控制的相关问题，并进行了系统建模和

仿真验证。 

4.针对 GEO 卫星通信系统波束切换策略，星地网络协同等策略进行了仿真验证，并搭

建了卫星系统移动性管理仿真与演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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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网络标准、测试和组网应用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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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生（上海交通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韩大海 

北邮课题组成员：韩大海，张  杰 

验收时间： 2011 年 9 月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8AA01A329）。 

北邮课题组取得了如下成果： 

1．半透明波分复用网络的混合光控制平面技术研究 

针对半透明波分复用（WDM）网络的实际需求，提出一种混合型光控制平面解决方案，

通过对路由和信令协议的扩展，兼具了基于路由方式的信息更新过程以及利用信令方式实现

数据采集和通道评价功能的优点。仿真表明，与现有基于路由和基于信令的两种光控制平面

方案相比，该混合光控制平面技术不仅具有更低的阻塞率，而且优化了不同业务条件下网络

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能。 

2．波长交换光网络中动态传输性能优化技术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 IC-WSON 结构的光路传输性能动态优化方案，在保证光路传输性能符

合要求的同时，显著降低了全网可调节器件的调节量和调节点个数，从而降低了调节代价。 

3．混合速率透明光网络中的动态功率控制技术研究 

研究了 10Gb/s OOK 信道和 40Gb/s DQPSK 信道混传透明光网络中的光路功率动态控制

算法，在建立光路时除了评估该光路传输性能在已建立信道的影响下是否满足指标要求外，

还评估该光路的建立是否会导致已建立光路的性能劣化而导致已建立光路的物理层阻塞。在

满足这些指标要求的同时，计算每条光路的功率，从而有效降低 10Gb/s OOK 信道对 40Gb/s 

DQPSK 信道交叉相位调制的影响。提升了色散，OSNR，SPM 和 XPM 等损伤因素作用下

混传网络的整体性能。 

4．OTN 光网络中线路侧接口资源的配置策略和优化算法 

建立了一个针对 OTN over WDM 的网络节点模型，应用这个模型对网络进行分析。提

出了三种在多层网络中基于 OTN 容量约束的路由算法，并结合典型网络拓扑对节点的线卡

占用率对网络阻塞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网络拓扑下、在不同的算

法情况下，线卡资源占据总交叉容量 60%～70%的情况下在不同业务量的情况下都是 好的。

对实际 OTN 网络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5．分组传送网络（PTN）同步技术研究和优化软件实现 

优化模块部分是 PTN-SLOTOE 系统的核心模块。优化模块根据 ITU-T、CCSA 和 CEPRI

相关规定，结合多种创新的策略和算法，对故障和潜在的故障进行分析和判断，对主用同步

链路和备用链路进行相应的优化，在现有时钟同步网络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修改，

提高整个网络的性能。同时，优化模块也可以根据一定原则进行绿地规划，既可以给工程师

很方便的提供规划方案，又可以为现有网络提供一个合理的优化目标。网络评估模块部分是

PTN-SLOTOE 平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对整个网络时钟拓扑进行评估。评估结束后，所

有的时钟节点、PTN 设备节点和物理链路都会得到相应的评价值，评价值 高的节点和链

路在网络中作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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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网络中具有自主学习特征的智能 QoS 技术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润彤（北京交通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李  屹 

北邮课题组成员：李  屹，李  曦，纪  红，李希金，毛  旭，葛文栋，陈  亮，张晓亮， 

陈慕琼，张海龙，倪  颖，傅景团，安春燕，张鹤立，郭惊华，王  恒， 

陈  浩，邓  乐，肖军超，单宝堃，赵宜升，林高河，翟兰杰，姚丽萍， 

高  翔，徐全盛 

验收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Z211）。 

该课题在具备自主学习、动态自适应和重配臵能力的认知网络中，结合神经网络预测模

型，利用多径路由、资源借用和动态分级等思想，重点解决认知网络中用户个性化、多样化

的 QoS 保障问题，合理扩展 QoS 分级机制，更好的支持实时流媒体业务，实现网络负载均

衡，充分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满足新一代信息网络复杂性、异构性和可靠性的需求。 

该课题搭建了一套认知网络试验平台，平台的构成分为三部分：核心网部分、用户终端

部分和控制台部分。核心网部分模拟所研究的网络环境，包括交换机、路由器和有线链路；

用户终端部分模拟主机；核心网与用户终端通过局域网相连。接入网通过建模模拟用户终端

至核心网交换机或路由器的链路。控制台主要实现人机交互，试验人员控制试验平台，并读

取试验结果。本平台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扩展性强，为今后认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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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还搭建了基

于 NS-2 仿真软件的认知网络仿真平台，用来验证提出的算法，完成该课题试验性质的场景

分析。 

 

 

支持软件可信性分析和评估的生产线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南京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李宣东（南京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宫云战 

北邮课题组成员：宫云战，杨朝红，金大海，王雅文，黄俊飞，肖  庆，赵云山，周虹伯，  

王  前，陈鸿鹤，甘红星，杨  睿，刘  莉，马  跃，郑  静 

验收时间：2011 年 9 月 9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7AA010302）。 

北邮课题组针对可信软件的关键技术需求，重点从软件缺陷的角度研究相关可信软件分

析和评估的基础支撑技术，开发了相关支撑工具，为构建软件可信性评估参考模型和咨询服

务体系提供支持，其研究成果如下： 

1.对软件的失效机理进行研究，从各种具体缺陷模型的失效机理研究着手，通过缺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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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统计和分析，逐步建立起缺陷失效机理模型。 

2.对缺陷模型进行研究，参考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同类产品，对现有上百种缺陷模型进行

分类、总结和归纳，设计了专门的非过程化描述语言，对缺陷模型进行统一的描述，设计出

可扩展的缺陷模型知识库。 

3.对测试方法进行研究，设计出统一的检测框架，通过一次测试就能对缺陷模型知识库

中定义的所有的缺陷模型进行检测，使得整个系统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 

4.对测试结果分析和评估进行研究，给出被测软件的缺陷模块分布、缺陷类型分布、软

件质量薄弱环节定位、软件不同版本缺陷变化情况等测试报告以及软件质量评估建议报告。 

5.设计了缺陷辅助确认工具，通过测试结果的可视化技术、缺陷等价划分技术、缺陷路

径追踪和分析以及确认反馈测试等技术研究，设计出友好和智能的缺陷辅助确认工具，减少

人工确认的工作量；设计测试和评估工具，实现了基于 C/C++/Java 缺陷模型的测试和评估

工具。研发了实用化的测试系统，支持对 C++语言提出 162 种缺陷模式，对 C 语言提出 144

种缺陷模式，对 Java 语言提出的 125 种缺陷模式。 

 

 

大容量光传送网（OTN）关键技术与设备系统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赵  勇（中兴通讯）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陈  雪 

北邮课题组成员：陈  雪，张  杰，黄治同，赵永利，王立芊，顾仁涛，房  超， 

王  磊，杨鹏飞等 

验收时间：2011 年 11 月 25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8AA01A328）。 

该课题根据“新一代高可信网络”重大项目的总体需求与任务部署，研制完成了一套满足

高可信网络要求和专门需求的大容量 OTN 光传送系统。该系统由 5 个 OTN 设备节点组成，

支持网状网拓扑结构，支持 Ethernet、SDH 等各种类型不同速率的业务接入，支持多粒度

ODU 交叉连接功能，具备支持快速交换连接和增强生存性的智能控制平面、功能完备的网

管系统和高可信的控制管理开放接口。同时，该课题还开展了 OTN 体系结构、评价标准、

组网实验、工程和运维的研究工作。 

该课题所研制的大容量 OTN 光传送系统，通过了“新一代光网络标准、测试和组网应用

研究”课题测试组的设备测试，实现了与该重大项目自主开发的光网络分布式资源管理调度

软件以及 OTN 动态性能测试工具软件的接口通信，完成了在国家“863 计划”柔性试验床上

的部署与应用，满足了与国家“863计划”其他课题研制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柔性交互的需求，

能够有效解决网状网络中灵活大容量的业务传送和生存性保证问题，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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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段无线组网技术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周武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李亦农 

北邮课题组成员：李亦农，章  辉，尤明厚，王  轶，张忠起，李静雅，赵英宏， 

陈  鑫，郝志洁，石明洋 

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13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1506）。 

该课题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承担，重点研究针对高频段无线覆盖的

组网结构，包括小区架构设计、组网协议、无线资源管理等。其中，北邮主要负责基于 ROF

的高频段分布式组网研究，包括基于 ROF 的高频段协作分布式网络架构设计、动态无线资

源管理策略研究以及小区间干扰抑制策略研究。 

北邮课题组在基于ROF的RRH射频拉远的协作分布式网络架构框架下研究高频段组网

技术，包括协作网络架构设计、无线资源管理、干扰抑制等，具体包括： 

1.针对协作分布式网络架构的动态协作天线选择问题，通过滑动构建方法构建高频段协

作网络，并进一步将可拓理论和模糊层次分析的方法引入协作小区选择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可拓模糊层次分析的快速小区选择算法。 

2.针对协作分布式网络架构下的动态资源分配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博弈论的协作网络

架构下的多小区间功率分配方案，给出协作多基站间的 优功率分配核心迭代方程，在此基

础上，课题组进一步基于蚁群智能优化算法，提出了一种基于蚁群优化的迭代资源调度算法。 

3.针对高频段协作分布式网络架构的小区间干扰抑制策略研究，课题组首先在分数频率

复用及软频率复用方案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协作概念提出了一种协作网络架构下基于频率复

用的同频组网策略，能够有效地支持协作传输，抑制小区间干扰，进一步地，基于多天线波

束赋形技术提出了一种多波束协作场景下的同频组网策略。 

 

 

基于数据挖掘的热轧产品质量综合分析和评价技术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吕志民（北京科技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吴  斌  

北邮课题组成员：吴  斌，杨  娟，马文博，叶  祺，索利军，杨胜琦 

验收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4Z136 ）。 

目前，客户对产品特性的特殊需求与生产厂家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形成了矛盾。大批量标

准化生产出的产品一般情况下具有统一性能指标，而生产出的产品在应用到不同用途上时，

所要求产品具有的质量标准和特殊性能是不一样的。为了满足客户的特殊需要，生产厂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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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能力生产出符合客户质量标准和特殊性能需求的产品。而在现实中，生产方对于生产流

程采用的传统、单一、落后的控制方式，难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质量让客户满意。如果能够

通过对生产过程中收集到的海量数据，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分析，提出产品生产流程中潜

在的规则，实现对产品质量的预测，这样，不但能够保证产品质量，而且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该课题的研究可分为回归模型分析数据关系，BP 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径向基神经网络

分析与改进，时间序列模式挖掘几部分研究： 

1．回归模型，通过实验发现，能够根据热连轧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参数指标得到

产品 终的性能指标。 

2．BP 神经网络模型分析，BP 神经网络是数据挖掘算法在钢铁产品生产中应用时使用

较多的一种方法，它有较好非线性逼近能力，研究并实验后，发现 BP 神经网络的确在产品

性能预测方面有较好的表现，但同时也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实验稳定性较差，对实验结果可

控性不强。 

3．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分析，通过研究和大量实验， 终得到了比 BP 神经网络性能

更加稳定，训练时间更加短，精度也较高的网络模型。 

4．时间序列模式挖掘，利用时间序列模式挖掘算法，分析各个生产因素对产品性能的

影响。首先需要解决了将各个生产因素的连续值进行离散化问题。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频

繁集挖掘等相关研究。 

 

 

可重构路由交换通用平台研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课题负责人：施  勇（华为）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王文东 

北邮课题组成员：王文东，林秀琴，崔晓燕，龚向阳，阙喜戎，刘辰，杨正球， 

修佳鹏，吕晓鹏，熊永平，张  华，刘志晗等 

验收时间：2012 年 4 月 12 号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A324）。 

该课题的目标是在面向服务提供的新型网络技术体系架构下，基于数据/控制平面分离

的原则，研发开放式、构件化、T 比特级可重构路由器通用平台。北京邮电大学承担的任务

是多业务逻辑承载网的服务质量控制技术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新型网络

架构技术，业务与网络的 QoS 感知机制,QoS 服务和 QoS 的自适应调整与优化机制等。 

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围绕三网融合和设备可重构技术的需求，结合自治计算、自治通信

等研究领域的 新技术，研究和提出适应未来网络/业务需求的、以业务感知为基础的自治

网络 QoS 保障机制和技术解决方案，对可重构的、能够支持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及其

演进的先进网络架构（如 FPBN）的通用路由器平台提供服务质量保障机制方面的理论研究

支持，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业务与网络的 QoS 感知机制,QoS 服务和 QoS 的自适应调整与优

化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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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光通信窗口的 GaAs 基应变量子点发光材料的 

性能预测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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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重远 

课题组成员：俞重远，刘玉敏，芦鹏飞，韩利红，闫海峰，贾博雍，姚文杰， 

陈智辉，张  旭，王  伟，叶  寒，赵  伟，徐子欢，冯  昊， 

王东林，郭晓涛，赵  龙，周  帅，曹  贵，张  璐，袁桂芳 

验收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3Z405）。 

该课题研究了应变补偿层、应变缓冲层、异变层等对量子点应变场和光电性质的影响，

优化了量子点的生长均匀性和生长密度，并在此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实验完成了预期高

密度、高均匀性量子点的制备，将 GaAs 基生长的量子点发光波长拓展到了 1.5μm，实现了

预期目标。 

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异变层量子点和不同埋藏条件下（应变减少层和应变补偿层）量子

点的应变分布，讨论在 GaAs 基上实现 InAs 量子点材料的长波长发射。与材料生长实验和

材料测试结合，利用连续弹性理论分析不同 In 组份的 InGaAs 应变减少层埋藏条件下 InAs

量子点的应变场分布；利用不同的原子势函数理论分析非均匀组份的 GaNAs 应变补偿层和

GaAsSb、GaSb 盖层材料对量子点的应变场分布。与实验结合，利用均场理论位错运动学讨

论渐变和缓变异变外延层中的位错密度和残余应变分布；利用原子势函数理论分析异变层的

残余应变以及由于异变层和量子点材料晶格失配对量子点应变分布的影响；利用原子势函数

理论分析异变缓冲层衬底的残余应变对后续量子点材料生长的影响以及量子点内部的应变。 

在实验验证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各种生长条件（如生长温度、沉积厚度、V/III 比、生

长速率、暂停生长等）对基于 S-K 模式生长的 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形貌和密度的影响，

探索了自组织量子点的均匀性控制。特别是通过增大 InAs 沉积厚度、采用高 In 组分 InGaAs

盖层、异变 InGaAs 缓冲层以及双层量子点等技术方案，综合拓展了 GaAs 基 InAs 自组织量

子点的发光波长。 

在 GaAs 衬底上已制备出高密度（面密度>1011/cm2）、分布均匀（分布均匀性<7.1%）、

尺寸一致性好（室温 PL 谱宽窄至 28meV）的 InAs 量子点，还成功地将 GaAs 基 InAs 量子

点的室温发光波长从 1.3μm 拓展到 1.5μm 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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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单片集成的新型 III-V 族含硼光电子材料系的 

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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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德平，郭  欣，尚玉峰，蔡世伟，舒  伟，闫映策， 

钟树泉，贾志刚，郭经纬，宋海兰，李佳健，杨一粟，杨  跃， 

李  然，刘  阳，王  佳，谢三先，王  莉，吕坤河 

验收时间：2012 年 5 月 10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3Z417）。 

该课题旨在通过构建“能带-晶格工程学”理论，理论研究若干新型光电子集成材料系的

基本特性，并系统地开展新材料的合成实验、特性表征与验证，力争为解决光电子集成中的

异材料系兼容问题寻求新的有效途径。该课题主要成果如下： 

1．掌握了 III-V 族含硼光电子材料的特性理论计算、生长工艺与特性表征等关键技术，

在含硼体材料、含硼量子阱及量子点低维异质结构的制备上取得突破，制备出了多种含硼光

电子材料，明确了 B 并入对材料特性的影响及含 B 材料的器件应用方向。 

2．在 GaAs 衬底上生长出了 B 组分依次为 8.6%和 2.8%的 BGaAs、BAlAs 体材料；分

别生长出了 10 周期 BGaAs/GaAs、BAlAs/GaAs MQW 及 3 周期 GaAsSb/GaAs MQW，其中

GaAsSb 量子阱的室温 PL 峰值波长达 1.275μm。 

3．在 GaAs 衬底上生长出了晶格匹配的 BGaInAs、BAlInAs 合金以及相应的 10 周期

BGaInAs/GaAs、BAlInAs/GaAs MQW，BAlInAs 相关工作在国际上未见类似报道。 

4. 研究了 B 并入高应变 InGaAs/GaAs 与 GaAsSb/GaAs MQW，发现了 B 并入阱层可使

其发光波长增长的现象。利用 LP-MOCVD 在 GaAs 衬底上生长出了的 5 周期 BInGaAs/GaAs

和 10 周期 BGaAsSb/GaAs 高应变 MQW，分别实现室温 PL 谱 1.170μm 和 1.265μm 发光，

相关工作在国际上未见类似报道。 

5.开展了含硼自组织量子点的生长工作，发现 B 并入可以改善量子点尺寸均匀性。

BInAs/GaAs 自组织量子点实现了室温 PL 谱 1.322μm 发光，谱宽 40meV。 

6.实验上发现无法生长出与 GaAs 晶格匹配的 BGaAsSb 四元合金，利用磷烷（PH3）和

三乙基硼（TEB）源无法生长 BGaP 等 B、P 共掺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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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ON 关键技术研究与系统设备研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输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未来

宽带技术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格林伟迪科技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 纪越峰 

北邮课题组成员：陈  雪，李  慧，顾仁涛，王立芊，徐塞虹，寿国础，边巍巍，叶  青，

何  珂，房  超，梁思远，刘武明，邬向春，叶恒晟，乐  璐，杨大全，

唐  晨，庞  冉，宋超男，魏  培，迟  瑶，陈  璐，曹立恒，李  恒，

岑  翼，唐  磊，林浩元，胡泽民，常  敏，刘凌宇，程先柱，杨  钢，

王照宇，卫  科，刘  旭，翟  奕，赵  源，王  妹，曹盈盈，韩亚妹，

胡新天，金鹏飞，王  道，张  楠，章  钰，樊洋洋，赵  铂，熊  伟，

袁绍方，唐  君，周  静，杨鹏飞，王  宁，傅  薇，于文畅，陈启冠，

李凤玲，李鹏飞，姜欣廷，梁凯乐，徐  彤，王  悦 

验收时间： 2012 年 7 月 14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信息技术领域“新一代高可信网络”重大项目课题（课题编号：

2009AA01A345）。 

该课题面向大容量大规模的新型光接入网需求，针对“接入一体化、控管智能化”的关键

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提出并掌握了基于无源光网络的“融合、可控”（CPON）大容量光接

入网关键技术。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融合与可控的 CPON 体系结构；CPON OLT/ONU 等核

心设备；CDMA/OFDMA 等新型 PON 接入方式；大规模规划软件与网络管理系统；技术标

准与评测等。 

该课题创新完成的 CDMA 与 OFDMA PON 实验系统、光接入网规划软件等为下一代光

接入网提供了技术支撑；研发完成的可支持多种 PON 技术制式融合、可靠可控接入的大容

量 CPON 系统设备以及综合业务监测与控制管理系统通过了相关测试验证，在“863 计划”

国家试验床上实现了示范应用。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提出并实现 10Gbit/s CPON 融合接入技术，解决 EPON、GPON 二大体系下 ONU 融

合兼容接入问题。 

2、提出并实现 3.2Tbit/s 汇聚、高速连接背板、多片芯片堆叠等技术，解决大流量交换

问题。OLT 交换容量达到 3.2Tbit/s，支持多 PON 技术制式融合，单 PON 速率达 10Gbit/s。 

3、提出并实现 PON 多类型业务接入技术，解决业务接入问题。ONU 可支持 FTTB+LAN，

FTTB+EOC，FTTB+EOC+PLC 等多种模式。 

4、提出并实现大规模网管系统与光纤故障诊断系统技术，解决 PON 接入网可管控问题。 

5、完成了面向大规模融合光接入网的网络规划仿真软件，该软件基于 MapInfo 可实现

大规模融合光接入网的网络规划仿真，提供多种约束条件下的大规模光接入网网络规划算法，

支持 4 层拓扑结构，可分别对光缆、光纤、无源光接入网、业务进行分层规划。 

6、探索并研制了 TDM+CDM PON 实验系统、OFDM PON 实验系统、大分支比 POＮ

实验系统、三速率突发接收机等，为下一代 PON 研究与开发奠定技术基础。 

课题研制完成的一体化、可管控 CPON 设备与系统，在网络扁平化、节省接入网络建

设成本和运维成本等方面特色明显，效果突出，已经实现了在国家试验床上的示范应用，实

现了 100Mbit/s/户的接入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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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段无线通信系统研发与示范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周世东（清华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王  强 

北邮课题组成员：王  强，张建华，许晓东，高鸿坚，杨  琳，於一飞，童  刚， 

汪  靖，徐  骥，陈海云，刘元伟 

验收时间：2012 年 8 月 31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1501）。 

北邮课题组研发高频段无线中继系统，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各种技术难点，在课题执行时

间内实现了带宽达 100MHz 的中继覆盖系统。 

北邮课题组完成的中继传输子系统包括 1 套基站、1 套中继站、1 套移动台。系统载频

6.15GHz，无线传输带宽 100MHz，支持直传和中继转发两种接入方式并能根据覆盖情况进

行接入方式的选择；实现中继 大单跳距离超过 50m，两跳超过 100m，可支持静止及低速

移动的中继覆盖场景；支持 1、2、4 等多种子流的自适应多天线配置；在移动台和基站直接

进行数据传输的直传模式下，利用 2 子流可使峰值数据速率达到 500Mbps 以上，采用 4 子

流可使其达到 1Gbps；在采用中继站数据转发的中继传输模式下，峰值数据速率可达到

200Mbps 以上；实现了 3D 视频、高清电视传输为主的典型业务传输演示。系统在外场完成

了传输覆盖及业务演示，在采用大功率射频功放后可以用于更大范围的覆盖。 

试验验证系统采用时分双工模式，主要技术成果有：（1）设计了一种可用于 TDD 中继

传输需求的 TDD 帧结构；（2) 设计并实现了 PAPR 抑制和自适应天线选择及 MAC 层时频

资源调度的物理层发送方案，能够极大提高系统传输的性能和鲁棒性；（3）针对基站、中继

站进行同步和功率模式判定，设计了一种基于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相关算法应用到中继系统，

支持快速同步；（4) 实现了一种自适应低复杂度的基于 QR 分解的迫零串行干扰删除 MIMO

译码设计； （5)业务与 MAC 开发方面，设计了应用于 Gbps 级别高速无线传输系统的 MAC

架构，从功能上在 MAC 层定义数据处理、QoS Gbps 级高层业务汇聚至 MAC 处理及其反过

程，MAC 实体的实时调度、接入等协议处理，MAC 至 PHY 的高速空口层间数据交互等多

种复杂功能；（6) 创新性的采取 CPU 与 FPGA 协作工作的数据搬移，缩短了 MAC 层与 PHY

层的数据交互时延，实现了 MAC 和 PHY 层间实时的 Gbps 量级数据流动；（7) 采用了面向

全 IP 无线网络的 IP 网络接口技术以及效的 TCP/UDP、IP 卸荷技术，可以方便地与现有数

据/业务网络互连互通并有效支持基于 IP 的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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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盲紫外区域无线光通信系统及组网技术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唐  义（北京理工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左  勇 

北邮课题组成员：左  勇，张明伦，郭宏翔，李  岩 

验收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8AA12Z225）。 

紫外光移动自组织网络（简称：紫外 Ad Hoc 网络）利用大气中的粒子、气凝胶、灰尘

等微粒对处于日盲波段的紫外光的散射作用进行信息传输，可工作在非视距方式下，通信节

点采用自组织的分布式网络结构，无需架设网络设施即可快速展开。目前，在紫外光高速通

信、双工通信、组网技术等方面国内外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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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协议等组网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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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散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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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信道传输损耗、

信道时延、脉冲展宽、衰落特性、信道容量等特性进行了仿真分析。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搭

建了OPNET紫外非视距通信仿真平台，并在该平台上研究了适用于紫外通信的MAC协议，

并研究了多信道接入协议存在的问题，包括隐藏终端问题、接收端忙问题、接入协议控制信

道拥塞问题和接入 MAC 协议的功率控制问题；研究了目前几类常用的 Ad Hoc 网络路由协

议，包括先验式路由协议、按需路由协议、混合式路由协议，提出适合于紫外 Ad Hoc 网络

的路由协议算法，，指出需要设计新的路由协议以考虑非视距通信的特点。 

 

 

新一代业务运行管控协同支撑环境的开发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课题合作单位：上海全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王劲林（中科院声学所）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邹  华 

北邮课题组成员：邹  华，赵  耀，林荣恒，刘志晗，闫丹凤，孙其博，李静林，王尚广 

验收时间：2012 年 8 月 25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8AA01A317）。 

北邮课题组主要研究内容和工作任务包括：研制面向会话型业务的业务生成平台、研制

面向会话型业务的业务运行协同平台、研制业务管控与访问平台、研制会话服务系统。在实

现课题任务合同规定的任务目标的基础上，根据课题总体的要求，北邮课题组还另行完成了

软终端和环境门户的开发，为总体课题的完整性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北邮主要研发成果包括：多层次的能够整合 SIP/Parlay X 和 Web Service 能力的业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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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平台、支持多业务协同工作的业务协同运行平台、支持 SIP 和 Parlay X 的会话服务平台、

支持分布认证集中维护的业务管控平台以及支持 SIP 的 PC 和手机软终端等。 

 

 

下一代互联网协议测试和分析设备开发及产业化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天地互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输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刘  东（天地互连）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黄小红  

北邮课题组成员：黄小红，马  严，王振华，赵  钦，吴  军，林昭文，苏玉洁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 CNGI 合作课题（课题编号：CNGI-09-02-01）。 

该课题的目的按照全球 IPv6-Ready 协议一致性测试规划要求，联合研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国际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测试和分析设备，同时推出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的

下一代互联网协议测试和分析服务。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测试技术、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测

试技术、国际标准测试描述技术，从而研究及产业化下一代互联网协议测试和分析设备。 

2．结合 CNGI 业务试商用和新型技术试验和设备研发进行设备验证，设备验证将在

CNGI 产业化类项目和 CNGI 试商用类项目中进行，通过设备验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产品，

同时通过应用示范树立样本客户。 

北邮课题组主要负责 6LoWPAN 协议栈测试及配套原型机研发项目的技术研发与合作，

包括三部分： 

1．原型机的开发。完成符合 新 IETF 规范的 6LoWPAN 原型机，包括 6LoWPAN LBR

（边缘路由器）和 6LoWPAN Host（主机），要求能够完成报头压缩功能以及支持地址注册

和 6CO 维护等功能，同时支持 mesh under 的拓扑结构。 

2．基于 TAHI 平台的测试脚本的开发。按照 新 IETF 6LoWPAN 工作组所定义的报头

压缩草案完成测试规范的撰写，同时完成测试网络拓扑图的设计以及 6LoWPAN 边缘路由

器，核心路由器和主机测试用例的设计和开发。 

3．上层应用开发。上层应用的总体任务是完成一个可以通过 Web 页面对原型机进行相

关操作，支持网络信息的配置和 ping 自动执行两部分功能，包括 Web 服务器和 Web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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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门户系统 IPv6 升级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 CERNET 网络中心（清华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子木（清华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辛  阳 

北邮课题组成员：辛  阳 朱洪亮，杜晓峰，李  伟，张  玲，孙茂华 

验收时间：2012 年 8 月 17 日  

 

该课题为“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的子课题。 

北邮课题组研究任务为“来华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针对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需要，依托于 CNGI-CERNET2 主干网和校园驻地网，研发

和部署下一代互联网用户大规模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建立 IPv6 下应用系统支撑平台、大

容量的数据存储和备份系统、安全保障平台，提供高效、稳定、安全的信息管理服务，实现

了来华留学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改造并升级原有系统及网络设备，包括：核心的路由节点设备；边缘的各种设备；终端

或服务器操作系统；终端或服务器应用软件。 

完成系统在 IPv6 环境下的升级改造，包括： 

1．硬件升级改造。目前系统通过的网络设备都支持 IPv6 协议，并与 Web 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相连接。 

2．软件升级改造。服务器、主机中同时安装 IPv6 和 IPv4 协议，使其具备访问 IPv6 网

络和 IPv4 网络的能力。选择的操作系统和系统平台要支持 IPv6。 

3．反向代理模式。代理服务器位于 IPv6 网络中，负责处理来自 IPv6 的网络主机访问

IPv4 应用请求。代理服务器是双栈配置。 

4．双栈技术。在一个系统中同时使用 IPv6 与 IPv4 两个可以并行工作的协议栈。实现

双栈 重要的就是确定数据包的目的地址类型,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5．隧道技术。由于系统用户比较分散，各高校自身网络环境不同，对于无法访问 IPv6

的用户，可采用隧道技术实现。 

自从使用了 IPv6 版本的全国来华留学生管理信息后，系统各个功能与 IPv4 版本系统相

同，效率有明显提高，同时为留学生管理人员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具体如下： 

（1）基本信息功能：对于非短期团组的来华留学生，将其基本信息输入到系统中，通

过此模块，可统计来华留学的长期生及短期生的各类基本信息及学生状态。 

（2）数据字典功能：各个院校根据个人的情况，可以重新定义新的数据字段方便使用。

（3）数据上报功能：统计上报本年度内在校留学生，并提交给上层系统。 

（4）证件打印功能：为各个学生打印各类表格，如：成绩单、202 表，毕业证等。  

（5）证照信息功能：管理学生的护照及签证信息。 

（6）信息导入功能（奖学金院校）：按照给定模板填入信息，可以批量导入留学生的信

息到基本信息中。      

上述所列的基本功能在 IPv6 版本的系统中均能很好的使用，并且在查询信息、增加数

据、新建数据及导入信息时的效率相对于 IPv4 系统有显著的提高。IPv6 版本的使用满足了

高校日常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需要，提高留学生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38 

网络教育促进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模式和 

效果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勾学荣 

课题组成员：勾学荣，李  青，刘洪沛，王  楠，于翠波，王  瑜，曹  静，王  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课题编号：FFB090692）。 

该课题调研分析了十年来我国网络教育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的典型成果，提出如何将这

些成果应用到传统教育体系的建议；针对我国教育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还

较为欠缺的现状，在调查收集国内外高校信息化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现有指标体

系和评估方法，根据这些方法的不足，参考借鉴软件工程领域的成熟度思想，创造性地提出

了一个通用的，基于过程评估的模型---E2M2 教育信息化评估模型。并以该模型为理论依据，

开发了对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快速诊断分析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有

效的监控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评估定位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持续优化提升建设能力，为教

育信息化投资决策和具体实施进程提供较准确的参考依据。 

课题组借助该模型量表调研，访谈了京内外共十二所网络教育学院并进行试用，这些网

络教育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同时邀请被访谈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修订，形成 终模型。e2M2

基本思想是：高校或者教育机构在特定信息化领域中的大部分优秀实践具有共性，如果将这

些促使某个高校达成优先实践的关键指标以及典型特征从具体工作实践中剥离开来，独立于

技术平台、组织架构和教学模式可以作为衡量信息化水平的标杆。通过将被测评院校的现状

和行业优秀水平的比较分析，有助于被评测院校了解当前信息化建设进程。而且，教育机构

也可以以 e2M2 模型定义的指标项和能力标杆为基准，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改进措施，

通过不断的努力逐步达到更高成熟度。此外，针对传统问卷调研效率较低，实施操作困难等

问题，设计开发了 e2M2 评估量表系统工具。为日后能够借助信息化评估方式，快速高效地

搜集各大高校反馈数据，并自动分析生成评估结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科学、长远决策提

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 

课题组还在调查网络教育学院及其主办院校教育信息化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网络教育

可供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借鉴的一些具体经验和措施，并形成了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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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作用机制与 

相关决策风险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方滨兴 

课题组成员：方滨兴，齐佳音，张一文，屈启兴，叶  航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大研究计划课题（批准号：91124007）。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了以话题数为对象的新媒体事件网络传播规律模型并实证 

首先界定了媒体事件与新媒体事件的概念、含义，并区分了媒体事件与新媒体事件的发

生、发展过程。从事件类型、主导方、传播效果、推动力等角度对比了媒体事件与新媒体事

件的核心要素。同时，从新媒体事件的网络传播机理出发，描述了从事件发生、新媒体编码、

新媒体传播、公众解码到公众认知的一整套过程，以及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个驱动要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取关键变量：偏差距离、话题数、质疑度等，终建立了以话题数为对象的

新媒体事件网络传播规模模型，明确了话题数与新闻数量、质疑度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并通过对 2010 年底的网络热点事件“钱云会”事件的案例进行实证。 后通过真实数据与计

算数据的对比证明了模型的可靠性。 

2．提出了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建模的网络舆情态势评估方法 

网络舆情态势评估的理想结果为：反映事件真实的网络舆情态势，提供事件的预测，并

由此提供 优决策依据。该课题针对网络舆情作用主体复杂多样、作用关系难以预知、作用

程度难以计量等特点，将贝叶斯网络建模方法和网络舆情态势评估相结合，同时基于贝叶斯

网络三个重要特点——复杂关联关系表示能力、概率不确定表示能力以及因果推理能力，提

出了基于贝叶斯网络建模的网络舆情态势评估方法。通过对关键指标数据进行仿真和学习，

建立网络舆情态势评估模型，从而对网络舆情态势进行有效评估和预测。 

3．构建基于风险理论的信息披露理论模型 

结合网络舆情态势的预测和态势涨落成因的分析，对信息拥有者的信息披露方案本身存

在的风险进行研究。通过对风险的度量， 终实现对信息披露方案 优选择。首先是界定了

真相空间和猜度空间的定义。然后探索信息拥有者公布真相所带来的风险与不公布真相给受

众以足够猜度空间所带来的风险的权衡关系，从而来判断是应该及时公布事件的真相，还是

应该适度公布部分真相。信息拥有者作为真相的掌控者，在真相公布的瞬间必然要做出相应

的权衡，确定 优决策。 后试图建立一种准确的测度，告知相关部门在公布真相时，达到

何种程度才能够平衡各方带来的风险与效用，使得利益损失 小，从而实现 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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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软件度量的标准研究和标准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袁玉宇 

课题组成员：袁玉宇，刘川意，王东滨，张天乐，韩  强，张旸旸；杨金翠， 

贺海梁，张  鑫，刘颖莲，翟孟晓，张  羽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课题（批准号：90818006）。 

可信计算目前已经成为计算机学科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软件的可信性作为可信计算的

一个分支，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全面、客观的度量软件产品的可信性，该研究以现有可

信软件度量科研成果为基础，结合标准化技术，针对可信软件产业发展的自身需求，构建可

信软件度量标准体系，完成可信软件度量国家标准的预阶段、立项阶段和起草阶段的工作，

为提交和促成国际软件可信性度量标准打下基础，并探索和研究科研成果标准化转化的工作

机制。 

该课题完成了可信软件度量标准可行性分析；完成了构建初步可信软件度量标准体系框

架；成立了可信软件度量标准体系工作组，完成 10 项国家标准的立项和国标制定工作；在

软件可信性度量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通信网的网络理论和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孟洛明 

课题组成员：孟洛明，杨义先，杨放春，亓  峰，钮心忻，苏  森，邱雪松， 

邹  华，温巧燕，陈兴渝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60821001）。 

下一代网络是网络的发展方向，网络理论和技术是下一代网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模

型和机制是网络理论和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该课题以下一代网的网络理论和技术为研究方

向，以下一代网络的模型和机制作为主攻目标，在理论研究、标准研究、关键技术三个层次

上开展研究。 

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为： 

1．下一代网络的网络管理理论及实验方法，包括下一代网络管理环境中的模型化方法

及方法学、下一代网络管理环境参考模型、下一代网络的网络管理理论实验方法。 

2．下一代网络安全中的密码理论和访问控制机制，包括现代密码理论、信息隐藏理论

和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内容过滤网络安全机制。 

3．下一代网络服务模型，包括智能化的服务发现方法、组合服务分布式执行控制机制、

下一代网络服务平台。 

基于上述三部分的理论研究成果，研制了若干模型系统，基于研制的模型系统，进行了

验证理论成果中有关模型和机制方面的有关实验。通过以上研究，形成了下一代网络在网络

管理、网络安全、网络服务方面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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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交互在异构网络中客户体验保障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向明 

课题组成员：温向明，郑  伟，孙  勇，赵振民，杨  艳，陈  禹，闫乐林， 

王  波，张  华，刘跟涛，田增明，张泽鹏，蔡木勇，王  希， 

黄  东，王  寅，张阿静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050）。 

下一代网络应用以语音、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实时业务为主，业务更注重参与性、互动

性，更加重视服务体验的效果。视频类业务是一种高数据率和强内容相关性的业务，用户对

于视频类业务的服务质量要求也更高。解决异构平台之间视频信息的交互与客户体验一致性

保障问题（QoE）迫在眉睫。 

在异构网络环境下视频的交互和传输中，由于有线信道环境较无线环境更为稳定，主要

的视频质量损失是发生在无线传输阶段，因此可以在无线传输部分有效改善或提升视频的用

户体验度。该课题重点研究了无线环境下 QoE 预测和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涉及视频特

征的提取、影响用户终端体验的参数的提取、QoS 参数与 QoE 参数相关性研究，并针对不

同的使用需求完成了异构网络环境下，用户对视频质量的感知和体验的预测模型的研究。根

据对参考视频的依赖性不同，提出了跨层视频 QoE 预测模型和基于视频特征和不同协议层

参数的使用支持向量机的视频质量评价模型，并从视频流入手，提出了在上行和下行无线链

路下，适用于用户端设备的视频用户体验的预测与评估方法。通过实验与测试，验证了提出

预测与评价模型的准确性。同时，该课题也对异构网络中影响视频通话 QoE 客户体验的其

他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如 NAT 穿透问题和通信安全问题，重点分析了在 P2P 网络中应用

广泛的 NUTSS 协议实现的原理，提出了改进的穿透 NAT 方案，完成了 NAT 的穿透方案

CNUTS 的平台实现，并进行了系统测试与分析。 

 

 

认知无线电系统中多用户协作分集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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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涛 

课题组成员：罗  涛，尹长川，李剑峰，刘丹谱，郝建军，温志刚，林  霏， 

乐光新，虞贵财，娄  佳，陈  凯，吴进波，赵  浩，刘  蔚， 

唐菁敏，赵  明，李静叶，张  磊，黄  振，郤  伟，陈昌海等。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049）。 

认知无线电技术可提高无线频谱的使用效率，协同通信技术可获得协作分集增益提高传

输可靠性。该课题致力于两者的有效融合，分别对协同通信技术对认知无线电系统性能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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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认知无线电技术对协同通信系统性能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效结合对未来无线通信

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多载波协同认知无线电系统可

行架构的参考设计，并取得一些有价值成果，主要包括：协作感知模型的构建与分析，基于

多载波调制技术的协同认知无线电系统的传输方案设计，协作中继的选择机制，资源分配与

管理机制，频谱感知算法的优化设计等。基于这些研究成果，课题组分别搭建了基于 Madwifi

无线网卡的 CR 演示系统，搭建了基于 FPGA 的多载波调制协作 CR 系统硬件仿真平台。研

究成果将为未来的动态频谱分配政策和下一代高速宽带无线通信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与技术指导。 

 

 

MIMO 系统中的智能信息理论与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永华 

课题组成员：李永华，徐文波，贺志强，高  英，吕铁军，夏金环，龙非池， 

张晓光，秦  岭，李云杰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072055）。 

多输入多输出（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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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信息处理是指将不完全、不可靠、不精确、不一致和不确定的知识和信息逐步改变

为完全、可靠、精确、一致和确定的知识和信息的过程和方法。该课题研究了基于智能信号

处理方法的 MIMO 系统的检测技术，从证据理论基础出发，把信号检测看成为不确定的推

理过程，应用证据理论，根据广义软信息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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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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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在

信号与信息处理中应用的可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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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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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O 信号检测方法都具

有很大的性能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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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变空间相关性分集复用系统的鲁棒性检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陶小峰 

课题组成员：陶小峰，崔琪楣，许晓东，王  强，李世渊，韩  娟，王  秩， 

张一衡，章  辉，李宏佳，田喜强，罗  冰，徐月巧，杨  锐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048）。 

课题组对基于可变空间相关性分集复用系统的鲁棒性检测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

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基于可变运动参数的多天线信道研究 

（1）针对单环 MIMO 模型，双环 MIMO 模型和 SCM 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测试，得到了

多种传输场景下的多天线之间相关性的变化模型，及不同传输技术随信道相关性变化的性能

变化模型。 

（2）利用运动参数下多天线信道特性研究了多小区情况下的信道分配问题，提出了

OFDM 系统多小区功率分配算法等多小区信道分配模型，改善了小区中心和边缘用户的性

能。 

2．可变信道参数下的鲁棒接收机研究 

（1）基于得到的运动参数下多天线信道特性，针对多天线接收机复杂度高的问题，提

出了低复杂度、可实现的多天线接收机设计方案，包括迭代树搜索检测、基于 M-算法的软

MIMO 检测、Turbo-MIMO 基于部分后验概率的软检测等方案，向实际系统的应用迈进了一

步。 

（2）针对在空间复用 MIMO 传输系统中，反馈开销随天线数量和子信道数的增加而变

大的问题，提出了针对多天线信道特性的低开销、预测能力强的信道信息反馈方案，如零开

销的下行 CSI 反馈等方案：基于混合导频的反馈方案。 

 

 

跳相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袁超伟 

课题组成员：袁超伟，杨  震，田心记，黄  韬，王永玉，刘  鸣，程铁铮， 

解  芳，杨睿哲，李  琳，张金波，冯  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149）。 

该课题在前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跳相通信系统模型及相关技术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通信系统中的 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对跳相关键技术做了进一步研究。在跳相序

列构造、自适应跳相矩阵设计、多用户跳相系统的传输与调度、跳相技术在无线局域网中的

应用、自适应跳相通信协议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取得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

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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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协同预编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侃 

课题组成员：郑  侃，龙  航，赵  慧，啜  钢，吴文君，范  斌，刘  洋， 

曾华承，胡丽洁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2082）。 

协同通信作为利用空间资源的一种新的手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课题首先针

对协同中继系统不同网络拓扑结构特点，研究和分析各种结构下的系统容量。为充分开发利

用协同中继系统蕴含的容量潜力，充分利用协同中继系统中“虚拟天线阵列”的特点，提出一

系列灵活且可拓展的协同预编码设计理论与方法。在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

际工程应用的需要，进一步展开了基于码本的协同预编码算法的研究。搭建了仿真平台进行

关键算法的验证。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协同预编码技术可以系统有效地提高协同中继系统的

频谱利用率，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该课题根据源、中继、目的节点数量的不同定义了单源/单中继/单目标节点、单源/多中

继/单目标节点、多源/多中继/单目标节点、单源/多中继/多目标节点和多源/多中继/多目标节

点等 5 种典型网络拓扑结构，分别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丛流形学习及其在物体识别中的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春光 

课题组成员：李春光，张洪刚，徐前方，汪  浩，曹玉东，冷  严，高彦彦，齐宪标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005004)。 

流形学习作为高维数据分析方面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在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机器视

觉、信息检索和数据挖掘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应用价值。近年来，随着对其本

质的理解深入，其多方面缺陷被发现：单一流形的假设表达能力不足，需要数据良好采样，

缺乏典型的成功应用等。因此，该课题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在理论方面，

修改流形学习基本假设，使之能刻画存在复杂内在几何结构的高维数据集，并基于新的假设

研究高维数据集上精细结构的无监督发掘问题。(2)在应用方面，针对具有多流形共存等复

杂内蕴几何结构的高维数据集，研究无监督和半监督学习算法及其在视觉物体识别等方面的

应用等。概括起来，该课题在现有流形学习理论基础上，修改数据集内蕴几何的基本假设，

研究面向多流形共存等存在复杂几何结构的数据集的丛流形学习框架及其在图像物体识别

中的应用，探索面向存在复杂内蕴结构的高维数据的新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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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融合熵准则与独立元分析的残缺指纹 

识别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景晓军 

课题组成员：景晓军，孙松林，李巍海，朱熹福，张  博，伍  剑，张  洁， 

齐兆群，游思晴，张圆圆，王晓勇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148）。 

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完成独立元分析用于残缺指纹特征提取和匹配等的理论研究和算法实现；完成基于

离散信息的自适应遗传匹配算法用于残缺指纹匹配的理论研究和算法实现。 

2．完成融合熵准则理论研究、算法模块的程序实现和各相关模块的集成。重点研究子

源决策的置信度、一致性、不确定性、矩阵修正、数据配准和自适应权系数的确定等内容。 

3．完成残缺指纹识别系统的设计、搭建和调试， 终实现了残缺指纹较好的识别。 

4. 课题组在按照研究计划完成相关研究任务的同时，及时对研究兴趣点和计划进行了

适当调整，增加了部分有价值的研究内容。 

（1）在指纹预处理方面，对残缺指纹的方向场、分割、增强、感兴趣区域提取和细化

的关键算法做了重点研究； 

（2）在指纹的特征提取方面，按照计划研究了独立元分析用于残缺指纹的特征提取和

匹配。同时，增加了有利于该课题的研究方向，即研究了基于 2DLDA 的指纹特征提取，实

现了特征的降维和分类； 

（3）在指纹的匹配算法方面，按照计划研究了基于离散信息的自适应遗传匹配算法，

将其用于残缺指纹的匹配，并且提出了一种加速的遗传匹配算法。同时，增加了有利于该课

题的研究方向，研究了基于 KNN 的指纹匹配算法等其他匹配算法，提高了残缺指纹识别率； 

（4）按照研究计划研究了基于信息融合理论的残缺指纹处理方法。首先，研究了融合

熵理论，具体研究了子源决策的置信度、一致性、子源不确定性、矩阵修正、数据配准和自

适应权系数的确定等内容，运用成果进行图像滤波。同时，将信息融合的思想用于指纹识别

算法中，对同一指纹采用多种不同的匹配算法，从多角度、多机理对同一指纹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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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主义方法与高等智能理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钟义信 

课题组成员：钟义信，李  蕾，李  剑，周延泉，谭咏梅，李睿凡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3001）。 

宇宙起源、生命本质、智能奥秘，是意义重大的世界三大科学难题。近几十年，人工智

能的研究成为了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人工智能理论研究一直面临着两个重大

问题：（1）当前的智能模型孤立于意识和情感之外，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模型；（2）国际三

大主流研究方法（结构模拟、功能模拟、行为模拟）之间长期鼎足三分互补认可，未能形成

研究的合力。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该课题研究不但成功地解决了人工智能面临的上述两大问题，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研究，创立了人工智能的新理论——高等人工智能理论。具体成果分述如下： 

1．发现了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问题的症结在科学观和方法论有

先天缺陷。因此，总结了“以信息观、系统观、机制观为主导特征的新的科学观”，又发现了

“以机制注意方法和信息转换原理为主导特征的新的方法论”，因而在以上两个方面都获得了

突破性的国际首创成果。 

2．创立了人工智能理论研究的统一方法。根据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创建了“基于信息

-知识-智能转换原理的人工智能机制模拟方法”，并且证明：现有人工智能的三大国际主流

方法（结构模拟、功能模拟、行为模拟）分别是机制模拟在不同知识条件下的和谐特例，从

而实现了人工智能研究方法的统一。 

3．建立了高等人工智能的系统模型。根据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利用所创建的“机制模

拟”方法发现：基础意识和情感的生成机制也分别是在不同知识和目标条件下的“信息转换”，

从而创建了意识、情感、理智三位一体的“高等智能理论”系统模型，使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完

整的真实的智能”。 

4．发现了信息转换原理，创建了高等人工智能的理论体系。发现“智能的生成乃是一系

列的信息转换”：第一类信息转换原理把外部刺激的本体论信息转换为认识论信息（全信息），

第二类信息转换原理把全信息一次转换为感知注意能力、基础意识能力、情感生成能力、理

智生成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因而形成了高等人工智能的完整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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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行为新模型的建立及其相关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丽香   

课题组成员：李丽香，罗  群，崔鸿雁，彭海朋，吴  晔，李树栋，高  博， 

蔡杰进，孙  绯，万  淼，朱  辉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5043）。 

群集行为模型源于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群体行为现象，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可以描述和

解释大多数生物群体的群体协调行为和自组织现象，而且群集行为模型具有明显的工程应用

背景。因此，群集行为建模与应用正受到众多学科的高度重视。该课题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展开工作： 

1．通过模仿细菌群体感应系统的生物学觅食过程，建立细菌的群内协作和群间竞争的

模型，将菌群算法和数据聚类结合提出 BF-C 算法，寻找聚类 优中心，对算法中的各个参

数在数据聚类领域的设置进行了详细地讨论与分析，并将所得结果与现有全局优化方法进行

对比。 

2．针对现有的聚类算法大多存在局限于单一类型的数据集、在搜索时容易陷入局部

优并难以在高维数据集上达到理想效果的问题，受蚂蚁混沌搜索和蚁群全局智能优化等行为

的启发，根据数据聚类应用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蚂蚁混沌行为的聚类算法。 

3．提出基于随机索引的用户建模方式，借助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上下文”的概念，对 URL

进行分段索引建模，改进 Web 用户聚类算法的效果，通过聚类实验比较了特征向量方法和

随机索引方法的优缺点。 

4．为了研究群体在不同的网络结构下群体行为具有的内在运行规律和机制，研究了多

重边融合复杂动态网络的模型参考自适应同步问题。根据网络边的性质不同对网络进行了拆

分，给出了网络的模型函数未知并且拓扑结构也是未知的融合网络模型参考自适应全局同步

的准则和相应的控制器设计方法，并将此结论推广到了网络的边具有任意多种性质的一般情

况。 

5．研究了多重边融合复杂动态网络的局部和全局的自适应同步，利用李雅普诺夫稳定

性理论，给出了网络同步的充分条件。 

6．为了研究群体在系统不同的参数设置以及系统参数未知的情况下群体行为具有的内

在运行规律和机制，研究了系统参数不确定时的参数辨识问题，为了得到系统参数的真值，

引入子系统这一新的方法，从而简化了对参数辨识方案的设计。 

7．基于积分器理论研究了系统未知参数的辨识问题，给了未知参数辨识器存在的充分

条件，进一步的，研究系统噪声和测量噪声对于所提方法的影响，并且将所提方法同自适应

同步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8．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能量受限问题，依据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了具有两类节

点（传感节点和汇聚节点）局部范围的无线传感网络模型，该模型通过限制汇聚节点的链接

来均衡能量消耗以延长网络寿命，利用平均场方法，得到了网络模型的度分布的积分表达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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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网络服务中智能化用户需求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孟祥武 

课题组成员：孟祥武，张玉洁，程  渤，黄永生，王立才，谢海涛，王  闯， 

沈筱彦，张  磊，何  倩，史艳翠，马文明，胡  勋，张向阳， 

王洪明，张建成，王汝金，黄武汉，徐风苓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051）。 

该课题首先在研究和借鉴传统软件需求工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移动网络服务中用户

需求模型的形式化表示和用户需求智能化获取方法进行了研究，将本体知识引入移动网络服

务用户需求建模，提出了一种六元组形式的移动用户需求信息结构，提出了一种基于认知心

理学的移动用户需求获取方法，针对用户需求不一致性问题，将多源数据融合理论与本体理

论引入用户需求不一致性检测策略，对用户需求进行泛化和分解，利用相关反馈数据和启发

式规则，发现用户现实需求与根据用户需求智能化获取方法获取的用户需求之间的冲突，或

者不一致性情况；提出了一种业务系统中业务动态加载的方法和系统，提出了一种上下文感

知的用户需求动态演化策略，自适应地满足移动用户新的个性化需求，提出了一种面向手机

终端的自适应发布 Web 内容的方法，针对移动领域内的具体服务，搭建了个性化移动网络

服务原型系统原型系统，对移动网络服务中智能化用户需求模型及其相关推荐技术的进行实

验验证。 

 

 

基于遗传算法的智能化的动态服务选择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成文 

课题组成员：张成文，张龙昌，程  渤，邝  坚，卞佳丽，马  跃，林秀琴， 

皮人杰，王尚广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2042）。 

针对目前面向 QoS 限制的服务选择技术中存在的可扩展性差、不具有动态适应性、实

时处理差、稳定性差等问题，采用遗传算法与其他理论或算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理论分析

和仿真验证相结合的手段，探索与面向服务质量的服务选择相关的理论问题。 

该课题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可扩展的混合聚类 QoS 模型、可适配的编码方式、Petri

网与遗传算法在服务组合方案选择上的结合技术、动态适应度评估策略、基于混沌算法的遗

传算法收敛性、基于精英选择的进化策略、基于聚类排序选择的个体选择方法、减少服务选

择算法运行时所带来的网络负载的方法、基于种群多样性控制的交叉和变异技术、种群规模

动态适应技术、基于单纯形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选择机制、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性 QoS 计

算方法、基于服务使用者评价的信誉度度量方法、基于模糊逻辑和自适应粒子群优化算法的

服务选择方法、基于服务网的多媒体会议服务编制正确性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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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C 智能感知节点关键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  岩 

课题组成员：孙  岩，罗  红，赵国涛，孔  杰，常  城，唐绍炬，边世超，李  乐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070206）。 

该课题主要从基于 FPGA 可编程特性研究智能感知节点的 SoC 设计方法和基于动态部

分可重构 FPGA 的自适应感知节点方面开展研究，并搭建验证平台，验证上述系列方法的

正确性和有效性，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如下： 

1．基于 FPGA 可编程特性研究智能感知节点的 SoC 设计方法 

利用 FPGA 可编程特性研究智能感知节点 SoC 设计方法，包括基于 FPGA 的多媒体传

感器网络节点设计；基于 FPGA 的无线通信协议设计；基于 FPGA 的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网

关的设计与实现。建立了节点的多媒体功能描述模型，应用进化算法进行分析，得到电路的

理想分割结果。合理划分系统功能模块，制定各模块之间的接口协议与标准。 

2．基于动态部分可重构 FPGA 的自适应感知节点 

针对感知节点的资源受限问题，基于动态部分可重构 FPGA 的方法，研究了智能感知

节点的自适应重构机制，主要成果包括基于 FPGA 的可重构感知节点的设计与实现；基于

节点协作的数据可靠传输方法；多媒体传感网的多媒体数据同步控制策略。 

3．验证平台的构建 

在验证平台方面，利用该课题研制节点搭建了面向智能楼宇监控的无线感知反应网络，

验证节点可用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感知反应网络在智能楼宇系统的应用。特别是在无线传感

器网络结构和组网方式以及基于语义的组合服务生成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实用化的设计方案。 

 

支持有限分发的可信数字版权管理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兆丰 

课题组成员：马兆丰，黄建清，蒋  铭，闫玺玺，杨义先，钮心忻，张德栋， 

黄勤龙，张  茹，辛  阳，郑康锋，袁开国，武  嘉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3157）。 

该课题研究了支持时空和空间约束的可信数字版权管理核心基础理论问题，通过构建支

持用户隐私保护的数字内容版权管理安全信任模型，实现了应用目标驱动的数字内容安全封

装实现数字内容的安全保护；设计了支持时间、空间约束、可离线按域接入的有限分发、超

级分发的安全许可策略,设计支持在线、离线有限安全许可认证和版权对象分发协议，实现

了在远程分布环境下数字内容的公平、安全管理。该课题提出了可信数字内容版权管理安全

信任模型、面向不同安全应用场景的可信数字内容保护方法、数字内容版权的动态多级许可

策略、支持时空约束的 DRM 安全认证协议、支持用户隐私有条件保护和离线有限分发的

DRM 安全许可授权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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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脆弱性问题中的信息流分析方法研究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合作单位：总参第五十四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郭世泽 

课题组成员：郭世泽，郑康锋，陈  哲，高  见，肖  奇，陈  果，周  鹏， 

陈衍玲，赵  静，黄福鑫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070208）。 

信息流分析广泛应用于编译器优化和软件测试技术，近年来成为软件脆弱性问题研究的

热点。脆弱性分析的关键是如何触发软件中潜在的各种异常，然而目前针对软件脆弱性问题

的信息流分析方法，无论是模糊测试、污点分析，还是符号执行，都普遍存在着分析精度差、

效率低、漏报率高的问题，制约了其在软件脆弱性分析中的进一步应用。该课题致力研究软

件脆弱性问题中的信息流分析方法，通过构造各种测试用例触发软件潜在异常点，达到发现

软件脆弱性的目的。 

该课题围绕软件脆弱性分析中测试用例生成这一关键问题，创新性的将复杂网络理论应

用到程序分析中，在提取软件程序的指令流图的基础上，对软件进行控制流分析、数据流分

析和程序依赖分析，采用基于介数的子图分割算法获取软件行为的功能序列，为信息流分析

提供基础。以 Fuzzing 技术为核心，对于已知源代码软件，重点研究符号执行和约束求解技

术，采用启发式搜索、学习和函数摘要算法有效遏制路径爆炸，利用约束求解的结果指导

Fuzzing 技术中测试用例的生成；对于二进制代码软件，重点研究虚拟机技术和污点分析技

术，在动态污点分析中引入控制流分析并与数据流分析有效结合，结合 Fuzzing 技术生成优

化的测试用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高效、自动的软件脆弱性分析模型，触发传统方式

无法发现的软件异常，提高软件脆弱性发现的效率、精度和准确性。 

 

 

   



51 

MANEMO 网络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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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芳，刘凯明，谢  刚，张洪光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3190）。 

该课题针对 MANEMO 网络的结构设计、路由优化算法、网络安全机制、MANEMO 网

络与骨干网的融合算法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具体研究工作如下： 

1．研究了 MANEMO 网络的架构。根据救援活动和军事行动的实际需求，提出了一种

优化的 MANEMO 网络架构，包括移动网络配置、家乡代理配置，NEMO 与 NAMET 网络

的融合方案，MANET 路由协议的选择，漫游状态与非漫游状态的网络结构，应用场景的构

想。 

2．建立了 MANEMO 网络的协议结构。通过研究移动路由器之间组成 MANET 网络的

方法，提出了适合 MANEMO 网络的多跳路由算法，使得移动节点在不同路由器之间进行

接入时，能够保证平滑切换。 

3．研究了 MANEMO 网络中的嵌套网络问题。研究了当移动网络成为另一个移动网络

的子网络时，如何处理移动网络的嵌套问题。针对 NEMO 基本协议中的多三角路由问题，

研究出了嵌套 NEMO 网络适用的路由优化方法。 

4．研究了 MANEMO 网络的安全策略。研究了在路由优化条件下实现安全的接入控制，

包括：移动路由器在访问网络中的认证，移动节点在移动网络中的认证问题，并考虑基于

AAA 的接入控制机制，得出了将现有的 AAA 机制与 MANEMO 的网络结构特点相融合的

方法。 

5．研究了 MANEMO 网络和骨干网的融合策略。通过分析 MANEMO 网络如何与本地

移动性管理、全局移动性管理相配合，得出了提高移动网络性能的路由优化方法。考虑了基

于移动性管理的内部通信路由优化，与外部通信的路由优化方法。 

6．搭建了 MANEMO 网络的试验平台。通过使用网络仿真工具，对各个研究成果部分

进行了测试和分析，并根据所得结果数据，验证和优化了网络架构。 
 

 

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自适应调制技术及 

跨层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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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芳，谢  刚，冉  静，苏  明，刘元安，唐碧华，高锦春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2033）。 

该课题在自适应调制方面，研究了非等误码率条件下自适应传输算法，创新性的引入“误

码率”这一自由度，提出了一种用于多载波系统的自适应传输算法；研究了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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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OFDM 系统中的自适应调制技术，通过使用迫零准则设计预编码向量，采用 大比

合并更新接收向量，实现了一种低复杂度的预编码算法；研究了结合自适应调制技术的

MIMO-OFDMA 系统中高效资源分配技术，通过利用分配比特时子载波信道增益的特点，采

用划分子载波集合和划分子载波左右子集合的方法，设计出相应的高效的功率分配算法。 

在无线 mesh 网络中的路由算法方面，针对无线 mesh 网络中存在的网络稳定性、隐终

端和显终端、QoS 需求，网络资源、网络拥塞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列无线 mesh 网络路由算

法，包括基于扩散更新的新型高效路由算法、采用自适应速率的无线 mesh 网络的 QoS 感知

路由算法、面向吞吐量效率的机会主义路由算法、负载均衡路由算法、基于树的路由选择方

法。 

课题组还针对无线 mesh 网络与 Internet 互联等问题提出了新的互联的方案、网关发现

机制和接入方案，课题组充分考虑了认知无线电技术，提出了利用 优空闲信道的认知无线

电新型 MAC 协议、认知无线网络按需协同感知和信道分配策略以及认知无线网络中基于树

的路由选择方法等等。 

仿真结果分析表明，这些算法和方案相对于已有技术能够更有效的提高网络的性能。 

 

 

无线传感器网络流测量与分析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帆 

课题组成员：吴  帆，张洪光，吴永乐，苏  明，冉  静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003279）。 

该研究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未来发展趋势，坚持理论分析与平台验证相辅相成的思路，

搭建面向典型应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实验平台，全面系统地研究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工作模

式、数据类型、拓扑结构、网络协议等特性对数据流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

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流长、流速、流到达等流量特性，提取无线传感器网络流量行为特征，

设计合理的流量模型。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无线传感器网络流特性分析与建模：针对周期工作模式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提出了

一种新的流到达间隔时间模型：TAR(1)的累加组合模型，很好地反映了周期工作模式下无

线传感器网络的流到达间隔时间的统计特征。 

2．无线传感器网络流量分析与建模：针对较多实际试验数据的网络技术，提炼主流网

络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DCF 流量模型，在物理层多速率条件下，反映系统吞吐量的

真实变化情况。 

3．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流特性与流量模型的网络控制算法：为解决无线传感器网络网

自相似流量引发的网内以及电信网络的数据拥塞，提出了两种解决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拥塞

的解决方案：一种是网络负载均衡，通过建立以全网流量稳定为目标的路由算法和配套的分

级均衡策略，实现拥塞流量在网内的均衡分配；一种是基于模式切换的数据分流，在终端设

备多模并行传输条件下，建立数据传输效能 大的传输链路以实现数据分流。 

4．无线传感器网络流测量与分析实验平台：在全面综合考虑无线传感器网络工作条件

多样性复杂性基础上，根据不同无线传感网终端类型、网络拓扑结构、通信协议和工作模式

设计组网方案，利用系统级仿真软件建立若干小型实体无线传感器网络模拟实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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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10Gb/s 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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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新 

课题组成员：马健新，张丽佳，张  琦，桑新柱，饶  岚，忻向军，黄惠英， 

刘  昆，余重秀，周  敏，詹  娱，梁  昊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001061）。 

该课题深入研究了铌酸锂外调制器的非线性和干涉叠加特性，确定了输出光谱和射频调

制电压、偏置电压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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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高速多进制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4 倍频低成本产生方案，结合光纤的色散、非线性等特性，建立高

速多进制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在光纤中传输的数学模型，阐明光谱结构特点和数据信号调

制对高速的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传输性能的影响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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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QAM技术实现了更高的频谱效率。

上下行链路均采用单边带数据调制。克服了光线色散引起的幅度衰落效应和码走离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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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光线色散引起的幅度衰落效

应和码走离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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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方案利用边带复用技术，提高了 RoF 系统的频带利用率，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传输效率，产生的光毫米波信号具有非常好的传输性能。 

 

 

利用微波热声效应产生海底宽带超声波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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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兴建，高  跃，郭  璐，刘彬彬，苗  秀，葛红斌，刘应辉， 

王  华，陆泽健，姚  远，苏汉生，刘小明，李  莹，俞俊生，陈晓东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41040040）。 

该课题研究了一种新颖的用于海底声纳系统的宽带超声波产生方法——利用微波热声

效应产生超声波，通过微波与海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海水介质在吸收微波能量后引发的

热声效应，产生宽带超声波信号。项目组研究了关键技术原理，搭建了测量实验平台，开发

了信号处理软件，完成了实验结果验证，已经应用于后续申请到的多项课题之中，预期本成

果还可广泛应用于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以及舰艇水声通信相关的海底超声波通信系统。 

课题组还及时跟踪和分析国内外的研究状况，针对海洋石油勘探和水声通信的新形势，

深入研究了与微波热声效应相关的实验平台搭建、匹配电路设计、信号传播分析、超声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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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超声波检测、信号采集和分析、计算机处理软件等重要内容。 

课题组已经成功研制了实验平台 1 套、软件系统 1 套、关键部件多个。 

 

 

掺杂左手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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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玲，范春晓，赵同刚，刘亚宁， 

吕英华，王海侠，杨  晨，陈天明，喇东升，阳  彪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1081）。 

该课题研究了掺杂左手材料的设计，探索了掺杂异构单元与加载对 DLHMs 谐振及吸收

特性的影响及控制规律；分析了非线性 DLHMs 的非线性响应。研制了掺杂左手材料样品、

新型微波段波导滤波器等并进行实验测试。取得的主要成果为： 

1．研究了电感、电容等作为掺杂单元对 LHMs 共面及异面的加载效应，以及各项异性

左手材料的设计。提出并设计了一类量化可控掺杂左手材料，并建立了电磁分析模型。 

2．采用理论分析、仿真测试的方法，研究了掺杂及加载对负磁导率、负介电系数材料

的影响。 

3．研究了掺杂与加载对非线性 DLHMs 的二阶和三阶非线性响应,建立了理论模型，分

析了电磁作用机理；研究了掺杂左手材料在光波段的电磁响应。 

4．以串连和并联谐振单元结构做为掺杂，并对基本左手材料单元进行不同强度的加载，

引发多个可控谐振频点，并建立了电磁分析模型。 

5．基于反向对称的 Z 形金属结构，提出了一种新型二维左手材料结构单元，在电磁波

垂直于介质板和平行于介质板入射情况下，获得了 X 波段左手通带特性。 

6．基于蘑菇型金属结构，提出了一种同时具有左右手通带无缝结合的超宽带双入射型

复合媒质材料结构单元，并构造了一种正-零-负复合媒质材料，得到了宽带零折射率材料；

同时，设计了具有工字开口环型、十字交叉开口环、对称镜框型左手单元结构等。 

7．研究了左手材料在天线、滤波器等领域的应用，并制作了谐振腔、天线等样品,测试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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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系统生物学与肿瘤血管新生药物靶标建模 
 

课题依托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合作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负责人：王  琳 

课题组成员：王  琳，江铭虎（清华大学），黄菊香，孙  颖，林  红，Stefan Wolfl， 

            孙玲君，齐连秀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1100）。 

        该课题是基于线性规划和分解过程，结合 Kappa 统计和模糊启发式聚类的构建单分子

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心分子中心功能聚类知识网络。能更好的研究出中心分子的中

心功能模块与疾病知识点如肝癌入侵，增殖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及鉴别

潜在的新治疗靶标基因具有更加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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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重要功能聚类和推断分析的早期大肠癌（CRC）中的 FOS 增殖网络构建本文研究

的目的是建立显著性单分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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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肿瘤肝炎/肝硬化组织和人类肝细胞癌（HCC）转化中的基于细胞周期功能细胞周期

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 3（CDKN3），基于分泌功能的 AFP 分子网络，基于磷蛋白功能 RRM2

分子网络，基于细胞周期功能的生存素（BIRC5）分子网络构建。 

　 基于生物计算的脑性艾滋病患者和其对照组病人中的 MYBPC1 分子磷蛋白网络，

CREB5 分子调节网络，TNFRSF11B 分子发育网络构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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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机构学问题研究的新方法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魏世民 

课题组成员：魏世民，廖启征，李洪波，郭  磊，黄用华，甘东明，倪振松，张  英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50875027）。 

针对复杂机构学的建模和求解问题，本课题组首先通过对共形几何代数(CGA)基本理论

的学习和研究，采用该方法对一般 6R 机械手、1P5R 机械手的逆运动学问题和平面并联机

构的正运动学问题进行建模和求解，完成了对此两类机构的统一建模和求解；接着运用实数

形式对偶四元数的方法对一般 6R 串联机械手的逆运动学问题进行建模，采用组合线性消元

结合 Dixon 结式进行了求解，变量采用复指数形式，直接得出无增根、无漏根的 16 解；然

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实数形式四元数、对偶四元数的局限性，以及实数形式四元

数中的正弦和余弦化为复指数形式的过程，推导出了四元数、对偶四元数的复数形式这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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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并利用这种数学工具对一般 6R 串联机械手建模，再结合 Dixon 结式，理论上再一次

严格证明了该机构逆运动学问题具有 16 组解；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推导出了四元

数、对偶四元数的矩阵形式这种新形式，并运用这种新形式再一次对一般 6R 机械手逆运动

学问题进行建模和求解，矩阵形式四元数的计算法则与矩阵计算法则完全一致，具有形式简

洁、编程容易的特点，非常适合于四元数和对偶四元数的推广使用； 后课题组在对 CGA

几何不变量研究时，发现 Cayley-Menger 行列式和矢量法与零括号代数(NBA)的内积和行列

式是一样的，也是几何不变量；并运用 Cayley-Menger 行列式和重心坐标推导出的三边测量

法对一般 6-4 台体型并联机构正运动学问题进行建模和求解以及运用矢量法对一般 5-5B 台

体型并联机构正运动学问题进行建模和求解，首次推导出完全符号形式的一元 24 次输入输

出方程。 

课题组通过把 CGA 和 NBA 引入机构学研究，完成了上述几种复杂机构的正、逆运动

学问题求解和建模；且上述研究复杂机构学的新方法，都具有形式简洁，编程容易和计算速

度较快的特点，有利于机构学的数学机械化。 

 

 

增强现实装配环境中虚实对象感知机制和 

方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荆洲 

课题组成员：宋荆洲，高  欣，贾庆轩，孙汉旭，张金玲，刘亚辉，于  洋， 

曹  倩，吴  昕，辛  静，孙  浩，马铁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3103）。 

该课题研究增强现实环境下基于虚实结合的复杂产品装配过程模拟，以便经过可视化和

可感知的评价分析，得到合理、适用的产品装配工艺。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基于图灵机模型的 AR 装配环境系统 HCPN 建模方法，有效地表达装配模型

的动态建立过程，感知用户意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提出了一种利用空间点投影位置与遮挡关系间的联系判断虚实点间深度关系的算法，

提高了遮挡检测效率。 

3．提出了一种三维重建与三维位姿估算相结合的深度获取算法，它利用特征点进行物

体方位跟踪估计，只对关键帧进行重构，降低了计算耗时。 

4．提出了一种相机标定和相位相关法相结合的图像配准拼接算法，可用于扩展视频增

强现实注册的跟踪范围。 

5．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影共面点的多摄像机标定算法，该方法通过提取投影到屏幕上的

投影标定网格角点进行每个摄像机的标定，从而可避免标定物自身遮挡，降低算法计算量。 

6．提出了一种将 MSER 和 SIFT 相结合的图像匹配方法，其不但对图像视点变化有较

好适应性，还能有效降低计算量，提高匹配准确度。 

7．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空间分割与层次包围盒法相结合的混合虚实碰撞检测方法，该

方法由粗到精地进行碰撞检测，提高了碰撞检测的效率。 

课题研究成果在复杂装备维修、装配训练、数字化设计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实际工程应

用价值。此外，还可以用于解决机器人增强现实遥操作、遥医疗、虚拟训练、增强现实游戏

等领域中的类似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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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铁磁金属/半导体纳米杂化结构的生长制备和 

自旋相关现象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符秀丽 

课题组成员：符秀丽，赵晓红，王  鑫，朱  娜，李  旦，王龙凡，吴志培，张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6005）。 

    随着电子器件的集成密度越来越高、器件尺寸越来越小以及自旋电子学科技的发展，探

索适用于未来纳米尺度上的自旋电子学器件的理想组件十分重要。该课题采用铁磁过渡金属

（Fe、Co、Ni 等）和Ⅱ-Ⅵ族半导体 CdS 和 ZnO 所形成的纳米杂化结构为研究对象，系统

研究了高质量、符合未来纳米自旋电子器件实际需要的一维纳米杂化结构的可控生长工艺及

其磁学、输运方面的特性，单根纳米杂化结构的磁阻效应等的研究，探索了单根纳米杂化结

构应用于器件组件的可能性，为纳米级自旋电子学材料的发展提供工艺技术平台和理论依据。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采用控制气相反应过程中气压、温度等参数，可控制备出了具有明显非线性效应的

新颖 CdS 纳米结构。该纳米结构由具有六棱柱状形貌的 CdS 纳米棒相互联结而形成的三维

网络。光波导测试结果表明：CdS 纳米结构的光致发光可有效地输运到纳米棒 末端再发射

或通过其本征结传输到另外的分支上，是非常有效的波导腔。光波导测试研究表明其能将光

致发光很好的限制在纳米棒内，可用作复杂纳米光学器件的 3D 光学微腔单元。 

2．采用催化剂辅助热解有机前驱体聚硅氮烷在优化的条件下合成了多种硅基化合物纳

米材料：包括束状 Si3N4纳米线和 Y 型枝状 Si3N4纳米线；团簇状 SiO2 非晶纳米线；网络枝

状 Si3N4 纳米线 Si3N4/SiO2同轴纳米电缆阵列。 

3．获得了一维 Cd/CdS、Fe/CdS、Ni/ZnO 和 Co/CdS 纳米杂化结构的可控制备工艺及相

关电学性质。 

 

 

基于非线性光纤的慢光可调谐延迟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茹 

课题组成员：张  茹，王  瑾，陈  曦，张  颖，段予文，钟  昆，朱晨光， 

魏广源，周红燕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1082）。 

光纤中基于受激布里渊散射（SBS）可调谐慢光延迟技术在信号处理、光存储、光缓存

和光路由等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是近年来光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该课题提出了一种基

于非线性光纤产生强的 SBS 效应慢光可调谐延迟技术，主要在掺杂纳米颗粒光纤慢光、考

虑损耗传输理论、外差法提高实验系统性能等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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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掺杂纳米颗粒光纤慢光理论方面，首先对掺杂纳米 InP 微粒新型光纤的研制、放大性

能、量子尺寸效应、非线性性能等进行了前期研究准备。随后仿真计算出将此自制高非线性

光纤运用在SBS慢光系统上的延迟性能，在布里渊增益为15时获得大约738ps的慢光延迟。 

在考虑损耗的传输理论方面，从泵浦波、斯托克斯波、声波三波耦合方程出发，考虑光

纤的损耗，得到斯托克斯波的复波数、SBS 增益、相折射率及群折射率的理论表达式，并用

MATLAB 仿真慢光理论的 k-k 关系。 

在利用外差法提高实验系统性能方面，为了得到优化的慢光效果，课题组探索出高精度

的光外差探测法来测量 SBS 特性参数：布里渊阈值、布里渊增益谱和布里渊频移等。这大

大降低了实验系统对激光器、光谱仪等仪器性能的要求，为 SBS 慢光系统的进一步实用提

供了新的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搭建了窄带 SBS 和宽带 SBS 系统。在窄带 SBS 系统中，

采用手动匹配法来严格满足泵浦光和斯托克斯信号光之间的频率匹配关系，输入脉宽 200ns

的脉冲得到了 8ns 的慢光延迟。在宽带 SBS 实验中，利用外差法监控系统将增益谱展宽到

600MHz，使输入脉宽为 500ns 的脉冲延迟了 32ns，延迟效率达到 5ns/dB。 

       

      

因果推断及不完全数据的统计分析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课题负责人：王学丽 

课题组成员：王学丽，刘敬伟（北航），李晓花，史  悦，丁艳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10801019）。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检测多个混杂因子，给出了剔出混杂因子的方法。在假定没有因果网络图的情

况下，假定处理变量是其父节点变量集的函数，但无需知道函数的具体形式，给出了在多个

背景变量下的分布因果效应的概念以及研究了分布因果效应在此假定下的一致无混杂，条件

无混杂以及可压缩性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逐步剔出非混杂因子的算法。 

2.研究了在无混杂条件下协变量调整对相对风险 RR 的精度估计的影响,完成了对相对

风险的对数(log RR)的精度的估计。证明了如果协变量是非混杂因素的情况下，调整非混杂

因素比调整前会增大该估计的方差。 

3.研究了在不完全数据情况下，如何利用工具变量给出关心变量的合理估计，如何去提

高估计的精度问题，在不可忽略缺失情况下，模型参数不可识别。该课题完成了研究非随机

缺失下目标变量的估计问题。研究了如何利用工具变量给出关心变量的合理估计,非随机缺

失的情况下验证结果变量的估计的极大似然性等。 

4. 给出了多个协变量集上的因果分布效应一致无混杂的概念，给出了多个协变量集上

的无混杂的条件、一致无混杂的条件、子总体上因果分布效应无混杂的条件、混杂变量集合

上条件无混杂的条件。 

5.完成了在假定没有因果网络图的情况下，假定处理变量是其父节点变量集的函数，但

无需知道函数的具体形式，给出了在单个背景变量下的分布因果的概念以及研究了分布因果

在此假定下的一致无混杂，条件无混杂，均一性以及可压缩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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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椭球函数重新研究与随机引力现象初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贵花 

课题组成员：田贵花，董  锟，唐文林，孙  越，胡亚鹏，杨  健，杨  树， 

王四海，钟树泉，潘  冲，李玉帧，李  凯，周  瑾，郭维奇， 

张  晴，王会会，马  跃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10875018）。  

1.广义椭球函数。课题组在椭球函数研究方面有突出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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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超对称量子力学的方法推广到解

决的情况，主要计算了当 s=1/2,s=1, s=3/2 以及 s=2 的情形。 

2. 研究随机引力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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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还处于前期准备和学习阶段，课题组成员学习了关于

Drude 谱主方程的各项系数，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方法来试探性的研究 Drude 谱主方程及其系

数。  

 

 

全光纤相位编码-偏振检测量子密钥分配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海强 

课题组成员：马海强，焦荣珍，刘  伟，杨丽华，彭  建，罗思行，王  川， 

张  勇，汪  龙，韦克金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10805006）。 

该课题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主要致力于量子密钥分配技术初步实用化的研究，探索了

1.5μm 通信波长高速率量子密钥分配系统的新方案和新技术，重点从实验上探索影响当前系

统稳定性的因素，给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新途径。完成了相位编码、偏振检测的量子密钥分配

系统融合了 90°旋转法拉第镜自动补偿光纤偏振模色散特性与四端口偏振分束/合路器偏振

分光特性，可实现超小型、强抗干扰性的量子密钥分配系统。相位编码、偏振检测技术能够

大大提高系统的编码速率和降低误码率，从而在功能上实现高速率、高效率、低误码率的量

子密钥分配系统。该课题研究内容包括：（1）相位编码、偏振检测的理论建模，以及后续的

数据处理；（2）光纤型四端口偏振分束/合路器的功能设计和系统的光路设计；（3）探测单

光子的装置设计、数据的采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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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神经元网络系统的放电同步动力学行为及其 

在视觉神经系统中的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  霞 

课题组成员：石  霞，单文锐，李  鹤，郑  直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10802012）。 

神经放电活动中存在两种基本的放电模式，即簇放电和峰放电。簇放电是神经元 重要

的放电模式，神经信息主要蕴含在各种不同的簇放电模式中，簇放电还能够增强神经元之间

的通讯，而且在神经信息的传递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网络的拓扑结构、耦合

方式以及单个神经元的放电动力学机制对系统簇放电同步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该课题充

分发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方面的优势，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电突触和化学突触耦合的神经元网络的放电同步动力学行为 

通过研究两个经兴奋性或抑制性化学突触耦合的神经元的簇放电同步，发现兴奋性耦合

的神经元能够达到同相簇放电同步，而抑制性耦合的神经元 终会达到反相簇放电同步；通

过研究化学突触耦合神经元网络的簇放电同步行为，发现随着耦合强度或者网络中连接数量

的增加，兴奋性耦合网络会出现多集群到单集群（即同相）簇放电同步的转变，而抑制性耦

合网络只能达到多集群簇放电同步；通过研究经电突触和兴奋性化学突触耦合作用构成的小

世界神经元网络的同相簇放电同步行为，利用簇相位序参数衡量同相簇放电同步，发现电突

触耦合的网络比兴奋性化学突触耦合的网络容易达到同步, 随着耦合强度的增加，神经元网

络达到簇放电同步所需的链接概率会降低，这表明在今后的试验中可以通过同时调节耦合强

度和网络拓扑结构来实现网络同步放电。 

2．电突触和化学突触耦合的神经元网络的簇动力学性质 

提出了刻画单个神经元簇放电动力学性质的指标——宽度因子（簇放电周期和簇中峰放

电的持续时间的比值），并且根据此指标将神经元的簇放电模式划分为长簇（宽度因子小于

2）放电和短簇（宽度因子大于 2）放电模式两种。通过研究经电突触和具有快速阈值调节

的化学突触耦合的两个神经元的簇动力学性质，发现短簇放电的神经元对于耦合方式具有稳

定性；通过研究具有化学突触耦合的小世界神经网络的簇动力学性质随耦合方式、网络拓扑

结构和单元神经元簇动力学性质的变化，发现短簇放电模式对于耦合强度、耦合方式以及网

络拓扑结构都具有鲁棒性，这也说明了在实际神经网络中短簇放电模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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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 OFDM 信号的 RoF 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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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畹仪 

课题组成员：顾畹仪，喻  松，孙学康，张永军，刘  涛，史培明，李伟林， 

申  静，陈  颖，曹寅文，邱文博，李  新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7052）。 

该课题面向国家通信技术发展的重要需求，以光正交频分复用（O-OFDM）技术与光载

无线（RoF）技术的融合为核心研究目标，对 O-OFDM 信号在光纤中传输机理、损伤因素、

优化算法和实施方案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部分实验验证，取得了一系列创新

成果。主要成果如下： 

1．在理论研究上，针对 O-OFDM 系统 PAPR 高、受 FWM 影响大的问题，发现了数据

相关性与非线性损伤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提出了采用部分传输序列方法来有效地降低 FWM

效应；提出并实验验证了恒包络光 OFDM-MSK 系统设计方案，设计了 OFDMA-PON 的下

行链路；为了提升系统的传输性能，提出了 5 种新型高效的 O-OFDM 系统中的信道估计、

频率同步、相位补偿等 DSP 算法，攻克了一些提升 O-OFDM 系统性能的关键技术；基于

MZ 集成调制器提出并实验验证了无光滤波器的四倍频、六倍频的高质量毫米波信号产生的

新方案，等等。 

2．对 OFDM 光学传输系统的基本传送实体建立数学模型，设计强度调制-直接检测

OFDM 与 CO-OFDM 光学传输系统仿真平台框架，开发出融有各种算法、功能强大的承载

OFDM 信号的 RoF 系统仿真平台。该平台内嵌可视化的误码仪、眼图分析仪、示波器、光

谱仪、星座图等虚拟仪表，可形象的显示 OFDM 信号在光纤通信系统中信号质量的变化。 

 

 

超高速光信号处理关键技术及集成器件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课题合作单位：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赵玲娟（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伍  剑 

北邮课题组成员：伍  剑，邱吉芳，王敏学，吴冰冰，李兰兰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课题编号：60736036）。 

北邮课题组主要针对电吸收调制器(EAM)的物理性能、模拟仿真、功能应用三方面进行

了分析和研究，并研究了基于高非线性光纤(HNLF)的全光信号处理关键技术及其应用。主

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了量子阱(QW)EAM 理论模型，既能够分析 EAM 中量子阱能带结构，材料吸收

系数谱和啁啾因子等多项静态参数，又能够分析 EAM 中光子数和载流子数等多项随时间变

化的动态参数。该模型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光经过 EAM 传输后其幅度、相位和偏振态的变

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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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已建立的理论模型，对光信号处理系统中常用的“泵浦-探测”技术进行了数值模拟，

研究了一些主要参数对 EAM 光信号处理能力的影响，并分析了光经过 EAM 传输后，产生

的非线性相移和偏振旋转。该模型为进一步研究 EAM 在光信号处理方面的实际应用提供了

基础和平台。 

3.首次提出了一种基于 HNLF 的可重构多逻辑门实现方案，该方案结构简化，便于操作，

系统稳定，转换效率高，具有应用于未来超高速（100Gbit/s）网络中的潜力。方案中采用交

叉相位调制（XPM）效应，在不改变输入光功率、波长、偏振等参数的条件下，只需调节

输出端的滤波器中心波长设置即可实现高性能无误码输出的 XOR、OR 和 AND。 

4.首次提出并实验验证了一种基于 HNLF 中四波混频(FWM)效应的 NRZ-PolSK 信号可

重构多逻辑门方案。半减器，XOR、 AB 和 AB ，或者 XNOR、AND 和 NOR 能够同时实

现。该方案能够在 10Gbit/s 速率下实现无误码操作，各子逻辑门的功率损耗都小于 3dB。基

于光纤的超快速特性，该可重构多逻辑门具有升级到更高速率的潜力。 
 

 

毫米波光纤无线系统理论与技术的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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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桐，殷  杰，孙小强，沈  希， 

张  晔，黄  浩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课题编号：60736002）。 

该课题对光载微波的产生与处理、多种无线业务与光纤网络的融合及复用方式等关键理

论与前沿技术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并实验验证多种光生微波、全光 UWB 信号产生、光子矢量调制、微波光子滤波、

光域微波放大、全光模数转换、毫米波光子移相以及瞬时微波频率测量的新方法。 

2.提出优化的 UTC-PD 结构，带宽提高 2 倍以上。 

3.提出功率分配器电路，为高频阻抗匹配结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4.提出多种 ROF 系统实现方案，包括：偏振复用宽带无线与有线混合接入系统；光生

毫米波多业务混合接入系统；全光毫米波 PSK 调制与双工传输系统以及外差相干探测的偏

振分集 ROF 系统等。实现了宽带有线业务、超宽带射频无线业务及宽带无线中频业务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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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出 60GHz 多业务融合有线无线混合接入系统的新型架构，增加光谱利用率。 

6.提出产生高频谱利用率的 UWB 的方法，搭建基于光学方法 OOK 和 BPSK 调制格式

的 1Gbit/s 的光载 UWB 通信系统，实现 20km 单模光纤传输。 

7.建立国内首个传送高清电视信号的毫米波光纤无线实验系统，室内无线传输距离为

5m，光纤传输距离 20km，传输速率达到 1.3Gbit/s。 

8.研究 ROF 分布式天线网络的能耗模型、MAC 层应用协议和射频频谱感知技术，研制

出国内首套光载无线交换机及其分布式天线应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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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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高速率宽带参量放大和波长变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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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新柱 

课题组成员：桑新柱，饶  岚，苑金辉，颜玢玢，马健新，尹霄丽，赵同刚，余重秀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7022）。 

该课题围绕硅基参量放大器和波长变换器的设计和性能，针对波导结构、非线性效应、

色散以及参量放大器和波长变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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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高速率情况下硅基单波长和双波长泵浦情况下的参量放大和波长变换的理论

模型, 研究了高速率情况下波导色散、泵浦功率、脉冲宽度、脉冲重复率对增益（波长变换）

和噪声特性的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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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论和仿真研究了泵浦－信号相对强度噪声的转移，结果表明在泵浦相对强度噪声

较大情况下，对噪声指数有重要影响。 

4．建立了相位敏感硅基参量放大的理论模型，系统研究了泵浦功率、脉冲重复率、脉

冲宽度及波导参数对增益和噪声性能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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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敏参量放大

是实现低噪声参量放大的有效方案。 

5．建立了硅基微环参量放大的理论模型，系统研究了泵浦参数、波导参数和耦合强度

等对增益和噪声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获得同样增益硅基微环可以降低所需泵浦功率。 

6．设计制作了工作在反常色散区非线性硅基波导，搭建了参量放大和波长变换的实验

系统，进行了参量增益和转换效率的测量，可以获得 30 nm 带宽的增益。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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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 nm 可以获得 972 ps/km/nm 的色散和 1×106 W-1km-1 的非线性系数，适于做光

参量放大。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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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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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嵌入式软件缺陷检测方法研究、系统研发及应用 
 

课题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合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21 部队 

课题负责人：宫云战 

课题组成员：宫云战，刘文红，杨朝红，许聚常，赵汇群，魏光新，金大海， 

姜兴伟，王雅文，赵云山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91018002）。 

该课题对航天嵌入式软件缺陷模式及检测方法进行研究，并研发实用化的测试系统，以

检测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软件源代码缺陷。在标准 C/C++缺陷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对

C++语言提出 167 种缺陷模式，对 C 语言提出 144 种缺陷模式。并根据航天测控软件开发过

程特点和领域性要求，建立航天测控软件缺陷的正交分类框架，将检测到的 363 个缺陷添加

到缺陷资源库中。提出结合区间运算和符号运算的变量取值的抽象表示和计算方法，研究符

号传播技术以处理赋值引起的变量关联关系。采用一种基于内存关联的三元数据类型抽象模

型，给出关联区间的别名分析算法。在支持区间运算的指向分析方法基础上，提出针对复杂

数据类型的域敏感数据流分析方法。将程序切片技术应用于缺陷检测，采用一种基于缺陷的

程序切片方法，基于缺陷特征和路径条件建立切片准则，根据控制流节点上的数据流信息与

切片准则的包含关系进行程序切片，得到的切片程序在缺陷检测时可以切掉缺陷无关节点，

减少数据流迭代时的计算量。为实现路径敏感分析，采用基于切片的缺陷状态合并策略，根

据控制流分支节点的路径条件，对缺陷状态添加状态属性，有选择地对控制流汇合节点进行

状态合并。采用基于缺陷的函数摘要方法，研究基于函数摘要的函数间分析方法，将函数间

分析问题转化为函数内分析问题，并提出一种基于符号化函数摘要模型的上下文敏感的函数

间分析技术。课题研究成果应用在软件缺陷检测系统 (DTS)中，形成了 DTSC5.0, 

DTSC_Keil4.0, DTSC_Gcc4.0 等版本的测试系统，测试程序的规模可以从数十万行到上百万

行，通过与同类测试产品对比，其漏报率、误报率和测试效率等关键技术指标可达国际领先

水平。对嫦娥 2 号的 17 个配置项、天宫 1 号的 12 个配置项进行测试，发现其中几十个重要

缺陷及几百个潜在的问题。从国内近百家软件企业的使用效果来看，DTS 具有广泛的市场

前景。 
 

 

基于本体的网络管理动态服务模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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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鹏 

课题组成员：高志鹏，亓  峰，刘会永，王智立，段学辉，朱  凯，孟朱丽， 

刘  兴，梁云格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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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基于本体的建模思路，研究建立网络管理动态服务模型的方法，对支持动态特性

的网络管理服务刻面进行定义与构建，提出基于本体的网络管理动态服务模型描述方法，并

构建网络管理动态服务的元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驱动的基于本体的网络管理体系结

构，提出基于本体映射的网络管理服务识别技术，对网络管理服务本体的组合技术展开研究，

并提出基于本体进化和继承的网络管理服务扩展机制。 后通过实现原型系统验证该课题的

研究成果。 

该课题基于本体建模理论，从理论和技术层面上解决现有的网络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互操

作性、动态协同等问题，切实改善传统网络管理中功能结构固化、协同性差的现状，指导新

一代网络管理系统的研制，从而保障在新的网络业务融合环境下的网络管理能力，具有重要

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基于人类认知机理的业务上下文预测理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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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秀全 

课题组成员：乔秀全，李晓峰，程  渤，牛  琨，张海滨，陈  平，兰丽娜， 

王玉祥，曹  栋，石瑞生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02034）。 

业务上下文信息的预测处理机制是泛在融合网络中业务智能化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具

有重要的科学和经济意义。针对目前的上下文感知技术主要局限于面向当前业务上下文推理

的现状，为了给用户提供良好的业务体验，该课题提出系统化的研究适合于泛在融合网络特

点的业务上下文预测处理机制，并基于业务上下文预测技术解决业务的前摄性问题，为提供

无缝切换的移动业务和引导型/推荐型的个性化消费业务奠定基础。提出研究面向泛在融合

网络环境下具有普遍意义的多阶段业务上下文预测过程和分层的多源业务上下文信息融合

模型。提出采用基于"流"的方式来研究业务上下文信息在预测过程中各阶段的形态变化模式，

实现从"信息→知识→智能"的三级转换机制。进一步提出研究缺乏先验知识和具有先验知识

情况下的业务上下文预测模型的再学习能力，建立相关的模型学习算法，使上下文预测模型

具有自适应的功能，能够不断进化。并利用实验环境来验证相关算法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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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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华，高  飞，孙洪祥，郭奋卓，秦素娟，唐  文， 

贾恒越，王天银，林  崧，陈秀波，孙  莹，马利文，宋婷婷， 

刘  斌，黄  伟，张可佳，武  霞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0873191）。 

该课题从密码学角度出发，系统地研究了量子密码体制。主要成果如下： 

1．在量子密码协议的分析方面：（1）分析了具有仲裁的量子签名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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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此类协议的漏洞并给出了改进，详细地描述了这些攻击方案并且

给出这些协议改进的方法。（2）分析了两个三方 QKD 的检测模式并对其提出了密集编码攻

击。指出窃听者 Eve 可以通过发给 Alice 处于纠缠态的伪信号粒子获取全部的密钥。 

2．在安全性证明的思路方面：（1）分析了理想信道下量子密码协议安全性的证明方法，

利用量子态区分以及量子操作区分的相关定理证明了一类利用量子操作编码信息的协议的

安全性条件。（2）分析了实际条件下的量子密码协议安全性的证明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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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量子密码协议的设计方面：（1）提出了一种基于量子反事实效应的高效的 QKD

协议。该协议与以往所有 QKD 协议的传统粒子传输方案完全不同。由于协议中的筛选密钥

完全来自于未在量子信道中真正传输的那些光子，所以理论上所有密钥都来自于没有被 Eve

窃听的光子。（2）在分析了 BB84 协议的非消相干版本的安全性的基础上，证明了该方案在

截获重发攻击下是不安全的。提出了两种改进方案，其中任何一种改进方案都可以保持抵抗

集体噪声的特性，且修复了原方案的缺陷。 

4．在布尔函数在量子密码中的应用方面：（1）基于级联的性质，提出了两种布尔函数

的构造，所构造的布尔函数具有 优或次优的代数免疫阶。并且还研究了该类函数的其它密

码学性质，比如代数次数、平衡性、非线性度等。（2）探讨了奇数元一阶弹性同时具有 优

代数免疫布尔函数存在时的可能的结构问题，证明了一类平衡的 5 元一阶弹性的布尔函数不

具有 优代数免疫性，初步探讨了布尔函数代数免疫阶和弹性阶的关系。 

 

  



67 

证券投资基金风险评价与业绩特征的预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秀娟 

课题组成员：赵秀娟，黎建强，韩  璐，巩  震，王  芳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70801006）。 

该研究的科学目标是旨在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评价领域的两个重要问题：创新产品的

风险度量与评价，收益、风险、规模等业绩特征的预测方法。 

该课题系统地进行了金融资产分布相关性和基金业绩特征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工作，并

不断辅以建模和模拟验证，建立风险度量模型，分析所建立模型的性质，基于相关问题的特

性提出相应的有效求解方法；并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得到基金业绩特征间的数量关系，初步

明确持续性来源的数量化机理，获得了重要成果；系统地对创新基金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模型

的算法进行研究，完善基金风险评价指标的设计；同时在基金业绩特征预测方面开始系统分

析和建模。 

该课题不仅针对基金累创新产品的风险度量等业绩特征开展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注重

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卡的世界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立 

课题组成员：高  立，高  盟，张英海，刘  勇，姬艳丽，李  昕，任旭鹏， 

李  黎，李晓博，阎俊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61141001）。 

    该课题针对认知无线电技术及其相关项目的概念及实现环境进行拍摄。课题通过影视媒

体,以小高清的标准将认知无线电技术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剖析和讲解,使观众能够通过观看此

片了解无线电的发展历史、认知无线电的基础知识、前沿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 

    该片的主要表现内容为：无线电发展史简介、认知无线电的定义及概念、基于发射/接

收频谱空洞分类的认知频谱检测、频谱检测及认知过程使无线通信设备具有发现频谱空洞的

过程、合理利用所发现的频谱空洞的能力、认知无线电的应用、认知无线电的发展前景和趋

势。 

    该片采用专题电视科普节目的形式来表现,引入故事线《卡的世界》,以实拍辅以动画的

形式, 将知识进行展现。片源为小高清标准,符合电视台的播出要求。为媒体科普探索一条可

行的道路。 

    认知无线电技术是国内外研究热点之一,具有良好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其中的频谱检测

一直是认知无线电的关键技术和研究难点。该课题重点关注频谱检测中隐蔽站/暴露站等难

点问题,研究基于发射/接收频谱空洞分类的认知频谱检测技术的关键问题。该课题主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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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频谱空洞分类方案:“接收频谱空洞”和“发射频谱空洞”。该方案中频谱空洞按照其

使用途径的不同进行划分,区分从用户利用频谱空洞发射和接收的差异。该研究解决漏检和

多检频谱空洞的问题, 降低干扰,提高频谱利用率。在此基础上,课题针对目前接收频谱空洞

检测的局限性,提出利用公共信号载频通知及基于双工方式的频谱检测方案。在频谱空洞集

合中选择适合的频率,实现与从用户之间的 优匹配。 终建立支持异构网络通信系统共存

环境的频谱检测与接入仿真平台。初步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新型的频谱空洞分类方案及后续

方案,能够在频谱检测中实现频谱空洞的“不多不漏”,并解决隐蔽站/暴露站问题。 

 

 

新形势下加强新兴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管理的 

基础性立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刘正荣，罗楚湘，茅亚萍，彭  云，何雅丽，何  婧， 

姜淑丽，孟庆顺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 201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课题（批准号：10@ZH024）。 

该研究报告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1．新媒体的定义和特点。分析了新媒体在飞速发展中体现的四方面特征，力求深度挖

掘新媒体发展迅猛以及产生大量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2．几种主流新媒体发展现状分析。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强调了系统性和全面性，力求

对新媒体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 

3．新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新挑战，该部分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新媒体发展中面临的

主要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主要研究了新媒体（尤其是微博）非健康发展，在网络与信息安全、

公共秩序和民事利益方面带来的危害，以及监管的难度。 

4．国内外立法现状评析。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针对新媒体的专门立法，对于新媒体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

中，并以互联网内容管理为主。该部分将世界主要国家和我国的互联网内容管理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指出我国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之处。 

5．对策建议。该部分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对策。针对目前新媒体发展

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这些对策和建议力求能为促进新媒体行业健康持

续发展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其中突出强调了完善网络基础立法，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和引

导等对策，对立法指导原则、相关制度设计等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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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电磁环境对无线通信系统影响的 

评估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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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炜，李秀华，王卫东，邹俊伟，吴岳辛，刘  杰， 

范春晓，张晓莹，李  霞，冯志勇，王  犇，何异舟，李春延， 

常馨月，周  帆，刘  浩，刘  甲，李  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该课题从电磁信号间的干扰共存分析出发，结合在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电磁环

境理论的系统分析，旨在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评估电磁环境对无线通信系统及生态环境的影

响。电磁环境评估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对北京市已有的无线台站部署进行有效管理，并

为准备投入建设的通信系统提供决策支持，使之更加合理的规划频率分配，降低通信系统间

干扰并提高系统效率，节约宝贵的频谱资源，降低电磁噪声对人体的影响。 终保证北京市

无线通信系统有效、可靠、安全地使用。 

该课题主要的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为：（1）频谱资源的管理与共享研究；（2）电

磁环境度量参数集和评估体系研究；（3）电磁环境评估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基于 SIM 卡的网络身份认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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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俊伟，吴岳辛，温志刚，范春晓，张晓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该课题研发的网络身份认证系统借助 SIM 卡的高安全性和移动终端的便利性很好的解

决了互联网环境中的用户和业务提供方的身份认证问题。 

该课题研发了 PKI-SIM 安全卡，该卡是带有 PKI 安全插件功能的 SIM 卡。 通过 SIM 卡

内部的 COS 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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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通过非对称的 RSA 加密算法保证从用户到服务提供方的端到端的安全。

基于安全卡，课题组研发了“移动密宝”服务系统，该系统是通过 SIM 卡为用户提供的一项

增值服务，它集动态口令、点卡销售、资讯中心等功能于一身，为广大网络用提供了实用、

贴心、便捷的全新网络登录认证服务体验。移动密宝提供基于 SIM 卡的动态口令功能，以

菜单模式为各种网络用户提供账号登录等关键操作的动态口令安全保护，比现有的各类密宝

卡更为安全便捷，SIM 卡内可集成多款游戏的动态口令功能，一卡在手，安全无忧。 

 

 



70 

面向下一代异构网络的多模移动终端产业 

共性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帆 

课题组成员：吴  帆，刘  芳，于翠屏，张洪光，袁东明，唐碧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该课题开展多模移动终端的关键技术研究和系统集成，分析了下一代移动终端的发展趋

势及相应的技术挑战，通过对高效多模式通信、多协议栈融合、网络资源管理、嵌入式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库和规范、基于源码构建的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等多项终端共性技术的研究，

设计了具备网络综合接入能力，能够灵活支持语音通信业务、交互式业务、个性化业务等综

合业务类型，具备普适性、公共性、应用广泛等优点，符合市场需求的多模智能移动终端技

术统一验证平台技术方案，并构建了普适、公共的多模终端硬件平台，在其基础上研发了基

于 Android 的终端多模移动通信软件平台、语音通信软件和信息收发软件，平台除具备多种

制式通信网络接入能力外，同时提供丰富的嵌入式应用程序接口和应用编程接口规范，能够

满足终端厂商针对用户不同的多模硬件设计及应用软件定制需要。 

基于该课题研发成果，终端生产企业面向客户的手机定制需求可实现硬件按需裁剪设计

及软件定制移植，提高了企业面向多变的市场需求的快速开发能力。该课题的科研成果 终

应用于课题牵头企业河源市特灵通通讯有限公司生产的手机产品上，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市

场销售。该课题同时取得了多项关键技术专利与论文等知识产权，填补了课题执行前在移动

终端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模解决方案的空白，突出了本课题在多模移动终端共性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推广这两个重点上的重要作用。 

 

基于变胞原理的组合新型机构设计与 

应用的基础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合作单位：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端玲 

课题组成员：李端玲，廖启征，戴建生等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3082014）。 

该课题对基于变胞原理的组合可展机构进行了理论分析、设计，应用实例及模型制作等

基础性研究，以剪刀机构单元、三角形机构单位等特殊机构单位作为基本模块，综合了平面

及空间放缩类机构的设计方法，并拓展到一种结构功能型组合机构的设计及分析。在此基础

上，开发了放缩机构自动设计软件，以一些实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制作了 2 种样机

模型。所做工作拓展了机构学研究领域，且产生一些新方法，新机构，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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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融合网络业务控制、应用与管理系统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向明 

课题组成员：温向明，孙  勇，赵振民，郑  伟，卢放鸣，姜懿恒，刘  振， 

陆振平，史新贵，王悦队，杨天普，陆泽春，周  睿，周日新， 

赵岩琨，张阿静，陈志强，宋  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课题（课题编号：Z101101004310002）。 

该课题针对电信运营商在新一代三网融合条件下业务互通及业务管控的需求，提出了一

套理论方法及模型，开发了一套软件系统。系统功能包括视频、短消息业务在不同网络中的

互通，电信运营商同时管理和控制通信网及互联网中的业务接入、用户数据及计费方式，增

加了信息传输的可管可控性、安全性。 

该课题研究开发的主要技术难点有异构网络的业务融合、多种接入方式开放业务平台的

用户管理机制、运营支撑管理方法等方面。该课题基于 Ubuntu 环境和 OpenIMS 系统，开发

出了后台管理数据库、运营支撑系统及跨平台的终端软件系统。该系统支持移动终端和固定

终端的互相通信，具有切换不同接入方式的能力。本课题超额完成了任务书中规定的目标和

考核指标。 

该课题取得的科研成果包括： 

1.基于 OpenIMS 开发了一套 IMS 仿真试验平台及基于 Android 的终端应用软件，并开

展了组网试验。该仿真平台系统实现了引擎类服务器、Presence、IM 功能和 SIP AS 应用服

务等功能，提供了融合网络平台业务管理的能力。 

2.针对新一代融合网络中的业务控制与管理等问题，提出了异构融合网络中的相关技术

解决方案，在业务验证方法、服务质量评估等方面提出了多个创新点，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面向虚拟制造的并行绘制关键技术及 

支撑体系结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贾庆轩 

课题组成员：贾庆轩，高  欣，宋荆洲，孙汉旭，张延恒，叶  平，张金玲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3062014）。 

该课题研究面向虚拟制造的多投影面沉浸式虚拟环境的构建新方法，以廉价的 PC 机和

中低端的投影仪，在普通低性能网络平台(TCP/IP 100Mbps 以太网)上实现面向虚拟制造的多

投影面沉浸式虚拟环境的快速、灵活搭建。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实现了一种快速、灵活的基于相机的自动几何校正算法。该方法速度快、具有较好的独

立性和扩展性，适合于快速构建多投面沉浸式虚拟环境系统，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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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一种基于优化算法模型的多投影面系统的亮度均衡算法。该算法通过相机来获取

颜色反馈信息，自动实现对各投影面之间的亮度、色度的匹配校正。此外，利用相机的反馈

信息实现了投影重叠区的自动边缘融合算法。 

　 针对虚拟设计制造的特点和需求，提出了基于混合型结构的分布式并行绘制模型。对系

统构建中的多通道画面间的拼接绘制、网络同步机制、以及数据通讯的实现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并利用多种几何压缩方法较好解决了系统的可扩展性限制

和网络带宽瓶颈问题，满足虚拟制造的动态实时交互性要求。 

　 构建了面向虚拟设计的分布式并行绘制系统—VDPR。该系统其能支持多种产品模型文

件格式的应用接口，提供了一个集成的虚拟场景开发与配置环境。 

利用以上研究成果构建的沉浸式虚拟显示系统具有图像分辨率高、视场角宽、动态交互

性好、支持多用户等特点，系统搭建简单、灵活而且造价低廉，这将极其有利于虚拟制造技

术在工业领域的迅速推广应用，提高企业的设计手段，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降低产品成本，

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旅游突发事件的数据挖掘与智能预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杜军平 

课题组成员：杜军平，周亦鹏，戴明利，王锐杰，杨  超，王朋义，李汝亮，唐  亮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4082021）。 

 该课题以旅游行业的应用为背景，以旅游突发事件信息模式为核心，对旅游突发事件进

行了理论分析与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基于频繁模式树的属性项等价类的概念，并建立了等价类来挖掘频繁模式树

中的频繁模式集。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等价类的关联规则的挖掘算法（FPBE），对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将基于等价类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应用到旅游突发

事件中。 

2．对旅游突发事件时空模式进行了探索分析，并从中挖掘了突发事件与旅游状态、旅

游负载、突发事件的前兆因素之间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突发事件与预警指标值、旅游客流

量、接待量等之间的内在联系。 

3．对旅游突发事件类型、涉及人员数量、旅游状态信息、突发事件征兆等进行类别分

析和比较研究。识别能量积累型旅游突发事件和放大型突发事件，并从中寻找突发事件的前

兆因素和放大机制。 

4．提出并建立了旅游突发事件的随机预测模型和实时预测模型。建立了多层次多尺度

的旅游突发事件的能量积累、放大模型、伤亡估算模型以及其他相关预测模型，通过自组织

数据挖掘算法对模型进行优化。 

5．提出并建立了基于多 Agent 的旅游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系统的体系结构和实现方法，

完成旅游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为旅游突发事件的智能分析和预测预警提供

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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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视频编码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学明 

课题组成员：李学明，王尊亮，刘书昌，陈  睿，李  静，赵  敏，黄  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4072019）。 

该课题主要针对分布式视频编解码系统的性能及相关优化技术进行了研究，主要工作和

贡献有： 

1.提出了一种基于累积多进制 LDPC 码的分布式编码方法对两个不平稳的相关多进制

信源进行编码的方案。该方案更适合广泛存在的类似无线传感器网络、分布式视频编码等应

用。一方面采用 Q-LDPCA 使对多进制信源的编码无需再经过多进制到二进制的转换过程，

从而克服了转换过程中引起的相关性减弱。另一方面它可提供一系列可变的码率使其能与相

关性强弱不同的信源相匹配，从而使得采用本方法实现正确解码所需的比特数会小于采用固

定速率 LDPC 码的方法。采用基于 GF(8)与 GF(4)的 Q-LDPCA 进行仿真实验，结果证明在

对非平稳相关多进制信源进行分布式编码时，本文方法优于传统的先将多进制转为二进制再

用基于固定速率的二进制 LDPC 进行编码的方法。 

2.提出了一种基于联合比特面译码的分布式视频编码方法。该方法可以充分利用系统中

关键帧与WZ 帧之间的相关性，减小视频帧数据量化系数在由多进制转为二进制表示时造成

的相关性损失。因此可以在避免使用复杂度较高的如 Q-LDPC 等多进制编码方法实现 DVC

的 Wyner-Ziv 编解码器的情况下，采用各类成熟的二进制 Wyner-Ziv 编解码器有效的对多进

制的视频帧相关信源进行 Wyner-Ziv 编解码。仿真表明，联合比特面译码方法和独立比特面

译码相比，可以有效提高分布式视频编码效率，而且随着量化级数的增加，性能提升更加明

显。 

3.对分布式视频编码的重建算法进行了研究，在辅助边信息帧与 Wyner-Ziv 帧之间的拉

普拉斯相关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自适应分布式视频编码帧重建算法。该方法可根据相关模

型的参数、量化区间的大小以及辅助边信息帧的取值，自适应的调整 Wyner-Ziv 帧的重建值。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样码率下本文方法相对传统的固定边界重建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重建帧

的主客观质量，而且不会明显增加分布式视频编码系统整体的计算复杂度。 

4.在充分考虑分析传统视频编码标准中的运动估计和运动补偿技术的基础上，实现

DVC 的边信息生成。通过对现有几种改进算法的研究，提出了一种采用可变大小宏块方法

的边信息帧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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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环境下无线音频传感器网络的信息可靠获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  红 

课题组成员：罗  红，孙  岩，段鹏瑞，赵国涛，王金阁，陈  强，隋玉亮，常  诚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4092030）。 

无线音频传感器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精准和细粒度的信息，有广泛应用前景。该课题综

合考虑数据流特征、数据源统计相关模型、节点数据可信度、网络链路状态，提出基于节点

数据时空相关性，通过多点协作可靠收集信息的传输方案，解决网络质量不稳定、信源数据

不精确和网络信息不准确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建立噪声环境下各类信息可信获取的保障机制。 

在理论研究方面，分别从针对音频流的多流选择性数据融合机制、多路音频信号融合过

程的自适应音频同步、基于信息量的信息可信传输准则、音视频传感网中多目标 QOS 保障

策略、基于信息熵的信任管理机制和信任度算法、音频传感器网络节点和网关设计等方面展

开了深入研究。在音频数据融合与容错传输方面，提出多流选择性融合的数据融合机制和

大化接收信噪比的 优采样速率分配方法，提出基于反馈环的自适应音频同步算法实现了音

频流的本地化同步，完整有效地解决了音频融合的关键技术问题——采集速率、同步、融合、

佳接收。噪声环境下数据可靠传输方面，提出了基于到达信息量的信息可信传输准则，并

针对不同网络拓扑结构，提出了保证信息有效到达率的 优数据转发模型。混合传感器网络

中的 QoS 问题，重点研究了同类数据不同 QoS 要求，以及异类数据不同 QoS 要求的多目标

QoS 保证策略。统一的可靠传输体系结构方面，提出了分级数据融合网络架构下的服务感知

的多 QoS 保障传输控制方法和基于信息熵的信任管理机制和信任度算法。 

在节点开发方面，已开发出具备处理音频、图像信息的能力的多媒体传感器节点，具有

温度、湿度、光照等多种感知能力的标量传感器节点，具有控制能力电器控制节点，开发了

相关的信息采集、处理、传输等模块和多协议网络设备。实现了节点上 ZigBee 协议栈的移

植和改造，实现了多路音频信号的多跳传输，完成了信息采集和展现的管理平台软件系统。

组成了一个小型多媒体传感器网络，可以实现音视频和标量数据的采集和环境的监测，在北

邮教学楼内建设了含有 10 余个音频节点和 30 个标量节点的感知反应网络，用于智能楼宇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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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柔性啮合电机的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廖启征 

课题组成员：廖启征，魏世民，郭  磊，李瑞华，于秀丽，黄用华，毛征财，宋  原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3092015）。 

该课题对电动机的能量转化机构、减速机构和柔性铰链约束机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设

计了一种柔性铰链平动式约束机构和相应的磁极结构，以此设计了新型柔性啮合电机；建立

了该电机的数学模型，明确了电机各项参数之间的关系；推导出了适合平动电机的恒转矩控

制方法，有效的解决了转矩脉动和震动问题。 

柔性铰链平动式约束机构利用 X，Y 两个方向的两组柔性铰链作为导向约束，公转半径

的圆周约束可由分别安装在定子框和转子框上的内齿轮和外齿轮完成；同时为避免移动副所

带来的摩擦损失较大问题，采用对称布置的柔性铰链的等效转动副近似移动副。另外，在定

子框外侧和电机机架之间布置类似的柔性结构，在对定转子提供支撑和导向的同时，可使定

子产生与转子运动方向相反的运动，平衡偏心运动的转子作用于电机机架的惯性力，减小电

机振动。 

建立了柔性平动式啮合电机的数学模型，通过模型明确了平动式啮合电机中的各个几何

结构参数与电机的转矩、功率和效率等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电机的磁路特性，给出了气隙磁

导和铁芯磁导的计算方法，分别提出了偏心转子非线性磁路分析方法和基于有限元计算结果

的非线性磁参数分析方法建立平动转子偏心磁场模型，在建立的模型基础上，通过气隙能量

与电机输出能量的关系，推导出了电机效率与磁极结构参数的关系模型。 

采用精度较高的有限元方法分别计算电机在不同转子位置角和励磁电流时的磁场和电

磁力的特性，为分析柔性平动式啮合电机的动态特性，采用反演方法建立了磁极的电流-磁

链模型，转矩与电磁力及传动机构的动力学模型；通过Simulink模块对建立的模型进行了动

态仿真。为提高平动式啮合电机的运行平稳性，推导了恒转矩控制方法，并利用MATLAB

和MSC.Adams建立了联合仿真模型对恒转矩控制算法进行了验证，仿真结果表明恒转矩控

制方法对于解决柔性平动电机的转矩脉动和振动问题有着明显效果。 

 

 

网络用户行为自组织模型与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枞 

课题组成员：王  枞，刘建毅，伍淳华，肖  达，魏更宇，崔晓燕，姚文斌，李  剑， 

            李丽香，郭燕慧，万  淼，陈  钊，熊  文，叶鹏迪，韩  司，彭海朋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4092029）。 

互联网已经从以网站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获取用户需求、动态捕获

用户兴趣是当前信息领域的研究热点，该课题借鉴心理学、自组织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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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用户群体行为进行分析，探索信息热点，提升网络信息服务智能化的自适应水平，提

高信息服务质量。该课题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建立了 Web 行为涌现的自组织模型，借鉴内驱力理论和动力学模型，通过分析用户

访问日志鉴别信息行为，提出了具有情感特征的信息内容聚类算法，发现人们之间呈现动态

演化关系以及群体的集聚性和关联性动态演化性质。在中国税网和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

日志上，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2.提出了具有情感特征的群体行为智能演化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行为和用户对网

页的兴趣度之间存在的关系，提取用户行为特征(平均阅读速度、点击行为、评价等)，提出

了基于蚁群和粒子群的群体行为智能演化算法。 

3.建立了循序渐进的网络自适应模型，在行为演化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内容、层次、

导航服务适应性策略，实现不断地以局部优化达到全局优化。目前，P2P 应用已达到了 ISP 

业务总量的 60％以上，该课题重点研究了 P2P 网络的自适应模型和算法，可以精确掌握 P2P 

网络流量的行为，对网络管理、规划以及新一代网络体系结构的设计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该课题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支持数字北京和首都现代化的需求，通过观察用户行为自适

应的调整网络架构，使人们便捷快速地找到自己想要查询的信息，可以直接引入各领域信息

服务网站和电子商务平台，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北京市广义公共投资多目标多约束优化配置模型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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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海，车  诚，李高广，王  娇，李  冉，张  铠， 

韦穆华，彭胜君，任安娜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9103023）。 

该课题从北京市区域—产业经济层级出发，提出了一个多目标多约束的广义公共投资时

空优化配置模型，在跨区域、跨产业人均收入增长、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和就业提升三个目标

随着广义公共投资配置的变化而变化规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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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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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将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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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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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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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密码学性质的布尔函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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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劼，张  华，莫  骄，金正平，柯品惠，赵  璐， 

李文敏，丁金扣，孙洪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4072020）。 

该课题利用矩阵理论、组合设计、有限域、纠错码理论等工具在弹性函数、多值逻辑函

数、序列和协议以及非线性密码函数在密码体制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还

在密码学新的研究领域——量子密码学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果。  

课题组深入研究了布尔函数的密码学性质，构造了既满足强扩散准则又满足弹性性质的

欺骗免疫函数，同时给出了有限域上弹性函数的两种构造，进一步得到了具有 优非线性度

的弹性函数。研究了函数的代数免疫性质与其它密码学性质之间的关系，特别研究了与相关

免疫性之间的关系，构造了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的函数。跟踪了新的密码函数类，得到了

T-函数的某些性质。研究了非线性移位寄存器生成序列的稳定性，计算了某些重要序列的

2-adic 复杂度和 k-错 2-adic 复杂度。研究了基于身份的密码学中的密钥托管和密码协议，设

计了相应的签密、签名和密钥协商方案，并在标准模型或随机预言模型下证明了其安全性。

对某些具有良好密码学性质的函数在密码体制中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进一步讨论了

函数与序列的关系，并构造了具有良好相关性的序列集。 

 

科技信息资源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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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先，刘  念，孙  娜，平  源，彭维平，徐  璐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9092009）。 

该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基于 OAIS 参考模型的海量数据资源的加密与

检索策略，该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应用前景。 

1．建立完善的 OAIS 模型，为资源管理提供坚实的后台支撑，为北京市科技资源的高

效管理和利用奠定基础，从而对深陷于“信息孤岛”之中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使它们作为一

个整体，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2．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只解密部分密文或不解密密文的检索算法，这种方

式可以获得与明文检索相媲美的检索速度，在保护秘密信息的同时提高对信息的有效利用程

度。 

3．依据文件运动理论，在资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全程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科技政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长期有效性等问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进行了试点应用，基于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构建了北京市数字科技档案馆，应用结果表明该系统具备较好的可操作性、适用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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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编码的全光组播模型与路由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纪越峰 

课题组成员：纪越峰，孙咏梅，柏  琳，王宏祥，刘  心，曲志坚，任丹萍， 

邢焕来，王肖玲，付  佳，张  林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08100130001）。  

该课题通过在全光网络（All-Optical Network, AON）中引入网络编码（Network Coding, 

NC）的概念探索和实现一种高效全新的光层组播机制，提出一种基于网络编码技术的用户

分级光层组播路由算法（NC-based User-Classified Optical Multicast Routing Algorithm, 

NC-UC-OMRA），全面改进和优化传统全光组播算法在吞吐量、带宽利用率、负载均衡、资

源消耗等方面的性能，为未来先进光网络的研究和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取得的

主要成果包括： 

1．提出基于网络编码的多路径光组播树结构，实现光组播树的源结点和目的结点之间

至少建立两条光路，并且每条光路上传送的数据是不同的。 

2．提出光层网络编码的编解码构造方式，当光组播树建立完成后，需要编码的结点要

进行一系列的编码操作来实现线性编码组播。综合考虑波长路由光网络和网络编码技术的特

点，采用分布式编码算法可以更方便地从多路径组播树结构中构造线性编码。 

3．提出支持网络编码的光组播路由器结构及控制协议，提出了一种基于逻辑运算的编

码节点模型，该节点编码操作不需要进行光电光转换，能够仅仅使用移位和逻辑异或操作完

成编码功能。提出了一种基于延迟预约机制的光标记交换网组播机制，它能够有效解决光组

播包的资源竞争问题，进而保证光组播业务的服务质量。 

4．实现仿真软件以及功能模块设计与实验，软件平台能够随机生成拓扑信息，并能够

对提出算法进行仿真和评估；硬件平台实现了经典蝶形网络拓扑的光层网络编码功能。 

 

 

未来复杂网络环境中多用户分集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兴 

课题组成员：张  兴，梁  栋，孙  卓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00131015）。 

该课题针对协同中继网络研究多用户分集理论及其性能,给出多用户协同中继网络的系

统模型和在不同的协作方式下系统的信号传输模型和系统信噪比计算；给出了在多用户无线

协同中继网络中的多用户分集性能分析，通过理论推导得出了在选择解码转发、选择放大转

发、多中继解码转发、多中继放大转发以及固定解码转发下，系统高信噪比时的系统中断概

率和符号错误概率的渐进表达式，从而得出在多用户情况下，通过多用户调度，对于 DF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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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方式而言，系统能够获得(M+1)K 的分集度增益（选择协同或者多中继参与结论一致），

而对于固定解码转发方式而言，系统能够获得的分集度为 K。多用户分集带来的分集增益大

大提高了多用户协同中继网络的分集度，由此表明在多用户协同中继网络中，接入用户和中

继节点数目均对系统性能有关键作用，基于多用户分集的调度策略能有效利用这种来自用户

域的分集度增益。在设计网络时，应综合考虑利用这种存在于中继节点域和接入用户域的分

集增益，提高整体网络的容量和传输的可靠性。 

 

 

MIMO 系统的自适应码书理论与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侃 

课题组成员：郑  侃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00131023）。 

现有的码书构造无法很好地适应各种应用环境和信道特征的变化，充分实现 MIMO 系

统蕴含的高频谱效率。而自适应码书理论的出现，为码书设计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能

更好地开发 MIMO 系统的容量潜力。因此，针对自适应码书理论研究及设计的研究成果，

能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未来宽带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提供积极的作用。 

该课题将矢量量化等理论应用于预编码技术中的自适应码书理论研究与设计，并进一步

探索量化精度与算法复杂度间的 佳平衡点。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1．基于矢量量化的自适应码书理论研究。将矢量量化等理论应用到基于码书的预编码

技术研究中。首先，根据预编码技术的特点，对 Hilbert 空间中的距离、范数、内积和某些

特殊算子等重新进行定义；然后，引入矢量量化算法，重定义算法自身所需的特殊算子，进

一步深入与完善自适应码书理论。 

2．自适应码书的设计及应用。研究各种典型场景下的自适应码书设计，并对自适应码

书算法进行性能分析与比较。首先，分析预编码矩阵的定义域和分布特征，寻找影响预编码

矩阵分布特征的主要因子；然后，基于得到的主要影响因子设计码书，使码书能适应各种预

编码应用场景；同时，在自适应码书设计使用中，注重捕获主要影响因子的变化，以增强自

适应码书设计的跟踪性能。 

3．自适应码书复杂度简化算法的研究。根据预编码典型应用场景，利用新型 优化理

论的研究成果，适当地采用局部 优解替代全局 优解，从而简化自适应码书算法过程中的

优化搜索过程，以缩短收敛时间，并提高自适应码书设计的跟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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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光分组交换中基于 OCDM 的光标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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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佳，杨保国，王拥军，尹霄丽，马建新，忻向军， 

余重秀，王葵如，边绍松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00131002）。 

基于 OCDM 的全光分组交换技术由于能够光分组交换中的电子瓶颈、透明性等问题，

提高交换速率、实现全光交换等优势，成为解决全光分组交换的关键技术之一。该课题深入

研究了全光分组交换系统中基于 OCDM 光标记的构造、OCDM 标记码编解码器设计、基于

OCDM 光标记的全光分组交换方案，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堆栈的 OCDM 光标记交换方案，搭建仿真系统并对系统性能进

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案有利于降低核心节点的复杂性，提高核心节点转发分

组的速度。 

2．提出了一种基于 OCDM 光标记的无光缓存器的全光分组交换方案，该方法能实现全

光的交换处理，提高节点的交换速度，不需要光缓存器件，避免了使用光缓存器带来的控制

困难、引入额外的损耗及噪声等问题。 

3．提出了基于两级编码的基于 OCDM 光标记的全光分组交换方案，该方法可以完全使

用光器件实现，在实现全光交换的同时避免了标记交换，实现简单。 

4．提出了一种谱幅度编码（SAC）标记堆栈系统中基于四波混频（FWM）的标记识别

方案，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案具有较好的节点转发和传输能力。 

5．基于光混沌 OCDM 序列码，提出了相应的标记交换方案，设计混沌 OCDM 光标记

码的产生、提取、识别、擦除、重写与路由控制方案，提高光标记交换系统的安全性。 

6．提出了一种新型 DPSK/PPM 正交调制光标记系统，将 PPM 调制格式引入到 DPSK

标记系统中，利用 PPM 调制格式自身特点解决 DPSK/ASK 正交调制的光标记系统中消光比

受限的问题，有效提高光标信号的性能。 

7．提出了一种基于 SOA-FWM 效应实现 DPSK 标记擦除的方案，理论上分析了基于

FWM 实现 DPSK 标记擦除的原理，搭建了 40Gbit/s DPSK/PPM 光标记交换系统，研究结果

表明其具有对速率透明、处理速度快、结构简单等优点。 

8．提出了利用反转归零（IRZ）调制格式解决 ASK 净荷消光比受限的方案，搭建了基

于 PolSK 的 40Gbit/s FSK/IRZ 正交调制光标记系统的仿真模型，仿真分析了系统性能。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将为光分组交换的全光实现提供新途径，为全光分组交换技术及应用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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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多元Ⅱ-Ⅵ族半导体纳米结构阵列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符秀丽 

课题组成员：符秀丽，雷  鸣，李  旦，张彦彬，吴志培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00131018） 

II-VI 族化合物半导体是目前应用广泛的一种发光材料，它在纳米尺度下所表现出来的

优异性质是电子器件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本课题通过热蒸发粉末原料和水热合成法合成了

多种不同形貌的 II-VI 族纳米半导体及其异质结构，包括 CdS 纳米线、纳米带和三维网络结

构，ZnxCd1-xS 与 SiO2 形成的复合材料，CdS-TiO2 异质纳米结构等等。还对材料的物相、微

观结构及其光学性质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 

1.首次可控制备出了 CdS 纳米棒三维网络。该网络结构由大量由六棱柱状形貌、几十

甚至上百微米长的 CdS 纳米棒自组装形成。这是从实验上首次观察到了纳米棒沿其径向生

长的横向生长模式，正是这种横向生长模式导致了网络结构的形成。光波导测试表明：CdS

纳米结构的光致发光可有效地输运到纳米棒 末端再发射或通过其本征结传输到另外的分

支上，是非常有效的光波导。这类由多个本征结组成的复杂纳米结构具有更多功能，将在激

光器、光电二极管等领域表现出更大的应用潜力。 

2.成功设计出一种简易的溶剂热合成法，以[0001]生长方向的纤锌矿 CdS 纳米线与 TiO2

纳米管为初始反应物，以 NaOH 乙醇溶液作为中间溶剂，在 160～180 ℃的水热反应温度下

合成出 CdS-TiO2 异质纳米结构。系统研究了这种异质纳米结构的结构特性及其生长机理。

研究表明 TiO2 纳米颗粒选择性地定向生长在 CdS 纳米线的一端，形成一种独特的异质纳米

结构。TiO2 纳米管结构的不稳定性及 CdS 纳米线的极性是合成这种异质纳米结构的 重要

参数。TiO2纳米管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 TiO2 纳米管在溶剂热过程中首先重构为细小的 TiO2

微核。同时, 对于[0001]生长方向的 CdS 纳米线，具有更多悬键的 S（000-1）极性面具有较

强的化学反应活性，更容易作为 TiO2 核进一步生长的活性位点。TiO2微核在 S（000-1）极

性面上团聚，生长， 终形成 TiO2-CdS 异质纳米结构。这种溶剂热合成法可以作为一种普

适性的方法来合成其它一维异质纳米结构，例如 TiO2-CdSe，TiO2-ZnS，TiO2-ZnO 等异质纳

米结构。这些异质纳米结构的合成方法和生长机理与 TiO2-CdS 异质纳米结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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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纤通信中的变系数爆子、正子和负子的 

符号计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  播 

课题组成员：田  播，单文锐，李  鹤等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0800130006）。 

孤子是自然界许多复杂系统中存在的一种相干结构，相关变系数模型的研究是非线性科

学的前沿。变系数模型比同类的常系数模型更能有效揭示实际问题的机制，如光纤通信系统

及各海域的近海内波观测。研究变系数难度高，计算是关键。这里所用的符号计算是人工智

能的分支，由计算机以算法化方式处理精确表达式，被若干文献称为现代科技计算的标志。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了描述非均匀光纤介质中孤子传播的扩展非线性 Schrodinger 模型，通过双线性

方法和符号计算，获得了 Backlund 变换和 N 孤子解，给出了孤子的传播和弹性碰撞性质。 

　 2.研究了色散管理孤子通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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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了光纤通信的一类变系数变换的构造，与通过变换及符号计算的变系数爆子的获

得。 

　 4.研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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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偏振光 N 耦合非线性 Schrodinger 模型的可积性与光纤孤子传播特征。 

　 6.相关交叉学科中，关于太空等离子体中 Alfven 孤子动态特性的研讨。 

　 7.相关交叉学科中，关于描述流过障碍物时分层流体跨临界流的含外势的变系数扩展

KdV 模型的研讨：符号计算构造了方程的非等谱的 AKNS 系统，并且借助双 Bell 多项式，

分析了变系数效应对扭结型和钟形孤子的影响和几种类型的孤子碰撞性质。 

　 8.相关交叉学科中，关于描述在双层流体中传输的几个重力波之间的共振相互作用的共

振模型的研讨：运用双线性方法和符号计算，获得了混合型孤子的特性，如孤子间的斜碰撞

和平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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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同步的动态逻辑门及其阵列的研究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丽香   

课题组成员：李丽香，罗  群，彭海朋，吴  晔，雷  敏，孙  绯，李树栋， 

贾忠田，陈月华，刘  恒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00131028）。 

相比于计算机中的现有的 CPU 技术，基于可重构的动态逻辑门来实现的计算机体系结

构理论上将具有更加完备的机动性，功能也更加强大，可以克服现有的 FPGA 技术静态电

线连接硬件的操作限制，这种动态性和灵活性使它有别于目前广泛使用的电子计算技术，使

得开展相关领域技术研究有着极大的广阔应用前景。该课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1．采用线性系统和门限机制来模仿不同的逻辑门，通过控制系统的参数实现了系统在

不同的逻辑运算功能之间灵活的转换，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比特算数加法运算及存储器的实现，

进而提出了线性系统计算的概念。同混沌计算相比，线性系统计算在新型的可重构的逻辑芯

片、可重构处理器和可重构的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考虑计算处理器在

组成元件、能耗及转换时间等方面的代价的时候，发现基于线性系统构成的计算元件的代价

远小于混沌计算元件的代价。 

2．根据线性系统同步误差随着参数改变而规则改变的特点，提出基于同步原理的线性

系统来设计动态逻辑门，研究了当驱动系统参数未知时，基于同步的参数估计与逻辑门设计

问题，基于Gram矩阵理论，系统的解决了同步方法中保证辨识参数收敛到真值的条件问题。

研究了吸引耦合和排斥耦合的相互作用对混沌系统动力学的影响，在两种耦合相互作用下，

耦合混沌系统表现出了完全同步、反向同步、振幅死亡等现象，解释了有关现象产生的潜在

物理机制。 

3．用单势阱和双势阱原理，基于代数运算（加、减、乘和除），通过改变控制指令，使

得逻辑门能够在多种逻辑功能之间进行动态转换，进而拥有了执行不同的逻辑运算的能力，

从而提出了基于代数运算来构造可重构动态逻辑门的新方案，进一步的，研究了多输入多输

出动态逻辑门，并分析了噪声对于逻辑门的影响，讨论了它与混沌计算和线性系统计算的异

同，给出的相应电路设计证明了所提新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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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A 非线性效应和边带滤波机制的 

全光信号处理技术的相关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君毅 

课题组成员：张君毅，孔德明，伍  剑，李  岩，高惠平，黄建明，王  慧， 

王永玉，吴冰冰，桂  林，唐云霁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00131007）。 

该课题完成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创新研究成果如下： 

1．在理论及模拟分析研究方面 

（1）考虑偏振相关的 SOA 中的粒子带间效应，同时也考虑粒子带内跃迁效应，建立了

利用 SOA 的非线性效应结合滤波机制的四种逻辑器件（包括 NOR、AND、OR 和 XOR 门）

的理论模型（未考虑 ASE 噪声），并完成 Matlab 计算机模拟程序，模拟实现了各种逻辑门。

模拟研究了输入信号、滤波器的特性等对逻辑门性能的影响。 

（2）提出并数值实现了一种基于 SOA 和 EAM 并联结构的光子超宽带产生方案，实现

了极性相反且带宽可调的 monocycle 超宽带脉冲。当设置泵浦光脉冲的占空比为 33%时，所

得到的 UWB 脉冲形状的 10dB 带宽为 12.11GHz，超过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定义的

UWB 带宽范围；当设置泵浦光脉冲的占空比分别为 100%、67%和 50%时，10dB 带宽为

6.8GHz，8.13GHz 和 9.38GHz，符合 FCC 要求。 

2．在实验研究方面 

（1）利用 SOA 的交叉相位调制效应结合滤波机制实现了一种半基频速率的

OTDM-DQPSK 信号解调方案（AND 门逻辑功能实现）。该课题成功实现将 80G 的 OTDM

信号解调为 40G 的信号，这是第一个基于 SOA 解复用 OTDM-DQPSK 的实验。解复用后的

两个 40G DQPSK 信号的两个信道都可以实现无误码，整个方案的平均功率代价约为 3dB。 

（2） 利用 SOA 结合滤波实现了基于 QPSK 信号的逻辑 XOR 门，实验测量得到的平

均功率代价是 6dB。 

（3） 利用 SOA 结合滤波机制实现了 80G 的逻辑 NOR 门（将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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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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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奋卓，温巧燕，秦素娟，林  崧，贾恒越，宋婷婷， 

刘  斌，黄  伟，张可佳，张伟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100131016）。 

该课题从密码学角度出发，对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问题展开了系统的分析。主要成果

如下： 

1.在量子密钥分发协议（QKD）的安全性分析方面：（1）分析了有限资源下诱骗态 Q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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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并改进了两个三方量子密钥分配协议（QKD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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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量子秘密共享协议（QSS）的安全性分析方面：（1）研究了一个重要的量子秘密共

享协议的安全性。通过区分混合态，得到一个不诚实参与者采用个体攻击所得到的 优信息

量与错误率之间的关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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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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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QSDC）的安全性分析方面：（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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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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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其他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方面：（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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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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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将为今后单粒子量子密码协议的设计和分

析提供指导。（2）从伪造和否认两个角度研究了先前提出的具有仲裁的量子签名(AQS)。AQS

作为量子签名的一种新模式，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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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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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变形的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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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晓娟，张延恒，贾庆轩，陈  亮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0800130002）。 

该课题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可以实用化的在陆地和水下都能进行全方位运

动的球形机器人原理，所设计的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不但在陆地上和水下都能进行全方位

的运动而且在水下经过变形后，能大大减小水流阻力。机器人的球形外壳架为球面变胞机构，

其由连杆、铰接盘构成。变胞球壳在 大状态和 小状态时自由度为 0，变化过程中自由度

为 1，因此只需一个电机驱动即可完成变形。该机器人的机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外层为变

胞球形壳架和密封防水蒙皮；内部则包括水陆通用的转向机构，水下推进系统，以及用于调

整机器人水下位置的储水机构等。针对上述构想，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水陆两

栖球形机器人的转向机构的结构设计、机构分析及控制方法研究；（2）变形机构的结构设计

和变形性能研究；（3)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水下球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研究；（4）水陆两栖

球形机器人的实验研究。 

该课题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制了一种依靠内部配重转动机构改变姿态的新型单推进器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系

统，实验表明该单推进器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可以在陆地和水中都实现全方位运动，同时机

器人能迅速的从球形变成流线型，很好的实现了减小机器人运动阻力的功能。 

2．研究了单推进器全向运动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的运动特性，利用凯恩方法建立了该

机器人的运动方程，通过仿真对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的运动特性进行分析与总结，并通过样

机实验进行了验证。 

3．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推导出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导管中水力损失的百分比，

并通过对导管口形状的改进，使得水力损失有较大降低。 

4．结合对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多刚体系统的运动学分析，建立了欠驱动姿态调节系统

的动力学模型，并根据模型采用反演滑模变结构方法设计控制律，实现了对水陆两栖球形机

器人姿态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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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知机制的增强现实装配环境关键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荆洲 

课题组成员：宋荆洲，高  欣，贾庆轩，孙汉旭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 

200800131026） 

该课题研究增强现实环境下基于虚实结合的复杂产品装配过程模拟，以便经过可视化和

可感知的评价分析，得到合理、适用的产品装配工艺。该课题针对增强现实装配环境下的若

干重要问题展开了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基于图灵机模型的 AR 装配环境系统 HCPN 建模方法，有效地表达装配模型

的动态建立过程，感知用户意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提出了一种利用空间点投影位置与遮挡关系间的联系判断虚实点间深度关系的算法，

提高了遮挡检测效率。 

3．提出了一种三维重建与三维位姿估算相结合的深度获取算法，它利用特征点进行物

体方位跟踪估计，只对关键帧进行重构，降低了计算耗时。 

4．提出了一种相机标定和相位相关法相结合的图像配准拼接算法，可用于扩展视频增

强现实注册的跟踪范围。 

5．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影共面点的多摄像机标定算法，该方法通过提取投影到屏幕上的

投影标定网格角点进行每个摄像机的标定，从而可避免标定物自身遮挡，降低算法计算量。 

6．提出了一种将 MSER 和 SIFT 相结合的图像匹配方法，其不但对图像视点变化有较

好适应性，还能有效降低计算量，提高匹配准确度。 

7．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空间分割与层次包围盒法相结合的混合虚实碰撞检测方法，该

方法由粗到精地进行碰撞检测，提高了碰撞检测的效率。 

利用以上研究成果可构建复杂产品的装配训练虚拟环境系统、大型装备增强现实维修系

统等，在复杂装备维修、装配训练、数字化设计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实际工程应用价值。此

外，还可以用于解决机器人增强现实遥操作、遥医疗、虚拟训练、增强现实游戏等领域中的

类似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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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行为的高速业务感知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黄小红，王振华，赵  钦，吴  军，林昭文，苏玉洁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0800130014）。 

该课题旨在研究高速业务感知技术，并结合用户的行为特征和模式，提出面向下一代网

络的实时准确的业务分类机制，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网络的可控可管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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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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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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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互联网大规模视频点播的“跨兴趣组”内容分发

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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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安明，王  驰，李阳阳，杨华卫，张  鹏， 

马轶慧，彭振声，赵  婧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

2008100131019）。 

该课题的研究目标是为提高 P2P VoD 的可扩展性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实现大规模 VoD

应用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具体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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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了适合描述 VoD 这种具有时效性服务应用中用户合作与冲突行为的博弈模型，

并着重研究了“跨兴趣组”共享资源用户的利他行为和决策选择，提出并建立了基于虚拟货币

的轻负载激励机制和基于虚拟货币的与 ISP 友好的 P2P 激励机制，从而提高了 P2P VoD 用

户间的资源共享度。 

2．在分析归纳 IPTV 及互联网服务相关技术趋势的基础上，研究了 P2P VoD 系统中用

户 VCR 等操作行为及其相互影响，建立了用于分析和评价 P2P VoD 系统的理论模型。 

3．在研究资源主动感知及测量、用户行为分析及预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跨兴趣组”

内容分发相关技术和方法。提出了基于位置感知的 P2P 节点选择、P2P 视频点播中的网络编

码机制、 无结构 P2P 网络及其数据查询方法和索引更新方法、 融合 CDN 于 P2P 的系统及

方法等具体技术，借此实现了资源高共享环境下的视频内容分发。  

 

 

尘土的机械物理特性对电触点可靠性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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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阳，王  浩，马爱丽，刘宏达，刘利彪，洪  川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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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以失效手机中的污染触点为研究对象，对触点表面尘土污染物成分进行了元素统计分析，

按污染物覆盖面积百分比进行定量污染程度划分，并按网格节点进行接触电阻测试，建立污

染物分布、污染膜层厚度与接触电阻等高线图的对应关系。说明污染物和触点磨损氧化物的

堆积是造成电接触失效的根本原因，而尘土的代表性物质组成为矿物质、盐类、有机物。以

石英、方解石、云母、石膏、纤维等作为尘土的代表物质，进行了触点污染模拟实验。通过

尘土覆盖触点的静态接触、微动动态接触与接触界面显微观察，证明不同物理状态、机械性

能的颗粒在触点界面的嵌入、膜层隔断、减少接触面积等不同作用导致了不同的接触失效机

理和失效程度。通过显微红外光谱证明污染触点高含量的碳元素为乳酸钠等有机物。为说明

有机物在尘土污染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建立了液态有机物介入的颗粒粘接模型，研究尘土污

染物中的有机物对颗粒产生的静态和动态液桥力的粘接机理，分析有机物接触角、粘度、表

面张力、颗粒尺寸等参数对颗粒粘接程度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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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采用微动和滑动模拟系统验证了有机物对颗粒

粘接从而导致颗粒进入触点界面造成动态电接触失效的作用。通过实验找到有机物对颗粒起

粘接作用的 低临界浓度值，及其与实际应用环境中有机物沉积的近似对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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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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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大厦感知体验中心建设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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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海 

课题组成员：韩大海，林昭文，邹俊伟，黎  羴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资助课题。  

该课题总体目标为建设北京市首个物联网应用体验中心，并将各类物联网应用融合到大

厦的实际运行中，实景体验与信息展示结合，充分体现物联网技术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感

知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在一个完整楼宇中，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打造“绿色化”、“智能化”、

“人性化”的多功能大厦，将环境与商务活动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实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交

互，提供泛在的人性化服务，打造绿色多功能大厦。项目建成后，具有物联网应用的标志性

示范作用，带动一批物联网相关企业的技术及产品快速发展，形成对整个北京市物联网产业

的带动示范作用。 

该课题完成了全楼物联网应用的线路改造和系统设备安装，进行了基于智能楼宇改造的

宽带 WiFi 覆盖工程、视频监控系统更新升级、动力环境监控及空调联动控制、传感器网络

和 RFID 系统部署、人员位置探测；及人脸识别系统、智能会议室室、3D 导航及信息发布

系统等十多项物联网应用。并根据建设内容设计完成了物联网集成应用综合展厅，成为北京

市宣传和实践物联网新应用的窗口和平台。整体方案将在量子芯座、北邮网融大厦等楼宇推

广应用。以宽带光纤通信、3G/4G 移动通信、RFID 以及各类传感技术建设感知大厦的感知

网络基础，通过无处不在的计算和网络, 以物联网智能楼宇技术将环境、设施、客房、餐饮、

会务等分离系统空间中的人、物、活动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创造出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相结

合的综合的、智能的、自主创新的新商务空间，并实现楼宇绿色化、环境智能化、以及服务

人性化的感知型大厦，感受到通过物联网技术创新带来的全新体验并促进物联网产业应用发

展。 

 

 

移动/集群通信网络智能规划与优化软件平台研发及

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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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志强，许文俊，郭  莉，吴伟陵，林家儒，田宝玉， 

温元良，严  言，冯  旭，孙  晶，赵一鸣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课题编号：Z101101054010004）。 

该课题的主要任务是研发一套通用的、智能化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优化软件平台，包括

支持多制式移动通信网络、集群专用网络的网络规划子系统与网络优化子系统，形成核心技

术与知识产权，实现研究成果向实用产品的转化。该课题重点解决多制式网络规划与优化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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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通用性问题，提升不同制式网络的融合程度和整个移动/集群通信网络的效益，对网络

的性能进行有效评估，对整个无线网络进行综合优化，降低网络运营成本，具有重要的工程

应用价值。 

该平台包括五个子系统：(1)智能管理子系统：是系统的核心单元，负责分析用户需求，

组织调度其它软件组件构成相适配的网络规划与优化模型；(2)网络规划子系统：针对不同

制式网络，完成地形分类、传播模型校准、网络覆盖规划、网络容量规划、频率规划、站址

选择、仿真、导频污染评估等功能；(3)网络优化子系统：针对不同制式的网络，完成基站

天线优化、时频资源调度、功率优化分配、拥塞控制与负载均衡功能；(4)数据库子系统：

实现了基站数据、路测数据、绘图需要的 GIS 数据及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仿真数据存储

交互；(5)人机界面设计子系统：提供统一的用户操作界面和各种数据信息的可视化输出。 

该课题成果的应用对于解决我国电信运营商多制式移动通信网络或者集群通信网络的

规划与优化难题，采用统一的技术方案实现多种规划与优化需求，具有重要的市场推广与应

用价值。 
 

 

网络虚拟货币的研究——理论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洪 

课题组成员：吴  洪，彭  惠，岳宇君，万  壑，刘力菡，卜英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课题（批准号：09JHQ018）。 

该课题主要成果为一本专著。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包括虚拟货币基本概念属性、产

生过程与原因、运行机制及发展情况、风险防范和政策措施等内容，还包括了一些以往研究

的空白或较少被关注的问题。 

全书共分为十三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网络虚拟货币的多重属性，从不同的角度

对虚拟货币予以分析；第三章：网络虚拟货币的产生与发展，给出了网络虚拟货币的概念，

明确了虚拟货币的分类；第四章：网络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介绍了网络虚拟货币的发展运

行原理；第五章：国内与国外主要网络虚拟货币，介绍了数种国内影响力 大的虚拟货币及

国外的四种虚拟货币；第六章：网络虚拟货币的风险，研究了虚拟货币风险的来源、特征和

类型；第七章：分散式的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对 新出现的虚拟货币—比特币予以跟踪，

预测了比特币的未来前景；第八章：虚拟世界交易机制与网络虚拟货币币值波动，总结出七

种可能的虚拟商品交易模式，为探索虚拟世界运营商的定价行为和规范虚拟商品价格提供建

议措施；第九章：虚拟货币的“真钱交易”理论研究，主要介绍此领域的研究现状；第十章：

网络虚拟货币的系统动力学研究，引入系统动力学的建模思想来对虚拟货币的运行过程进行

建模分析，并对虚拟货币的运行过程做仿真验证虚拟货币运行中涉及到的主体之间的影响关

系；第十一章：网络虚拟货币与网络经济，给出了网络经济的定义和网络经济与现实经济之

间的依存关系，并分析典型虚拟经济体下的资本流动性质以及现实经济和网络虚拟经济之间

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第十二章：网络虚拟货币的网络忠诚度，介绍了网络忠诚度的概念和

影响因素，并建立了模型进行具体分析；第十三章：网络虚拟货币应用中的政策监管，研究

了虚拟货币的监管内容和监管尺度，解读了虚拟货币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分析了政府对

虚拟货币的监管路径选择，提出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监管策略和基于第三方参与的虚拟货

币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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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业省际间发展差距基尼系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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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琼来，傅若瑜（北京工业大学），刘薇（北京联通网管中心）， 

王  越，孙晓燕，李  娜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课题（课题批准号：11JHQ022）。 

该研究创新性地采用了基尼系数的方法测量中国 31 个省份之间的信息通信业发展差距。

选取六个指标来代表信息通信业的发展水平：人均电信业务量、电话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

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宽带互联网普及率。收集和整理我国各省区、直辖市

近年来以上六项指标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省的信息通信业发展指数，并收集和整理代

表我国各省区、直辖市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 的数据、反映我国贫富差距的

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数据。由此测算： 

（1）我国各省省际间六项信息通信业发展指标差距的基尼系数。 

（2）我国各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指数的省际间差距基尼系数。 

（3）我国各省省际间信息通信业发展差距基尼系数与各省国民经济发展省际间差距基

尼系数的比较。 

（4）我国各省省际间信息通信业发展差距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即人均收入差距基尼系

数的比较。 

（5）通过比较信息通信业省际间差距与省际间国民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差距，比较信

息通信业省际间差距与国民贫富差距，验证信息通信业是否作为先导和基础产业得到了率先

发展。 

通过研究，该测算方法的目标是：定量理清信息通信业在省际间的发展差距，认识这种

差距与省际间国民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为信息通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环境感知自适应宽带协同通信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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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磊，王  骥，孙  奇，靳  进，马  玥，王  欣，  

王  维，张  恒，高向川，王朝炜，王  毅，周明宇，孙琬璐， 

罗  元，杨  桅，王化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08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08-0735）。 

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在支持高速多媒体业务传输并保证无缝覆盖的同时，必须面对无线

频谱利用不均衡的现状和无线传播环境复杂多变的特性。该课题针对环境感知自适应宽带协

同通信技术展开研究，提出具有环境感知和自适应能力的多用户协同高效传输方案，取得相

关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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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适应宽带协同传输理论和技术：为提升系统容量和频谱利用率，改善通信质量和

系统性能，课题组充分发掘协同中继选择、宽带协同中继子载波映射与干扰之间的关系，提

出了子载波配对技术、基于空间分集和空间复用的协同 MIMO 传输技术以及多用户多中继

协同通信传输技术等，大幅提升系统容量。此外，课题组提出的一种先进的协作多点多用户

通信系统的预编码提案，能够有效地抑制用户受到的外小区干扰和其他用户干扰，复杂度低、

利于多基站联合处理。　 

 ２.协同传输网络中的动态中继选择和资源共享策略：为进一步提升系统容量，将 OFDM

技术引入中继系统，难点在于子载波配对、中继选择和功率分配的联合优化等。在不同的协

同传输网络架构下，为了达到 优或次优的资源分配方案，课题组提出了宽带协同传输中继

选择技术、基于宽带 OFDM 协同传输网络的资源共享技术；并在 OFDM 中继系统的联合子

载波配对、中继选择和功率分配、中继簇选择与自适应多跳协同 ARQ 策略等多个问题上取

得了成果。 

　 3．协同传输中环境感知测量及反馈控制技术：课题组创新地将物理层导频信号、MAC

层路由机制和无线资源管理联合在一起，从跨层的角度研究信道测量和反馈控制，利用较少

的控制信令为多层提供控制信息，降低信令负荷并简化协议结构，实现高效可靠的系统控制。

由此课题组提出了基于有限反馈的 MIMO 空间复用系统酉预编码设计方案、多用户多输入

多输出系统中信道状态信息的反馈方法等。 

 

 

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信息可信获取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  红 

课题组成员：罗  红，孙  岩，赵国涛，陶会祥，张学荣，陶佳明，蔺洁琼，刘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08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08-0737）。 

该课题的研究方向是无线多媒体感知反应网络的信息质量保障问题，从数据采集、数据

传输、信息服务提供和原型系统验证方面展开研究。 

在多媒体信息流的协同采集方法方面，以音频流实时协同采集为研究目标，从节点/任

务分配、流同步、实时路由几方面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并提出了一套先进而实用的方法。              

在多媒体数据的可信传输与 QoS 保障机制方面，首次提出了利用信息熵的概念定义冗

余数据和汇聚数据的有效信息量的方法，建立了基于有效到达信息量的信息可信传输准则。

提出了基于信息熵的信任管理机制和信任度算法，建立了分层融合的网络架构下数据容错传

输机制。针对不同信息类型和应用场景，提出了相应的信息传输策略和 QoS 保障机制，为

多媒体传感器网络中信息的可靠收集与信息的可信度度量提供了技术手段。 

在多媒体感知反应网络的信息服务提供模型方面，从能力抽象的角度，将单个节点或协

作节点群的信息感知能力或控制能力抽象为服务，进而研究面向服务的多媒体感知反应网络

的服务提供机理、数据传输方法和协同控制手段。 

在无线多媒体感知反应网络节点与系统设计方面，开发了基于 Zigbee 协议的多种传感

器节点，研究了感知反应网络在智能楼宇系统的应用，与国际知名的一些智能家居产品如美

国的 Control 4、以色列的 iConnect 实现了互通和互控，并可替代该类产品中的部分部件，

为智能家居产品的国产化和进一步的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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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共性服务理论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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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海红，于艳华，皮人杰，许  可，王晓晖，杨  俊，李  劼， 

黎  燕，马  琳，刘彦雷，凌晓良，冯国萍，邸  杰，段颖颖，赵  哲， 

张  静，罗  莎，李博洋，赵文宇，赵  蒙，郭  宁 

结题时间： 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08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08-0738）。 

该课题专注于“服务科学与服务工程”领域，围绕共性服务的理论方法、共性服务的开放

集成、服务系统的运营交付三个环节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服务业共

性服务理论体系，主要创新成果包括：现代服务业共性服务模型、共性服务能力开放 Mashup

平台和基于融合能力开放的服务交付。 

基于课题所形成的现代服务业共性服务理论体系，构建了现代服务业共性服务原型系统

为应用服务系统的设计、开发、运营提供了一站式的便捷服务。其中，现代服务业共性服务

模型通过对共性服务特征的抽象，形式化的描述服务，进而为服务能力的有效开放提供了标

准化的依据；Mashup 平台中将互联网服务中的数据型服务、应用型服务、资源型服务、通

用型服务及电信级服务中的短信发送服务、手机定位服务、手机呼叫服务集成起来，为第三

方开发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搭建复杂应用的有效工具；服务交付平台为各种底层服务、中

间型服务和 终交付服务提供服务管理、服务执行和生命周期管理，实现第三方开放者便捷

式开发，方便服务提供商业务的快速交付，形成了服务的快速开放、能力的丰富聚合以及服

务的精准交付的产业链条。 

课题成果应用于国家计生委的重大民生项目，搭建了我国首个现代人口与生殖健康公共

服务平台。通过应用课题成果所形成的共性服务体系，有效提高了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效率，

缩短了研发周期，节约了运营维护成本。将优生知识宣传教育、孕前-孕中-产后全周期生殖

健康技术服务、人口与生殖健康信息管理、计生服务站站内设备管理、人员培训和行政服务

等计生工作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综合服务功能和便民要求，方便了群众接受人口和生殖健

康公共服务。目前，已在国家级重大民生项目“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2010 年 4 月上线服务以来，在北京、重庆、广东等全国所有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6978 个区县进行应用，覆盖 33013 个计生服务站用户，形成 1482852 优生健康档

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感知无线网络关键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邹仕洪 

课题组成员：邹仕洪，储灵伟，胡渭琦，K.D.A. Boubacar，李  晟，刘少帅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08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ECT-08-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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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紧紧围绕移动无线网络关键技术进行研究，目标是实现无线网络及服务的自动感

知与自动适应，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4 个具体的研究点。 

1.移动无线环境下网络服务的故障诊断及管理方面：动态服务环境下的故障诊断算法研

究；多域协作的分布式故障诊断算法研究。  

2.无线网络的位置相关技术研究方面：分布式移动节点定位算法研究；无线 Mesh 网络

位置管理方法研究。  

 

 

面向 WDM 应用的新型微结构光纤超连续谱 

多波长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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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敏，景  琦，颜  鑫，段晓峰，王  琦，黄永清， 

马会芳，魏  巍，郑  龙，高  静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08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08-0736）。 

该课题围绕基于微结构光纤的超连续谱光源和 III-V 族半导体纳米线展开研究工作，取

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1．设计出了用于 1.55μm 波段、宽带、平坦超连续谱产生的色散平坦微结构光纤。 

2．利用优选的微结构光纤在 1.55μm 波段产生了谱宽超过 90nm 的平坦超连续谱，通过

对光谱滤波获得了速率为 10Gbit/s 的多波长脉冲序列，脉冲宽度为 ps 量级。 

3．基于微结构光纤的自相位调制效应，实现了 10Gbit/s 信号的全光 2R 再生。 

4．利用单模光纤中的孤子压缩效应和双通道 Littman-Metcalf 滤波器使超连续谱的-10dB

带宽展宽到 140nm，平坦度提升了 0.22dB。此外，还对超连续谱的相对强度噪声特性进行

了研究。 

5．将研制出的 1.55mm 波段、平坦、宽带超连续谱成功应用于光载无线（ROF）通信

系统中，实现了器件与系统的结合。 

6．用 MOCVD 方法在金催化的 GaAs 纳米线{112}侧面上首次直接外延生长出了 InAs 

量子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吸附原子扩散的纳米线侧壁表面量子点的形成机理，并首次观察到

了该结构的室温 PL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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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测度的多零售商竞争环境下供应链的 

优化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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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天平，宁  博，胡  东，沈祥金，田  甜，袁  苑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08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08-0740）。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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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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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采用的条件在险价值

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给出供应链系统性能的解析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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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研究部分：（1）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委托和支持，综合我国物

流园区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参与组织撰写《中国物流园区》一书，并在国务院通过《物流

业调整振兴规划》之际，得以出版。该书对于贯彻落实《物流业调整振兴规划》，推动我国

物流园区以及现代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2）课题负责人作为起草人（排名第

二）撰写了一项国家标准的初稿，已经通过几年多次专家研讨，已于 2011 年 12 月正式递交

国家标准委员会，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颁布实施。 

 

 

窃听信道保密容量域分析与物理层安全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龙  航 

课题组成员：龙  航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20110490329）。 

首先，课题研究了多中继窃听系统中的分布式预编码和保密容量问题。多个中继节点上

的分布式预编码既需要增强目的节点的接收信号功率，同时也需要避免泄漏到窃听节点的信

号。相比于传统类似研究，这部分的区别在于每个中继节点有独立的功率限制。 优的分布

式预编码矢量的获得需要极大的计算复杂度和 CSI 共享开销。因此，该课题提出了一种迭

代的次优解决方法，将 优化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子问题。每个中继节点从前一个中继节点接

收两个等效信道状态信息，结合本地信道信息，计算其预编码角度，更新等效信道信息并转

发给下一个中继节点。仿真结果和复杂度分析表明，所提出的分布式预编码和串行迭代 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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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方法可以取得系统保密容量与 CSI 共享开销之间的良好折中。所提方法可以适用于 AF

和 DF 协议下的多中继系统。基于 AF 协议下的系统保密容量在源-中继信道条件较差时优于

基于 DF 的系统，当源-中继信道条件较好时差别不大。 

其次，课题研究了双向中继系统中的协作干扰技术，分别关注了三节点和四节点系统模

型，双向中继传输分别在三阶段和两阶段内完成。当一个源节点向中继节点发送信号时，另

一个源节点同时向中继节点发送预定义的干扰信号，有效降低了窃听端的接收 SNR，提升

了系统保密容量。针对三节点三阶段/四节点三阶段/四节点两阶段系统模型，推导了协作干

扰方案中每个源节点的有用信号-干扰功率分配。在三节点三阶段模型中， 优的功率分配

不存在闭式解，因而提出了一种迭代的渐进 优的功率分配方法。在四节点模型中，推导出

优功率分配的闭式解。基于闭式解的极限分析表明，系统中信道条件较好的源节点应将功

率分成两部分，分别对应有用信号和干扰，而信道条件较差的源节点应将所有功率分配给干

扰信号。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实施后评估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李明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彭志文  

北邮课题组成员：彭志文，涂金利，王雪晴，徐梓萌，宋惠若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课题编号：Z111108057911005）。 

北邮课题组完成了《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实施效果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该调查的抽

样方法和问卷发放方式具有两阶段的特征。首先，我们按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整群抽样，

几乎覆盖了北京市范围的全部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其次，再由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负责组织

进行第二阶段抽样。调查问卷由固定总数量表、项目评比量表、李克特量表等综合构成，包

括 22 个问题，除了分类资料之外，其他内容包括对北京市技术市场秩序的感受、对市场相

关主体素质能力的评价、对《条例》实施效果的总体评价、对《条例》具体条款作用的评价、

对《条例》实施执行环节的评价、对行政部门作为的评价、对政策支持作用的评价以及进一

步修订《条例》的建议等。 
调查与分析的结果表明：（1）市场主体感觉北京市技术市场秩序规范、运行有序。 

（2）市场主体认为《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对北京市技术市场各方面事业的促进作用显著。

（3）市场主体对相关行政部门的施政行为普遍满意，对行业协会加强职能有很高期待。第

（4）市场主体对《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有广泛的认知，但仍需要建立制度化、常态化

和定期化的宣传沟通渠道。（5）市场主体对落实《条例》的合同认定登记环节普遍满意，认

为市场执法环节确实面临诸多技术困难。（6）市场主体对落实《条例》的配套支持政策普遍

满意，认为对技术交易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希望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强

买方支持，而且比较偏好税收优惠的支持方式。（7）市场主体普遍希望《条例》保持相对稳

定性，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修订，提出的进一步修订建议也主要是加强条例的针对性和保证

条例得到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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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基、GaAs 基新型长波长高性能光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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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清，尚玉峰，段晓峰，王  琦，张  霞，黄  辉， 

胡服全，范鑫烨，胡劲华，骆  扬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通过自主创新，成功制备了 GaAs 基和 Si 基的高速光电探测器；探索了大失配异质外

延技术和低温键合工艺，并掌握了基于苯并环丁烯树脂（BCB）键合技术的混合集成工艺。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分析方法与较为成熟的关键器件工艺。测试结果显示，

相关器件能够兼具高速、高量子效率、窄线宽的特性。课题实施为低成本、高性能光探测器

开发和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课题组掌握了基于大失配异质外延技术的集成工艺、低温晶片键合工艺和苯并环丁

烯树脂（BCB）键合技术，制备了 GaAs 基和 Si 基的高速光探测器；深入研究了高性能光

探测器的基础理论，并通过结构和工艺的创新，掌握了量子效率和频率响应解耦的方法，以

及器件大范围可调谐的工艺，制备了新型光探测器件。 

2．对于 GaAs 基长波长 PIN 光电探测器，完成了普通 PIN 结构和谐振腔结构两种 GaAs

基的光探测器。普通 PIN 结构光探测器实现了在 1546nm 波长峰值量子效率大于 55%，响应

速率达到 10GHz；具有滤波功能的 GaAs 基 RCE 光探测器（四镜三腔光探测器），器件在

1550nm 处的量子效率接近 70%，响应线宽小于 0.5nm，响应速率为 36GHz。 

3．对于 Si 基长波长 PIN 光电探测器，完成了普通 PIN 结构和谐振腔结构两种 Si 基的

光探测器。具有锥形镜和滤波腔结构 Si 基光探测器，在 1549.2nm 处的量子效率达到 55%，

响应速率达到 16GHz；采用基于同心圆型亚波长光栅的 Si 基普通 PIN 光探测器，实现了在

1550nm 波长处的量子效率为 53％，响应速率达到 25GHz；具有滤波功能的 Si 基 RCE 长波

长光探测器，采用大失配异质外延方法，实现了在 1500nm 波长峰值量子效率大于 4.1%。 

  

 

基于 G-RAN 的未来移动通信实验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向明 

课题组成员：温向明，郑  伟，孙  勇，路兆铭，赵振民，卢放鸣，马文敏，张志才， 

李  伟，张海君，苏  涛，凌大兵，李林燕，刘德丽，巨  颖，王鲁涵， 

邵  华，刘  卉，傅  斌，谢元宝，刘京芳，邓佳君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无线通信网络在社会活动中的广泛应用，移动用户数量不断

增加，人们对宽带移动多媒体数据业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使得速率更高、网络承载能



99 

力更强、更加高效节能的未来移动通信网络成为当前无线通信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 

该课题主要研究面向未来移动通信的无线接入网络的节能增效技术，在 G-RAN 新型网

络节能架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场景下的自适应无线资源分配节能策略和结合用户体验感知

的节能策略，主要包括： 

1．基于基站/载频随网络流量变化而周期性开启/关闭的节能方案，实现了动态使用网

络中的物力资源以降低能量消耗。 

2．自适应无线资源分配节能方案，采用动态的时频资源、功率的调度，通过小区间协

调技术，在满足系统 QoS 的同时减少了系统在移动通信网络的整体功率消耗。 

3．基于 QoE 预测模型的节能方案，采用可获取的客观参数预测客户的视频主观体验，

建立视频体验深层感知预测模型，从而实现了基于 QoE 实现视频业务的跨层资源分配，达

到了 大化系统效用、多层增益、节能增效的目的。 

搭建了实现提出的绿色接入算法实验验证的 G-RAN 仿真实验平台，对提出的节能策略

进行了实验，实现了不同算法对视频业务在能耗和 QoS 影响的直观对比。 

 

 

面向信息通信领域的基础资源和网络科研服务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英海 

课题组成员：张英海，吴岳辛，孙  岩，范春晓，温志刚，王朝炜，孙娟娟，张晓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该课题以北京邮电大学校园为背景，致力于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面向基础资源共享和应

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以及科研服务的应用平台。 

平台的建设目标是实现资源共享、创新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实现信息网络领域资源共

享，融合各高校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化高校资源共享基地。打造首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采用流动、联合、竞争的开放模式，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有机结合，发展信息化创新应用，引领高校信息化建设。 

该平台面向信息通信领域的基础资源和网络科研服务，其教育空间面向多方面，包括教

学空间、科研空间和生活空间等，主要涉及关键概念有信息化、无线化、智能化和服务化等。

平台组组成要素有标准制定、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和创新应用，力求达到共享性、

交互性、协作性和开放性的目标。资源的共享可以使得教育机构丰富的教育资源向社会空间

开放；交互性提供远距离的交互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也为协作学习创造了机会；协

作性提供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前写作完成任务的机会，更好的表达了交互性；开放

性为教育社会化、终生化和自主化提供了条件。 

平台是以数字校园为主，用于为智慧校园的发展提供平台支撑，实现跨部门的各个业务

系统间的通讯，提供必要的基础服务支持，包括统一用户、统一认证、数据交换、基础数据、

信息门户、信息标准等平台系统。以统一门户平台、统一数据平台、统一认证系统和统一应

用集成整合校园分离的学生系统、教务系统、科研系统、研究生系统、图书馆系统、财务系

统以及一卡通系统，形成校内丰富的数字资源。在数字校园平台上，开放大量的非隐私数据

和 API，鼓励师生进行创新应用的开发，支撑智慧校园的创新知识服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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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校园”示范服务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英海 

课题组成员：张英海，高志鹏，邹俊伟，康桂霞，孙  岩，明安龙，谢东亮，王卫东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该课题以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化校园为背景，建设基于物联网理念的感知校园示范服务平

台，建设国内乃至国际领先的感知校园典范。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1．智慧社区基础网络设施建设主要是对学校光缆进行改造和增加，其中校园网共 3 个

主干节点：学八楼、科研楼、校医院。 

2．智慧医疗系统项目成果包括 WeHealth 远程电子血压计、WeHealth 远程血糖监测仪

以及 WeHealth 远程诊疗管理系统，项目成果获得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2011 年物联网优秀

示范项目奖。 

3．智慧社区车辆管理及智能停车场系统在实现校园智能交通管理方面，设计实现了基

于图像和基于监控视频的车牌定位分割算法;设计实现了用于识别车牌字符图像的印刷体字

符识别算法；设计实现了基于车牌信息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记录校园的进出车辆情

况，方便地检索校园区域进出车辆，进而统计应有的计费情况。 

4．在低碳楼宇系统中，完成了温度，湿度，光照，红外线等标量传感器节点设计与实

现；完成了音频和视频多媒体传感器节点的设计与实现；完成了简单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设

计与测试；完成无线传感器网络与服务器之间直接通信的设计与实现。 

5．应急联动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在教学科研楼周边井盖建设部署了移动传感器和监控

摄像头，部署的井盖数超过 30 个，一旦有移动事件发生，立刻传送到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实时分析后，实时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动态调度，将事件发生地的视频情况发送到管理人员

面前，实现可视化监管，为及时、正确处理城市事件提供一种远程可视、远程监管，同时可

以到达远程监视处理、调度等。 

 

 

物联网体系架构研究及示范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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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志刚，范春晓，吴岳辛，邹俊伟，张晓莹，孙娟娟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该课题面向异构、复杂、动态的物联网环境，以解决物联网应用领域共性问题为目标，

围绕物联网体系结构和示范应用平台中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突破物联网在系统架构、数据

存储、安全、服务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建立物联网体系结构模型，构建基于物联网理念的特

色示范应用平台。项目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部门的物联网产业发展决策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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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主要研究工作包括：（1）物联网示范平台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服务器、数据库，

网络环境，开发平台等；（2）建设了 Web of  Things 的物联网服务平台门户网站；（3）物

联网体系架构关键技术验证以及物联网特色服务示范应用的开发与建设；（4）对平台进行初

步推广与使用。 

    课题组解决了物联网应用领域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的共性问题，研制了具有数据资源开

放接口、自组织组网能力和多传感器融合的物联网智能网关原型系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

应用前景。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和转化将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带动物联网

相关产业链，促进物联网应用领域的规模化发展。 

    

 

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总负责人：孙  岩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 

随着物联网、新一代互联网以及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在这一张由信息编织的

复杂网络中，为了大力发展增值和互联网业务，许多设备面临“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更新换代，

并需要完善的业务感知评测体系。以创新的服务平台、智能的设备和完善的服务感知评测体

系，设计和实现未来信息网络中的示范应用系统。针对未来信息网络的关键技术，该课题主

要研究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 面向虚拟运营的综合业务支撑平台及服务； 

2．IMS 视频电话通行证业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3．IP/WDM 动态适配传输设备； 

4．3G 及其长期演进(LTE)系统服务感知评价体系； 

5．基于传感网技术的城市工商用户燃气监测系统； 

6．基于感知反应网络的绿色建筑智能控制系统； 

7．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城市管理系统。 

通过该课题的实施，可提供一种新型的动态适配传输设备，研制开发实用化 IP/WDM

动态适配传输设备，有效的利用 WDM 光网络来传送 IP 数据业务。以 IP 多媒体子系统为基

础，研究与设计视频电话通行证业务及系统。开发具有多业务支撑能力和快速业务生成能力

的、集语音、数据、多媒体业务于一身的面向虚拟运营综合业务支撑平台。未来信息网络异

构多模融合的变革，需要进行 3G 及其长期演进(LTE)系统业务感知关键技术研究，构建业

务/用户/网元多维度的服务感知评价体系。在未来信息网络中，配合北京市安全生产燃气监

管的建设目标，搭建一个分布式、多点探测、分级预警的燃气监测网络系统，并实现实际系

统的部署和应用。围绕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部署，基于物联网技术中的

感知反应系统理论，建设绿色建筑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建筑的绿色化、智能化和低碳化。并

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城市中，实现对城市部件、事件进行感知和处理，达到高效的智能城市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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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虚拟运营的综合业务支撑平台及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杨放春 

课题组成员：杨放春，孙其博，王红熳，李静林，刘志晗，刘志飘，范存群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一。 

该课题主要针对国内电信增值业务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开发适合中国电信市场

未来发展的、具有多业务支撑能力和快速业务生成能力的、集语音、数据、多媒体业务于一

身的面向虚拟运营综合业务支撑平台及符合电信用户切实需求的增值服务，以满足开放的电

信市场中虚拟运营商运营增值业务的需要。 

该课题首先分析了个人通信市场的变化和移动用户的需求，广泛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

领域所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践需求，研究面向虚拟运营综合业务支

撑平台的网络构建技术，然后提出并优化了综合业务支撑平台的总体技术方案，讨论确定了

基于业务平台增值服务的业务形态，进而实现了具有先进水平的面向虚拟运营综合业务支撑

平台及增值服务。 

在“面向虚拟运营综合业务支撑平台”开发完毕的基础上，该课题通过市场调研、参加展

会和技术论坛等多种方式调查研究了现有电信增值业务平台的实现方法，同时通过客户回访、

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智能应答”、“情谊天使”、“电话伴侣”、“音乐语音搜索”业务的潜在目标

用户进行了调查，了解汇总用户的需求，结合对电信网络特点的研究，分析定义出“智能应

答”、“情谊天使”、“电话伴侣”、“音乐语音搜索”业务的业务形态。然后设计实现了“智能应

答”、“情谊天使”、“电话伴侣”、“音乐语音搜索”业务模型，并邀请专家、厂家和各个层次

的用户进行试用体验，组织体验交流活动等方式收集业务模型存在的问题和可改进的意见，

据此修正“智能应答”、“情谊天使”、“电话伴侣”、“音乐语音搜索”业务模型，经过多次试用

直到确定用户满意的用户交互流程和使用界面，并据此完成了“智能应答”、“情谊天使”、“电

话伴侣”、“音乐语音搜索”业务的用户交互流程和使用界面的规范。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按

照软件工程的流程，确定业务规范，产出《“智能应答”业务规范》、《“情谊天使”业务规范》、

《“电话伴侣”业务规范》和《“音乐语音搜索”业务规范》，并据此在业务平台上进行了业务

的实际开发和测试，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IMS 视频电话通行证业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廖建新 

课题组成员：廖建新，王  晶，侯  晟，沈奇威，钱  江，刘  阳，杨  柳， 

董丁维，周  瑶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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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在已有的国家发明专利“基于 IP 多媒体子系统的视频电话通行证业务实现方法

和系统”（ZL 2006 1 0114713.6）的基础上，完成了视频电话通行证（VPP, Video Phone Passport）

业务平台及视频电话通行证业务的设计和实现。针对陌生电话，VPP 业务提供前向主动询

问机制，要求主叫用户录制视频身份验证信息，被叫用户通过视频信息决定是否接听呼叫，

从而可以过滤视频骚扰电话。对于被叫用户的亲人、朋友、同事等，可以通过设置免除身份

验证名单，从而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而直接建立通话。 

该课题完成了 IMS 实验网环境的搭建，对 VPP 系统进行了系统功能及性能测试，并根

据测试结果进行了系统功能完善及性能优化，形成了可现网应用的视频电话通行证业务系统

产品。由于我国视频电话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市场需求还不大，因此暂未实现 VPP 系统的

现网应用。 

 

 

IP/WDM 动态适配传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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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祥，顾仁涛，郭俊虎，王利鹏，王金宇，曹  蓓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三。 

该课题研制开发 IP 数据业务的汇聚和 WDM 光网络动态适配传输设备，主要研发工作

包括： 

1．针对网络融合的发展需求，研究 IP 业务与光层的动态适配技术，重点分析了 IP 数

据的业务汇聚、动态适配、实时传送等实现技术。完成 IP 数据业务的汇聚和 WDM 光网络

动态适配关键技术方案一份。 

2．研发完成 IP/WDM 动态传输适配设备 2 台，具有千兆以太网业务光接口和高速传送

光接口，传输距离可达 40km，并具有 10/100Base-T 的系统监测与管理功能接口。 

3．研究并实现了相关技术，具有模块化和可升级能力，包括软硬件功能模块和适配设

备等。硬件主体包括：异构资源处理、核心控制、协议栈、光资源处理单元及相关的适配接

口。适配接口作为中间层屏蔽底层资源的异构特性或者作为光层接入适配，实现多任务对光

资源的共享。异构资源处理包括调度、管理及业务负载分析等。光资源处理则用于路由、拓

扑重构及资源分配。核心控制则协调控制整个功能，执行互操作。 

4．设备支持端口并行调度服务，提供光端口接入和适配 IP 单元，具有并行资源调度能

力。软件控制包括嵌入式控制部分和网管系统。嵌入式控制板对底层 FPGA 模块进行管控，

上报性能管理信息，并下发配置信息。网管系统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性能管理，配置

管理，性能管理主要是设备各个端口性能数据的监测，采集和分析。可实时监测并图形化显

示各个端口流量信息，同时存储到报表中以便进行后续性能分析。配置管理主要是进行网络

状态监控，提供一个测试系统的视图，实时显示当前网络拓扑链路情况、节点配置信息以及

当前链路建立、拆除信息。将网络的各个节点和交换设备的物理拓扑连接显示在窗口中，并

在拓扑图中动态显示链路连接状态。 

5．建立了实验和测试平台，对研发的 IP 数据业务动态适配传输设备进行功能和可靠性

测试，完成系统测试与业务演示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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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及其长期演进(LTE)系统业务感知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温志刚 

课题组成员：温志刚，范春晓，张晓莹，刘  杰，吴岳辛，邹俊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四。     

该课题的主要目标是从网络业务感知角度出发，通过对网络中相关接口数据进行测量分

析，构建业务/用户/网元多维度的用户感知评价体系，客观地评估网络性能， 终为用户提

供优质服务体验。 用于移动业务运营商和移动网络优化服务商对无线网络的用户体验进行

分析和提升，深度挖掘网络性能，均衡网络投资，并将大幅降低网络运营成本，提高移动业

务运营商的产出投入比。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网元测试数据采集和分析，完成了网络业务感知系

统研究；（2）采用专用的处理芯片及嵌入式系统开发完成了新型超高速多核智能网络采集模

块；（3）通过对网络中用户行为与业务感知进行综合分析，搭建了业务质量评估与感知模型； 

（4）搭建了移动网络业务感知模型，开发了高速多核采集模块，搭建了网络业务感知系统

试验平台，并对相关关键技术进行验证。 

研究成果可用于移动业务运营商和移动网络优化服务商对网络用户体验进行分析和提

升，提高运营商的服务质量。 

 

 

基于传感网技术的城市工商用户燃气监测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帆 

课题组成员：吴  帆，张洪光，苏  明，唐碧华，刘元安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五。 

该课题就工商用户燃气应用需求分析入手，对网络部署环境、燃气浓度、预警级别做详

细解析，构架了三级安全监测保障机制构成的燃气监测网络系统，包括后台安全中心、网关

接入设备及燃气侦测节点设备。 

课题基于统一核心硬件板设计了网关设备和燃气侦测设备，以软件设计进行不同的设备

区分，按照网络功能区分为网内通信模块、数据采集与存储模块、报警分析与处理模块，项

目对个模块功能和信息交互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流程设计，并针对复杂环境下的信息上传需求

梳理通信流程，设计高可靠的网络通信协议， 终在硬件平台上研发实现了各功能模块的功

能。在远程监控管理系统部分，项目完成了由数据库服务器、WebGIS 服务器、通信服务器、

Web 服务器等关键网络设备的构建工作。监控管理系统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从前端设备接收

各种信息，然后对收到的信息进行解析，提取有效信息并以 Web 页面的形式对信息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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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展示，用户端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只要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访问监控管理系统。其中数据

库服务器负责数据的存取和维护，包括监控终端的现场监测数据、监控对象的位置信息、监

控对象的状态信息、用户管理信息以及报警信息等；WebGIS 服务器负责在互联网上提供地

理信息服务，展示空间地理信息；通信服务器负责和前端设备的信息交互；Web 服务器具

有网络发布功能，在远程监控管理系统中可以实现信息查询、报警管理、远程控制与维护、

用户管理、WebGIS 展示等功能。 

课题后期完成了全部设备的功能测试和在线性能测试工作，各项指标达到预期设计目标，

能够满足实际应用的技术需求。安全生产领域的设备及系统产业化需要完善的安全测试验证，

课题组联系了安全生产专业研发企业和公司进行了多次技术交流，开展设备及系统的封装及

防爆加固和安全生产设备产品验证和安全性测试鉴定工作，突出了该课题在高校科研成果转

化方面的作用。 

 

 

基于感知反应网络的绿色建筑智能控制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  岩 

课题组成员：孙  岩，罗  红，孙  维，于华龙，廖建名，陈  聪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六。 

以物联网的推进为导向，将感知反应网络理论应用于绿色建筑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以

感知反应网为基石，共性支撑网络技术为核心，发挥各个应用子集的特色，设计全新的绿色

建筑智能控制系统。系统整体架构秉承多层机制、松耦合、标准化的原则来进行设计，使系

统易于部署，便于扩展和复制。包括系列感知节点、控制节点以及网关产品的研发。在自行

开发研制的系列感知节点（无线温、湿度、光照传感器节点）、控制节点和网关设备的基础

上，以小型化、低成本、低能耗为目标，进行产品化设计。基于 WEB 的网络管理和服务提

供平台的研究与开发。在已有的楼宇智能控制系统管理平台的基础上，设计面向应用的、以

数据为中心的、组件化、自适应、跨平台的可管理、可扩展、可自治的感知反应网络管理和

服务提供平台。成果包括： 

1．实现了基于感知反应网络的绿色建筑控制系统体系架构。系统通过温湿度、光照无

线感知节点采集周围环境变量值，通过 ZigBee 无线通信协议将数据发给相应的感控网关（协

调者）。感控网关采集模块将数据通过 WLAN 无线接入方式传递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对采

集来的环境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需要控制的设备则通过 WLAN 发消息给感控网关的控制

模块，控制模块通过 ZigBee 无线通信协议发指令到控制节点，控制相关设备的开闭。 

2．完成了感控网关、感知节点和控制节点的设计。感控网关用于启动 zigbee 网络。感

知节点包括温度、湿度、光传感器，负责周期性采集数据，并经过路由上报协调者。控制节

点采用 Zigbee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改造各个开关，通过无线多跳传输方式接收主控系统的

控制命令。 

3．目前已经从组件发现与管理、组件协同与调度、组件功能故障发现与容错三个方面

设计和实现了面向感知反应网络的分布式组件管理框架。该框架提供一个用户友好的、可兼

容的、业务可快速组合和部署的感知反应网服务提供体系。为了支持感知反应网络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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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缝链接，同时又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构建了一个分布式的、以数据为中心的

网络管理和服务提供体系结构。 

 

 

物联网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旭东 

课题组成员：杨旭东，邓  芳，郭  岗，侯丰山，罗运红，仝  晔，郭书源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课题“面向服务的未来信息网络应用技术”的子课题之

七。 

在该课题的研究中，完成了一个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示范系统： 

1．采用电子标签和传感器技术结合，在北京邮电大学新科研楼北侧和西侧的 40 余个井

盖内安装了移动预警传感器，建立了以井盖移动预警为主要管理内容的城市部件感知示范系

统。 

2．在北京邮电大学新科研楼的北侧和西侧的电线杆上部署了 5 组数字摄像机，组成了

覆盖两条街道的所有井盖等城市功能部件的网络视频监控示范系统。 

3．在新科研楼内的展厅中，通过展板模型的方式，结合各类传感器的应用，完成了对

城市中涉及公共安全管理的道路积水、广告牌倾覆、公共建筑有害气体排放、车辆定位等城

市公共安全事件的监控和采集模拟展示系统。 

4．在示范管理区域内，利用校园网为依托，通过在路灯杆设置汇接器、在校园网的网

络接入点设置 IP 网关的组网方式，将采用 Zigbee 协议建立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传输自组织

网络和管理中心的 IP 网络联通，实现了协议的转换和传感器设备的数据传输控制。 

5．在新科研楼内的展厅中，部署了以 GIS 系统为主要监控展示界面的城市公共安全管

理平台，实现了城市部件的动态和静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于通过城市部件感知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监控和采集系统等各个系统采集到的事件，通过消息中间

件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城市部件一旦有事件发生，与其相关的各类监控（如视频）等可

实时联动，达到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观察事件的效果，从而引导指挥中心管理人员快速判定

事件原因和影响范围，及时采取处理预案进行事件处置，例如，当示范系统中有井盖移动或

状态发生变化时，公共安全管理平台驱动视频系统定位到事件发生地，指挥中心管理人员可

以实时看到现场状况，有效地展示了物联网“物”-“人”、“人”-“物”、“物”-“物”之间的信息传

输路径。 

该课题通过以北京邮电大学校园内街道为试点范围，采用移动预警传感器、无线汇接器

和 IP 网关组成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城市部件感知系统，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中，将城市

部件感知系统产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和视频监控系统结合联动，实现了在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多

种信息采集处理手段的综合展示，提高了指挥中心的公共事件的处置效率，可进一步提高城

市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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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 

课题负责人：周  晔 

课题组成员：周  晔，方滨兴，李欲晓，曾剑秋，许叶萍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课题编号：11JD710063）。 

当今文化激荡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激荡，社会思潮空前活跃，社会思

潮就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反映某一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以某种理论为主导，从而得

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 社会思潮通常以一定的思

想或是理论为主导作为表现形式，同时社会思潮又不仅仅等同于思想和理论，单一的理论或

者思想并不可能形成社会思潮，它还需要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可。 

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从本质上看是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对所

处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态的再现。由于社会思潮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和价值取向，我们为了更好的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着眼于民情民意的实际调查和研究，通过

对社会思潮的分析和研究，体察民情，善解民意，从社会思潮中获取信息，寻找社会改革的

方案。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属于一个社会体系中的“观念上层建筑”。它是对

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做出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

不同，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同。 

在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

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展示了长期以来中

国共产党探索思想道德建设规律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是标志着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创新

建设的成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党理论创新的时代性成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的集中表现，有利于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共同组成。这四个方面层次逐渐深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指导

意义，反映了中国特殊时期国民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我党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

思想文化方面科学的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新阶段，经济体制的

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

同时，当代社会思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冲击和挑战，

削弱民众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度，扭曲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当代

社会思潮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民主社会

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以及借“普世价值论”鼓吹西

方多党制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是无法避免的，要将其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

但是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引导其服务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是当代中国各种

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趋势。 

针对以上有关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结合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以上有

关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结合问卷调查的

方式获取有关我国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深刻分析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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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实名制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任乐毅，时  飞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课题。 

在互联网的开放平台，由于匿名/假名机制的盛行，因特网及其相关的业务在获得持续

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问题：网络上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加深了人们对某种现象

的无根怀疑；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遭到无情的泄露，给有关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

屈辱和痛苦；网络色情的泛滥成灾，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蒙上了一层阴影；大量的秘密数据

因为黑客技术的破坏而流失，导致了有关经济、政治、技术领域的安全信赖机制遭到破坏；

由于散播流言的相对容易和成本地下，各种充满敌意的流言在网络空间的四面播散，导致国

家的正面形象遭到歪曲；一些言论的疯狂攻击，伴随着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信息战略的转移，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一个前头阵地，安全问题如何解决，也成为当代 为紧要

的网络安全课题。零零种种现象的存在，向我们发出了迫切的警示：网络安全的问题并不是

一桩小事，它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怎样确保网络通过给用户的信息访问、信息交流带来方便的同时，促进网络的持续繁荣，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促进互联网的安全状态，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制度问题。在安全保障的

话语环境中，有一种提法特别值得予以关注：通过网络实名制的方式来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

这种网络实名制的逻辑是，由于互联网上匿名/假名机制的原因，网络用户得以借机发表大

量不实言论，进行大面积的违法犯罪活动，而这种机制又有助于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

通过完善网民上网访问的实名登记制度来防止网络安全事故乃至网络违法犯罪，就是一桩值

得予以追求的事情。 

该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决我们所关注的网络实名制是在那什么层面上使用的；

第二部分主要以有关国家正在推行的网络实名制及其所遇到的制度障碍所在；第三部分对我

国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必要性、可行性、障碍性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该研究的结论是，鉴于当

前已经存在大量运行有效的网络监管措施和网络监管技术，这些措施和技术已经足以保证网

络空间的秩序井然，因此，如果网络实名制所面临的各种障碍不能从法律层面予以有效解决，

那么，网络实名制的推行，不仅仅会造成制度资源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问题

可能比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会更多更严重。也正因此，对于在我国推行网络实名制，兹事体大，

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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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间激光通信系统中高功率密度超衍射 

极限信号光束的产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宏展 

课题组成员：刘宏展，王宏祥，黄治同，边巍巍，叶  青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利用激光信号来实现卫星间的通信将是卫星通信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已受到诸多国家

的高度重视。由于卫星负载能力和半导体激光输出功率的限制，产生高功率密度的超衍射极

限信号光束成为了当前星间激光通信研究的瓶颈和难点之一。该课题以产生这样的信号光束

为总目标，对所涉及到的关键理论、方法与技术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1．基于角谱传播理论 ,提出了一种幅度梯度加成相位恢复迭代算法，与传统

Gerchberg-Saxton(G-S)相比，新算法利用迭代过程，构建光场幅度反馈回路，运用梯度搜索

佳迭代路径，两者的联合作用加速其迭代收敛进程。数值仿真表明，新算法具有迭代速度

快、适应性强、收敛一致性好的优点。幅度梯度加成迭代算法为复杂光场的高效相位恢复提

供了一种新思路。 

2．详细推导了信号光振幅为平面波、高斯分布，本振光为艾里斑、平面波及高斯分布

时的 6 种外差混频效率关系式。通过数值仿真，全面对比分析了各种组合的外差混频性能，

结果发现，“艾里斑+艾里斑”和“高斯+高斯”具有 佳外差混频性能，理论上可以达到 100%

外差混频效率；“艾里斑+平面波”的 大外差混频效率为 72%，“高斯+平面波” 大外差效率

是 82%，为设计星间相干通信系统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3．以通信距离为 60000km、速率为 2Gbps 的 2PSK 零差同步轨道接收系统为例，通过

数值仿真，全面比较了接收天线的倾斜、离焦、慧差和象散等像差对接收系统误码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不同像差单独作用时，倾斜像差的影响 大，象散的影响 小；不同像差相互作

用时，它们中的某些能部分实现相互校正，从而降低误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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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带重复数据删除大规模系统中 

数据高可靠性保证机制和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川意 

课题组成员：刘川意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重复数据删除技术日益成为大规模存储系统中的一个通用组件，不

幸的是，重复的数据被缩减成一份，从而降低了数据可靠性。因此如何保证高数据可靠性不

可避免的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该课题通过典型工作负载采集、整理和重放，分析和建立带重复数据

删除的大规模存储系统数据可靠性特点及模型；针对带重复数据删除的大规模存储系统，设

计和实现一种新的数据高可靠性保证机制及算法：TH-ADMAD；TH-ADMAD 将变长的数

据块打包成定长的数据块，再使用 ECC 编码从一组数据块生成带纠错的数据块，分布到动

态随机挑选出的存储节点冗余组中。在部分存储节点发生错误时，TH-ADMAD 可以在运行

时分布式地恢复出错的数据。实验结果表明 TH-ADMAD 能够在保持使用类 RAID 纠错机制

的系统的空间利用率的同时，提供与使用多倍复制冗余机制的系统相近的数据可靠性和可扩

展性。主要成果如下所述： 

　 1. 理论和方法方面：设计并实现了一种能够在带重复数据删除的大规模存储系统中保

证数据高可靠性的综合方案，即 TH-ADMAD。通过对 TH-ADMAD 系统的全面评估，形成

了供实际系统设计者使用的科学有效的设计依据和参考指标。 

　 2. 实验系统方面：带重复数据删除的大规模存储系统数据可靠性测试评价模拟平台。 

　 

德赛鹰之眼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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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帆，于翠屏，袁东明，刘  芳，刘元安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课题（课题编号：2007A090302047）。 

该课题开展“德赛鹰之眼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硬件及软件设计开发工作，用于解决目前

高速网络环境下的入侵检测问题，该系统具备的功能特性包括：（1）高速数据采集器系统，

能够捕获宽带网络环境下的异常数据包，监测数据流量，并能根据各处理机之间的负载状况，

均衡转发数据包，整体能应对千兆级的突发数据检测处理。（2）恶意代码分析系统，能够综

合利用协议分析技术、模式匹配技术、异常检测技术处理与分析分发的数据包，判断是否有

非法入侵活动，并将处理结果发送到管理控制台和数据库服务器，并具备良好的可拓展性，

能够灵活适应不同的网络流量环境。（3）管理控制台系统，能够汇总各个处理机的分析结果，

实时报警，并可进行数据查询，根据查询要求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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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像引发的视觉疲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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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升，李思思，赵丽娜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科学技术研究课题（课题编号：吉教科合字（2009）第

457 号）的子课题。 

该课题研究内容为： 

（1）从人的生理和心理调查研究观看立体影像后的视疲劳主观情况，并对其进行主观

评价； 

（2）从眼科屈光学角度，对观察立体图像时产生视觉疲劳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 

（3）通过实验研究，确定两眼式和多眼式舒适视域的范围，在舒适视域内外研究调节

与辐辏的不整合与视疲劳的关系； 

（4）研究两眼水平视差与视疲劳的关系，确定同侧视（浮进）和交叉视（浮出）的安

全和舒适视差大小，并研究过度的水平视差所引起的融像困难与视疲劳的关系。 

根据以上内容，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如下： 

1．18-22 岁大学生观看 3D 电影产生视疲劳情况的调查分析 

2010 年我们对 275 名大学生观看 3D 电影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视疲劳和晕图像两个

方面。调查结果显示，50.9%的学生有各种轻重不同的头晕、眼睛干涩、眼睛累、流泪、额

窦和鼻窦酸疼等视疲劳症状。但尽管 50.9%的学生观看后出现了各种视疲劳症状，实际上大

部分症状较轻，其中 82.4%的学生仅稍微有一点感觉，13.5%的学生有感觉，感觉比较强烈

的只占 4.1%。症状轻并不表示目前的 3D 影像视疲劳问题不严重，而事实上目前上映的许

多号称 3D 的电影只是穿插其中的少部分画面是 3D 的，其余部分是 2D 的或接近 2D 的，原

因之一可能是制作者为了避免使观众长时间观看 3D 画面而产生视疲劳。 

2．产生视疲劳的原因分析 

从立体影像的原理和眼科屈光学理论分析及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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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视差合理的取值范围和过大视差及辐辏调节引发的视疲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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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过，会造成融像困难，观察者睫状肌过度努

力而引发视疲劳。 

观察立体影像时造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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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初步的实验发现，调节这时并不是固定于画面，而是随着影像的变化而变化，

但如何变化还没有找出规律，需要进一步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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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印刷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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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软科学研究课题。 

该课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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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为监测依据，对邮政企业执行国内普通印刷品全程时限标准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主要监测印刷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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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城市间互寄印刷品并在指定邮政局所交寄。

每个监测城市每天向参加监测的 60 个城市分别寄发印刷品 1 件，即每天寄发印刷品 60 件，

连续寄发 4 天共 240 件，60 个城市共寄发印刷品 14400 件。测算指标有：邮件全程时限达

标率、邮件损失率、收寄日戳合格率、投递日戳合格率。 

课题组对取得的监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为管理部门及企业提供了决策参考。该研究

成果为邮政管理部门考评企业管理水平、向社会公众及国家有关部门公示企业工作水平的重

要指标组成部分，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2011 年包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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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软科学研究课题。 

该课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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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为监测依据，对邮政企业执行国内普通包裹全程时限标准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主要监测包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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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个城市间互寄包裹并在指定邮政局所交寄。

每个监测城市每天向参加监测的 60 个城市分别寄发包裹 1 件，即每天寄发包裹 60 件，连续

寄发 4 天共 240 件，60 个城市共寄发包裹 14400 件。测算指标有：邮件全程时限达标率、

邮件损失率、收寄日戳合格率、投递日戳合格率。 

课题组对取得的监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为管理部门及企业提供了决策参考。该课题

研究成果为邮政管理部门考评企业管理水平、向社会公众及国家有关部门公示企业工作水平

的重要指标组成部分，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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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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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软科学研究课题。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下简称《邮政法》），《邮

政法》第二十条明确要求邮政企业寄递邮件，应当符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寄递时限

和服务规范。因此，邮件时限监测是邮政管理部门履行政府职责，依法监督邮政普遍服务质

量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科学、客观评价邮政普遍服务质量，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用邮权益

的重要手段。对邮件全程传递时限运用科学方法与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为政府与企业共同的使

命，监测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周期性的工作。 

该课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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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对取得的监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为管理部门及企业提供了决策参考。该研究

成果为邮政管理部门考评企业管理水平、向社会公众及国家有关部门公示企业工作水平的重

要指标组成部分，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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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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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培荣，彭若弘，胡一闻，王君珺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结合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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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核标准进行了局部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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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 份，管理单位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

共回收 110 份（区县 81 份，公安 29 份）。经过筛选，终端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中有效问卷

为 708 份，管理单位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中有效问卷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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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02，通信服务质量测评得分为 97.28。 

 

 

高校学生党员标杆管理探索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组织部 

课题负责人：曲昭伟 

课题组成员：曲昭伟，许琼来，牟承碧，马启华，李振鹏，张  怡，常  征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会课题。 

学生党员标杆管理不是一个比较学生党员管理绩效水平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识别 佳

实践并寻求如何学习实现超越的过程。在高校学生党员管理中引入标杆管理理论，是发挥学

生党员先进性和激发其潜力的需要，有助于实现学生党员客观自我评价的提升，有助于促进

学习型党组织的构建，为创先争优活动提供可衡量便于实施的实践支持。 

该研究在标杆管理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在高校党务工作中无形资源标杆的主要内容，

阐述在高校学生党员中运用标杆管理的实施方法和实施过程，并实证研究了以北京邮电大学

为例的标杆学生党员的特征，包括学习情况、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法纪观念、团结协作精神、

服务奉献精神、课外活动参与情况、信誉威信， 后提出了学生党员标杆管理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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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保网络运维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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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若弘，车培荣，黄逸珺，胡一闻，王君珺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为进一步做好医保网络的运维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医保网络管理工作，课题组进

行了医保网网络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问卷调查。此次网络服务质量调查从 3 个方面进

行评价：接入和拆改工作质量评价、故障响应工作质量评价、总体运行维护质量。收到用户

回复问卷 500 份，其中区县经办机构及分支用户返回 21 份，三级医院用户返回 77 份，二级

医院用户返回 127 份，一级及以下用户返回 275 份。总体来看，经过 2010 年医保网的网络

服务质量满意调查，服务于医保网的各个部门，增强了服务意识，不但每位管理人员和运维

工程师提高了对医保网的运维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而且各项运维管理制度的落实到位，

大多数用户对医保网的网络服务质量满意，但在某些方面也存有意见和建议。 

 

 

网络科普设施建设标准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化兰 

课题组成员：王化兰，王长峰，杨  旭，田  辉，李立华，王志荣，乔剑锋， 

赵  迪，王  堃 

结题时间： 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对国内外网络科普设施建设标准背景，以及网络科普设施建设标准的规律和经验

进行分析研究，为建立我国网络科普设施建设国家标准提出对策和建议，起草符合我国实际

的网络科普设施标准，具体分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对现有的国内外网络设施建设标准进

行分析研究，结合科普的特点，总结国外网络科普设施建设标准的规律和经验，提出我国网

络科普设施技术标准依据；二是对比研究国内外标准制订过程与原则，确立网络科普设施标

准制订的指导思想与标准编写依据；三是从总体要求的角度，起草我国网络科普设施标准建

议稿，为科普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检索、交换、发布和高效利用提供统一标准，为网络

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创造条件，为科技知识和先进文化的传播、绿色网络文化建设和提高我

国公众科学素质发挥重要作用。课题通过对国内外网络科普设施标准的对比研究，阐述了国

外网络科普设施标准的研究现状，分析了我国网络科普设施标准的实际情况，基于综合情况

的分析与研究，分别从内容标准与技术标准两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网络科普设施标准建设的建

议与对策；另外，对国内外标准的制订过程与制订原则进行了分析研究，根据综合分析研究，

并结合我国现行标准制订依据，从实际出发提出并起草了网络科普设施标准基本框架，从总

体上对网络科普设施建设提出了规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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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邮电史数字图书馆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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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婕，刘新燕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旨在建立记载和再现中国邮电发生及发展的历史的“中国近现代邮电史数字图书

馆资料库”。该资料库系统地、分门别类地搜集和整理了近代百年中国邮电史的相关材料和

记载，内容包括与中国邮电史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全文、提要、地方文献、后人研究论著等成

果以及相关文献的资料图片等等。建设成了一个既面向公众，有丰富的中国邮电史信息内容，

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邮电史知识，弘扬中华邮电文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资料库；又为专

业研究人员提供可便捷使用、信息丰富的综合性资源库。 

该库分为 4 个数据库子库： 

1．邮电史料文献题录数据库。中国近现代国家邮政走过了 100 个年头，其间经历了大

清邮政、中华邮政、中国人民邮政 3 个历史时期；饱受列强的欺辱和外国资本的束缚；在旧

中国的坎坷与磨难和新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机制；开创了别具一格的“邮

电文化”。“邮电史料文献题录数据库”将以再现历史为目的，收集反映邮电史发展的古籍、

民国图书、期刊（极少量建国初期期刊）。以期突出史料特色，为高校教学、科研及中国邮

电史研究提供高层面服务。 

2．邮电史地方文献数据库。收集记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邮电通信历史与现状、

反映邮电发展兴衰起伏活动规律以及该地区人士所著述的一切地方文献。文献类型包括地方

报刊、重要文件、地方史志、地方统计年鉴、大事记、地方人著述的文献及其研究作品等。 

3．邮电发明史图片资料库。该库是以邮电发明为线索, 展示与邮电发展相关的作品、

故迹、遗物、人物等图片的资料数据库。  

4．邮电史研究论著目录库。收集包括近现当代学者研究中国邮电史的论文目录和著作

目录两部分，论文目录选自各地邮电志和中国期刊网，著作目录选自国家邮政局邮电文史中

心和国家图书馆馆藏。 

数据库具有鲜明的专题特色，自发布后访问量不断增加，大量的文摘、全文为本领域研

究人员提供不错的信息保障，相信随着本数据库的持续完善发展会更大。 

 

 

2010 年海淀区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年度报告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惠 

课题组成员：彭  惠，吴  洪，魏  方，宋  阳，孙  敏，于  乐， 

            吴  利，曾梁杰，郭  斐，全智敏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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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首先从数量、行业、空间分布、资金来源和投向几个大的方面分析了 2010 年度

海淀区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总体发展概览，其次研究了 18 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在 2010 年度

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高新技术型行业、现代服务型行业和文化创意型行业在 2010 年度

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再次，对海淀区 122 家在国内上市的中小企业和 54 家海外上市的企业

在 2010 年度的发展情况、融资选择、资本构成、财务状况和股价变动一一做了研究，并对

2010 年度海淀区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服务支撑体系进行描述，内容包括了融资服务体系、

创业就业培训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以上内容均为实证性的数量统计研究，为了验证数

据的准确性、了解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该报告对海淀区 2010 年度中小企业进行了抽样调

查，调查的重点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就业福利、成长与发展状况、海淀区的政策环境。

同时，挑选了六家典型企业，分别分析了其在 2010 年获得风险投资、融资上市、技术创新

与市场拓展、国际化、转型等方面的案例。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之上，该报告给出了海淀区非

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在 2010 年度发展的评价和政策性建议。 

 

 

三网融合背景下的科普传播的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合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课题负责人：曾静平 

课题组成员：曾静平，李欲晓，唐任伍，郭  琳，周  添，何  地，王艺蒙 

结题时间： 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

民比例为 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

专家指出，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科普传播的乏力。我国的科普传播任重而道远。

科普传播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公民基本科学素养的重

要措施。我国的科普传播在全球处于落后状态，公民科普知识的需求很大。 

媒介技术每一次大的进步和突破都会带来媒体形态和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对于科普传

播也更是如此，科普传播在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的同时也受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以互联

网、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给科普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网融合的推进更加

优化了各媒介的技术和业务，也催生了更多新媒体的诞生，如：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交

互式网络电视、数字家庭等等，这些都会为科普传播的内容、形式、传播效果等带来巨大的

变革。 

该课题在厘清我国科普传播发展的历程及各个发展阶段的科普特点的基础上，对当前三

网融合背景下科普传播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科普传播的具体对策，包括：着眼人才梯

队建设，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大力开拓传播渠道，促进科普内容多途径传播；全力塑造

科普品牌，建立科普传播权威网站；完善科普传播内容，常态与应急知识有机结合；鼓励草

根科普创作，号召全民参与传播；增加科普传播内容的娱乐性细化科普传播对象，因人、因

地、因时制宜；注重本土国际融合，推动科普传播交流与共享等八方面的策略。这些策略从

实际出发，对于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更好的进行科普传播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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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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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素娟，贾恒越，苏  琦，宋婷婷，刘  斌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从密码学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了量子保密通信协议的安全性分析。总结了常见

的量子密码协议的攻击手段；分析了很多现有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漏洞，并给出改进；系

统归纳各种攻击方法的特点，一般性的对抗策略及对今后协议设计的启发等。主要研究成果

包括： 

1．分析了一类重要的量子签名协议——基于仲裁的量子签名协议（AQS）。从签名接收

者的伪造，签名者的否认两个安全角度，研究发现目前针对量子信息的 AQS 签名协议都存

在严重的安全性问题，并给出了这类协议的改进思路。 

2．在有限长度密钥分发的安全性研究方面，通过引入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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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观测参数的合理估值下，对密钥界进行模拟，

并给出了一个更加紧致的安全界。 

3．在量子秘密共享方面，分析了一种适用于集体噪声信道的多方量子秘密共享协议在

参与者攻击下的脆弱性，在保留原协议特点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安全的改进方案；同时利用

一种特殊的纠缠态——星形 cluster 态，构建了一种动态量子秘密共享协议。 

4．对于一类新型的量子密码问题——量子秘密比较（QPC）协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方面指出了一类 QPC 协议信息泄漏缺陷，给出效率更高，安全性更好的改进方案；一方

面利用特殊的物理资源 类纠缠态，设计新型的 QPC 方案；另外给出了一个能够比较两方大

小的方案，该方案可以解决多方安全计算领域中的百万富翁问题。 

 

 

首都高校大学生科学道德认知水平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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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志刚，王  冰，郭子木，郑立冬 

结题时间： 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课题编号：BJSZ2011ZC025 ）。 

经过研究工作，课题组已经初步掌握了科学道德测评工作的基本方法，设计出科学道德

认知水平调查问卷，对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协和医

学院等四所高校的约 40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约 20 名大学生进行了当面访

谈，对大学生科学道德知行情况得出了初步判断，针对大学生科学道德教育领域暴露出来的

问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 

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发现，大学生科学道德认知领域存在如下问题：1．大学生对

科学道德规范的内容知之甚少；2．大学生的科学道德教育强度不足；3．大学生的科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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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行为表现不统一；4．大学生的科学道德受外部不良风气冲击严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如下改进大学生科学道德教育工作的意见：1．明确科

学道德教育的课程载体；2．树立“全员参与”的科学道德教育理念；3．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

制度；4．营造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 

该课题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体现在：1．丰富了大学生科学道德认知研究的实证研究体

系；2．构建大学生科学道德问题的分析框架；3．探讨从科学道德视角改进科技管理的可能

性。成果研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1．为高校教师了解学生的科学道德认知水平提供了实际

数据，提高教育的针对性；2．有助于帮助和引导大学生理解自身的道德问题，加强自身的

道德修养；3．有利于提高教师科学道德教育的自觉性，树立教师道德教育的自信心。研究

成果的社会效益体现在：1．有助于社会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科学道德状况；2．有助于我国相

关政府部门加强和改进科学道德管理工作。 

 

 

高技术服务业“十二五”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陈俊亮 

课题组成员：陈俊亮，闫  强，宋美娜，程  渤，韩大海，鄂海红 

结题时间： 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高技术服务业是指以高技术为支撑，提供高质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服务的行业总

称。该课题研究内容集中在信息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两个领域。 

为推动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在信息服务业领域，一是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政策、体制、

机制问题，培育市场环境；二是促进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建立高效、便捷、国际化的服务体

系；三是构建先进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应用；四是抓重点在关键领域形成突

破。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一是明确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方向；二是构建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三是建立健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服务体系；四是加强产业关联，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机制；五是构建层级区域分工格局，推进城乡经济协

调发展；六是发展行业协会、产业战略联盟；七是规划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地。 

在政策机制方面，一要转变观念，尊重知识价值，关注高技术服务在提高社会生产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作用。二要加强组织保障和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建立部委协调

机制，制定国家级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战略，完善高技术服务业的统计体系和制度。三要破除

政策性壁垒完善市场机制，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资本进入高技术服务市场，以三网融合为

契机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四要将重点领域纳入产业扶持目录体系的鼓励和支持类。五要完善

财税金融等支持性政策，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中考虑高技术服务企业特点，制定增值电

信和互联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并纳入政策支持范围，设立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六要

扶持工业设计、软件外包、数据加工、动漫游戏、数字媒体等特色基地发展，加快通信网络、

公共服务平台、专业孵化器等配套建设。七要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储备，

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人才资质认证，鼓励企业对职工进行继续教育。八要保障网络和信息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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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领域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课题合作单位：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等 

课题负责人：刘韵洁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黄  韬 

北邮课题组成员：黄  韬，刘  江，李  锐，吕  博，魏  亮，方  超，王  健，王国卿， 

张  岩，肖  禄，贺晶晶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共同设立“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

略研究”联合基金项目研究课题之一。 

北邮课题组主要负责未来网络及相关技术战略研究。 

互联网已成为现代社会 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

军事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互联网产业已

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新兴产业，然而现有的网络频频的暴露出各种问题，尽管研究人员已经

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试图对传统互联网进行改进，但这些方案都未能从根源上解决当前互联

网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当前互联网的体系结构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为此，本课题（未

来网络技术）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提出一种高效、大规模、高度可伸缩、支持异构网络技术融

合的基础网络体系结构，设计将支持可扩展性、移动性、QoS 保障、安全性、网络的可控可

管以及网络的绿色节能等。 

该课题主要研究当前网络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网络的技术发展趋势；探讨

未来网络的技术路线研究，一种是基于现有互联网体系结构的“演进型”路线，一种是全新的

互联网体系结构设计的“革命型”路线，并针对两种技术路线进行分析对比；同时充分调研了

国内外未来网络领域的研究进展；明确未来网络的发展思路与目标；确定未来网络领域涉及

的关键技术并提出未来网络领域需开展的重大工程。 

    该课题主要试图为未来互联网的技术体系和运营体制提供有力的支撑，为国家建设未来

网络提供参考。 
 

 

提高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合作单位：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测绘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黄  韬 

课题组成员：黄  韬，刘  江，黄  涛，张云勇，王  乾，李  锐，吕  博， 

魏  亮，方  超，王  健，王国卿，霍  茹，肖  禄，贺晶晶 

结题时间： 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 2011 年度“技术创新院士行”的重要课题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以及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目前，现代服务业已受到世界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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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重视，我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已将现代服务业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现代产业体系结构、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之一。其中，对服务业创新能力的建设将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手段。

如何更好的将服务业与 新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推动传统服务业现代化、

现代服务业信息化，将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创新的重要课题。 

该课题主要围绕面向生产制造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国家

有关政策，研究该领域在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有关建设重点等，并提

出相应的措施建议。基于此，课题组充分调查了美、欧、日等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相关领域政策及发展趋势。根据国外的情况，深入剖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相

关政策，找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具有的有力条件和制约因素，并展望了我国现

代服务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与中国联通、中远物流等企业以及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电子商会物联网技术产品应用委员会、无锡出口加工区管

理局等单位进行交流和实地考察，详细调研了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的四大重点领域：科技服

务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和信息服务业，全面分析了各领域国内外的政策及产业发展现状，

探讨了相应的新需求和新趋势，总结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提出

了六项有实施意义的重大工程以及三个有待关注和建设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并给

出了相应的建设目标和建设思路。 后，针对在项目调研过程中所发现的制约现代服务业创

新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从相关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建议，供相关单位参考。 
 

 

《中国通信学科发展史》编写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通信学会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韦乐平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苑春荟 

北邮课题组成员：苑春荟，张  平，田  辉，胡  铮，许晓东，逄锦荣，张  迅，莫莉莉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中国通信学科发展史的编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工作。在缺乏系统的研究体系框架、研究

方法、研究队伍和史实素材的情况下，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的讨论，确立了以通信知识

体系发展和学科建制发展为两条主线的基本写作线索，即从通信理论体系和学科建制化两个

方面发展来认识通信学科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书从通信教育、科研、学术共同体、产业

和政策等 5 个方面阐述通信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反映它们之间的交叉关系；从通信网络

及交换技术、有线及光通信技术、无线及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及互联网通信技术等 4 个主要

领域阐述通信学科的知识体系和中国通信学科的发展历程，同时将中国军事通信技术的发展

作为相对独立的内容进行阐述。 

    该书面向通信技术和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专家、学者、教授、高等院校师生、政府决

策者，力求具有史料性，学术性，同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在写作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几个基

本的原则：（1）按时序编写、寓评于述、详略得当。对争议较多的，述而不评；（2）厚今薄

古，将写作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后的通信学科大发展时期。同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

求是地概括和反映中国通信发展的历史贡献，绝不厚今非古；（3）研究领域以公网为主，兼

顾其他；（4）大事记以标志性重大事件为中心，兼顾技术、业务和应用领域，适当突出主要

发展阶段的学科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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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创新类产品风险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秀娟 

课题组成员：赵秀娟，张洪水，张  文，部  慧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完成了以下工作：深入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新类产品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对当前 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为投资渠道拓宽后的创新类证券

管理和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工具；研究了创新条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风险评价问

题，不仅在风险管理和评价预测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而且从研究思路上给出了新的角度并进

行探索，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创新类产品评价体

系的构建，特别是将根据所研究内容形成了 3～4 篇有指导意义的政策研究报告上报给国家

高层，为证券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相关工作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我国证券行业更加健康快

速地发展。 

 

 

信息产品产业化发展战略研究及培训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宁  帆 

课题组成员：宁  帆，高泽华，苏福根，赵国安，孙  波，毛京丽，孙学康， 

张玉艳，王亚龙，张品晶，宋  晨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课题组负责信息产品产业化发展战略的研究，负责二次开发远程通信等相关模块，并负

责安排和管理甲方相关培训工作。同时，参与到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开发中，出谋划策，确定

查新路线。在了解国际发展动态的同时，深入了解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化发展动态和建设情况，

在研究 新信息安全产品动态和国家信息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后，有针对性的

提出下一步产品的研究建议。 

备份软件是信息产业的基础，属于基础软件。基础软件是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中 基本

组成部分，处于产业链源头，是整个产业的基石。课题组针对实际需求，对跨平台数据备份

软件远程备份压缩模块，数据备份软件远程备份加密模块，数据备份软件远程备份传输模块

（基于 Windows 平台）进行了开发，以确保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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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文宏 

课题组成员：王文宏，黄  佩，孙  炜，牟文杰，万  柳，刘胜枝，梁  刚，黄传武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2009 年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蓝皮书》，内容涉

及 2009 年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的整体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目前动漫游戏产

业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并得到如下结论： 

1．动漫游戏产业格局方面，图书是漫画的主要传播渠道；电视动画在制播销售上获得

突破；动画的传播渠道开始多元化，新媒体发行起步；电影动画发展有待加强；多个中央企

业推动原创动漫发展；动漫衍生品市场有一定的发展，但仍未成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有待解决；游戏以网络游戏的迅速发展为标志，其中网络游戏独领风骚，

大型网络游戏持续增长，市场规模连年扩大；运营收入引领产业整体提升；网络游戏、网页

游戏、手机游戏形成三大产品类型；网络游戏行业走向聚合；多个产品线布局成为市场稳健

发展的关键；网页游戏市场继续增长，社交类网页游戏强势发展；游戏出口产业步入正轨，

北京市引领开拓海外市场； 

2．动漫游戏受众格局方面，北京市动漫动漫受众以 12～25 岁为主，教育程度以中学、

大学占多；动漫消费水平偏低；电脑和手机网络已经成为 集中的动漫接触媒介；受众喜欢

的以流行的热血动漫作品（如火影忍者、海贼王、七龙珠）为 ，国产经典动漫仍有良好表

现，但新的国产动漫作品则反映一般；观众对国产动漫的期待与失落并存，对其未来表示担

忧。 

3．动漫游戏人才需求上，北京的动漫教育无论是培养院校和培养人数都出现激增，教

育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还不能够完全对接，仍缺乏创意性人才、

剧本人才和动漫游戏产业的营销和推广人才。 

4．进入口和投融资方面，北京市的游戏企业引领中国开拓海外市场，拥有出口龙头骨

干企业，海外市场前景良好；投融资方面政府扶持力度大，中小企业发展活跃，但仍存在融

资困难、资金来源单一，缺乏长效的资金保障机制等问题。 

该课题的调研成果为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1）加强对原创

动漫的扶持，发挥北京特色，弘扬民族文化；（2）规范产业基地建设，推动形成成熟的产业

链；（3）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4）促进动漫游戏产业人才培养，

增强产业发展后劲；(5)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加强产业整合和合作；（6）重视受众需求，定

期进行受众和消费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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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合作单位：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电信系统分会 

课题负责人：彭晓峰 

课题组成员：彭晓峰，马  骧，上官永，苏凤鸣，田玉娥，高  照，李秀峰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该课题旨在通过对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研究，增加电信基础设施利用率，避免由于

电信运营商重组及全业务运营而引起的重复建设和过度投入。课题研究的重点：一是通过对

于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政策分析对一系列的共建共享提出具体的策略和建议；二是把握

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的难点和重点提出适合运营商和政府管制的建议。 

该课题首先通过对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经济学分析，对电信行业的行业属性、行业

特征以及社会资源分配 优化的角度阐明了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必要性。并且，从产权

理论阐述了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基本符合科斯定理的要求，能够达到社会资源节约的目标，

能够满足中国各个运营商自身利益 大化的要求。 

基于国家已经提出了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一系列政策框架，该课题主要针对基础电

信企业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过程中，共享的合作政策、共享流程、共建流程、费用及权益

确定原则、共建共享设施维护要求争议解决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共享方面，主要突出的

解决了共享的补偿政策及其后续配套政策探究，其中包括共享租费、改造费用等做出了详细

的阐述。与此同时，对国外的电信运营商在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方面的经验也进行了搜索

总结和述评。 

对于三大电信运营商签署的《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合作框架协议》，该课题则提出了

建立健全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法律法规、建立科学合理的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费用结算

体系、建立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管理机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电信运营商的配合责任，

以及突破囿于电信行业内的合作模式等六个方面的建议。对电信基础设施共享的研究，主要

包括共享的补偿政策及其后续配套政策探索，其中包括共享租费、改造费用等。在明确给出

电信基础设施共享范围的同时，对电信基础设施共享补偿政策（含补偿方式）、建立电信基

础设施共享补偿政策的基本原则（系统性原则、暂进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差异性原则、非

盈利性原则、电信基础设施改造费用的分配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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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馆常设展区 37 标段“走向未来展区” 

深化设计、制作及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立 

课题组成员：高  立，高  欣，宋荆洲，高  盟，孙  岩，罗  红，尹长川， 

刘丹谱，纪  阳，马  慧，安  杰，钟  华，马  严，张  燕， 

贾庆轩，孙汉旭，郭志刚，黄  沛，李宝洵，葛子刚，刘洪沛， 

文福安，姬艳丽，李  青，任旭鹏，周  培，李盼盼，隆春玲 

结题时间： 2011 年 9 月 

 

该课题为一般纵向课题。 

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 37 标段“走向未来”展区共完成了 20 个展项的初步设计、深化设

计及制作，并完成了开馆以来展项的改造及 2 年的服务。分别是：通信无限、我的足印、动

作捕捉、沟通世界、循环经济、数字试衣镜、手机的未来、如影随形、球形机器人、未来工

作室、数字记忆、发明与专利、诺贝尔科学奖、未来之门、智能积木、数据中心、找家乡、

海洋科考、正确看待科技等展项。 

展项的展示技术涉及到信息、通信、自动控制等的 新领域。多媒体方面是中科馆多媒

体片源中唯一采用全部高清制作的单位。全部的展项采用了集声、光、电集多媒体和信息通

信为一体的巧妙设计，为参观者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和对目前 新信息通信技术基础知识

的初步认识。 

2009 年 9 月 16 日开馆。9 月 20 日首次对公众开放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就迎来了 15000

多名的参观者。平时日参观量 2～3 万，节假日及寒暑假参观量 7～8 万人。作为世界上 大

的科技馆之一的中国科技馆聚集了中国当前 好的科学技术普及展示品。 

2011 年 9 月 30 日，完成开馆后 2 年的展品升级、改造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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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的 OTT 流媒体系统和物联网 

标识管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松林 

课题组成员：孙松林，于舒婷，王世良，黄  飞，冯进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由两部分构成： 

1.完成可扩展的 OTT 流媒体系统的设计和原型，并研究能够增强性能和终端用户 QoE

的优化方法。研究如何构建一个更有效率具有更好 QoE 的 OTT 流媒体系统。主要工作包括：

实现终端侧的流媒体接收和播放，实现服务器侧的流媒体存储和分发，研究提高性能、扩展

性和用户 QoE 的方法、分析并验证所提出的方法。 

2.设计和实现物联网标识管理系统（简称 SOIDM, Smart Object Identity Management）的

概念原型，研究和开发物联网中基于标识管理的应用实例演示系统。主要工作包括：实现物

联网标识管理系统的原型的设计和开发，基本功能是提供物联网标识的提供，以及物联网中

设备、平台和应用的相互认证；研究和开发基于该标识管理系统的物联网应用实例演示系统。 

 

 

认知无线网络中的协作通信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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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根，林文轩，徐明月，聂高峰，纪  鹏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单节点频谱感知能力受限问题，提出在认知无线网络中采用基于协作通信的

多节点感知技术，围绕实现对授权信号的准确、快速和有效的感知开展深入的研究。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认知无线网络的资源调度与优化配置。 

课题组首先基于主用户业务的相关性，建立马尔可夫状态变化模型，研究如何利用感知

历史信息来辅助进行感知信号判决，以使次用户可靠、快速地感知到“频谱空洞”。在此基础

上，对现有认知网络进行划分，拟针对集中式、分布式、混合式等协作认知网络进行研究，

探讨如何降低信令开销、提升感知性能、改善系统容量等。具体地，1) 在集中式认知网络

下，建立感知系统有效吞吐量与感知性能折中的理论框架，并研究降低报告开销的数据传输

方案；2）在分布式认知网络下，建立分布式感知系统的信息交互模式，并设计 优信息交

互方案来降低信令交互开销；3）在混合式认知网络下，建立多信道分簇协作频谱空洞感知

模型，研究 优系统分簇方案和感知结果融合准则。课题组在不同的认知网络部署场景下，

基于协作通信技术设计了多种有效的感知策略与传输方案以改善认知无线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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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标识管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松林 

课题组成员：孙松林，于舒婷，王世良，罗  素，蔡  霖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 SOIDM 的应用实例演示系统的第二期工程，它在第一期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改

进和增强 SOIDM 系统原型及相关的物联网应用实例演示系统，该课题的主要工作包括：开

发物联网终端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集成开源的 M2M 平台，以及实现新的 SOIDM 相关的功

能； 另外，还包含研究和开发基于该标识管理系统的物联网应用实例演示系统。该课题产

出和阶段性成果如下： 

1．物联网标识管理原型和演示系统源代码，实现以下功能：（1）可以在指定的 M2M

设备上运行的软件模块，包含下列功能：SOID 的注册，双向认证，数据汇报以及响应；（2）

集成 SOIDM 和指定的开源物联网管理平台，以及相应的物联网应用；（3）增加新的 SOIDM

相关概念进入演示系统；（4）研究和开发新的 SOIDM 相关的应用。 

2．物联网标识管理原型系统和演示系统相关文档：（1）源代码；（2）设计和开发文档；

（3）演示系统使用手册。 
 

绿色无线接入网概念验证系统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牛  凯 

课题组成员：牛  凯，贺志强，刘晓辉，詹仙宁，周  希，姜伟鹏，赵光辉， 

李  洲，孙健行，杨芳僚 

结题时间： 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基于通用多核 CPU，实现第四代移动通信 TD-LTE 基站的上行链路信号处理功

能。该课题采用基于 GPP 的高速软件无线电平台架构，具有低成本、易扩展、灵活性强的

技术优点。课题组提出了创新性系统设计思路，从系统级、算法级和指令级三个方面，对上

行链路的物理层信号处理做出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设置统一的系统配置模块对各个模块进行参数配置，将资源（解）映射、（解）速率

匹配、Turbo 内交织器等需要复杂运算而得出的映射地址事先计算，存入 RAM 表中，在开

始时通过参数配置统一加载到缓存中。由于这类模块为类似于交织表的地址映射表，不需要

复杂的查表寻址，因此极大的简化了内存操作。 

2．对于计算密集的模块，例如信道估计、软解调和 FFT 运算，通过算法优化，找到性

能优良而且算法复杂度合适的算法；另一方面，主要通过 SIMD 并行指令集和多线程操作提

高数据处理的并行度。 

采用这些优化技术，极大提高了信号处理的速度，满足了 TD-LTE 基站的上行链路实时

信号处理需求。整个项目完成了 TD-LTE 上行链路的软件代码开发工作(Linux 版本)，提交

了上行链路的系统设计、程序说明、模块设计、测试报告等 7 个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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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分复用的 CO-OFDM 系统非线性效应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乔耀军 

课题组成员：乔耀军，纪越峰，徐艳飞，钱文辉，王  哲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波分复用（WDM）技术在光纤中通过增加并行传输波长的数量提高系统容量，是目前

成熟的技术。它只需要在发、收端分别增加复用、解复用器，并对链路做一定的改造，就

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升级扩容。然而 WDM 长距离传输系统作为新技术的实验平台，面临

许多极限性的挑战，如光信噪比低，色散、非线性效应影响严重，存在串扰等等，需要综合

采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该课题针对 WDM 系统中信道间非线性的特性进行

研究。通过仿真，研究不同的参数对 XPM 引起的相位噪声和偏振散射的影响以及不同的参

数对系统中 Gordon–Mollenauer 噪声的影响。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校正了 PDM-QPSK 和 PDM-OFDM 系统，搭建了 WDM 环境下的仿真平台，验证了

系统的正确性。 

2．基于 WDM OFDM 系统平台分别仿真研究了不同光纤配置、不同跨段长度、不同的

WDM 信道间隔以及不同的 OFDM 调制格式对信道间非线性的影响，通过分析和提取噪声

的统计特性，评估不同参数的影响，深入理解了非线性的作用机理，为下一步构建非线性噪

声的补偿方法打下了基础。 

3．基于 PDM-OFDM 系统平台分别仿真研究了不同入纤功率、不同跨段长度、不同色

散系数以及不同色散补偿率对系统中 Gordon–Mollenauer 噪声的影响，并和相同容量的 PDM 

-QPSK 系统进行了对比分析。 

 

 

基于 OpenFlow 的多粒度多层光网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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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前期多层多粒度透明光网络的新型 OpenFlow 集中控制架构的研究基础上，进

一步开展关于 OpenFlow 控制性能的实验研究，具体取得了以下成果：提出了可应用于光突

发交换/波长交换（LOBS/WSON）多粒度多层光网络的OpenFlow集中开放式控制体系架构、

以及实现光突发包的端到端可靠传送的 OpenFlow 控制机制；基于所提出的 OpenFlow 集中

控制架构，搭建了一个具有 1 个 WSON 域和 2 个 LOBS 域的多粒度多层全光交换网络试验

平台，并成功演示了 OpenFlow 控制下的端到端突发数据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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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光接入网技术的研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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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任丹萍， 

王金宇，曹  蓓，何佳悦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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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该课题的主要技术成果包括： 

(1)大规模流量产生技术与模拟产生器(Traffic Generator)。 

(2)碳足迹检测与管理技术。 

(3)电力消耗预测技术与算法。 

(4)AMI 平台大规模传输网络性能测试技术。 

 

 

多媒体音视频检索技术（2011~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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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视频语义概念检测技术已成为多媒体分析领域的研究热点，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

用价值，为海量视频检索和管理提供有效手段，为新一代搜索引擎更加准确和智能化提供了

基础。 

视频语义概念检测作为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检索的重要部分。本课题研究在视频结构分析

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算机所提取的底层特征与人类对视频数据的语义理解之间的关联，自

动检测并标注视频中的语义概念，使人们可以在较高层次上描述视频内容。 

该课题深入分析了多种底层视觉特征和多种 SVM 核函数对视频语义概念检测系统性能

的影响，研究了人类视觉感受的特征的提取与稀疏表达、基于迁移学习的语义模型、基于多

特征融合、多核学习的视频高层语义概念检测技术，建立了基于多特征融合的语义概念检测

技术，以及基于多核学习的多层核函数组合模型的前融合算法和基于分类器决策的多级后融

合算法，应用于视频概念检测和语义融合分析的基本框架，以实现有效、稳定、有广泛适用

性的多媒体信息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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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S 用户行为分析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裘晓峰 

课题组成员：裘晓峰，张春红，高  英，成  城，王新宇，何亚溪，祝云凯， 

邵先磊，李  明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根据得到的网络的节点数、边数等拓扑信息，计算了网络

的密度、平均度、平均距离、Watts-Strogatz 聚类系数及网络紧密度等，分析了新浪微博与

传统互联网及其他社交网络的异同。2.根据用户在线社交行为，建立了用户关系模型，衡量

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连接关系的强度。3.建立用户身份认证模型，首先从获得的微博用户中

筛选出与老年人群体相关的人群；再通过聚类、分类等方法自动划分这些用户的类别，得到

老年人群体的社交结构，包括个人、单位、信息三大类和十小类人群。4.根据身份认证后的

分类结果，分析与老年人相关的各类群体的微博行为特点，包括其性别比例、地域分布、习

惯使用的设备、微博上的爱好、影响力等。5.以用户发布微博的时间为切入点研究用户行为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时间序列的形成方式不同分为长期时间序列和短期时间序列，两种序

列分别从整体宏观和微观角度对于用户行为进行了描述。6.研究从匿名化 MSNS 不同于传统

数据表的隐私攻击着手，分析匿名化 MSNS 中由于终端移动性、连接有向性、隐私强度各

异、数据发布动态性等特点造成的隐私攻击类型。进而设计面向 MSNS 数据发布的匿名化

算法，根据发布对象不同（第三方应用、服务提供商、政府、研究机构等）以及不同对象的

信誉值自动实现不同强度的匿名化数据发布。 

 

 

Bada 应用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谷勇浩 

课题组成员：谷勇浩，吴伟明，崔丽强，王子鹏，金杰敏，张雪冰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是为合作方 Bada 平台开发适用于 Bada 系列手机产品的软件，确保软件高

质量、及时交付。 

在设计开发过程中与合作方进行多次交流后，于2011年10月完成合同要求的技术成果：

Bada 应用软件（包括 8 个具体应用），通过多次测试审核，成功上传至 Samsung Apps。 

合作方验收组认为：北京邮电大学-ANM 研究中心开发的 Bada 应用软件实现合同中“功

能需求”中所要求的所有功能，通过 Samsung Apps 软件测试及内容审查并上架，软件质量及

用户体验等同或高于其它平台(Android/IOS)的类似产品。同意该项目通过 终验收。 

课题成果：（1）“Bada 应用软件”需求及设计文档；（2）“Bada 应用软件”产品成果——8

个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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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网络移动性管理研究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赵  钦 

课题组成员：赵  钦，黄小红，马  严，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针对 IPv6 网络中移动性管理技术进行研究，具体如下。 

1．移动性功能对 IPv6 网络的影响调研 

该课题对引入移动性功能对 IPv6 网络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调研，包括：1）为支持移

动性，IPv6 网络可能需要做的改进；2）在移动 IPv6 网络中，传统的电信和移动运营商主要

扮演的角色分析。针对调研结果，提交调研报告。 

2．现有移动 IPv6 解决方案的分析 

跟踪 IETF 国际标准组织的工作进展，对现有的移动 IPv6 解决方案进行深入的分析，并

提交调研报告，同时协助法电撰写标准草案，提交 IETF。 

3．测试和实验 

基于法国电信已有的 IPv6 测试平台，对某些移动 IPv6 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包括对现有

平台的改造以及具体的实验设计， 后提供测试报告。 

 

 

IPv6 过渡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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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钦，马  严，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针对 IPv6 过渡技术进行研究，同时搭建实验平台，具体如下。 

1．PCP 技术设计和实现 

该课题首先基于法国电信已有的 PCP 代码，针对特定的功能对代码进行升级，包括：1）

针对 IETF 提案，实现 PCP 基本 ID 和更新功能；2）根据 IWF I-D 和更新，对 PCP-UPnP 功

能进行实现；3）在 CPE 中部署 ALG 功能，支持 PCP 功能，并实现与 LSN 交互；4）针对

UPnP 1.0 嵌入式应用，对 PCP IWF 进行扩展测试；5）实现端口随机分配算法。 针对上述

功能，提交代码设计文档。 

2．组播 DS-Lite 功能实现 

针对 IETF 的标准提案，实现组播 DS-Lite 功能，同时在法电已有的平台中进行部署，

提交代码设计文档。 

3．测试和实验 

设计测试例，对 IPv6 过渡技术进行验证，提交测试规范和报告，同时更新法电的 IPv6

过渡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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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2DM 技术的客户端推送代理和下载代理的 

研究和开发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 朱新宁 

课题组成员： 朱新宁，裘晓峰，高  英，蔡洪哲，矫艳梅，聂  云，钟艺华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关于 Android 系统 C2DM 推送功能验证和收集客户端代理服务器的设计，并

开发设计一个定制化视频应用程序和下载代理。 

1．研究如何设计完成手机客户端代理服务器的 C2DM 推送功能。随后几个月中的主要

工作包括：验证尝试让 C2DM 正常运行，Android 系统能够支持 VPN，代理服务器（手机 B）

接收 C2DM 的推送通知并解码之后转发给推送器 GW，手机 A 接收并分析 SMS 以运行客户

端应用程序。 

2．设计一个定制化 YouTube 应用程序和一个下载代理，该下载代理可以从互联网上下

载相关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应用程序能够对下载代理给出下载请求来下载互联网上的相关

内容（视频片段），并能够在下载完成后播放和观看该片段。除此之外，在这个应用程序和

下载代理之间通过接口来交流。 

3．完成项目验收并优化系统，移交了所有源代码和文档。 

 

CO-OFDM 系统中 PMD 和非线性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乔耀军 

课题组成员：乔耀军，纪越峰，刘学君，徐艳飞，王战胜，赵  源，钱文辉 

结题时间：2011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 CO-OFDM 系统中 PMD 和光纤非线性的补偿方法。通过仿真研究，对 PDM 

CO-OFDM 系统性能进行全面的评估，得到 PMD 以及非线性的补偿方案。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在 CO-OFDM 系统仿真平台的基础上搭建偏分复用的 CO-OFDM 仿真平台，并验证

其正确性。研究了 MZM 的调制深度、激光器的线宽、频偏以及 ADC/DAC 量化比特数对系

统的影响，并针对激光器的线宽、频偏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基于导频的相位补偿方法和基于

虚载波以及循环前 补偿频偏的方法。 

2．研究了 PDM CO-OFDM 系统中 PMD 的影响。研究一阶 PMD 和高阶 PMD 对系统的

影响以及补偿方法，其中一种是将无线中的 BLAST 方法作为一种信道检测方法，系统性能

得到提高。 

3．研究了 CO-OFDM 系统中光纤非线性的影响。研究在光纤链路中采用 OPC 进行非

线性补偿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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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分裂与分布式天线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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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坦，戴慧玲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蜂窝网络架构的发展与演进的需求，选取了异构部署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布式

天线与热点覆盖组网两部分内容进行研究。这两种组网方式较为接近，又各具特点。在分布

式天线系统中，各天线端口可以实现预编码联合传输。针对该问题，首先选取若干种主流线

性预编码策略，对其在分布式天线系统中的可行性及算法效果进行了评估。接着，鉴于块对

角化算法在分布式天线系统下的良好表现，针对回传链路不充分与异步干扰等非理想因素，

分别提出了半联合块对角化算法与异步时延下增强块对角化算法，能够有效抵抗非理想因素，

实现更好的系统性能。 

由于热点覆盖组网涉及到诸多细节，该课题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性能评估与优化研究，

包括不同的频分方案、不同的小区范围扩展、不同的拓扑场景、不同热点基站天线类型等。

在评估中也获得了系统优化的准则。并提出了一种联合考虑热点基站功率、用户密度、干扰

环境、用户服务质量要求等因素的选址策略，为热点基站的选址范围提出约束。 

在热点覆盖的小区选择方面，针对传统小区范围扩展在各个热点基站上叠加固定偏移量

的不合理性，为每个小区设计了独特的接入偏移量。其计算与小区所处位置的干扰环境以及

小区当前的用户密度有关。所提偏移量能够以更小的平均频谱效率损失换来更好的负载均衡。 

后对两种组网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现有评估异构部署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

的评估办法，针对分布式天线与单层热点覆盖的理论容量进行了分析讨论，设计了实际可行

方案。 

 

 

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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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琪楣 

课题组成员：崔琪楣，李世渊，杨  姗，王  辉，李晓娜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2008 年 1 月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向全球发出了征集先进的国际移动通信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Advanced，IMT-A）技术提案，为了满足 ITU-R

的需求，3GPP 于 2008 年 3 月正式启动了 LTE-Advanced 项目。尽管 3GPP LTE 已经具有相

当明显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特征，但是从指标上来讲，3GPP LTE 与 IMT-A 的要求还有一

定差距。因此，LTE-Advanced 在 LTE 的基础上进行增强以便满足 IMT-A 的要求。协作多点

传输（CoMP）技术作为 LTE-Advanced 的关键技术之一，在 3GPP RAN1 #54 次会议中被纳

入到 LTE-Advanced 的关键技术框架中。CoMP 技术能显著提高小区吞吐量和边缘用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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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用户的数据在协作小区之间是共享的，整个协作小区簇同时为一个或多个用户服务，

能消除各小区间的干扰，大大改善小区边缘用户性能。 

该课题主要完成了以下研究内容： 

1．搭建 CoMP 系统级仿真平台，完成其性能评估，主要包括：同构网下建立 CoMP 仿

真平台，并进行性能评估和分析；对异构网场景进行干扰分析，完成系统级仿真评估和分析； 

异构网下建立 CoMP 仿真平台，校准仿真平台以及评估不同参数下的 CoMP 技术性能。 

2．针对不同的信道质量，提出一种基于码书的增强联合发送信道信息反馈方案。基于

提出的反馈方案，在异构网 CoMP 系统中进行性能评估，提高了小区平均吞吐量和小区边

缘用户吞吐量。 

 

 

User-centric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in Green 

Wireless Networks Towards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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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侃 

课题组成员：郑  侃，龙  航，王文博，吴文君，张月莹，刘  飞，贺  媛，张颖凯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国际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基于用户为中心的无线资源管理，目标是提高未来宽带无线蜂窝通信系

统容量。该课题对相关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性能评估；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先

进算法。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基于用户为中心的无线资源管理调研。2．用户为中心无线

资源管理的建模分析。3．用户为中心无线资源管理优化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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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接入网下的宽带应用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曾剑秋 

课题组成员：曾剑秋，袁  野，张  静，邱培刚，雷  俊，陈  理，张  群，邓宇一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以 PON 技术为代表的光接入网的全面规模化部署，用户接入的物理带宽瓶颈正在

逐渐消除，给用户提供 2M 以上、20M、100M 带宽或者无级按需带宽也已成为现实。随着

用户对网络应用需求的不断增加，客观上造成对网络使用的压力，该课题重点研究在光接入

网条件下，2M 以上、20M 或 100M 用户速率高带宽时，宽带应用的模式问题。  

该课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了北京联通宽带网络的发展模式和应用模式：(1)建立

北京本地网光接入高带宽条件下的用户行为流量关联模型，为各种网络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建立应用特征库，为应用的面向对象和快速生成建立基础。（3）建立适合本地网条件

的 IP 叠加网 IPON 模型，为解决流量跨域、存储分布、应用分布提供方案模式和理论依据。 

（4）可解决三网融合中大规模视频数据存储分布问题，是对目前广电提出的基于机顶盒下

端存储方式的有力对策，可解决目前运营商带宽过量、存储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带宽-存储

模式建立基础，应对三网融合挑战。（5）解决在云概念的大趋势下，运营商基于已有网络和

应用的落地问题。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基于北京联通网络现状对用户行为流量进行深度挖掘，进行市场分析预测和用户行

为业务量分析，构建了用户行为流量模型，并用于北京联通宽带网络的升级和扩容。 

2．在现有运行网络的基础上，通过 IPON 模型的研究，进行各种业务适配的实验，得

出实验数据，提出了北京联通宽带网络发展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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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城市和试点示范项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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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廷杰，陈  霞，刘  茵，黄  杰，汪培然，张  萌， 

郝建韬，尧  舜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通过对国内外移动电子商务发展信息的汇总分析，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对政府和

集团公司以及其他省公司在移动电子商务应用、推广传播等工作，提供全程支撑服务，提升

电子商务策划、运营、推广、宣传效应规划策略能力，完成各类营销策略、宣称文案、新闻

稿件和汇报材料。有效地与政府进行广东省移动电子商务国家级试点示范城市和国家级试点

示范项目的传播与推广，提高项目的全国影响力。 

 

 

海淀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  蓉 

课题组成员：马  蓉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北京市海淀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技术咨询服务。通过课题组成员

对北京市海淀区实地驻点调研、海淀区相关领导访谈、行业专家访谈、相关企业高管与专家

研讨，撰写《海淀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研究报告深入研究国际国内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环境，海淀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基础，国内外其他地区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经验，提出未来海淀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及促进海淀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措施、建议，为海淀区未来更好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客观、科学

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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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集团客户部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及 

团队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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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欣，刘少文，魏永浩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通过资料分析、对标分析、问卷及访谈调查等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北京移动集

团客户部的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员工职业生涯发展、团队文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另外，协

助集团客户部开展了 2011 年的两次敬业度及满意度调查，具体成果如下： 

1．设计满意度及敬业度调查问卷，完成问卷数据分析，结合历次满意度及敬业度调查

的结果，生成分析报告。 

2．绩效考核方面，提供了绩效考核调研结果分析报告，并提出了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方

案、职能部门员工绩效考核方案、行业中心绩效考核方案。 

3．职业生涯发展方面，提供了职业生涯调研结果分析报告，并提出了岗位能力标准、

职业生涯发展制度。 

4．团队文化方面，提供了团队文化调研结果分析报告，并提出了集团客户部的愿景、

文化理念、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团队文化三年发展规划。 

 

 

移动手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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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勇浩，熊元威，王  琦，程明远，李孟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 3G 网络的发展及网卡的广泛应用，网络中的安全事件从固网互联网络发展到与移

动融合的互联网络，网络安全日渐突出和重要。研究移动手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现实作用。该课题完成了：基于 Gn 口信令分光技术方案的设备软件开发；移动手

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接口功能；设备的现网试运行和调优联调工作。与合作单位共同完成了

移动手机 IP 地址溯源软件平台的开发和联调。 

课题成果包括：（1）移动手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设计方案；（2）移动手机上网 IP 地址溯

源开发测试；（3）移动手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系统在移动通信网络中部署应用。 

合作方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了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由北京邮电大学开发的“移动手

机上网 IP 地址溯源”系统，接口标准规范、实用性强，已经达到合同中所确定的内容和要求，

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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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首都特点的不良信息分析、定位及 

解决方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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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彤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从产业生态、中国联通及北京联通三个层面入手，探讨基于首都特点的不良信息

分析、定位及解决方案。首先，明确不良信息的内涵及分类，探讨不良信息管制的必要性和

国内外管制现状，以期为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和北京分公司提供参考和借鉴。其次，分析了不

良信息的传播机理及管制方式，并基于产业共生理论，提出共建公共信息安全云管理平台的

不良信息管制思路。再次，基于公共信息安全云管理平台，研究了中国联通集团的应对策略。

后，探讨了北京联通不良信息管制的应对策略。 

 

 

精细化 QoS 管理——针对 M2M 业务的无线资源管理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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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辉，徐玲玲，黄  铫，孙琳琳，李锦鸿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基于承载至无线蜂窝通信的海量 MTC 通信面临的问题，调研了 M2M 在业界的

发展概况，国内外标准化进展以及 M2M 业务对传统 RRM 算法的影响，对 M2M 业务承载

至无线蜂窝网络后的资源管理性能进行了评估分析，并结合M2M业务特点设计了针对M2M

的无线资源管理解决方案，保证 M2M 对 H2H 业务影响降至 低的条件下，尽可能提高 M2M

通信质量。 

课题针对 M2M 在无线蜂窝网络 GSM/UMTS 上的承载性适应性分析，在研究中分别评

估分析了承载 M2M 业务前后对 H2H 业务 3 个方面的性能影响：（1）信道分配；（2）随机

接入性能；（3）功率控制。 

结合 M2M 业务特点，根据评估分析结果设计了针对 M2M 业务的无线管理解决方案：

（1）结合 M2M 业务特点，建立了适用于 M2M 的三层业务源模型；（2）提出了信道分配

方案；（3）设计了基于对数的功率攀升策略。当 M2M 业务随机接入失败，M2M 设备采用

功率攀升步长增大发射功率。 

结合M2M业务发展，研究精细化M2M无线资源管理解决方案对今后M2M业务与H2H

业务共存场景下的研究与应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海量 MTC 设备同时接入网络的一旦拥

塞问题解决，将加快 M2M 业务的普及速度并推进 M2M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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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动态资源管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范春晓 

课题组成员：范春晓，刘  杰，张晓莹，吴岳辛，邹俊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系统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采用跨平台的基于 JAVA 平台的三层应用体

系结构，对维护资料进行数据库模型化，集中保存，分散维护，并提供了对资料的智能化查

询统计功能，节约了运营成本，也给公司决策层作用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其主要

特点为： 

1．以现有移动通信网络结构为蓝本，创建了移动通信网状态虚拟技术，使资料系统实

现了现有通信网网络结构的数据库模型化。 

2．创建了分布式移动通信网资料维护引擎，实现了维护资料集中保存、分散维护的管

理模式。以用户的思维方式为本，提供了各种灵活的查询方式，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资

料进行展现，使维护人员能迅速查到所需的资料，为日常维护工作及工程建设提供强大的支

持。 

3．应用功能强大。实现了全网网元设备集中管理，传输资料的动态管理，电路及网络

拓扑的动态管理，动态电子地图，端到端的电路调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在集中平台上对

设备端口利用率、电路统计、中继群分析等资源统计功能。 

 

 

调度指挥系统网管子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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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万江，万  静，郭运尧，张  帅，林晶莹，宋  杨， 

张  蕙，董昭森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系统是专门用于管理调度指挥系统各种型号设备的软件，该软件运行于 Windows2000

及更高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管理功能按照 TMN 的规范进行设计包括配置管理、故障管理、

维护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几大模块，各模块可以分别加载。同时针对调度指挥系统的特点增加

了一些维护功能，以方便用户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更加便捷、高效的完成对设备的维护和升级。

从逻辑上，把一台交换机设备当作一个网元，在网元叠加组成更大容量的交换机时也是如此。

网管系统可以同时管理多个网元，同时能管理交换机所属的终端。网管系统和网元之间采用

私有的 TCP/IP 协议，网管只需要与一台或几台交换机在一个 LAN 里，其余交换机可以靠

网管通道为远程网元提供通信通道。网管系统软件采用 C/S 方式，客户端软件相同，但根据

不同的权限可以加载运行一个或多个或全部模块。客户端软件和服务器端软件可以部署在一

台计算机上，也可以分别部署在不同的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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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动态资源管理系统与传输网管系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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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莹，范春晓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系统建设了天津移动资源管理系统与天津传输网管系统的接口系统，为天津移动资源

管理系统实施电路调度提供实时、准确的传输资源数据保障，系统完成如下功能： 

1．通过与传输网管系统的 WEB SERVICE 接口采集传输网管系统的 EMS、网元、网元

容器、板卡、端口、CTP、拓扑链接、CTP 交叉连接、以太网业务配置、以太网通道绑定、

波分内部拓扑、波分盘内信号流向的数据。  

2．对该接口数据格式进行解析和入库，并与动资源管理系统的现网数据进行数据融合，

解决了采集到的接口数据与现有动资数据的同步问题。 

3．提供接口采集参数设置、操作日志查询和手工调用同步接口的接口，为系统提供手

工同步和自动同步两种同步方式，并能对同步配置参数和操作日志进行查询。 

4．提供在数据入库之前，对动资系统的时隙数据进行核查的功能。 

5．利用从传输网管系统中采集到的交叉数据对动资系统中 DDF 到支路口和支路口到群

路口的电路路由数据进行修正和补充。  

6．用采集到的子网和网元数据展现网络的子网拓扑图。 

 

 

广东移动 2011 年度市公司投资后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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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龙，刘  芳，张  珑，杨  婷，黄  波， 

彭佑湖，王蜀林，孙春书，殷凯凯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目标是针对市公司2011年WLAN及驻地网投资项目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后

评估。 

1．WLAN 投资项目后评估评估。评估框架为：目标层包括战略目标、进度目标；效益

目标从总体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分品牌分热点效益比较、热点分类效益分析，以及网络运

行效率等几个方面进行；过程目标主要针对传输接入、选址、设备采购、物业协调和网络维

护进行；影响性主要指内外部环境影响、自身发展持续性。 

2．驻地网投资项目后评估。课题组从目标实现、项目管理过程、效益、持续和影响等

几个纬度对项目进行了评估。通过全面调研及数据分析，得到了较为客观合理的评估结论，

并针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析，提出了项目管理模式、成本管控、效益分析方法等有意义的

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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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嵌入平台压缩和解压缩新技术的 

研究与开发（补充协议）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小军 

课题组成员：黄小军，刘  颖，刘  锐，梁旭鹏，高  政，张奇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对压缩解压缩算法进一步优化，提高压缩率和解压缩速度，结合双缓冲技术，3D

图像合成技术，屏幕速度优化技术，将各个方案的各部分及整体进行严格的计算机仿真。对

比各种设计方案及仿真结果，选择一个性价比 高、 容易实现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该课题研究成果如下： 

1．执行文件和资源文件的压缩解压缩技术应用于手机流媒体中，确保 ARM7 芯片手机

中流媒体播放流畅，播放速率达到 20 帧/s 以上，画面清晰可接受。 

2．确保移植到 25 款以上 ARM7 芯片手机终端上。 

3．执行文件和资源文件的压缩解压缩技术应用于移动 3D 图像处理中，在交互式数据

传输和 3D 图像播放中，实现了使用 ARM7 和 ARM9 芯片集的低端手机的连续播放，播放

流畅，画面清晰可接受。 

4．对网络应用中数据传输包的压缩和解压缩算法进行了优化，压缩率高于 65%，在

ARM7 芯片 CDMA 手机的解压速度在 1s 内；对应用程序包资源文件的压缩和解压缩，压缩

率高于 40%，在 ARM7 芯片 CDMA 手机的解压速度在 1s 内；确保 ARM7 芯片手机中流媒

体播放流畅，播放速率达到 20 帧/s 以上，画面清晰可接受；并严格按要求进行了终端适配。 
 

400G 编码补偿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湛击 

课题组成员：吴湛击，吴迎宾，李宗艳，程  姣，崔  颖，高  翔，邹  勇， 

刘  威，杨  帆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研究了发送端差分编码及接收端差分译码的算法。 

2.研究了接收端 DQPSK 及 D16QAM 的差分迭代补偿算法，并输出了差分编译码算法

及迭代补偿算法报告。 

3 搭建了 AWGN 信道下的光纤传输仿真系统。 

4.使用卷积码、Turbo 码及 LDPC 码这三种 FEC 编译码方案与差分迭代译码结合，找到

性能 好的一种编码补偿方案。 

5.使用 EXIT 图对接收端差分迭代译码的性能进行预测，并对 LDPC 码在差分迭代系统

下的度分布进行了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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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客户感知的业务质量的管理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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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少甫，李文旺，陈  彰，卢宪琪，华  猛， 

赵  立，李亚宁，贾  睿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组围绕面向客户感知的业务质量管理技术进行了用户体验管理发展趋势，用户体

验管理模型、语音业务关键指标提取及参数映射以及用户满意度评估方法四个方面的研究。 

对于用户体验管理发展趋势的研究，课题组详细调研了各个主要标准组织、工业界和学术界

对用户体验管理的研究进展。通过调研，对目前用户体验管理的发展现状，以及可能存在的

技术难题进行了阐述。 

对于用户体验管理模型的研究，课题组撰写了《面向未来网络管理的用户体验管理模型

研究报告》，在沿用 TMF 的 CEM 框架的相关概念和结论及借鉴 eTOM 的思想的基础上，从

用户体验管理的角度重新梳理设计网络质量管理的业务流程，以及这些流程与其他流程的交

互关系和协调过程。 

对于语音业务关键指标提取及参数映射的研究，课题组完成《移动网语音业务关键指标

提取及参数映射研究报告》，在对移动语音业务关键指标的提取方法和提取流程的研究基础

上，构建了语音业务指标映射体系模型。提出一种确定电信业务指标动态权重的方法。 

对于用户满意度评估方法的研究，课题组对常用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

综合项目的实际需求和代价的考虑，选用并实现 BP 神经网络算法作为用户体验满意度评价

算法。撰写《用户满意度评价方法研究报告》。课题组基于上述的用户满意度评价方法设计

并实现用户体验管理系统的原型系统。 
 

 

智能巡检系统 PDA 终端及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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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维政 

课题组成员：任维政，崔岩松，赵文深，黄建明，王丹志，陈科良，刘文龙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设计实现了电子外操巡检监控分析系统中智能巡检系统 PDA 终端及 PC 终端应

用软件开发 PDA 套件、监控报警套件及巡检配置套件。该系统以 Windows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为基础，采用 VS2008+Mobile 6.5 SDK +SQL CE 的技术路线开发 PDA 终端应

用程序，实现巡检任务提醒、巡检任务查询、任务执行（包括计划任务、应急任务、临时任

务）、巡检报警、报警原因回复、巡检点数据初始化和数据传输功能，任务及时上传，可以

实时的对任务监控；采用 MFC 和 SQL 数据库技术进行开发 PC 终端应用程序，实现巡检任

务提醒、漏检监控、脱岗监控、漏检脱岗报警、任务上传、日志上传、巡检点及巡检器初始

化功能，保证了巡检数据的完整性，实现了对任务的及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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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公共机构节能“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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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欢 

课题组成员：王  欢，郭玉锦，张  静，张  利，叶柯柯，王重阳，梁朝朝，王圆圆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做出的一

项战略决策，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当

前，国家已将公共机构节能列为节能的重点领域，推动公共机构节能，既是降低公共机构运

行成本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必然要求。为了切实降低长治

市公共机构能耗水平，大力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充分发挥公共机构节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和《山西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

法》的要求，制定本规划。研究报告分为六个部分： 

1．对“十一五”期间长治市公共机构节能的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能源消耗水平和工

作开展方面进行全面的调研分析与了解。 

2．以第一部分的研究为基础，分析“十一五”期间长治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 

3．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和长治市在“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发展规划和发展状况，提出“十二

五”期间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可行性分析。 

4．对“十二五”期间长治市公共机构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节能指标、基本要求等，

为“十二五”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作为思想与行动的指导。 

5．提出了长治市公共机构节能在“十二五”期间的实施阶段、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 

6．结合对县、乡、区、市直机关的调研等情况提出 “十二五”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保障

措施。 

 

 

基于实验平台的 Ad hoc 无线自组织网络路由协议的 

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曲昭伟 

课题组成员：曲昭伟，傅四保，徐琼来，陆冰松，肖  雳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研究针对现有的 Ad hoc 自组织网络的路由协议进行全面研究和仿真分析，对各种协

议算法的性能进行比较；在上述分析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设计新的协议算法，并在实

验平台上完成协议新算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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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扁平化、自组织的 WiiSE Node 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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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璟，王晓洁，马龙姣，郭少勇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H(e)NB 网络管理及其标准化研究；另一部分 H(e)NB 相

关关键技术研究。 

1．H(e)NB 网络管理及其标准化研究 

首先，在充分调研 H(e)NS 网络架构、关键技术、标准化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 H(e)NS

管理的新需求，为 H(e)NS 管理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H(e)NS

的配置管理信息模型和性能管理参数，形成了完整的 H(e)NS 网络管理信息模型。该课题还

与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积极合作，将 HNS 性能参数的相关成果输入到 BBF 论坛。提高了网

络维护管理的效率，并为后续 H(e)NS 网络的规划、分析、优化和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 

2．H(e)NB 相关关键技术研究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在家庭基站环境下如何进行数据分流的关键技术（LIPA/SIPTO），其

中，直接从家庭网络接入到局域网称为本地 IP 接入（Local IP Access：LIPA），从家庭网络

直接接入到 Internet 网称为选择性 IP 流量卸载（Selected IP Traffic Offload：SIPTO），两者有

很强的相关性，指的是具有 IP 能力的设备通过家庭基站/基站进入局域网或者互联网的一种

技术。 

该课题提出了一种在 H(e)NB 内通过 NAT 实现 LIPA 和 SIPTO 的方案，给出了具体的

方案结构、信令流程和网络部署建议，并解决了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一种

移动用户终端通过移动通信网远程接入到企业/家庭局域网内访问 IP 设备和应用的接入方式，

即远程 IP 接入的解决方案，给出了方案的具体实现流程。 

 

 

无线异构网络中高清视频分层编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岩松 

课题组成员：崔岩松，邓中亮，黄建明，任维政，赵文深，蔡晓霞，常志峰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对无线异构网络中视频传输的信源、信道、信宿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基

础理论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现有高清视频无线传输中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及信

宿容错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无线异构网络高清视频高质量传输方案，建立了无线异构网

络中 SVC 码率分配控制模型、无线异构网络中 SVC 编码率失真模型，并提出了快速 SVC

编码算法和无线异构网络中的联合信源信道的编译码算法，及实现基于无线异构网络的高清

视频监控实验平台。通过此实验平台验证该课题所提模型及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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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线电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彩丽 

课题组成员：郭彩丽，冯春燕，曾志民，王圣森，刘芳芳，申朝阳，陈毅雯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认知无线电（CR）对其射频前端设计的挑战，CR 与 MIMO 技术结合的认

知 MIMO 在 Femto Cell 中的应用，以及基于 CR 的降低能耗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提出相

应的技术解决方案，并进行仿真验证和性能评估。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了 CR 射频前端下变频中的本振谐波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调谐波抑制混频

结构。通过利用 ADS(Advanced Design System)仿真软件的系统级仿真功能对所提结构仿真

分析，表明新的可调谐波抑制混频结构可有效地抑制当前 CR 用户工作频率所需要抑制的奇

次谐波。不仅可以弥补传统谐波抑制结构中不能抑制七阶和九阶谐波的缺点，并且当 CR 用

户所需要抑制的谐波阶次较低时，可以减少工作链路数达到更低的功率消耗。 

2．研究了将感知波束成形应用到 Femtocell 中来解决干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非零子

空间的认知 Femtocell 干扰消除机制。仿真表明，该机制相比于传统功控及正交频分方案能

够在本身发射功率限制和对宏用户干扰限制的条件下选择 大的发射功率进行发射， 大化

家庭基站的覆盖以及增大其系统吞吐量。 

3．研究了无线终端在减小信号非线性失真时没有同时兼顾非线性功放的效率与能耗的

问题，提出了一种 OFDM 系统中终端非线性功放的节能方法。仿真结果表明，在 AWGN 信

道和大尺度衰落信道下，该方法相比较自适应功率回退方案， 多可节约直流能耗约为 50%。 

   

 

列控系统车载测试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旌阳 

课题组成员：吕旌阳，邓相军，李  康，赵  鹏，汪  宇，王  爽，王  波，李玉鹏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测试平台研发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低成本、高精度、高密度和高还原性的仿真和测试

环境，利用此平台可以在实验室内进行列控系统的验证试验和设备测试。而软件系统作为高

速列控系统仿真测试平台的核心，肩负着场景模拟和设备管理及调度等重要功能。 

    高速列控系统仿真测试平台软件系统是根据 CTCS3 级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要求、参

照 ETCS 级的功能需求规范和接口需求规范设计的。该课题主要对 CTCS3 级列控系统仿真

测试平台软件系统的架构进行研究和设计，所有的设计与实现都是基于 Virtual Studio 2008

开发环境。能够模拟列车控制系统基本职能，为列车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及设备集成提供了

良好的辅助设计、研发平台、验证测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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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终端桌面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时良平 

课题组成员：时良平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专门针对餐饮行业开发的特制产品，用于替代现有纸质印刷菜谱，帮助客户轻

松实现菜品的随意随时调整，实现前台从点菜到 后买单结账全部营业流程的完全电子化。 

多媒体终端桌面系统基于 Windows Mobile 6.5 操作系统，采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开发环境，该系统分为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显示，主要功能有查看桌态、开台、

点菜、风味选择、套餐选择、下单、调账单、退菜、呼叫服务员等功能。多媒体终端桌面系

统 重要的一个功能为电子菜谱，即通过图片、文字等方式全面地展现菜类特点、菜类组成

成分、菜类营养成分等信息。每一种菜品都配有菜品图片，点击菜品小图，还可进入菜品详

细说明画面，客户可看到菜品大图显示，并可加入菜品做法、营养等详细说明。通过文件下

载，可对菜品名称、价格、详细说明、菜品图片、背景图片、美工风格进行随意调整，告别

纸质单一风格的缺陷。另外此软件还可以实时的对每一道菜进行实时的增删数量，同时它还

可以随意调整菜品及类别顺序，给每位客户一样的菜品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中国联通研发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闫  强 

课题组成员：闫  强，舒华英，车培荣，彭扬，黄逸珺，胡一闻，戚少君， 

苏帆帆，赵送林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目标是与国内外运营商研发体系进行对标分析，结合中国联通集团研发体系

现状，提出更加科学优化的研发体系组织架构、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建议或执行方案。研究成

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调查国内外主要电信运营商的 R&D 模式,并作相应的分析归纳，形

成比较全面的运营商 R&D 模式对比报告；第二，深入调查和细致分析了中国联通 R&D 相

关情况，提炼出核心要素，并与国内外主要电信运营商的 R&D 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

适合于中国联通的研发体系构建模式；第三，对中国联通研究院的体系框架、职能定位、组

织方式、发展计划等提出了建议方案。 

课题组采用“理论研究+实际调研+对比分析+方案设计”的研究方法，基于对中国联通现

状的细致调研和对国内外主要运营商研发模式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中国联通研发体系构建方

案和中国联通研究院运行管理建议。该课题结合中国联通科技创新工作实际，现实应用价值

明显，为联通公司研发体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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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式接入网虚拟化基站关键技术研究及 

系统级实验平台开发（TD-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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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志强，别志松，许文俊，刘晓辉，詹仙宁，周  希， 

李  阳，姜伟鹏，赵光辉，李  洲，孙健行，杨芳僚 

结题时间： 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基于通用多核 CPU，实现第四代移动通信 TD-LTE 基站的基带信号处理功能。

本项目所采用的基于 GPP 的高速软件无线电平台架构，具有可编程性和灵活性的优势，拥

有低成本，易扩展的技术优点。由于整个基带高速数据的处理都是基于通用 CPU 架构来实

现的，项目组提出了与常规硬件处理和软件仿真不一样的创新性系统设计思路，从系统级、

算法级和指令级三个方面，对物理层信号处理做出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与系统调度模块和 MAC/Adapter 结合，设计链路处理流程。根据系统调度模块

提供的系统参数配置后续模块所需要的 RAM 表和中间变量值，这样避免在各自模块单独配

置所需要的处理时延。 

2、在资源配置模块，将后续模块所用到的参数实现存在表中，而将一些诸如资源（解）

映射、（解）速率匹配、Turbo 内交织器等需要复杂运算而得出的映射地址事先计算，存入

RAM 中，在开始时通过参数配置统一加载到缓存中。由于这类模块为类似于交织表的地址

映射表，不需要复杂的查表寻址，因此极大的简化了内存操作。 

3、对于计算密集的模块，例如信道估计、软解调和 FFT 运算，通过算法优化，找到性

能优良而且算法复杂度合适的算法；另一方面，主要通过 SIMD 并行指令集和多线程操作提

高数据处理的并行度。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网站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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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  野，张翔宇，贺佳君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内容是研究设计了雷达通信一体化演示系统控制台的设计与开发，完成了监

控界面设计，完成了控制台的设计以及成品开发，主要工作为： 

1．对控制台进行产品调研、用户分析，按照人机工程需要对雷达通信一体化演示系统

的控制台进行产品设计，利用手绘、PHOTOSHOP、AutoCAD、3D 等工具进行设计实现和

3D 建模，并实现了控制台的开发。 

2．对控制台中的触摸屏进行用户研究并根据需要进行购置。 

3．对触摸屏的交互性能进行研究，并进行交互方式的设计。 

4．配合技术（甲方）进行实现监控软件的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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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城市行业市场分析与物联网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胡  铮 

课题组成员：胡  铮，张  平，田  辉，姚鹏燕，吴  淼，刘丽文，樊  非， 

周二玲，叶  丹，祝婷婷，赵忠平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分析无线城市九大行业发展应用、市场情况基础上，对无线城市 1-3-9 体系进

行了系统梳理。针对无线城市目前九大行业，与 2010 年北京市信息化重点推进行业进行分

析、比对，对九大行业的发展方向、行业方案及市场成果、对北京市的信息化推动贡献等进

行调研，以指导移动运营商进一步发展重点行业市场。将无线城市 1-3-9 体系向智能城市、

物联网方向转变，并归纳形成一套物联网发展体系。 

在无线城市向智慧城市演进规划中，对物联网的七个行业市场（交通、电力、证券、政

府、公共安全、智能家庭、农业）展开调研分析，其中主要针对交通和政府两个领域进行聚

焦。完成了包括市场分析、应用模式探索、市场定位、成本分析和策略等内容在内的行业调

研分析报告。 

 

 

广东电网通信网实时仿真系统机理和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高志鹏 

课题组成员：高志鹏，亓  峰，陈兴渝，熊  翱，陈颖慧，曾庆涛，王  腾， 

韩  骞，朱文甫，李  琪，乔  焰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对广东省电力通信网的建设特点、网络风险、运维管理等实际需求进行充分分

析的基础上，借鉴电网仿真系统的成效，提出了电力通信网实时仿真系统的机理和模型，探

讨了如何建立一套离线的通信仿真系统，从而更加科学的、有效提高对电网通信的管理水平

及其可靠性和保障能力。 

该课题在实际网络数据实时采集方法、传输设备特性建模及其模拟算法、传输网元间相

互作用的模拟算法、故障推演算法及仿真软件建模等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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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ML 的新型网管接口的研发与网管接口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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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颖蕾，满  毅，马  跃，王  莉，张  勇，刘  洋，宋  梅， 

王英赫，秦文聪，都晨辉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背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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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传统网络管理协议，由于其在配置管理方面上存在着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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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型网管接口能够提高管理操作效率和可靠性、安全性。 

该课题主要内容为：研发新型 IP 网络设备网管接口技术 Netconf 协议的客户端及服务

器端测试床，完成支持 VPN 网络批量配置模型的标准制定、模型研究和开发，协助中国移

动集团设计院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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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并且根据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的要求交付完整的源代码和相

关的工作文档。 

 

 

基于 IPv6 的新型网管接口的研发与网管接口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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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颖蕾，满  毅，马  跃，王  莉，张  勇，刘  洋，宋  梅， 

王英赫，秦文聪，都晨辉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内容为：针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IP 设备网关接口测试的需求，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基于 IPv6 的新型网管接口测试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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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基于 IPv6 的新型网管接口的研

发与网管接口的测试，集成 FTP／SSL 和 SSH 协议的测试工具，补充完善测试软件 IPv6 测

试环境，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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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成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根据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

的要求交付完整的源代码和相关的工作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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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合作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吉罗洪，王  斌，肖毅敏，魏  方，陈锦川，张雪松， 

石必胜，陈文煊，杨  静，吴园妹，刘军华，李小虎，徐  璐， 

田  萌，高  焘，苏  静，赵  治 

结题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通过对我国电子商务企业的调研与考察以及对现实案例的分析，从法律角度，把我国电

子商务平台分为：“直营型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与“居间型电子商务平台”

三种类型。结合具体案例，详尽梳理了现阶段电子商务企业的知识产权建设情况。电子商务

企业加大知识产权投入，通过建立消费者维权机制与处理措施、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建

立知识产权投诉平台、联合权利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等措施，在保护知

识产权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电子商务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困难。 

    经过数据与案例的收集，归纳出现阶段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不明确；权利人希望利用平台对销售的商品进行价格管控

与现行的经济体制存在矛盾，平台难以实际操作；电子商务平台没有能力认定专利侵权投诉

是否成立，涉及专利的投诉影响面广，平台审核责任过重；权利人假借知识产权名义进行渠

道管理，权利人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机制；网络店铺维权难；电子商务模式下权属认定不明确，

店铺中出现的新型财产权难以得到保护；电子商务平台对店铺实施保证金管理缺乏法律依据。

系统归纳并举例说明了电子商务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表现形态，提炼出平台知识产权纠纷处理

的难点：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侵权投诉的名义进行渠道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由于缺乏专业性知

识，审核投诉通知书存在困难，尤其对于专利侵权的投诉平台难以处理；网络店铺中产生的

新型财产权难以得到保护。 

    通过总结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以及分析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特点，

从法理角度，解决了当前遇到的电子商务管辖、当事人确定、审理范围确定以及证据规则等

程序问题；着重分析了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侵权判定与法律责任，起草了《关于审理电子商务

侵害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详细地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义务与

责任。 

    后，在提出我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的宗旨与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十点电子商务治

理的政策与法律建议：第一，建立并完善和谐统一的电子商务平台行政监管体制；第二，建

立权利人与站内经营者双向保证金机制，为信用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第三，建立多方的“黑

名单”机制，形成行业自律的良性发展环境；第四，扩展保护措施，与专利局衔接建立全国

电子商务专利侵权处理机制；第五，慎重考虑对电子商务平台实施价格管控；第六，采取措

施加大力度保护电子商务中出现的自主知识产权；第七，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电子商务知

识产权纠纷处理体系；第八，建立电子商务法律研究的长效机制；第九，健全电子商务法律

制度，增加权利人约束条款；第十，清晰电子商务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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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一体化掌上终端设备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武穆清 

课题组成员：武穆清，徐春秀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制成功了一款多功能一体化掌上终端设备，具备自组织网络功能、多种信息感

知功能、信息综合传输功能、信息综合管理功能等。可在无通信基础设施的环境中，利用多

台该设备同时进行信息收集、自组织传输、汇总于一台服务器上，并对信息进行综合管理。 

设备的信息感知功能包括：1．条形码扫描功能；2．射频标签读取功能；3．GPS 定位

功能：4．温湿度感知功能。 

设备的自组织联网和信息综合传输功能：1．在开阔地带，20 台终端设备，两两相距不

超过 100m，开机后自动连接成网络，任意两台之间可进行语音、视频、数据通信；2．掌上

终端级联和数据传输：利用 MAC 地址过滤技术在实验室内可将 21 台掌上终端级联起来，

一端与服务器相连，可将 远终端的条码扫描数据和射频标签数据传输到服务器，   时延

5s；3．掌上终端语音通信功能：掌上终端具有拨号功能、回铃音功能、振铃功能、摘机功

能、挂机功能、主叫地址显示功能，掌上终端具有全双工语音通信功能，利用 MAC 地址过

滤技术在实验室内两台掌上终端之间可经过 9 跳进行语音通信，时延 1s。在开阔僻静的区

域，两台掌上终端之间语音通信的距离可达 240m， 两台掌上终端之间稳定工作的距离为

30m 以内；4．掌上终端视频采集传输功能：掌上终端具有视频采集和传输功能，视频传输

的帧率可控可选；4 台掌上终端各自摄像头采集的实时视频，经过自组网传输到服务器上，

同时在屏幕上显示。 

设备的信息综合管理功能：1．在服务器上察看网络拓扑：由所有掌上终端形成的网络

是自组织的、自动完成的。在服务器上可看到网络拓扑由空白到形成。2．数据的综合管理：

从各台终端传来的数据可分别管理，温湿度可用曲线和图表展示，可显示任一历史时段的数

据曲线；依据射频标签（RFID）和条形码可显示物资标签中的全部数据；依据地理位置数

据可显示经纬度和地图位置。 
 

终端流量监控模块功能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谷勇浩 

课题组成员：谷勇浩，吴伟明，王子鹏，金杰敏，崔丽强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课题组在充分研究国内外流量监控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完成了“终端流量监控模块功

能研发”，合作方对课题进行了验收。 

验收组认为：课题组开发的终端流量监控模块全面考虑了运营商营业厅业务需求及操作

系统的实际情况，实现了流量统计、阈值设定和告警判别等合同中要求的全部内容，当流量

在指定时段超过阀值时发出报警，报警形式为改变注册表中的标记值，由 ESP 读取出来进

行处理。研发成果为运营商营业厅统一流量监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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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省公司 

投资后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俊 

课题组成员：吴  俊，车培荣，袁  媛，何洁桥，徐  溟，屠希思，王泽龙， 

张  珑，孙春书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从目标、过程、可持续性等三个方面对 CE 建设项目进行总结评估，重点对过程管

理中需求上报、资源普查、任务下达、工程建设等环节的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课题组总结指出 CE 作为 IP 承载基础资源，应适度超前于业务网络建设；建议在后续

网络规划中建立端口冗余测算体系，提升现有网络资源普查准确性。 

2. 从目标、效益、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对移动 MM 三期建设项目进行总

结评估，重点对硬件可持续性、用户可持续性等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课题组指出移动 MM 现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建议在前向收费的同时，考虑通过引入第三

方广告以拓展后向收费模式。此外，系统存储使用率较高，有待扩容。 

3. 从目标、效益、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对 139 说客四期建设项目进行总

结评估，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自助服务终端样机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合作单位：中国联通电子渠道中心 

课题负责人：刘志晗 

课题组成员：刘志晗，李静林，韩少腾，高  赫，袁  泉，兰鑫发，李  晶，龙  捷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作为第三方测试机构，根据中国联通 2012 自助服务终端

产品集中采购的相关标准，对厂商提供的设备指标、设备外观及特点进行了公开、公平、公

正测试和综合评定。测试自助服务终端类型包括大堂式（双屏）、穿墙式、挂壁式。各类型

终端外形必须符合《2012 年中国联通自助服务终端产品集中采购技术规范书》。 

    测试工作时间段为 2012 年 4 月 12 日-22 日，总计对 16 个厂商的 48 台产品样机进行了

测试，并按时提交了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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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通信一体化智能感知及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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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海 

课题组成员：韩大海，张永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嵌入式网关在智能电网中的设计实现：（1）感知监控平台引入了嵌入式网关并在上

面实现了针对智能电网的数据处理算法及应用模型；（2）感知监控平台利用窄带数据通信网

络构建监控子网并将数据实时传送到监控中心。 

2．面向智能电网的感知监控服务平台设计实现：（1）感知监控平台可根据传感信号进

行分类判断，基于对信息的分类做相应的处理，以节省后台运算资源和降低网络数据拥塞；

（2）基于客户需求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基于传统电力通讯方式的升级转型以完成智能

化增值服务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 

 

 

佛山供电局等级保护测评技术支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淼 

课题组成员：张  淼，郭燕慧，李  祺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电力行业系统等级保护评测技术，并针对佛山供电局展开测评服务。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在评测环节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有资产的识别与赋值，脆弱性的识别与赋值及威胁的

脆弱性与赋值。在传统的风险评估指南中，给出的资产分类方法，脆弱性分类方法及威胁分

类方法，由于不是针对复杂信息系统设计的，所以无法满足复杂信息系统的特定需求。在一

般的评估体中，资产、脆弱性、威胁大多属于不同的信息系统，如 OA 系统、网管系统、业

务生产系统等。而在复杂信息系统范围内的资产、脆弱性、威胁进行分类及赋值，需要根据

所处环境，进行具有层次化的分类，根据不同层次的资产、脆弱性、威胁类型进行分类。 

该课题首先通过研究复杂信息系统的特征，设计出一套针对复杂信息系统的资产分类方

法。根据资产分类方法，提炼出针对复杂信息系统风险评估中的所有资产要素，研究资产价

值的赋值方法，并给出每一项资产要素所对应的资产价值等级。然后再根据复杂信息系统的

安全问题，研究复杂信息系统存在的所有脆弱性种类，针对每一钟脆弱性要素的响应的评估

方法，研究脆弱性严重等级评判方法，并给出每一种脆弱性所对应的严重等级。 后，设计

出一套针对复杂信息系统的威胁分类方法。根据威胁分类方法，提炼出针对复杂信息系统风

险评估中的所有威胁要素，研究威胁等级的赋值方法，并给出每一项威胁要素所对应的威胁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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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二次系统安全防护实施及评估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淼 

课题组成员：张  淼，李  祺，郭燕慧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网络拓扑安全风险特征研究 

网络的拓扑结构反映了网络的安全特性。复杂网络理论揭示网络的脆弱性，主要包括对

随机系统故障的容错性和面对外界蓄意攻击的抗攻击能力。网络拓扑参数可以定量分析网络

拓扑特性，网络拓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网络行为并影响系统的安全风险。通过研究

复杂信息系统网络拓扑的相关安全风险分析参数（富者俱乐部系数，度-度相关性，度-聚集

系数及结构熵），研究复杂信息系统网络拓扑的安全风险。 

2．复杂信息系统关键节点安全风险特征研究 

节点是网络结构的主要组件。网络系统中的路由器宕机、控制中心失效或地震等自然灾

害导致的设备损毁等属于节点随机系统故障，具有不可预知性。恶意攻击者通过权限提升控

制主机或者拒绝服务攻击导致的服务器正常服务不可用则属于蓄意攻击导致的节点失效。对

节点安全风险分析相关参数（节点度分布，聚集系数，介数，紧密度）进行分析，通过对参

数的分析，研究网络节点的行为特性和安全特性。并结合复杂网络的相关系数，定量分析节

点安全风险。 
 

 

广东省电力调度中心等级保护测评技术支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淼 

课题组成员：张  淼，李  祺，郭燕慧 

结题时间： 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电力行业系统等级保护评测技术，并针对广东省调度中心展开测评服

务。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研究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特征，设计出一套针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资产分类

方法。根据资产分类方法，提炼出针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风险评估中的所有资产要素，研究

资产价值的赋值方法，并给出每一项资产要素所对应的资产价值等级。 

2．根据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研究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存在的所有脆弱性种类，

针对每一钟脆弱性要素的响应的评估方法，研究脆弱性严重等级评判方法，并给出每一种脆

弱性所对应的严重等级。 

3．设计出一套针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的威胁分类方法。根据威胁分类方法，提炼出针

对电力行业信息系统风险评估中的所有威胁要素，研究威胁等级的赋值方法，并给出每一项

威胁要素所对应的威胁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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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信息化系统 2012～2014 年滚动规划分册及 

数据分析、电子渠道系统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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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燕妮，张成文，肖  丁，周春燕，兰丽娜 

结题时间： 2012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参与组织协调第三方厂家一起讨论输出相应规范，访谈与调

研中国联通现有 IT 规划/规范及相关建设指导意见，进行 2012-2014 年信息化系统的滚动规

划/规范设计，基于获取的市场业务与经营管理资料，设计本期信息化系统滚动建设的目标

架构，包含功能架构、技术架构、数据架构、基础设施架构等；针对企业级数据模型规范、

集中数据分析系统建设、内部门户系统、企业桌面云、电子渠道系统建设进行专题研究，输

出相应规范和模型文档。根据各省 IT 支撑现状的不同，分类制定输出中国联通 IT 实施策略

和演进路线文档。 

 

 

全球电信运营业企业发展报告（2010～2011 年)：财务 

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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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兵，周  访，郝雪阳，李  娇，东  娇，白瑞花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包括： 

1.目前国内外对企业财务竞争力的研究多处于概念界定和理论阐述阶段，尚未建立起规

范可行的财务竞争力评价体系。报告基于价值导向从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视角构建了电信运营

企业财务竞争力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模糊矩阵评价法对 2010 年进入世界 500 强的 20

家电信运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1）基于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视角的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

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价值创造能力（EVA 率）与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3）股价与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2.截至目前，国内外没有公开出版过对全球电信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综述的著

作，由于时间和成本等方面的限制，报告从 2010年进入世界 500强的 20家电信运营企业中，

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12 家分别从十个方面对其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概述研究，为电信运营

企业的国际化拓展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3.报告呈现的全球电信运营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横向比较、纵向趋势、均值数据、分

洲数据），为电信运营企业的标杆管理、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以参照的依据和有价值的基础

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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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多媒体广播覆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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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明，唐  微，贾云鹏，唐玉芳，刘海旭，刘晨羽， 

胥  妍，顾杰诗，闫  杉，陈  栋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对已经开通的 CMMB 覆盖网络，按照科学、严谨、客观的原则进行覆盖效果现

场测试，即在实际传输条件（开路情况）下，不同的使用环境中（移动接收和固定点接收），

测试不同的地形、地物及城市高大建筑楼群等对接收情况的影响，记录测试数据并完成分析

报告。其中室外移动测试采用测试车搭载 CMMB 路测仪自动记录接收机输入端 7MHz 带宽

内测试指标，重点包括信号接收电平、信噪比、RS 误块率、LDPC 误块率、平均移动速度

等，并在电子地图上绘制相应的接收点位置（同时可利用测试终端对音视频进行主观对比和

参照）。经双方共同努力，北京邮电大学已完成要求省市的 CMMB 系统现场测试和数据分

析工作。测试数据科学、严谨、客观，分析报告合理、有效，为下一步的网络建设和优化工

作提供了依据，为 CMMB 全国运营的顺利推进积累了经验。 

 

 

北京邮电大学应急广播示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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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明，唐  微，贾云鹏，唐玉芳，刘海旭，杜家杰，顾杰诗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国家和区域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信息体系的重要性，在实际部署 CMMB

应急广播系统之前，借助北京邮电大学 CMMB 实验网进行接收测试和现场演练，完成业务

和技术评估报告。经双方共同努力，基于北京邮电大学实验网完成了 CMMB 应急广播示范

平台的系统部署与接收测试。并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双方联合组织了由北京市应急办、

北京市气象局、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的校园内应急广播演练，

分别在会议室和校园内发送了多条市应急办、市气象局拟定的测试应急信息，手机、汽车导

航仪、PDA、MP4 等各类移动手持电视终端接收成功，从而证实 CMMB 应急广播是对传统

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及互联网发布应急信息体系的有力补充。系统演练之后，完成 CMMB

应急广播系统评估报告，内容包括研究背景、CMMB 应急广播系统、CMMB 应急广播接收

终端、CMMB 应急广播示范平台、CMMB 应急广播演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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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东莞 TD-SCDMA 网络多小区联合优化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亚峰 

课题组成员：王亚峰，李博伟，李  超，冯文吉，温天伟，杨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环境变化、网络更新、用户搬迁等多种因素，导致无线网络需要不断的进行优化，而覆

盖优化是网络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传统的覆盖优化手段是网络工程师凭借个人经验进

行的，这样的方法存在的问题有：(1)主要针对问题小区同时兼顾较近的 1、2 个邻区来优化

网络，这种优化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很难达到网络 优或次优的效果。(2)针对的

问题单一，不能做到覆盖、干扰等多个因素的权衡，可能解决了覆盖问题又出现了干扰的问

题。 

该系统综合考虑了整个片区的网络质量，进行多小区、多目标联合优化，克服传统 RF

优化缺陷，时的整网覆盖、干扰等多个方面均能达到性能的 优或者次优。 

解决了上述一线网优人员在以往常规网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针对性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该系统使得网优人员能参考看到的覆盖效果，再进行参数修改。方便了外场网优人员及

时了解调整后的效果，有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此外还可以规避由经验性网络规划

不准确带来的一些弊端，使网络性能全面提高，并且同时指导下一阶段的网络规划工作。再

者从成本方面考虑，也可以节省以往常规网优方法造成的经验失误性损失。 

 

 

通讯仿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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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鲁川，李  超，冯文吉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基于 QualNet 网络仿真软件，建立了 AWGN、BSC、Rayleigh、Rice 等信道模块，

完善和丰富了 QualNet 网络仿真软件对无线通信网络仿真的支持程度。 

2．基于 QualNet 软件，对空间通信可能采用的 MAC 子层协议，包括点对点、轮询、

TDMA、STDMA、广播、CSMA，以及基于定向天线的 MAC 协议等进行建模。 

3．开发完成了基于 QualNet 软件的各种路由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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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D 系统 LTE-A 链路级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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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侃 

课题组成员：郑  侃，赵  慧，龙  航，张晓然，夏行宇，张诚诚，李文芳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采取理论分析与平台开发相结合的方式，结合需评估的重点链路，制定合理的仿

真参数、定义采用的模型及参考信道；针对达成一致的仿真框架中给出的测试链路逐项进行

评估，完成仿真平台的搭建、调试、完善及仿真结果的比对校验工作；输出完整的仿真平台

及相应说明文档。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包括：（1）LTE-Advanced 链路级性能评估；（2）3GPP 

RAN4 技术参数研究；（3）完成了大量研究报告，包括 PDCCH 解调性能的评估报告、PBCH

解调性能的评估报告、PCFICH/PHICH 解调性能的评估报告、PUCCH 解调性能的评估报告、

PRACH 解调性能的评估报告等。 

 

 

LTE 公共测试验证平台建设——仿真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  侃 

课题组成员：郑  侃，赵  慧，张  欣，杨云川，尹兴良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 LTE、LTE-Advanced 无线组网技术理论、模型及各种应用场景下组网

解决方案；并研究 LTE、LTE-Advanced 在各种应用场景下的系统容量、覆盖和干扰特性，

对网络优化及后续 LTE、LTE-Advanced 的分层组网提供分析和建议，并推进中国移动主导

的 R11 eICIC 的国际标准化工作。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性能评估和分层组网建议；（2）

控制信道链路级评估；（3）完成系统级仿真平台 1 套；（4）完成链路级仿真和研究 1 套；（5）

完成多个相关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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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背景下中国电信业监管及中国联通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唐守廉 

课题组成员：唐守廉，郑  丽，岳  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对新技术背景下的电信监管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 

1．从技术进步的内涵入手，在分析、总结电信行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数学推导

证明了技术中立是电信行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2．主要研究三网融合以及三网融合背景下的监管融合问题，在分析国外监管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加快监管机构融合，加快融合立法已经成为我国三网融合监管领域亟待解决的关

键问题。 

3．研究数字微内容的监管问题，通过构建数字“微内容”传播模型对“微内容”利益相关

者进行研究，通过构建验证模型对实名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提出了针对数字微内容的体系

化监管模式。 

4．研究融合背景下普遍服务政策的变化，着重分析了普遍服务的定义、基本内容、义

务承担者、管理机制和实施方法的新变化，得出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更加合适于新技术下三

网融合的普遍服务义务实施的结论。 

 

 

丰唐物联智能家居市场推广策略及运营商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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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杰，张  萌，尧  舜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主要从市场推广和产业链打造两个角度为丰唐物联提出市场推广策略及运

营商合作模式，在对国内外智能家居市场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基础上，基于 6P 理论框架，从

产品、渠道、价格、促销、合作、政策六个维度着手，设计合理的价格方案、可选的渠道分

析、产品包装推广、促销策略制定、合作模式制定、政策环境利用等方面提出丰唐物联智能

家居市场推广方案，同时制定丰唐物联智能家居与电信运营商具体合作策略与协同模式。 

该课题研究成果包括：（1）智能家居市场分析；（2）丰唐物联智能家居产品市场推广方

案建议书；（3）丰唐物联智能家居产品运营商合作策划书；（4）基于 3G 的智能家居远程控

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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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媒体环境下内容管理平台的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廖建新 

课题组成员：廖建新，王  纯，李  炜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发了一个在富媒体环境下，提供内容处理和管控的功能的内容管理平台。主要

包括以下功能： 

（1）内容的收集：从系统外部获取原始的数据，数据的形式有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等。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转换成本系统内部可以存储的内容数据； 

（2）内容存储：完成对原始数据、转换过的数据以及封装的数据进行存储的功能； 

（3）内容转换：根据应用的需求，设计处理工作流，自动生成应用所需的内容形式和

格式； 

（4）内容搜索：提供全文、关键字等搜索技术，定位所需要的内容集合； 

（5）内容检索：通过可视化界面浏览内容仓库； 

（6）内容聚合：根据应用需求将多种不同类的内容聚合成一种服务； 

（7）内容发布：将系统的内容进行打包分发到外部系统，并提供分发过程管理的功能。 

 

 

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学科前沿报告（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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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访，郝雪阳，李  娇，申  兵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内容如下： 

1.持续拓展研究内容。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除了继续关注传统的研究主题之外，还

需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向行为财务学、利益相关者财务学、生态财务学、财务社

会学等新兴学科领域拓展。 

2.综合采用研究方法。提倡更广泛地综合采用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等财务管

理研究方法，并加强模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在国内财务管理理论研究领域的应用，以期得

到更加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研究结论。 

3.研究视角多元化。纵观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进程，是伴随着财务会计、管理会计、

审计、金融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财务管理学科与相

关学科相互借鉴、相互联系和促进，力图更好地解决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王

化成等，2010），这大大拓展了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并丰富了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路

径。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基于信息经济学、运筹学、心理学、金融工程等视角对财务管理理

论的研究，以促进财务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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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粮集团精细化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何  瑛 

课题组成员：何  瑛，东  娇，李  娇，申  兵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粮价波动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对国有粮食企业经营和发展

的影响，从自身来看，中国粮食企业急需强化内部管理工作，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改进，以

切实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强化企业主渠道作用，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

较快发展服务。竞争优势归根结底是管理的优势，而管理的优势则是通过点点滴滴汇集而成，

并通过一招一式体现出来。因此对于中国粮食企业来说，向效益型发展转变，只有实现精细

化管理，不断规范运作，优化流程，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该课题以通粮集团为例，从系统的角度立足于为中国粮食企业建立一个实施精细化管理

的框架，以战略、组织、企业文化、信息系统为基础和保障，基于市场营销管理、内部流程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成本管理的视角对通粮集团如何逐步实施精细化管理进行深入系

统地研究，并为通粮集团的精细化管理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该课题对促进我国粮食企业改变粗放的管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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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意义。 

 

 

全球信息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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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玲，张春萍，佟  博，东  娇，白瑞花，王  萌，申  兵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将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翻译成中文，并配合经济管理

出版社公开出版。 

《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覆盖了全球 142 个经济体，报告概述了每个经济体在信息与通信

技术的渗透度和使用度方面的情况，并发布了网络就绪度指数排名。《报告》的网络就绪度

指数审视了准备充分的国家如何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效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商业、监管和

基础设施领域用以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一般环境；社会的三大重要参与方（个人、企业和

政府）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并从中获益的就绪度；以及他们对现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实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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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戏剧表演实践教学的探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  敏 

课题组成员：吕  敏，栾  琳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以北京邮电大学英语课本剧表演及视频制作大赛为研究平台，旨在探索英语戏剧

表演实践教学的活动程序、及其在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使学生了解

和感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促进作用。 

该研究发放近 300 份调查问卷，对参赛学生进行比赛前后的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就英

语戏剧表演活动对学生的影响及其英语学习习惯、兴趣等做了广泛调查，进一步证实了适度

进行英语戏剧表演活动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实践教学中的积极作用。首先，剧本写作，人人

参与，同时因为是基于课本内容，而且又有英文经典电影片段的临摹，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对

自己的写作及英语语言现象的理解有很大帮助。第二，在写作、排练等合作过程中，同学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团队合作能力得到飞跃的发展和提高。这些对于改善英语教学效

果有着不可想象的促进作用。第三，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增强语言感觉提供了有

声有色的锻炼机会。第四，对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有相当大的触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在丰富的语言背后是一个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对材料的取舍其实也是他

们对价值观的甄选，对社会的思考。所以 后在舞台上呈现出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包含了同

学们对周围事物和人的严肃思考。这一点对培养 21 世纪的综合人才的后续影响将源远流长。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语言问题。在短剧表演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语言问题无法得到及

时纠正，以至于有些学生对错误的语言加深了印象。还有，短剧表演占用学生的时间和精力

较多。另外，表演方面缺少专业老师的培训，所以短剧表演要想上一大台阶难度较大。 

 

 

微博数据挖掘与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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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琼来，彭继红，吴永明，梁  勇，傅若瑜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系统基于目前主流微博平台——新浪微博进行开发，基于其提供的 API 与页面解析

技术，形成海量数据挖掘和分析系统。 

系统具备自学习能力，通过内置逻辑算法控制 API 调用方法与频率,获取 JSON 对象并

解析实现高效数据获取。系统还通过网页解析技术结合 API 同时使用,解决因 API 接口开放

不完善导致不能有效实现微博数据的全面获取的问题。 

系统通过自学习能力建立一套立体的微博影响力评估体系模型。通过这一评估体系模型

对海量微博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时给出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喜好、影响力和黏着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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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移动 2012 年社会渠道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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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琼来，王倩倩，李晓琳，肖朔晨，张  艺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云南省文山移动当前的社会渠道管理仍处于粗放管理阶段，各类型的渠道主要职能不明

晰，没有侧重点，近一半的渠道收益不高，并缺少合作粘性，在此背景下，该研究着眼于渠

道精细化管理和渠道协同效应，通过对原有文山移动社会渠道结构的梳理，根据不同类型的

社会渠道的主要职能建立定量与定性指标并重的渠道评价体系，对全州所有社会渠道的运营

情况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分别提取各类型中的优质和劣质渠道，对其提出相应的

晋升或整改建议。该研究通过地毯式调研与走访，结合渠道营销前沿理论，并采用科学的计

算方法，对文山移动的渠道转型工作提出整改策略，使其充分掌握渠道变更信息、发挥渠道

协同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渠道规范性“营销、服务”的精细化管理。 

 

 

IT 服务集成运营管理系统服务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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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海红，皮人杰，于艳华，许  可，王晓晖，杨  俊， 

            李  劼，黎  燕，刘廉如，魏  晋，邸  杰，刘彦雷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 IT 服务的集成运营管理技术，开发 IT 服务集成运营支撑系统，从而实现对

IT 服务技术、人员、过程的规范化管理、集中化调度、统一化呈现，并透过统一的服务门

户，面向客户提供各类 IT 服务。 

该课题研发并实现包括：IT 服务电子合同系统，实现了 IT 服务电子合同的在线协商、

基于数字证书的电子合同的签订、保存、浏览等功能；IT 服务运营管理支撑系统，实现了

包括服务咨询管理组件，可处理客户对 IT 服务的咨询，包括客户需求的收集、解决方案的

提供；问题管理组件，可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投诉进行处理，包括问题的检索、

分类，任务的创建和分配；事件管理组件，可对运营商、服务提供商服务系统出现的意外事

故进行处理；服务合同管理组件，可对服务合同和对应的服务解决方案的保存，并维护合同

（解决方案）的实施状态；以及 IT 服务专家知识库系统，实现对 IT 服务运营服务过程中的

问题和相应解决方案的保存，为其他组件提供服务支持。 

该课题成果在 2010 年集成应用于国家“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共性服务平台”，实现了对

安全服务运营提供有效支撑，已经在上海电信商务领航平台示范，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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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网与电力通信网络融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帆 

课题组成员：吴  帆，张洪光，唐碧华，谢  刚，刘元安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对我国电网和智能电网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详细分析了智能电网中的物联网

信息业务需求，以及无线传感网在电力通信网络融合中输、变、配、用各个环节的典型应用，

并从政策、关键技术、设备等多个层面分析无线传感网与电力通信网络融合的可行性。 

该课题重点研究了无线传感网络与宽带载波通信的混合组网技术、可靠传输技术以及无

线传感网络与电网光纤骨干网的混合组网技术、可靠传输技术。在对相关技术进行总结与分

析的基础上，对已有技术在电网各环节、各系统及不同应用环境下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并

给出了已有的相关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无线传感网络与宽带载波通信，传感

网络与电网光纤骨干网组网的接口规范、标准协议以及实用化应用技术。 

针对多个物联网组成电力物联网的协同组网技术，面向实际系统的运行和网络设备的部

署问题，分析了物联网内部和传感网运行对已有电力网可能造成的电磁干扰类型，总结了在

电网复杂电磁环境下完成产品电磁兼容的设计方法，并分析和解决了网内电磁干扰和网间电

磁干扰的技术难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物联网的短距离通信技术，探寻将多个物联网联系在一

起进行协同工作和组成一个有机电力物联网的可行性，研究了相关方案。 

课题研究成果能够为无线传感与电力通信网络融合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并为相关标准的

制定和相关项目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 Android 系统的公交信息交互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  炜 

课题组成员：孙  炜，侯文君，吕美玉，李铁萌，邝  野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是公交信息交互软件的设计与开发，采用基于 LBS（基于位置服务）+SQLite

数据库的 Android 开发体系，Java、Android SDK、FLASH、PHOTOSHOP 等开发工具，设

计、开发、编写软件程序及交互界面，能够实现在 Android 移动终端上正常应用。主要工作

为： 

1．公交信息分类与研究：对用户展开研究，确认系统中信息的种类与属性。 

2．交互信息架构：设计总体框架图，根据总体框架图以及相关要求，做出首页、一级、

二级等页面的架构、导航，布局以及美工、动画。 

3．数据库设计（位置信息、交通工具信息、人员信息、站台信息等)。 

4．功能模块开发（登录注册模块、信息查询模块、信息动态呈现模块、新闻发布显示

模块、文件上传下载管理模块、权限管理功能等）。 



165 

七自由度机械臂平台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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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平，陈  钢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旨在搭建一套面向高精度操作的模块化机器人地面试验平台，以线性执行单元和

模块化关节为基础，分别建立了上层调度和底层运动控制系统，并建立 CAN 和以太网并存

的网络通信平台，形成一套可靠灵活、调度合理的模块化机器人地面试验系统。主要研究成

果如下： 
　 1.搭建了一套机器人移动导轨运动平台。以线性执行单元为基础，搭建机器人移动导轨

运动平台，该平台具有高移动精度，可以满足机器人精细操作的任务需求，同时为机器人添

加了一个平移自由度，拓展了机器人的可操作范围；移动导轨运动平台上安装有限位开关和

零位开关，可以实现硬件上的机器人基座位置限位与回零操作。 
　 2.搭建了一套模块化机器人操作臂系统。以模块化关节为基础，搭建了一套具有六自由

度的机器人操作臂系统，关节模块具有安装灵活、更换方便的特点，能够实现机器人操作臂

的模型重构以及故障模式下的容错处理等特殊任务需求，具有高鲁棒性。 
　 3.建立了一套机器人底层运动控制系统。底层运动控制系统通过下位机控制导轨的运动

与关节模块的运动，利用 PMAC 运动控制卡实现对电机的控制，使得导轨可在开环模式、

闭环模式下实现精确的直线运动；建立了下位机与关节模块间的 CAN 通信，控制关节在步

进模式、速度模式和电压模式下运转，应对不同规划任务的需求。 
　 4.建立了一套机器人上层调度系统。机器人上层调度系统实现对给定规划任务的解析，

得到路径规划数据；制定上层调度系统与下位机间的 TCP/IP 协议，并设定上下行通信的关

键字，实现路径规划信息的下发与机器人系统运行状态反馈信息的上传。 
利用以上研究成果搭建的模块化机器人地面实验平台具有搭建简单灵活、可操作性强、

能适应多种不同任务规划需求的特点，同时对于突发故障具有极强的容错性。利用该平台可

以实现多种机器人的精细操作，同时能够满足机器人相关关键技术验证的实验需求，对机器

人技术的发展和机器人操作多样性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 
 

分布式监测网络中多设备声学故障诊断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斌 

课题组成员：陈  斌，高宝成，吴  冕，韩  丽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课题针对分布式监测网络中多设备状态实时监测的需求，通过对设备测点的振动信号进

行分析，建立了一种包括数据级、特征级到决策级的层级式数据融合的设备故障诊断模型，

具体给出了单设备声学故障特征提取方法、故障分类器优化设计方法以及多测点诊断信息间

决策融合方法。在 Matlab 环境下完成算法仿真分析和优化设计基础上，开发出一种基于 VC

的多设备声学故障实时诊断系统，完成算法的系统集成和测试验证。该系统具有声学故障识

别、定位、故障类型描述以及与其它系统间通信等基本功能，在甲方搭建的多设备故障模拟

实验台上，故障诊断准确率超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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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 2011 年全渠道服务质量测评及 

同业比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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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若弘，闫  强，张  婧，周建利，钟丽芳， 

杨舒惠，赵国龙，邹俊燕，闫  莎，徐  卿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从规范性和用户感知两个角度，分别对中国电信三大类渠道的服务质量进行了测

评，梳理和总结了中国电信各渠道的服务短板。实体渠道方面，检查了营业厅环境和各项服

务的规范性，收集了营业厅用户感知服务意见，通过同业比较等方式，对服务短板进行了梳

理；电子渠道方面，对 10000 号、网上营业厅和掌上营业厅的功能健全性、流程便捷性和服

务规范性进行了检查，通过对标分析等方式，总结了服务劣势项目；专业公司方面，调查和

分析了号码百事通和增值业务用户的满意度，梳理和总结了服务短板。 

课题基于中国电信渠道服务质量水平的现状和中国电信“服务领先”的战略要求，针对性

地提出了各渠道服务提升建议。以对服务短板的梳理和总结为基础，提出了针对不同级别营

业厅的服务质量提升建议和服务流程改善方案；以行业标杆企业为基准，以同业经验为参考，

提出了针对 10000 号、网上营业厅和掌上营业厅各项功能的优化方案；从提升用户满意度角

度出发，以服务现状为基础，提出了专业公司服务提升建议；从而支撑中国电信“服务领先”

战略下的全渠道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北京市昌平科技商务区发展规划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逄金玉 

课题组成员：逄金玉，于  波，樊懿德，赵宏涛，薛  菁 

结题时间： 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借鉴国内外发展科技商务区（TBD）的实践与经验，首先对北京市昌平区发展

TBD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其次对科技商务区（TBD）的发展目标、战略与功能

进行了研究，并对 TBD 的产业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该课题站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产业发展的视角，对昌平区发展科技商务区（TBD）的产业基础、产业发展架构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科技商务区（TBD）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领域、发展节点和路径等建议。产业

发展的建议包括产业发展原则、产业发展重点、功能区重点项目等。 后提出了发展北京科

技商务区（TBD）的实施步骤、招商策略及保障措施。课题的完成对北京市昌平区提出的“十

二五”期间建设“京北创新中心、国际科教新城”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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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播作品的版权监督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黄东海，李忠妹 

结题时间： 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网络版权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得渐

趋稳健的版权保护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版权保护，已经成为版权行政和司法共同

面对的重要问题。 

课题组根据全国主要版权行政部门的管理实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研究，

力图较好对网络版权保护的长效机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我们的总体设想是：网络版

权的保护是促进科技进步发展，维护文化市场秩序的重要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网络版权保

护长效机制，首先需要建设好规范合理的网络版权行政保护制度；其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网络版权保护的私人供给同样是值得期待并有广阔空间的。我们不仅仅应该依靠版权行政执

法和司法审判的衔接和协调，更有赖于社会和行业自治。因此，版权行政部门不仅要依法行

政和善于行政，更要善于整合和衔接各种社会力量，从而构建一种长效、畅通的综合保护机

制，不断适应网络版权保护工作的新发展。 

该研究主要从以下一个方面对长效机制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讨：1.建立起科学、合理的

网络版权行为评价机制；2.设立规范有效的网络版权侵权处罚机制；3.完善网络侵权信息监

控制度；4.针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和重大事项的护航机制、约谈制度；5.针对网络版权传

播行为的引导和惩治机制；6.建立健全版权监管流程的规范化流程等。 

 

 

3G 业务口碑营销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岳  欣 

课题组成员：岳  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探讨口碑营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 3G 业务的特点，在借鉴口碑营销在

国内外运营商 3G 业务发展中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确立标杆，采用对表分析查找中国

联通 3G 业务营销中的短板，进而结合中国联通 3G 业务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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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 及 Laptop 天线 OTA 测试和 SAR 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  丹 

课题组成员：石  丹，高攸纲，沈远茂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完成的主要研究和开发工作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关于 OTA 测试方法的研究 

通过仿真与测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上网卡天线的有源测试方法（OTA 测试）。通过仿

真分别分析了测试用笔记本的尺寸、笔记本材料、笔记本噪声、人体组织模型、USB 端口

位置、笔记本的材料等因素对笔记本直插式上网卡 OTA 性能的影响。同时，为了完善仿真

结果，课题组分别在国家无委、国家通信计量中心、Sony Erssion 公司作了大量的辐射骚扰

测试及 OTA 测试。通过仿真与测试，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研究结果，并且整理为提案，向 3GPP 

RAN4 工作组提交了 12 篇提案，与国际上的运营商、设备厂商等进行讨论，为标准的制定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关于低 SAR 值天线的设计研究 

关于低 SAR 值天线的研究，主要采用技术为添加电磁带隙结构。这种结构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操纵电磁波的传播，具体表现为此结构能够在某些频段上阻止电磁波的传播，具有一

定的禁带特性；本质上是由不同介质、金属等混合体单元按周期排列构成的带阻滤波器。由

于此特性的存在，电磁带隙结构一般应用于微带天线中以抑制基底的表面波，抑制高次谐波，

提高辐射增益。将此结构应用于终端天线背后能够有效的抵制天线的背向辐射，以及降低终

端天线的 SAR 值。而且通过仿真发现，采用此方法对天线的 OTA 性能影响不大。这点非常

符合课题的设计要求。 

 

 

Android 手机软件动态行为分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邹仕洪 

课题组成员：邹仕洪，曾  阳，刘  敏，孙  典，安卫亚，吕晓庆，续  磊，李  彬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开发了一个 Android 手机软件动态行为分析系统，主要内容包括:（1）Android

软件在 Android 虚拟机上运行；（2）能够模拟用户操作，修改系统条件以对可疑行为进行触

发；（3）能够记录所有软件行为以供后续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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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多媒体网络中控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时良平 

课题组成员：时良平，郝仰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开发的“嵌入式多媒体网络中控软件”，用于合作公司的高清编码器上。 

高清编码器技术要点为采用嵌入式架构实现对编码参数和编码音视频源的选择实现对

音视频编码、实时传输功能（嵌入式软件）；采用 PC 机软件实现对音视频信号的解码、播

放、存储，参数设置（应用软件）。嵌入式系统包括软硬件，需要在公司自己研发的高清编

码板上开发符合功能需求的嵌入式软件，主要完成音频、视频数据的编码、网络传输以及音

视频通道的控制。课题组所做的工作如下： 

1.由于底层涉及到 bootloader 的移植，linux 内核的裁剪与移植，需要了解 u-boot 的执行

流程，配置编译调试过程；linux 内核的配置编译过程以及如何进行裁剪。这也是本次项目

中的难点，需要准备大量的前期工作。 

2.梳理整个编码框架，分析编码流程，采用多线程和 FIFO 的方法实现。在原有框架基

础上修改添加代码实现适合开发板的一些功能。 

3.网络部分进程通过读写共享内存的形式与编码进程进行通信，基于 RTP/RTSP 库，通

过 VLC 观看视频流，实现实时播放。 

4.搭建 WEBSEREVR，客户端可以通过 WEBSERVER 根据自己的需求配置音视频编码

格式，码率，开发板的 IP。 

 

 

民用保险箱系列产品外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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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前期保密枪弹柜设计研发的基础上，在针对民用保险箱市场的大量调研与不同

用户的访谈后，主要针对市场上部分民用保险柜的从外观与解锁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重新设

计与改造，使民用保险箱在外观设计上打破了传统的样式。首先从外部形状上打破了方块箱

子的感觉，其次在色彩的使用上打破了传统的黑白灰系列， 后在开取方便的同时打破了仅

使用 0-9 数字解码的密码锁的解锁方式，使保险箱在具有双重趣味锁码的同时具有与功能和

环境相吻合的现代美感等特点。 后该项目设计了多套方案，尤其在解码方式上创新性较高，

实现了针对不同使用对象，不同客户端的不同设计方案。其中针对高端用户的设计与开发是

后期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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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免公司组织效能提升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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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欣，张  翼，陈  飞，隋  越，兰  冰，葛婷婷 

结题时间： 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基于中免公司战略发展要求，结合行业特点，站在中免公司总部的角度，同时兼顾下属

企业的实际情况，从信息系统建设的角度，进行项目的管理内容、操作流程方案设计、岗位

设计和管理制度框架的撰写，共两个专题。 

1.“海关监管系统项目”专题 

根据海关监管系统的实施要求，结合中免公司实际情况，梳理了海关系统化监管的详细

内容，制定了集中化监管项目工作的方案，设计了集中化监管模式下的流程，编写了集中化

监管下的岗位设计要求及岗位操作手册，拟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框架。 终，通过系统化的

流程梳理和设计，出具了集中化监管模式下系统功能需求书。涉及公司管理部分，出具了管

理建议书。 

2.“信息化专员体系建设与组织结构管理系统项目”专题 

根据信息系统实施及管理现状，从 IT 治理角度分析中免公司集团化管理所需要的信息

化能力，重点解决了信息化专员体系建设问题，整个体系建设包括组织结构设计方案、日常

管理方案、考核方案等，设计信息化专员体系的运作流程、岗位及操作手册。结合现有系统，

梳理了系统化组织机构、人员、系统岗位和系统角色的功能需求，出具了“组织结构管理系

统”功能需求书。涉及公司管理部分，出具了管理建议书。 

 

 

DTS 软件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黄俊飞 

课题组成员：黄俊飞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甲方在合同签署后提供了 5 个软件的源代码，包含编译源代码的操作系统和编译器信息。

课题组利用 DTS 软件缺陷检测系统，进行了源代码缺陷测试，并就系统发现的缺陷进行了

仔细甄别，指出哪些是故障类的缺陷，哪些是安全漏洞类的缺陷，哪些是疑问代码类的缺陷，

哪些是编码规则类的缺陷，并在 后形成了详细的测试报告。甲方就测试报告进行了确认，

对测试效果表示满意，测试结果有助于甲方改进软件开发流程，并提升软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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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模色散对高速光接口可靠性影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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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丽霞 

课题组成员：席丽霞，张晓光，张文博，杨  松，林  涛，赵煜杨，吴  桐 

结题时间： 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为了验证高速光接口的可靠性，需要产生高速测试流量，在公司已有的低速接口测试仪

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基于已有硬件的流量放大方法技术，即使用低速接口的测试仪产生流

量，通过设计的系统硬件功能放大后得到高速流量，满足了公司日益增长的高速测试流量的

要求。 

随着通信设备接口类型的不断增加和传输速率的不断提高，还需要对测试仪的发送流量

进行精准控制，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标准测试仪的流量控制方法，该方法能精确控制光网络

测试设备的发送流量，满足了公司 DUT 设备的测试需求，达到了预期合作目标。 

除了在测试仪流量控制及产生方面的成果外，在自动化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对测试

软件版本的初验程序进行了优化设计，使初验时间缩短到 1 天就可以完成，提高了工作效率，

每个版本节约了 10 人天的投入，为公司大大节约了成本，而且以后还可以持续使用。 

 

 

对外高级农业专家人才数据库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连明 

课题组成员：徐连明，万  能，王小影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数据库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单位对人事和事务的管理走向电子化、智能化。用户希

望可以迅速查找人才资源以及其他更加便捷的功能。农业部提出智能管理人才、合理高效运

用人才的需求。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针对农业部的需求，研究适应性查询技术，开发对外高

级农业专家人才数据库系统。 

课题组对人才库系统的数据库管理、信息处理及数据安全进行研究开发。主要涉及人才

库系统总体架构设计、数据库设计及数据结构设计及实现、中间层设计及实现和应用层设计

及实现。通过开发研究，完成了单机版功能开发，包括系统配置和信息管理两个功能模块，

其中系统配置模块主要包括数据备份、数据恢复等功能；信息管理主要包括新建、查询、修

改和删除信息，以及信息的导入导出，统计分析。本课题完成了对外高级农业专家人才数据

库的系统开发，实现了农业人才资源登记、分类存档、智能识别专家擅长领域、辅助决策等

功能。 

课题研发的产品已经用于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系统界面美观，运行稳定，受到

用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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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的新形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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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晓军，王  冰，王  梦，屈常睿 

结题时间： 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网络作为新形势下信息传播 便捷的工具，其传播速度的高效性、信息供给的海量性、

言论表达的自由性，以及交流的互动性、形式的虚拟性等特点，使其成为社会各界及广大人

民群众把握时事动态、了解舆情信息、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渠道和舆论阵地。如何适应信息

化时代统战工作的新形势，满足党外人士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新要求，进一步突

破网络统战在思想、政策、技术、程序等方面的制约瓶颈，扩大统一战线覆盖范围，实现“大

统战，大网络”格局，已经成为当前各级统战部门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信息化条件下，加强网络宣传与管理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1．网络已经成为统战部门发展民主政治的新途径；2．网络已经成为广大统一战线人士

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3．网络对统战部门拓展舆论宣传提出了新要求。 

虽然中央非常重视统战网络宣传，但全国各地市统战部门在网络宣传与管理上仍受到一

定的制约，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制约性因素：1．创新能力不强；2.服务功能单一； 

3．投入力度不够；4．对网络的负面信息管理有一定难度。 

网络宣传是社会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功能，它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

群众的纽带，因此，一定要使网络宣传成为统战宣传的新渠道、统战工作的新阵地。当前，

可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统战部门的网络宣传与管理：1．及时主动地发布权威信息；2．精心策

划重大主题宣传；3．建立网上舆情监控、处置、反馈机制；4．优化网站的页面布局；5．提

高网络宣传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基于云计算的日志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毅东 

课题组成员：崔毅东，杨  谈，李  菁 

结题时间： 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利用 Hadoop 开源软件搭建一个演示环境，将多台 Apache 服务器产生的日志文

件导入到云环境的 HDFS 文件系统中进行拆分合并；利用 Hadoop 的 Map-Reduce 功能，开

发了日志信息的统计功能；能够利用多机并行扫描日志文件，对日志文件中的错误及残缺信

息进行过滤，随后利用 Hadoop 集群中的计算节点统计并发量、访问次数，web 访问用户的

来源等信息；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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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中的法律问题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楚湘 

课题组成员：罗楚湘，彭  云，何雅丽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

图像等综合多媒体业务。目前阻滞我国三网融合进程的 主要原因在于监管的融合方面。监

管分离、法律制定严重滞后、政策导向性不明确等原因，导致三网融合仍然停留于表面繁荣，

深层次的监管融合是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也是本课题研究问题的关键和价值所在。 

该课题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1.三网融合的发展现状。 

2.三网融合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提出监管融合问题和广电、电信的双向进入问题。 

3.监管现状及融合趋势探析。 

4.国外三网融合监管的发展与经验借鉴，分析了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的三网融合

监管现状。 

5.对我国电信监管政策的走向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双向进入的监管模型建构，建议设置

统一的监管机构，调节现有法律的矛盾，统一监管主体下差异化的监管制度。 

三网融合的实质性进展所带来的信息传播产业格局之变不可避免，其融合趋势不可阻挡，

只有完善整个法律体系才有利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融合的制度保障。 

 

 

中国移动手机淫秽色情信息治理过滤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肖  波  

课题组成员：肖  波，张洪刚，齐勇刚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中国移动手机淫秽色情信息治理过滤情况，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1．对课题研究背景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调研现有的过滤技术、算法、策略、治理效果

等，深入了解各厂商系统现状。深入分析国内外采取的过滤技术和算法。 

2．研究了不良信息监测系统过滤技术及算法。 

3．研究了手机淫秽色情信息治理过滤策略。 

4．研究了提升手机淫秽色情信息治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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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集成分析与共享系统测试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庄育锋 

课题组成员：庄育锋，余  瑾，邱洪宇，徐德龙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设计了测试案例，完成了产品测试。在测试过程中，及时和甲方沟通软件在测试

中出现的问题。按时完成了软件的测试工作，出具了软件测试报告。 

 

 

外国代理人规制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崔聪聪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外国代理人是指接受国外资助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外国代理人通常作为

委托国的“代理”，通过宣传或“公关”活动影响他国的政府政策，但是有的国家怀着不可告人

的目的，意图通过扶持代理人搞分裂活动、危害他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此，需要制

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等从源头上控制、监管进入本国的“外国代理人”。 

就目前而言，我国尚无专门规范外国代理人的法律，特别是缺乏事前的规范机制，虽然

事后可以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但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征导致利用网络实施的危

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稳定行为的损害后果异常严重，且具有不可逆性，结合我国的国情，

借鉴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以及《俄罗

斯非政府组织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对外国代理人提出如下规制建议： 

1.制定单独的《外国人代理法》。将直接或间接接受国外各种基金或者企业资助在中国

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包括智库、研究所、个人等等，纳入规范的对象。采取事

前规制措施，从任职条件、财务和活动信息披露等方面规制外国代理人的行为。对未经批准

从事外国代理人的行为，应给予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未依法履行财务信息报告义务或隐

瞒外国代理人身份的行为，可给予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外国代理人

的资格。 

2.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罚。如果外国代理人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情节严

重的，可依照《刑法》第 102 条（背叛国家罪）、第 103 条（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

第 105 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 110 条（间谍罪）和第 111 条（为境外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等规定进行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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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专项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米铁男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在日内瓦通过一项有关互联网自由问题的决议。

决议呼吁世界各国像在其他状况下一样支持个人在网络上的自由。互联网中国代表和古巴代

表在发言中对决议的内容表达了保留立场，但是仍然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道，通过了这项由

挪威提出的历史性决议案。该课题的研究重点解决了我国在未来网络人权的发展路径问题，

明确了网络人权概念的内涵，分析了网络人权草案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初

步构想了中国网络人权的保障体系。 

该课题研究认为，网络人权应该就是指人在互联网环境中基于良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所享有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网络人权草案决议的通过要求我们以法

律的形式平衡网络监管与网络人权的关系，使网络人权的行使达到尽可能充分的程度，而把

网络监管限定在极其必要的范围之内。个人信息的处理权利应该在网络环境下逐步法定，总

的目标一定是个人信息自决，但是要根据各个国家网络和社会发展程度来逐步实现其法制化。

中国近几年来网络迅速发展要求尽快完善互联网立法，制定网络监管的标准和规则。网络人

权草案的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这个进程。互联网立法旨在规范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环境，

从而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与公民权利。这样的立法目标与网络人权保护在本质上一致的，

尽管草案的内容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化为国内法，但基本观念的确立会促使国内立法逐渐向完

善人权保障的方向发展，国内在制定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时势必会对网络人权保障的问题更

加重视。为了提高中国网络人权的保护水平，推动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把保障网络人权确立为网络治理和网络立法的原则之一；建立高层级保障网络人权的

立法体系和执法机制；协调互联网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它们的权责分配，推动自律机

构的发展；完善互联网监管的程序性规范，增进网络公众的参与性；完善互联网监管中的救

济机制，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建立畅通的公民监督渠道等。 
 

 

Meego 平台短信过滤原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邹仕洪 

课题组成员：邹仕洪，曾  阳，郑永伯，杨竞夫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开发了一个 Meego 手机短信过滤原型，主要内容包括:（1）基于 Meego 平台，

使用 Meego 图形库、输入控制库；（2）监听短信收件箱；（3）对比黑名单，过滤特定短信。 

该课题达到了以下技术指标和参数：（1）能够在 Meego M5 仿真平台上运行；（2）能够

移植到 Meego 平台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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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环境下的新型通信与信息服务融合应用 

研发及示范——媒体服务器租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双  锴 

课题组成员：双  锴，苏  森，徐  鹏，王玉龙  

结题时间： 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课题组向合作单位提供媒体服务器，以及配合使用的 IMS 网络实验环境，媒体服务器

完成多媒体资源功能处理器 (MRFP)的功能。所提供的 IMS 网络实验环境遵循 IMS 标准，

实现话音、视频、消息和数据等多媒体业务的融合，提供终端接入、会话控制、移动性管理、

用户数据处理、业务交换、业务生成、业务执行、多媒体资源控制等功能。该环境中重要的

网元实体包括：HSS（Home Subscriber Server，归属签约用户服务器），CSCF（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呼叫会话控制功能），MRFC（Multimedia Resource Function Controller，多

媒体资源功能控制器），以及 MRFP（Multimedia Resource Function Processor，多媒体资源功

能处理器）。该 IMS 网络环境由课题组在开源项目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使其功能更加完善，

性能能加优越。提供的媒体服务器功能包含：（1）支持开放的控制协议，可作为统一的媒体

处理平台，同时支持来自不同 ISV 的业务。（2）支持丰富的语音编码和视频编码，支持 FAX

功能，提供 TTS 和 ASR 功能。（3）支持跨平台媒体处理技术，跨平台媒体处理技术能 大

幅度地提升了媒体处理能力，并控制任务的分配，从而提高计算资源的效率。通过此项目进

一步验证了本 IMS 网络环境的可用性。 

 

 

蜂窝移动通信专利 LTE 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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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内容为对蜂窝移动通信 LTE 专利分类标引项目进行专利分类标引的专项技

术服务，对 LTE-A 的相关专利从信道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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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载波技术、同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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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接入技术等技术层面，以及移动终端、基站、中继、直放站、核心网等设备层面进行分类

标引。 

该课题成果包括对 3 万个 LTE 的相关专利进行分类标引，合格率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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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交换融合语音接入和 VPMN 业务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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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鹏，双  锴，王玉龙，王 磊，王  超，黄海平，吴  山 

结题时间： 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分布式业务网络（DSN）旨在实现一个接入无关、应用无关的分布式核心控制系统。通

过在核心网引入 P2P 的路由选择、数据备份和负载均衡能力来增强对传统电信业务和主流

应用的支持。 

现存具有 C/S 结构的系统沟通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并且信息服务安全无保障。而引入

P2P的网络结构区别于C/S结构 显著的特点是整个网络不存在中心节点（或中心服务器），

其中的每一个节点（peer）大都同时具有信息消费者、信息提供者和信息通讯等三方面的功

能，通过更直接的共享方式来提高沟通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并保障信息服务安全。 

该课题基于 DSN 网络架构实现了一套支持 VPMN（虚拟专用移动网）业务的业务服务

器。VPMN 业务是针对企业用户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主要包括如下应用特性：群内呼

叫、入群呼叫、出群呼叫、群限控制等。其中“群内呼叫”指的是，群内用户间可以通过短号

码进行通信；“入群呼叫”指的是群外用户可以通过“群号+短号”与群内用户通信，此时被叫

用户显示为长号；“出群呼叫”指的是群内用户可以通过“业务号+长号”与群外用户通信，此

时被叫用户显示为“群号+短号“；“群限控制”指的是群管理员可以对群内用户的呼叫权限（是

否允许出群等）加以控制。同时 VPMN 业务服务器不但要支持语音业务，还要支持融合短

信业务。 
 

 

基于数字标签的消息中间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红熳 

课题组成员：王红熳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各种数字标签技术和不同厂商各种标准和类型的数字标签识读设备，设计、

开发了一套可屏蔽上述技术、设备差异性的消息中间件，支持主流厂商的条码、二维码、

RFID 识读设备的接入、标签识读、消息传输。其技术内容：（1）设计、开发支持条码、二

维码、RFID 三种数字标签的消息中间件，该消息中间件可以支持主流厂商的多种不同型号

的识读设备；（2）该消息中间件并发访问性能要求 200 条/s，消息处理时延小于 50ms/条。 

该设备能够兼容主流厂家的数字标签识读设备，屏蔽技术和设备差异性。降低应用开发

商的开发工作量和技术难度，进而降低研发成本。 

该课题解决了如下的技术难点和问题：兼容不同厂商和类型的数字标签识读设备；屏蔽

不同类型设备接口协议的差异性；消息中间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目前，该设备已经开始了试点应用，预计进入商用的成果转化工作将会得到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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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aS 平台运行托管环境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李静林 

课题组成员：李静林，林荣恒，刘志晗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核心目的是完成 PaaS 平台应用运行托管环境应用层隔离、应用的故障迁移和动

态伸缩、应用的系统资源配额管理和控制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原型实现。 

该课题对 PaaS 平台应用运行托管环境中应用层隔离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在应用

层隔离的方式，限制应用对于 I/O、网络访问、线程或进程等的访问和使用，实现了在一台

物理机或虚拟机中支持多个 Java 应用实例的运行，并保证 Java 应用实例之间的性能（CPU、

内存、带宽等）和安全互不影响。课题对 PaaS 平台应用运行托管环境中应用的资源配额管

理和控制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监控应用运行的状态、系统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应用

所签约的系统资源使用配额（分钟配额、每日配额）对应用使用系统资源（CPU、内存、带

宽等）进行控制。课题还对 PaaS 平台应用故障迁移和动态伸缩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

根据资源配额管理和控制技术，用优化算法自动调整应用使用的系统资源，在某个应用实例

出现故障后，系统自动将该应用实例迁移到新的运行环境节点上，继续对外部提供服务，不

影响外部业务体验。 

根据研究结果，课题实现了支持应用层隔离的 PaaS 平台应用运行托管环境原型系统，

该原型系统支持采用 jetty 来实现 Web 容器，支持 Web 容器的扩展升级。 

 

 

情报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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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冉旭，崔妍妍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网络时代发展，用户对情报检索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从 初的设法找到更多的信

息到设法找到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情报。这一要求的变化引发了情报检索的发展和变化。 

该课题基于 J2EE，运用 Lucene、Heritrix 和 Oracle 等技术，设计并实现了情报检索系

统。面向应用，通过互联网主动抓取的方式以及针对内容的分析方法，自动采集、识别并归

类相关文本信息，建立能够存储不少于 10 万条记录并有序分类的情报库，用户既可以通过

Web 方式浏览相关信息，又可以通过关键字和语义概念相结合的方式检索所需信息。该系

统能够进一步对内容进行分析，实现以热点主题的识别、跟踪、趋势演化分析，并且能够根

据情报检索结果生成报告，为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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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目并行协同数字化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白中英 

课题组成员：白中英，吴  琨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现有行业复杂异构网络平台和安全平台的条件下，建立了一套行业专有的协同

研发制造的网络及数字化体系。该体系由三个彼此联系、互相依托、协同运行的子系统组成，

分别是非代理机制节点安全控制系统、异构平台环境的信任机制系统、协同研制信息交换安

全控制系统。其成果主要包括：研发了基于系统特征和 CA 证书的行业内网接入机制，对用

户身份的合法性进行验证，通过无代理模式对接入的在线设备进行安全状态分析和判断，有

效阻断存在安全隐患或未经授权的设备和用户接入行业内网；研发了基于目录服务的统一资

源管理机制，对用户身份信息进行集中管理，保证了全网用户身份数据的一致性；研发了基

于 PKI/CA 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通过单点登录技术实现单一用户对不同应用系统的无缝认

证；研发了基于策略的统一授权访问机制，通过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与授权技术对用户进行

统一权限分配；研发了基于 XML 技术的信息交换方式，解决了不同园区网间的数据交换。

该课题实现了行业内信息资源的安全共享、整合利用和业务协同，全面提升了信息资源的组

织、使用和管理水平，建设了一个安全可靠、高效传输的数据交换平台，满足了行业协同研

制和集中管控的需求。 

 

 

企业内训师综合能力提升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克选 

课题组成员：刘克选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实施前对甲方公司内训师能力现状进行调研访谈，初步进行能力测评，出具了

调研报告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法；在课题实施过程中，通过组织宣讲、演练对内训师群体

进行筛选和强化纠正偏差，分阶段有效提升所缺失的能力并完善了其能力体系；分阶段对课

题进行检查及时纠偏。 

该课题严格按照甲方课题内容和时间规划进行实施，对甲方公司内训师进行调研诊断，

根据调研诊断结果，提出适合的解决方案并落地实施，对分阶段检验实施成果和 终成果的

评估均已合格。 

该课题总体上帮助甲方发现内训师能力素质短板，实施后帮助甲方公司内训师树立了正

确的授课理念、规范了授课流程、建立了强大的心理素质等。具体来说，提高了甲方公司内

训师的综合能力，包括初级授课技巧（对培训的理解、个人风范的把握、授课的心理训练、

表达与呈现的技巧等），中级课程开发的技巧（需求调研、课题的确定、目标要求的确立与

分解、材料的选编、课程的修订与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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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与维护（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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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杰，沈  怡，黄建清，赵艳梅，杨广锋，张春玲 

结题时间： 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目

联合目录子项目之一，本着“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发挥 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的宗旨，按照 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的具体技术标准和

要求，为 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提供 2709 格式的详细 MARC 书目数据，并对联合目录数

据库中的错误数据进行修改维护。内容包括： 

1.对中文图书、英文图书、中文期刊、外文期刊以及其他纸本文献进行查重处理。 

2.对无数据文献进行原始编目。 

3.按照国际标准、国内标准、CALIS 联合目录著录细则进行著录。 

4.按照中文文献机读目录格式（CBMARC）编辑中文文献、日文文献。 

5.按照西文文献机读目录格式（MARC 21）编辑西文文献。 

6.按照连续出版物的著录规则编制机读记录。 

7.按照会议录的著录规则编制会议录机读记录。 

8.按照标准文献的著录要求编制标准文献的机读记录。 

9.按照主题分类原则，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进行分类标引。 

10.依据《中国主题分类主题词表》以及其他规定用词表进行主题标引。 

11.向联合目录数据库提交成品数据。 

12.按照相关技术标准修改、维护数据。 

 

 

阴极射线装置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范东宇 

课题组成员：范东宇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根据甲方提出的设计与参数要求，完成了基于 51 单片机的阴极发光装置的样机

设计开发。系统研究了国内外现有阴极射线装置的工作原理及设计成果，于 2010 年 1 月开

始设计开发功能性电子电路，制成印制电路板后对电路模块硬件调试并重新设计，2010 年

10 月完成电子电路的 终设计。同年 6 月～12 月，进行了机箱、框架等辅助硬件设计，并

外协机加工完毕。2011 年 1 月～6 月进行软件的编写调试， 后对装置进行了系统化集成和

总调试， 终实现了阴极发光装置的自动控制，阴极射线设备达到了 30kV 高压输出以及

2000uA 束流输出的峰值高压与束流值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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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新建国际厅候机楼弱电工程航显系统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旭东 

课题组成员：杨旭东，苏光耀，李  斌，王  毅，闫  峰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机场航站楼提供一个全年全天连续可靠运行的集先进性、可靠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信息

统一管理平台。所建成的系统平台能够使得其各子计算机应用系统在集成系统统一的航班信

息之下保持一致性和联动性，为各子系统提供一个管理统一、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换的运营环

境，同时能更好地利用机场的资源和保障机场的正常运行，从而安全高效的管理机场航站楼，

并为旅客和航空公司提供实时、准确、完整的航班信息服务。 终，使得机场成为信息高度

统一、信息实时共享、指挥调度严谨、管理先进有效和服务优质的机场。 

该课题主要工作是对威海国际机场的集成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和扩展。一方面将原来的

C/S 架构系统转变为更加流行的 B/S 架构，从而能更好的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互动；另一方面

将以 LED 屏显示为主的显示方式，升级为更为美观、更为灵活的 WEB 方式 LCD、LED 相

结合的显示方式。主要包括两部分，航班信息管理部分和航班信息显示部分。前者主要包括

今日/次日/计划航班、用户管理、基础信息、设备信息、航班信息维护、屏幕管理和滚动信

息。后者主要包括航班信息显示、值机柜台信息显示、登机口信息显示、行李转盘信息显示

等。 

 

 

下一代网管系统接口检验和设备模板管理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滕颖蕾 

课题组成员：滕颖蕾，魏翼飞，宋  梅，满  毅，王  莉，张  勇，刘  洋， 

王英赫，袁得嵛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内容为：研发下一代网管系统接口检验和设备模板管理平台的，包括模板管

理、模板数据校验、模板对比分析、模板字典维护、对外接口、日志管理、版本管理、系统

管理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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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Twaver 实现设备面板的图形化界面展示，此外，研究组协助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完成了

网管接口 FTP／SSL 和 SSH 协议的协议一致性测试的实施方法，编制了相关测试技术的培

训教材，完成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并且根据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的要求交付完整的源

代码和相关的工作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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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量分析分类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洁 

课题组成员：杨  洁，雷振明，张  琨，陈陆颖，窦伊男，周文莉，刘  芳， 

于  华，何大中，吴晓春，谢  芸，刘  枫，阎  庆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开发了一套对网络流量进行分析及分类的软件系统，即 Traffic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TACS)，实现了采样技术在实际高速网络镜像报文分类系统中的应用。

系统功能包括：（1）报文解析，即提供解析多种封装格式的离线报文的功能，支持对 sniffer2.0

和 tcpdump 文件格式的解析。报文的解析按照其帧结构进行层层剥离，并解析各层属性值。

（2）采样，包括掩码采样、随机采样及流区间采样。（3）特征提取，包括确定性特征提取

和概率性特征提取。确定性特征提取主要使用了自动协议指纹挖掘技术对镜像报文的净荷进

行自动挖掘，得到特定业务的协议指纹，从而能够更新 DPI 指纹库，提升识别率；概率性

特征包括单个五元组流特征、多个相关流特征及整个报文的流量特征。（4）业务识别，包括

DPI 分类器和 DFI 分类器。DPI 分类器主要通过协议指纹来对网络业务流量进行识别，通过

改进当前 String-match 的匹配算法和正则表达式的规则匹配算法，并结合自动协议指纹挖掘

技术挖掘出的协议指纹，达到比较理想的识别效果；DFI 分类器引入机器学习的方法，由特

征提取功能获取的概率性特征作为 DFI 分类的属性，使用 AdaBoost.M1 算法通过迭代 C4.5

决策树分类器提高对网络业务流量的识别率。此外，TACS 还实现了一些扩展功能，如文件

存储、报文过滤和结果呈现等。 

 

 

全国分县综合文档采集建库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庄育锋 

课题组成员：庄育锋，余  瑾，邱洪宇，徐德龙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完成了全国分县综合文档的数据录入及检查，数据库的建立。数据文件已较给甲

方，经检查甲方认为数据的录入准确，合格，数据库可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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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涩宁兰管道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同刚 
课题组成员：赵同刚，任建华，赵  娜，徐正山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取得的成果：（1）无线传感器网络结点通讯距离达到 3km～5km；（2）开发

出适用于长输管道的线性结构网络通讯协议；（3）无线传感器网络结点的功耗满足现场长期

工作的需要；（4）制作 1 套由 10 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结点及网关组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并

在实际管道条件下实现可靠通讯。  
硬件节点取得的了以下成果： 
（1）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有效解决了通信节点野外使用时供电困难的难题。同时增加

了电源防雷设计。 
（2）通过采用 CC1110 芯片作为控制芯片硬件设计方案，通信节点实现了与数据采集

器进行数据通信，并完成数据打包，数据转发、数据校验，发射功率控制、系统待机/唤醒、

实现跳频等功能，达到了项目设计要求。 
（3）通过使用平衡式放大结构，节点输出功率比使用单片功放时输出功率提高了 3db，

通过提高上行链路的接收灵敏度以及对信号的滤波处理使得通信节点在相同功率下能达到

更远的通信距离，通过不同功率容限射频开关的使用满足了通信节点具有不同发射功率的设

计要求，从而为实现远距离跳点传输的设计目的提供了可靠保障。在较开阔地带经实际测试，

两节点间有效数据传输距离达到 4.7km，达到了远距离数据传输 3 km～5km 的设计要求。 
（4）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 I2C 通信接口，实现了通信节与数据采集设备的标准化、通

用化、便捷化的设计目的。 
协议方面：本通信协议方法是在 SimpliciTI 协议的基础上实现的，实现 MCU 资源占用

的 小化，从而降低了低功耗 RF 网络的系统成本。针对管道运输环境基本为线性、传输范

围广、网络拓扑结构简单、节点数目多、节点密度较小等特性，对原有的 SimpliciTI 协议进

行针对性的改进，设计了基于 SimpliciTI 网络协议的“端口号映射法”三层协议架构。该通信

协议可实现无线自组织线形传感器网络，可实现请求采集数据、请求节点剩余电量、请求节

点日志等功能。 
 

 

SIM 卡技术及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 金跃辉 
课题组成员： 金跃辉，崔毅东，王维涛，陈希宏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研究报告分四个章节，第一章为 SIM 卡技术发展概况，介绍了 SIM 技术发展历史，

SIM 卡容量技术、安全算法的发展，以及 SIM 卡的主要分类。第二章为 SIM 卡相关技术分

析，主要介绍 SIM 卡的主要技术原理，及其硬件架构、软件特征，并对 STK、OTA 和 SIM
卡文件结构进行介绍。第三章为 SIM 卡的主要功能及应用，详细介绍 SIM 卡的存储功能、

通信功能、安全功能应用。第四章为 LTE SIM 卡的鉴权算法及对智能卡新业务的研究，在

对无线通信、4G 技术、LTE 技术进行了介绍后，比较了 GSM、WCDMA、LTE 的鉴权机制，

并展望了 LTE 新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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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山区环境仿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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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聪，李沛龙，黄  岩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主要目的为评估 LTE 技术在山区场景中的适用性和性能指标，研究成果将有

助于探究 LTE 技术在特殊环境下的普适性。 

该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设计并构造具有一定特征的山区地形，开发了具有多

种功能的山区地形仿真软件，能够有效模拟山区环境中的大尺度山体地貌和小尺度地形起伏，

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设置基站位置与地形特征，同时能够计算具体链路的无线信道衰落和特定

地形的地形起伏指数。（2）研究了山区场景系统级仿真中的网络拓扑、信道模型及其他系统

参数，并在 LTE 系统级仿真平台中添加山区场景。在 3GPP 的相关标准中并没有给出山区

场景的系统级仿真参数，经过对多种信道模型在山区场景中适用性的研究，选择采用两种模

式的 Longley-Rice 路损模型（点到点模式、区域预测模式）和 COST-207 小尺度衰落模型等

信道模型，考虑单小区-多用户的拓扑结构，并对其他系统参数进行了合理的调整。（3）系

统级仿真与性能评估。基于山区地形仿真软件和调整后的 LTE 系统级仿真平台，该课题在

不同的系统参数和信道模型下对多种具有一定特征的山区环境进行了大量仿真，并根据仿真

评估结果探讨了山区场景中 LTE 技术所达到的性能指标以及 LTE 技术在不同成本、工程实

施条件下于山区环境中的适用性。 

 

 

绿色弹性光组网中路由与频谱资源分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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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利 

课题组成员：赵永利，郁小松，于一鸣，彭甜甜，刘君研，白  云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为了解决容量限制和能耗瓶颈等挑战性问题，未来传送网也正在向软件可编程、性能自

适应、灵活且高效的绿色弹性光组网方向发展。基于光通路多子波带结构，支持损伤感知和

带宽可变机制的新型路由和频谱资源分配（RSA）技术成为未来光网络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

站在面向未来设备应用的角度，该课题从前沿技术探索层面出发，在基于 PCE 架构的 RSA

体系方案，支持弹性光组网应用的新型路由分配算法，基于频谱资源重构模式与优化机制等

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该课题围绕弹性光组网体系架构问题，提出了基于集中式路由与集中式频谱分配的体系

结构，建立了弹性光组网频谱统一控制相关机制；围绕新型 RSA 算法问题，提出了基于业

务属性的资源分配方法，实现了带宽需求与频谱资源的紧耦合利用；围绕频谱碎片和相关优

化问题，提出了基于规整度的频谱重构方案，实现了频谱资源的整合优化与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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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契约在企业组织变革中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茶洪旺  

课题组成员：茶洪旺，胡江华，赵  昕，田惠敏，王  怡，牛  一，刘  伟， 

夏晨芳，明崧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在广泛借鉴中外学者对心理契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上海粱江通信企业为

案例，基于科层制到扁平制和企业并购等组织变革情况，来探讨企业组织变革在的心理契约。

本研究认为，心理契约在企业从科层制到扁平制、在企业并购等组织变革过程中的发挥着重

要作用。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是企业破除自上而下的垂直多层次结构，减少中间管理层，增

大管理幅度，建立一种紧缩型横向组织的过程。扁平化是企业组织演进的一个必然阶段和必

然趋势，它既是对企业流程的再造，也是组织与员工心理契约的调整过程。扁平化中心理契

约的实施与企业组织支持、职业期望和情感承诺及低水平的离职意向密切相关。构建双方可

以信赖的心理契约对于改善雇佣关系、降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保障企业组织变革成功等

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提出了企业组织变革扁平化条件下心理契约重建的方向是由关系型契约

向平衡型契约的转变；重建的方式主要有企业文化重塑、制度重新设计和注重沟通等三种途

径。尤其是当新一轮并购浪潮席卷全球时，许多企业选择并购以扩大自身的经营规模，增强

企业竞争力。企业并购对双方员工，尤其是被并购企业员工的心理冲击更大，被并购企业员

工的心理契约问题更多更复杂。这就需要强化对心理契约的内容、影响因素的研究。旨在为

企业组织的顺利变革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北方六省 BSS4.0 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黄俊飞 

课题组成员：黄俊飞，毛金玉，刘  畅，赵  慧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完成了 BSS4.0 的 Java 部分源代码的缺陷静态测试，发现了部分有价值的故障类、

疑问代码类、安全漏洞类编码缺陷。完成了部分功能测试，验证各种 BSS 角色可以顺利使

用需求列表里的功能达成特定目标，系统可以完成相应的后台操作。完成了导航、链接、

Cookie、页面结构包括菜单、背景、颜色、字体、按钮名称、TITLE、提示信息的一致性等

一致性测试。测试了系统在大流量的数据与多用户操作时软件性能的稳定性。针对兼容性问

题，测试了不同版本的不同浏览器、分辨率、操作系统下的系统工作正常。对于测试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的修改，进行了相应测试用例的回归测试。 

完成了相应的测试过程的管理方案，参与了测试计划、测试方案和测试报告的评审。根

据 PMI 和 CMMI 相关的规范，完成 BSS 测试项目策划过程监理，包括 CRM、Billing 系统

软件测试需求分析、测试用例设计和测试过程的监督和评估过程。完成了渠道信息和佣金规

则的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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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电动汽车加电站网络智能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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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球，修佳鹏，夏亚梅，罗  漩，张志超，孙  超，胡  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全球环境污染和能源紧缺的日益加剧，替代石油的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被各国

政府重视。近年来，以电动自行车、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备受市场关

注，作为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电动汽车的时代即将到来。 

普天海油定位成为新能源汽车能源供应商，作为专业的运营商投资建设运营电动汽车配

套加电设施，提出以“裸车销售，电池租赁，充换兼容，刷卡消费”为公司的商业模式。通过

将电池与电动汽车剥离，普天海油购买电池并向电动汽车用户提供电池租赁服务，建立以城

市为单位的加电设施网络，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加电服务。 

该网络智能管理系统包含加电站 BOSS 系统和综合网管系统。城市加电站网络智能管理

系统可以对甲方运营的加电站业务进行支撑，其中包含客户管理、电动汽车车辆管理、电池

管理、电池配送管理、工单管理、计费管理、结算管理、信息发布管理、加电站资源管理、

加电站拓扑管理、加电站故障管理、加电站性能管理等功能。该系统能满足城市加电站网络

系统整体功能需求，能够支持演示加电站业务的整体概念，能够支持甲方指定的试验站运营

网络系统的设备、设施管理和业务管理，并能通过后续优化和完善，提供城市加电站网络业

务的实际应用。 

 

 

基于魔屏的家庭监控业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李静林 

课题组成员：李静林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目的是为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开发基于魔屏的家庭监控业务，该业务向用户提

供一个使用电话对自身家庭进行监控，获得实时图像和环境音的手段，为中国电信提供新的

增值业务做支撑。该业务系统的核心是一个运行在中国电信魔屏系统上的软件监控终端。该

软件监控终端采用 Android 开发环境开发，支持魔屏采用 Android 2 版本以上的操作系统内

核，支持魔屏采用前置摄像头对家庭环境进行视频监控，支持魔屏采用电信 3G 电话卡或上

网卡接入中国电信 IMS 核心网，并作为 IMS 终端与 IMS 电信网通信，后传监控到的语音和

视频图像。该软件监控终端提供了随魔屏操作系统自动启动支持，支持设置智能监控白名单，

支持自动应答白名单中主叫号码发起的多方多媒体通话，支持对魔屏监控到的语音和视频内

容的录制，支持对录制内容的保存与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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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语料库和汉英电子词典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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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鹏，曾俊瑀，邱  天，王智超，刘  雷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研究包括一个双语平行语料库模型的设计和构建，三个领域（新闻、体育、汽车）的

汉英电子词典的构建，并且为流程的各个环节开发了相应的辅助工具。其具体有：截至 2011

年 11 月 24 日，完成构建汉英双语语料 100 万对；截至 2012 年 3 月 24 日，完成构建 3 个领

域（新闻、体育、汽车）的汉英电子词典，总计 50 万条。该课题涉及到的主要技术特色如

下： 

1.语料库的采集方面，所搜集的双语语料涉及不同的文体、领域、语体和创作时期。力

求构建内容丰富，质量良好，相对完整，便于操作的语料库。 

2.在对所获取的语料库进行整理和加工时，采用了科学的流程，即首先进行了充分的需

求分析，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语料库整理、加工方案——例如:相关的规范、工作手册和一个

贯穿整个语料库构建始末的 XML 标记集。 

3.开发了一套通用性较好的整理、加工工具。该类工具的开发为工作人员完成语料的整

理、标记、检查、对齐和校对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开发了后期辅助校对工具，用以解决计算机处理后所遗留下来的细节性错误。该工具

能够帮助工作人员简便地调整原文、译文之间的对齐关系，快捷地改善系统的性能。 

 

 

基于 Android 的终端发展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金跃辉 

课题组成员：金跃辉，杨  谈，王维涛，陈希宏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报告分为三个章节，对基于 Android 的终端发展研究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第一章是 Android 系统概况介绍，第二章详细介绍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技术

原理，第三章是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终端发展研究。 

Android 是一个基于 Linux 核心的开放手机平台操作系统，截止 2011 年 9 月，Android

系统的应用数目已经达到了 48 万，而在智能手机市场，Android 系统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43%，排在移动操作系统首位。 

对于设备制造商来说，Android 是个开放的平台，只要厂商有能力，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自由加入特有的装置或功能，不受手机操作系统厂商的限制。对于手持装置的开发者来说，

平台上的应用程序可相容于各种型号的 Android 手机，免去为各种不同手机机型开发的困

扰。对于使用者来说，Android 用户可以使用丰富多彩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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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显示技术及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金跃辉 

课题组成员：金跃辉，陈莉萍，王维涛，陈希宏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报告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立体显示技术的市场现状，对立体显示技术现

状、市场前景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立体显示技术的应用环境。第二章介绍立体显示技术的

主要技术原理，包括立体显示技术主要硬件体系架构、软件特征、主流软件系统架构。第三

章是立体显示技术的发展趋势，对立体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立体显示技术在互联网终端上

的应用、立体显示技术在移动终端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三维立体(3D Stereo)显示技术通过左右眼信号分离，在显示平台上能够实现立体图像显

示。立体显示是 VR 虚拟现实中实现沉浸交互的方式之一，3D 立体显示可以把图像的纵深、

层次、位置全部展现，使观察者更直观的了解图像的现实分布状况，从而更全面了解图像或

显示内容的信息。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知识体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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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晓峰，高  英，唐  宁，鹿海磊，王新宇，杨  锦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关于物联网知识体系梳理（涵盖基本概念、范围、主要技术、行业标准、体系

结构、技术与示范应用、市场发展及物联网 新研究成果）的咨询，将咨询内容整理成网站、

ppt、doc、书籍、视频等形式。 

1．在北邮人维基（byrwiki）网站上创建 Web of Things 技术专栏，介绍 Web of Things

基本概念、关键技术、节点、网关、平台、应用以及演示系统等方面内容，促进物联网行业

相关人员的学习与交流。 

2．以 word 文档形式介绍 Web of Things 相关知识及技术，包括基于 Web of Things 技术

的协作开放创新平台介绍及应用层实现讲解两部分，帮助了解 Web of Things 的相关知识和

技术。 

3．以 PPT 形式制作了 Web of Things 课件，分别从 Andoid 入门、WoTlab 概述、WoT

相关概念介绍及应用层的实现四方面介绍 Web of Things 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4．编写《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一书，梳理“物联网”这个概念下所包含的内容，介绍建

造物联网大厦的关键技术。内容从原理到应用，从理论到实验，从硬件到软件，从学术到产

业标准，全面覆盖了物联网领域的 新知识，从多个角度全面介绍了物联网的关键技术、相

关应用等知识； 

5．邀请物联网产业方面的专家，从物联网产业的格局发展、设计、创业等多角度进行

介绍，以视频的形式为学习者提供物联网行业发展及产业介绍相关知识，形式生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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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及传输类测试项目短名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赵  钦，黄小红，王文东，禹  可，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 IPv6 网络过渡方案，分析 IPv6 过渡技术以及 新的技术进展，如 IVI，

CGN，softwire，DNS64，NAT64 等，研究 DNS 相关技术，特别是过渡时期的 DNS 部署方

式，研究在 IPv6 网络演进过程中的网络管理技术，进而制定或者修订相关设备规范和测试

规范，协助中国移动完善 IPv6 的发展策略。 

同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设备支持情况、过渡技术和过渡方案等进行测试验

证。选取适当的案例，测试路由器/交换机所支持的 IPv6 路由协议，IPv6 数据包转发性能以

及支持的过渡技术等；测试防火墙所支持的 IPv6 路由协议，IPv6 数据包转发性能，支持的

过渡技术，能够防护的 IPv6 攻击以及 IPv6 对防火墙性能的影响等；测试 SGSN/GGSN 在用

户面和承载面对 IPv6 的支持情况；模拟中国移动商用网络的试验网，测试 IPv6 路由协议的

一致性和兼容性，验证组网方案的效果和性能等；搭建试验业务系统，测试语音、视频、

DNS、网管、即时消息、M2M 等业务系统对 IPv6 的支持情况，验证业务系统方案。 
 

 

MPLS VPN CSC 组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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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严，赵  钦，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协助中国移动进行 MPLS VPN CSC 组网方案的实验室测试，如实记录测试

结果，按时保质完成测试任务，并在项目组的指导下整理测试报告。其中，MPLS VPN CSC

组网测试包括： 

　功能测试：验证 AR 和 CE 设备支持 VPN CSC 组网模式，包括单厂家设备组网及互通组

网。 

　性能测试：在 CSC 组网模式下，测试业务流量转发性能。 

　可靠性测试：在 CSC 组网模式下，测试网络中设备、链路发生故障以及故障恢复时业务

流量的切换、恢复情况。 

QoS　 测试：在 CSC 组网模式下，测试 CE 设备在拥塞情况下的队列调度能力。 

　网管功能测试：在 CSC 组网模式下，测试网管系统对 CE、PE 设备的告警、监控能力。 

本次测试的 CSC VPN 组网方式由 AR 路由器实现，CE 路由器仅运行普通 MPLS L3 VPN 功

能。所有 AR 之间运行 IS-IS 协议，AR-CE 间运行 OSPF+LDP 协议（上海贝尔 AR 与华为

CE 间运行 EBGP+LDP 协议），本端主、备 CE 间运行 OSPF+VRRP 协议，本端 CE 与对端

CE 之间运行 BGP 协议。测试结果显示，CSC VPN 业务的保护倒换性能与前期所做测试相

比有所提高，但是某些发生链路或设备故障时业务倒换时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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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治理违规情况监测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朝晖 

课题组成员：李朝晖，季玉萍，孙晓华，付志文，聂俊鸿，上官娜娜 

结题时间： 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电子信息作为人们沟通的载体，早

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各种情色类的视频、图片、文学等“低俗内容”也夹杂着弥漫在人

们身边，兜售客户信息资料、发布垃圾信息等各类违反法律和违反道德的内容也随处可见。

为倡导网络文明、建设绿色网络环境，某运营商响应国家号召，收集、监测和管理影响其公

司业务的网络不良信息。 

该课题在深入研究手机违规情况监测关键技术基础上，采用 B/S 模式开发了一套手机违

规情况的监测信息管理软件，实现了垃圾短信管理、客户信息保护和业务安全事件管理等监

测过程中信息的搜索、提交、审核以及统计等一体化功能，为监测人员查找、监测、统计信

息提供了一个完善的管理平台，从而解决繁琐人工操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该系统目前已上线，运行良好，满足用户需要。 

 

 

互联网实名制立法跟踪研究 

——网络身份证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任乐毅，米铁男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从五个方面研究网络身份证制度。第一部分对网络身份证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

厘清它与网络实名制的关系；第二部分对网络身份证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总结经验。国际上

对网络实名制研究较多，但网络身份证目前主要是美国提出了战略设想，中国一些地区也尝

试进行网络身份证的应用，但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身份识别标识；第三部分从哲

学、信息传播学、法学的角度剖析网络身份证存在的理论根据，由于网络身份证对于控制网

络不良信息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该部分通过理论分析尝试确定网络信息表达自由与限

度的界限；第四部分从实证角度研究了网络身份证存在的可能性，亦即网络身份证制度存在

的合理性，主要包括社会生活的需要、网络技术的可行性、现有法律制度的支撑亦即计算机

资源的保障等等；第五部分初步设计了网络身份证制度的内容框架和适用规则。经过分析，

我们认为，当前在中国推行网络身份证制度是必要的而且可行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应该严格

依照法律规定办事，既要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充分保证公民的合法言网络行为；

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公民人格权，也要确保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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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软件服务栈的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廖建新 

课题组成员：廖建新，王  纯，李  炜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发了 WWW 服务器软件栈，提供如下功能： 

（1）统一的人机界面：整合常见的 web 基础软件和工具，对外提供统一集成的运维管

理界面； 

（2）完整的 Web 应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基于 http 和 https 的 web、wap 和 web service

等 Web 应用的从开发到运维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管理功能； 

（3）多部署模式支持：内置可配置动态负载均衡层，提供单机、双机、集群等多种部

署环境的支持； 

（4）安全特性提升：内部集成多种 Web 安全检测能力； 

（5）支持自定义扩展：提供自定义扩展插件的支持，允许使用者开发扩展的监控和管

理内容； 

（6）面向资源的架构：采用以资源为核心的架构，将资源的监控执行与处理逻辑分离； 

（7）内容发布：将系统的内容进行打包分发到外部系统，并提供分发过程管理的功能。 

 

 

敏感信息加密系统（MP 部分）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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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文，崔浩亮，赵文昌，云晓明，凌  宁，李梦姣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敏感信息加密系统管理门户（MP）是敏感信息加密系统的组成部分。同时 MP 通过提

供接口，保证敏感信息加密系统与第三方系统的通信，如 4A 系统等，MP 提供基于 B/S 的

统一的管理界面，可通过 MP 对敏感信息加密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统进行统一监控与控制，

如 PA，RAC，审计系统等。 

该课题对数据库进行了设计，修改了部分数据表描述和结构，未对数据库结构造成较大

变动，同时对内存表进行测试（主要与程序缓存数据进行对比）。对类图进行评审，页面元

素基本齐全。对 API 接口规范，针对内存缓存与内存数据表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方法。对

数据作出改进，包对数据表命名，字段命名进行修正，对部分数据库设计问题进行纠正，增

加了两个数据表：客户端告警日志表和涉密访问网关告警日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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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终端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游向东 

课题组成员：游向东，汪  舵，王  冉，王慧洋，韩  晔，邓  聪，赵  灿，吴文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实现了安卓下的 IMS 终端软件的开发。开发工作主要包括 TR-069 协议部分和

SIP 可视电话部分软件开发。经测试，满足项目要求，通话时，视频满足 H.264 、H.263、 

MPEG4 编解码标准，音频满足 G.711A、G.711U、GSM、SPEEX 编解码标准。通信效果良

好，达到预期目标。 

IMS 终端软件按照《中国电信 IMS SIP 硬终端接口规范》中 I1 和 I5 接口规范的要求设

计。 

终端上电后，通过 TR069 协议，与终端管理及业务发放平台交互，获取用户帐号、注

册服务器等相关业务配置信息，并更新业务发放信息。与终端管理及业务发放平台之间采用

TLS/SSL 传输层加密方案实现用户信息的安全。对于配置文件的下载要求采用 HTTPS 方式，

软件版本下载可采用 HTTP/HTTPS 方式。 

1．终端管理接口（I5）的实现 

（1）管理平台域名处理：终端需要判断管理平台采用 IP 地址还是域名，如果采用域名

方式，需要在域名之前增加用户帐号（固话帐号）区号的前两位，如广州为 20，深圳为 75

等(海南为 898，其他的省市均取区号前两位)，形成如 20.域名的形式。然后采用该域名与管

理平台进行注册流程。 

（2 ）上电业务发放：由终端管理及业务发放平台实现终端管理和业务发放功能，终端

与终端管理及业务发放平台之间遵循 TR069 协议规范；终端管理及业务发放平台需要根据

用户登录的 IP 地址，就近提供代理服务器地址（包括主用和备用的）。 

2．IMS 核心网接口（I1）的实现 

根据业务配置信息，按照 IMS 注册流程注册到 IMS 核心网。 

 

 

分级式网络视频回放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游向东 

课题组成员：游向东，刘福良，鲍  峰，汪  舵，赵  灿，吴文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分级式网络视频回放系统是对四路输入视频信号进行实时录像，然后进行即时回放的系

统。该系统可用于体育比赛、安防监控、交通实时监控、爆破试验等现场的视频实时回放和

历史视频回放。该系统的一个特点是录像后的即时回放速度快，延时低，小于 1s。 

1． 系统硬件构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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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硬件由视频编码卡、视频解码卡、电脑和电视机组成。 

（2）系统功能特点：有“手动录像”和“定时录像”、“运动触发录像”三种录像模式；4 路

PAL/ NTSC 录像通道，每路有一个缓存区；每路的缓存区可以录制 10 段视频，每段视频的

长度 5 秒到 60 秒，第一路具有长时录像功能；能将缓存区里的 10 段视频资料一次性存入硬

盘；在每次录像完成立刻自动开始视频播放，能按照 1-4 路顺序循环反复播放，直到产生新

的录像文件或手动改变播放模式；支持全部播放、全段播放、片段播放三种播放模式；播放

速度可调，播放区域有调节播放速度的选择按钮 4 个：1/8 速，1/4 速，1/2 速，正常播放；

可以播放存入硬盘的视频资料；视频回放过程中，可对指定画面（D1 分辨率）的图片捕获

功能，生成 JPEG 格式文件。 

2．系统界面。左侧的部分上部划分为 2×2，共 4 个窗口，分别对应四路视频信号的预

览窗口；左侧的部分下部 1 个窗口，对应视频信号的即时回放窗口；右侧部分从上到下划分

为状态信息、视频信息、录像控制、播放控制等几个部分。 

3．系统技术指标 

（1）视频编码技术指标：视频编码标准 H.264；视频输入路数 4 路；视频输入接口

BNC（电平 1.0Vp-p，阻抗 75Ω）；支持制式 PAL、NTSC；每路分辨率 D1；帧率 16 ～ 25 

F/S（PAL）；输出码率 32k-1024kbps（CIF），70-4096kbps（D1）。 

（2）视频解码技术指标：视频输出通道数 2 路；视频输出接口 BNC（电平 1.0Vp-p，

阻抗 75Ω）；分辨率 D1；帧率 25F/S（PAL）、30F/S（NTSC）。 

 

 

美元面值及序列号机器智能识别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衍运 

课题组成员：赵衍运，苏  菲，庄伯金，赵志诚，商智洲，郭俊芳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智能纸币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对纸币进行鉴伪、按质量分类、面值识别和序列号识别

等工作，成为银行业的一大助力。然而，目前功能强大的纸币识别系统往往是国外进口的大

型设备，体积大，功耗大，造价也高。因此，可移动、低功耗和高性价比的嵌入式纸币识别

系统将受到国内中小企业的认可。 

该课题完成了：(1)美元纸币图像面值及序列号识别算法的设计实现；(2)将所设计实现

的算法移植到 DSP 处理芯片，以供合作单位(深圳倍量电子有限公司)构建嵌入式纸币识别系

统。美元纸币图像面值及序列号识别算法包括：图像预处理、面值特征提取与识别、序列号

区域定位分割与字符识别四个模块。图像预处理模块中的关键问题是纸币区域检测和图像变

形校正，算法中采用 Ransac 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纸币区域检测问题， 采用仿射变换解决了纸

币的各种线性形变问题；面值特征提取与识别模块，算法提取频域特征并采用相应的识别策

略，得到了鲁棒的、高性能指标的面值识别结果；算法采用模板匹配的策略进行序列号定位

分割，采用几何特征的数值化描述及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序列号字符图像识别，实现了高准

确率的纸币序列字符识别结果。所实现的算法移植到 DSP 芯片（DM642），经过优化，面值

识别和序列号识别都达到了 20ms 以下，满足了验钞机系统实际要求的识别速度。 

该课题实现了在低质量、低计算资源的嵌入式纸币识别系统中进行基于图像的智能识别，

特别是纸币图像序列号的实时识别，为纸币流向追踪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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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服务领先策略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潘  煜 

课题组成员：潘  煜，万  岩，石文华，杨  伟，林国源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1．湖北电信宽带用户满意度现状调查报告。 

针对现阶段湖北电信宽带业务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要求，从 9 个维度构建了宽带服务满意

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湖北电信多个小区的宽带用户进行了调查；对问

卷调查中有显著代表性的用户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获取了宽带服务现有问题的具体实例；通

过对问卷数据和深访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形成了湖北电信宽带服

务现状的详细分析报告。 

2．湖北电信公司宽带服务内部访谈调查报告。 

针对在用户访谈中所发现的主要问题与湖北电信的相关员工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对用户

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总结，生成内部访谈报告。 

3．湖北电信公司宽带服务质量改进和提升的方案建议。 

 

 

基于功能点法的应用软件工作量评估体系及 

标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俊 

课题组成员：吴  俊，叶  丹，张文佳，王正媛，陈  晴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通过分类梳理并对功能点评估算法规则进行充实和细化，形成通信行业功能点评估

工作量算法规则及工作实施指引，确保了功能点评估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规范性、客观性及

准确性。 

2. 通过对 IT 支撑系统应用软件开发中大量技术参数的搜集及分析，建立了适应通信

行业的软件技术性能调整因子以及功能点‐工作量转换系数。 

3. 在国内率先设计并建立适用于通信行业 IT 支撑系统软件特点的功能点参数库，在

此基础上持续积累并完善了参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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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网络多媒体通信软终端的开发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林荣恒 

课题组成员：林荣恒，邹  华，赵  耀，李静林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设计并实现了一套支持融合网络多媒体通信的软终端系统，可运行于 Android 手

机平台，目前支持安卓 2.2-2.3 版本。系统采用 JAVA 和 C 语言混合编程的模式，C 语言主

要负责底层协议栈的书写，且有利于协议栈向其他平台的移植；JAVA 则用于上层终端逻辑

及界面的编写。软终端的主要功能包括支持 SIP、RTP 标准规范，支持 RFC3550、RFC3261

等规范；支持来电振铃、接通、挂断、外呼；支持的音频编解码主要有 g711a，g711b，g729；

支持的视频编解码主要有 H263，H264；支持 DTMF 音的发送、接收等。系统采用分层及

MVC 的设计理念，可以以独立的软终端存在，也具备独立 SIP 协议栈以及 RTP 协议栈等功

能。Control 层负责界面与逻辑之间传递控制信息，分派界面事件，响应网络侧事件，连接

Presentation 和 Model，调度 Presentation 和 Model 的交互。Presentation 层负责向用户提供一

个友好的图形界面，是用户使用本系统能力，进行操作的面向用户的接口。Model 层实现系

统逻辑功能，与其他第三方库，如多媒体，流媒体库配合使用，由 Control 调用其向系统提

供满足需求的功能。信令协议栈，协议栈负责信令处理，主要功能是协商建立，修改，终止

一个会话。流媒体协议栈，流媒体协议栈负责流媒体在网络上的传输。 

 

 

3G 视频监控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游向东 

课题组成员：游向东，王慧洋，邓  聪，韩  晔，王  冉，汪  舵，赵  灿，   

            张  栩，罗  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设计了一套管理平台和前端设备。管理平台利通过 3G 网络，通过短信方式控制

前端，前端将视频编码数据和 GPS 数据传输到指定的管理平台。管理平台上可显示上传的

视频画面，并在电子地图上显示 GPS 位置信息。 

（1）前端实现了基于 ARM 嵌入式系统的视频编码，基于 IP 的视频上传控制；                       

（2）前端实现了基于 3G 通信模块的短信接收与删除，短信内容提取和输出控制；        

（3）前端实现了基于串行接口 GPS 数据的读取和 IP 网络 socket 上传；                            

（4）管理平台实现了 4 画面视频解码软件的研发；                             

（5）管理平台实现了 GPS 位置数据的接收和在电子地图上显示的实现。 

 

 



196 

TD-LTE 组网技术研究和性能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木根 

课题组成员：彭木根，梁  栋，胡春静，李  远，李  健，刘鸿雁，李阳光，王明敏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 TD-LTE 系统的 SON 技术，包括 PCI 和邻区自配置、无线资源自配置，干扰、

容量、覆盖，能量、自优化，给出相应的流程、算法设计和性能仿真分析结果。 

2.在 2.3GHz～2.4GHz 频谱，研究 TD-LTE 和 WLAN 两系统共存时特别是在室内共存时

的上下行链路性能，给出共存组网建议，同时也给出共存时的频率带宽隔离建议。 

3.在 2GHz 频端，TD-LTE 可能重用分配给 TD-SCDMA 的频段，如何保证相互之间的共

存，需要研究 TD-LTE 和 TD-HSDPA 在共站址，站址相差距离为半径，站址相差距离为半

径一半时，两系统共存时的上下行链路性能，并且给出共存时的频率带宽隔离建议。 

4.在 2GHz 频端，TD-LTE 可能重用分配给 TD-SCDMA 的频段，此时 3G 频谱将同时分

配给 WCDMA，如何保证 TD-LTE 和 W-HSDPA 相互之间的共存，需要研究 TD-LTE 和

W-HSDPA 在共站址，站址相差距离为半径，站址相差距离为半径一半时，两系统共存时的

上下行链路性能，并且给出共存时的频率带宽隔离建议。 

5.对 TD-LTE 系统的下行 DPCCH、上行 UPCCH、上行 PRACH 物理信道的配置、链路

性能等进行研究，分析不同控制信道的覆盖特性，评估控制信道的容量性能，给出影响

TD-LTE 组网性能的控制信道瓶颈，并提出改进方案以提高 TD-LTE 系统组网性能。 
 

 

智能家居物联网网关中间件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春红 

课题组成员：张春红，裘晓峰，高  英，沙  晶，昌旭超，龙  滢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是关于智能家居物联网网关中间件软件的设计和开发，完成网关中间件现有标准

的调研、网关中间件软件架构设计、网关中间件软件的开发、网关中间件的部署和测试。 

1．各类设备的驱动开发，主要是获得设备的实时数据并封装成网关能识别的格式，解

析上层下发的控制指令控制设备。 

2．网关服务开发，将网关中间件提供的各个功能封装成 web 服务，供应用调用。 

3．调研完成网关中间件现有标准、协议。 

4．设计完成网关中间件软件架构。 

5．完成了网关中间件软件的开发。 

6．在 DRC_512 部署了各类传感器、智能家电等设备，并完成了网关中间件的部署和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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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眼罩视频的眼球运动曲线捕获专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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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衍运，庄伯金，赵志诚，周黄玲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红外视频瞳孔中心定位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研究者发现眩晕症中大约有 20-40%为良

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根据变位试验的诊断结果，采用相应的体位调整进行复位治疗，有很

高的治愈率。在诊断和复位治疗过程中，所依据的是分析由红外摄像头实时采集到的患者眼

球运动情况，医学上称为眼震。在前庭功能检查过程中，眼球左右运动产生水平眼震、上下

运动产生垂直眼震。眼震蕴涵了患者的前庭功能状况，能否准确、定量地分析眼震是诊断治

疗成功的关键。然而由于眼球运动经常比较微弱，并且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医生很难通过肉

眼精确地估算出眼震的参数，比如快相速度、慢相速度等。况且，临床上需要从眼震中得到

前庭功能状况的定量描述。因此，自动精确地捕获红外视频中的眼球运动是对眼震分析的前

提，对于眩晕症诊疗具有重大的意义。 

该课题通过眼罩内设置的黑白摄像机，摄取眼球运动的红外视频，通过软件将所摄取的

视频图像中的瞳孔运动轨迹捕获出来，并转换成数字信号，以数值形式将眼球的运动方式分

别以水平向及垂直向运动幅值为纵轴、以时间轴为横轴的眼球运动曲线表示出来。获得的眼

球运动曲线能够真实、准确、稳定的反应眼球的运动。该项成果已经应用到合作单位开发的

通过前庭功能检查进行眩晕症治疗的仪器中。 

 

 

外部客户监测 3G 服务提升效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文华 

课题组成员：石文华，林  理，纪  晨，邸广帮，王亚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通过调查，该课题通过真实在网客户使用手机上网、订退增值业务/基地业务、变更流

量套餐等内容，收集在网真实电信用户对流量详单/展示/查询、增值业务查询/退订、提醒服

务等方面的反馈信息和建议。基于甲方需求，提出以下调查目标： 

  　 从外部检验、验证四季度 31 省 3G 服务提升落实情况及提升效果，了解真实在网客户

对流量经营、提醒服务、增值业务退订三项重点 3G 服务提升工作落实的感知体验情况。 

  　 验证四季度 3G 服务提升三项重点工作要求是否在 31 省份公司全面落实，及时发现落

实过程存在的问题，部署未完成省份进行相关整改活动计划。 

主要成果有：组织客户体验订退增值业务/基地业务、变更流量套餐等内容，收集在网

真实电信用户对流量详单/展示/查询、增值业务查询/退订、提醒服务等方面的反馈信息和建

议。通过分析整理，反馈给甲方相关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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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报警监控的安防集成平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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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习胜，袁  晖，邱  琛，杜丹青，孟高洁，杨  录，毛雪飞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 

1．对安防管理系统的整体方案进行规划，为了提供高度可扩展性的集成平台框架，设

计了门禁系统、报警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三个功能模块，研究了各模块的具体结构和实现手

段。 

2．研究了门禁、报警与视频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联动通讯协议，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要

求，提出多种联动方式。集成平台可以获得各个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事件、命令，监控输

入事件的发生，根据预定的规则发出相应的输出命令，实现紧急事件突发时的联动。 

3．在集成安防系统中实现电子地图功能和报表索引查询等人性化的功能，用户可以观

看到各个关键设备的部署和状态。系统提供带同一集成地图和数据地图编辑功能的地图引擎，

针对用户需要，实现过滤功能。系统提供不同类型的报表查询，可以按照时间段、事件、子

系统等查询某一时间段的系统情况，还可以按照不同的采样间隔查询数据量，并以列表、曲

线图或者柱状图的方式显示查询结果。 

4．为了解决高负载运作带来的内存泄漏和系统崩溃问题，开发了一套软件仿真系统，

允许用户配置节点数和客流强度，从而对集成平台进行“压力测试”和现场重现。 

 

 

电信运营商未来三年 OSS 系统规划及建设思路 

跟踪比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俊 

课题组成员：吴  俊，徐  溟，屠希思，王正媛，陈  晴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完成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网管支撑（OSS）域系统业务框架、应用框

架及技术框架现状比较。 

2. 总结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2011～2013 年 OSS 系统规划目标及定位比

较，并给出了各子系统建设演进路线及云计算应用技术路线。 

3. 课题组对合作方网管产品规划提出了相适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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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中国钧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永彪 

课题组成员：郑永彪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课题组在深入、系统、全面分析禹州市钧瓷产业发展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内外部环境

的基础上，第一次将创意产业理论应用于中国钧瓷产业研究，根据钧瓷产业的创意产业定位，

首次提出了钧瓷产业的定位、发展思路，明确指出了钧瓷产业既是制造业，更是创意产业，

既要遵循一般的产业发展规律，也要符合创意产业规律，既要体现产品的质量水准，也要表

现艺术品味和个性特色的新观点，为禹州市发展钧瓷产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和道路。 

同时，综合运用现代产业集群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等，系统地构建了禹

州市钧瓷产业发展的层级战略框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宏观战略：通过明确产业定位，创新发展思路；强化政策创新，为钧瓷产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制度保障；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创建中国钧瓷产业区域品牌；加强钧瓷文化

的保护和弘扬，推进钧瓷文化旅游的发展，提高钧瓷产业集群的品牌知名度；建设区域创新

体系，发展创新型中国钧瓷产业集群。 

中观战略：建设中国钧瓷产业市场体系；健全以钧瓷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协调机制；加强

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助力钧瓷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微观战略：包括企业总体战略、企业竞争战略、企业营销战略、企业品牌战略和企业管

理创新战略。 
 

 

山东省胶州市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企业文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靳  娟 
课题组成员：靳  娟，马慧子，何  滢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基于管理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理论，借鉴国内外组织

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以山东省胶州市市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组织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运用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奎恩的对立价值模型对该组织文化现状进行诊断和评测，

总结、概括市场中心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建设应提升的方向，提出“以心达融、以励行远”的组

织文化定位，并为其设计核心理念（组织使命、愿景、价值观和精神）以及八大基本理念（发

展理念、管理理念、人才理念、学习理念、创新理念、服务理念、团队理念、竞争理念），

在此基础上提出市场中心基本行为规范、工作行为规范、礼仪行为规范及员工形象规范，

后就组织文化落地进行实证研究，提出导入期宣贯、内部主题培训、外部形象宣传的落地方

案。目的在于使组织文化深入人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打造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 
该课题研究的目的是为中国组织文化建设提供一套清晰的思路和操作流程，为组织文化

调研和评价提供科学的方法，为组织文化落地的实践提供借鉴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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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网协同的网络资源效益评估与 

投资决策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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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闻，闻  捷，郑铭兴，赵崇崇，王秦英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在四网协同的背景下，移动公司运营体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以

保证四网协同战略的顺利实施。尤其，网络资源配置较以前有较大的变化。由于

GSM/TDS/TDL/WLAN 各网络之间有替代作用，网络资源配置变得更复杂。四网都可以满

足客户需求，但不同网络对客户体验满足的差异、尤其是在流量体验上的差异，不同网络的

造价、不同网络中的客户需求的价值也就是流量的价格差异，使得在网络资源配置中满足客

户需求、满足投资效益就非常复杂。如何在四网协同的背景下进行网络资源配置，是投资决

策面临的新问题。因此，本项目将通过进一步研究与分析，构建基于四网协同的网络资源效

益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研究，指导四网协同网络资源配置。 

该课题建立了以 TDS 为起点的投资决策体系：首先对 TDS 的覆盖和容量进行决策，然

后再结合 TDS 的决策结论，对 GSM、WLAN 和 TDL 的决策点进行分析。研究得到的四网

协同投资决策体系，能够指导当前时期公司四网的网络资源配置。同时，本项目根据对四网

协同核心逻辑的分析，从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点出发，建立了四网协同投资分析体系，整理

了相应的指标体系，有助于对四网投资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东莞移动 2010 年度科技创新支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俊 

课题组成员：吴  俊，张安伟，陈俊伟，闫  蕾，朱翊菲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科技研发重点指引，围绕集团公司的战略重点，结合集团和省公司的科技创新指导

意见，编制东莞公司科技创新实施规划，制订公司的科技创新路线图，提出年度科技创新研

究重点，编制研发指导意见，引导年度科技创新方向。 

2. 主题创新服务，搭建新技术新业务知识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协助组织新技术新业务

专题交流、专家论坛、知识汇编、每日三分钟普及学习等活动，为各部门关心的科技热点问

题提供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撑及服务。 

3. 协助科技创新大赛工作。主要是对东莞公司各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策划和协助工作，

为各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活动的开展提供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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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保护电位自动采集系统上位机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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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华，于  淼，梁  锦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取得的成果：按要求将阴极保护电位自动采集系统上位机软件进行升级，包

括：（1）软件可兼容新版下位机控制命令；（2）软件可兼容新版下位机数据格式；（3）美化

软件界面。 具体方式：  

1．不同职责的用户，对于系统操作的权限是不同的：对于一个管理系统，该功能是

基本的。 

2．可以对组进行权限分配：对于一个业务系统来说，如果要求管理员为其下员工逐一

分配系统操作权限的话，是件耗时且不够方便的事情。所以，系统中就提出了对“组”进行操

作的概念，将权限一致的人员编入同一组，然后对该组进行权限分配。 

3．权限管理系统应该是可扩展的：它应该可以加入到任何带有权限管理功能的系统中。

就像是组件一样的可以被不断的重用，而不是每开发一套管理系统，就要针对权限管理部分

进行重新开发。 

4．用户的需求：权限为管理员——分公司——站场——管线——保护站。 低一级为

保护站，各保护站级能与下位机（直接与各采集器交互）进行交互，发送指令从下位机读取，

对数据进行数据采集处理汇总上传到管线级；管线级，管理该管线上的各个保护站所上传的

数据信息；站场级，管理该管线上的各条管线所上传的数据信息；分公司，管理该管线上的

各个站场所上传的数据信息。管理员，管理该管线上的各个站场所上传的数据信息以及进行

用户管理。 

    
 

支持 3G 业务的软终端开发环境的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  晶 

课题组成员：王  晶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发了一个软终端开发环境，为各种 3G IMS 业务软终端的开发提供统一的开发

环境，提供如下功能： 

（1）提供组件化、模块化的软终端框架和良好的图形化用户交互界面（GUI），可方便

地进行 3G 软终端的开发； 

（2）通过此开发环境开发的 3G 软终端符合 3G IMS 终端的技术规范，可向外部 3G 业

务系统提供标准化的开放的终端接口。 

该课题的主要研发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通用的软终端基础架构；（2）通用软终端界

面；（3）各种标准的 3G IMS 终端业务功能组件集，如 Presence、Group Managemen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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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体验服务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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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野，张  静，沈孟如，雷  俊，陈  理，张  群  邓宇一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结合北京移动实际，对现有客户体验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并且针对企业重点关注

的产品组织客户体验活动，提出优化建议， 终提升北京移动的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客户体验作为客户服务水平的重要反馈渠道，对于服务水平提升有着重要作用。针对目

前北京公司客户体验现状，该课题提出客户体验闭环管理机制，在此基础上选取复杂业务、

数据产品、智能终端等特殊业务组织开展客户体验。根据客户体验结果，设计能够满足客户

需求的服务产品，提交与竞争对手的对标分析结果。 

该课题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1）建立客户体验闭环管理机制：通过实地的调研和对标

分析，建立适合北京移动的客户体验管理流程，提出针对不同体验方式（现场、网站、热线

等）的客户体验管理办法，形成闭环的客户体验管理流程和机制。（2）业务体验与业务优化：

应用客户体验闭环管理机制，以复杂业务、智能终端、数据产品等为切入点，组织进行端到

端的客户体验，梳理业务流程，并提出具体的优化方案。（3）基于业务体验的服务产品设计：

根据业务体验过程中的流程梳理和客户反馈意见，深度挖掘客户需求，提出能够提升客户感

知的服务产品。（4）基于业务体验的对标分析：根据业务体验结果，对比竞争对手现状，形

成客户体验分析报告，并根据优劣势比较结论提出相应改进建议。 

 

 

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及标准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邹卫霞 

课题组成员：邹卫霞，黄小军，张文硕，秦智超，李  卓，高万鑫，杜  鹏，李子龙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全面考察了物联网中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现有的行业标准规范以及研究

热点，研究了不同环境下传感器网络的无线链路特性、节点能量供需、网络路由架构和服务

质量等，提出了符合中国 WSN 标准目标和要求的技术解决方案。该课题在研究现有路由协

议，包括洪泛、AODV 和混合路由等协议技术的基础上，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能量

供应有限、网络生存时间短及报警信息要求高等特殊条件，分别提出了新型的报警路由机制

和能量均衡的负反馈路由机制，为中国传感器网络标准提供了可行的网络层设计方案，并推

动了标准的不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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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超市”商业模式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曹建彤 

课题组成员：曹建彤，忻展红，岳  欣 

结题时间： 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目前整个传统电信产业被低值化并开始衰退的现象，探索传统电信网络运营

商可选择的一种新业务模式和企业转型方向。 

该课题重点研究如何在信息产业边缘区域建立起一个信息服务的市场，利用网络运营商

自身优势，创建一个新型的面向消费者和内容提供商(CP)的综合信息服务产业链；开发命名

为“信息超市”(即 information mart, iMart)的数字内容分发平台；构建其商业模式、产品定价

规则、数字内容分发方式、质量保证体系、版权保护系统、客户认证与支付手段以及信息安

全管理等一系列数字内容交易的市场规则和机制。 

建立信息超市这样的互联网的数字内容分发平台，无论是从商业模式本身的学术研究、

面向互联网内容提供的商业模式的设计，还是系统设计的科学方法与技术实现以及相关市场

推广都是重大的挑战。同时，从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看，“信息超市”的数字内容分发平台

iMart 也将发挥积极作用。iMart 遵循市场规律，其前向收费的模式（向点播用户直接收费）

及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等特点，将鼓励文化产品创新，拓展数字内容发行渠道，优化产业链和

产业生态，繁荣文化产业市场。同时，对于互联网治理、节能减排与低碳生活等方面也都具

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项目管理信息化流程和需求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旭 

课题组成员：杨  旭，胡一闻，刘  丹，耿  慧，葛成楷，孙  刚，董  建，张艳婷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从多项目管理、多部门协作的特征出发，结合项目的系统性和生命周期特性，结

合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国内外研究与实践成果，针对南方基地深入展开调查研究，梳理项目

管理需求，建立项目管理流程体系，进而设计项目管理信息化的总体模式、项目管理信息系

统的需求分析等，从而指导未来项目管理系统的开发实践。 

该课题形成的研究成果如下： 

1．从南方基地目前管理制度、业务流程、项目实施细则着手，梳理总结南方基地项目

管理体系，对南方基地项目管理信息化提出总体建议方案及建设思路，包括项目管理角色、

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管理职能、业务流程分析、相关文档说明等。 

2．对南方基地项目管理系统需求加以总体描述，从业务模型、系统模型角度梳理南方

基方项目管理系统功能需求、输入输出、业务逻辑以及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形成《南方基地

项目管理信息化需求规格说明书》以指导后期项目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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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信息化系统 2011～2013 年滚动规划分册及 

数据分析、电子渠道系统建设规范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袁燕妮 

课题组成员：袁燕妮，张成文，黄  海，周春燕 

结题时间： 2011 年 4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参与组织协调第三方厂家一起讨论输出中国联通企业级数据模型 MSS 域 DWD 数据

模型文档。 

2.通过访谈与调研，研究中国联通现有 IT 规划/规范及相关建设指导意见，对相关部门

进行调研，输出中国联通信息系统现状调研结果文档，总结概括中国联通企业级信息系统建

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分析，输出 2011～2013 年信息化系统滚动规

划设计文档，设计本期信息化系统滚动建设的目标架构，包含功能架构、技术架构、数据架

构、基础设施架构等。 

4.专题研究成果，针对集中数据分析系统建设、内部门户系统、电子渠道系统建设进行

专项研究，输出相应系统建设技术规范、接口规范等文档。 

5.根据各省 IT 支撑现状的不同，分类制定输出中国联通 IT 实施策略和演进路线文档。 

 

 

校医院健康服务门户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谷勇浩 

课题组成员：谷勇浩，吴伟明，姬梓超，夏佳佳，叶永睿，孙振华 

结题时间：2011 年 6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为推进北京邮电大学校医院医疗健康服务的信息化建设，配合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同时能够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更好的健康信息服务。该课题开发了一套针对校医院的医疗健

康服务信息化门户系统，并于 2011 年 6 月在北京邮电大学校医院安装使用。 

验收组认为：“校医院健康服务门户系统”的设计合理、功能全面、界面友好、操作便捷，

实现了合同的全部内容，为全校师生提供了医疗健康服务的平台，对校医院信息化服务起到

了重要作用。系统验收后 1 年间，课题组对系统进行了定期维护和功能完善，使得系统一直

处于良好的运行服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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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花岭锡业综合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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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冬，赵  健，宋建光，张洲福 

结题时间：2011 年 5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通过矿业企业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的全面分析，整合和优化了生产、营销、物资

采购、物流运输、成本管理等各个关健业务的流程，通过实时采集和上报业务数据，有效的

达到了资源共享、实时监控、自动统计分析，全面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 

该课题的亮点和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创新 

纵然国内外信息系统的开发已经非常成熟，但针对于偏远矿业企业的系统却少之又少基

本上空白，这是由于山区相对闭塞、用户应用水平较低，在发达地区和行业中适用的开发理

念和实施手段是肯定无法适用于这类相对落后的企业的。该课题正是独创性的针对矿山企业

自身特点的特殊的用户体验要求这一细节，落点明确。 

2．技术创新 

虽然是一家矿山企业，但各个厂点工区却分布于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所以在企业内建

立多个独立的局域网再通过互联网连接成虚拟的企业内部网，利用 新的云计算方案，建立

私有云，大大降低了实施成本，用户也只需要在浏览器上完成一切操作，用户体验非常舒服，

简单易学。当然这种方法也稍有不足，毕竟山区带宽建设尚未完全到位，速度有时较慢，但

长远来说，不失为一种有前瞻性的架构模式。 

 

 

TD-SCDMA 小区间干扰控制技术相互影响研究及 

算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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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丁文博，陈泽雄，于  千，陈宇劢，郭鲁川，李博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TD-SCDMA 网络中同频干扰特性理论分析，包括 TD-SCDMA 容量/干扰/功率/KPI/

业务目标之间关系、TD-SCDMA 同频干扰的来源分析、不同干扰控制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分析。 

2．建立起合理的、完整的干扰特性定量 KPI 评价机制，完成基于该评价体系的场景化

干扰关键统计特性分析，并提出合理化的现有干扰控制技术改进方案。 

3．完成 HSDPA 调度优化、HSDPA CQI 测量和反馈机制优化的算法设计和仿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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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交换融合短信业务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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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鹏，双  锴，王玉龙，王  磊，王  超，黄海平，吴  山 

结题时间： 2011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分布式业务网络（DSN）旨在实现一个接入无关、应用无关的分布式核心控制系统。通

过在核心网引入 P2P 的路由选择、数据备份和负载均衡能力来增强对传统电信业务和主流

应用的支持。 

现存具有 C/S 结构的系统沟通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并且信息服务安全无保障。而引入

P2P的网络结构区别于C/S结构 显著的特点是整个网络不存在中心节点（或中心服务器），

其中的每一个节点（peer）大都同时具有信息消费者、信息提供者和信息通讯等三方面的功

能，通过更直接的共享方式来提高沟通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并保障信息服务安全。 

该课题基于 DSN 网络架构实现了一套可以融合短信业务和即时消息业务的融合短信业

务服务器，支持短消息的提交、支持短消息的存储、支持短消息的转发、支持短消息的重发、

支持对离线短消息的处理，并可以与 VPMN 业务服务器配合实现 VPMN 短信。更重要的是

此业务服务器可以实现代发回执功能，即当短信用户给即时消息用户发送短信时，业务服务

器将代理即时消息用户向短信业务用户发送回执，从而保证短信业务流程完整，实现了传统

短信业务与 IMS 即时消息业务的无缝对接。 

 

 

新一代电力信息通信（ICT)网络模式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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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坤，张  杰，张永军，崔琪楣 

结题时间：2011 年 7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北邮部分）开展面向新一代电力信息通信（ICT）网络应用于的光网络及其关

键技术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智能光网络技术、光传送技术、光接入技术、数据与视频综

合业务光传输平台技术以及分布式在线电力电缆监控光纤传感系统技术等五个方面。 

课题推动了智能电网通信领域的研究，使国网信通公司在先进通信组网、智能用电、电

力光纤到户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后续的科技、试点、示范项目相继展开，也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该课题中的 EPON 组网技术研究、电力线宽带通信技术研究、电力光纤到户组网研究

及相关的标准规范的制订，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及产品的研制为课题的建设提出

了理论指导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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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省际电路质量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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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中国移动全业务的开展，一干传送网的电路数量和客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管理

这些电路和客户，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集团客户的增多，对集团客户支撑的需求

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决目前没有业务电路可用率的计算方法，无法向业务客户提供 SLA 报

告的问题，故此开发了传输电路质量分析系统。该系统通过定义业务端口的可用性告警，筛

选分析计算不可用告警信息，得出业务电路可用率，故障率，故障累计时长和平均故障处理

时长等指标，自动输出针对客户或某条具体电路的 SLA 报告，从而得到全网宏观的电路分

布和运营质量分析报告。 

该系统是一个后分析的电路可用性分析系统，通过提取综合传输网管系统的历史告警数

据，滤出其中影响电路业务的告警（称为不可用告警），结合电路数据、客户数据，多层面、

多角度的分析业务电路和跨省专线的电路运营质量，为宏观把握全网情况和运营维护提供支

持。 

该系统不仅仅适用于省际干线，同时也可适用于省内二干和本地网，随着电路数量和集

团客户数量的增多，对电路的管理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集团客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如何

有效地提供电路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可用性分析数据，是目前移动急需解决的问题。该软件的

开发将改变目前依靠人工统计数据和管理的模式，推动电路管理的自动化和数据化，有效提

升工作效率和准确度，可节约大量的运维成本。 

 

 

青霉素钠主要杂质的 logP 模拟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瑾 

课题组成员：张  瑾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充分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通过建立的有机物分子

连接性指数的计算方法，对大量的模型分子疏水性参数 logP 进行了模拟计算和分析，验证

了以分子连接性指数为基础的定量结构－性质关系方法，具有为有机物提供疏水性参数 logP

的预测功能，并获得了有一定普适意义的预测关系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青霉素钠及

其主要杂质（青霉素噻唑酸及高聚物）的分子连接性指数值的计算，可以比较青霉素钠与主

要杂质之间疏水性的差异，为分离杂质时的分离溶剂选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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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类型数据的网络干扰分析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叶  文 

课题组成员：叶  文，李旭东，成  艳，刘  夏 

结题时间：2011 年 8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课题编号：A2011050）。 

该课题采用 2 级干扰分析定位机制，快速分析定位 2G/3G 网络中的各类网内网外干扰： 

1．小区级干扰分析定位。利用后台 NCS、MRR、RIR、Icm/SQI 测量数据，分析网络

中哪些小区存在上下行干扰和可能的干扰类型。 

2．小区内干扰定位。将网络覆盖区域划分为 30m×30m 栅格，利用 3 维电子地图数据，

采用 3 维射线跟踪模型，分析信号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反射、绕射、透射等现象，考虑非视距

传播的影响，仿真无线信号在复杂城市环境下的传播路径轨迹，计算各个栅格的接收信号分

布，分析网内、网外干扰分布情况。 

可分析定位的干扰类型包括：（1）网内同频、邻频干扰，互调干扰。（2）网外干扰，如

CDMA 直放站干扰、私装放大器干扰、未知无线电台干扰等。 

该系统采用多维度归一干扰判别方法，避免了单一数据反映干扰问题的局限性，增强干

扰定位的全面性，干扰定位精度可达 30m×30m，优于现有方法 300*300 的精度。 
 

 

云计算平台搭建与应用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刚 

课题组成员：刘  刚，侯  宾，李巍海，翟周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9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搭建云计算平台，并在云计算平台上开发相关应用，掌握了云计算平台的应用

开发模式，分析云计算平台性能特点。 

2．探讨云计算平台的测试评价体系，制定评价云计算平台的指标体系。云计算是大规

模运算和业务部署的趋势，如何选取云计算平台，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价的方面主

要包括性能，部署及开发方式易用性，安全机制，可靠性和风险评估等等，其中风险评估也

为重要一环。 

3．在云计算平台上开发面向政企和个人客户的具体应用，探讨云计算平台对于中国电

信的业务支撑方式。云计算作为迅速发展的新技术，能否为中国电信的服务提供做出贡献，

关键看能否云计算作为基础开发出合适的企业应用。该课题在搭建基于 Hadoop 的平台之后

开发了相关的应用，在检验云计算平台性能可靠性的同时，在应用层面论证其价值。另外鉴

于云计算平台通常针对基础应用，在开发政企或者个人应用时需要了解开发模式的同时，提

供相对简单的 API，便于其他已经开发的应用移植到云计算平台上或者利用云计算平台提高

性能，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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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干扰协调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莹 

课题组成员：王  莹，许晓东，张纬栋，周  岩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针对 IMT-A 系统中小区间干扰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热点，该课题主要研究了基于 RNTP

技术的下行干扰抑制策略和基于 OI/HII 上行干扰抑制策略。 

1.搭建了一个完整的 IMT-A FDD 上下行系统级仿真平台，其中场景设置涵盖 ITU 要求

的五种场景。 

2.为了提高下行的频谱效率，研究了基于 RNTP 技术的 ITU 室内场景干扰抑制策略，解

决了小区边缘用户干扰严重的问题，提升了小区边缘用户的性能，并保证平均频谱效率折损

在可控范围内。 

3.将 RNTP 技术拓展到 ITU 室外场景，通过相邻小区之间传送的 RNTP 比特图来协调各

个小区对频率和功率资源的使用以达到提升小区边缘用户性能的目的。仿真结果表明：基于

RNTP 技术的干扰抑制策略，无论在室内场景或室外场景都获得了较好的边缘增益，并且充

分保证了小区的平均频谱效率。 

4.为了提升上行频谱效率，研究了基于 HII/OI 的干扰抑制策略。从功率控制和频率复用

的角度入手，在边缘频谱效率优化的基础上，小区平均频谱效率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1 年度规划后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车培荣 

课题组成员：车培荣，彭若弘，李  佳，史宏霞，魏苏娟，李  旭，周  欣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0 年编制的“2011—2013”年度规划情况进

行后评估。规划后评估的对象为滚动规划报告，评估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评估规划的体系结构。 

2．评估业务规划、资源配置规划和绩效规划的关联性及规划与战略的衔接。 

3．评估 OGSM 体系中的 O(战略目标)及业务规划、资源配置规划和绩效规划的持续性。 

4．评估规划与计划的衔接性。 

5．评估规划与实际的吻合度。 

通过全面调研及数据分析，得到了较为客观合理的评估结论，并针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度

解析提出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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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声音识别的 LBS 设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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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志刚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它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讯

网络（如 GSM 网、CDMA 网）或外部定位方式(如 GPS)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地

理坐标，或大地坐标），在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持下，

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 

该课题针对甲方提出的 LBS 定位的技术要求，设计了基于声音识别的 LBS 设备的技术

方案，为甲方设计生产了 LBS 设备用于室内区域定位。通过声音识别技术确定移动设备所

在的地理位置，提供与位置相关的各类信息服务。 

基于声音识别的 LBS 设备组成的服务系统主要完成如下功能： 

  （1）用户能够通过本设备获取室内的位置，主动签到（Check-In）以记录自己所在的

位置。 

  （2）通过积分、勋章以及领主等荣誉激励用户 Check-In。 

  （3）通过与商家合作，对获得的特定积分或勋章的用户提供优惠或折扣的奖励，同时

也是对商家品牌的营销。 

  （4）通过绑定用户的其它社会化工具，以同步分享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 

  （5）通过鼓励用户对地点（商店、餐厅等）进行评价以产生优质内容。 

该课题开发的基于声音识别的 LBS 设备采用的 CPU 为宏晶公司 1T 高速单片机

STC11F04E，DIP20 封装，4K 的 FLASH，晶振使用 22.1184M。电阻网络使用的是 5%非精

密电阻。功放部分采用的是 LM4871 芯片，采用 5V 供电。扬声器选用的是 4Ω2W 的全频喇

叭。电路中的两个运放采用的是 LM358，采用 5V 供电，分别完成跟随和滤波的功能。 
 

 

无线通信基站雷电入侵通道隔离防护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范春晓 

课题组成员：范春晓，刘  杰，张晓莹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成果在通信局站中小批量试用，据统计数据表明，使用该课题技术比使用传统技

术更加简单、经济、高效、节能环保。具体优势表现为： 

1．用设备简化工程，采用简易地网，实现了接地简单化、标准化、免维护。 

2．“接地工程”和“防雷设备工程”的“一站式解决”。  

3．防雷效果是传统技术的 10 倍以上。 

4．节约 2/3 的建设和维护费用。 

5．大量节约钢材和降阻剂，为节能减排提供了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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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E MIMO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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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聪，张纬栋，戴慧玲，张  珂，姚文清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LTE eNodeB 基于 UE 上报的信道状态信息（CQI/PMI/RI）选择合适的调制编码方式、

资源分配类型和传输方案，从而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因此，信道状态信息管理和资源分配策

略至关重要，如何选择合适的策略，使得下行容量在各种环境下都能达到 大，是 LTE 下

行数据传输的一个技术难点。该课题的研究内容如下： 
1.LTE 标准中对 UE 上报的上报类型规定了几种模式，分别针对周期上报和非周期上报。

对于不同的上报模式组合，UE 上报的信息不一样。不同的上报模式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因

此需要总结各上报模式的标准背景的设置意义，以及评估各类上报模式的 优适用场景。 
2.Rank 对应下行空间复用传输的层数，Rank 调整指对 UE 上报的 Rank 进行调整以满足

下行数传需求。标准中对 Rank 的定义比较模糊；Rank 测量准确度的评价标准仍在完善中；

现有的产品测试经验表明，有的终端容易出现 Rank 测量错误的情况（基于吞吐率评价）。

因此，该课题对 RI 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 RI 不可靠的策略。 
3.CQI 反映下行链路支持的调制编码方式，CQI 可靠性是指 UE 上报的 CQI 与链路质量

的匹配程度。现有的产品外场测试中，即使是定点测试，终端上报 CQI 也可能出现明显的

波动，一部分原因是外场复杂的信道环境；另一方面，终端测量偏差也会加剧波动。该课题

对 CQI 可靠性进行分析，提出 CQI 不可靠性的策略。 
4.对于空分复用 CQI 调整，可以有基于用户的 CQI 调整方式也可以有基于码字的调整

方式，该课题对这两种调整方式进行分析，并分别提出相应的 优调整策略，使得系统的

IBLER（初传误块率）能够逼近设定的值。 
5.CQI 反馈从 UE 端到 eNodeB 端会经历一定的反馈时延，时延的大小会对系统的性能

有所影响。该课题针对 CQI 时延对系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给予预测理论提出了解决 CQI
时延的策略。 
  

 

中国电信天翼手机网发展规划及管理流程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吕廷杰 
课题组成员：吕廷杰，胡  桃，王  琦，张  萌，尧  舜，车  颖，刘  坤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通过资料与数据分析、现场访谈、驻地了解等手段，了解天翼手机网发展现状和

运营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了天翼手机网现有组织架构，并对其提出了优化建议；通过比

照现有互联网公司评价指标，提出了一套“天翼手机网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天翼手机网

内部流程与管理办法，制定了一套“天翼手机网管理规范汇编”，优化了其管理的规范性；通

过了解天翼手机网发展现状，提出了“天翼手机网下一步发展建议”其中包括许多有效可行的

改进策略建议，该课题研究成果包括：终端公司天翼手机网运营与发展汇报；天翼手机网组

织架构及管理规范框架建议；天翼手机网管理规范汇总；天翼手机网评价指标体系建议；天

翼手机网下一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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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研发体系优化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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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旭，胡一闻，黄  波，袁  苑，刘  芳，戚少君，赵送林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28 日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目标是对中国电信当前研发体系进行梳理，并结合对标分析，提出中国电信

研发体系优化提升的方案建议。 

课题组采用文献学习、数据资料收集归纳、企业调研、专家访谈等方法，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分析与总结，主要有 4 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1．中国电信的研发现状的全面梳理：对集团总部、研究院体系、省公司、设计院、系

统集成公司及新业务基地等进行实地调研与访谈，展开数据资料分析与总结。 

2．当前科技创新环境需求分析：包括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行业及企业身研发新形势。 

3．对标分析：包括国内外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互联网企业，以及技术、市场与行业

发展趋势，从研发战略、科技投入、体系架构、内部管理多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4．中国电信研发体系优化提升建议——两个重点突破、三大优化举措：包括研发战略

定位、分工、管理机制以及各科技力量优化提升的方向建议等。 

 

 

物流行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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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物流是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在社会进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现代物流科学的发展，

为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我国物流科学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物流高级化还远未普及，企业物流蕴含的巨大效益潜力还远未充分发

挥，众多企业的物流依然处于潜隐状态，可以预见，物流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

经济增长点，发展物流事业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广阔市场。该课题首先从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

发展的环境及背景；我国第三方汽车物流融入全球化市场；公司能力介绍；公司物流系统现

状等四方面出发，开展合作公司物流系统现状分析。其次从库存车停放区域的合理性；PDI

计划的及时性、协调性；把握好入库检验关和出库质量关；做好商品车的日常维护工作；以

一体化管理来促进仓储物流规划的实现等五部分分析研究合作公司物流发展规划。 后从抓

好员工队伍建设，提高员工的素质；继续推进一体化管理；确保收、发、存各环节满足客户

需求等方面出发，制定合作公司 2012 年物流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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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国际化学术研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欲晓 

课题组成员：李欲晓，胡启镔，宋丽丽，纪凡凯，李励恒，任乐毅，谢永江， 

米铁男，崔聪聪，姜淑丽，张春霞，孟庆顺，李忠妹，王亦澎， 

张晓瑞，杨晓波，张立娜，田松林，武海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2011 年 10 月 18 日，由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网络空

间国际化学术讨论会暨第三届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在北邮科技大厦举行。 

  上午的分论坛首先从国际网络空间战略层面，着重探讨了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网络空间

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战略发展。    

下午的分论坛讨论了国际标准化和互操作性策略在网络空间的作用；信息技术产品的全

球认证经验、策略、趋势等问题。   

通过一天的会议，中外学者进行了多方的交流，加深了对于网络空间的共同理解，与会

人员大多感到：网络空间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人类的方方面面，不仅联系到人类的过去，

也关涉到人类的未来。不同国家和民族，因为语言、民族、文化这种“密码”的存在，一方面

在网络公共政策法律方面可能各有不同，另一方面又因为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趋势而日益分享

共同的技术、产品甚至思想观念和方法。互联网技术、政策、法律规则的国际化和民族化的

两种不同方向的张力运动始终在相互激荡、相生相克。也许，“和而不同”正是网络时代社会

发展和生存的 具说服力的人生智慧。 
 

 

中山移动作业成本管理数模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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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培荣，高锦萍，王  蕾，刘  佳，陈晶晶，张  珑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中山移动市场运营主要以产品和客户维度进行，生产运作围绕不同专业职能展开。而公

司目前的投入和产出统计以体现属性为核心的会计科目呈现，财务报表数据无法直接反映产

品、客户等维度的投入产出信息，不利于全面评估产品或客户的经济价值。为提高中山移动

财务管理水平，分步建立以产品为导向的企业投入产出图表帐，公司拟引入作业成本管理技

术，构建中山移动作业成本管理数据模型。 

该课题在了解中山移动运营、财务管理状况和管理要求的基础上，对中山移动目前的作

业成本建模规划、建模环境等进行分析评估，结合行业内作业成本管理 佳实践模式，设计

形成适用于中山移动本地实践的作业成本建模实施方案，并完成了 2 个样本作业数据建模，

完成方案可行性测试。实现了用较少指标对公司各项作业、相关产品服务成本进行日常监控

和分析的初步管控目的。并达成了有关工作的常态化，对公司产品定价、运营决策提供了相

应的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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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电信行业竞争态势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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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叶萍 

课题组成员：许叶萍，张晓艳 

结题时间：2011 年 10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取得 终成果如下： 

1.按照 SWOT 的优势风险分析方法，对北京地区的三大运营商北京移动、北京联通、

北京电信分别进行了各自的优势风险分析，在研究了 2010 年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态势以及各

自所处的环境、在竞争中的动态变化等的基础上，在 2011 年，分别对三家运营商的市场竞

争动态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得出了三家运营商在战略角度上的竞争动态和策

略：北京电信利用“天翼”品牌，大力拓展各类新型社会渠道，在移动业务用户规模的基础上

充分做足功夫，对他网高端、中端、低端用户进行全面策反。北京联通侧重于品牌形象的全

面扭转。借助WCDMA制式的 3G网络和与 Iphone的合作不仅策反了大量的高端优质客户，

而且还赚足了媒体的眼球。未来将继续以创新为品牌优势，全面丰富并发展终端优势。中国

移动在移动通信市场收益 大。重组后的全业务市场，中国移动不仅要面对移动通信市场的

剧烈竞争，还要承担 TD 国有标准的建设。在 2011 年，北京移动将以 2G 补贴 3G，保障 2G

用户的稳定，逐步推动 TD 网络的成熟，为移动 3G 业务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2.分别对北京地区的三家运营商，从战略与执行、市场环境、技术趋势等诸多因素出出

发进行研究和考察，真实、准确、客观的收集数据，为分析报告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数据支撑。 

3.根据北京信通创新咨询有限公司的要求，在实际的调研基础上，提供了详实的数据作

为支撑，分析了 2010 年以来北京地区各个运营商的发展动态与竞争格局。 

 

 

LTE 下行 MU-MIMO 调度算法研究和 

LTE 专网物理层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木根 

课题组成员：彭木根，彭  涛，李  勇，梁  栋，李  远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对室内 MU-MIMO 物理层机制进行分析，制定采用 MU-MIMO 传输机制后的系

统级调度算法，即室内上行调度算法，达到不同用户在同频同时隙码道的资源上可以复用传

输的目的。通过对室外 MU-MIMO 物理层机制的研究，将多用户配对和复用传输引入到系

统级调度算法中，以提高室外用户吞吐量，并对上行功率控制技术等相关算法和性能进行分

析研究。另外，还包含室内 MU-MIMO 上行调度的后续优化和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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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网络 R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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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  

课题组成员：田  辉，胡  铮，费文超，苗  杰，连蓉蓉，田  鹏，王灿如， 

李宏彬，孙  雷  

结题时间： 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随着无线网络的演进，无线接入网络正在向着高速化、宽带化、泛在化的趋势发展，多

制式，多形态的组网方式越来越普遍，而联合无线资源管理机制则是实现异构无线网络有序、

高效融合的关键技术。伴随着多种网络资源形态、网络服务能力、网络调度模式的差异，无

线资源管理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对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全面的梳理。 

因此，针对单制式异构和多制式异构融合网络资源管理架构和资源管理方案课题组展开

了全面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在单制式网络方面：主要研究了异构组网以及干扰协调机制。 

2．在多制式网络方面，主要研究：异构网络互通架构、资源管理模型；资源管理机制

与算法（资源分配、切换控制、接纳控制、负载均衡）；Refarming 技术下的干扰协调问题。 

课题组在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工作全面反映了业界的成果，涉及当前资源管理模型的架

构、策略、组网模式，及干扰协调机制，为设计和研发相关异构网络产品提供了方向指引和

技术参考，并从理论角度为合作方相关产品设计及策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贵州移动 2010 年供应链管理体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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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送林，张文佳，彭佑湖，凌昌梅，刘  琛，凌  芳， 

耿  慧，陈  楠，刘雯雯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成果包括 4 方面的内容： 

1．贵州移动供应链管理制度与办法体系：包括请购、采购执行、招投标、供应商、仓

储物流等管理现状、模式的研究分析，并对现有管理办法及相应的流程表单进行修改补充。 

2．贵州移动仓储物流规划：包括物资集中管理模式、物流中心选址、中心库库容设计、

相应机构与人员职责设计、投资规模等方案的研究分析。 

3．供应链管理信息化规划方案，包括系统主要功能架构、功能模块及实施方式研究。 

4．供应链集中管理省市两级机构及人员岗位岗级设计。 

    课题组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现场跟踪及数据采集等，结合他省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

析，提出了供应链管理全面整体的诊断、优化报告及操作性很强的实施方案，为贵州移动的

供应链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公司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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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频分多址接入（OFDMA）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乔耀军 

课题组成员：乔耀军，张丽佳，喻  松，陈龙泉，赵  源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研究了 OFDMA-PON 的各项关键技术。对 OFDMA-PON 的上下行传输方案进行

了设计，通过仿真研究了可行性并进行了具体参数设计。针对 OFDMA-PON 中的一些具体

问题如差拍噪声的产生原理以及解决方法、Rogue ONU 的检测以及解决方法、TDMA 模式

下的 OFDM-PON 测距、同步技术进行了研究。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设计了 40Gb/s 下行、20Gb/s 上行传输方案，搭建了相应的仿真平台，设计了用于

OFDMA-PON 的信道均衡算法并且进行了不同接入方式的比较。 

2．通过仿真研究并验证了 OFDMA-PON 系统的可行性，同时给出了优化的设计参数。

针对 OFDMA-PON 上行系统面临的差拍噪声问题，研究了其产生的机理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3．研究了 OFDMA-PON 网络中 Rogue ONU 的产生原理，并且给出了检测及解决方法。

研究了可以用于 TDMA+OFDM 方式下的测距与同步技术、给出了 OFDMA 方式下突发模式

接收功率动态范围的实现方法。 

 

 

中国电信协同通信前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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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 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中国电信协同通信业务是用于针对政企客户协同办公、CT 和 IT 应用融合的业务需求而

制定的综合解决方案。该业务以政企客户电话号码为依托，实现语音、短信、即时通信、数

据等多种通信功能的有效集成，为客户提供功能丰富、协同便捷的沟通环境，从而实现及时、

高效的通信。基于协同通信沟通信息所构建的企业客户/企业用户的社会化网络模型更为扎

实和可信，从社会化网络模型中提取的商业信息价值含量更高。协同通信功能与其他业务进

行集成之后，能够帮助用户提高创新性和影响能力，进而使企业能够更迅速地响应客户需求，

加快新产品的上市速度，以及提高运营效率。 

通过该课题，课题组加强了和中国电信的合作，熟悉了中国电信产品部署流程及测试流

程和方案。通过课题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课题组成员对协同通信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

协同通信穿越测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测试过程中积累的知识也对后续的课题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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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信使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晶 

课题组成员：李  晶，吴国仕，王高垒，宋  磊，王海鹏，丁  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盘古搜索是由新华社和中国移动联手打造的搜索引擎。盘古搜索定位于国家级搜索引擎。

覆盖新闻搜索、网页搜索、图片搜索、视频搜索、音乐搜索、时评搜索以及一系列实用的生

活资讯搜索。 

盘古信使作为盘古搜索中的一个辅助工具应用，主要针对搜索提供增值推送服务。它可

以为用户提供搜索词的个性化搜索结果订阅以及热点搜索结果的推荐，并能够将订阅结果和

推荐结果通过短信、彩信或者邮件的方式推送到用户方便接收的终端。整个产品类似 Google 

alert，发送的内容来源于盘古搜索中的盘古新闻、盘古时评、盘古生活等。 

该系统作为独立的应用系统，在设计上和其它子系统，如个人用户中心，搜索门户，我

的盘古等子系统保持松耦合，通过约定的接口来进行通讯和交互。主要完成了两个单独部署

的子系统，一个是信使应用子系统，包含配置操作接口及根据配置来生成搜索结果。一个是

通道能力子系统，提供短信/彩信/邮件的发送以及接口。通道能力子系统是盘古大搜索的通

道层中的独立系统，除了实现信使系统的基本通信接口以外，还为后续其它需要使用到这些

通道能力的应用提供服务。 

盘古信使的主要功能： 

1．用户订阅管理：添加订阅，删除订阅，修改订阅，邮件退订，短信退订，邮件预览，

彩信预览等。 

2．内容下发：按订阅的内容搜索结果，通过通道系统按时并发的下发内容，有彩信下

发和邮件下发。 
 

 

丁基橡胶卤代衍生品性质的模拟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瑾 

课题组成员：张  瑾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充分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通过建立的有机物分子

连接性指数的计算方法及有机概念图的有机 O 值和无机 I 值的计算方法，对大量的模型分

子的亲油亲水性参数 logP 和 LD50 值的模拟计算和比较，结果表明，以分子连接性指数或

有机概念图为基础的定量结构－性质关系研究，为有机物提供亲油亲水性参数 logP 和 LD50

值的预测是可靠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对丁基橡胶卤代衍生品的分子连接性指数值和

有机 O 值和无机 I 值的计算，可以比较丁基橡胶卤代衍生品的疏水性差异及其毒性差异，

为丁基橡胶卤代衍生品工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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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SBC 安全测评工具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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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龙，徐  鹏，双  锴，杨  逸，王  栋，沈佳坤， 

牛敏姝，王  磊，李  楠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完成的 IMS SBC 安全测评工具实现了如下功能： 

（1）畸形 SIP 消息构造功能。支持根据消息模板动态生成畸形 SIP 消息功能，支持根

据不同分类方式生成畸形 SIP 消息功能； 

（2）畸形 SIP 消息测试功能。支持畸形 SIP 消息单包测试、畸形 SIP 消息洪泛测试、

畸形 SIP 消息分类测试、基于 SIP 状态机测试； 

（3） 传统 DDoS 测试功能。支持 TCP SYN Flood 测试、UDP Flood 测试； 

（4） SBC 黑名单测试功能。支持通过不同 IP 地址的多测试源同时发起大速率测试，

检测 SBC 的黑名单功能； 

（5）SBC 拓扑隐藏测试功能。通过发起正常注册和呼叫流程，抓取交互消息验证 SBC

拓扑隐藏功能； 

（6） 测试结果反馈与统计功能。通过对回复消息的接收和统计，可以进行测试进度的

展示以及测试日志的生成。 

该课题完成的《IMS SBC 安全风险防护方案》提供了 IMS 网络中分离式 SBC、SBC 和

P-CSCF 的协商机制、内存检查，以及 QoS 保障方面的安全风险防护方案。 

 

 

数据同步标准及数据同步服务器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卢美莲 

课题组成员：卢美莲，吴益坚，魏  琪，张多子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对数据同步标准进行研究，完成了相应的研究报告，为后续同步服务器的开发提供

了理论基础。 

2．对多个开源同步平台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重点分析了 Funambol 平台的架构、开发

思想、内部机制等，完成了相应的研究报告。 

3．基于 Funambol 同步平台，设计开发了基于 Syncmal 协议的同步数据网关，并进行

了上线部署和测试。  

4．完成了同步数据网关的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和测试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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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业务模型的话务预测研究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勾学荣  

课题组成员：勾学荣，叶  文，于翠波，张  勖，董跃武，刘  勇，毛京丽， 

王显贺，卢  贺，王  正，徐  鹏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3G 移动网络提供 CS 话音业务和 PS 数据业务的承载服务。针对 CS 话音业务，由于其

是承载单一的话音业务，所以可以使用现有的话务模型来表征其业务模型，即对 CS 话音业

务，业务模型与话务模型是相同的含义；另一方面，由于 PS 承载的数据业务种类繁多，各

种具体的数据业务特征业各不相同，因此，该课题的业务模型主要是指数据业务的业务模型。 

数据业务模型是数据业务的表征，它从模型化角度来描述业务本身的基本特征、业务流

量特征、用户行为、终端类别、应用场景等，能够从各种维度表征某类数据业务的特点，是

数据业务资源分析的基础，也是数据业务预测的基础，同时也是业务咨询的原材料。 

该课题通过对实际运行 WCDMA 网络 PS 域采集的业务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通过 DPI

将 WCDMAPS 域业务分类如下六大类：HTTP、FTP、流媒体、彩信（MMS）、P2P、即时

消息（IM），然后对 DPI 之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建模，分别从会话层、连接层、分组层对业务

流量的若干指标进行定义、分析、建模，用建模结果分别对网络做出短期、中期、长期预测，

预测结果证明此分析建模方法合理有效。 
 

 

新业务体验营销营业厅营销人员在线培训认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万  岩 

课题组成员：万  岩，林齐宁，刘姝男，张  涵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中国移动营销能力在线培训认证体系规范及实施办法。 

（1）营业员数据业务营销能力模型。针对不同级别营业员对数据业务营销知识和技能

的要求，从知识技能和掌握程度两个维度出发，构建营业员的数据业务营销能力模型。 

（2）营业员分级认证体系。依据构建的模型，并参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将营销员划

分为四个能力等级,并制订营业员的角色定位及能力规范。 

（3）营业员在线培训、考核、认证的实施办法。分别设计了四个级别营业员的能力开

发、培训规划、课程考核机制。在运作层面，对公司的职责分工做了明确界定；在资源层面，

提供多种格式的培训课件；在制度层面，建立覆盖、年审和监督机制，对一线人员的营销素

质进行培养与评估。 

2．立体多维度的数据业务营销知识体系及相关的课程、题库规范。 

3．编制具体的数据业务营销培训课件，开发相应的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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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学习型党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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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欢 

课题组成员：王  欢，陈  伟，李全喜，郭玉锦，张  静，秦银萍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目前，中国移动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正处于迫切寻求改革公司经营发展思路与方法的时期，

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学习型企业党组织这一新型管理工具，加强管理创新，加快改革步伐，其

意义将是深远而重大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对中国移动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来说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从思想观念上进行一次“学习的革命”，把学习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整体思考、

全面规划，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迎接未来更高层次、更加激烈的竞争做好充分准备，创

建出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党组织企业。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与北京移动公司内部人员进行沟通，结合北京移动的

情况制定了“公司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国移动北京

公司示范党支部建设管理办法”和“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党员承诺制管理办法”等三个规定，为

北京移动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进一步增强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从明确主题、目标、任务、要求入手，与落实企业战略目标、培育学习型党组织、构建党建

科学体系、加强文化管理体系、构建和谐企业、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紧密结合，积极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宣传引导、督促检查、解决问题，以建立党政联席会机制、党委领导分片

包干、发展党员与绩效挂钩、明确先进奖励标准、开展劳动竞赛、加强风险防范为重点，深

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增强了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集团客户经理综合能力提升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克选 

课题组成员：刘克选，许叶萍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实施前对甲方公司集团客户经理综合能力现状进行调研访谈，初步进行能力诊

断，出具调研报告并提出了适合的解决方案；课题实施过程中，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宣讲、

演练对集团客户经理群体进行筛选和强化纠正偏差，分阶段有效提升所缺失的能力并完善了

其能力体系；课题督导阶段，对课题效果进行详细的跟踪评估。 

该课题严格按照甲方课题内容和时间规划进行实施，对甲方集团客户经理进行调研诊断，

根据调研诊断结果，提出适合的解决方案并落地实施，对分阶段检验实施成果和 终成果的

评估均已合格。 

该课题总体上帮助甲方发现集团客户经理能力素质短板，实施后帮助集团客户经理树立

正确的营销理念、规范的营销流程、强大的心理素质等。具体来说，提高了甲方集团客户经

理的综合能力，包括知识结构（行业背景知识、业务知识），岗位技能（营销技能、需求挖

掘能力、谈判技巧），综合素养（沟通能力、社交礼仪、商务情商），心理素养（阳光心态、

抗压能力、自我调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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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业务服务综合满意度测评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文华 

课题组成员：石文华，王  琦，张  莹，马建梅，张  策，林  理，宋  玫，纪  晨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设计问卷，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海南省公

司及 18 地市公司的客户服务满意度情况。评测方法采用优化的客户满意度模型测试综合满

意度，按照网络、IT、产品、渠道、终端等五个方面回溯问题和短板，分业务（移动、固话、

宽带）、分品牌（天翼、我的 e 家、商务领航）等维度计算和分析满意度，并选取海南联通

的固话、宽带业务，海南移动的移动业务进行对标。 

移动、宽带、固话三大业务的权重按照省公司及各分公司三大业务收入占比确定；网络、

IT、产品、渠道、终端五大管控区的权重即将五大管控区的得分与业务总体评分做相关分析，

将相关系数归一化得到 5 个权重；三级指标的权重为算术平均数。满意度=移动业务得分×

移动业务权重+固话业务得分×固话业务权重+宽带业务得分×宽带业务权重。 

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样本 4560 个，满足课题质量要求。 

该课题分析了海南电信省公司及 18 个地市公司的客户满意度情况，共输出一份省公司

报告和 18 份地市公司报告。每份报告都包括项目介绍、总体情况分析、各业务满意度分析，

以及各品牌满意度分析。报告中分析了行业排名（与海南移动和海南联通相比）、地市排名、

以及目前存在的短板（移动业务、固话业务、宽带业务）。排名靠前的地市分析其优势指标，

排名靠后的地市重点关注其劣势指标。短板分析中列出客户不满意的重点项以及不满意提及

率，并提出客户服务改进建议。 

 

 

基于OPNET的TD-SCDMA+TD+ISDPA动态系统级 

仿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木根 

课题组成员：彭木根，李  勇，梁  栋，张  翔，金  明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开发基于 OPNET 的 TD-SCDMA+TD-HSDPA 动态系统级仿真平台，实现

TD-SCDMA 和 TD-HSDPA 的无线资源管理算法，包括接入控制、动态信道分配、功率控制、

分组调度、拥塞控制、切换控制，实现与链路级仿真的接口。该课题完成了相应的平台开发，

将仿真平台的完整的全部仿真源代码和相关技术文档提供给合作方，并针对仿真平台的相关

技术对合作方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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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综合满意度测评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文华 

课题组成员：石文华，张  莹，张  策，林  理，纪  晨，马建梅，宋  玫 

结题时间： 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主要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设计问卷，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湖北省公

司及 17 地市公司的客户服务满意度情况。评测方法采用优化的客户满意度模型测试综合满

意度，按照网络、IT、产品、渠道、终端等五个方面回溯问题和短板，分业务（移动、固话、

宽带）、分品牌（天翼、我的 e 家、商务领航）等维度计算和分析满意度，并选取湖北联通

的固话、宽带业务，湖北移动的移动业务进行对标。 
本次调研预计回收问卷 10225 份，实际回收 10173 份，回收率 99.49%。 
该课题成果主要是：(1)分析了湖北电信省公司及 17 个地市公司的满意度情况，共计 18

份 PPT 材料。每份材料都从项目介绍，总体情况分析，各业务满意度分析，各品牌满意度

分析，3G 专题分析等五个维度总结。(2)分析了行业排名（与湖北移动和湖北联通相比）、

地市排名、以及目前存在的短板（移动业务、固话业务、宽带业务）。排名靠前的地市分析

其优势指标，排名靠后的地市重点关注其劣势指标。短板分析中列出客户不满意的重点项以

及不满意率，为其改进提供指导。(3)3G 业务部分从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等维度

层层分析，得出各省的排名，各指标的排名，找出优势与不足，并分析不满意指标的不满意

原因，同时分析了 3G 增值业务的使用率、得分以及不满意提及率。 
 

 

普通邮资封片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时良平 

课题组成员：时良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系统实现了普通邮政封片全业务过程的信息管理，主要实现了以下内容： 

1．整合了普通邮资封片生产、财务、稽核业务处理流程，优化和改进信息处理流程，

实现了普通邮资封片申报、审核、生产印制、进销存、财务结算等业务处理环节的信息管理

及数据共享。 

2．提供了可靠高效的图片处理及管理功能。 

3．提供了丰富的查询、统计、分析报表，实现了信息发布与交流功能。 

4．建立了普通邮资封片网络营销平台。  

5．实现了与电子化支局系统、印制企业系统、互联网合作商等系统的数据交互，提供

了安全、简单、快捷的集成服务。 

课题组主要完成的是图片处理子系统的工作。为了支持各业务环节对缩略图稿的使用，

该子系统对缩略图稿实现集中存储，并且支持授权机制下的图稿共享。缩略图稿以文件形式

进行存储，提高了图稿的检索效率。系统提供了生成缩略图稿的功能，并且生成缩略图稿时

对印制图稿规格进行校验。目前该系统已上线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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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管理关键技术调研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  颖 

课题组成员：王  颖，高志鹏，殷  波，王  凯，李妍霏，田  程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针对虚拟 IDC 的管理关键技术，从厂商解决方案、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现状、

虚拟机管理工具和接口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调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虚拟 IDC 管理关键技

术，提出云环境统一管理参考架构，以及故障管理子系统参考架构，并对异常检测算法进行

了分析和仿真实现。课题代表性成果如下： 

1．针对数据中心管理现状，从 IBM、Amazon、Microsoft 等厂商的产品、专利、在研

项目和学术论文等角度，分析了厂商解决方案，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现状，虚拟机管理技术，

虚拟 IDC 管理技术等，总结出云计算管理关键技术。 

2．提出云环境统一管理参考架构，包括底层架构，后台管理和服务管理三个层面。底

层资源层提供基本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能力。后台管理层，对应于云服务提供商内部需具备

的运维管理能力。服务管理层，提供用户购买或使用云计算时的各类管理功能，如定制、计

费等。 

3．针对云环境的故障管理，提出了云环境故障管理子系统参考架构，并针对并行计算

环境，分析了异常事件数据规范化适配算法和四种异常检测算法，并对异常检测算法进行了

仿真实现。 
 

 

LTE 基本专利数据库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莹 

课题组成员：王  莹，聂高峰，徐明月，戴慧玲，纪  鹏，张纬栋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LTE 作为一个即将被广泛应用的通信标准，已经成为通信产业界关注的焦点。3GPP 一

贯推行后向兼容的稳健演进路线，在 LTE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大量借鉴了已有通信系统中优

点，但是 LTE 也引进了许多新的特征。在多址接入方面，3GPP 放弃了长期采用的 CDMA

技术，在 LTE 中采用了 OFDMA 技术。在无线接入网发面，为了降低用户面延迟，LTE 取

消了重要的网元——无线网络控制器。在整体系统架构方面，和 LTE 对应的系统框架演进

课题则推出了崭新的演进型分组系统架构。 

许多公司在推进 LTE 规范制定的同时都很关注自己已有的专利与 LTE 的规范的关系。

为此，很有必要建立起与 LTE 已有规范版本相关的专利数据库。该课题组针对 LTE 基本专

利数据库建设，评估了来自多个通信行业公司的 250 篇相关专利。专利相关内容涉及到 LTE 

R9 规范的物理层，MAC 层，RRC 层等。在专利评估过程中针对专利的不同特点，评估了

其与 LTE 技术规范的具体关系，以及专利与后续规范的可能相关点。同时提交的 250 篇专

利评估表格全部通过了验收，正确率达到了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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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点的课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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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祥云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管理系统具有如下功能： 

1．按章节组织教学 

教师对教学内容按照本人的理解或教材的提示进行梳理，将课程（工种版本）内容整理

成为“多点”内容，然后一点一点的介绍给学生。所以教师上课时讲的是这些“点”以及这些“点”

内容的组合。我们可以称这些点为“知识点”，章节是这些知识点的组织形式。 

2．知识点和知识点重组 

知识点是一门课程（工种版本）内容的重点，知识点是离散的重点知识，是教师课堂上

要重点讲解的内容。教师在组织知识点时，要针对课程内容，根据自己对课程的理解，对所

教授内容进行知识点分解和重组。知识点覆盖的内容范围原则上越小越好。课件的设计，按

知识点组织教学内容，使学生在进行网络辅助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按照本人的需要，进行“个

性化”学习。在学习某项内容时，涉及许多关联知识，通过知识点就可以将这些关联知识按

照学生本人的需要，快速、方便地“调出”知识点内容。知识点可以与讲课内容、例题、习题

(作业)和实验甚至是典型工作任务等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一种认知和联想的学习环境。 

3．知识点间联系的划分 

按照知识点问相互联系的实际情况，考虑到领域知识库建立的需要以及智能导航的可行

性。知识点间联系的划分，理顺了领域知识树中知识点问的关系，为领域知识树的建立提供

了理论基础。 

 
 

FCoE 协议（一期、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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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中，雷友珣，孙  艺，董培媛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横向合作课题。 

    该课题在交换机软件平台上实现 FC 及 FCoE（Fibre Channel over Ethnernet）协议。FC

和 FCoE 协议为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存储局域网标准，目前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属于

此领域前沿技术。 

    FC 协议是存储局域网中使用的传统协议，协议复杂，包括链路协商，智能化网络的自

动初始化，大数据流量的可靠高性能传输，以及丰富的网络管理手段等。FCoE 协议是近期

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在传统的以太网承载 FC 协议，实现了 FC 存在网络和 IP 网络的整合。 

    该课题共完成了 7 个子课题的开发，包括：1．FC 链路协商与转发；2．FC 自动重配置； 

3．VSAN 管理；4．FC Zone 管理；5．FC 名字服务；6．NPV 代理模块；7．FCoE 协议控

制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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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计算机理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方滨兴 

课题组成员：方滨兴，陆天波，李欲晓，刘  颖，任乐毅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这一高度开放的“第四媒体”成为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

的新信息媒介。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网络舆情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实时晴

雨表，及时了解和掌握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等国家网络主管部门的

战略需求。 

该课题系统化地研究了网络舆情的分类方法，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传

播结构以及演化规律等基础性问题。从传播学、社会学和系统科学等多角度总结了网络舆情

计算的实用性理论和应对方法，从而丰富了网络传播、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如下：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及其对舆情热点形成的影响分析；网络舆

情信息传播系统分析；建立了以话题数为对象的新媒体事件网络传播规律模型；提出了基于

动态贝叶斯网络建模的网络舆情态势评估方法；网络舆情分析示范平台中案例库和预案库建

设框架。 

    课题组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针对药家鑫撞人杀人事件、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邓玉

娇事件、杭州飙车案事件、李刚门事件、钱云会之死等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为国家有关

部门第一时间掌握网络舆情提供了有效支撑。 

    

 

4G 网络安全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义先 

课题组成员：杨义先，陈秀波，彭海鹏，王励成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对目前主要通讯系统的安全体系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与分析。通过对这些典型安

全体系的研究，再结合宽带移动网络的结构，研究了适用于宽带移动网络的安全体系。 

在宽带移动通信网络中，为了保证通信的安全性，相关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协议和

加密算法的标准，该课题主要研究了终端接入网络时的认证与密钥协商协议(AKA)，以及为

了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各通信实体在通信过程中所使用的基础算法——KASUMI 

算法和 SNOW3G 算法。 

 

 

 

 



226 

物联网理论和关键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华东 

课题组成员：马华东，刘  亮，明安龙，段鹏瑞，李文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针对物理环境的全面感知、场景信息的准确理解、多媒体信息的高效服务等物联网面临

的难点问题，马华东教授领导的课题组，从网络环境、信息处理、网络服务三个层面开展了

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如下主要成果： 

1．多媒体传感网方面，提出了面向定位的感知模型, 建立了一套视频传感网目标定位

跟踪基本方法；针对三维起伏曲面研究传感网的覆盖问题，推导出随机部署情况下传感网平

均覆盖率；针对音频传感网中事件分类中 k 类覆盖问题。上述成果为多媒体传感网设计和部

署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方法。 

2．流媒体信息的传输与同步方面，提出了基于信息量的多点协作保证突发数据可靠传

输的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采样与分集接收相结合的音频流可靠采集与融合的方法；

提出了融合网络编码的多源视频机会路由传输策略和源节点码率自适应丢帧算法；提出了一

种基于反馈环的自适应音频同步算法。上述方法提高网络传输效率和系统性能。 

3．传感网数据收集与调度方面，提出了网内状态估计方法及其数据聚合调度算法；提

出了基于空间数据相关性模型在给定误差范围内的近似数据收集算法；提出了移动节点路径

规划算法和移动节点运动规划算法，提高了移动节点的数据收集的效率。 

4．媒体信息处理方面，以人物、车辆监测为典型应用目标，从多时空、多视角、多模

态研究重构监测场景缺失信息，建立数据关联，获取大场景信息来分析目标行为；建立了由

目标检测、特征提取、目标定位与运动分析、模型检索、三维场景装配等构成的视频到三维

模型的理解框架，实现了监测场景真实感动态建模和实时再现。 

5．研制了智能城市管理原型系统，实现车流统计、人员计数、入侵和徘徊检测等功能。 

 

 

传感网同步支撑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  岩 

课题组成员：孙  岩，罗  红，李  乐，薛  帅，陈  强，常  城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以物联网为背景，研究感知网中基于 SOC 的节点设计理论以及关键技术。主要

从基于 FPGA 可编程特性研究智能感知节点的 SoC 设计方法和基于动态部分可重构 FPGA

的自适应感知节点方面开展研究，并搭建验证平台，验证上述系列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利用 FPGA 可编程特性研究智能感知节点 SoC 设计方法，建立节点的多媒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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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模型，应用进化算法进行分析，得到电路的理想分割结果。合理划分系统功能模块，制

定各模块之间的接口协议与标准。 

     2．针对感知节点的资源受限问题，基于动态部分可重构 FPGA 的方法，研究智能感

知节点的自适应重构机制，动态部分重构 FPGA 提高节点自适应能力。 

3．为了实现并验证该课题所提出的上述系列研究方法，设计了 FPGA 验证平台，通

过编程下载，验证上述系列方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在系统开发方面，研究了感知反应网络

与现有智能家居系统产品的互联互通互控方案，并与国际知名的一些智能家居产品实现了互

通，为进一步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基于同步的混沌系统参数辨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丽香   

课题组成员：李丽香，彭海朋，李树栋，孙  绯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1．为明确群体中的参数设置及参数未知情况下的群体行为规律，研究了系统参数不确

定时的参数辨识问题，引入辅助子系统，简化对参数辨识方案的设计，该方法能很好的辨识

一般系统参数。 

2．研究了当驱动系统参数未知时，基于同步的参数估计与逻辑门设计问题，基于 Gram

矩阵理论，解决了同步方法中保证辨识参数收敛到真值的条件问题。研究了吸引耦合和排斥

耦合的相互作用对混沌系统动力学的影响，在两种耦合相互作用下，耦合混沌系统表现出了

完全同步、反向同步、振幅死亡等现象。 

3．研究了节点带有时滞的不确定动态网络模型同步的问题。基于 Lyapunov 稳定性理论

给出了网络同步的充分条件，按照参数已知和未知的情况设计了网络同步的耦合函数，保证

动态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状态的渐进同步。 

4．采用混沌蚂蚁群算法对动力学系统进行参数估计。构造适当代价函数，将混沌系统

的参数估计转化为系统参数寻优问题，再利用混沌蚂蚁群算法对其进行求解。仿真表明该方

法能得到较好的参数估计结果。 

5．研究菌群觅食优化算法的改进及参数调整，建立了细菌的群内协作和群间竞争模型，

将菌群算法和数据聚类结合提出了 BF-C 算法，实验发现该算法可以得到稳定准确的聚类结

果。 

6．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蚂蚁混沌行为的聚类算法，所提的算法具有对中心初值不敏感、

能够找到全局 优解、具有较高的算法稳定性和准确率，适合于对真实数据集进行聚类。 

7．针对对于 Web 用户活动之间的潜在联系或隐含特征因素研究较少，提出基于随机索

引的用户建模方式，对 URL 进行分段索引建模，通过聚类实验比较了两种建模方式：特征

向量方法和随机索引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了随机索引建模方式的优越性。 

8．模拟人类搜索活动的智能行为，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种群的启发式随机搜索算法—

搜寻者优化算法(SOA) (seek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s)。成功的将 SOA 算法应用于具有时滞

混沌系统的参数辨识问题，实现解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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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云存储的自适应分布式文件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晓晖 

课题组成员：王晓晖，宋俊德，宋美娜，鄂海红，许  可，皮人杰，于艳华，刘廉如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近几年，随着云计算的普及与推广，云存储已经成为到电子商务，数字媒体，网络教育

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支撑技术。云存储的概念与云计算类似，它是指通过集群应用、网格技术

或分布式文件系统等功能，将网络中大量各种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通过应用软件集合起来协

同工作，共同对外提供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功能的一个系统。 

在云存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分布式资源存储与资源管理动态监控等方面的成为云存储

技术得以实施的重要问题。本课题的研究涉及到存储层，基础管理层以及访问层中的多个功

能模块，涵盖了包括状态监控，内容分发，P2P，数据备份等多方面的技术。具体的研究内

容为包括：云存储资源监控系统研究与设计；面向分布式数据存储的 P2P/CDN 技术研究与

原型实现；分布式存储的冗余数据管理；访问层业务设计与实现，包括流媒体系统和海量数

据对象存储系统。项目通过实现面向云存储业务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资源监控系统完

成云存储功能平台，同时基于关键技术研究成果，项目组研发了 P2P-CDN 流媒体系统、面

向海量数字对象的仓储系统，并形成了一个面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融合服务开放平台获

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为云存储平台的搭建提供理论方案验证和工程实践探索经验。 

 

 

物联网应用共性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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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俊德，鄂海红，许  可，王晓晖，皮人杰，于艳华，刘廉如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旨在解决目前物联网应用领域存在的两个问题：1）物联网是典型的应用驱动型

网络，不同的物联网应用对传感器网络节点和功能机制有不同需求，“垂直”应用是物联网的

“点”难以构成“网”和“面”；2）以及现有物联网应用感知功能单一、局部应用、数据孤立、

缺乏互联互通和联动机制，亟需产业链的贯通和水平分层架构的体系支撑， 终将物联网中

局部应用、单一感知的资源由封闭转变为开放的、标准化的、可跨领域应用的共享资源，并

通过共性服务集成技术将分散、小范围的物联网数据、网络、应用资源汇聚集成为共性服务

资源群，形成了统一的物联网共性服务公共支撑体系， 

该课题研究成果：包括一个物联网应用共性服务平台，一个 RFID 感知网络系统，一个

移动感知网络系统，一个分布式文件管理系统，并智慧农业、智慧交通及建筑、智能楼宇与

资产管理领域开展了应用示范，为我国物联网领域进行服务模式创新、形成物联网应用中枢

系统，打通了物联网产业链，推动物联网各领域持续、快速、和谐发展提供共性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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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  红 
课题组成员：罗  红，孙  岩，段鹏瑞，赵国涛，刘  磊，常  诚，赵国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计划课题。 
物联网中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就是智能感知控制系统，比如，基于感知反应网络的智能

楼宇监控系统。在该系统中，集成了异构网元（各种类型的感知接点和电器控制节点）和异

类网络（ZigBee，WiFi，Internet，3G……），这些异构网元和网络需要互联互通以达到提供

智能服务的目的。因此，该课题以智能感知反应网络为切入点，从理论研究和系统开发两个

方面，研究物联网的体系结构和互联模型，研究物联网可信信息获取、可靠目标控制和分布

式服务提供技术展开。 
在物联网体系结构方面，重点研究了感知反应网络中面向服务的网络体系架构，提出了

一个新的面向服务的物联网网络结构，网络中节点的感知和控制能力都被定义为元服务，提

出了用于物联网网内的支持复杂组合逻辑的服务描述规则与语言，研究了节点级的组合服务

执行引擎，探索了物联网中的服务挖掘方法，在原有感知反应网络的基础上，开发了面向服

务的感知反应网络原型系统。通过服务能力发现与服务任务执行的本地化处理，进一步减少

能量的消耗，实现低能耗的现代楼宇智能控制与管理。深入研究了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信息

同步问题，提出了多种多媒体信息流的同步方案。 
在系统开发方面，研究了感知反应网络与现有智能家居系统产品的互联互通互控方案，

并与国际知名的一些智能家居产品实现了互通，为进一步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业务驱动的光接入网融合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纪越峰 
课题组成员：纪越峰，王宏祥，李  慧，黄治同，顾仁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围绕三网融合环境下业务驱动的宽带光接入关键技术开展工作，重点研究了

光接入网中的多种融合技术，主要包括：光接入网中不同体系的融合技术；多业务驱动的接

入融合技术；有线-无线融合、TDM-WDM 融合、TDM-OFDM 融合的接入技术等。 
通过团队的努力，发挥优势互补，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1．围绕 I-RoF 接入，提出从三个层面优化网络资源：实现具有动态可重构能力的网络

架构、微波光波资源的联合调度能力以及高效的生存性机制。 
2．针对传统接入网网络规划中用户需求信息和实际管道部署来自不同渠道导致的人工

查询和计算工作量大的缺点，完成了接入网智能规划软件，可根据部署地约束条件以及无源

光系统本身的约束条件进行网络建模，并可以在多约束条件下进行无源光网络规划仿真计算

和进行性能评估。 
3．根据 LED 室内接入的特点，分别在系统模型、光源配置方案、调制技术分析、调控

光源发射功率、可见光网络与外界网络的接续模型以及搭建演示系统等方面取得了成果，得

到了系统和网络性能上的提高。 
4．面向智能接入网，完成了相关芯片及测试用 FPGA 原型方案预研、设计、论证及各

子模块代码实现、仿真验证等工作，提出了融合性的智能终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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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认知的蜂窝和自组织混合网络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文博 

课题组成员：王文博，彭  涛，彭木根，郑  侃，张  兴，郭文彬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基于环境认知的蜂窝和自组织混合网络技术进行了研究。在自组织网和蜂窝网智

能融合的体系结构方面，提出了基于基站辅助的自主 D2D 通信系统方案，该方案不仅可在

IMT-Advanced 系统中平滑的引入 D2D 技术，极大的提升系统容量和性能；还可以保留 D2D

通信的灵活性，结合移动中继技术可有效改善系统覆盖；在多跳传感数据传输的干扰避让技

术方面，提出了基于 CoMP 的用户选择方案、资源调度算法和 BS 端功率分配及 UE 端信号

检测方案，并进行了仿真验证；在基于环境认知的高效无线资源管理机制方面，针对认知无

线电环境下的上行链路子载波和功率分配进行了研究，基于 优化理论推导出 优的子载波

和功率分配方案，并基于此结论提出具体实现算法及其仿真结果；在自适应的网络协议设计

方面，研究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能算法；在传感节点组网技术研究方面，对异构传感器网

络调度算法进行了研究；在低功耗/低复杂度的传感节点设计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

压缩采样机制和一种针对流信号的多分辨率压缩感知机制，并仿真验证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在仿真演示平台方面，针对环境感知技术研发了宽带频谱感知仿真系统的验证演示和频谱地

图，该平台软件实现了对 950MHz～974MHz 频段的三点分布式频谱感知，具有很好的验证

和演示效果。 

 

 

基于压缩感知理论的多频段信号采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陶小峰 

课题组成员：陶小峰，崔琪楣，许晓东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针对技术指标 1，通过改进多频带压缩感知方法提出了基于多天线的多频带压缩感

知方法，减少并行支路的数目，降低硬件实现的复杂度。针对采样恢复的时间开销和功耗高

的问题，课题组提出了 CRL2 算法和 CBS 算法，利用 CBS 算法压缩多频带频谱感知模型能

够以非常低的采样速率获得优异的性能，比 Nyquist 采样速率低大约 28%。 

2．针对技术指标 2，提出了基于随机循环矩阵的模拟压缩感知采样方法，通过对伪随

机序列的循环移位与输入信号的延迟实现用一个支路代替多个并行支路，降低了硬件的复杂

度。 

3．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动态多天线信道建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可变运动参

数的信道相关性模型和基于可变运动参数多小区协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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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多点传输架构下联合预编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立华 

课题组成员：李立华，宋  磊，杨  桅，孙婉璐，罗  元，王  骥，王化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协作多点传输架构下联合预编码技术。研究重点集中于适用于多点协

作传输系统特性的用户协同系统的预编码研究和基站协同系统的预编码研究。 

在用户协同系统的预编码研究方向上，首先探讨了 MIMO 中继系统的信道互易性模型，

开创性的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中继放大矩阵设计方法，该方法可以在不降低系统性能的前提

下获得全链路互易性；其次，针对协同 MIMO 传输系统，研究了适用于两跳 AF 中继系统

的分布式码本选择算法和相应的分布式码书设计准则；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用户协同系统的

跨层优化设计，提出根据所选择中继的信道状况自适应的选择调制编码方式，所提出方案相

比于单纯的中继选择以及链路自适应可以比较明显地提高吞吐量，并提出利用链路自适应的

结果来代表中继选择的结果的工作机制，减少实际系统中继选择和链路自适应所带来的大量

的信令开销。 

在基站协同系统的预编码研究方向上，首先针对基站协同通信的场景，提出了开环闭环

联合抑制干扰技术。提出的方案通过对开环和闭环信号的联合处理获得了分集增益，为系统

提供更好的覆盖，提升了小区边缘用户的通信质量，同时保证了与现有系统有效兼容；其次，

研究了一种协作多点 MU-MIMO 系统的预编码方法，在用户端有多天线的情况下，有效地

排除了干扰和噪声这两个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改善了 CoMP MU-MIMO 系统性能，降低了

中央控制站的处理复杂度。 

 

 

异构无线环境下的联合无线资源管理机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田  辉 

课题组成员：田  辉，胡  铮，康桂霞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无线通信网络朝着高速化、宽带化、泛在化的方向发展，各种无线接入技术纷纷涌现，

使得未来网络的异构性更加突出。其实，不仅在无线接入方面具有这样的趋势，在终端、网

络、业务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异构化、多样化的趋势也同样引人注目。如何将这些异构无线

网络融合在一起，互联互通，并且多网协同工作，提供覆盖广、带宽高、移动性高且费用低

廉的接入服务，将是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的发展方向。作为促进异构无线网络高效融合的关

键技术，异构无线环境下网络联合无线资源管理机制的研究更是成为了这一热点领域中的关

键研究分支及前沿研究课题。基于此考虑，课题组深入研究了异构无线环境下联合无线资源

管理中的三个关键技术，包括接入控制策略、垂直切换策略及业务传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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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作传输理论的认知无线网络优化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莹 

课题组成员：王  莹，李  根，聂高峰，徐明月，纪  鹏，林文轩，戴慧玲，石  聪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针对单节点频谱感知能力受限问题，基于协作传输理论来对认知无线网络进行优

化设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1．基于感知节点选择的协作感知网络优化设计 

基于感知节点选择的协作感知网络，本课题提出了一种新型帧结构来降低系统信令开销，

分别在完美/非完美上报信道下，对感知系统有效吞吐量与感知性能的折中进行了分析，提

出了多种上报用户选择方法，并搭建系统仿真平台验证了 优上报用户数目的存在，以实现

感知系统有效吞吐量的 大化。 

2．基于感知节点分簇的协作感知网络优化设计 

基于感知节点分簇的协作感知网络，本课题从 大化用户的传输时间出发，获取了使得

传输时间 大化的分簇准则，并基于该准则进行了系统容量的推导，获取了折中的系统容量

大化的次优算法。 

3．认知系统中的资源调度与优化配置 

针对认知无线网络中主用户（PU）位置的不确定性和传输功率的约束，并使用定位技

术估计在特定信道上发送数据的 PU 的位置和传输功率。课题组将该调度问题建模为混合整

型非线性规划（MINLP）问题，并提出一种基于对偶分解法的求解方法，实现信道分配和

功率控制的联合优化。 
 

 

泛在网络业务与示范应用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康桂霞 

课题组成员：康桂霞，郭艳艳，张玺栋，王  晶，周  文，刘  顺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在泛在网的各类应用中，无线远程医疗是 贴近民生、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应用之一。“无

线电子健康（Wireless eHealth, WeHealth）”是北京邮电大学于 2005 年提出集传感器、无线

通信技术于一体的、面向医疗领域应用的跨学科发展方向。 

在该课题及其它课题的支持下，WeHealth 研发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开展了“全国首

个无线远程健康慢病监测试点”，覆盖北京市海淀区 20 余家社区医院。成果被新京报、法制

晚报、北京日报、北京科技报、新华网、凤凰网、北京卫生信息网、物联网动态等六十余家

报社及网站广泛报道，受到政府、医院、用户等的高度评价和关注。2011 年 10 月北京电视

台财经频道“医改在基层”栏目也对 WeHealth 系统作了特别报道。2011 年“WeHealth”无线健

康监护及社区慢病管理服务应用示范项目”获得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2011（首届）物

联网优秀示范项目奖”，是唯一一家以高校作为牵头单位获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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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天线测量与信道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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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针对未来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的适用频段（6GHz 以下和 6GHz 以下），完成了多个

频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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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道模型的标准化

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课题组搭建的信道测量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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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MH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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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在测量、建模方法的研究成果为未来移动通信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认知无线网络中面向认知行为的资源调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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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课题组成员：张  兴，颜  志，姜  潇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认知无线电系统行为模型研究对了解认知无线网络特性、改进认知无线网络设计，对分

析认知无线电系统的资源调度性能、提高系统整体性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课题面向认知无

线电网络开展研究，主要基于认知网络行为模型和预测模型，从传统的控制网络资源的资源

分配与优化策略出发，提出从理解网络行为、认识网络行为，进而充分挖掘行为特征出发，

研究分析满足端到端目标的认知无线电系统资源配置策略。在认知无线电网络协同中继系统

的研究中，主要从认知中继网络的精确中断概率和分集度这两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出发，研究

系统资源调度的性能。研究表明：从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1）认知中继网

络中存在中断饱和现象，单独增大容忍的干扰功率门限或者 大发射功率，并不能提高认知

中继网络的中断性能；（2）认知中继网络在采用选择解码转发协同协议时系统的分集度为

N+1，与传统的中继协同传输网络相同。这也就是说频谱共享约束不会改变系统的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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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编码调制分集理论与应用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湛击 

课题组成员：吴湛击，刘  威，陈秋文，邹  勇，吴迎宾，高  翔，程  姣，崔  颖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的目标是面向 IMT-Advanced 标准化和未来宽带无线传输需求，研究与之相适应

的创新型无线通信关键技术，向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提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提案，

并针对 IMT-Advanced 系统需求进行技术评估。 

该课题完成了衰落信道下的调制信号分集理论调研，研究了 LDPC 优化构造方法，完

成了衰落信道下的高效编码调制方法的理论调研和研究，提出了 MIMO-OFDM 系统的联合

编码调制分集理论及技术。同时基于上述技术，对于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802.11ac 系统和下

一代无线广域网 LTE-A 系统也提出了相应的 MIMO-OFDM 系统的联合编码调制分集方法。

802.11ac 系统下的联合编码调制分集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 大可获得 7.4dB 的性能增益，

LTE-A 系统下的联合编码调制分集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 大可获得 11dB 的性能增益。新

的联合编码调制分集方法对于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802.11ac 系统和下一代无线广域网 L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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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在硬件演示

平台上的大量测试，也验证了在实际系统中 JCMD 技术相对于 BICM 技术的性能优势。 

该课题完成了用于联合编码调制分集技术的评估和测试的仿真平台，给出了详尽的仿真

结果及完善的方案评估结果；完成了联合编码调制分集硬件演示平台，在实际系统中验证了

JCMD 技术的性能增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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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立体影像制作的前期视差控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盟 

课题组成员：高  盟，刘晨羽，张重午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对 3D 立体影像制作的前期视差控制进行研究，先后进行了 3 种清晰度不同格式

的实际拍摄，分别使用了 HDV 小高清，HD 高清，4K IMAX Redone 设备，对不同分辨率

的立体图像进行了研究与测试。 

    在该课题研究过程中，完成了张纪中《新西游记》的 3 分钟 HD 高清 3D 转换测试，《小

P 优优》标清数字动画片 1 分钟的立体转换和测试，并拍摄了 IMAX 4K 测试片，完成了 2

分钟的 4K 数字影像的立体视差控制与测试，完成了 HDV 立体拍摄创新实践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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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晶体波导导光特性与应用的理论及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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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全，翟  羿，刘凌宇，申冠生，黄家钿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利用插槽光子晶体波导区域的群速度负色散来补偿传统光子晶体波导结构的

正色散，得到了良好的色散补偿结果。这些结构和研究结论为研究光在光子晶体波导中的稳

定传输及信号的保型传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设计了可实验制作的线缺陷光子晶体波导，研制了线缺陷波

导和脊波导的耦合波导结构，搭建了检测光子晶体线缺陷波导导光特性的实验平台，并实现

了平台对所研制光子晶体透光特性的测量。 

　 3.设计了基于光子晶体波导结构的全光器件模型，包括：基于电光效应的光子晶体耦合

腔波导的可调缓存模型；利用微流体注入技术且波长可调的二维光子晶体波导解复用模型；

由一个固定和可移动槽波导光子晶体并引入谐振腔后组合结构的光子晶体波导微位移传感

器模型；一种能够在单块板上集成谐振腔阵列从而实现流体传感的光子晶体微纳阵列传感模

型；一种利用弯曲波导实现偏振分束和慢光功能的集成模型。  

 

 

基于主动特征提取的人脸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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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妮，董明智，阴  凉，张振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从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与模式识别结合的角度，提出一个生物启发式的高精度人

脸识别算法，有效地模拟了人类视觉系统的早期处理、感知编码和信息融合过程。首先根据

哺乳动物的视网膜特性生成丰富的低层纹理和颜色特征表示，随后利用增量式鉴别分析方法

模拟感知编码过程， 后融合人脸纹理和颜色编码的相似度进行识别决策。 

2．针对工程应用中关注的单样本难题，提出“样本间距均匀化”的人脸识别新思想，发

展出“均匀寻踪”特征抽取算法，能够同时提高单样本条件下人脸识别的鲁棒性、识别精度和

计算效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融合通用（非候选人）特征模型和候选人特征模型的人脸识别

新方法，进一步提高了识别精度。 

3．提出一个用于人脸识别特征抽取的理论框架，统一地表示了五种主流特征抽取算法。

证明两种典型流形特征抽取算法局部保持投影（LPP） 和非监督鉴别投影（UDP）的等价

性，理论揭示出流形学习方法可以在降低特征维数的同时提高各类别特征的可分性，与传统

的鉴别分析算法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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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传送光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陆月明 

课题组成员：陆月明，吕  帅，侯连兴，邹  超，杜宗鹏，白晖峰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课题组研究了分组时钟同步和授时、光分组传送网络生存性，光分组传送网络规划；提

出了透明段对段时钟同步机制、基于缓存器控制的自适应频率恢复机制、ZigZag 时钟同步

机制、基于跳数权值的资源冲突协调机制、基于信令的共享路径段保护方法等，并在开发的

光网络规划软件和光网络仿真平台上进行了实验和测试。 

 

 

动态汇聚的光正交频分复用(OFDM)接入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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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向军 

课题组成员：忻向军，张丽佳，刘  博，王凯民，戴宇航，关  昕，郝宇霆，邓聪惠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建立了动态汇聚的光 OFDM 接入网络模型，主要研究了 OFDM 信号与接入信道

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提出了实现光 OFDM 接入的子载波动态分配、信道均衡和 MIMO 等

数字信号处理算法，以及具备多类型信号汇聚、识别与分离功能的光线路终端（OLT）及光

网络单元（ONU）实现方案，建立了动态汇聚的光 OFDM 接入实验系统，并验证、完善建

立的网络模型与提出的算法及方案。主要成果如下： 

1．建立了较完善的动态汇聚的光 OFDM 接入网络架构，能够实现基于光 OFDM 调制

格式信息的动态分配，还充分利用了光谱正交性携带 DPSK 调制格式的组播信息，进一步

提高了接入网的频谱利用率。对于多波长情况，该网络能够根据 ONU 端的带宽和容量需求，

通过光分配网（ODN）处的结点动态调整每个 ONU 的业务及其带宽。 

2．通过分析光 ODFM 上行两种接入方式的利弊，选择采用纯 OFDMA 接入方式的上行

链路 PON 系统技术作为该课题上行信号的调制方式。 

3．搭建了 8bit/s/Hz 光 OFDM 接入实验平台，实现了光 OFDM-PON 中的 OLT、ODN

和 ONU，并分析了其性能。 

4．研究了不同调制格式时，误码率与接收端光功率的关系，各个调制格式的抗噪性能

分析，不同入纤光功率、不同激光器线宽和不同传输距离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5．分析了上行拍频噪声对光 OFDM-PON 的性能影响，包括不同上行激光器波长间隔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以及采用同源激光器对上行拍频噪声的解决。 

6．提出了子载波动态分配算法、MIMO 算法等光 OFDM-PON 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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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F 系统中 10Gbit/s 的多进制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产生和传输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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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  岚，刘  昆，张  轶，周  敏，詹  娱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深入研究了铌酸锂外调制器的非线性和干涉叠加特性，确定了输出光谱和射频调

制电压、偏置电压等参数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将 16-QAM 信号调制到包含两个频率成分

的毫米波载波的其一个频率上的有效实现方案，并且同时探索利用 MZM 的非线性特性降低

QAM 到光载毫米波信号产生成本，在此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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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高速多进制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4 倍频低成本产生方案，结合光纤的色散、非线性等特性，建立高速多进

制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在光纤中传输的数学模型，从光纤中光波的传播常数的泰勒展开出

发，阐明光谱结构特点和数据信号调制对高速的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传输性能的影响机制，

从理论上确定数据速率在 10 Gbit/s 以上、适合长距离传输的多进制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光谱结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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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QAM 技术具有更高的频谱效率，上下行链路均采用单边带数据调制。克

服了光线色散引起的幅度衰落效应和码走离效应。提出了基于 4 倍频产生的 10Gbit/s QAM

光载毫米波复用方案，两种不同的 10Gb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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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光线色散引起的幅度衰落效应和码走离效应。 
 

 

无线通信终端 MIMO 天线设计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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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勋，王惠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物联网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出现以来，越来越的人们对其产生兴趣。物联网是在计算机

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射频识别、无线数据通信、计算机等技术，构造一个覆盖世界上万事

万物的实物互联网。RFID 即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

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作为条形码的无线版本，RFID

技术具有条形码所不具备很多优点。特别是电子标签与产品电子编码 EPC、互联网技术的

融合，孕育出被称为下一代互联网的物联网。在超高频射频识别系统（UHF RFID）中，天

线是决定整个系统读取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该课题旨在解决工业复杂环境中，如药

品生产线系统，标签的无空洞识读问题，结合西门子公司的实际产业应用，通过关键技术研

发、实物加工和测试，获得了良好的读写器和标签天线性能，2 款结构获得了西门子公司产

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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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卡构建无线传感网 PKI 体系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邹俊伟 

课题组成员：邹俊伟，常文娟，王虎平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    

该课题设计开发了带有安全 IC 卡芯片的传感节点。传感节点采用通用化设计，节点的

身份和安全相关信息可以采用插卡方式进行管理（类似 GSM 网络中手机的 SIM 卡），采用

IC 卡进行安全运算、敏感信息存储和身份识别。对于复杂的密码算法通过 IC 卡芯片进行处

理，普通的事务处理和无线协议使用节点的 CPU 进行处理，保证了对于非对称算法的高性

能。通过这种节点和卡的分离设计，使节点的生产和发布具有通用性，节点的个性化数据存

储在智能卡内。能够更容易的构建一个可管理的传感网络，对于物联网的运营管理提供比较

好的技术手段。 

由于物联网中各个智慧物体可能具有不同性能和功能级别，差异性比较大。不能直接采

用传统的 PKI 体系的数字证书方式对智慧物体进行标识，该课题也研究了针对不同节点采

用不同的标识和不同的认证算法，并且对于认证区分安全等级，该安全等级的可以用于系统

的权限分配策略。针对低端的节点采用密钥预分布模型，采用对称密码算法或动态口令方式

进行认证和消息鉴权，对于汇聚节点则采用非对称的密码算法进行加密和认证。 
 

 

液滴指纹图特征提取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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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成，唐  进，罗  圆，李  杰，邹存伟，郭凌云，陈子罱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从液滴指纹图提取特征参数的方法，用于对液体食品进行真伪鉴别和质

量监控。 

液滴指纹图来源于光纤电容液滴分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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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够作为鉴别液体细微差别的依据，正如人的

指纹用来鉴别人的身份一样。 

该课题完成了液滴指纹图的归一化处理，以保证不同的液体之间具可比性，归一化后的

指纹图反映液体在一个液滴生长周期内的信号变化，它不仅代表多次测量的结果、能够清晰

地再现图形特征；同时还使不同液体具有相同的数据格式和长度。完成了液滴指纹图的滤波

处理，去除噪声、平滑曲线、改善图形质量。提出了以特征矢量描述液滴指纹图特征的方法，

把液滴指纹图曲线转变成多维空间中的一个特征点。针对不同的液体对象，提出了“波形分

析法”、“相关比较法”、“数据压缩法”和“多项式回归法”四种特征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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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辅助装配、维修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荆洲 

课题组成员：宋荆洲，高  欣，贾庆轩，孙汉旭，张金玲，刘亚辉，于  洋， 

曹  倩，吴  昕，辛  静，孙  浩，马铁军，徐  卉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研究增强现实环境下基于虚实结合的复杂产品装配过程模拟，以便经过可视化和

可感知的评价分析，得到合理、适用的产品装配工艺。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一种利用空间点投影位置与遮挡关系间的联系判断虚实点间深度关系的算法，

提高了遮挡检测效率。 

2．提出了一种三维重建与三维位姿估算相结合的深度获取算法，它利用特征点进行物

体方位跟踪估计，只对关键帧进行重构，降低了计算耗时。 

3．提出了一种相机标定和相位相关法相结合的图像配准拼接算法，可用于扩展视频增

强现实注册的跟踪范围。 

4．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影共面点的多摄像机标定算法，该方法通过提取投影到屏幕上的

投影标定网格角点进行每个摄像机的标定，从而可避免标定物自身遮挡，降低算法计算量。 

5．提出了一种将 MSER 和 SIFT 相结合的图像匹配方法，其不但对图像视点变化有较

好适应性，还能有效降低计算量，提高匹配准确度。 

6．提出了基于图灵机模型的 AR 装配环境系统 HCPN 建模方法，有效地表达装配模型

的动态建立过程，感知用户意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7．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空间分割与层次包围盒法相结合的混合虚实碰撞检测方法，该

方法由粗到精地进行碰撞检测，提高了碰撞检测的效率。 

 

 

全光网体系结构与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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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 

课题组成员：张  杰，黄善国，赵永利，韩大海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针对新一代光网络的需求挑战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满足高效率、可扩展、低功耗

要求的超大容量全光网体系结构，掌握了组网模型、层域划分、多粒度疏导、智能控制管理、

生存性和资源优化等关键技术，完成了全光网体系建模、功能仿真和网络实验。尤其在业务

驱动的动态光网络体系演进及智能化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提出了多层多域多约束

光网络的双路由引擎体系结构，建立了支持该结构的千节点规模多层多域光网络创新环境，

取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有效解决了全光网路由控制和资源优化等难题，应用

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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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电子器件中的集成工艺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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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敏 

课题组成员：任晓敏，王  琦，段晓峰，郭  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深入研究了“半导体异质兼容集成”和“功能微结构体系”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以及

相关的器件物理与前沿技术。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在异变外延方面，通过对 InP/GaAs 异变外延工艺进行改进，研制成功基于 InP/GaAs

异变结构的新型长波长集成光探测器件，并针对 Si 衬底上的异变外延，研究了基于界面纳

米结构和 MOCVD 工艺的 GaAs/Si 异变外延。 

2．在量子点的制备方面，基于 GaAs 衬底和 MOCVD 异变外延缓冲层结构，制备了高

质量的 InAs/InGaAs 量子点（QD）异质结构，此外，在含硼 III-V 族材料合成实验的基础上，

制备了基于硼化物的(B)InAs 自组织量子点。 

3．在纳米线的制备方面，基于课题组对异变外延及自组织纳结构生长过程中的选择性

协同生长机制的理论认识和模拟结果，针对多种衬底/外延材料的组合制备出了相应的纳米

线结构。其中，通过控制生长温度和 V/III 比，采用 MOCVD 方法在金催化的 GaAs 纳米线

{112}侧面上外延生长出了 InAs 量子点，量子点直径为 10nm～30nm，高度为几个纳米，分

布在从纳米线底部到中部约 2µm 的范围内，课题组还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一种基于原子扩

散的纳米线表面量子点的形成机理，并对生长了 GaAs 盖层后的 InAs 量子点的低温（77K）

PL 谱进行了表征。 

 

 

微波光子技术及其宽带通信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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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坤 

课题组成员：徐  坤，戴一堂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面向国家未来宽带接入与物联网泛在感知应用的重大需求，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

大动态、可重构、分布式的微波光子光载无线系统的解决方案，并开展了应用研究。 

　 通过突破全光矢量调制、光载射频信号的光子滤波与高灵敏度相干探测等关键技术，实

现了宽带无线射频业务（1.25Gbit/s～2.5Gbit/s@30 GHz～60GHz）的全光信号处理与全双工、

长距离传输。 　  

通过突破射频的极化调制、相位与强度的组合调制以及与数字相干解调等关键技术，实

现了高达 124dB·Hz2/3 无杂散范围、频带平坦响应达 18GHz 的大动态、宽带微波光子链路。 

　 提出并实验演示了具有认知、协同与高能效特征的分布式光载无线网络（3C-ROF），实

现了分布式环境下微波与光波的可重构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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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OA 的光射频信号处理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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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课题组成员：张  民，刘明涛，刘磊，展月英，刘卓，王焱红，韩卫平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借鉴谱切片技术(SSM)、行波模型(TWM)等 SOA 建模思路，考虑了 RSOA 内正反向

信号相互干扰，建立了 RSOA 的理论分析模型和和有源区内 ASE 噪声模型。在理论模型中，

考虑了 ASE 噪声对增益的影响、增益饱和效应。采用四阶龙格-库塔法数值解析理论模型的

方法。设计合理的 RSOA 测试方案，测量并进一步优化了 RSOA 的关键参数。 

2．分析提高 RSOA 重调制带宽的设计方案的理论基础。数值仿真分析了 RSOA 有源区

的尺寸、电流密度、增益限制因子和模式限制因子等关键参数对 RSOA 重调制带宽的影响。

通过优化设计 RSOA 的关键参数，使重调制带宽达到 5.0GHz 以上。 

3．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射型半导体光放大器（RSOA）的迈克尔逊干涉仪的结构，用于

实现 WDM PON 中波长自适应的无色 ONU。这种结构的无色 ONU 能够解决上下行的信号

受光纤中后向瑞利散射和网络连接点反射的影响严重的问题。 

4．提出了一种基于 SOA/RSOA 中非简并四波混频效应产生高质量毫米波和实现射频信

号频率转换的系统方案，并进行了仿真和实验验证。 

5．设计了 RSOA 级联马赫-增德尔干涉仪的结构，即 RSOA-MZI，在 VPI 仿真平台设

计仿真方案，分析设计方案的可行性。MZI 表现为均衡器，可以补偿 RSOA 重调制带宽对

上行速率的限制，实现 8.5GHz 的上行有效带宽。 
 

 

物联网网络模型及网关架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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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海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物联网中信息汇聚层的定位及海量传感信息在汇聚层的

数据融合问题。数据融合将多元的信号踪迹整合为统一的上行数据处理，为物联网的快速部

署提供了便捷的技术支撑。（2）物联网网络模型及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模型分析。通过仿真

分析并搭建物联网多节点测试平台，用实验手段对网络进行预测和规划。（3）物联网网关的

标准架构研究。根据物联网（传感网）在各个行业的应用需求及应用模式分析，通过对物联

网（传感网）网关关键技术研究和突破以及物联网（传感网）网关标准架构体系研究，实现

面向智能应用的物联网标准应用网关系统研究及开发，并以此为基础完成物联网（传感网）

网关设备标准、测试、检测及评测体系研究。有效促进物联网、信息通信网及行业专网的融

合发展。该课题对于研究物联网在各行业的应用可行性、应用方式、应用范围，掌握物联网

核心技术，推进物联网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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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AM 的全光触发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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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剑 

课题组成员：伍  剑，李  岩，邱吉芳，吴冰冰，李兰兰，殷座山，稽  誉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了一套新的动静态相结合的 EAM 理论模型，量子阱材料可以取自任意比例的

In1-xGaxAsyP1-y和 In1-x-yGaxAlyAs 体系。该模型能够较为精确地描述光经过 EAM 传输后其幅

度、相位和偏振态的变化情况，为基于 EAM 非线性效应的光信号处理技术提供了良好的仿

真平台。 

2．研究了基于 In1-x-yGaxAlyAs QW-EAM 中 XAM 效应的波长不敏感的波长变换技术，

以及基于 XAM 效应辅助红、蓝移滤波的光逻辑技术。 

3．提出了基于 HN LF-FWM 的 NRZ-PolSK 信号可重构多功能光逻辑方案，能够同时实

现半减器，XOR、ĀB 和 ĀB，或者 XNOR、AND 和 NOR 逻辑功能，并在 10Gbit/s 速率下

实现无误码操作，各逻辑门的功率损耗都小于 3dB。 

4．提出了基于 SOA-FWM 的多码型多功能光逻辑方案，能够支持 NRZ/RZ/CSRZ-OOK

三种调制格式，对于每种调制格式都能够同时实现 AND 和 OR 逻辑功能。通过简单地控制

电调制信号的开关状态便可实现不同调制格式信号间的兼容性。 

 

 

相干光通信数字信号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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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松 

课题组成员：喻  松，曹寅文，李  新，冷海军，杨  杰，李敏良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相干检测是一种全息检测技术，它可以允许信息被编码在光纤的所有自由度上，包括幅

度，相位以及偏振。因此，它可以实现高零度检测并提高系统的频谱效率。相对于传统的直

接检测方式，相干检测具有巨大的优势，是近年光纤通信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近年来，随着

高速率模数转换器（ADC）的实现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发展使得对光纤传输损

伤在 GHz 波特速率上进行数字补偿成为可能。因此，与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结合的

数字相干检测技术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在该课题及其它项目的支持下，课题组系统研究了数字相干检测的损伤补偿算法，提出

了利用频率偏移的频域特征进行频率偏移估计的方法，对信号的调制格式透明，适用范围广。

根据光纤通信系统噪声慢变的特性，提出了采用滑动窗口进行相位补偿的方法，可以大大降

低计算的复杂度。针对光 OFDM 通信子载波非线性作用强的问题，推导出了光 OFDM 信号

子载波间数据相关性对光纤传输非线性的影响，并提出了采用部分传输序列（PTS）降低非

线性效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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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芯微结构光纤中芯间耦合机制研究与器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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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霞 

课题组成员：张  霞，景  琦，马会芳，颜  鑫，魏  巍，高  静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设计出了一种基于非对称双芯耦合机制来实现慢光传输的并行双芯微结构光纤，通

过合理设计微结构光纤的结构，可使两纤芯模式在 1.55μm 处实现共振，在共振波长处两纤

芯间能发生完全耦合。 

2．在对同轴双芯微结构光纤芯模与包层模耦合特性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液

晶填充方案的同轴双芯微结构光纤，初步证明该光纤可实现快慢光传输。 

3．对并行多芯微结构光纤的模式耦合特性进行了研究。 

4．对基于微结构光纤的 1.55μm 波段、平坦、宽带的超连续谱进行了研究，包括利用

单模光纤中的孤子压缩效应展宽了超连续谱和基于双通道 Littman-Metcalf 滤波器改善了超

连续谱的平坦度。 

5．设计了一种基于微结构光纤的镀银纳米层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传感器。 

 

 

基于主动探测的 IP 网络故障诊断模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孟洛明 

课题组成员：孟洛明，王智立，王  颖，芮兰兰，乔  焰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基于主动探测的思想，按照 IP 网络故障诊断流程，研究了探测选择算法、自适

应异常定位探测方法、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故障概率推理机制。 

1．该课题发现探测之间是存在相互独立关系的，利用探测之间的独立关系，可以大量

减少信息量更新的次数，从而降低探测选择算法的复杂度。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已有信

息量的计算方法也存在冗余，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一个简化后的探测信息量计算式。应用探

测独立关系、简化的探测信息量计算式和探测选择子模性，将业界已知的目前 好算法进行

了有效改进，提出了新的探测优化选择算法。 

2.故障定位探测通过一个递增迭代的过程实现。通过在算法中引入节点故障概率的影响，

只选择故障概率 大的 n 个节点（例如：n=1）的探测包，发出探测并返回结果后，更新各

节点故障概率，重复上面的过程，直到所有节点的故障概率不再变化。 

3.算法提出了一种过滤噪声的方法，能够在推理之前有效地过滤掉一部分虚假告警，提

出了故障发生数量的数学模型，据此可以去掉分析推理时的小概率事件，提出了噪声条件下

的贝叶斯修正公式，当发现网络服务不可用或质量下降时，能快速定位发生故障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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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网络智能化研究及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廖建新 

课题组成员：廖建新，王  晶，朱晓民，王敬宇，徐  童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进行了业务网络智能化方向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提出了业务网络智能化的

概念模型，作为研究设计智能化业务网络的理论工具和指导方法；提出了智能化业务网络的

体系结构，实现了能力抽象化、结构层次化、接口开放化和资源共享化，具备了统一的模型；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用业务系统架构，以通用消息总线为中间件，实现了基于组件的灵活架

构，具有快速灵活的产品生成能力和升级演进能力，具有良好的可重用性、开放性和兼容性。 

该课题还针对业务网络智能化环境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多

宿主特性的多路径并发传输理论及其机制，为高效、合理利用网络传输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和

解决方案；在移动性管理方面，重点对 QoS 移动性支持模型和群组移动性 QoS 控制技术进

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网络驱动的接入网选择模型的基本结构。针对涉及多个服务连续调用

的复杂服务，提出基于服务触发规则统一服务调用机制和基于全局 优策略的服务组合算法；

针对业务网络智能化环境的主流 SIP 协议的消息解析机制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 SIP 消息解

析技术，提出 SIP DPM（Demand-driven Parsing Method，按需解析方法）以改进虚拟服务子

层的 SIP 处理性能，降低 SIP 服务器的负载，减少多媒体会话的建立时延。 

 

 

网络行为的测量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黄小红，吴  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一个域间网络协作管理、测量模型。广泛调研已有的域间测量管理框架，特别

是具有联邦性质的区域网络架构，分析了域间协作管理和测量的应用需求，对域间协作的管

理测量调控的信令进行了定义，抽象了相关功能模块，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一个可扩展的域间

自治治理管理模型。 

2．提出了一种可信任的第三方数据共享方法和模型，并建立了原型系统。该模型基于

可靠的信任机制，各自治域将各自的网络测量数据提交给可信的第三方，第三方通过基于策

略的数据净化方法，对流量数据中的字段进行安全归一化处理，在保证数据的隐私性的同时，

大化的满足域间网络协同计算研究的需要。 

3．研究了基于安全多方计算域间数据共享模型。该模型基于安全多方安全计算协议，

各自治域在不共享真实测量数据前提下，可以对网络中的一些应用进行协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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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网络故障容忍模型及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亓  峰 

课题组成员：亓  峰，黄日茂，关志丽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节点数量众多的情况下，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网络中选择探测节点，所得到

的探测节点依然符合泊松分布。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多数的故障节点包含在少量的簇中（符合

Pareto 原则），据此可以为特定区域增加一定的额外探测节点， 终得到的探测节点能覆盖

到网络的所有故障节点。 

2．考虑到用于比较分析的邻居节点也有故障的可能，采取迭代计算邻居节点可信度的

方法来判定邻居节点数据的可信状况，只有可信度符合要求的节点才被用于比较分析，从而

保证了故障容忍能力。在节点故障判定过程中，采用偏移度分析的方法来确定节点的故障。

在保证故障判定准确率的情况下，降低了误警率，减少了节点上的通信和计算负载。 

3．在对故障节点进行任务迁移时，引入了联盟的思想，多个节点形成联盟，共同分担

执行故障节点的任务，联盟生成问题的本质是组合优化问题。引入了粒子群算法，设计了动

态离散粒子群算法，并将其应用于联盟的生成问题中。 

 

 

无线传感器网络任务协作机制与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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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杨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协作任务分配总体框架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

技术特点，面向两种不同任务分配场景分别提出基于多智能体系统协商技术的任务分配算法，

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的算法的有效性。该课题的创新性成果包括： 

1．单任务的快速低能耗任务分配算法，在充分研究传感器网络特点的基础上，采用拍

卖机制来解决传感器网络中的任务分配问题，把多属性效用理论和拍卖机制相结合，同时在

拍卖过程中加入了新的策略，提高了任务分配的实时性，灵活性，协商成功率，并且由于它

实现了节点间的自主协商任务分配，避免了上层管理节点的参与，有效减轻了管理节点的负

载和能耗。 

2．基于合同网的任务拍卖算法，面向“基于簇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大规模任务分配”的

场景要求，提出了一个高效灵活的基于合同网的任务拍卖算法，其中定义了网络模型、能量

模型和数学模型，在协商阶段引入了一个基于时间收敛的鲍威尔收敛函数，分别从发布和协

商两个阶段对传统合同网算法进行了改进，在高效分配任务的同时，尽量维持网络中各节点

的能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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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服务运营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陈兴渝 

课题组成员：陈兴渝，张顺利，殷  波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首先对基于eTOM和 ITIL的云计算服务运营管理模型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

设计了虚拟化环境下的网络资源动态分配、重配置等算法。 

1．从服务管理的角度，针对多基础设施提供商 InP 和多虚拟网服务提供商 SP 竞争环境

中资源分配的特点，从服务分配效率和服务价格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提出了基于拍卖的虚拟

网资源分配机制，并且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提出的机制的有效性。仿真结果表明, 提出的分

配机制可以一次性完成多个 InPs 和多个 SPs 资源分配以及定价，并且有议价分配机制比

V-MART 和无议价分配机制产生了更大的社会福利。 

2．提出了基于预测的资源重配置算法(FRRA),算法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来保证重配置的

时机全局 优化：一方面将资源划分为关键资源和普通资源并使用不同配置算法；另一方面

根据资源迁移的失败概率，推导出重配置请求次数的极限值，降低重配置带来的开销。 

 

 

无线接入网自主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李文璟 

课题组成员：李文璟，张  恒，李富强，喻  鹏，刘艳光，吕维浩，夏凌峰，朱翊然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为了保障具有自主管理功能的自组织网络的正常可靠运行，并能随时评估并调整自

主管理策略和自主管理方法， 该课题提出监测-分析-计划-执行-评估自主管理控制环架构，

并对 SON 自主管理的管理流程和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集中式、分布式和混合式管

理方式，分析了不同管理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各种管理方式的适用场景，通过上述研究，

将为后续 SON 自配置、自优化和自治愈的研究提供体系架构上的指导。 

2．研究了基于 LTE 的无线接入网自配置技术，包括提出了 LTE 中新增 eNodeB 的自配

置流程以及自配置过程中可能设置的停止点，有利于网络管理系统对不同厂商的自配置过程

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视，也有利于网络管理系统加强对自配置过程的控制。并针对不同厂家

分别设计了集中式和分布式的 PCI 自动分配机制和算法。通过对比两种分配方式的不同，

提出不同的分配方式各自所适用的场景，为 LTE 中 PCI 的自动分配提供了技术支持。 

3．针对负载均衡自优化，提出了分别适用于 TD-SCDMA 网络和 TD-LTE 网络的博弈

分流自主负载均衡和自主水流负载均衡机制与算法；针对下行覆盖自优化，提出了基于模拟

退火的自主覆盖优化机制与算法，有效解决了下行覆盖过度、覆盖不足和交叉覆盖现象。 



247 

面向服务的网络管理信息本体知识模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高志鹏 

课题组成员：高志鹏，庄爱民，黄日茂，关志丽，李玉坤，赵晓东，杨树春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基于本体的建模思路，研究建立网络管理动态服务模型的方法，对支持动态特性

的网络管理服务刻面进行定义与构建，提出了基于本体的网络管理动态服务模型描述方法，

并构建出网络管理动态服务的元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驱动的基于本体的网络管理体

系结构，提出了基于本体映射的网络管理服务识别技术，对网络管理服务本体的组合技术展

开研究，并提出基于本体进化和继承的网络管理服务扩展机制。 

课题组取得了包括基于本体的共享管理信息建模方法、网络管理动态服务元模型、基于

本体模型的网络管理机制、基于 Web 服务的 OBNM 系统体系结构、基于语义 Web 的网络

管理服务组合方法在内的 5 项理论和关键技术突破。基于本体建模理论，从理论和技术层面

上解决现有的网络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互操作性、动态协同等问题，切实改善传统网络管理中

功能结构固化、协同性差的现状，指导新一代网络管理系统的研制，从而保障在新的网络业

务融合环境下的网络管理能力。 
 

 

新一代网络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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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军学，陈立南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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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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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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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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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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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业务框架及其支撑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孙其博 

课题组成员：孙其博，李静林，王文彬，王尚广，刘志飘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采取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平台开发和业务验证的研究方法，从认知业务应

用方法、关键技术和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对泛在网络中的业务提供模式进行分析，以提出

合理分离上下文感知、内容聚合和通信关联的三个维度的立体化认知业务框架为依托，以研

究具有上下文感知、推理和决策能力以及智能适变技术的认知业务特征为切入点，以获得

佳用户体验为目标，探索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认知业务提供方法，研究了认知业务动态管理机

制、业务系统重构能力以及认知业务的适变机制，构建了认知业务的理论模型、结构体系、

方法和手段，为实现科学的认知业务系统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并通过开发认知业务平台原

型设备以及若干演示业务对关键技术研究成果进行了验证。  

 

 

量子密码协议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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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斌，黄  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课题组从密码学角度出发，在阅读和分析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量子密码体制展开了

系统的研究，主要的成果有： 

1．具有仲裁的量子签名(AQS)作为量子签名的一种新模式，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课

题组从伪造和否认两个角度研究了先前提出的 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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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 近提出的两个三粒子量子密钥分发协议的安全性，并指出其会被一种简单

有效的攻击方法攻破——超密编码攻击。指出窃听者 Eve 可以通过发给 Alice 处于纠缠态的

伪信号粒子获取全部的密钥。攻击过程类似于 Alice 和 Eve 之间在进行超密编码通信，其间

会用到一组特殊的测量基。此外，这种攻击方法不会使传输的信息发生任何错误，从而不会

被 Alice 和 Bob 发现。给出了这种攻击策略的具体方案，并且证明了其正确性。 

3．分析了基于 BELL 态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和身份认证的协议，发现窃听者可以使认

证函数失效。并且通过实施中间人攻击，窃听者可以在不引入任何错误的条件下得到甚至篡

改秘密。同时分析了参与者攻击并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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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纳米同轴结构中的非寻常光学性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符秀丽 

课题组成员：符秀丽，朱  娜，李  旦，郭  翔，张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首次可控制备出了 CdS 纳米棒三维网络，并从实验上首次观察到了纳米棒沿其径向

生长的横向生长模式，正是这种横向生长模式导致了网络结构的形成。光波导测试表明：

CdS 纳米结构的光致发光可有效地输运到纳米棒 末端再发射或通过其本征结传输到另外

的分支上，是非常有效的光波导。 

2．采用催化剂辅助热解有机前驱体聚硅氮烷在优化的条件下合成了 Si3N4/SiO2 一维同

轴纳米结构。该方法工艺简单，仅包括三个步骤：有机前驱体低温交联固化、球磨粉碎和高

温热解。 

3．利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具有不同形貌的银纳米结构，并详细分析了这些银纳米结构的

形貌和结构特征。通过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检测分析了不同形貌银纳米结构的光学性质，实

验表明，单根 Ag 纳米线是非常有效的波导腔，入射光可通过存在于 Ag 纳米线表面的表面

等离激元辅助在纳米尺度上有效地输运到纳米线 末端而再发射。 

4．构建了一维同轴光波导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模型求解详细研究了介质层厚度以及波

导半径对色散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类纳米结构保持了二维波导的异常色散特性，并且当

一维波导的半径减小到 50nm 以下时，色散曲线会出现额外的负群速度区以及零群速度点。 

 

 

半导体物理中的量子能量输运模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秀卿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由于与半导体器件的描述紧密相关，量子能量输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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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成为国际应用数学界和半

导体工业结所关心的热门研究领域之一，对模型的数学分析也是国际上非线性发展方程理论

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 

由于方程组中温度变量缺少适当的先验估计，无论在数学上还是数值模拟方面，对量子

能量输运模型的研究都具有很强的挑战性。量子能量输运模型可以由量子流体力学模型经过

扩散尺度变换和松弛时间极限导出。该模型是由一个退化四阶方程和两个椭圆方程耦合的方

程组，研究难度很大。 

该课题主要研究量子能量输运模型的半经典极限问题和弱解的存在性：（1）建立了一类

简化量子能量-输运模型的半径典极限。（2）解决了第一，六阶抛物系统大初值非负解的存

在性问题；第二，六阶抛物系统解的半经典极限问题。（3）建立了双极欧拉-波松系统的零

质量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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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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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要求个体的本能必须是自私的,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却充满了利他的

合作行为。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理论提供了研究自私群落中自发合作行为的强有力的数学

平台。该课题着眼于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动力学，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1．博弈者的运动能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该课题研究了在给定网络上，当博弈者在网

络上的迁移速率与博弈者所采取的策略有关时的博弈动力学；也研究了当迁移者在网络上迁

移的速率依赖于博弈者自身的收益时的博弈动力学。 

2．博弈者的两面派性质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实际系统中博弈者的言行不一致广泛存在，

该课题研究了复杂网络上博弈者的两面派行为对博弈动力学的影响。  

3．具有社区结构的网络上的博弈演化理论。实际社会中依据成员的一些性质会构成不

同的社区结构，同一社区内的成员具有紧密的联系。 

4．现实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该课题研究了博弈者处于不同速率

变化下的复杂网络上的博弈动力学。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非线性期望理论及其 

在金融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周  清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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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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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一类反射带时

滞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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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软件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袁玉宇 

课题组成员：袁玉宇，刘川意，王东滨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旨在研发一个面向新型网络应用模式的云计算平台及其软件服务体系，促进软件

网络化和服务化时代的网络应用平台的实现与发展。 

该课题研发了支持“软件服务化、计算虚拟化、位置透明化、交互普适化”等特征的云计

算平台，它包括三个子平台，即虚拟化资源核心运行平台，虚拟化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平台，

面向服务的新型网络应用运行与管理平台。该平台通过虚拟机及多种虚拟化技术，可以实现

异构、分布的软硬件资源（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服务资源及数据资源）的

按需构建与重组，以服务享用的方式提供给服务使用者。该平台实现了各类网络资源的统一

管理和有效利用。同时，该平台可将不同的应用进行虚拟的隔离，应用所申请的资源具备弹

性的特性，并且该平台还支持对应用的资源收费模式。 

 

 

基于 4 桨飞行器的导航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立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智能 4 桨飞行器为电动 4 旋翼飞行器。机身为自制的全碳十字结构，本体重量 1kg。机

身长 400mm，旋翼直径 45mm，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动力方式为电池。载重 450g，可以携

带 多 7 个传感器，利用遥控器进行飞行及传感器，从而脱钩控制进行控制飞行间散落。当

飞行器再次飞出时，可以将各传感器的信号通过 Wi-Fi 传回。4 桨飞行器的控制软件为自行

研发，可以控制飞行半径为 1500m，飞行高度 50m～70m，留空时间 15min～20min。可以

完成起飞、降落、直线飞行，定位飞行及空中悬停，盘旋等控制。 

研究内容包括：实现 4 桨飞行器机身设计及制作，并完成其飞行控制功能。能够完成起

飞、降落、直线飞行，定位飞行及空中悬停，盘旋等控制基础功能。遥控频率为 2.4GHz，6

通道控制。实现支持各主流格式的文本、声音及视频传输。实现外挂温度、湿度、土壤含氮

量等 7 个功能传感器携带并空投功能。并能通过 Wi-Fi 将传感器的数据信号传回。或者携带

无线摄像头，可以实时或录下后将空中所拍摄的视频信息回传致控制系统计算机。 

智能 4 桨飞行器及其传感信息传输及控制软件系统包括：4 桨飞行器、传感器系列机器

空投遥控系统、Wi-Fi 传感数据传输系统、无线实时/录制图像传输系统、4 桨飞行器控制软

件及后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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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实验在创新实验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文福安 

课题组成员：文福安，李建伟，孙燕莲，范春梅，王晓军，宁  帆，廖德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虚拟实验教学系统是一种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真实实验的计算机教学软件，在现代实

验教学中正在逐步获得青睐。 

课题组针对各类学校实验教学需求，研究开发了跨学科开放式的实验教学管理系统，功

能覆盖实验教学的全过程，包括实验教务管理、实验教学管理、协作实验安排、实验前预习、

虚拟实验、实验智能指导、实验报告管理、实验结果自动批改、实验过程监控、实验答疑交

流、实验效果评价以及实验室设备管理。基于以上管理系统研究开发了包括电工电子、计算

机网络、通信等学科的虚拟实验室，支持分立的实验器材和仪器，可满足培养学生动手操作、

诊断分析、设计创新能力的要求。所研制的开放式虚拟实验教学系统已推广应用到 20 家高

校，受益学生人数达 2 万余人。 

课题组针对传统电子设计竞赛活动存在的不足，研究设计了电子设计竞赛预赛管理系统，

提供了网站信息发布管理、活动展示和宣传、活动报名、在线指导、在线交流等功能，提升

了竞赛活动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决策者风险行为对供应链系统性能的影响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军 

课题组成员：吴  军，胡  东，沈祥金，田  甜，袁  苑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结合运筹学与决策理论对供应链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通过

具代表性的供应链系统模型，揭示决策者风险行为对供应链系统决策的影响。具体为：以

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用理论分析和随机模拟相结合的方

法，深入研究风险偏好对于两级供应链的影响。综合采用系统效率、利润分配比率等指标进

行系统性能分析，并与传统风险中性假设的供应链系统进行比较，揭示风险行为对于供应链

系统性能以及供应链参与个体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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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传播中的心理认知特征和关系网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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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兰丽，吴联仁，郑  兰，王  月，尤  婷，张  晨，赵志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以微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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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用户活跃度和幂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用户活跃度受到社会认同的正

向影响。 

2．研究发现，人们发布微博的兴趣会受到他人对微博的评论或转发行为的影响。根据

这个心理特征，提出了引入社会认同的人类行为动力学兴趣驱动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严格

分析，获得了行为时间间隔分布的解析表达式。模型仿真与解析结果相符，且能够很好的解

释统计分析结果。 

3．基于新浪微博用户的行为数据，对危机情境下微博中群体用户行为特征进行了系统

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危机情境下用户发微博的时间间隔服从幂律分布，危机情境下

博文长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对于涉及危机情境主题的微博，其被转发和评论的概率相

对较高。 

4．以出度刻画微博用户的关注行为，以入度刻画其被关注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构成的

微博社区具有较小的网络直径，较短的平均 短路径以及较高的平均聚类系数。用户的出度、

入度及发布微博的数量及时间间隔均服从幂率分布。微博数量分布指数与度呈反向关系，且

随着度的升高，指数的下降趋势趋缓。用户发微博的时间间隔分布指数与用户度呈正相关关

系，但具有不同出度的用户，其时间间隔分布指数差异更大一些，而具有不同入度的用户，

对应的指数差异则较小，这也说明主动关注他人的用户，会更倾向于频繁的发表微博。 

5．提出了加权网络上的消息传播机制，指出消息传播过程不仅受节点度的影响，而且

受消息类型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消息传播的接受概率和免疫概率，在实证分析中，

对不同类型的消息的接受概率和免疫概率进行了估算，并据此对消息传播机制进行了验证。 

 

 

客户管理中的若干理论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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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蕾，朱  超，张  祺，王  浩，郭玉莲，赵宛婧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基于客户价值和顾客价值等理论基础，并结合系统论的思想，通过分析 CLV 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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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与驱动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构建了提升 CLV 的动力学模型。依据该成果可以更

直观地探寻 CLV 的提升路径，并利用国内某采集电信行业的真实数据，验证模型的可靠性

并为电信行业的企业客户终生价值提升提供决策建议。 

2．从国家文化的差异性出发，试图在跨文化背景下对客户终生价值提升展开对比研究。

将国家文化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CLV 驱动因素与 CLV 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中，得到国家文

化变量与 CLV 提升之间相关性的理论概念模型。以手机数据业务的用户终生价值提升为例，

通过配额样本设计，在中国和美国分别收集有效样本 846 个和 689 个。结果证明：（1）中国

具有显著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美国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文化特征；（2）集体主义和个人主

义文化特征对 CLV 各个驱动因素的影响强弱程度存在显著差异；（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手

机数据业务消费种类存在显著差异。 

3．通过数据实验验证了用户社会联系与移动数据业务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并

证明了两个假设；提出基于通话记录的电信用户社会联系强度的度量方法，并基于此设计了

用户产品矩阵的空缺值填充方法；构建电信用户的网络价值测度方法，并在传统的协同过滤

推荐算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用户社会联系的推荐算法 Social-CF。通过企业系统数据提取

能够表征用户网络价值的变量，对前述推荐新方法进行数据实验，验证该推荐算法在预测准

确性及推荐效果上都优于经典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中国互联网低俗内容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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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钢 

课题组成员：李  钢，宋  强，艾丽莎，陈  曦，茹彦杰，董凤娟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优秀人才及团队支持计划课题。 

该课题提出了一整套实时监测互联网低俗内容产生及传播状况和规律的系统，构建了一

套测量指标和指数体系，辅助监管部门制定互联网低俗内容监管和规制策略。该研究包括两

个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部分，一是提出互联网低俗内容实时监控系统的指标体系及其逻辑

结构；二是提出整个互联网低俗内容实时监控体系的优化解决方案及实施路径设计。 

该课题设计的整个监测指标体系有很强的针对性，服务于互联网低俗内容的监管部门，

详细论证构建互联网低俗内容实时监控系统的意义与必要性；提出的基于抽样的互联网低俗

内容传播实时监测系统在视角上具有创新性。基于互联网用户的抽样方式和抽样统计方法在

这一领域过去也很少应用，这种方法有助于以较低的成本揭示网络低俗内容的真实传播状况；

构建互联网低俗内容实时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指标体系，并给出各类指标数据间的关联分析

结果，如青少年网站站点访问习惯研究、互联网低俗内容接触点研究、互联网低俗内容接触

路径研究、互联网传播内容低俗化程度研究、互联网传播内容低俗化指数研究、各省市地区

互联网内容低俗化态势研究、青少年互联网道德教育媒介选择研究、互联网用户低俗内容举

报链接优化设置等。 

该研究成果主要是为国家的各个互联网监测和规制机构的决策提供帮助。互联网低俗

内容实时监测系统的实现和应用无疑将有助于国家互联网监管部门总体把控互联网内容发

展状况和发展态势，有助于监管部门出台有针对性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措施，有助于相关部门

和机构对监管效果、监测工作有效性进行评估，也有助于曝光互联网相关机构和网站传播相

关网络信息的动态，提高互联网内容服务、监管的“能见度”和“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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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学术管理比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卫宁 

课题组成员：王卫宁，石文华，刘靖宜，陈家佳，潘忠明，李博洋，张  策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校级课题。 

该课题运用比较研究法，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比较中美高校学术管理差异的形成原因以及

管理效果。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管理职能的维度分析中美学术管理模式。从适应性和相

互包容性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学术环境选取可进行移植的美国的学术管理模式。根据管理移

植效果提出合理化建议，推动高校的长效发展。具体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1．中美学术管理演变历程的比较研究。从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的两个维度对

中美学术管理的演变历程进行了阐述比较。回答了中美文化具有哪些文化差异，学术管理主

要被哪些文化影响。理清中美两国学术管理历史脉络和运行机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 

2．中美不同的学术管理机制下所产生的不同的管理效果的比较研究。从定性和定量两

个维度比较中美学术管理的管理效果，从中得出我国学术管理在管理效果的哪些方面存在差

距，这些差距由哪些管理职能对应的具体机制产生。 

3．中美学术管理分析研究。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大管理职能的维度对比分析

中美学术管理方式与手段，并辨别和分析了两国学术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合理机制和问题机制。 

4．中美学术管理移植。以管理移植为理论基础，在总结前三部分研究的基础上，从适

应性和相互包容性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学术环境选取可进行移植的美国学术管理模式，提出

了合理化的建议，从而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管理水平。 

 

 

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比较分析与 

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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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继红，石文华，李红枫 

结题时间： 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05BSQN02 ）。 

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分析马克思与科斯产权理论的

主要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

基本观点，同时借鉴科斯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合理成分，为我国的产权

制度改革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 

1．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1）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2）产权在不同的

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历史形式；（3）产权是一组既可统一又可分离的权利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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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斯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1）权利的初始界定先于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

易；（2）市场交易有其成本；（3）权利的法律界定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4）市场交易成本

大于零时，法定权利的 初分配对资源配置效率将产生重要影响。 

3．马克思与科斯产权理论的比较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与科斯的产权理论都是以产权和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两者

在许多范畴上有不少共同点：（1）两者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

权利的组合体；（2）都强调产权和制度现象的重要性，将制度安排视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

因素；（3）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是可以转让的；（4）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具有社会强

制性等……。     

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1）分析产权的基础是个体主义还是整体

主义；（2）法权决定经济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3）产权是自然权利还是历史权

利；（4）侧重个案研究还是侧重规律研究。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科斯的产权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简单的照搬

科斯的理论应用于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只能导致对公有产权制度的彻底否定。 

     

 

大学新生始业教育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处 

课题负责人：张立林 

课题组成员：张立林，赵雪梅，徐  婷，赵慧丽，陈  新，马  辉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校级课题。 

大学新生始业教育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大学新生把握大学生活规

律、确立科学成才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项目对比国内外在大学新生始业教育方面的差异，

结合我校开展大学新生始业教育的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在本科 2010 级新生中组织学

生参加调查，并分析调查数据，为广大学生工作者提供参考。该项目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始

业教育开展的机构、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我国现状相比发现，目前国内大学的始业教育

还处在萌芽阶段，软硬件都亟待完善。学生在专业选择和就业时行业选择方面呈现出极大的

盲目性，明显缺乏相应的指导。与此同时，通过对我校各院开展的始业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发

现，我校开展的始业教育囊括了校规校纪学习、人身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专业适应性

教育、入党、人际关系、职业生涯规划等各个方面，还是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学生对于学校

开展的始业教育整体上持肯定的态度，认可始业教育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从调查中反映

出一些问题，超过 79%的学生认为我校开设的安全教育课内容较为空泛，同时，59.45%学

生认为没有得到校园适应性方面的教育。这都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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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的叙事学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胜枝 

课题组成员：刘胜枝，张贺军，甘慧娟，蒋秋兰，王文宏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校级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 

    网络游戏对人们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但学术界缺少对网络游戏的研究，角色扮演型

游戏在网络游戏中是 有代表性、 吸引人同时也是 具有争议的游戏，值得特别关注。对

网络游戏的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该研究用叙事学理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和工

具，度对网络游戏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丰富了网络游戏的研究视野，加深了学术研究的

理论深度。 

    该研究借助叙事学的理论对角色类网络游戏的叙事特性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分析和总结。

第一，传统的叙事艺术一般是基于时间的，而电子游戏则更多地是一种基于空间的叙事艺术。

第二，在所有的叙事艺术里，游戏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是 强的。可以说电子游戏从本质上讲

是一种基于互动的叙事艺术。第三，网络游戏的虚拟性和参与性使得其更能承担特殊的使命，

即给予玩家一种超越现实的、即时而又强烈的快感体验，因此网络游戏是一种基于体验的叙

事艺术。第四，网络游戏是一种基于化妆的叙事艺术。在网络游戏中，游戏角色本身的形象

也具有了意义，他们在相貌、服饰、道具、坐骑等方面的装扮本身就具有了观赏的价值，是

玩家对物理自我的修饰和改变，正是这些经过化妆的形象成为玩家自我表现和自我认同的载

体。在研究中还从叙事学的不同层面对网络游戏进行了研究，如从角色形象和叙事观念入手，

研究了电子游戏的性别观念及其对青少年的潜在影响。该研究以女性主义为研究视角，从游

戏题材的性别化、游戏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玩家的性别遭遇三个方面来分析了电子游戏中存

在的严重的性别歧视观念及其对青少年的潜在影响。 

 

 

大学生社交网络中的印象管理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  佩 

课题组成员：黄  佩，梁  刚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10BS05）。 

该课题考察了梳理传统的印象管理理论，并将其放置于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中进行检验，

分析了大学生印象管理的模式。该课题重点选择了印象管理中的自我展示、自我揭露两类策

略，针对网络角色扮演类游戏与社交网站中自我身份建构与认同两个个案研究为例，从文本

分析的角度入手，对在校大学生的印象管理行为进行调查。网络角色扮演类游戏的化身分析

揭示了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成就了玩家实现另一个自我的愿望，并且提供了玩家的自

我认同新方式。网络角色扮演游戏让人们将现实的肉身暂且搁置，利用自选的化身与其它化

身互动，能够从各自身上找到合理反映自我的符号或代码；通过对符号或代码的解读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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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便以化身的方式完成了整个自我认同的过程。社交网络中自我身份建构与认同的研究揭

示了“独立”大学生旅行者首先利用文字与图片，展示自我真实生活——旅行经历——未来目

标三个步骤，从视觉上利用路线图展示自身旅程的艰难以表达自己要克服困难的勇者形象，

另外还利用“我们在路上”这样的叙事方式唤起同类人的认同。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1）拓展了印象管理理论的使用范围，发现了大学

生根据新的传播环境构造形象的新策略；（2）进一步丰富了对大学生自我呈现、自我表达的

认识。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是多元化的，既有反映真实状态、勇于以“真面目”

示人的特点，也有戴上面具、在虚拟世界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特色；（3）充分利用“印象管理”

理论中的自我揭露、自我呈现，又考虑到社交网络的互动性，结合了传播者、接受者、推动

者三方面的力量对理论进行阐释，更加全面地体现了不同理论之间的渗透和相互关系。 

该课题的应用价值在于：（1）可用于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况；（2）可用

于社交网络的市场行为分析，获取更为准确的大学生群体行为数据。 

 

 

在线解决纠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丁  颖 

课题组成员：丁  颖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10BS01）。 

在线解决争议方式（ODR）因其在解决日益增多的网络争议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而越来

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作为新技术的产物，ODR 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

系列新的法律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主要的 ODR 方法包括协助协商、自助式协商、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和网上法庭

以及 ICANN 的 UDRP。它们各有特点、优势和局限性。各争议解决机构应结合实际及自身

优势对所提供的 ODR 服务进行定位，当事人亦可针对其纠纷特点和自身需要诉诸 合适的

争议解决方式。我国 ODR 的发展现状与我国当前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推广电子政务的需要

不相适应。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深刻认识到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

机制已是保障互联网络健康发展，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其次，积极借鉴其他

国家已有的先进经验。再次，加强业界自律，通过建立信任标记这样的业界自律机制及其与

ODR 机制的联系，为消费者提供获得救济的有效渠道，并使相关 ODR 服务为公众所知。此

外，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并积极推动 ODR 自身标准的建立。又次，关于争议解决的费用承

担和 ODR 服务提供商的经费来源问题，信任标记机制或许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政府亦

可从财政上对有关 ODR 试验项目的启动和运作予以支持。 后，修改现行立法中对 ODR

的发展构成障碍的规定。 

研究成果可以向课程、教材、教学转化，为培养相关人才服务；可以为仲裁机构以及其

他提供在线争议解决服务的机构从事和发展相关业务提供参考；可以使参与网络活动特别是

从事电子商务交易的当事人了解和认识争议的各种在线解决方式及其利弊，从而合理选择适

当的机制，迅速化解争议，以保证其进行网络活动、开展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和便利，进而

促进建立正常的网络秩序，尤其是正常的国内和国际电子商务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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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穿越小说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纪平 

课题组成员：杨纪平，李炜炜，康  前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10BS04）。 

该课题运用网络女性主义理论对网络穿越小说这一特定的网络文学形式进行较为系统

的研究和总结，从而探讨网络穿越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两性观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网络文化的

性别价值取向，通过穿越小说中现代女性对美丽、情感、事业、价值观和婚恋观等方面的心

理的症候来论证网络穿越小说通过穿越时空的奇特手法表现的仍然是现代女性面对两性关

系和社会现实时的无奈和抗争。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首先，通过对网络文学以及网络穿越小说的材料收集整理对国内外的网络文学的发展以

及研究进行了综述，分析了网络穿越小说的特点和反映的社会问题； 其次，分析了中国网

络穿越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对女主人公多表现出的现代人的思考与迷茫、理想与期望进行了

探索。第三，对中西方穿越小说进行了比较。 

 

 

北邮学生全面发展状况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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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英艳 

课题组成员：齐英艳，吴春洲，任  艺，张荣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活质量的状况，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这是因为，青年发展以生存为基础，只有青年

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有更高的需求，也才能产生更强烈的精神交往和发展多方面

能力的愿望。 

生活质量与青年的需求发展。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青年的需求既有内容的丰富，更有

层次的递进。小康水平说明青年已达到衣食丰足，也就是说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开始

追求精神的充实并创造有利于促进自身发展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但现阶段生活质量的状况，

仍然制约青年需要的发展，因此，在青年需要的满足与提升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青年

主导需求横向扩展与膨胀、青年整体需求层次不高、青年需求满足相对不平衡。 

生活质量与青年的社会关系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科技的不断发展，不断拓展着青年实践

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为新的社会关系的成长与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

受到传统社会关系的巨大阻力，面临着与传统社会关系的冲突与整合。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

导致青年的物化、社会生活落后于经济发展影响青年人际关系的优化、生活必需品分配不公

影响青年利益关系的协调。 

生活质量与青年的能力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青年的素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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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得到了发展。青年的被动接受性逐渐在减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能力在不断地加强，

青年逐渐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但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状况，决定了在青年的

素质和能力的发展方面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影响青年的身体健康素质发

展、休闲时间运用的不合理及休闲方式的不科学使青年产生亚健康状态、教育水平和教育理

念的不同使青年各方面素质发展存在着不平衡。 

该课题通过了解北邮学生的发展状况，探究北邮学生在全面发展中达到的程度以及存在

的问题，从而探究其应对之策，从而更好为北邮的教学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从总体上

讲，青年的发展将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从生活的视角研究青年的发展问题，对于我

国现阶段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规模数据流的服务质量耦合行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顾仁涛 

课题组成员：顾仁涛，岑  翼，魏  培，杨鸿毓，秦  军，许艳红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网络中不同数据流服务质量间存在的关联性，以概率图理论和弹性理论为基

础，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数学物理模型刻画数据流服务质量耦合的现象。该课题成果描述

了网络与弹性力学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基于节点的网络数据流约束控制模型，通过信念传播

算法进行扩展，进行了全网范围内数据流耦合现象的机理性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验证

发现数据流之间相互作用，任何一条数据流的变化会对网络中其它数据流产生类似水波的扩

散效果。这种影响随着邻居阶数的增加而衰减，整体呈现出交替的正负影响。模型揭示了耦

合现象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和传播特性，阐释了网络服务质量内在运行和变化的规律。 

该课题搭建的网络仿真平台，可以用于研究和探索网络数据流中蕴含的耦合机制：支持

随机拓朴和人工拓朴两种输入模式，可在网络中加入特定或者随机的路径和业务流；支持不

同优先级处理；支持基于数据流的带宽分配和性能监测。针对大规模复杂网络中数据流的服

务质量和动态行为而搭建的该仿真平台，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并且为进一步探索大规模网

络数据流服务质量的规律性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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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LTE-Advanced 的多中继协作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龚  萍 

课题组成员：龚  萍，欧阳颖倩，刘长美，陆维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面向 LTE-Advanced 系统标准制定，研究几种 MIMO 和中继协作传输的关键

技术，主要研究内容有： 

在中继同步方面，完成 LTE 系统中，Type I 和 Type II 型中继系统同步检测平台的搭建；

仿真验证了两种中继条件下，不同检测算法的性能，给出了 LTE-A 中继系统中同步检测算

法应用的建议。 

在中继系统的信道估计方面，分别研究了中继端不插入导频的信道估计、中继端插入导

频的信道估计、考虑长时间路径损耗和短时间衰落的信道估计、时变双工中继信道估计、时

域信道估计等算法；并对 TDD 系统中结合信道的时间相关性和信道估计误差的统计特性进

行建模，确定相应的误差模型 

在中继系统下的波束赋形方面，研究了中继端处理矩阵单独和联合设计等多种情况下，

波束赋形算法的设计。并在考虑信道误差和时延误差的情况下，进一步对 MSE 的均值而非

瞬时值应用拉格朗日算法，对传统的预编码进行修正。 

 

 

高维数据的聚类分析及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胡佳妮 

课题组成员：胡佳妮，董明智，张黎，谢乾龙，林雪能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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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维数据的实

际分布难以准确估计，对高维数据的分析已经成为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的核心问题。该课题研

究以人脸图像和文本为代表的高维数据的聚类分析理论及应用，研究内容包括：（1）提出了

基于局部尺度图和类别传播的半监督谱聚类算法，该算法能在满足已标注样本的限制条件下

使整个样本集的类别变化平滑，从而得到一个全局 优的聚类结果；（2）提出了一种基于稀

疏表示的特征点定位方法，并引入聚类算法对训练图像进行聚类从而学习出一个字典，该方

法能有效提高稀疏表示的效率和系数的稀疏性，从而 终提高特征点定位的精度；（3）提出

了变换不变性图像聚类算法，其核心思想是从未对齐的训练图像集中求解出一组在平面内具

有旋转和尺度不变性的线性子空间，而后用该子空间来重构未对齐图像，从而提高图像聚类

的精度。该子空间通过“特征空间计算-基于特征空间的对齐”迭代优化来获取。该子空间分

析方法还可用于图像的不变性特征抽取、人脸识别、人脸特征点定位等应用场景。 

 



262 

基于复杂网络的舆情信息挖掘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前方 

课题组成员：徐前方，范桂群，陈  浩，贾宏强，胡亦清，彭  雨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当前复杂网络中的用户行为进行分析，研究用户的社交行为和发文行为具有

何种特征，揭示用户的社会行为模式，挖掘用户行为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课题的研究成

果主要有： 

1．分析了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即分为产生、阅览、转载三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网络舆情信息形成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了一个由话题用户层、话题发现传播层、舆情

挖掘层组成的复杂网络舆情信息挖掘模型。 

2．基于复杂网络舆情信息挖掘模型，该课题首先从用户转发、评论、好友等角度对用

户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发现重点用户（具有影响力的用户和活跃用户）；然后根据用户阅览

和转载行为分析用户对各话题的关注情况； 后结合用户兴趣转移情况和话题关注聚焦度分

析各话题的膨胀传播情况，从而实现对网络热点话题及时、准确的发现、追踪，以便于管理

部门及时感知网络中的舆情信息，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安全支持。 

 

 

基于跨层预测模型的新型层次化网络路由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鸿雁 

课题组成员：崔鸿雁，刘  翔，陈睿杰，陈智斌，蔡云龙，李  锐，杜  佳， 

吕雪妮，冯  晨，谢明志，孔芳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跨层网络流量预测，路由及资源选择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在预测模

型方面，设计了一种基于小波包分解与模糊神经网络相结合的网络流量预测模型。该模型广

泛适用于广域骨干网和局域网中的分组域核心路由器，以实现对网络容量规划等提供基础性

建议。 

在网络资源选择和 QoS 路由问题方面，研究在节点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有限的条件

下，如何延长网络的生存时间问题，提出了 PECDBA 算法，达到整个网络资源均衡，延长

了网络的正常工作周期。  

在基于新型层次化网络架构及基于虚拟映射的资源选择策略方面，设计了一种基于预测

的智能化分布式虚拟网络资源管理架构，通过对网络状态的监控及其资源的预测，智能化地

完成虚拟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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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数据特征与用户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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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冯  晨，孙晓川，陈睿杰，陈智斌，蔡云龙， 

周天军，谢明志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搭建了互联网海量连续数据采集系统。通过 PF-Ring 实现了数据包头信息的采集

工作，并在网络中心验证了采集的效果。后续和运营商合作分析了部分现网数据。研究了现

网数据的流量特征，及用户业务规律，提出了相关的预测分析方法。 

在基于用户业务规律的预测模型方面，设计了一种基于复杂网络的 ESN 预测模型，通

过采用实际序列的分析验证，在预测误差和记忆能力上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另外，还提出

了一种提高预测精度的网络流量预测模型——基于小波包分解与模糊神经网络相结合的网

络流量预测模型。 

 

 

Femtocell 网络中的认知与极化信号处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彩丽 

课题组成员：郭彩丽，刘芳芳，魏  冬，吴晓彬，林  琳，陈  硕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了如何在家庭基站感知频谱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宏基站下行广播控制信息的分

析，以获得家庭基站覆盖范围外的宏用户所使用的频谱资源信息；同时在感知所获取的资源

分配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干扰、吞吐量、频谱效率和 QoS 性能要求建立优化模型，

提出了联合频谱资源分配算法，并研究了算法复杂度与性能的折中。 

2．系统分析了感知波束成形在 Femtocell 中的应用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基于非零

子空间的认知 Femtocell 干扰消除机制。相比于以往 Femtocell 干扰消除机制，本机制可以获

得更高的频谱利用率、系统吞吐量以及减少信息的交互。在此基础上，针对 Femtocell 实际

系统的特点给出实用的 NSIA 和功控结合的干扰消除方案。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案相比于传

统 PC 以及 OFD 不仅能够保证对 MUE 的干扰低于预先定义的门限，而且能够获得 Femtocell

系统吞吐量的提升。 

3．提出了基于盲极化信号处理的认知 Femtocell 干扰避免方案，旨在通过采用极化正

交理论来避免家庭基站对宏用户的干扰，以实现 Femtocell 与宏网络同时同频通信。仿真结

果表明，所提方案能够有效避免家庭基站对宏用户的干扰，使频谱利用率平均提升 1 倍左

右。为了进一步提高频谱利用率，课题提出了基于非正交极化的干扰抑制方案，实现 

Femtocell 网络内部同时同频通信。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案能够有效抑制家庭用户之间的干

扰，同时不会影响宏用户的正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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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微博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光 

课题组成员：陈  光，王占一，罗  阳，李晓宁，张  黎，邹  扬，林雪能， 

            朱  帅，许  娜，吕文龙，高利利，张振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了微博内容的高效采集、热点内容发现、社区特性提取以及动态演进特性等

内容，分析了微博作为一类特殊的实时动态文本媒体的分布式多模式采集方法、针对短文本

的热点话题发现与跟踪技术、基于关系和内容传播的社区发现技术、具有时间标记的上下文

演变分析技术，提出了分布式多模态针对用户优化调度的微博采集技术、面向微博的短文本

高效话题抽取技术、基于 WAF 的时变话题分析技术以及面向微博社区发现技术等，基于以

上技术构建了微博舆情传播研究平台原型，具有微博元数据获取、热点话题发现及展示、微

博网络特征计算和分析、微博舆情演进过程分析及展示功能，并应用于实际的横向项目。 

 

 

网络异常事件和恶意流量的监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陆颖 

课题组成员：陈陆颖，刘  芳，杨  洁，张  琨，何大中，谢  芸，李为民， 

李辰宇，吴小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网络的真实流量进行监测，构造了基于动态基线的高速网络流量异常检测算法，

以及网络流量异常检测模型。当网络出现各类异常和和恶意事件时，导致各类统计指标和通

信行为的发生变化，通过指标分析形成安全事件并进行告警。 

对僵尸网络检测的算法进行了研究。开发基于改进的 AutoSig 算法来有效自动的挖掘僵

尸网络确定性特征。通过在骨干网络上对网络数据流进行聚合，提取单流、多流等特征进行

分析，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贝叶斯网络等算法构造模型，在构造模型的过程中

根据不同类型僵尸网络单流、多流特征的特点，利用特征选择算法对各种分类器的输入特征

进行选择。基于序列假设检验算法，并根据实际的网络环境对算法进行改进，完成周期性通

信行为的检测，从而提取行为特征。 

开发了基于二级层次级联分类器结构的僵尸网络检测方法，通过基于确定性的指纹特征

进行僵尸网络检测，和基于流或行为的统计特征进行僵尸网络检测进行级联检测，提高僵尸

网络的检测准确性，完成网络异常检测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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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视频质量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杜海清 

课题组成员：杜海清，刘  勇，徐静涛，叶艳珂，亓玉娇，王永峰，周小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了单帧视频图像质量与视频序列质量的关系，探索了利用图像色彩信息提取

拖影失真特征的视觉内容结构图的表示方法，定性分析了模糊和块效应失真叠加对人眼造成

的影响，提出了基于颜色直方图和分形维数的视频质量关键帧选取算法，在此基础上，从模

糊和块效应两方面提取单帧图像的 20 维特征向量，并利用支持向量回归 SVR 和单帧质量合

并算法得到视频质量综合评价结果，通过 LIVE 视频数据库的大量实验结果证实，该课题提

出的评价模型与主观评价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面向多域环境的智能信息感知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  卓 

课题组成员：孙  卓，张  兴，郭文彬，陈卓异，方  威，王  兴，陈  达，陈毅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三个方面： 

1．针对面向复杂城市环境的多域多维信息感知的研究方向，重点研究了宽频带、缺乏

先验信息、信号多样性、感知信息非理想条件下的宽带无线频谱感知技术，通过分析实际环

境下无线资源使用规律及其模型，从而反映无线网中业务的多维度规律。课题开发完成了分

布式宽带无线频谱地图演示系统。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基于压缩感知的无线信号的检测与参

数识别技术，提出了一种利用频谱感知的结果与信号的循环平稳性及高阶累积量特征，实现

对与 SCLD/OFDM 等单多载波调制无线信号的检测，并可以对于 OFDM 信号可进行参数及

调制类型的识别，课题搭建相应的仿真平台对算法进行分析与评估。 

2．为解决如何利用异构网络及网络融合技术完成海量感知信息的高效汇聚与传输问题，

重点研究了异构无线网络中汇聚及协同资源传输技术：（1）首先提出了一种基于通用链路层

的异构无线网络架构，可支持为不同的无线接入机制提供统一的链路层数据处理；（2）通过

建立异构无线分组网络中负载及业务资源消耗的估计策略，提出一种考虑业务特性并以负载

均衡为目标的多接入选择算法；（3）分析了利用网络编码技术在协同无线传输中的中继与多

播利用策略，并进行了仿真验证与评估。 

3．针对智能信息监控及决策系统技术的研究方向，为解决泛在网络背景下的信息数据

的挖掘及决策、优化问题，课题面向移动互联网丰富的业务应用，以及运营商应对未来移动

互联网带来的网络规划、扩容等需求，开发了基于网络实测数据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与流量分

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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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象的深度信息检索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蔚然 

课题组成员：徐蔚然，王占一，李  思，吕文龙，张  黎，林宇航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属于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重点研究了基于对象的信息抽取

和信息检索技术，构造了校园对象搜索引擎(Campus Object search Engine, COSE2012),实现了

面向对象的检索功能。此外还包括实体为中心的检索子系统-北邮名片，事件为中心的检索

子系统-北邮日历，实体关系挖掘 DEMO 子系统，北邮人论坛用户关系挖掘 DEMO 子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新网页爬取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查询响应时间为 1ms，TOP 10 查询精度为

95%以上，召回率为 95%以上。 

 

 

面向视频监控的身份识别和异常行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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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衍运，易  军，季  昊，杨  宜，熊金水，李志轩，陈玉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城市环境的日益复杂，城市中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恐怖袭

击等严重危害着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络已经成为进行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检测与预警的主要

手段之一。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获取足够的视频监控数据，而是在于如何对视频

数据进行实时、自动和智能的处理，能够以 快和 佳的方式对其中人的特定行为加以理解

和解释，并在出现异常时及时发出警报，使职能部门有效的处理危机。 

该课题针对不可控的监控环境中的身份识别和异常行为分析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将人脸

识别、人体识别、动作识别与安全监控相结合，重点解决了远距离图像采集、非理想成像环

境（光照变化、背景变化等）以及用户不主动配合的监控环境中的身份识别和异常行为分析

问题，实现了高效的关键目标追踪、准确的异常事件发现等智能化功能。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能够实现对城市、社区和校园的安全态势监测、资源的指挥调动、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

反应，实现安全监测和技术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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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数据网络的路由及转发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  韬 

课题组成员：黄  韬，刘  江，魏  亮，张  岩，王国卿，方  超，王  健， 

丁  健，霍  如，贺晶晶，肖  禄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完成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全面调研国内外命名数据网络的研究状况，针对命名

数据网络中的路由转发，缓存机制中的问题，综合基于流行度的探测概率分配策略和蚁群算

法自适应信息素更新策略，提出了基于内容流行度的命名数据网络路由算法；针对内容中心

网络内容返回时多径路由带来的冗余问题，提出了一种内容返回时的单径路由选择算法；针

对现有命名数据网络路由策略未能充分利用中间节点和边缘节点的缓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数据使用痕迹的反向路由（Reverse Trace Routing）策略；研究缓存和替换策略理论，

基于服务和内容访问模型，研究复杂场景下的缓存策略，分析对路由和传输机制的影响，并

进行优化设计，使之适应组播；针对传输协议和传输层多路径传输机制的局限性进行改进，

提出在应用层实现多路径传输机制；用布鲁默过滤器（BF, Bloom Filter）代替 CBN 中路由

表的存储结构，应用了 BF 的新算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性能都得到提升，且错误率很低，转

发效率高；利用基于 NS-3 的仿真平台 ndnSIM 进行仿真。 

 

 

无线网络中的协作广播组播资源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鸿涛 

课题组成员：张鸿涛，李  松，李明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组播传输速率受限于 差用户信道状态的缺点，提出了基于分层编码的协作

组播资源分配方案。首先将组播数据编码成一个基本层和一个增强层，并提出了基于有限反

馈和增强层用户选择的分层组播资源分配方案，在保证基本层速率的同时提高了增强层的吞

吐量。然后，又提出了开环半动态协作资源分配方案以便于实际系统应用。此方案通过引入

了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等效小区信道增益的概念，从而避免了用户反馈信道信息，降低了资

源重新分配的频率，为协作组播通信系统走向实用化提供了参考。 

为了满足无线组播系统组播用户的不同服务质量，该课题提出基于分层传输的资源分配

方案。针对基本层数据与增强层数据不同的服务质量要求，将资源分配问题建模在保证基本

层传输所要求的 小速率的条件下， 大化增强层和速率的分配问题。为了进一步降低复杂

度，将子载波和功率独立分配，首先分配子载波以满足基本层的 小速率要求，剩余子载波

分配给增强用户，进而在所有子载波之间调整功率以提高增强层的和速率。该算法能够有效

地降低复杂度，且在满足基本层 小速率要求的条件下，为信道较好的用户提供更优的服务

质量，较好地实现了算法的性能与复杂度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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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迭代接收的上行虚拟 MIMO 信号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别志松 

课题组成员：别志松，李  杨，姚  亮，党青青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采用迭代接收机的虚拟 MIMO 系统中的信道编码优化问题。在详细分析影

响虚拟 MIMO 迭代接收机性能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低复杂度的迭代接收机结构，

这种接收机在第一次迭代时采用 MMSE 检测算法，在后面的迭代过程中则采用匹配滤波接

收算法，在性能损失不大的前提下大大减低了算法复杂度。在此基础上，推导了迭代过程的

高斯近似密度进化过程针对一些具体的信道条件对 LDPC 码组进行了优化设计，并将单用

户准循环 LDPC 码的构造方法推广到虚拟 MIMO 迭代接收机中，充分考虑了可实现性。仿

真结果表明，针对一些具体信道条件优化设计的 LDPC 码在所设计的低复杂度迭代接收机

条件下与传统的 MIMO 检测和单用户译码结构相比能带来约 20%的容量提升，与单用户

LDPC 码相比误码率性能提高 1.5dB 以上。 

 

 

广义物联网中面向绿色通信的新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曦 

课题组成员：李  曦，李  屹，郭惊华，姚丽萍，翟兰杰，唐益文，张鹤立， 

王永斌，徐全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广义上的物联网以传感网为前端，通过电信网、电力网、广电网、计算机网等的互联，

进行智能计算、信号处理和数据挖掘，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实时控制、管理及决策，被认为是

未来极具前景的发展方向，将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以节能减排

为目的的绿色通信已成为新一代的通信理念。因此，面向绿色通信的物联网技术将是新兴的

研究热点。虽然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节能技术已经取得众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物联网而言，

信息采集和处理量大、节点类型多样、业务突发性强、多种异构网络并存等特点决定了传感

网中已有的节能机制不适合直接沿用其中，要实现绿色通信，还需展开深入研究。 

在该课题中，引入改进的模糊认知图、支持向量机、联盟博弈等理论，研究物联网中数

据处理、传输技术以及连接故障检测、定位策略，旨在改善数据传输性能，优化节点的工作

模式，减小故障检测的系统开销，达到网络能量效率的 大化，为绿色物联网的实现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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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TE-Advanced 系统的分层组网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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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 

课题组成员：李  勇，江甲沫，李  远，黄  宇，冯春杰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 TD-LTE-Advanced 系统中的分层组网技术进行研究，分别研究了同构分层

和异构分层两种组网模式，并对相关的算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课题输出研究报告 4 份，分

别是：（ 1 ）《 TD-LTE-Advanced 系统同构分层组网方案研究报告》，主要研究了

TD-LTE-Advanced 系统中的链路预算、干扰协调、频率规划以及中继组网技术；（2）

《TD-LTE-Advanced 系统同构分层组网算法研究报告》，主要研究了 MIMO 相关算法、资源

分配算法以及自适应技术算法在 TD-LTE-Advanced 系统中的应用；（3）《TD-LTE-Advanced

系统异构分层组网方案研究报告》，主要研究了 TD-LTE-Advanced 系统与 WLAN 系统进行

异构分层组网时的系统架构和相关的通信过程；（4）《TD-LTE-Advanced 系统异构分层组网

算法研究报告》，主要研究了 TD-LTE-Advanced 系统与 WLAN 系统进行异构分层组网时的

联合呼叫控制、联合无线资源调度和联合负载控制算法。 

 

 

企业网络用户行为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和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何  刚 

课题组成员：何  刚，于德晨，吴晓春，窦伊男，周文莉，于  华，邓宇超， 

孙  博，王  旸，甄珊珊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完成了如下研究和开发工作： 

1．完成了专用的企业网网络原始数据采集系统的开发，以及集中分析系统的开发。企

业网络数据采集系统运行在一个局域网网络探针平台上，可以多种方式部署于实际的企业网

络中。 

2．如上开发的系统部署到 400+家企业网络，持续采集用于行为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发送

到集中分析系统予以分析。 

3．在开发数据采集系统的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用户行为分析系统的基础算法，提出了

基于主机行为分析的 P2P 业务两级分类器算法，海量复杂业务分析的迭代 HASH 算法，一

种新的多模式正则表达式分组算法，一种基于 Kolmogrov 语义距离的自动网页分类算法。 

4．在以上系统和算法的支持下，完成了面向运营商运维支撑的企业网络管理行为分析，

完成了面向企业网络管理的内部用户行为分析。在大量企业用户的海量数据的基础上，从不

同角度完成了以上分析，并形成了详细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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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线电系统性能的随机网络演算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月红 

课题组成员：高月红，桑  林，张  欣，杨金星，江  磊，蒋文婷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认知无线电网络进行建模和分析，在随机网络演算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推导

随机到达曲线、随机服务曲线和服务质量保证特性，获得了授权用户和非授权用户所获得的

服务质量保证的数学描述，主要包括缓存长度的概率分布特性、时延的概率分布特性和时延

受限容量等方面。认知无线电网络被抽象建模为具有多个输入流的网络，其中不同的流具有

不同的优先级特性。该课题的研究内容中考虑了不同业务模型（泊松业务和周期业务）、不

同信道条件（恒定速率信道和衰落信道）以及关键技术（频谱检测错误概率）等内容对结果

的影响。通过编写数值计算程序和搭建系统级仿真平台，并选取基于 LTE 的网络配置，对

理论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展示和讨论。数值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的良好匹配，证明了理论推导

结果的准确性，为无线频谱的合理利用、网络容量配置、接纳控制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参考。 

 

 

60GHz 通信系统干扰抑制及非线性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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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龙，张  芳，王一博，王  珍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了 60GHz 毫米通信系统干扰抑制及射频器件非线性建模等关键问题，在

60GHz 毫米波通信系统的干扰与噪声消除领域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为中国 60GHz 标准的制

定及产业化做出贡献。该课题设计一种适合 60GHz 技术的分段自适应效用函数，采用非协

作博弈论功率控制算法来抑制干扰，同时设计了低旁瓣的通用码本来减小非信号方向的干扰；

引入了自适应模糊神经网络对射频器件的非线性特性进行建模，用算法抵消或补偿该非线性，

大限度的消除了该非线性畸变，达到了消除噪声的效果。 

该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 60GHz 干扰及噪声抑制技术的突破，为我国 60GHz 的标准

化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案和理论依据，对中国 60GHz 标准的制定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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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信息源采集、分布及评价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雅静 

课题组成员：徐雅静，赵  娜，高  哲，孟繁宇，吴  桐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围绕移动互联网信息源采集技术，分布规律及评价体系模型进行研究，具有

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首先，该课题搭建了一套基于 Linux 可配置的信息源采集平台，利用

爬虫技术采集 WAP 和 WWW 网页及外部链接；其次，该课题分析和研究了移动互联网信息

源的分布规律，包括：统计每个 WAP 网站的入度、出度、聚类系数、 短路径等指标，验

证移动互联网是否符合以下规律：幂律分布、聚类特性、谱密度、不对称系数、富人俱乐部、

小世界效应和匹配性，提出了一种新的针对移动互联网信息源的不对称系数的评价指标。

后，针对移动互联网的监管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 AHP 分析法的多指标结点重要性评估算

法，并进行了分析验证。 

     

 

虚拟影像和实拍影像的合成技术研究与实践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贾云鹏 

课题组成员：贾云鹏，刘书昌，唐  微，李学明，胥  妍，刘晨羽，林  涵、李  傲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虚拟影像与实拍影像的合成技术作为数字合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影像

制作，尤其是商业电影制作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将无法通过直接拍摄获得的

镜头内容或表现方式通过数字合成的手段予以实现。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依赖传统图形软件对自然现象的模拟与仿真较难实现；二是实拍影像中的运动镜头

在透视、景别、焦距、角度等变化中，如何与虚拟影像无缝匹配。 

该课题通过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相结合，针对虚拟影像制作中脚本语言的应用展开实践

探索，并有效解决了自然现象模拟过程中的随机运动与动力学反应等动画难题；此外，针对

运动镜头的匹配问题，深入研究了摄影机反向追踪技术。该技术通过追踪二维图像内的不同

元素，然后对元素间的运动视差解算出不同元素的三维空间坐标，并生成与物理摄影机相匹

配的虚拟摄影机运动路径，有效解决了真实影像和虚拟影像在运动镜头中的匹配问题。该课

题的研究成果能应用在数字媒体技术的专业建设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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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时滞异构网络中垂直切换理论与控制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  勇 

课题组成员：孙  勇，姜懿恒，刘  超，杨  鹏，陆振平，刘  振，史新贵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中基于时变时滞的异构接入环境下的垂直切换理论与控

制方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下一代异构融合网络中采用多种接入技术来实现无缝移动性的问

题，对异构无线网络的资源检测、切换决策模型及控制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异构无线网

络的建模仿真方法以及一种两步决策的垂直切换策略方法，并进行了仿真验证。 

 

 

感知无线网络中压缩频谱感知算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文波 

课题组成员：徐文波，谭  云，郑  桢，韩  笑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在感知无线网络中基于压缩感知技术的频谱感知。提出了一种新的感知

矩阵、两种联合频谱检测算法以及一种分布式压缩感知恢复算法，并得到了压缩感知的一些

理论性能分析结果。 

 

 

校园地理服务开放平台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  红 

课题组成员：罗  红，邹俊伟，孙  岩，米家龙，李  斌，罗少华，孙  维， 

吴晓泉，张志达，刘  磊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现代校园内的静态导航地图为背景，在充分对校园信息进行采集、地图绘制、

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校园地图基础数据服务管理平台；并在 palMap Indoor Map Engine 室

内地图引擎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基于 REST 服务框架的校园地理信息服务开放平台。该平

台提供的基础校园地图服务，可以为人们提供快捷 新的校园内部地理位置信息服务，提供

位置信息查询、定位、导航和基于 LBS 的活动信息发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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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基础地理服务的研究方面，针对现今人们对于精细化地理信息服务的需求，提出

了针对校园园区、办公教学楼等建筑物内部的精细化地图的地图数据构建模式，并在此基础

上完成了地图浏览，信息查看，路径导航，附近设施查询以及信息推送等多种基础地理服务

功能。在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维护的研究方面，提供后台数据管理系统，用于校园地图信

息的初始化、更新和删除等，实现校园 POI 信息的维护和自动更新以及动态信息（如活动、

通知等）的发布与维护。在基于开放地理数据接口的研究方面，按照 Restful 风格设计完成

了地理信息服务开放平台，开放了地理服务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地图图片服务、定位及位

置编码服务、路径导航服务、POI 数据查询服务，用户可通过标准 API 获得相关的服务，系

统同时提供 JS 的 SDK 包，方便 web 开发。在应用方面，针对多样化的要求，构建了支持

B/S 构架的基础地图服务系统，为 Web 用户提供一个在线的地图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各种

常见浏览器（包括手机浏览器）访问网站实现基础功能；同时，建设了支持 C/S 构架的基础

地图服务系统，以搭载 Android 系统的智能手机为代表，通过在应用程序中调用平台开放的

API，发送 URL 请求，获取相关 XML 信息集进行解析呈现给用户。 

 

 

基于本体的机器阅读背景知识库自动构建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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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坤，杨  雪，梁海峰，王志浩，王  睿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涉及到的主要特色技术如下： 

1. 融合双重模式的语义角色标注——该模型基于半监督与有监督学习双重模式，从而

可以适用于缺少大量带标语料，有效利用已有的少量带标语料的语义角色标注问题。 

2. 融合多特征的共指消解——通过充分获取深层的语言学知识，使共指消解系统的性

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借助基于常规知识库，即一些已经编撰好的知识词典；从大规模语

料库中挖掘模式信息，即启发式的总结一些槽模板，然后在大规模语料库中统计各种匹配信

息；将整个互联网当成一个巨大的语料库，利用搜索引擎显示的各个查询得到的返回数来计

算各种相关信息；结合背景语义知识，即基于特征向量的机器学习方法中引入一些语义相似

度的特征。 

3. 基于LinkLDA 和MDL 的选择倾向学习——采用LinkLDA和MDL的相结合的模式

来就行选择倾向学习。 

4. 多通道的复述识别——采用基于搜索引擎、双语语料和相似度计算的方法来对语料

库中的复述候选进行识别， 后再通过相似度方法得到 终的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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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多粒度的学科热点动态与预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睿凡 

课题组成员：李睿凡，李  蕾，李  剑，王  婵，王  俊，高  峰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在当前网络时代科研论文快速增加，如何提供一种更加智能的工具，辅助研

究人员进行交叉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的快速发现、跟踪与表达，从而快速了解研究现状，定位

研究问题，寻找研究方向和相关信息，减少重复劳动，提高科研效率。 

    该课题利用互联网搜索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木和自适应预测等理论技术，对互联网科

技论文资源进行即时搜索和深入分析，研究了如何发现与表达跨领域的科研热点与动态趋势，

以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研究了大范围、跨领域的自适应模型，

从自适应预测理论出发，研究跨领域或主题等科研热点发现的自适应模型，提高热点发现与

预测模型的适应性；如何将热点面向不同的用户需求，以不同的粒度进行表达。细化热点问

题的表达粒度，引入子主题的划分，研究多粒度的表达；研究了适合于表达科技论文子主题

的文摘句的抽取和排序算法，建立基于语义因素的相似度计算的多文档摘要的模型。 

 

 

DAS 模型中数据库的密文检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淼 
课题组成员：张  淼，李承泽，郑庆棠，严  炜，皮建建，赵泽虎，徐晓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关系数据库和XML数据库的特点，提出数据库的加密策略和密文检索模型，

并通过安全性分析和实验仿真证明加密策略的安全性与密文检索的高效性。该课题主要取得

的成果包括：  
1．针对数值型密文的范围检索问题所提出的数据库密文检索模型根据检索条件，通过

数值顺序置换动态划定数据库的数值范围，由此范围直接提取符合检索条件数据库密文，可

以实现对范围检索的支持，也避免检索过程中不必要的数据传输和加密/解密。达到能够灵

活控制数据库的加密粒度，可支持粗粒度和细粒度的应用效果。 
2．针对关系型数据库中字符型密文的模糊检索问题所提出的密文检索模型，由数据的

字符集和字符位置关系提取特征值，并根据此特征值将大部分不符合特征的数据库记录过滤，

在检索时只需传输和解密较少的数据，可以大大提高密文检索效率。比目前主流的密文检索

模型检索效率提高 20%以上；针对关系型数据库中字符型数据的密文检索模型，比目前主

流的密文检索模型检索效率提高 30%以上。 
3.针对 XML 数据库加密粒度难以控制、密文检索效率低等问题所提出的密文检索模型，

能够将加密粒度细化为 XML 节点、XML 节点间的关系、XML 子树，从而灵活地控制 XML
数据的加密粒度，并利用曲线插值变换改变 XML 数据的密文分布，可有效抵御各类针对

XML 数据库的攻击，也能支持数值范围检索。以 Oracle XML 为例，XML 密文检索的时间

达到与无索引明文检索比较接近的水平，至少为无索引明文检索效率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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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aaS 模式的高性能可配置协同工作平台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  海 

课题组成员：黄  海，虞里杉，卢  坤，路永召，吕  群，周  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并实现了 PaaS 模式下的企业协同工作软件开发平台工具，该平台以工作流

作为核心应用，辅以动态表单、即时通讯、文档传递、灵活报表和认证授权等业务组件，通

过在线服务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按需定制”和快速开发基于 CRM、OA 等协同应用软件。

同时，该平台通过实现负载均衡和区分服务等算法，为开发出的定制化软件提供了多租户模

式下的高效服务运行环境。 

以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课题组建立了同公司企业的产品开发合作关系，产生了相

应的市场和经济效益。 

 

 

云服务组合的动态选择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成文 

课题组成员：张成文，邝  坚，卞佳丽，石泉鸣，杜清波，邵  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服务选择在云计算环境下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对云服务组合的动态选择进行

了研究，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提出了扩展的云计算 SOA 架构，提出了包括基于云服务费

用、云服务响应时间、云服务云实例数量等的多维云服务选择策略以及多层次的云服务选择

策略在内的云服务选择模型；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具有动态停止策略的云服务重计划选择

方法，用于减少云服务重计划选择情况下的选择时间问题；提出了针对异构 QoS 模型的基

于群决策的云服务动态选择方法，用于解决在多种 QoS 模型以及多种群决策情况下的服务

选择问题；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粒子群优化禁忌搜索机制来 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用于 大化地优化云计算运行环境；提出了基于混合QoS模型和比较矩阵的服务组合算法；

针对多媒体会议服务提出了基于服务组合的正确性校验方法；提出了云服务聚类预选择机制，

通过聚类预选择的云服务才会进入通过遗传算法进行云服务选择的环节；提出了基于混沌序

列的遗传算法，提高了云服务选择算法的实时性；提出了与模拟退火算法相结合的遗传算法，

来对遗传算法的种群多样性进行控制，提高了云服务选择算法的实时性；提出了模糊 QoS

多属性决策云服务选择算法，提高了云服务选择算法的动态适应性。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将有

助于推进云服务选择理论与云服务选择应用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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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点行为感知的交叉频道视频调度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海旸 

课题组成员：张海旸，杨  震，张伟浩，赵  帅，李新勇，朱洪飞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当前大多数视频点播和直播网站都采用多频道技术，每个节目源建立一个单独的频道。

对于大型视频网站来说，节目较多，需要建立上千个频道。而目前大型视频网站通常存在热

点频道稳定性不够，资源浪费；冷门频道资源较少，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 

该课题从用户的观看习惯和频道热度两个维度上利用动态贝叶斯网络识别出节点切换

模式，根据频道的稳定性时变模型预测频道上节点的切换概率；针对冷门频道，采用稳定加

权度聚类策略建立动态节点服务组，并利用效益优先切换策略保证组的稳定性；采用头部预

存与交叉频道策略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益的基础上保证冷门频道的视频服务质量。此外，该课

题还将研究内容扩展到了云计算中虚拟网络设备和多跳无线网络中视频服务的研究中。 

 

 

无线传感网中多媒体信息多跳传输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段鹏瑞 

课题组成员：段鹏瑞，李文生，郭  奇，钱  乐，李  强，王旭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课题组围绕研究任务，使用 ARM11 开发板为硬件基础，开发了视频采集节点和通信节

点，搭建无线多跳视频感知演示平台，以此平台为基础，对多跳信息传输、多跳路由技术展

开研究。视频采集节点兼容 CMOS 数字摄像头和模拟摄像头，可以较方便部署，对采集的

图像格式可以提供 YUV 格式的支持，供图像处理使用。在视频采集节点上，设置了高效的

DSP 信号处理器，可以方便的对视频图像进行实时压缩，动态修改视频编码参数，方便视

频信息的传输。通信节点使用 802.11b 无线模块，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开发了无线多跳的

自组网路由协议，方便节点的部署。 

针对无线多跳数据传输的特点，课题组对传输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前向纠错编码

冗余来降低无线丢包对视频质量的影响。在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进行信息的交互，实现帧长

的自适应选择，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提高视频质量。为了能对视频多跳传感网系统性能进

行客观评价，课题组同时开发了多跳视频信息的质量测试软件，通过 ARM 开发板接入评价

环境，方便了系统的调测，同时可以用于后续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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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棒多媒体指纹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伍淳华 

课题组成员：伍淳华，肖  达，袁开国，席敏超，马玉洁，王  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综合研究基于静态图像、数字音频和数字视频的指纹技术，并对其中典型的指纹

生成算法进行改进，提高其鲁棒性。提出了一种基于 Trace 变换且抗几何攻击效果较好的图

像指纹算法，并将其用于人脸识别；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预测编码(LPC)与平均幅度差函数

(AMDF)的高精度基音提取算法，该算法性能优于 ACF、YIN 算法，相比传统的 AMDF 算

法，粗基音错误率从 71.4%下降至 1.1%，基音提取准确度达到 98%以上；提出了基于能量

比的图像水印方法，和传统算法相比，在保证其鲁棒性的条件下，提高了视觉质量；研究了

基于 h.264 的鲁棒视频水印算法，并将该算法用于实际系统，满足了高鲁棒性和高透明性的

要求；研究了立体视频水印，提出了一种差分立体视频水印算法。 

 

 

基于泛在网络的车辆间智能感知和 

交互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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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首友，许  晋，刘立新，白权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智能交通的发展以及新型移动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普及，人们在移动过程中获取信

息需求和手段不断增强。本课题着眼于交通系统中车辆间的泛在通信和感知交，开展车辆间

智能感知和信息交换服务技术研究，包括车辆间信息交互、环境感知、社区通信等。重点研

究在高度动态、节点众多、分部不均、链路不稳定的车间网络环境下的通信保障关键技术，

对受到移动、故障、关机、休眠等多种动态因素影响下的 ad hoc 多跳路径通信可用性进行

评估和仿真，尤其对于大规模随机移动车辆的移动模型和点到点通信模型进行建模和仿真。

建立了基于真实车辆操控行为的车辆移动模型，实现了车辆的加速度、转弯角度、转弯半径、

制动等多种行为参数的联合控制合成出车辆的速度、方向、位移、路径等运动状态。该模型

合成的移动轨迹更加平滑、稳定和持续，也更加符合真实的车辆行驶过程，克服了传统 ITS

宏观、微观移动模型中对独立车辆、车流的描述精度不够问题，也弥补了 ad hoc、VANET

等使用的移动模型的诸如任意随机漫步移动、折线移动、布朗运动等模型的对车辆移动行为

考虑不足的问题，避免移动模型的适用性问题对 VANET 通信仿真结果的影响和误导。通过

车辆间通信系统服务水平和性能评估以及车间通信的仿真试验，验证技术设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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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动态逻辑门理论与构造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海朋 

课题组成员：彭海朋，赵大伟，高  博，孙  绯，刘  恒，赖  红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围绕新型动态逻辑门理论与构造方法展开，在可重构“混沌门”新模型的设计与电

路实现；实现全部逻辑模式间动态转换的机制研究；混沌计算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建立；混

沌门及其门阵列的鲁棒性与容错性研究等方面根据预定的方案、路线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

较好的结果。成果包括 4 个方面：（1）围绕构造混沌门新模型，研究了基于窗口、双势阱和

多势阱门限方案的动态多输入多输出逻辑门等内容；（2）围绕设计动态逻辑门的基本通用分

析方法，已经提出了基于图像的分析方法--曲线交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直观的分析各种逻

辑门的分布和噪声的影响，以及如何合理改变控制参数。（3）基于电路工具 Mutisim 研究了

动态逻辑门的电路模型；（4）详细讨论了噪声的影响，以及本方法的特点及潜在应用。 

 

 

ESB 中语义协同的主数据共享服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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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燕妮 

课题组成员：袁燕妮，刘义军，操牡丹，扈  飞，吴  君，帅  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跨域、分布、异构应用系统间灵活的数据交互及便捷的应用集成是目前社会各应用领域

借助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来加强协同工作效能急需解决的共性问题，主数据是企事业单位信息

化业务支撑系统架构中各个信息域的核心实体数据。该课题提出一个基于 ESB 的语义协同

主数据共享服务支撑平台（Main Data Share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ESB, MDSP）技术框架，

该框架基于本体理论与技术形式化建立了主数据共享概念本体，并设计了元数据库用来存储

异构数据源系统需要共享的主数据元数据，并对其语义进行标注建立起与主数据共享本体中

概念的统一语义映射关系，从而消除异构数据源中的语义冲突，框架中采用 Web service 技

术设计了元数据服务接口供上层主数据共享服务调用，ESB 实现对这些服务的统一管理。

课题成果对企事业单位实现分布、异构主数据共享提供了很好的方案支持，可有效降低数据

冗余，提高主数据服务的一致性，技术思路可行，对单位信息化建设有积极的参考作用，该

框架也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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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胜 

课题组成员：徐国胜，钟尚勤，葛海慧，刘  敬，孙从友，王艳娜， 

盛宇伟，卓  见，秦  金，张晓莉，李冬萌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实现网络安全管理综合平台方案，提出了统一化的安全策略管理机制及安全

策略实施联动机制；实现了在单一的系统内广域的安全设备进行统一管理与监控。该课题方

案还实现了是从广域网安全设备上提取发生的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得出全广域网信息系统的

安全评估结果，进行安全检查评估功能。该课题方案还达到如下目标：提出统一且能够协调

各种安全设备功能的安全策略格式与协议，提出并实现网络安全管理通信协议。在此基础上，

搭建网络安全管理综合平台架构原型系统，实现了对多厂商、多型号安全设备统一管理，并

支持安管系统进行分级、跨域管理；根据分级跨域的需要，利用并改进 Ice 通信中间件实现

了高速信息传递，并能够实现策略管理和安全事件的管理。经过不断地改进，该系统已不仅

是实验室的原型系统，而且在实际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跨媒体数据挖掘与个性化检索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晓茹 

课题组成员：王晓茹，刘  杰，高  田，杨月华，王  肃，梁美玉，訾玲玲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上知识的表现形式也从单一的文本形式，发展到多种

媒体信息并存。多媒体信息非结构化的数据格式、巨大的数据量以及内容理解的主观性与多

义性，对数据挖掘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 

该课题在以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跨媒体语义分析、分类与挖掘研究，提出了基

于跨媒体语义融合模型的图像语义描述方法及高效的特征匹配算法、分类算法；挖掘了跨媒

体数据中隐含的知识，建立了跨媒体数据在不同特征空间上的映射，实现了图像高效、准确

的标注算法；以此为基础，设计并构建了用户兴趣知识模型；提出了基于语义推理及用户兴

趣知识模型的跨媒体语义融合和信息检索新方法，通过跨媒体语义分析来实现对用户查询请

求的推理、扩展和优化，实现更为精确的个性化搜索；建立了基于用户兴趣知识模型的个性

化多模态信息检索系统，为具有关联关系的跨媒体信息的分布式处理、数据挖掘和组织以及

精确搜索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在跨媒体数据挖掘和个性化检索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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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中虚拟化运行环境安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辛  阳 

课题组成员：辛  阳，孙茂华，韩  挺，谢  康，张  玲，李  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云计算中虚拟化运行环境的安全问题：虚拟机快照、还原的威胁；资源争夺、

随时启动的防护间隙形成的安全风险；虚拟机之间攻击／防护盲点；虚拟机个别管理复杂等。

针对虚拟系统底层安全问题，提出了虚拟化安全防护方案，融合传统应用安全，为应用安全

接入、管理提供开放接口；针对虚拟机中数据安全问题，采用数据安全分发方法，利用安全

多方计算原理，同一数据分解后看成多个不同安全参与方避免数据分发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同时可完整性校验，提出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异常检测系统； 后开发出云安全管理原型系

统，实现对云计算环境的安全管理功能，能进行安全态势感知，数据灾备，提高系统生存性。     

通过该课题的研究，针对云计算中虚拟化运行环境的安全进行深入的研究。 

 

 

移动互联网多媒体数字版权保护平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马兆丰 

课题组成员：马兆丰，张德栋，莫  佳，黄勤龙，唐  鑫，庄天天，周远大， 

            李天磊，傅镜艺，许晓文，吴勤勤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支持时空和空间约束的可信数字版权管理核心基础理论

问题，通过构建支持用户隐私保护的数字内容版权管理安全信任模型，实现应用目标驱动的

数字内容安全封装实现数字内容的安全保护；设计支持时间、空间约束、可离线按域接入的

有限分发、超级分发的安全许可策略,设计支持在线、离线有限安全许可认证和版权对象分

发协议，实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内容的公平、安全管理。移动互联网中的数据业务的

快速发展使得在其中的数字内容产品如视频、铃声，音乐等版权保护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通过密码技术、数字水印技术等手段，对数字内容进行描述、识别、交易、

保护、监控和跟踪，从而使数字内容从生产到分发、从销售到使用的整个内容流通过程都处

于被保护状态，保护相关利益人的利益，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版权保护

具有重理论与实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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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中关键安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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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栋，汪京培，肖  锋，谢  康，张  玲，李  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物联网中的安全问题：物联网中节点庞大，易产生 DoS 和 DDoS；非法接入；

假冒攻击、中间人攻击；跨异构网络的网络攻击；信息窃取、篡改等,提出了统一的物联网

安全体系架构，从感知层、应用层、网络层等几个方面进行安全防护，并且针对物联网场景

下无线传感器网络信任模型进行了安全评估；在电子标签（RFID）安全技术研究方面，针

对目前算法未能解决重放攻击、标签伪造和位置私密性问题，提出了轻量级 RFID 安全认证

协议，提出了基于细胞神经网络、融合彩色特征的多车牌定位识别新系统；针对 RFID 的安

全威胁，提出了一种基于免疫原理的异常检测方法； 后开发出物联网安全网关原型系统，

在感知网络到广域网络间实现流量清洗检测、实现密钥结合内容的可靠性检查，针对不同协

议适配提供统一管理接口。 

 

 

服务资源分发网络仿真与性能评测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许  可 

课题组成员：许  可，黎  燕，乐  冠，鄂新华，高闻迪，侯宁嬿，赵  嘉，李  卉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设计开发了能够模仿真实复杂网络环境的服务分发网络仿真测试平台原型系统。

系统采用分布式架构，包括 EA（Edge Agent）、CC（Control Center）、AC（Analyze Center）

模块。首先在服务分发网络中提供服务的各个节点上部署 EA；网络服务应用软件运行过程

中，EA 通过抓取各服务组件之间的交互数据，获得真实的服务数据流；在仿真测试阶段，

EA 在 CC 的控制下，通过大规模复制分发模拟高负荷访问，行成压力负载，实现对服务组

合系统的性能测试； 后，AC 通过收集、测量、统计各节点的吞吐量、拒绝服务率等参数，

来分析评价服务组合系统，为找出系统瓶颈、提出优化方案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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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网络的内容缓存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皮人杰 

课题组成员：皮人杰，童俊杰，吴怀玉，陈  曦，陆意如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和构建面向路由器的网络内容缓存系统，该内容缓存系统根据网络中内容服

务请求的实际分布状况，在路由器节点上外置内容缓存主机，通过扩展现有的链路状态路由

协议，将缓存主机接入动态路由协议节点层，在路由器角色层面上进行内容的可达通告和路

由请求处理，从而减少内容网络传输流量，提高网络的整体运行效率和用户的上网应用体验。 

该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内容路由和缓存技术：建立面向内容可达的链路状态

通告模型，设计内容缓存调度和布局优化策略，根据内容访问特征和网络拓扑状况动态调整

内容缓存和路由参数，使网络的整体运行效率达到更优化；（2）内容应用支撑技术：为了提

供直接面向路由的内容访问机制，需要建立连接末端主机的应用支撑接口，同时提供包括

Web 应用在内的业务透明访问能力。 

 

 

网络化数据资源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题负责人：鄂海红 

课题组成员：鄂海红，宋美娜，黎  燕，韩  晶，赵佳璐，岳文君，牛晓晴， 

陈孟婕，吴金朋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网络化数据资源的特征和面临的问题，重点研究网络化数据资源管理中的海

量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实时性问题。针对数据资源组织模型，提出一种基于主体行

为的非结构化数据模型——星系模型 Galaxy Data Model (GDM)，形成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

结构化描述，包括非结构化数据的文本描述性信息、属性结果与特征等信息整体表达方法，

满足多种数据操作的需求。针对实时分析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热度的非结构化数据检

索算法，通过区分数据热度来提高查询速度，达到优化海量数据分析架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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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混响室中多天线源搅拌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沈远茂 

课题组成员：沈远茂，石  丹，高攸纲，李  莉，杨慧春，刁寅亮，黄世金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目前多天线源搅拌混响室技术，创新性提出了联合使用源搅拌和固有混响技

术的创新型混响室实现方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用于器件辐射抗扰度测试的演示用混响室原

型设备的加工制造。具体如下： 

1. 源搅拌混响室的性能受激励源天线的位置间隔、极化和朝向姿态等因素的影响显著。 

2. 混响室金属腔体和固定反射体对激励天线会造成不利影响，须就此进行完善和修正。 

3. 以 FEKO 为核心（EFIE 频域 MOM 求解器，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模块 MLFMM）、

结合 MATLAB 作为控制后台，构建了针对电大尺寸混响室的电磁仿真模型，相关实测结果

验证了该方法和模型的可信度。 

4. 固定散射体（固有混响技术）的加入会显著提高源混响室的性能；新型的联合混响

室方案和传统混响室相比，省略了机械搅拌桨，但性能基本相当。 

5. 基于新型联合混响室方案的仿真结果显示，在 400MHz～1.2GHz 的频率范围内，工

作区域（0.3m×0.5m×0.5m）场均匀度优于 3dB；根据测试序列相关度优于 0.37 所确定的独

立样本个数优于 25 个。 

 

 

基于 SOA 非线性实现全光逻辑信号处理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君毅 

课题组成员：张君毅，孔德明，王  慧，吴冰冰，唐云霁，李  岩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完成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创新研究成果如下： 

1．在理论及模拟分析研究方面 

（1）建立了利用 SOA 的非线性效应结合边带滤波器、延迟干涉仪实现四种逻辑器件（包

括 NOR、AND、OR 和 XOR 门）的理论模型，并完成 Matlab 计算机模拟程序，模拟实现

了各种逻辑门，所实现的逻辑 NOR 门的工作速率达到 80Gbit/s，所实现的逻辑 OR 门的工

作速率达到 640Gbit/s。初步分析研究了输入信号、滤波器的特性等对逻辑门性能的影响。 

（2）提出并数值实现了一种基于 SOA 和 EAM 并联结构的光子超宽带产生方案，实现

了极性相反且带宽可调的 monocycle 超宽带脉冲。当设置泵浦光脉冲的占空比为 33%时，所

得到的 UWB 脉冲形状的 10dB 带宽为 12.11GHz，超过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定义的

UWB 带宽范围；当设置泵浦光脉冲的占空比分别为 100%、67%和 50%时，10dB 带宽为

6.8GHz，8.13GHz 和 9.38GHz，符合 FCC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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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实验研究方面 

（1）利用 SOA 的交叉相位调制效应结合滤波机制实现了一种半基频速率的

OTDM-DQPSK 信号解调方案（一种与门功能实现）。该课题成功实现将 80G 的 OTDM 信号

解调为 40G 的信号，这是第一个基于 SOA 解复用 OTDM-DQPSK 的实验。解复用后的两个

40G DQPSK 信号的两个信道都可以实现无误码，整个方案的平均功率代价约为 3dB。 

（2） 利用 SOA 结合滤波实现了基于 QPSK 信号的逻辑 XOR 门，实验测量得到的平

均功率代价是 6dB。 

（3） 利用 SOA 结合滤波机制实现了 80G 的逻辑 NOR 门（将进一步研究）。 

 

 

无线异构网络中高清视频 SVC 编码技术研究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岩松 

课题组成员：崔岩松，任维政，蔡晓霞，常志峰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研究了无线异构网络中高清视频高质量传输的关键问题的基础上，从 SVC 信

源编码角度，提出基于变异系数权重和改进灰色关联度分析算法的无线异构网络中 SVC 码

率分配控制模型，提出基于 SVC 空域/质量域可伸缩的宏块级码率控制算法，提出一种基于

空间运动预测的快速 SVC 编码算法。通过以上的研究工作，实现基于无线异构网络的高清

视频传输实验平台，并在信宿端得到高质量的视频图像。 

 

 

基于认知与协作技术的能量有效无线通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魏翼飞 
课题组成员：魏翼飞，王  萍，王英赫，康  凯，皋亦枫，刘建玲，刘  恺， 

陈露薇，范  超，白  轩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了基于认知与协作技术的能量有效无线通信技术，提出了基于环境感知和基

站间协作的动态小区管理机制，基于用户和业务分布的统计特征，引入随机控制理论，提出

了统计 优的基站间协作和动态休眠机制，达到了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量消耗的目的。

分析了无线协作网络的能量效率并给出了电路能耗模型，对比了直接传输与协作传输的能量

效率，提出了基于马尔科夫决策过程的能效 优化的动态中继策略，并对 佳中继选择的能

量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在保证通信可靠性的前提下，能够降低网络能量消耗。提出了能量有

效的频谱感知和频谱选择算法，通过设置每个数据帧的 佳发送速率、数据包大小等传输参

数，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该课题转变了传统通信网络以提高性能为设

计目标的思路，而是以提高能量效率为无线接入网络的设计目标，在国内外率先提出基于认

知与协作的能量有效无线接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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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绿色通信的接入网节能控制及智能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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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莉 

课题组成员：王  莉，王景尧，戴  超，秦文聪，钟  晟，柯腾辉，程  刚，都晨辉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为了提高基站等无线设备的能量利用率，减少整个网络的能量消耗，该课题研究了根据

网络流量动态变化的结果动态控制基站的工作模式，通过基站间协作以及利用中继协作保证

休眠基站的业务负荷可以安全、平稳、有效的通过相邻基站或者通过移动中继网络接入网络，

同时实现基站的节能控制；研究建立具有服务质量保障的移动中继网络的组网和管理机制，

设计适用于绿色网络架构、考虑移动台位置信息和信息传输的安全性的中继协作算法；在研

究面向绿色能源的绿色智能路由技术方面，提出了考虑误比特率以及路由请求率等因素，通

过对自适应调制、功率控制和路由协议的选择等跨层数据的调整以实现绿色的路由过程。研

究成果已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并都达到了相应的预期技术指标。 

该课题还设计了中继选择以及基站休眠的仿真平台以验证所提方案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载波聚合在无线保密通信信息安全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孙娟娟 

课题组成员：孙娟娟，范春晓，温志刚，吴岳辛，邹俊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应用在 LTE-A 中的载波聚合技术进行了研究，将原本为了提供更宽的带宽实现

高速数据传输、并实现向下兼容的载波聚合技术应用到了跳频通信系统中来。应用到跳频通

信系统中载波聚合技术主要是为了增强跳频通信系统的抗人为干扰能力。跳频通信系统中的

人为干扰一般包括阻塞干扰和跟踪干扰。本课题在不降低频带利用率的条件下，将通信信道

分成数个不连续的离散载波，总带宽与单载波的跳频通信系统相同。根据阻塞干扰和跟踪干

扰的机制，首先给出了基于载波聚合技术的跳频通信系统的误码率分析。然后建立了干扰机

的频率搜索机的方针模型，对阻塞干扰和跟踪干扰进行仿真，从而给出在上述干扰下，基于

载波聚合技术的跳频通信系统的误码率分布曲线。结果表明，在载波频率间隔较大的条件下，

系统抗阻塞干扰的能力获得了改善；在载波频率间隔适度增大的条件下，系统抗跟踪干扰的

能力获得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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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语义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刚 

课题组成员：刘  刚，侯  宾，洛明月，翟周伟，张  辰，鱼健荣，胡  壁， 

陈智鹏，鲁小虎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利用开源的云计算平台 hadoop 搭建了模拟物联网环境下的大数据量与数据异构

复杂环境下的信息抓取与检索平台；利用分布式计算技术，实现海量物品信息的获取、存储、

检索与查询等功能的基础平台。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四个实际的应用系统：江西电信日志分析

系统，为江西每天处理海量的日志信息以及分析用户消费行为等；中国电信研究院的企业慧

眼系统，为实现网络异构数据的抓取、存储与检索，为中国电信提供中国联通、移动等其他

运营商客户消费变换，网络访问行为等内容的分析与比较；广东电信云计算在业务支撑系统

中应用的研究，主要研究了电信海量异构数据的数据挖掘、聚类分析模型等内容；手机实时

外景地理位置采集与查询系统，利用手机实时提供地理位置信息和工程人员装维时间环境图

像，并支持手机查询。 

 

 

利用多光束组束抑制星地激光通信中强度闪烁的 

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国华 

课题组成员：吴国华，于  淼，黄  莎，赵  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提高星地激光通信系统性能为出发点，基于大湍流模型，研究弱、中、强等不

同湍流情形下，多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时的光束展宽，光束漂移以及强度闪烁。采用 Phase 

screen 方法仿真激光在大气湍流中的传输，开发了相应的仿真程序。研究了星地激光通信中，

激光相干性和偏振态对光束展宽的影响，以及激光在大气中传输时，光束偏振态和相干性的

变化规律，当激光相干性和偏振态满足某一个表达式时，不同矢量部分相干高斯光束在大气

湍流中传输时，具有相同的远场发散角。研究了不同湍流情况下，大气湍流引起的光束漂移；

同时研究了相干性和偏振态对光束漂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干性和偏振态都会影响激

光束在大气湍流中的光束漂移。但是不同湍流情形下，其光束漂移不一样。在中等湍流情形

下光束漂移 大。研究了多光束在大气湍流中传输时的强度闪烁，以及光束数量等对强度闪

烁的影响。基于 phase screen,开展了大气激光通信的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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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搜索引擎的研究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满  毅 

课题组成员：满  毅，马文静，刘  韬，吴建庆，姜立梅，董木欣，赵  卓，马亚楠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在智能终端上的各种媒体文件的全文搜索技术，设计实现一种能够在嵌入式

环境中有效进行文件正文提取、数据搜集、索引建立和检索查询功能的搜索引擎平台，提供

较全面的本地文档搜索引擎功能；进而，应用 P2P 的理念到嵌入式操作系统环境下的资源

共享架构中，允许按照用户的指定实现多个智能终端系统搜索引擎的互联，通过对形成的共

享资源的共同访问，实现网络资源的跨智能设备搜索，达到比传统桌面搜索引擎更好的搜索

广度。作为验证，在本课题中设计并开发了互联式嵌入式搜索引擎的验证系统。验证了嵌入

式互联搜索引擎的技术可行性。 

 

 

高速光通信中基于新型编码调制格式的 

变速率 OFDM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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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佳，王拥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高速光通信系统中的新型编码调制，提出了一种基于“ 小欧氏距离星座云

团”的 TCM 编码快速子集译码算法，能够大幅降低子集译码的时空计算复杂度，改善译码

效率；设计了 LDPC-TCM 级联编译码高速光信号前向纠错算法，分析 Turbo-TCM 和

LDPC-TCM 内外结合的级联编码调制格式构造方法与性能，其渐进净编码增益达 5.2dB；采

用“偏振复用+副载波”实现了 200Gb/s 光 OFDM 信号的产生，降低了数/模和模/数转换器的

采样率需求，并对其性能进行了仿真验证。基于上述研究成果，设计了基于新型编码调制格

式的自适应变速率和利用前导符号可变速率的 OFDM 系统方案，搭建了仿真平台。研究结

果表明，对于同一数据流，以前导符号变速率的方式能够有效的识别不同的调制格式，不存

在符号组之间的干扰；通过星座图可以得到速率与调制格式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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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强弱电系统同址共建电磁兼容问题 

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  丹 

课题组成员：石  丹，杜晓琳，聂秀丽，骆在红，张纪利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地铁的电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分析，系统给出了地铁内主要电磁干扰源

的模拟和建模方法，包括整流变压器、配电变压器、高压开关柜室和直流开关柜室的稳态仿

真、谐波仿真、瞬态仿真等；并建立了强弱电系统同址共建的电磁仿真系统平台，按照电磁

兼容抗扰度规范及相关标准，首次提出了强弱电设备用房的 优布局，及各用房间的 小间

距。具体阐述如下： 

1.得到了地铁强电设备辐射强度排序表，为地铁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2.基于现有布局设计规范，得到各设备满足抗扰度指标下的 小间距，然后通过调整布

局得到优化后的 小间距。 

3.基于研究结果，给出适用于轨道交通强弱电共址设计的规范性文件。 

 

 

高能效高谱效的自适应无线传输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芳 

课题组成员：刘  芳，安  杰，黄珊琳，张洪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自适应无线传输技术能有效克服快衰、多普勒频移，以及干扰对系统的影响，是提高系

统频谱效率的的重要途径，而且高效的传输技术在降低误包率的同时能减少比特传输能量，

进而提高能量效率。该课题围绕通信系统中的三个关键技术，即自适应编码调制，自适应多

天线传输和自适应重传机制开展研究。 

针对通信系统中自适应编码调制所依据的信道反馈信息由于反馈时延而和实际信道有

差别，使得自适应调制编码方式不能正确匹配当前信道，从而导致误码率提升，频谱效率下

降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反馈时延的自适应速率和功率控制方法，有效提高了链路频谱

效率。针对目前协作通信系统中的混合自动请求重传技术，提出了一种结合分层调制技术的

协作通信重传方案，该方案通过设计多次重传的 佳映射组合方式，实现通信的可靠传输，

降低了重传次数。针对 MU-MIMO 系统预编码的高复杂度特点，提出了一种应用 LQ 分解

与特征值分解的方案（LQ-EVD），LQ-EVD 方案由于在计算预编码矩阵的过程中避免了 SVD

运算而在计算复杂度方面有显著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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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芯片设计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国鑫 

课题组成员：徐国鑫，宋  梅，满  毅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是实现 ZigBee 芯片的设计。完成了系统架构设计，对 ZigBee 的物理层进行了深

入的仿真和分析，并实现了物理层设计。芯片采用 MCS8051 为核心的 CPU 系统，有利于

系统的集成和利用现有的开发环境；开发了包括 I2C、SPI 等多种外围接口。实现了 ADC

原理和版图设计。 

该课题重点是实现ＲＦ部分的设计，这部分是芯片开发中 难的部分。针对芯片射频部

分，如低噪放、混频器等关键部分进行了原理设计，并利用在成熟 RF 工艺上进行了详细的

仿真，完成了芯片布局布线设计，并实现了芯片的投片。目前正在对 RF 部分芯片进行封装、

测试。 

    该课题产生了多种芯片ＩＰ核心，能够加快今后新产品的开发。同时设计了ＲＦ集成电

路，将发挥课题组在ＲＦ方面的优势，继续开发新的ＲＦ芯片。 

 

 

基于跨层优化的新型卫星通信网络协议体系及 

传输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佘春东 

课题组成员：佘春东，刘凯明，王  路，肖红波，吴  兵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重点针对卫星网络所处的负责环境，研究并设计具有跨层优化功能的新型卫星网

络协议体系，根据卫星网络业务特点，将不同的功能模块组装成服务，并以构件的形式向上

层提供服务。 

 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工作： 

1．提出了一套基于构件的新型一体化协议体系，提高了协议性能，保证了信息的安全

可靠传输。 

2．针对卫星网络链路特征，首次设计了基于点到点与端到端的可靠性保证机制，保证

卫星网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3．针对卫星网络动态拓扑特性，提出了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卫星网络路由算法，并针

对链路断开、卫星节点失效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软件实现，提高了卫星网络路由算法抗毁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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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广播组播系统的自适应传输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洋 

课题组成员：刘  洋，刘荷莉，胡  洋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1.提出了一种在多组播用户和多单播用户的混合系统中以 大速率进行双流或者单流

传输的自适应传输方案。我们证明了在衰落信道下，在同时向组播用户和单播用户进行数据

传输时，分层调制方式下双流传输的和速率大于正交多址方式下单流传输的和速率。 

2.确定以用户平均容量作为不同复用方式下系统性能的评价指标。 

3.给出了分层调制方式下双流传输的 优功率分配，以及正交多址方式下单流传输的

优自由度分配比例。 

4.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层调制的无线中继安全转发方法。 

 

 

空间机械臂负载操作过程中动力学特性分析与 

路径规划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钢 

课题组成员：陈  钢，刘  勇，李  彤，张  龙，吴楚锋，姚  威，郑双奇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围绕空间机械臂在轨设备转移等操作任务，对负载操作过程中的动力学特性与路

径规划方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 提出了一套空间机械臂柔性动力学建模方法，采用假设模态法描述了柔性机械臂臂

杆变形；基于拉格朗日方程建立了空间柔性机械臂动力学模型，完成了相应的仿真验证；在

此基础上，分析了柔性变形对机械臂末端运动精度的影响。 

2. 提出了一套机械臂负载能力的分析方法，形成了空间机械臂负载能力的动态衡量指

标；针对负载能力关键影响因素开展了深入研究，分别建立了柔性变形、机械臂构型及航天

器基座位姿与空间机械臂负载能力的约束关系，提出了考虑各影响因素时空间机械臂负载能    

力分析方法。 

3. 提出了一种空间机械臂非完整路径规划方法，基于遗传算法实现了点到点任务负载

大化轨迹优化方法，基于 优控制理论提出了一种关节轨迹跟踪负载 大化方法。 

4. 改造并搭建了空间机械臂地面气浮实验平台，完成了典型的地面验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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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 RFID 综合测试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翁  迅 

课题组成员：翁  迅，苏志远，李忠明，张经天，刘利波，刘  昭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集中研究 RFID 综合测试平台的工作机理研究和测试方案设计，重点解决了基于

实验室物流系统中的复杂物流环境下 RFID 系统测试环境设计及研究，设置了堆垛机、AGV、

输送机和分拣机等多种设备的多观测点设计；分析了介质对RFID的性能影响测试，在液体、

玻璃等各种介质中，对系统识别的准确性等参数进行了测试；设计了 RFID 标签天线性能参

数测试装置研究，解决了以往测试参数难以量化的问题；通过相关装置的实验测试，进行了

RFID 系统中的碰撞问题研究，提出了 AES 加密算法用于 RFID 标签加密的相关成果；将相

关研究成果在模拟物流环境中应用，针对RFID数据管理和系统应用架构做了相关分析研究。

建立了基于物联网系统的智能物流示范平台，证明了 RFID 用于物资在物流环节中全程跟踪

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基于多粒度网络的机械产品装配信息模型及 

自组织智能设计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铁萌 

课题组成员：李铁萌，侯文君，靳  宇，李  星，刘昌华，孙桂川，刘亚醉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机械产品的概念设计需要设计知识”与“缺少机械产品概念设计相关的知识

库”之间的矛盾，和“希望实现机械产品设计自动化”与“缺少实现自动化的机制”之间的矛盾，

本课题以自组织理论为指导，以机械装配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工作，给出了机械产品

装配网络的静态拓扑特性和动态特性分析、构建了装配结构知识的本体模型及存储机制、设

计了装配结构自组织演化机制，从建立了两个软件实验平台和一个原型系统对研究结果进行

验证和优化，为机械装配结构的概念设计智能化和自动化提供了理论论证和技术支持。 

该课题完成了 8 套机械产品的装配关系网络图景；完成机械装配结构知识本体模型及知

识库构建；实现两个软件实验平台：机械零件网络分析和生成系统 AGMPNS、机械装配结

构知识本体构建系统 KOMASS；实现一个自组织智能设计原型系统机械装配结构自组织概

念设计系统 SOBCA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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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终端的人与机器人交互系统及 

隐喻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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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春，李婉犀，王  丹，康  凯，王高歌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基于人与机器人交互需求的提升以及多媒体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该课题提出了一

种基于多媒体移动终端的人与机器人远程交互的模式。其研究目的在于解决人与机器人传统

交互模式中存在的缺乏交互体验感、空间距离局限性、信息传达的障碍性以及控制设备的对

应单一性等诸多现实问题。该课题依托 3G 网络的移动性、高带宽性与富媒体性人机交互的

模式和界面，满足人与机器人在交互中的使用需求和情感需求，优化交互体验，使人与机器

人的交互系统更友好、安全、自主、具有更高的移动性。以此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变人的

生活方式，扩大物联网的格局，同时拓展多媒体移动通信的业务空间。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移动终端为交互载体的人与机器人交互模式与情境的设

计、富含隐喻性的移动终端界面的交互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一套基于多媒体移动终端的

人与机器人信息交互的演示。 

 

 

供需链系统的动态性能分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韦凌云 

课题组成员：韦凌云，雷全胜，张   楠，张宏亮，王  健，许伟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两个部分： 
１．基于系统动力学，建立了供需链因果模型，为供需链复杂动态行为的量化分析奠定

基础。该供需链的因果模型主要是以四级供应链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影响供需链运作性能的

关键因素的因果关系的描述为核心，以供应链系统库存管理绩效的改善为核心考核指标，以

系统动力学为工具进行构建，可对供需链系统随时间变化的复杂行为进行仿真和定量分析，

为供需链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２．以供需链因果模型为核心，设计和实现了一个供需链性能管理与分析原型系统，为

终实现企业管理在线性能监控与分析平台奠定基础。。该系统主要由仿真建模、优化求解

两个部分构成，仿真建模主要是通过系统动力学软件 Vensim 实现，优化求解模块则主要以

改进的遗传算法为求解算法，以 Vensim 为仿真分析工具，实现对影响供需链运作性能的关

键因素的参数值进行优选，以实现为供需链的优化运作。 
通过该课题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供需链复杂动态行为的本质，实现供需链系统的量化

管理，以直接为企业的实际运作和决策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智能化和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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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和湿热环境对电连接器镀层质量检测与 

可靠性影响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孔志刚 

课题组成员：孔志刚，许良军，黄若愚，魏  卉，张  灏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常见贵金属材料镀金-基底镍铜、钯-镍、镍-铜和纯铜样片的进行腐蚀测试方法

的研究，包括几种标准腐蚀方法的比较和分析，以及几种腐蚀后金属腐蚀膜层的形貌、成分

分析以及多因素下实验方法进行了优化。分析贵金属层在腐蚀环境中的金属层组织和形貌变

化及腐蚀生成物的特征，分析在湿热条件下镀层材料组织成分变化。 

同时，通过有限元计算获取连接器在不同环境下工作的稳态温度场分布、关键部位的温

度变化特性，分析热场对连接器机、电等性能的影响。以上研究工作得出了一些规律和成果，

对于连接器的设计和应用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基于认知机理的智能机器人多源信息融合感知机制

及交互界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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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炜，田晓娜，贺佳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人的选择性注意的认知机理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分析视觉（文本、图像、视频）、

听觉、触觉等多源信息融合的刺激下人的任务集聚的心理-物理综合认知拓扑结构和认知活

动链，提出了基于生物人的多通道信息处理视觉模型，提出注意熵的概念，并对注意力进行

过滤，从而建立了智能车的视觉感知模型。 

2.对交互界面进行了研究，在视觉模型的基础上对感知机制以及决策做了深入研究，提

出安全行为模型。通过对驾驶员安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驾驶环境安全评价机制，

建立了基于信息融合的主动安全驾驶行为模型。 

3.虚拟驾驶平台系统的建设实现，以及虚拟驾驶平台场景设计以及实验平台软件系统设

计.购买相关设备，并进行平台搭建。 

4.采用 BP 神经网络作为主动驾驶行为评价方法，实现了从多源信息到驾驶行为的映射，

确定了主动驾驶行为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验证了采用 BP 神经网络作为主动驾驶行为评价

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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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全程智能物流示范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玉坤 

课题组成员：刘玉坤，苏致远，翁  迅，唐  进等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开发了一套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配送中心节点内部与外部配送过程的全程智

能物流系统作业的示范演示系统，为基于物联网的全程智能物流技术研究提供了平台。该示

范平台实现了基于 RFID 的物品出入库、自动分拣、封发发运等物流作业实时监控与跟踪，

远程互动门禁系统管理、基于 GIS、GPS 与 RFID 相结合的配送跟踪和关键点复核等功能。

该示范平台提供了“来者是客”（配送中心门禁系统）、“繁忙秩序”（配送中心内部典型物流

作业）、“无忧送达”（物流配送过程全程跟踪）的演示与互动体验，和“新物流印象”（仿真

与录像视频）四个部分的演示内容，可以让观众通过观看和角色体验的方式，向观众展示物

联网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让观众了解认识新一代物联网技术和物流技术的结合，给自物

流起点（客户需求产生）到物流终点（客户需求得以满足）的全程物流过程带来的变化，体

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 

 

 

光电液滴指纹图的特征提取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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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凌云 陈子罱，刘习胜，袁  晖，邱  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市场上出现的液体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提出一种综合性的检测方法：基于光

电液滴指纹图的液体细微识别，主要研究内容是指纹图的特征提取。通过光纤电容传感器获

取液滴内部的耦合光强信号随瞬时体积变化的曲线，它是反映液体物理化学特性的综合数据

库，在一定的测试条件下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因为可以作为鉴别液体的依据。本课题完成

了液滴传感器的结构改进设计，完善了电路的信号处理功能；完成了指纹图的数字滤波和归

一化算法；完成了 4 种特征提取方法：波形分析法、相关比较法、数据压缩法和多项式回归

法，并开发了基于 VC 的软件；完成了 8 类 40 种液体的测试实验，并建立了标准样本数据

库；经过实验检验，本课题研究的特征提取方法是有效的，对每一种特征提取方法，推荐了

适用的液体类型，同时，对常见的典型液体，推荐了适用的特征值。特征提取是液滴分析实

用阶段的重要关键技术，本课题的研究对于质量监控技术的发展、对于市场上液体产品质量

安全的监测和维护，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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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级边缘的机器人人体定位与动作识别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樊利民 

课题组成员：樊利民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就机器人人体定位与动作识别展开了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人体特征提取、

图像分割和人体快速检测等几个关键问题上。基于局部二值模式 LBP 的思想，提出了一种

用于目标识别和跟踪的纹理特征提取方法和一种用于人体检测的人体局部特征提取方法；结

合逆扩散 Inverse Diffusion 原理和 Ratio Cut 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区域合并图像分割算法，

该算法不但考虑了图像区域的普通特征信息而且也考虑进去了图像区域的结构信息；基于谱

分割 Spectral Cluster 算法和 Saliency Detection 的思想，提出了一种人体检测的快速方案，该

方案用谱分割算法获得图像的 小特征向量，该 小特征向量包含了人体的关键结构即超级

边缘的信息，从而降低了非结构化区域的噪音信息对人体识别的影响；通过 Saliency 

Detection 获得人体出现的候选区域，然后直接在多个尺度上对候选区域进行特征的提取和

识别，避免了传统的滑动窗 Sliding Window 方法扫描式搜索的盲目性，提高了检测效率和速

度。 

 

 

信号连接器镀层在滑动与振动下质量检测与 
可靠性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林雪燕 
课题组成员：林雪燕，李又容，王  达，吕瑞雪，邵彦超，龙慧娟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通过对不同材料组成的接触对进行了幅值对触点微动电接触特性的测试和研究、

对实际的连接器进行振动条件下的微动接触性能的检测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实验结果显示镀金接触对 500μm 幅值下磨损 严重，接触电阻达到 10mΩ所需的微

动次数 少，而 Au/Ni 接触对 800μm 幅值下磨损 严重。 
2．振动频率越接近连接器固有频率，其接触性能越差，在固有频率下接触对性能 差。 
3．随着振动幅值的增大，接触对的性能降低，实验中振动幅值 大为 2.0mm，其接触

电阻升高 快且跳动幅值 大，磨损区域磨痕长度平均值 为接近 500μm，这与微动实验

结论中 500μm 是使得微动失效 快的幅值相统一。 
4．在固有频率下连接器 先发生了瞬断，越接近固有频率连接器越早发生瞬断。 
5．连接器在固有频率下横向振动，三组实验均未发生瞬断，表明发生瞬断的原因不是

振动引起的接触处压力不足，而是接触表面的磨损。 
6．紧固螺纹对同轴连接器在短时间内使用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长期实验还是有着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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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机械臂的刚/柔/控耦合动力学特性与 
稳定控制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褚  明 

课题组成员：褚  明，魏楠哲，黄飞杰，邓  夏，杨康华，冯嘉珍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取得的主要创新性成果如下： 

1．提出空间机械臂的刚/柔/控耦合模态分析概念，借助反馈约束原理求得柔性臂在动

约束状态下的复杂边界条件，并将关节控制器参数引入臂杆在离散平衡位置附近的振动动力

方程，分别建立了频域空间和状态空间内模态求解的解析方法。 

2．从虚功的角度出发，采用哈密顿变分原理对含约束阻尼非保守力的柔性机械臂系统

进行刚/柔/控耦合动力学建模。 

3．对机械臂柔性关节的动态不确定模型进行了建模分析，并提出一种同时补偿柔性、

非连续摩擦、系统不确定性和外部干扰抑制的小波神经–鲁棒复合控制策略。 

4．基于微分几何输入–输出线性化方法将双连杆柔性机械臂在新坐标系下分解为输入–

输出子系统和内部子系统，导出零动力学规范化方程，并讨论系统观测输出位置的选择和零

动力学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5．对空间柔性机械臂的相关动力学特性和控制策略进行实验研究，搭建空间柔性机械

臂地面气浮式微重力模拟综合实验平台。 

 

 

半导体纳米线与金属纳米线的光学特性研究及 
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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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课题组成员：郭  欣，贾志刚，李田赫，王鹏宇，蔡世伟，王二洋，李伯昌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课题编号：2011RC0401）。 

该课题针对半导体纳米线与金属纳米线的光学特性及器件应用，从理论和实验上研究了

Ⅲ-Ⅴ族半导体纳米线的生长与表征、金属纳米线的导波特性、半导体纳米线与金属纳米线

复合结构的制作和分析，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1）理论分析和实验优化了 GaAs、InP 等

Ⅲ-Ⅴ族半导体纳米线的生长条件，分析了纳米线的光学特性，研究了 GaAs 纳米线表面生

长 InAs 量子点的纳异质复合结构的生长与表征；（2）利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了不同激发波长、

不同直径 Au、Ag 纳米线中表面等离激元的传输特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环境改变对金属纳

米线导波特性的影响；（3）利用时域有限差分方法分析了半导体纳米线与金属纳米线的耦合

效率与入射光偏振特性、波导尺寸、耦合区长度等参数的关系，并从实验上研究了半导体纳

米线与 Ag 纳米线的耦合效率随耦合角度的变化情况；（4）运用精密微纳操控技术进一步组

装了半导体纳米线-金属纳米线复合的耦合器、Mach-Zehnder 干涉器等微纳光子器件并测试

分析了复合型微纳光子器件的光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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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波长可调谐光探测器的 FBG 解调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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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辉，孟小波，李鹏飞，陈扬洋，孙艳飞，胡  彬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基于半导体基质法布里-泊罗(F-P)腔滤波器理论模型，设计了金属加热电极位于

F-P 腔外与腔内两种可调谐半导体基质 F-P 腔滤波器结构，并在 GaAs 衬底上通过金属有机

化学气相沉积(MOCVD)技术完成了可调谐 GaAs 基 F-P 腔滤波器的生长及制备。实验测试

显示金属加热电极位于 F-P 腔外的可调谐滤波器具有较好的透射谱与可调谐特性，其透射谱

半高全宽(FWHM)约为 0.7nm，波长可调谐范围约为 6nm；基于此可调谐 F-P 滤波器的 FBG

解调实验测试显示其波长探测精度约为 0.1nm。 

该课题实现了半导体基质可调谐 F-P 腔滤波器的设计与制备，并完成了基于半导体基质

可调谐 F-P 腔滤波器的 FBG 解调技术的实验验证，课题所提出的基于半导体基质可调谐 F-P

腔滤波器的 FBG 解调技术具有低成本、集成化、全固件等优势，是突破现有 FBG 解调技术

结构复杂、成本高等瓶颈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案，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分布式光纤周界防入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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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斌 

课题组成员：洪小斌，刘方森，余  振，陈  威，孙志鹏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分布式光纤传感防入侵系统的应用涉及国民经济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对需要防护的

重要区域、通信或输油管线、交通线路以及重要国境线进行入侵预警并提供精确定位，尤其

可在恶劣环境中使用，解决了许多行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技术难题，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

商业前景。分布式光纤传感防入侵系统在军事方面也有重要、广泛的需求，其应用遍及陆、

海、空三军。该课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建立了基于相干光时域反射的周界防护传感定位模型和

双迈克尔逊相干定位模型，解决了以下关键技术问题： 

1．高灵敏度的自适应偏振检测及控制技术：通过监测末端信号的变化来感知光源偏振

态的变化并实时控制前端器件变化抵消此变化，从而能够提高系统的监测灵敏度和改善系统

的容差能力，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2．高速、高精度的光谱信号分析和处理技术：提出此项技术来提取具体事件的特征并

通过系统的自学习提高系统的容错能力，改善系统的误报率，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该课题完成了 2 防区、每防区 >100m 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的周界安全防入侵系统平

台的研制；实现 100%的检测率，小于 5%的误报率；实现了入侵事件的摄像系统联动；实

现报警采集信息的短信、彩信及网络传送。在上述理论和关键技术基础上，验证了长距离相

干定位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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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光组网中路由与频谱资源分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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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利 

课题组成员：赵永利，郁小松，王道斌，韩佳巍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围绕频谱灵活光网络这一研究热点，在体系架构与组网模型、路由计算与频谱分

配、资源建模与频谱重构等方面展开研究，代表性成果总结如下： 

1.针对弹性光组网中的路由与频谱资源分配核心问题，设计了支持灵活谱利用的弹性光

组网架构，扩展了相关的路由、信令和 PCEP 协议，搭建了业界规模 大的标准化实验平台，

基于该平台可以进行节点与系统测试，以及业务应用演示。 

2.借助PCE强大的集中计算和管理能力，提出了三种不同的集中式和分布式RSA方案。

在集中式 RSA 架构下，创新地设计了一种基于多流虚级联的频谱资源分配方法，仿真结果

显示这种方法能大幅度降低阻塞率并提高频谱利用率。 

3.首次提出了频谱资源规整度的概念，可以对网络频谱状态进行定量分析，给出了频谱

规整度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设计了频谱重构方法的评价机制，引入频谱重构效益 Q 值作为

评估机制指标，便于多种频谱优化算法的定量对比和分析。 

 

 

用于 WDM 光网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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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峰 
课题组成员：段晓峰，黄永清，范鑫烨，张  霞，蔡世伟，尚玉峰，胡福全， 

王  伟，王亭亭，李  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用于 WDM 光网络的集成解复用接收器件，器件在 1550nm 波长处的峰值量

子效率为 55％，－0.5dB 带宽为 0.43nm，25dB 带宽为 1.06nm，3dB 频率响应带宽达到 25GHz。
器件主要特点是采用基于 Si 基的 SiO2/Ta205 多腔滤波器，这一结构的引入成功实现了器件

平顶陡边的光谱响应特性。 
2．研制了基于 Si 基的 SiO2/Ta205 多腔滤波器。多腔滤波器以 Si 材料作为衬底，利用

电子束溅射系统在 Si 衬底上镀 SiO2/Ta205 膜，并在 Si 衬底背面镀 λ/4 厚度的 SiN 作为抗反

射膜。滤波器在 1550nm 波长处的透过率为 83％，3dB 光谱响应线宽为 0.5nm，－0.5dB 带

宽为 0.42nm，25dB 带宽为 0.9nm。 
3．基于 BCB 键合技术实现了 Si 基 SiO2/Ta205 多腔滤波器与 InP 基的 PIN 光探测器的

混合集成，制备了具有平顶陡边光谱响应特性的光探测器，器件满足 100GHz 通道间隔

DWDM 系统的性能要求。 
4．为进一步提高器件的量子效率，研制了具有锥形顶镜 PIN 结构与 Si 基 SiO2/Ta205

多腔滤波器的混合集成光探测器，器件在 1550nm 波长处的峰值量子效率达到 60%，－0.5dB
带宽为 0.5nm，25dB 带宽为 1.06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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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pto-VLSI 的智能控制可调谐光纤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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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玢玢 
课题组成员：颜玢玢，余重秀，王葵如，杨  强，张  地，彭  磊，黄奎智，王  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成果包括： 
1．深入研究了掺铒光纤环形激光器的激光产生机理和激光特性，采用 980nm 激光器前

向泵浦方式及一些偏振相关器件，设计了基于掺铒光纤的保偏增益模块，实现了大于 30dB
的增益。 

2．根据器件特性，建立了衍射的数学模型，深入研究了平面光栅和 Opto-VLSI 处理器

的选频特性、色散效应、衍射效率等，找出了在满足近似闪耀条件和实验约束条件下的 优

化参数，以减小衍射损耗，有效提高了信号的稳定性。 
3．基于嵌入式工控触摸屏电脑，设计开发了增益模块和 Opto-VLSI 处理器的一体化控

制系统，实现了整个控制单元的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的精确控制。 
4．分别设计了基于两种 Opto-VLSI（LCOS-SLM 和 DMD）的可调谐光纤激光器的系

统方案并进行了实验研究，研制出样机 1 台。 
 
 

基于光相位敏感放大的高速、高效光载无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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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堂 

课题组成员：戴一堂，李  岩，刘红遥，徐  聪，徐惠真，闫  励，王瑞鑫，谢小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 提出一个新的合成平坦、宽带参量放大增益谱的自由度：闲频光波段光纤分布式损

耗；推导了包括闲频光损耗的小信号增益解析解，根据此公式能对任意色散进行损耗设计，

得到超平坦且宽带的参量放大增益谱。通过理论与仿真分析，证明了损耗色散的引入不会影

响泵浦至信号光能量转移效率；引入损耗色散的方案能与常规的色散管理方法结合，进一步

增加 FOPA 增益带宽。  
2．提出了基于 PSA 的相幅转换理论，结合光子的宽带特性，放大电光调制所产生的微

弱光相位调制，实现从无线到光模拟信号转换增强；相比普通幅度调制器，实现了 12 GHz 的
射频信号的相幅转换增益 26 dB，动态范围 93.1 dB。  

3. 提出了 PSA 相幅转换的可行性实现方案，通过偏振控制加载相干波长组的相对相位，

避免了不同光通路中光纤抖动产生的未知直流相对相位，系统更加稳定；选用 PSA 信号零

增益区作为工作点，在相同链路增益下获得了更好的噪声系数。  
4. 针对相幅转换过程中的非线性，提出了基于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失真后补偿技

术，基于射频光链路的传递函数，在接收端的 DSP 中使用一个与所用器件的非线性相反的

传递函数，实现链路的线性化；在 10 MHz 带宽内，实现微波光子链路动态范围达到 124.1 dB，
输出三阶截断点达到 27.3 dB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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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量子点与金属纳米线等离子体激元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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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敏 

课题组成员：刘玉敏，周  帅，石  强，辛  霞，吴  秀，尹昊智，王东林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成果如下。 

    1．完成了半导体量子点复杂激子和双激子的能级结构及其结合能的理论分析和建模，

编制了计算仿真软件，可用于研究半导体量子点中激子和双激子动力学行为，在此基础上研

究了声子对双激子能级结构下光谱的影响。 

    2．在腔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半导体外延量子点激子与光场的相互作用

模型，采用量子轨迹的蒙特卡洛波函数法，可以定量分析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光子数演化的

统计规律。 

    3．分析了非相干泵浦和纯消相作用下的量子点-腔系统单光子发射效率，提高量子点-

腔耦合系数和降低量子点衰减常数可以提高单光子发射效率。 

    4． 研究了利用量子点双激子产生纠缠光子对的机制，分析了纯消相和非相干泵浦的影

响，通过适当调整可以提高产生双光子纠缠对的强度。 

    5．采用几何投影法和有限元法优化了纳米线的顶部结构，给出了优化的纳米线结构参

数，大幅度提高了光子耦合输出效率，当采用椭球几何结构时 优化高宽比为 3.4，可以获

得 大耦合输出效率达。 

    6．分析了金属纳米粒子的散射谱，特别是金属环和金属双环的散射谱，Q 值，Pucell

因子等，为金属纳米粒子与量子点的相互作用打下了基础，采用有限元法计算了金属纳米线

等离子体波导对量子点自发辐射率的影响。 

    7．基于动力学平衡理论分析了量子点位错成核的优先位置，并在该位置进一步计算了

量子点形成刃位错和混合位错时量子点的临界尺寸。 

 

 

基于光子晶体光纤的亚波长光波导非线性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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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金辉 

课题组成员：苑金辉，余重秀，王葵如，桑新柱，申向伟，孟  凡，程晓鹏，彭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利用改进的堆积拉制技术制备出结构优化的小尺寸芯径光子晶体光纤(PCF)。实

验中，采用位移泵浦技术，优化泵浦脉冲参数，通过控制拉曼孤子自频移(RSSFS)效应的发

生过程，在中红外波段(>2000 nm)以及可见光波段产生了新频率的信号光，有效地解决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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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及短波段窄带脉冲源的获取问题。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利用具有双零色散波长的 PCF，泵浦脉冲工作在临近基模的第一个零色散波长(755 

nm)的反常色散区，当产生的拉曼孤子红移至第二个零色散波长(1325 nm)附近时，基于波矢

匹配，首次在中红外波段高效地产生了红移色散波。  

2. 利用特殊设计的高双折射 PCF 的基模，泵浦脉冲的工作波长分别位于 850 nm 和 870 

nm，首次产生了红移超过 1300 nm、到达中红外波段的双色拉曼孤子。 

3. 首次利用基模的 RSSFS 效应，在 700 至 550nm的范围内同时产生了二次和三次谐波，

泵浦转换效率达到 2.35%。 

4. 利用基模产生的红移孤子，在 PCF 的多个包层节点中产生了高效和宽带的蓝移色散

波。通过调节不同节点中泵浦脉冲的工作波长，所产生的色蓝移散波的中心波长可覆盖整个

可见光波段。 

 

 

适用于太比特光通信系统的多载波光源的理论与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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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周  浩，林嘉川，田  凤，刘  娜， 

孟  婉，涂  昊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成果包括： 
1. 首次将优化单边带调制器的模型引入到了循环频移器中，即通过加载 3 倍频的射频

信号产生的信号边带来抑制或消除三阶串扰分量的影响，建立了消除三阶串扰的改进的多载

波光源模型，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和数值仿真，得到了能实现高质量多载波输出的关键条

件和技术参数。这些结果为理解多载波光源的物理现象和实现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为多载波光源的实验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指导。 
2．提出了采用多种子光源和改进的循环频移器相结合的实验方案，该方案在保持较高

的输出光信噪比和平坦度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输出载波的数目。通过数值仿真实现了

180 个载波的高平坦度的多载波光源输出，为进一步提升多载波光源的实用性提供了理论和

技术支持。 
3．建立了基于单边带调制器的多载波光源的偏振特性模型，得到了相应的传输函数，

并进行了数值仿真，给出了各载波偏振态的变化情况，说明了偏振控制器在环路中的重要性；

同时，搭建了相应的实验系统进行实验验证，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吻合。 
4．根据理论优化的结果，搭建了相应的实验系统，得到了基于循环频移技术的高信噪

比、高平坦度、高稳定性的频率锁定的多载波光源输出。为研制适用于太比特光纤传输系统

实际可用的光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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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明安全组密钥协商协议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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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敏，金正平，高  飞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设计了一种即插即用传感器节点的认证和密钥生成方案。该方案安全性基于求解迹离

散对数的困难性。在该方案中，物联网终端是合法的节点，不可伪造；物联网终端还持有传

感器生产商提供的序列号信息的哈希值列表 H(s) list。 
2.提出一种基于自验证公钥的传感网节点间认证和密钥生成的方案。该方案不依赖在线

可信第三方、无需预置共享信息的条件下建立具有高连通性、即任意节点间均能够建立会话

密钥，可扩展性、允许节点的加入和退出，高抗毁性、节点密钥泄露对其它密钥间节点无影

响的认证和密钥生成机制；同时还避免了证书管理带来的计算和通信负担以及密钥托管问题。 
3.设计了一个三方口令认证的多密钥协商协议。该协议能够为移动用户提高高效服务；

对移动应用的用户来讲是可信赖的；可以灵活运用在多种应用中；具有可扩展性。 
 
 

云计算平台中资源调度和任务调度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徐  鹏 

课题组成员：徐  鹏，双  锴，孙  鑫，王智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课题组针对现有平台资源调度和任务调度的局限性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取得的研究

成果主要包括： 

1.研究了面向异构应用的多维云计算平台模型，定义了此云计算平台的静态模式和动态

模型，其中静态模型用于对云计算平台的构成进行抽象化描述，动态模型用于对云计算平台

的运作机制进行抽象化描述。 

2.研究了基于应用任务关联感知和主机资源整合的联合优化资源映射策略。其中“基于

应用任务关联感知”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虚拟技术带来的硬件与应用关系的解耦合，将若

干不同应用或应用组件共同并相互隔离地运行在相同的服务器上。“主机资源整合”主要是在

虚拟机映射过程中考虑将端到端通信量较大的虚拟机尽可能地放置以低复用链路为主的主

机上。本研究成果可以有效的提高主机利用水平，减少硬件成本和跨瓶颈网络压力，提高平

台运行效率。 

3.研究了基于异构应用任务选择的共享资源高效复用机制，利用资源多维特性提高云计

算平台资源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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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道干扰能量特征感知的异构网络 
共存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熊永平 
课题组成员：熊永平，宋  峥，张世哲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围绕基于开放 ISM 频段的不同无线通信体制和异构网络都能够探测信道能量这

一共同特性进而实现异构网络协调优化共存进行研究，研究无线网络高层特征定义和建模、

定义可能影响网络共存的网络各层特征，例如占用频谱、网络类型和流量模式等；基于信道

上干扰信号能量分析的高层特征感知与识别；基于所识别的特征优化网络共存，根据所识别

的共存网络的特征调节自身运行方式优化网络共存等几个方面。课题首先在蓝牙和 WiFi 网
络共存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用蓝牙设备探测 wifi 信道能量，同时结合 wifi 链路层流量

模型可以用 Pareto Model 进行建模，实现预测信道空闲时间分布并估算可能的冲突概率，进

而选择合适的包进行传输，实现了蓝牙的 wifi 的高效共存。课题同时还对移动环境下的移

动设备的移动统计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真实城市中的车辆运行轨迹信息，发现车

辆的移动具有时间稳定的统计规律，进而利用该规律实现了高效的车辆通信机制。 
 
 

云计算环境下的自主管理机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王  颖 
课题组成员：王  颖，殷  波，李仲元，冯秀玲，李妍霏，王  凯，田  程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云计算环境中能耗管理和异常检测的自主管理机制，提出自主能耗管理和自

主异常检测模型，设计能耗优化及异常检测算法，并通过仿真对模型和算法进行验证，其代

表性成果如下： 
1.云计算自主管理模型。在“监视-分析-规划-执行”自主控制环的基础上，分析和细化了

能耗管理和异常检测的自主管理功能模型。通过监测单元，系统监测模块定期采集系统性能

数据。分析单元中，性能和能耗模型对当前效用值进行分析和判断；规划单元中，根据分析

对自主管理目标制定调整方案，并在执行单元中执行规划的方案。 
2.虚拟机能耗计量模型。针对当前缺乏从虚拟机粒度对能耗进行计量的问题，通过分析

虚拟机的能耗构成，采用分段线性拟合的方法，训练得到虚拟机能耗计量模型的参数，并通

过实验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3.能耗优化算法。在能耗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节省能耗并提高资源利用率的

方法。通过分析得出虚拟机资源调整的成本模型，并训练得到能耗优化的全局效用函数，之

后设计算法实现了能耗优化，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算法的执行效率。 
4.异常检测算法。从异常检测的各种数据源、判定方法和实时性要求出发分析和设计了

适用于云计算环境的异常检测算法。综合运用门限值、状态机、统计比较等方法，实现了在

线的异常检测。同时，通过实验验证了算法的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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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全过程服务支撑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刘会永  

课题组成员：刘会永，吴  斌，赵春辉，林国辉，沈  成，李  钊，房宇星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依托北京地区就业特色项目，结合北邮就业工作的实际需要，研制形成覆盖学生、

企业、教师三类角色，并支撑就业服务的各项工作流程，为提升北邮就业工作的效率提高技

术支撑手段。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研究全过程就业服务工作的核心需求，研制就业服务

支撑平台的 DEMO 原型系统，形成就业服务支撑平台的需求分析说明书；（2）开发就业服

务支撑平台软件系统，并实现与必要系统的信息交互对接；（3）在北邮安装、部署、实用本

平台，对就业中心形成有效支撑。 
该课题采用如下的方法论和工作流程开展研究：需求调研——>需求评审——>DEMO

系统研制——>编写核心需求研究报告——系统研制——系统测试——内部试用——正式

上线。 终研制形成的平台分为四个子系统和两个模块，分别为： 流程支撑子系统、基础

支撑子系统、报表子系统、门户子系统、自身管理、接口管理。 

 

 

社会网络分析在下一代业务网络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沈奇威 

课题组成员：沈奇威，李  炜，张  涛，周  瑶，杨  帆，王大伟，宋  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发完成了一个面向数据分析人员和数据处理人员的海量数据处理平台，它集成

了多种常用的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并为用户提供了可视化操作界面，同时提供了数据管理、

任务监控、定时执行等多种管理功能平台提供插件式体系结构，图形化界面提交数据源以及

相关算法处理。实现了易用性：用户通过简单的 sql 语句和图形界面操作，就能对数据进行

各种操作。通用性：能够兼容常用的数据源（数据库、本地文件、FTP、HDFS）。能够对不

同形式（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能够提供常规数据统计、分

析、处理方法。可扩展：能够通过扩展支持不同格式的数据记录，能够通过扩展新增数据处

理方法。大规模：能够存储和处理海量数据，能够并行的进行高复杂度计算，提供了用于大

数据处理的算法工具箱，包括统计分析类（数据描述 MR 实现（均值、方差，中位数，任

意分位点），线性回归 MR 实现，主成分分析 MR 实现），数据处理类（基于 HBase 的 ETL
工具，MR 实现类似 Join 的功能，根据设定的关系，生成以用户为节点的网络），数据分析

类（基于空间模型(VSM)和 TF-IDF 对向量的相似性进行评估， 大团分析，PageRank 分析，

HITS 分析，自中心网络分析（凝聚因子，自中心网络图），贝叶斯分类，决策树分类，协同

过滤，用户门槛模型，基于回复关系的影响力模型，Power-Low 验证），在此平台框架下，

完成了用户消费门槛模型；分块密度矩阵分析；基于回复关系的影响力计算模型，基于帖子

回复序列的影响力评价模型等业务模型的研究，并用实际数据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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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境下高效可扩展移动服务关键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刘传昌 

课题组成员：刘传昌，商彦磊，彭  泳，孙慧峰，顾平莉，杨靖琦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在对信息提供类服务描述建模的基础上，基于数据集成研究中的一种查询重写算法

MiniCon 提出了一种信息提供类服务的自动组合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了信息提供类 Web

服务的两个特点，基于一个“枚举-组合”过程先匹配谓词再绑定变量，与一般基于直接搜索

的服务组合方法相比，性能上具有互补性，特别适用于像数据集成那样的有大量输入输出参

数不具有语义类型的场景，在一类典型问题上性能测试的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相当强的实用

性。 

2．基于用户分组的协同过滤方法设计并实现了一个云环境下个性化开放 API 推荐模型，

该这种方法只利用了非常少的用户对开放接口的调用信息（往返时间），然后预测出用户对

其它未曾调用的开放接口的往返时间， 后在大量同功能开放接口中选择出 佳的开放接口，

小规模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3．针对 Hadoop 节点执行速度不一致导致的性能瓶颈问题，基于节点异构性感知、负

载感知划分函数，提出了一种 Map/Reduce 性能提升方法。 

4．提出了一种基于 Web 服务通知（WS-Notification）规范和消息队列的云服务的分布

式多 ESB 交互方法，在该方法中，多个 ESB 之间通过消息队列云服务交换订阅信息，通过

ESB 中的 WS-N 组件服务进行消息的发布订阅，将分布式服务之间的消息交互，分散到多

个 ESB 上处理，以便将消息负载分摊到多个 ESB 上。 

 

 

面向服务的未来互联网中服务隐私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章  洋 

课题组成员：章  洋，石瑞生，赵  帅，黄丽婷，周海静，陈大伟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服务是未来互联网的设计目的，而未来互联网则是服务发展的基础，二者相互影响。随

着未来互联网的临近，尤其是新型接入网——物联网的发展，个人隐私的物理空间被映射到

广泛共享的信息服务空间。如何在未来网络服务环境中对隐私性信息的流动予以有序的限制，

已成为未来网络服务的一个基本挑战，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服务托管模式使该问题更加

复杂化。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用户进入信息空间的首要问题是对其进行标识，并保障 小身份信息泄露，提出了基

于自生成匿名凭证，建立关系型与凭证型身份的统一模型，通过身份自生成、可代理、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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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机制，实现高效的身份自我管理的理论。 

2.当隐私性信息进入服务端后，提出了基于加密与授权条件分离的集成理念以及托管者

透明的证据携带授权思路，完成托管时的高效隐私自控；对服务联合中隐私二次扩散问题，

在基于匿名凭证的粘着策略模型基础上，完成其实现机制的可组合与可在线审计，达到隐私

自控。 

3.建立了隐私自控的服务 终交付机制，并解决实用匿名消息传输服务中两个基本问题：

低延迟性和可证匿名性。 

 

 

无证书数字签名方案的设计与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金正平 

课题组成员：金正平，张  华，李文敏，郭  瑞，孙海燕，孙  溢，徐  洁， 

路秀华，张  敏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利用可证明安全理论方法，构建和改进对应的安全模型，并在该模型下设计了可

证明的具体方案。此外，在车载自组织网络、无线漫游服务网络等应用场景下设计了三个可

用于无证书签名方案的密钥协商、分发协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定义无证书多重代理签名 (CLMPS) 的形式化构造及安全性模型。 

2. 分析 CLMPS 安全模型和方案存在的漏洞，并对安全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一个改进

模型下可证明安全的 CLMPS 方案。 

3. 通过对 Liu 等人签密方案的安全性证明过程的分析，指出原方案证明所存在的漏洞，

并运用对用户公钥添加一个 Schnorr 型一次数字签名的方法，提出一个改进方案，并针对

性地给出了修改后方案的安全性分析。 

4. 为逐步实现安全且高效的无证书签名方案的设计，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并考虑到

无证书密码体制下私钥生成中心和用户之间部分密钥的分发需要建立安全通道的问题，设计

了三个不同的密钥协商和分发协议。 

 

 

跨域测量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苏玉洁 

课题组成员：苏玉洁，黄小红，张  沛，宁春雨，王  皓，陈晓云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针对跨域网络测量技术，研究和设计基于开放平台的域间测量框架及相关机

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一种安全、可靠的域间网络测量模型，并建立了原型系统，该模型采用分层

的分布式框架，在不同的管理域内部署域内网络测量代理，测量代理代理之间通过规范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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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控信令进行协同的跨域测量。 

2．设计并实现了测量模型中的域间抽象拓扑生成算法、资源预留路径发现算法。域间

抽象拓扑生成算法是指对管理域内的逻辑拓扑进行抽象，只保留域内外管理边界，不同管理

域的抽象拓扑图经过拼接形成全局的网络抽象拓扑图，该拓扑图隐藏了管理域内的拓扑细节，

但保持了管理间的网络可达性。资源预留路径发现算法是指根据全局的抽象拓扑图以及拓扑

图中的边值权重使用路径优化算法计算出源端到目的端的 优路径。 

3．提出并设计并实现了针对基于可信第三方的网络测量数据共享模型和基于安全多方

计算的数据共享模型。数据提供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不同的应用需求，选择不同的

数据发布模型， 大限度的保护网络测量数据的安全性。 

 

 

移动互联网认知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关建峰 

课题组成员：关建峰，许长桥，张  能，权  伟，张译丹，贾世杰，赵付涛，  

张  萌，李  杰，陈雨丰，马  富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移动互联网的认知能力为研究对象，着重在认知移动性管理、认知路由交换技

术以及各种认知服务等方面开展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认知移动性管理方面：提出了一种移动互联网的认知移动性管理方案，基于分离映射

思想，采用两种标识分离移动终端的身份和位置，并通过分离映射兼容各种网络类型，实现

统一命名和移动管理；提出了一种未来网络的 M-Label 服务命名机制，解决命名问题；针对

移动性管理不支持组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的移动性管理的组播支持方案。 

在认知路由交换方面：提出了一种认知网络下的流量预测模型，解决网络状态感知问题；

研究主用户移动模型，分析碰撞时间，解决用户移动预测问题；提出了一种认知互联网下的

稳定路由算法，解决机会路由冗余传输和重传开销问题；提出了一种路由优化方法及系统，

解决切换传输开销问题。 

在认知服务方面：提出了一种多路并行传输方法；提出了一种日志采集服务器及数据包

分发、日志聚类方法，解决日志聚类存储问题。 

 

 

因特网中的数据包传输与相应的排队网络模型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永江 

课题组成员：郭永江，杨建奎，韩海丽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因特网中数据包的传递规则，研究了通信网络中常见的 4 中模型：带有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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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单服务台排队系统，具有多类顾客到达的，非强占服务规则下运行的单服务台排队系

统，优先权服务规则下运行的 re-entrant 排队系统和单类顾客推广了 Jackson 型排队网络。在

以上 4 类模型中，把数据包当作顾客，网络节点看作服务员，应用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的极限

理论，研究了网络的近似行为，得到了（1）非强占服务规则下运行的单服务台排队系统的

流逼近及其收敛速度，并得到了系统稳定的充分条件；（2）单类顾客推广了 Jackson 型排队

网络的流逼近的指数收敛速度；（3）优先权服务规则下运行的 re-entrant 排队系统的流逼近

的指数收敛速度；（4）带有反馈机制的 GI/G/1 排队系统的流逼近的精细结果——泛函重对

数律。 

 

 

具有非线性连接的多层次神经网络的 

集群同步动力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  霞 

课题组成员：石  霞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充分发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方法方面的优势，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具有非线性连接方式的复杂神经网络的集群同步 

通过研究化学突触耦合神经元网络的集群同步行为，发现随着耦合强度或者网络中连接

数量的增加，兴奋性耦合网络会出现多集群到单集群（即同相）簇放电同步的转变，而抑制

性耦合网络只能达到多集群簇放电同步；通过研究经电突触和兴奋性化学突触耦合作用构成

的小世界神经元网络的同相簇放电同步行为，利用簇相位序参数衡量同相簇放电同步，发现

电突触耦合的网络比兴奋性化学突触耦合的网络容易达到同步, 随着耦合强度的增加，神经

元网络达到簇放电同步所需的链接概率会降低，这表明在今后的试验中可以通过同时调节耦

合强度和网络拓扑结构来实现网络同步放电。 

2.具有多层次拓扑结构的复杂神经网络的集群同步 

建立了具有双层结构的神经网络，每层网络具有小世界性质，各层神经元通过电突触或者化

学突触进行连接，研究各层之间的耦合强度的变化对于两层神经元同步的影响，发现电突触

耦合的网络随着层间的耦合强度的变化节律动力学不会发生变化，而化学突触耦合的神经网

络的节律动力学会随着强度的变化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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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网络系统的多种收敛速度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晓花 

课题组成员：李晓花，张丽华，刘立才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讨论排队网络中的各种模型及其衍生出的马尔可夫过程的稳定性及各种收敛速

度，包括几何收敛速度、次指数收敛速度、多项式收敛速度、对数收敛速度等等。对经典的

排队模型，例如 M/G/1 排队、EK/G/1 排队、PH/G/1 排队、以及 GI/G/1 排队系统，已给出

系统队长及等待时间几种遍历性的显性判别法，分析了遍历性和平稳分布尾部衰减与服务时

间分布的尾部之间的关系，然后给出几何收敛速度与平稳分布轻尾等价，以及次几何收敛速

度与平稳分布尾部次几何衰减之间对等价，对次几何的情况研究了三类：次指数收敛速度、

多项式收敛速度、对数收敛速度，给出了明确的收敛参数，并且该收敛参数容易寻找。而且

这些性质仅与服务时间分布尾部有关系，而与到达时间间隔无关。 

 

 

粒子滤波及其在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余翊华 

课题组成员：余翊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将粒子滤波算法和一种针对连续优化问题的蚁群算法相结合，设计了一种算法用于

处理正交频分复用系统中的频率偏离估计问题。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标准粒子滤波

算法在处理静态参数估计问题时的粒子退化问题。 

2．考虑多输入多输出-正交频分复用系统中的联合时变频率偏离和信道参数估计问题。

首先将模型做线性化处理，然后利用 H∞滤波算法处理基于该模型的时变频率偏离和信道参

数估计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的估计算法，该方法无需噪声的分布信

息，受到的约束条件更少，且算法的性能相当。 

3．研究一种针对连续优化问题的蚁群算法的性能，并将该算法应用于处理马尔可夫随

机场参数估计问题。相对于常用的基于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的方法，该算法在估计精度和计

算复杂度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4．考虑频率选择性信道条件下，当观测信号是传输信号和信道参数的非线性函数的情

况下，基于粒子滤波算法设计了一种盲估计算法。该算法设计使用一种混合重要性抽样分布，

相对于基于标准粒子滤波算法的方法，该算法在计算复杂度相当的情况下，在估计精度方面

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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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上博弈行为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程洪艳 

课题组成员：程洪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了复杂网络上依赖于个体收益（包括移动概率正相关于个体收益和移动概率

负相关于个体收益）的迁移行为对合作动力学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类型的网络上（包括

符合现实社会网络属性的无标度网络，以及正方形格子网络及 ER 随机网络）进行了数值模

拟，研究结果阐明了依赖于个体收益的迁移行为对合作动力学影响的规律及作用机制，对理

解和促进现实社会中的合作水平具有一定的意义。研究了无标度网络上囚徒困境博弈中策略

斑图的动力学组织行为。研究发现，网络的度关联特性对系统的策略斑图组织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随着度关联的增加，高连接度个体易于成为纯合作者，而低连接度个体则倾向于形成

紧密的度均匀的团簇结构。这两种对合作具有相反作用的过程的竞争形成了合作行为的共振

现象。 

 

 

一维自旋系统的非经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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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银燕，岳海娣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具有三自旋相互作用的 XXZ 模型中的量子失谐性质，揭示了量子失谐的强弱

与相互作用的强度、各向异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了量子失谐在某些区域具有量子纠缠

所不具有的再增长现象，这表明量子失谐是一种比量子纠缠更为普遍的量子关联。此外，在

铁磁区域的基态将存在量子相变。 

2.研究了具有 DM 相互作用的三个自旋 XXZ 海森堡系统中的量子失谐。发现 DM 相互

作用和相互作用各项异性都能提高量子失谐和量子纠缠，但是 DM 相互作用效果更高效。

通过同步控制 DM 相互作用和 各项异性，可以得到 大量子失谐。发现系统演化过程中，

量子失谐衰减比量子纠缠的更缓慢，这说明作为量子信息的资源，量子失谐比量子纠缠更为

实用和稳定。 

3.研究了两比特的海森堡XY自旋链中几种非经典关联度量方式QD,MID和GMQD, 定

量分析给出了几种度量方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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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SiO2@Ag 同轴纳米结构的光波导特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符秀丽 

课题组成员：符秀丽，田  玉，郭  翔，吴志培，张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执行期间获得了几种高质量的 Ag 纳米线及其 Ag@SiO2 双层同轴纳米结构的

制备技术和物性。一维同轴波导的光学特性理论研究结果表明：⑴双层平面波导始终为正常

色散并且电磁场尺寸难以控制；三层平面波导可以较好的限制光束尺寸并且可以产生异常色

散。⑵一维多层同轴结构保持了二维波导的异常色散特性，并且当一维波导的半径减小到

50nm 以下时，色散曲线会出现额外的负群速度区以及零群速度点。⑶芯层材料与外层材料

介电常数不同时，在色散关系中将出现一个光学禁带。而光学禁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潜在应

用价值，比如实现纳米尺寸下的光子晶体。 

 

 

对称性破缺结构中的表面等离激元类量子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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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燕，赵玉芳，王  晨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理论和实验上研究了对称性破缺结构中的表面等离激元类量子效应研究，并实

现了一定功能的微纳表面等离激元光子器件。如在金属薄膜上设计并制备了单个超紧凑的非

对称 T 型狭缝结构单元（非阵列，footprint 只有 0.9 μm2），利用大面积入射光，在实验上成

功地观察到 SPP EIT-like 现象，理论和实验符合很好。在非对称 T 型狭缝中，由于对称性破

缺，非对称 T 型狭缝左右两边的谐振腔散射出来的光反相，导致相干相消，从而实现 SPP 

EIT-like 现象。该非对称 T 型狭缝结构具有尺寸小、品质因子变大、易于加工、便于实验观

察等特性，因此在超紧凑的表面等离激元功能器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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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上的人的动力行为学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吴  晔 

课题组成员：吴  晔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复杂网络上的人的行为动力学规律，建立了三人以及三人以上通信模型，并

研究了人的泊松和非泊松通信行为对谣言传播和病毒传播的影响。基于复杂网络和人的行为

动力学理论建立了移动通信基站网络，对通信业务进行了建模。 后，还根据人在因特网上

的真实数据，研究了人在因特网上的非泊松行为。该课题研究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人的行为特

点，对通信，舆论控制等具有指导意义。 

 

 

自适应智能知识库系统程序设计语言的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卢本捷 

课题组成员：卢本捷，高  惠，王  贺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考察了现有的 Prolog 程序语言解释引擎的工作模式，对 近出现的 UCT 算法进

行改进，提出来以 优优先的搜索方式对 Prolog 引擎进行重新实现的方案。课题中给出了

Prolog 谓词的基于 UCB 算法的评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启发函数指导引擎的搜索过程。新

的 Prolog 引擎可以根据运行时刻的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动态调整其搜索路径，具有更高的运

算效率。该 Prolog 引擎被为自适应 Prolog（Adaptive Prolog）。 

该课题成功地把蒙特卡洛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了基于机器学习的自适

应的 优优先搜索策略，从概率意义上大幅度提高了 Prolog 的工作效率，拓广了 Prolog 的

应用范围。在不改变 Prolog 的表面基础结构的情况下，使得 Prolog 的运行模式动态可调整，

并且对原有的普通 Prolog 程序保持兼容性，从而便于 Prolog 程序的升级，给这个古老的人

工智能工具注入新的活力。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在构建专家系统，基于领域的知识库等方

面，相对于传统的 Prolog 引擎，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广的应用范围。 

课题实现了一个完整的 Prolog 集成开发环境，并以典型的案例验证了新引擎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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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的网络性能的测量和控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毅东 

课题组成员：崔毅东，杨  谈，金跃辉，王琦瑶，胡  军，孙福泉，张  晴， 

龚西西，丁海杰，王维涛，杨华卫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开发了一套基于 Hadoop 的网络性能采集系统，能够基于 HTML5 进行呈现。部

署到 PlanetLab 的国内 20 个节点上，进行了数据采集。在该采集系统中，实现了适用于广

域环境的单双向时延、丢包、抖动、以及视频流性能指标（延迟因子：IETF-RFC4445、媒

体丢失率： IETF-RFC4445）的测量算法。在该采集系统中，实现了分布式数据存储机制，

能够长期大量采集并保存网络的性能信息；能够利用 Hadoop 的 Map-Reduce 数据处理方法

统计网络性能信息的统计特征。对采集到的部分时延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包括聚类、混沌特

征刻画等。从理论上分析了 TCP-RED 机制的路由器的输出队列稳定性，利用相空间重构方

法探索流量中隐藏的混沌特征，并且使用 大李亚普诺夫指数判断路由器的稳定性，以及调

整 RED 参数实现对路由器流量的时延和抖动进行稳定性控制。 

 

 

面向海量业务数据的分布式存储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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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庆同，崔倩楠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面向顺序产生、顺序处理、文件小、海量的文件数量等特点的数据存储需求，设

计了面向海量顺序小文件的分布式存储系统。采用数据流和控制流分离的处理架构,设计了

大文件块存储大量小文件结构、块内文件结构、和文件块的关联方式等，实现了对海量顺序

小文件优化存储。大大减少了数据操作过程中与负载均衡器的通信次数和文件的打开关闭次

数，实现了顺序小文件的高效读写。本课题研究了静态负载均衡算法和动态负载均衡算法，

提出了基于动态反馈的负载收集策略和基于概率模型的动态调度算法。将存储节点按存储容

量百分比划分队列，以概率模型选取相应的队列，在队列中通过轮询策略选取相应节点，并

在选取过程中跳过高负载节点，实现了文件块存储的负载均衡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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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代码安全性确保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陆天波 

课题组成员：陆天波，赵玲玲，许兵，杜士贤，郭晓博，姚普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以软件代码安全确保研究为基础，该课题从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等方面讨论如何确保软

件的安全性(Security)、保险性(Safety)、可靠性(Reliability)及生存性(Survivability)，按照从模

型研究入手、以具体技术为突破、使用和改善现有安全确保工具的思路开展研究。就代码分

析具体技术而言，该课题通过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方面的探索，针对程序设计中容易存在

的多种安全问题，分别探寻了问题的根源及检测方法。 后通过对代码安全工具优缺点的比

较，给出了一些提高安全检查效果的建议，并针对不同语言的代码安全确保工具进行了使用

和改进。 

 

 

基于云计算的海量卫星遥感数据处理中 

资源调度模型与方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修佳鹏 

课题组成员：修佳鹏，杨正球，刘  辰，王  晶，薇  娜，唐  游，董燕秋， 

            孙文琪，张志超，付  平，罗  漩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工作针对海量卫星遥感参量产品生产的需求，研究了卫星遥感参量产品语义元数

据模型及参量产品生产元数据模型；提出了基于本体的卫星遥感参量产品元数据模型，基于

此实现了卫星遥感数据编目系统及参量产品生产系统；为了提高系统的处理效率，研究了基

于云计算平台的卫星遥感数据存储及处理方法，重点研究了其中资源调度机制，提出了基于

优化的蚁群算法的云平台资源调度算法，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参量产品生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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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环境下风险厌恶型纵向两级供应链的 

决策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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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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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该课题给出了一个构建收益 大化目标函数的方法以及证明。在已

有的研究中，目标函数通常直接构建收益 大化函数进行建模，然后给出求解或算法。然而，

条件在险价值函数自身的目标函数是一个 小化函数，已有的研究普遍采用 2000 年金融优

化领域学者给出的一个等价二次优化函数，而很少进行理论论证其等价性和可行性。该课题

给出了理论证明，并通过供应链合同进行了理论验证，从而为风险厌恶型供应链管理提供了

更加直观的方法。 

 

 

互动式创新技术扩散与采纳的基础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丹 

课题组成员：刘  丹，赵珊珊，殷亚文，盛琪然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中交互式创新是指以通信为主要目的各种业务的创新，如固定电话业务、移动电

话业务、传真、即时通信等，这类创新与非交互式创新 大的区别是其效用价值主要来自于

采纳者间的通信。此类交互式创新的效用价值来自于采纳者间的相互沟通，这是与非交互类

创新 大的区别。 

该课题以研究交互式创新扩散的社会影响机制为出发点，研究交互式创新早期采纳者的

采纳决策影响因素和交互式创新中同质异质性信息扩散规律，从而进一步研究创新中个人采

纳门槛影响因素和分布规律。研究交互式创新的引入对社会系统的平衡模式的影响，从而达

到交互式创新的引入使得系统获得益处。同时构建交互式通信创新中结果的测量方法与评价

体系，以分析交互式创新对不同时期采纳群体的社会经济影响，为新的交互式创新业务的推

广和评价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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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产业系统演化机理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飞 

课题组成员：陈  飞，张晓航，王  宁，王雨辰，侯又榕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电信产业系统的布鲁塞尔器模型，并对电信产业系统的耗散

结构特性进行分析，得到了电信产业系统形成自组织演化条件。 

2．运用协同学及灰色系统建模方法构建了电信产业系统协同演化模型，并通过定量计

算控制求解出电信产业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 

3．根据超循环理论构建了电信产业系统内部演化的三个层次的超循环模型，得出电信

产业系统的演化发展基本途径。 

4．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结果，分析了我国电信业演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家族企业接班人与企业主冲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连娟 

课题组成员：王连娟，唐  鹏，张  娜，王  青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平均年龄 44.4 岁，由此推算未来 10 到

20 年将是中国家族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接班的顺利进行关乎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接班

人与企业主冲突是接班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该课题对家族企业冲突进行系统的文献综述，论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家族企业接班的概

况、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接班过程中的父（母）子（女）关系、接班中的冲突、接班人的

接班满意度及接班意愿。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课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百善

孝为首”， “孝”成为一种伦理心境，子女即使与父辈有不同意见，迫于文化和心境压力，也

须尊从，因而冲突易处于隐状态。接班过程中，接班人与企业主的隐性冲突表现为：消极的

逃避和积极的回避，当接班人与企业主的冲突表现为消极的逃避时，接班人接班的意愿不强；

当接班人与企业主的冲突变现为积极的回避时，接班人的接班意愿强。通过与接班人学校中

的接班人的访谈进行案例的写作，并对二手资料进行整理形成案例。 

 

 



317 

移动互联网模式下的用户行为模式及其实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  旭 

课题组成员：杨  旭，彭  扬，闫  蕾，朱翊菲，葛成凯，陈  洋， 

杨  婷，潘  峰，王  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通过文献研读，以及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用户行为的模式、影响因素和影响效果进

行重点分析，研究建立了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UTAUT），引入信任、用户特征及

移动互联网模式特征的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了理论假设。 

2．针对上述模型，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典型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包括移动商务、移

动互联网情景感知服务、移动教育等等，证实了理论假设。 

 

 

信息化对货币体系的冲击及其管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志文 

课题组成员：彭志文，王旭辉，梁雄建，周宏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从电子银行业务（包括网络银行业务、移动银行业务、银行卡（借记）业务）、预付

卡（包括电子钱包、近场非接移动支付）、信用卡、虚拟货币四个方面分析信息化对货币支

付体系的冲击，分析了各种模式中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

系统方案提供商、特约商户、客户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央银行如何协同有关部门对电

子支付体系施行有效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2.指出基于结构化 P2P 的分布式哈希表（DHTs）能够提供分散化和自组织的优势，通

用即插即用（UPnP）技术能够扩展终端能力，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多媒体通信体验。这

些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电子支付和电子金融领域，基于这些技术的业务系统具有广

阔的创新空间。 

3.指出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资产定价只是一般资产定价模型的一种具体变形。这一模型可

应用于虚拟货币的定价问题，也可用于分析不同虚拟货币兑换制度下的价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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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网络消费者行为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继红 

课题组成员：彭继红，胡  春，赵保国，莫觅达，姜梦寒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女性网络

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电商的发展提供营销策略建议。 

现代营销理论认为，对于营销者而言，公司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存在的，只有比

竞争对手更了解消费者，这些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所以研究消费者行为成为企业营销者的工

作重心之一。数字革命催生了大量的网络消费者，网络环境下的消费者与传统环境下的消费

者相比，有共同之处，但有更多自身的特点。女性是网络消费的主力军，女性爱购物的天性

使其与男性网络消费者相比，又有许多自身特点。因此，研究女性网络消费者行为，有着重

要的意义。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等形式，来探索中国女性网络消费者的行为特

征及影响因素。并以淘宝网的女性消费者作为个案，进行研究。 后根据研究得出的结论，

从消费者决策的五步骤的角度入手，分别提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建议。 

   

 

移动多媒体业务的扩散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霞 

课题组成员：陈  霞，郭龙飞，张志杰，闫晶晶，何  仲，张志峰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选择了典型的移动多媒体业务，对其进行了创新属性、用户接受意愿和扩散因素

分析，并对扩散规律进行探讨，构建了创新扩散扩展模型，对移动多媒体业务的创新扩散机

理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 

1．基于价格、价值链等因素研究移动多媒体业务的扩散，建立移动多媒体业务的创新

属性集合（以文本信息增值业务为例）。 

2．结合新兴移动多媒体增值业务，基于创新属性对移动多媒体业务的创新扩散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以新兴文本信息增值业务为例）。 

3．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 模型），对移动多媒体增值业务的用户接受意愿进行研究(以

移动广告为例)。 

4．基于 SIS 模型（病毒传播模型），对移动互联网的扩散进行分析（以 facebook 和 Twitter

为例）。 

5．基于 BASS 模型，构建移动多媒体增值业务的创新扩散 BASS 扩展模型（以移动 SNS

为例）。 

研究能理论结合实证，研究方法可行，研究结论对移动多媒体业务的运营具有现实意义

和参考价值。 



319 

消费者关于网络团购产品的偏好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宁连举 

课题组成员：宁连举，傅四保，冯  鑫，商  浩，张欣欣，夏  文，张莹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基于产品价值理论，建立消费购买决策中产品体验的价值模型，有助于在完全信息下

对探究影响消费者偏好行为的因素。 

2.以餐饮类为例，发现价格是用户选择团购产品时 关注的因素，但要在产品其他属性

都满足其基本需求时才会购买,为营销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3.研究影响团购用户冲动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发现产品特征、情景特征及用户个性特

征与团购冲动购买意愿正相关，为网络团购运营指明了方向。 

4.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下，从四个新维度构建了 3G 定制终端的购买意愿模型，研究结

果能为运营商和手机生产商设计 3G 终端，制定营销策略等方面提供参考。 

 

 

网络经济下供需关系演化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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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桃，王  宁，李小萌，张  磊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传统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网络经济自身特点（如网络外部性、需求方规模

经济等），以 C2C 电子商务模式为例，研究在复杂网络结构中经济主体的购买行为，深入挖

掘 C2C 市场的运行规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网络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消费者网

络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结构方程构建购买意向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网络购物

态度、网络信息搜寻态度、主管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过去网购行为对网络购物意向的影

响。 

2.网络购买意向的动力学行为分析——构建网购行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探讨不同环境

下消费者网购的演化过程。将网购卖家的营销行为纳入到系统动力学模型作为外生变量，研

究表明网购卖家的营销活动对争取新增用户具有显著的作用。 

3.复杂网络演化机制——利用 netlogo 软件模拟多主体共同作用下网络购买行为涌现出

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网络外部性将通过消费者主管规范因素对个体网购行为产生巨大的

影响，可有效降低临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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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代理的多准则群决策模型及其在企业风险 
管理中的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秀娟 

课题组成员：赵秀娟，李米隆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通过和企业管理层和在操作层面的员工讨论，了解并收集到了这些企业进行风险

管理的操作策略；开发出了符合企业风险分析要求的多准则群决策模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估计模型参数，并应用模拟生成数据和实际数据完成了模型验证任务；基于已经完成的多准

则群决策模型的分析与验证结果，根据这些结果进一步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讨论了不同模型

使用不同的参数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影响模型性能的因素，并推荐了选择合适的模型参数的准

则。 

 

 

网络性企业市场化过程中的效率和 
社会福利研究及其规制对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  惠 

课题组成员：彭  惠，曾梁杰，全智敏，郭  斐，牛琳玉，宋  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建立了网络性服务业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分阶段盈利和营销模型，提出服务质量迁移概

念，即转型中的服务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自身营利目的的驱使下，会凭借其特殊的市场

地位通过提供多样化服务、拉开普遍服务和高端业务之间在服务质量和价格上的差距促使消

费者选择高价格服务，从而影响普遍服务水平。 
2.以中国邮政为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邮政的技术和管理变革、价格策略，对各类

邮件的全程时限、消费者满意度进行调查，从而分析中国邮政的服务效率、技术进步和消费

者福利的变动情况，邮政市场消费者福利的变化情况。八省市之间的邮件互发数据表明中国

邮政各类邮件的处理时限都比改革前降低，尤其是普遍信件业务。同时，通过分析我国快递

市场的结构，比较中国邮政、民营和外资快递企业的各项经营指标，分析了中国邮政在高端

业务上的竞争力和效率。 
3.以中国通信业为案例，全面分析了中国通信市场上的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化特点，以及

这种特点对于中国通信企业的影响；分析了转轨过程中通信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及其对企业

业绩的影响；分析了转轨过程中通信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 
4.分析了对网络性服务行业的改革和规制思路，认为网络性服务行业在市场化的进程中

应同时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引入竞争，才能 终促使社会福利的提高；认为应该加强对国

有控股的网络性企业的治理结构的监管和引导，才能提到网络性企业的效率和管理水平，提

高网络性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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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服务模式下用户技术采纳行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潘  煜 

课题组成员：潘  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个人用户云服务采纳区别与其它技术创新的核心特征，分析技术采纳理论

（TAM）、统一技术接受理论（UTAUT）、创新扩散曲线（IDT）等理论的局限性，对以上

理论模型进行扩展，结合生活方式（Lifestytles）相关理论研究，建立了基于生活方式的个

人用户云服务采纳模型；以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为切入点，设计了促进个人用户云服务的营

销推广策略。 

 

 

信息产品定价机制及营销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琦 

课题组成员：王  琦，陈  霞，何  仲，贾  原，张  颖，邵雪娇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对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网络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理论，通过数理建模、比较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信息产品的经济特性。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基于信息产品的代际关系分别研究同代信息产品在不同情形下的 优营销定价机制，

和不同代际间信息产品的替代、竞争关系及其消费者接受意愿。 

2.研究 3G 定制手机扩散特性，引入 Bsss 模型并构建了非恒定性附随扩散模型。基于

China-VALS 模型，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需求与使用动机为维度，对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

智能手机用户市场可能存在的“族群”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3.研究了新兴文本信息增值业务创新属性研究、扩散的影响因素、给运营商带来的挑战

及应对策略等。 

4.基于云服务的特征，按照存在或不存在第三方认证机构建立两种云服务信任博弈模型，

建立基于第三方认证的云服务交易机制与信任管理机制， 后构建云服务信任评价模型。 

5.通过对移动互联网的定义、特点、类型以及商业模式的讨论，建立基于 UTAUT 模型

的消费者接受模型，做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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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BRL 的网络财务信息呈报及经济后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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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对信息元素层次结构的定义，并形成了信息元素表；2.从

理论上建模分析 XBRL 财务报告下投资者决策与传统报告模式下的区别，并以会计、经济

学 MBA 和 MPACC 学生为实验对象，验证 XBRL 财务报告和信息元素定义对投资者决策的

影响。3.通过事件分析法对 XBRL 年报披露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整

体来看市场并没有对 XBRL 年报的披露产生异常波动，但是对于沪市而言，XBRL 年报的

信息含量已经有所表现。 

 

 

Web2.0 时代网络消费者行为与消费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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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晶，霍煜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关注 web2.0 时代网络消费者消费行为特点，具体来看，关注的研究内容和

取得的成果如下： 

1．在网站评论和建议系统的影响研究方面，研究了网站的评论和建议系统对网络消费

者网站的信任和购买意向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消费者自发进行评论和建议不仅会

显著影响消费者对网站的信任，更会影响他们的消费意向。 

2．在网络消费者购买意向的研究方面，研究了消费者感知的价值和信任对消费意向的影

响，同时在以大五人格为中介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了口碑与消费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

果表明，消费者感知的价值和信任对消费者的消费意向产生影响，同时消费者感知的价值与

信任之间也会产生交互作用。 

3．在社交互动平台研究方面，由于 SNS 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网络互动平台，因此相关

研究较少，课题组关注了使用 SNS 用户的动机及行为特征。用户使用 SNS 的动机可以划分

为 7 个类型，对使用行为也产生了影响。 

4．在移动服务持续使用方面，课题组关注了移动服务持续改善的影响因素，并使用实

验研究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移动服务持续改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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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互联网数字内容分发平台的商业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曹建彤 

课题组成员：曹建彤，忻展红，岳  欣，廖  康，鲍媛媛，崔瑞源，章  恒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针对目前互联网信息流量与质量不可控制，网络与客户不可管理从而导致信息服务行业

不可持续等问题，该课题研究了如何在如此混乱的信息服务市场，建立起一个新的面向信息

消费者的互联网数字内容分发服务平台。平台设计以服务理念为核心，从挖掘及甄别现代服

务业新的价值空间入手，探讨了如何将新的价值空间转化为商业模式，并将商业模式构成要

素映射为服务功能模块，进而给出信息系统开发方案的循证式系统理论体系。  

该课题摆脱了基于技术寻找应用的传统路线，首先从服务概念上预测创新方向，并指导

商业模式创新，可以保证服务功能设计的完备性、技术解决方案的稳妥性、价值创造的可实

现性，从而保障服务经济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营及管理的可控性。 

课题设计了搭建的互联网数字内容分发平台将具备新型商业模式、产品定价规则、信息

供应渠道、信息质量保障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客户认证与支付体系以及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等一系列完备的市场规则和机制。 

 

 

现代服务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车培荣 

课题组成员：车培荣，王丽丽，史宏霞，陈晶晶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服务绩效的概念及内涵、现代服务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及相关的管理问题进

行了研究，具体如下： 

1．在服务特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提炼、总结，分析服务绩效的概念、内涵

与制造企业、传统服务业绩效的不同，提出了基于绩效棱柱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服务绩效概

念模型。 

2．现代服务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文献归纳，总结影响现代服务企业绩效

的因素，深入分析影响服务企业绩效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关键资源、能力、流程，利益相关

者的投入形成企业的核心资源和能力，企业拥有了这些资源和能力才能有效地去执行企业的

各种关键流程，企业的流程绩效才能实现。但是，企业 终的服务绩效不仅仅取决于流程绩

效，企业外部环境对服务绩效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内外因素必须动态协调作用，服务绩效才

能提升。 

3．现代服务企业绩效的管理应用研究：利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深入探讨了影响服务绩

效的企业内外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仿真了他们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得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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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商务典型应用领域关键参与者动机与 

商业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欣艳 

课题组成员：赵欣艳，霍煜梅，沈阿强，李晓宾，马  玥，孙弼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日益发展的移动商务（m-commerce）领域在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进行了本

土化研究，不仅结合国际已有的研究基础，同时考虑特定的国家政策、经济和文化特点，弥

补了国内移动商务典型应用领域商家动机的研究、特定应用领域的商业模式的研究的空白。 

该课题主要开展了三方面的研究： 

1.典型应用领域消费者的采纳动机：针对线下零售领域的移动商务活动，通过研究，识

别了消费者关心的因素和担心的问题，建立移动商务消费者动机模型。 

2.典型应用领域商家的参与动机和期望：针对线下零售领域的移动商务活动，通过研究，

识别了商家关心的因素和担心的问题，建立了商家期望模型。 

3.典型应用领域移动商务商业模式设计：通过移动应用商店产业价值链和商业模式，建

立了移动应用商店商业模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应用，明确现有模式的改进重点和方向。 

 

 

开放条件下的电信产业规制理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谢智勇 

课题组成员：谢智勇，魏  方，张  迪，刘  镇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电信产业的相关规制理论问题。首先，研究自然垄断产业

政府规制的创新理论，包括规制理论对自然垄断产业的基本属性的界定、自然垄断理论的创

新尝试；其次，研究国际竞争视角下的自然垄断规制理论，包括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特征向

世界范围扩展的趋势、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特征向世界范围扩展所带来的新问题；再次，该

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是研究电信产业引入竞争的分析，并进行了对比研究； 后，提出

对电信产业进行规制的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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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N 网络中基于 CS 理论的信息采集、传递及 

汇聚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勇 

课题组成员：刘  勇，张  勖，张碧玲，董跃武，姬艳丽，魏东红，贺雅璇，李明志 

结题时间： 2012 年 4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基于压缩感知（CS）技术，系统研究了 CS 技术在 WSN 网络中的分布式信息采

集、信息传递以及接收端的信息汇聚技术。 

该课题首先对压缩感知技术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测量矩阵的设计和稀疏信号的重构进行

了深入分析研究以及归纳总结。在现有重构解码算法基础上，提出了 2 种新型联合解码算法，

其中一种解码算法将 CMP 补空间匹配追踪算法与 StOMP 联合考虑，减小了迭代次数，并

提高了重构信号质量，提出的第二种解码算法则是贪婪迭代算法的改进，通过优化的原子挑

选方法极大地缩短了重构时间，为压缩感知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基于对测量矩阵和稀疏信号重构两方面的研究基础，对分布式压缩感知编码 DCS、信

道估计以及信息融合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信源信道联合编码算法，即通过信道估

计信息及接收到的实际信号，直接获得信源信息的稀疏化表达，从而恢复信号。并且由于该

方法省去了对接收信号的估计，从而避免了由于估计带来的误差，获得了更好的重构效果。 

在基于压缩感知的信息融合基础上，对数据分析的相关技术进行研究，并提出基于 SVM（支

持向量机）的启发式参数选择算法及集成学习算法。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该课题基于 matlab 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各解码算法、分布式 DCS

编码及融合、信道估计的基础系统平台，经进一步开发可作为后续研究的开发平台。 

 

 

移动课程管理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青 

课题组成员：李  青，刘洪沛，王  楠，江  蓉，侯忠霞，孔  冲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特别是 3G 网络的推广，移动学习在各个方面都已显示出其应

用潜力。由于移动学习的内容受到通信网络带宽和终端设备计算和表现能力的限制，移动学

习内容的设计、创建和共享都和传统的 e-Learning 有一定的差异。该课题研究探索了移动学

习课程开发的关键技术，并且研制出可用于的移动学习的移动课程管理系统以及移动多媒体

点播系统原型软件。该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研制可适应多种移动终端设备显示的移动课程的模版一套，包括内容框架和显示样

式，在 iPhone 和 Android 等平台的主流智能手机上取得 佳显示效果，并兼容大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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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P2 的普通手机。研制用于平板电脑的基于文字和视频两类课程模版各一套。 

2．开发移动课程管理系统一套。在该系统中应用项目成果 1 中研制的课程模版，通过

该系统提供移动课程的制作、递送、管理和使用情况跟踪等功能，并以此工具制作和部署

11 门移动课程作为应用示范。 

3．开发手机移动多媒体点播系统一套,提供多媒体内容的上传、管理、流式点播和内容

评价功能，并通过流媒体服务器提供移动设备的视频流媒体点播功能。 

 

 

CPS 中基于移动自组织网络的大规模传感信息 

可靠传输协议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勖 

课题组成员：张  勖，于翠波，王显贺，黎晓波，卢  贺，徐  鹏，王  正，李河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分析现有国内外 CPS 文献及可靠传输文献基础上，设计了基于移动自组织形式

的 CPS 体系结构，研究了通信在 CPS 中的作用及其度量参数。重点设计并验证了 CPS 中 sink

节点与 controller 节点之间的可靠传输协议，其特点是通过对空时信息进行融合生成事件，

以事件可靠性作为度量指标，并采用估计误差的方法来有效减少开销，仿真显示协议满足设

计需求，并在 CPS 闭环控制中能使系统尽快进入稳态。此外，课题还在 NS2 的基础上构建

了 CPS 仿真平台，并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基于渠道管理 CPC 模型的教育产品推广路径 

识别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童莉莉 

课题组成员：童莉莉，王晓军，郑铭兴，王君珺，李新欣，佟宇翔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 

1．将渠道理论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基于教育领域的渠道匹配模型，

提出教育渠道结构、教育渠道职能与教育渠道绩效之间的概念模型 P=C（S,F）。该研究选取

当前流行 5 类教育手段的特征属性，整理提炼他们的结构特征 S（长度、密度和广度），同

时结合各教育手段所能承载的职能提出 F 职能集（宣传、体验、互动......),基于这两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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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作用，测算各类教育手段的 终绩效表现 P。 

 2．在多种教育手段尤其是教育信息化手段蓬勃发展的时期，提出教育渠道协同理念，

实现多元化教育手段的有序配置、促进教育活动的效果提升。 

     渠道协同通常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上下游协同，主要指处于同一渠道长度链条上的

各级别渠道元素直接配合，包括信息共享、相互信任和关系承诺；二是横向互补，指处于同

一层级的不同渠道类型之间的配合，包括渠道互补和渠道分流。 

3．提出三维教育渠道管理框架。该框架是融合了教育手段结构、教育产品和教育管理

线条的综合性管理框架。它从理论角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视图，从实用角度本课题将提出切

片和钻取两种应用方式来简化该三维框架的应用难度，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际操作意义。 

 

 

基于层次决策模型决策结果敏感性的数据分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冰 

课题组成员：王  冰，傅四保，黄淑萍，李向明，张志青，马焕新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将理论用于实践，用实践说明理论。该课题对 HDM

的专家观念集成方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 HDM 模型的“对决策排序结果不敏感的权重向量

空间”的概念和数学阐述。明确提出对于固定的 HDM 模型，在专家群体决策中，各个专家

决策落在上述权重向量空间中的概率的计算方法；给出不同决策排序结果概率的计算方法。

采用实证案例研究了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某次决策，在使用同样的 HDM 模型，而采用不同的

群体观念集成方法（权重均值法或专家投票法）对决策的影响。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的流量分析与仿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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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勖，董跃武，勾学荣，刘  勇，张碧玲，毛京丽， 

王显贺，黎晓波，沈  骏，李河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智能系统，它综

合了计算、通信和物理环境感知等多方面因素，CPS 通过 3C ( Computation, Communication, 

Control)技术的深度协作和有机融合，实现大型系统的实时感知、信息融合和动态控制，具

有广泛而重要的应用前景。为了揭示复杂、异构 CPS 网络环境下的业务流量特征，必须先

厘清 CPS 网络结构组成、传输带宽、传输内容以及传输协议与传统网络的区别和联系，信

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中 Sensor 节点与 Sink 节点、Sink 节点与 Controller 节点之间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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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及流量特性，对 CPS 的规划设计、性能分析至关重要，该课题对 CPS、流量模型进

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形成如下研究结果： 

1.完成 CPS 架构及业务量、流量建模方法的文献检索及分析，成果是《信息-物理融合

系统（CPS）的业务流量特性与分析方法综述》。 

2.针对 CPS 的特点，选定远程医疗中体测数据的采集的应用场景，设计面向社区家庭的

医疗保健 CPS 应用方案，仿真实现应用场景下的业务量。 并在 NS-2 平台上实现了应用场

景业务量的仿真。 

 

 

母语负迁移对中国学生日语写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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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颖，周慧芬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收集了日语学习者从初级到中级、高级阶段的作文。针对中国学生日语作文中的

“偏误”，通过对比分析学习者的母语汉语和目标语日语之间的不同语言特点，从“语法”层面

讨论了汉语对日文写作的负迁移影响。同时，课题将学习过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3 阶段，

对比了不同阶段中母语负迁移的特点，分析中国人学日语过程中阶段性的错误。 

该课题还针对偏误率高、比较难掌握的语法点「テイル」和终助词进行了调查，通过与

汉语对比，分析了日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探索了引起偏误的本质。并且为「テイル」和终助

词的教学提供了参考性教学方案，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学习者对「テイル」和终助词的意义、

使用规则的认识和把握。 

课题 后还结合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了克服母语负迁移，促进日语教学的策略。教学策

略分别为“加大日语输入，培养日语语感”“循序渐进，难点分散”“加强日汉对比，减少母语

对日语的负迁移”。 

 

 

执政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程玉红 

课题组成员：程玉红，李秀清，曾静平，侯丽莎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研究分为以下三部分内容。 

1．网络舆情背后的中国现实问题。网络舆情研究的这些问题，从深层次来看，它所涉

及到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来的普通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这些网络舆情

反映的恰恰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经过三十年改

革开放取得了成就，然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也丝毫不容乐观。

报告首先就网络舆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现阶段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贫富差距问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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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和就业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提出这些现实问题是为了思考网

络舆情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之本质。 

2．网络舆情的管制与疏导。网络化、信息化社会来临之后，各方面都受到深刻影响，

普通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活动空前高涨。网络舆情的兴起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对执政党

产生着严峻的冲击和影响。我国网络普及化的同时，网民数量已经成为世界上 多的网民国

家。网络参政问政、体制外政治参与活动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导播，使得执政党面临纷繁

复杂的网络舆情现象，一方面进行管制，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进行有效疏导。 

3．执政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建设路径。网络舆情所反映的诸多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直接关系着执政党能不能获得民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天，作为执政党我党

面临着的社会问题已经和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面临着的社会问题非常相似。客观上，我党面

临着政党、社会、国家三者之间适度的分离趋势，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沿着这种思路不难发现，网络舆情实际上变成了公民

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它是客观的。执政党要做的不是把网络舆情牢牢控制住，而是

如何充分把网络舆情的优势变成执政党自身进行有效沟通的优势，这才体现出执政党的执政

规律。 
 

 

基于意见领袖的微博舆情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邓小龙 

课题组成员：邓小龙，杨晓波，姜淑丽，李忠妹，屈启兴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系统的介绍了在海量大规模社交网络上构建基于节点中介性来找出社交网络中重要

节点（意见领袖节点的方法）。 

2．系统的介绍了基于新浪微博 API 构建新浪微博信息爬虫的实际软件系统的设计细节，

以及应用并行化点中介性算法发现新浪微博中意见领袖的相关方法和实验结果。 

 

 

网络谣言诽谤的法律规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谢永江 

课题组成员：谢永江，黄  方，张江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分析，在借鉴国外相关治理经验的基础

上，对完善我国网络谣言诽谤法律制度提出以下建议：（1）完善诉讼制度，允许受害人根据

注册账号提起诉讼。受害人可以先起诉网民，借助法院职权查明事实；明确规定在当事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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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依职权查明网络造谣诽谤者的身份住址信息，调取有关证据，不

得以属于自诉案件为由拒绝协助；立法明确律师代理当事人向网络公司调取证据时，网络公

司有义务配合。（2）完善网络谣言诽谤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扩大入刑谣言信息范围；明确

网络诽谤罪公诉标准；完善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期，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提高诽谤罪和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刑期；增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处罚。（3）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并将信息公开的范围扩大到党务、司法领域；明确规定政

府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管

理网络社会，利用网络及时辟谣。（4）违法必究，加大执法力度。特别是对热点谣言诽谤事

件的制造者依法处理，警示世人。（5）制定行业标准，落实行业自律。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可以参考该行业标准来判定网络企业是否尽到注意义务。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中外合作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  平 

课题组成员：李  平，宋  嫚，田  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在北邮多年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的研究基础上，该课题主要研究：1. 本校该课程

中外合作教学模式；2. 美国加州地区对外汉语课程中外合作教学模式。 

    对其中的各个环节，包括教学内容的衔接、课堂活动的组织形式、教学效果、教学评估、

教学管理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该课题以定量研究为主，辅以定性研究，综合运用调查问卷法、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等

方法。在本校收集了大三学生英语视听说课程的相关数据，主要进行实证研究。在美国加州

地区的大学和中小学调研时，主要进行了课堂观察、访谈和行动研究。 

 

 

社交网络与人际交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黄  佩 

课题组成员：黄  佩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互联网赋予了人们更多的人际交流方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

着人们日常交往模式。此时,社交网络（SNS）的出现和发展，更赋予网络人际交往以“真实

性”。社交网络有别于互联网早期所带来的虚拟交往，这种线上人际交往更趋于可视化和真

实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了北京邮电大学 2008 级大学生利用社交网络（人人网）进行

交流的模式。另外，在人际交流的研究中，网络人际交往采用的策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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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将对网络自我展示、自我揭露的进行文献梳理， 后以 QQ 照片为例，从视觉分析的

角度入手，通过对 70 名初一学生的使用行为进行调查并收集数据，解释他们利用 QQ 照片，

通过社交网络进行自我展示的特点，并讨论它对人际交流产生的作用。通过个案研究和定量

调查，本报告在社交网络的背景下，对自我展示、自我揭露等相关人际交流的理论进行进一

步的总结和讨论，提出后续研究的可能性。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拓展了人际传播理论的使用范围，发现了社

交网络这一新的传播环境中人际交流的新策略；第二，进一步丰富了对互联网使用者自我呈

现、自我表达的认识。人们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是多元化的，既有反映真实状态、勇于

以“真面目”示人的特点，也有戴上面具、在虚拟世界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特色。该课题的应用

价值在于：第一，可用于理解社交网络背景下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况；第二，可用于

社交网络的市场行为分析，获取更为准确的用户行为数据。 

 

 

跨文化书面交流策略的培养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罗雨青 

课题组成员：罗雨青，马  隽，黄爱琼，杨  靖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学生普遍存在的书面交流困难和文化意识欠缺的问题。首先对

跨文化策略、外语写作策略及相关理论进行了学习和研究，探讨了跨文化书面交流策略研究

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 

基于理论研究，课题组对英语专业毕业生在职业写作中的情境及对策做了问卷调查，

了解本专业毕业生职业跨文化写作的情况和策略，收集统计了数据，为教学阶段的内容找到

了依据。而后，对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中英文写作文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学生的跨文

化写作特点及意识，并 终制定并实施了以此为依据的教学方案。 

 

 

基于 ES 系统的词汇习得有效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健刚 

课题组成员：王健刚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词汇是语言的构成材料，是学习英语语言的基础之一。词汇学习关系到整个英语学习的

成败。目前，我国很多英语教育专家、教师、学生都在呼吁英语学习费时低效的问题，其中

词汇学习教学的不得当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该研究旨在探索省时高效地词汇教学新

模式。经过为期一年两个学期的教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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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教学是一个教师、学生、词汇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该研究所采用的课堂机助

词汇测试具有即时性强的特点，在词汇教学开始环节能够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提供

针对性，并能在学生学习词汇的过程中发挥巩固复习的作用。 

数据分析表明基于计算机软件的机助词汇测试经能够促进学生的词汇学习，具体表现使

用机助词汇测试学生的词汇学习成绩经过一个学年的学习要好于使用传统学习方法的同学，

投入度也明显高于使用传统方法的同学，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接受度方面二者没有显著

差异，经过访谈发现不少学习动机低的同学对机助词汇测试持保留态度，因此，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应该对学生进行引导。总的来说，课堂机助词汇测试具有不少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质量；第二，促使教学模式的转变，由教师为主体转

为学生为主体，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融为一体；第三，形成了自主学习模式下形成性评估

的有力工具。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基础理论研究 

——以网络犯罪为视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米铁男 

课题组成员：米铁男，崔聪聪，田松林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集中研究了计算机网络犯罪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其中

包括网络犯罪概念的选择，文章认为在刑法学领域应该运用网络犯罪的形式概念，而在犯罪

学研究中应重点使用实质概念；为了完善我国纯正计算机犯罪的罪刑阶梯，应增加计算机网

络危险犯，以弥补结果犯和行为犯之间的落差；应考虑采用共犯的限制从属性说，并挑选具

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消极帮助行为将其入罪；讨论了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尤其是针对

其中的抽象危险行为，建议应用领土关联性原则确认其属地管辖的根据。 

 

 

英语学术讲座听力策略与教学方法探究 

——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实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艳玲 

课题组成员：郭艳玲，栾  琳，王  琳，杨  慧，崔晓玲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共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了非英语专业学生学术讲座听力能力；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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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主要研究了以学术讲座为内容，以策略为主要听力技巧的听力教学方案的有效性。第一

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国际学院电信工程及管理和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的 132 名二年级学

生，研究者以问卷为工具探究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术讲座听力水平、面对的挑战及使用的策

略。研究表明在所调查的学生中约 40%的学生对于学术讲座的理解只能达到一半，甚至更

少。而影响理解的主要原因包括：词汇量、语音、语速、文化背景知识、对讲座缺乏兴趣、

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等。在学生所采用的提高学术讲座听力能力的策略中，对于原认知策

略的运用普遍不够，而原认知策略恰恰是起到 重要作用的策略。 

第二阶段的研究对象为国际学院电信工程及管理和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的 140 名一年

级学生。在研究开始前对于控制组和干预组进行前测和策略问卷调查。在干预教学后，对两

组分别进行后测，并对干预组进行策略问卷调查。干预组学生在测试成绩和策略使用方面均

有较大幅度提高。测试和问卷的结果表明，以学术讲座为内容，以策略为主要听力技巧的听

力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术讲座听力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身体部位词「目」和“目”的语义扩展的汉日对比 

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旖旎 

课题组成员：李旖旎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目”和「目」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两者的语义扩展类型

及其扩展方向性的异同进行研究。该课题对于探明汉日多义身体部位词语义系统的特点有着

重要的研究意义，对于进一步构建网络语义库也能起到帮助。另外，对于日语教学过程中如

何引导学生更形象更扎实的掌握日语身体部位词「目」的繁多语义并和汉语的“目”的语义加

以区别避免误用等方面也能起到指导作用。 

 

 

基于汉语本体的第二语言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登贵 

课题组成员：李登贵，孙雁雁，杨晓明，宋擎擎，卢小宁，刘银银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使本体理论与教学更为紧密地结合，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对目前的教学

理论产生进一步的丰富、完善作用，从而使目前的教学理论更系统、更完善，对教学有更直

接的指导性；使国际汉语推广中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语法更系统、更科学、更完善；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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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同时可以运用于消除计算机语言识别的歧义现象，因为歧义现象在短信及电子邮件的使

用过程中广泛存在，消除它们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推理；该研究的相关成果也能够在系统及程

序的编制及提取方面给予有效的指导。 

该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以下 4 个方面：（1）对外汉语语法、语音、词汇、汉字等语言

要素的学习；（2）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偏误分析及语法项目习得顺序；（3）多媒体技术在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4）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口语教材编写研究。 

研究认为，零起点短期留学生在拼音学习过程中，可以运用教师的主观组织策略帮助学

生以“语流——音节——声韵母+声调”这一方法学习；留学生在认读汉字时，可以在凸显汉

字整体特征以及形体结构特点的多种形式的游戏中认读汉字本身，也可以将汉字放入常用词、

常用句、常见语篇中，培养学生的字感、词感、句感、语篇感。 终实现学生汉字认读自动

化。 

 

 

构建大学英语实验教学模式与评估体系 

——基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实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韩  凌 

课题组成员：韩  凌，王海波，郭艳玲，连晶晶，刘  杨，栾  琳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1.《大学英语实验教程》是全国首套语言全新理念的、立体化英语语言实验教程，包括

大学英语实验教程、大学英语实验案例集（DVD 光盘）、大学英语实验教学与评估平台。该

教程共分四册，该课题完成了第三册的教程编写、案例搜集和平台建构工作。该教程即将于

2013 年 5 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2.在 2012～2013 学年秋季学期，一方面在三级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积累了

大量的实验案例和经验总结，同时开展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为实

验教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工科院校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立场标记语的使用研究 

——一项基于自建语料库的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真真 

课题组成员：陈真真，王健刚，陈  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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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标记语是英语学术写作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该课题将基于工科院校自建语料库，

旨在研究工科院校大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立场标记语使用的特点，以期为英语中介语研究和外

语教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使用总数上看，中国工科院校学生比本族语学

生使用的立场标记语多，且呈显著性差异。从语义角度上，与英语本族语学生相比，我国工

科院校学生写作中过多使用认知立场标记语，而过少使用态度立场标记语。词汇语法角度上，

我国工科院校学生写作中情态动词和立场状语都有过度使用的现象，而形容词引导的补足语

和动词引导的补足语的立场表达则使用过少。同时在立场表达手段的多样化上，我国工科院

校学生的表达手段不够丰富，尤其是情态动词和立场动词的使用，更是仅仅依赖于有限的几

个词或词组加以实现。同时，在使用上也存在着一些错用误用、混淆的用法。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崔聪聪 

课题组成员：崔聪聪，杨晓波，田松林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互联网“混业经营”时代的来临，网络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这意味着除诋

毁商誉、虚假宣传、破坏其他软件功能的完整性以及故意不兼容外，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将会随着网络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创新而相继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必须以开放的姿态

应对，可供选择的方式是确定一般条款的法律效力，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明确规定时，

对一些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适用一般条款，以维护网络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网络企

业的合法权益。 

 

 

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机制的实体规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丁  颖 

课题组成员：丁  颖，冀燕娜，李建蕾，黄亚丽，谷  钰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由域名管理机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机制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传统争

议解决方式在解决域名争议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机制既包括程序规范，

也包括实体规范。其中的实体规范系指对能获得专家支持的投诉所施加的实体条件或构成要

件的规定。前述规定对迅速及时、合理公正的解决域名争议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 ICANN

的 UDRP，还是 CNNIC 的 CNDRP，有关实体规范的规定都非常原则，在具体适用中产生

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为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当事人和律师所关注。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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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分别对UDRP和CNDRP的实体规范进行详细探讨，

对相关规定的含义、在实践中的运用、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思考、心

得和建议，力求澄清前述规范的种种模糊或不够明确之处，为争议解决机构提供参考，为当

事人提供指引。 

 

 

网络涂鸦艺术的文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郑晓慧 

课题组成员：郑晓慧，侯琳琦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从“传统涂鸦”到“网络涂鸦”的形成过程进行阐释与评论，通过对大量资料搜集整

理归纳、分析实例，阐述了网络涂鸦艺术的发展历史，从网络涂鸦艺术生成的文化背景入手，

审视其创作理念和创作动机，通过对网络涂鸦作品的分析，归纳了几类具有代表性的涂鸦内

容，论述了网络涂鸦艺术技术原理和特性。还针对当今网络涂鸦网站和涂鸦艺术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建设性的思路，深化人们对网络涂鸦艺术的理论研究，为网络涂鸦艺术的健康发展

提供点滴启示，也为北邮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生的学习提供相应的指导。 

 

 

网络实时视频互动环境下师生交谈的会话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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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明，连晶晶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了网络实时视频互动环境下二语学习者补偿性交际策略的有效性及个

体差异；网络实时视频互动环境下师生交谈的话轮设计（turn design）、会话序列（sequence 

organization）及谈话的整体结构（overall structure）；以及网络实时视频互动这一学习模式的

优势及开展此类互动学习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课题采集收录了 37 名汉语初学者两个学期

的学习全过程录像文件 94 个、写作辅导过程中的视频录像文件 32 个、网络实时文字互动文

件 67 个 ；采用 Transana 软件作为主要研究工具，转录了视频语料 150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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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个人所有制”视野下的《哥达纲领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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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视野下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进行解读。研究报

告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原著选编。该部分除了包含恩格斯写的序言、给威•白拉克的信与《对德国

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等原著的三个篇章外，同时还附上了恩格斯写的与《哥达纲领批判》

直接相关的十一封信件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 年在爱森纳赫通过）和《德国

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 年在哥达通过）两个纲领。这些历史材料对于全面还原和理解

《哥达纲领批判》写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以及该著作写作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过程，加

深读者对原著的把握，都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第二部分为历史考证。在谈写作背景时，作者侧重对当时德国社会现状，尤其是对拉萨

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一系列理论和政治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进行对比和分析，侧重于从历

史维度解释清楚《哥达纲领批判》写作的必要性和暂缓面世的必然性。在谈发表背景时，作

者侧重对 1891 年前后德国工人运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考察与分析，尤其是着力交代清楚

恩格斯为何在众人的反对之下还要将此文公布于世的原因。 

第三部分为当代解读。作者首先就《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

以此引发了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及分配制度等等

问题的思考。尤为重要的是，该篇报告 后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视野下分析了当前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与分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微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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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冰 

课题组成员：王  冰，张  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微博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影响越来越大，已渐渐成为其交流与获取信息资源的主

流渠道。CNNIC 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 6 月，我国微博群体占网民总数的 57.2%，其

中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 72.3%。2011 年 5 月 12 日，教育部发布的《2010 年中国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更将 2010 年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微博诞生后，一些高校的团委、学工部、

辅导员也开通微博，利用微博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从事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学生工作队伍必须深入思考和认识微博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

和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该研究从微博的概念及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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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入手进行分析，并采用网络发布问卷调查和校园发布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大

量大学生使用微博的一手资料，据此得出了微博对大学生的影响。基于此，再结合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论述了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出了微博背景

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构建和实践途径。 

该研究形成一份研究报告《微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对微博的特性、

微博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和微博对大学生的影响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在

微博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要使学生能够真正用心学、能够学以致用，

充分发挥微博工具的便利性。 

 

 

和谐社会构建中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信息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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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喜 

课题组成员：李全喜，齐英艳，王  冰，秦银萍，任海丽，郭子木，李  芸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总结了信息化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解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过程中遭遇的五种信息困境，并对其根源进行了挖掘。分析了信息

化在拓展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空间、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渠道、优化新生代农民工利益申述

路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信息管理与服务网络化程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

劳务对接方面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依据信息论提出增加信源信息发出量，努力保障信息传

输通道畅通、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是破解和谐社会构建中新生代农民工信息困境

的重要路径。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对信息化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流动趋势、体育

诉求、流动制度根源等课题相关内容进行了延展性探析。 

 

 

嵌入式感知接入与传输一体化处理设备及 

智能信息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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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海 

课题组成员：韩大海，张永军 

结题时间：2011 年 3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依据物联网的基本概念与架构，以搭建可扩展、完整的物联

网应用体系及展示平台为目标，开发了集多种感知、数据传输和智能处理三大模块为一体的

网关设备，着重探索了感知部分多种接口的适配问题与协同工作，并通过多种硬件技术的结

合很好地解决了传感数据进入传输模块的接口衔接，制定了相关的数据传输及解析协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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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系统能够满足多种场景下的应用要求，并已在 3G 公网进行数据测试，具备良好的可移植

性和扩展性，对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和部署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和应用价值。 

攻克的关键技术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1．网关设备开发及小批量生产：网关设备能够接收各种类型的前端数据并实现统一管

理，其前端感知模块，允许各种类型的数据输入，允许多种类型接口的数据通信。既接纳数

字量输入，又允许模拟量的采集，并能够自动做出识别和规范处理。数据输入通道的接口有

多种类型，包括 RS232 等串口、RJ45 口和 USB 接口等等。完成了 20 套传感汇聚器的小规

模生产。 

2．后台软件实现智能处理和反馈控制：对多类型传感信息管理控制平台进行完善。提

供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故障管理、性能管理、安全管理、语音视频管理、远程登录管理等等。

实现反馈、控制信号的发送和传输。根据传输来的数据信息进行相应的智能分析处理，并按

照应用的要求判断前端的实际情况发送相应的控制反馈信号，形成自动、联动、互动机制。 

3．应用方案设计及部署：该方案计划在校内科研楼内配合其他 4 个小组进行感知点部

署，也可完成应急广播系统的独立演示，信息经过汇聚后经由大楼内综合布线进行以太网传

输至中心机房。成为大楼内各种感知应用演示的数据接入点，并启用后台智能控管平台，或

提供中间件，为前端的各种展示模块提供基本数据支持，协同展示。 

  

 

中继干扰信道容量性质与能量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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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嵩，王  巍，黄  蓉，石俊峰，曹金龙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针对中继转发策略以及中继干扰信道容量特性展开研究，从网络信息论的角度理

解中继转发在干扰信道中的作用，针对不同场景下的中继干扰转发时信道特性进行分析；然

后研究干扰转发中继系统的无线资源分配机制（中继选择与功率分配），实现 大化能量效

率。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中继干扰信道的信道特性研究：研究多天线中继干扰信道的信道特性，获得信道复

用增益特性。 

2．中继节点配置和中继节点选择：分析了能效 大化表达式,提出了 大化能量效率的

中继选择与相应的功率分配策略。 

3．发送功率分配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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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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企业信息系统能力作用机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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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俊 

课题组成员：吴  俊，张安伟，陈  婷，徐  溟，张梦雯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信息系统能力的结构特征、分类及其测度研究方面，研究指出：传统的 IT 系统

能力存在着响应不及时、无法动态配置的缺陷，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企业的 IT 系统能

力内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衍生出 cloud-enabled IT capability，这种新能力具有自适应、互

操作、动态配置等特点。这是对传统信息系统能力研究的一项新扩充。 

2．在信息系统能力的演化规律研究方面，课题组开展了以云计算技术为特征的企业 IT 

系统能力演化探索性研究，采用过程分析的逻辑，初步建立了企业云计算驱动因素→云计算

架构设计原则→云计算衍生的 IT 能力的演化理论模型。针对信息系统软件能力的研究，提

出了一种改进算法用于更好的评估应用软件在动态环境下的非功能需求度量。 

3．在信息系统能力对业务流程及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方面，课题组针对云计算环境下

的 IT 能力变化及对企业业务流程和绩效的影响展开了探索性研究，首先建立了基于资源基

础理论的云计算应用影响分析框架，阐明了云计算衍生的 IT 能力对企业业务流程的影响。

另一方面，针对公有云环境下云服务提供商的计费模式，课题组对国内外主要厂商进行了归

纳总结，提出了三种模式。 

 

 

通信企业运营监控预警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晓航 

课题组成员：张晓航，徐树华，刘佳奇，杜  瑜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通信运营企业客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复杂性的提高，企业的运营压力日益增大，

工作负荷量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企业运营相关的 KPI 指标数目也快速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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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企业管理者常常陷入

到运营的细节中，而忽视了企业运营所面临的风险。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提升通信

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力，有效的规避运营风险，构建企业运营监控预警系统是极其必要的。 

该课题研究旨在构建客户活动层面和企业综合运营层面相结合的运营监控预警系统，实

现企业多层次、多指标、动态的预警，降低通信企业运营风险和运营成本。具体研究内容包

括两个专题：（1）基于客户活动层面和企业综合运营层面相结合的监控预警模型研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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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预警功能体系的构建；确定预警所采用的指标框架；客户分群设计；预警模型的构建；

预警模型的实证研究。（2）通信企业运营监控预警系统的设计，其中包括：监控预警流程设

计；监控预警系统的功能设计；监控预警系统的技术框架设计。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企业运营有切实的指导意义。运营监控系统可以让企业准确把握企

业动态，及时发现运营中存在的风险，提高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课题研究过程中设计开发

的预警模型、理论框架以及收集的资料、数据还可成为其他行业或企业进行预警系统建设的

实用工具和方法参照。 

 

 

移动互联网中危机信息的扩散机制及模型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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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兰丽，吴联仁，赵远萍，丁时杰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研究内容如下： 

1．基于新浪微博用户的行为数据，对危机情境下微博中群体用户行为特征进行了系统

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危机情境下用户发微博的时间间隔服从幂律分布，但与日常情

况相比，用户发微博较为频繁，也更偏向使用 PC 客户端。其次，通过对微博内容进行分析，

发现危机情境下博文长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对于涉及危机情境主题的微博大部分用户

仅发表一次，而这类微博被转发和评论的概率也相对较高。此外，用户对于危机情境的关注

在初期较高，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下降。 

2．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危机伪信息的传播研究中，用可变聚类系数的无标度网络来

仿真人群流动情况下危机伪信息扩散的拓扑网络，然后通过构建这一网络上相应的危机伪信

息扩散模型，研究了不同聚类系数下危机伪信息扩散的趋势。研究发现危机伪信息扩散的趋

势和拓扑网络的聚类系数高度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这一聚类系数来控制伪信息的扩散。 

3．提出了网络消息传遍模型，通过仿真和实证分析，指出重大事件信息的接受概率高

于娱乐信息的接受概率，民生信息的免疫概率低于其他类型的信息。接受概率与免疫概率之

间无明显相关性。 

4．以微博社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兴趣与社会认同共同驱动的网络行为模型，通

过实证与仿真分析，指出网络消息发布的间隔服从幂率分布，并受用户兴趣的影响，同时，

社会认同会降低用户信息发布行为的衰减速度，研究还指出了社会认同与微博中信息的评论、

转发行为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课题还分析了移动互联网中用户行为与传统互联网应用中用户

行为的差异，揭示了用户在碎片时间中利于移动互联网的具体特征，量化描述了用户活跃度

对用户消息发布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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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企业现金流管控模型及财务竞争力 

综合评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何  瑛 

课题组成员：何  瑛，东  娇，白瑞花，周  访，郝雪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探索和构建电信运营企业现金流量管控模型，从各个方面规范整个企业的管理行

为，实现现金流管控的“结构化”、“系统化”、“融合化”，模型包括现金流战略规划与现金增

加值——目标、现金流管控之“三维”均衡与现金流预算——过程、现金流业绩评价——结果

三个部分，从目标到过程到结果再由结果反馈回目标，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揭示了现

金流管控的基本途径和规律。电信运营企业只有通过对现金流的管理控制实现企业集团整体

的财务管理控制，才能不断提升财务竞争力， 终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压力促使电信运营企业通过财务转型逐步实施精确化管理，

将价值管理落到实处，从而持续实现价值创造并提升企业财务竞争力。目前国内外对企业财

务竞争力的研究多处于概念界定和理论阐述阶段，尚未建立起规范可行的财务竞争力评价体

系。该课题基于价值导向从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视角构建电信运营企业财务竞争力评价体系，

运用因子分析模糊矩阵评价法对世界 500 强中的前 20 家电信运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并对

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视角的两种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与价值创造结果（EVA 率）进行相关性

分析，提出电信运营企业财务竞争力的提升过程需要遵循“财务转型-协同战略-价值创造-价

值实现与经营-价值文化”的基本路径，也就是基于价值导向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

经营的过程，旨在引导中央企业（电信运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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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及商业银行危机预警理论与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  磊 

课题组成员：陈  磊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建立了一个多等级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即用一条曲线预测何时被特别处理、何时

被暂停上市，考虑历史值的累积影响即财务数据的时间序列特点。  

完成上述研究后，将研究结果应用到特殊企业银行的财务评价中，根据不同银行所处的

财务等级，确定该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应交纳的存款保险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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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期权投资决策模型中波动率的系统动力学 

模拟算法及实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彭若弘 

课题组成员：彭若弘，郑  楠，王  蕾，王  翕，陈  慧，张  珑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所做的研究和创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基于课题自身决策过程的不确定影响和实际价值变化情况来提取波动率的思

想，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历史数据、经验判断的方式，使波动率取值与实物期权定价模型中的

含义更加吻合。 

2．以电信业务投资为对象，梳理了电信业务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决策流程，明确各流

程阶段的关键环节、决策标准及内外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电信投资项

目实物期权投资决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3．以某省移动公司彩信项目投资的实际过程和数据为基础，利用上述系统动力学模型

进行了仿真，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基于模型运行结果进行了彩信投资项目波动率的提取和

实物期权价值的测算。通过对该项目实物期权价值和传统 NPV 价值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

验证了实物期权投资决策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决策的改进和优化。 

4．按照传统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的思路，在上述实物期权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

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方法的设计和实证。同时，考虑到投资项目不确定表现的更加多样性，对

模型本身设计的延展性分析也进行了分析和拓展。 

 

 

基于仿真的供应链结构抗风险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天剑 
课题组成员：杨天剑，闫  强，吴  俊，彭若弘，陈  飞，于宙婷，范  伟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使用控制论理论对二级传统供应链、二级信息共享的供应链和二级供应商管

理库存供应链进行建模，并得到了解析性的传递函数，在此基础上，研究单位阶跃函数需求

波动作用下三种典型集成式供应链信息管理策略结构对需求突变的应对能力。课题对供应链

的稳定性、无偏性定理给出数学证明，证明高级的信息管理结构不能在稳定性和无偏性上给

供应链性能带来改进。对快速性问题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找到了三种结构中能 快速应对

危机的供应链结构，证明高级的信息管理结构在应对危机的快速性上是具有突出优势的。

后，进行了运用时域分析、频域分析等控制论方法建立了基于控制论危机管理的综合评价体

系。通过频域分析，证明了高级的信息管理结构在降低危机下供应链库存的波动幅值上，具

有突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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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网络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涵 
课题组成员：张  涵，安  佳，逄金玉，金檀顺子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产业集聚网络化作为研究对象，将产业集聚网络化界定为，在产业的空间集聚

过程中，行为主体利用资源强化自身作用和功能，各种资源在行为主体间的传递和扩散中实

现增值，行为主体间各种层次和不同形式的联系相互交叉形成网络；指出产业集聚网络化的

发展大致经历了从企业的生产网络、技术创新网络到营销网络、中介组织网络和金融网络，

终囊括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过程。在此期间，呈现出阶段性、复杂性、整体性、学习性

和开放性等特征。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形式及其产生的组织关联将超越集聚经济效应而获得网

络经济效应,这正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及竞争优势源泉。 
该课题着眼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尤其是与中国地缘接近、交通便利、文化

相通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研究中国的崛起对于东亚地区和日本、“亚洲四小龙”所具有的重

要影响力，从国力的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东亚地区其他成员在产业链上

的紧密合作、从顺差国向逆差国的角色转换、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制造中心的定位以及

东亚地区输出商品的主要通道和终端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为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东亚所做

的巨大贡献， 后对于中国与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的未来经济合作

前景进行展望。 
该课题通过对国内外产业集聚和网络化研究相关内容的理论综述，以广东省电子设备制

造业的产业集聚过程为实证分析对象，初步建立模型并搜集整理相关数据，经过检验修正后

形成结论。该课题认为，广东省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过程大致表现出上述网络化特征，

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广东省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网络化还有较大提升空

间，需要进一步发展，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博弈实验的员工公平感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石文华 

课题组成员：石文华，陈家佳，刘婧宜，李博洋，马建梅，张  策，张  莹，纪  晨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博弈论基本理论和 后通牒博弈理论为依据，研究员工的公平感知行为。课题

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两次不同的 后通牒博弈实验。 

（1）加入公平触发机制的 后通牒博弈实验。实验共分三组，主要考察公平触发机制

对不同角色（提议者、回应者）公平行为的影响。 

（2）加入监督场景的 后通牒博弈实验。实验共分三组，主要考察在不同场景（无监

督，实验人员监督和回应者监督）下，提议者亲社会自我表现以及嫉妒内隐性对其行为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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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社区网络中的关键角色识别及其营销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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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首先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移动用户通话网络进行了模型构建，以某省移动

公司的通话数据为网络模型构建的基础，进而分析飞信业务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扩散和

传播机理。研究发现，移动通信用户的关系网络在整体上呈现出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网络的

特征，这说明移动通信用户的关系网络并非规则网络或随机网络。网络中存在着很多捷径距

离和中心节点。由于这些中心节点的存在，新产品在该网络中的传播将比随机网络更为迅速。

拥有较多链接数的用户采用新产品的比例更高，采用新产品的时间更早。这类用户因为拥有

较多的链接数而使得自己在网络当中具有更高的曝光度。即便他们从自身的特征来讲并非创

新采用者，但是由于他们较高的新产品曝光度而有可能更早地采用新产品，其新产品的采用

比例较高。中介性越高的用户，其 ARPU 值越高，新业务的 ARPU 值越高，短信发送量越

大。根据社会网理论，个体是镶嵌在关系系统之中的，他们的行为是由所处的结构环境所决

定的。中介性反映了个体在整个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影响力越大的用户，越需要藉由通

信网络来展示或发挥这种影响力。因此，导致其在通信消费方面比一般的用户要高。以飞信

为背景，结合该项目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数据业务营销的一般原则、方法和相关策略。 

 

 

基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电信资源市场 

分配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  琦 
课题组成员：王  琦，陈  霞，郑  丽，赵严冬，张兴萍，邵雪娇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三网融合的发展，各种新业务层出不穷，电信资源需求大量

增加，如何更加有效地分配和合理利用电信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该课题重点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1）针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经济价值的表现及现有

测评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无线电频谱的特性，设计了经济价值评估指标，并通过层

次分析法建立无线电频谱的经济价值评估体系。（2）根据我国电信企业国有性质，构建了统

一价格向上拍卖模型，为解决赢者诅咒现象，保证卖家收益奠定基础。（3）随着三网融合的

进一步发展，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针对电信资源竞争的博弈日趋复杂，构建广电部门、电信

运营商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为下一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4）分析了运营商间的客

户转移的影响因素，从而了解电信号码资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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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 ICT 产品创新周期优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  静 
课题组成员：张  静，刘  丹，黄逸珺，杨  旭，陈俊伟，韩兆国，谢  虹，祝婷婷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围绕着 ICT 产业绿色创新这一主题，选取了 ICT 技术更新、产品更新、新产品

扩散、ICT 产品的绿色设计以及绿色 ICT 创新系统等方向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跟踪典型 ICT 技术和产品更新的轨迹，分别总结了不同类 ICT 企业技术和产品更新

的特点。以手机为例，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产品更新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为 ICT 企业产品

创新提供参考。 
2．对各类创新扩散模型对 ICT 企业的适用性进行研究，指出 Robinson-Lakhani 模型、

Mahajan-Peterson 模型、小世界网络模型和无标度网络模型具有普适性，复杂网络模型适用

于大型电子信息设备生产厂商，Robinson-Lakhani 模型对于提供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服务的企

业具有良好的适配性。 
3．针对绿色 ICT 产品应具备的属性进行研究，从环境影响、技术效能和宜人性三个方

面构建了绿色 ICT 产品评价模型。 
4．针对 ICT 产业产生大量电子垃圾的问题，提出配件标准化应成为 ICT 产品绿色设计

的环节之一，并以手机充电器标准化为例，研究了配件标准化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及其对发

展绿色经济的贡献。 
5．基于创新系统理论，对建设绿色 ICT 创新系统的要素和可能产生系统失效的原因进

行分析，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提出了发展绿色 ICT 的政策措施。 
 
 

中国通信企业海外并购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保国 
课题组成员：赵保国，李卫卫，吕  萌，邬伟丽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以中国通信企业的海外并购策略为研究主题，运用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对国内外关于海外并购的理论进行了研究综述，并与通信行业特性及行业内历史经典案

例相结合，总结出通信企业海外并购的典型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通信企业海外并

购 PTPs 策略模型，即：Purpose（动机）、Target（目标选择）和 Path（并购路径）。 
 在 PTPs 模型的指导下，对中国电信运营商海外并购的历程进行了整体回顾，总结出筹

备、初探、起步和伺机而动四个阶段，搜集并整理三大运营商海外并购共计 14 个案例，对

国内通信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进行了剖析。 
 在汲取 Vodafone、法国电信、新加坡电信等国际电信运营商海外并购经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进行了海外并购专题分析，从并购历程、企业现状、优劣

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基于 PTPs 的策略模型思路，逐一提出了对应的海外并购策略意

见及建议，为中国通信企业海外并购提供策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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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媒体产业财税法律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淼 
课题组成员：刘  淼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中的财税法律问题系统地进行了理论及制度性分析研究。

具体包括： 
1．从基本财税理论出发，细致分析了新媒体产业的基本概念及特点、在社会经济生产

中的贡献，新媒体产业与民主政治、与税法的关联性分析。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就新媒体产

业的发展对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基本原则的影响，对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纳税环节等税

收要素以及税收征管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分析了新媒体产业的盈利模式、对传统税法

基本原则的挑战、对税收基本要素和税收征管实践的影响。 
2．比较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在鼓励新媒体产业所采取的相应的财税政策，指

出，新媒体产业天然的与高新技术、文化产业存在交集，因此，各国关于新媒体的相关财税

政策是散见于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等的财税政策中。此外，课题借鉴

分析了美国、欧盟在促进本国和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所采取的税收政策。 
3．在理论分析及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我国新媒体产业财政及税收法律

和政策的现状，重点分析了现行法律和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4．提出了针对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财政和税收法律和政策建议，包括，新媒体产业

发展应遵循的税收基本原则、如何确定新媒体产业中的相关纳税主体、如何完善新媒体产业

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征管制度等。 
 
 

“报德思想”在日本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 

作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左汉卿 

课题组成员：左汉卿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结果已经归纳成论文：（1）2010 年，在日本第 24 次国民文化祭研讨会上

发表的题为“報徳文化と生涯学習社会”（中译：“报德文化和终生学习型社会建设”）一文以

内参报告书形式出版，全国发布。（2）2011 年文章《中国社会作りにおける生涯学習の可

能性》（中译：“在中国建设终生学习型社会的可能性”）一文在日本权威刊物《报德学》第

8 号发表。（3）2011 年 11 月在日本京都论坛宣读的论文“尊徳の理想的社会における「公共」

とその中国での実践可能性”（中译：尊德的理想社会中的“公共元素”及其在中国实践的可

能性”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发行的报刊《公共的良识人》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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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网络的特吕弗与贾樟柯电影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徐  静 

课题组成员：徐  静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1. 论述了贾樟柯在《24 城记》和《海上传奇》中采取的后现代电影形式实验，即贾樟

柯为捍卫自己在“故乡”三部曲中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美学，在电影形式上采取了后现代语境中

的“元叙事”的策略，拥抱了后现代艺术实验形式；接着论述了《海上传奇》如何试图通过“个

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两个视角复原历史全貌；并在 后指出，“口述历史”的创作特征在表

面上维系了贾樟柯“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恰恰是这两部“口述历史”阶段的电影已悄悄暗示了

贾樟柯电影现实主义力量的衰竭。 

2. 发表于《书城》的文章“特吕弗的女性观”：在特吕弗的电影世界中，女性人物具有

致命的摧毁力，男性人物多为好色之徒。女性主义批评者因此对这位导演颇有微词。如若将

特吕弗电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发展轨迹细细审视，便不难发现：特吕弗素来都是新女性的仰

慕者，是女性解放运动和思潮的支持者。特吕弗一直前行在认识和了解女性的道路上。 

3. 发表于 Film Criticism 的文章“The Lion’s Gaze”。 

 

 

从中国现代小说翻译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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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斌，张钫炜，史金金，李文东， 

宋  曼，王保令，王  霞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中国现代小说翻译的发展令人欣喜，但是，翻译的质量、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播等翻

译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两个水平大相径庭的译者的推介，

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经过优秀的译者的再创造式的翻译，这部作品会在另一语境下增

色不少，甚至比在原作所产生的语境下更为畅销；而经过拙劣的译者翻译，这部本来卓越的

作品却会变得黯然失色。即使是两个水平相当的译者，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产生的效

果也会大相径庭。这一点在中国文学翻译到英语世界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中体现尤为明显。该

课题从这些方面着手，从语言风格、文化输出等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问题，研究

如何使现代小说作品的译本真正能走进外国主流社会读者的心里，对中国现代小说走向世界

的探讨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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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的调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郝劲梅 
课题组成员：郝劲梅，刘琳琪，张钫炜，闵晓萌，李  静，王笑施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主要调查研究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英语教学状况，重点调查了用人单位

对研究生英语使用能力的需求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英语学习背景和需求。调查结果如下： 
1．用人单位英语对招聘的研究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大

多数 IT 企业在工作环境下对英语的使用频率和要求都较高；英语口语和专业阅读及专业技

术交流能力是职场中非常重要的技能，而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的学术英语和专业英语能力

不满意，并希望高校开设专门的英语口语课和专业英语或职业英语课（如 IT 英语）来加强

毕业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全球认可的用于测评国际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交流能力的托业考试题（TOEIC），

对学生进行听力、词汇和阅读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专业硕士的听力测试部分正确率 低，

听力水平亟待提高；词汇和阅读水平均高于听力水平，但是阅读内容涉及实际工作相关的邮

件、报告、日程表、广告、图表，学生对此适应性差，正确率偏低。 
3．学生对专业硕士的英语课程有较高的期待，希望延长英语课程的学习时间，大力加

强英语口语和专业英语能力，并掌握更多的实际应用能力。 
4．专业硕士英语课程除了课时数少于学术型研究生外，在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等方面均与学术型研究生没有区别，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培养特色。 
5．结论。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应当及早进行结构性改革，突出英语的实用性、

专业性和职业性，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应当在教学目标、教材、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教学探索。 
 
 

网络舆情热点形成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颖 

课题组成员：刘  颖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对网络舆情热点形成过程的基本规律，发现舆情热点形成的必要因素、网络媒体

传播对舆情热点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化研究。1．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过程及

其应急管理；2.网络媒体传播对舆情热点形成的影响分析；3.非常规突发事件中意见领袖的

作用——以湖北石首事件为例；4．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分析；5．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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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漫受众类型及态度倾向的实证分析 
 

研究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梁  刚  

课题组成员：梁  刚，刘胜枝，万  柳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作为我国的动漫业基地之一的北京市，动漫流行指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北京市动漫

受众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动漫受众的整体情况和 新动向，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本

次调查从人口统计、心理倾向、行为特征等方面加以考察，以了解北京市动漫受众的选择与

偏好、消费心理与投入、对国内外动漫的态度，并进一步并考察以年龄层次、性别、性格为

划分标准的细分受众在这些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该课题拟采用具体技术路线及步骤：首先，使用多种形式的表格与图形展现问卷调查结

果，即以频数表、排行表、柱状图、饼形图等多种形式将受访者对问卷中个研究问题的解答

直观的展现出来，并逐一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然后，使用假设检验法、相关分析法与回归分

析法，深入分析了相关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忽视第一手调研、受众定位不准确是我国动漫业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此，该

课题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北京市动漫受众的动漫选择与偏好及其对国产动漫的态度等变量

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所得数据进行深入的剖析，切实提高北京动漫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女性视角下的网络文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杨纪平 

课题组成员：杨纪平，崔晓玲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从网络文学的主题选择、价值评判、网络写手、创作规律等方面人手，运用网络

女性主义理论对网络文学进行梳理和解读，探讨其两性观和性别价值取向，为消除虚拟空间

的二元对立、实现网络空间的两性和谐提供一种新的途径，促其继续向健康有益、有趣有用

的方向成长。 

    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及研究进行了综述，分析了中国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对穿

越小说这一网络文学中女主人公多表现出的现代人的思考与迷茫、理想与期望进行了探索。

对西方网络文学中的发展进行了简单分析，侧重分析了《北美华文网》和《网络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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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客户数据预测理念研究及工具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牛  琨 

课题组成员：牛  琨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电信运营商愈来愈重视对客户需求的分析和客户行为的观测。

但客户数据存在缺失值比例高、异常值多等数据质量问题，造成了客户数据分析应用的实施

困难和结论错误，对企业决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该课题针对电信运营商客户数据的质量问题，通过对数据结构、分布特点的研究，提出

了客户数据质量的业务模型；在对数据挖掘的分类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客户数

据预测中分类技术的适用性问题，采用实验方法得出了不同分类算法对电信行业客户数据预

测应用中的适用性结论；研究并提出了两种可以有效降低客户数据预测误差的插补算法，已

经撰写为论文公开发表，并得到了实际客户数据的客观检验；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成果，开发

了面向电信行业的客户数据预处理系统，具有较广泛的应用范围和数据预处理能力。 

 

 

基于 SaaS 的应用服务集成框架研究及原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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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湘玲，魏  萌，莫佳骏，吴  垠，李  倩，谢  轶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的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 SaaS 应用服务的集成框架。总体框架根据服务集成的特点分别从平台、流

程、信息、接入等四个层次进行集成操作，框架还根据 SaaS 服务的特点融入了 CAS 中心认

证、安全管理、QoS 管理、计费管理等功能模块。 

    2．提出了面向业务需求的企业应用集成框架，在企业应用集成模型中引入业务需求和

能力需求，设计了面向业务需求的企业应用集成模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企业应用集成模型。 

    3．将面向业务需求的企业应用集成模型应用于电信行业，针对全业务场景下的业务需

求，设计电信应用模型。并以产品上线流程为例，实现服务发现和服务组合的过程，从而灵

活地支持业务流程重组，实现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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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可信性与软件过程改进的关联关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笑燕 

课题组成员：张笑燕，杜晓峰，王安生，林  鹏，王  灿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 

该课题调研和分析了 CMM、PSP、TSP、ISO9000、SPICE、GJB5000 等软件过程改进

的标准体系和框架。通过针对各软件过程管理相关标准体系和框架所进行的调研、分析与比

较，可以让企业了解各体系框架的用途、框架结构、主要特点、优点和缺点等，为企业在采

用相关体系和模型时提供参考。 

该课题结合中国软件企业的特色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进行调研，建立了数学模型并对

调查问卷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提出了影响软件过程改进成功的关键因素与影响软件系统可信

的关键因素。 

    该课题针对软件系统可信性与软件过程改进的关联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软件系统可信

关键因素与软件过程改进关键因素相关性分析，得到了影响软件过程改进成功与软件系统可

信共同关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依靠软件过程改进推动软件系统可信的五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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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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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玉米主要病害自动诊断模型研

究 
计算机学院 白中英 

白中英，张天乐，李姣姣，

宗华丽，庞  俊，汤秀娟

2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波长可选择、与偏振无关的

LiNbO3声光波导OADM芯片及

模块关键技术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伍  剑 

伍  剑，鲁统洲，拱  伟，

林金桐 

3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基于 P2P 的新型家庭多媒体系

统——业务描述、应用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春红 

张春红，裘晓峰，朱新宁，

李漓春，王  尧，谷兰芝；

马  涛，岳晓雯 

4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农业移动计算环境数据传输关

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尹长川 

尹长川，刘丹谱，罗  涛，

郝建军，李  迪，钟  秋，

陈晓华，林  霏，何  鑫，

陶明燕，严志国 

5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国家公共互联网安全监测，预警

与危机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王红熳 

王红熳，徐倩华，张世峰，

徐慧斌，朱晓明，张  彦，

李宇飞，刘欣然 

6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快速自愈路由协议与试验系统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  昕 

李  昕，金  晶，李玉宏，

杨  宇，刘媛妮，时  岩，

肖宇峰，潘淑文，崔毅东，

金跃辉，张  涛，宗希鹏，

高晓霞，阳碧云 

7 
国家“863 计划”

（合作） 

高精度高鲁棒性室内定位关键

技术及装置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邹仕洪 

邹仕洪，赵  方，李朝晖，

贾红娓，牛  琨，姜  伟，

刘洁斌 

8 
国家邮政局 

（省部级） 

2010 年印刷品与包裹时限监测

工作实施与数据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 赵国君 

赵国君，赵国锋，杨海荣，

王云鹏，韩同富，束海峰，

陈  娟，崔  敏，朱  丽，

赵志敏，张  群，王建艺，

金永生，王  宁，张  翼

9 省部级 手机媒体业务研究 人文学院 李欲晓 

李欲晓，楼培德，谢永江，

陈一榕，郑康锋，任建东，

周志锁，杨宝琦，张  军，

宋  扬，武  侠，姜淑丽，

詹宇昆，孙晓磊，柯青青，

冯  洁，许  靓，刘  刚，

于国辉 

10 一般纵向 
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

基础培训模式探究 
民族教育学院 林  锋 

林  锋，朱建平， 托  娅，

乌丽亚，刘  剑，常桂兰， 

严梦春，高云鹏，刘志鹏

11 一般纵向 
中国科学技术馆常设展览展品

改造—-找家乡 
网络教育学院 高  立 高  立 

12 一般纵向 政务网络运维管理保障服务 经济管理学院 舒华英 
舒华英，闫  强，吴  俊，

杨  旭，车培荣，彭若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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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纵向 

（合作） 
环境科学创新方法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牟焕森 牟焕森，宁连举 

14 
一般纵向 

（合作） 

科学发展观科技内涵及相应科

技发展战略 
经济管理学院 牟焕森 牟焕森，宁连举 

15 一般纵向 MADIS 中国基金网的开发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赵秀娟 
赵秀娟，张洪水，张  文，

部  慧，崔  婧 

16 一般纵向 量子密码体制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温巧燕 

温巧燕，秦素娟，高  飞，

郭奋卓，林  崧，陈秀波，

孙  莹，王天银 

17 
一般纵向 

（合作）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

战略研究 
人文学院 李欲晓 

李欲晓，徐敬宏，黄传武，

刘  颖，任乐毅，张春霞，

游恒振，张思行，蒋圣熙

18 
一般纵向 

（合作） 

探索三网融合有效途径，提高现

代传播力 
人文学院 李欲晓 

李欲晓，杨  慧，曾静平，

齐佳音，任乐毅，姜  蓓，

杨  康 

19 
一般纵向 

（合作） 
美国 NBA 管理模式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张永泽 张永泽，闫长乐，谢智勇

20 国际合作 
HetNets 中干扰感知调度算法研

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郑  侃 

郑  侃，龙  航，王文博，

吴文君，张  磊，谢莉莉，

王玉玉，胡房龙 

21 国际合作 

Multifunctional Toolkit for 

Distributed Stream Processing 

Systems 

计算机学院 王小捷 
王小捷，袁彩霞，王  婵，

房冠南，曹叶盛 

22 国际合作 基于移动情境的用户建模 计算机学院 王小捷 
王小捷，袁彩霞，段瑞雪，

孙甲申，李文峰 

23 国际合作 
Java 软件保护系统的调查研究

实现工作 
网络技术研究院 温巧燕 温巧燕，张  华 

24 国际合作 
数字水印文档安全保护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温巧燕 温巧燕，张  华 

25 国际合作 非法外联监控和预警软件 网络技术研究院 温巧燕 温巧燕，张  华 

26 国际合作 文档安全权限库 网络技术研究院 温巧燕 
温巧燕，张华，金正平，

胡春叶 

27 
中国 APEC 科技

产业合作基金 

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可信商务服

务软件培训班 
软件学院 袁玉宇 

袁玉宇，张  倩，商庆同，

崔倩楠，马学志，李克迪

28 横向合作 
C++，Java 程序代码的同源性鉴

别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崔宝江 

崔宝江，郑世慧，周文安，

王  欣，秦  虎，韩丽芳，

李建松，任颜珠 

29 横向合作 实训网站的开发 自动化学院 崔晓燕 崔晓燕 

30 横向合作 
雷达通信一体化演示系统控制

台设计与开发 
自动化学院 吕美玉 

吕美玉，侯文君，邝  野，

张翔宇，贺佳君 

31 横向合作 
个人数据保护的若干法律问题

研究 
人文学院 罗楚湘 罗楚湘，肖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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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横向合作 UWB 频谱规划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邹卫霞 

邹卫霞，黄小军，许方敏，

李  斌，孙  璇，陈凌君，

熊棠洪 

33 横向合作 
TD-SCDMA 视频业务评估算法

及分配算法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袁超伟 

袁超伟，张元雯，孔庆月，

蔡文君，李  想，王秋杰，

胡深深 

34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大规模 P2P VoD 系统中基于跨

兴趣组分发的激励机制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王洪波 

王洪波，王  驰，张  鹏，

米爱莲，彭振声，仇成林

35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面向现代服务业应用的服务组

合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徐  鹏 

徐  鹏，龙湘明，李静林，

潘渊源，龙志德，张  榆，

梁聚宏 

36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泛在环境下的异构协同关键技

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时  岩 

时  岩，谢东亮，李玉宏，

李  昕，邓  强，王凤华，

杨永成，胡为松，马  睿

37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通用业务系统架构及其关键技

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王  晶 

王  晶，沈奇威，张乐剑，

张  磊，徐  童，王敬宇，

王  纯，李  炜，朱晓民，

廖建新 

38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基于复杂网络的同步与群体搜

索机制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杨义先 

杨义先，李丽香，彭海朋，

罗  群，王励成，陈秀波，

马红静，高  洋 

39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基于 CDN 的流媒体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徐  童 

徐  童，王敬宇，沈奇威，

张  磊，张乐剑 

40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面向现代服务业应用的服务组

合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徐  鹏 

徐  鹏，龙湘明，李静林，

潘渊源，龙志德，张  榆，

梁聚宏 

41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面向业务的 IP 网络性能与故障

管理机制与算法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文璟 

李文璟，邱雪松，孟洛明，

嵇  华，乔  焰，庄爱民，

杨  杨，高  斐，刘  柯，

喻  鹏，马龙姣，刘迪西

42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终端管理体系框架，协议及信息

模型 
网络技术研究院 芮兰兰 

芮兰兰，张  恒，郭少勇，

高  星，周  毅，门丽娟

43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移动终端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张  磊 
张  磊，张乐剑，王敬宇，

徐  童，沈奇威 

44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可证明安全的数字签名和密钥

建立协议的设计 
网络技术研究院 张  华 

张  华，温巧燕，张  劼，

朱  萍，金正平，王延炯，

李文敏，李玉英，赵  露，

廖  鑫，张  璇，代占锋

45 

国家重点实验

室自主研究课

题 

分布式搜索引擎体系结构及关

键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刘传昌 

刘传昌，商彦磊，彭  泳，

程  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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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校  级 
后奥运时代大学生志愿者精神

的持续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学

与研究中心 
王  冰 

王  冰，张  静，蒋易展，

刘怡雯，耿  洁 

47 横向合作 随行会议通产品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48 横向合作 2011 年 12117/12121 系统改造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49 横向合作 

IMS 网络发展关键问题及光进

铜退语音业务整体支撑方案研

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0 横向合作 
中国电信 IMS 网络 BAC 设备应

用及兼容性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1 横向合作 
中国电信企业技术标准体系研

究支撑服务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2 横向合作 
中国电信跨运营商号码携带增

值业务实现与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3 横向合作 多媒体业务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4 横向合作 招财宝业务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5 横向合作 

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应用中间

件开发——移动互联网应用运

行环境架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6 横向合作 

行业应用安全快速分发系统研

发与产业化——应用虚拟化云

存储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7 横向合作 

2011 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

架构及关键技术——存储资源

分布检索系统采购项目软件开

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58 横向合作 

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摩

讯科技移动学习技术联合实验

室 

软件学院 傅湘玲 傅湘玲，蒋  超，许  强

59 横向合作 
下一代信令NSIS在移动 IPv6环

境中的应用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禹  可 

禹  可，张  琳，张惠民，

望育梅，刘  雨，王斌斌，

廖佩珍，李  欣，余陶然，

周充滤，温兴华 

60 横向合作 光传送网网络优化系统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陆月明 

陆月明，纪越峰，黄治同，

李  慧，高  飞，王丽琼, 

郝  芬， 孙  翔，程  耀，

王  月，矫冬颖 

61 横向合作 传送网 DCN 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陆月明 

陆月明，纪越峰，黄治同，

李  慧，王  淼，王先庆，

华一强 



357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二级单位 
课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62 横向合作 
基于 ASON 光电多层控制密集

波分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陆月明 

陆月明，纪越峰，黄治同，

李  慧，华一强，王丽琼，

弓伟丽，王秋实 

63 横向合作 演进式短文本处理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徐蔚然 徐蔚然，王占一，刘东鑫

64 国际合作 
Cvolutional SMS Automatic 

Categorization and Filter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徐蔚然 徐蔚然，王占一，刘东鑫

65 横向合作 
ASON 规划模拟软件与仿真试

验平台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越峰 

纪越峰，陆月明，李  慧，

黄治同，刘爱波，王先庆，

华一强，李  倩，鲁  伟，

伍杰明，杨继斌，陈  阁，

刘建宁，吴玉亮 

66 横向合作 
长治市城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 
王  欢 

王  欢，郭玉锦，任建东，

王连娟，杨瑞萍，班志刚

67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0 年度总

体投资后评估 
经济管理学院 车培荣 

车培荣，李  佳，史宏霞，

李  旭，刘佳霖，周  欣 

68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0 年度规

划后评估 
经济管理学院 车培荣 

车培荣，李  佳，史宏霞，

李  旭，魏苏娟，周  欣

69 横向合作 PDA 增值业务 SP 认证测试 电子工程学院 李  莉 
李  莉，杨鸿文，隋延峰，

孟江涛 

70 横向合作 
快速光通信探测器频响特征测

试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民 张  民 

71 横向合作 
移动乡镇营业部乡镇经理能力

素质提升 
经济管理学院 刘克选 刘克选 

72 横向合作 外来入侵生物信息数据库 电子工程学院 李  宁 

李  宁，邓中亮，徐连明，

梁国政，胥  斌，王晓影，

毛新蕾 

73 横向合作 
弹性分组环 RPR 在城域网中的

应用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民 张  民 

74 横向合作 路由协议监测与分析 网络技术研究院 金跃辉 金跃辉 

75 横向合作 
Android 平台上的短信过滤原型

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邹仕洪 

邹仕洪，古益杰，郑永伯，

杨竞夫 

76 横向合作 城市轨道交通列控系统开发 计算机学院 白中英 白中英，屈永正，赵琦琼

77 横向合作 
Wimax 物理层调制解调及编解

码算法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吕铁军 

吕铁军，高  晖，余雪芬，

任  远，夏金环，常鹏飞

78 横向合作 
融合网络的策略模型关键技术

和算法的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望育梅 

望育梅，张  琳，刘  燕，

米  玛，张  国，杨  凯，

覃  健 

79 横向合作 
GSM 网络小区覆盖动态监测系

统 
计算机学院 叶  文 

叶  文，马海印，宋圆圆，

李旭东，管艳艳，王思文

80 横向合作 CDMA 网络优化工作手册 计算机学院 叶  文 叶  文，马海印，宋圆圆

81 横向合作 
CDMA 网络优化协作分析平台

（一期） 
计算机学院 叶  文 

叶  文，勾学荣，于翠波，

兰丽娜，毛京丽，管艳艳，

王思文，王栩楠，谢韫涵，

柴莎莎，成  艳，慕宇琪，

吴  猛，苏  超 

82 横向合作 
PDF 策略模型关键技术和算法

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望育梅 

望育梅，张  琳，黄  坤，

黄  钰，孙志飞，尹  璐，

任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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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横向合作 
OMP 应用运行和开发引擎算法

及功能研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乔秀全 

乔秀全，徐  鹏，苏  森，

李晓峰 

84 横向合作 网络服务新形态监管调研 人文学院 李欲晓 
李欲晓，谢永江，黄传武，

崔聪聪，纪凡凯，吉文苑

85 横向合作 搜索引擎发展研究咨询报告 人文学院 李欲晓 

李欲晓，任乐毅，秦宝山，

时  飞，王佰玲，程学旗，

于  凌 

86 横向合作 
三网融合环境下中国网络电视

台的发展战略和策略研究 
人文学院 李欲晓 

李欲晓，任乐毅，黄传武，

刘  颖，姜淑丽，李忠妹，

孟庆顺，徐  璐 

87 横向合作 
不同阵元数目及不同厂家的智

能天线性能比较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袁超伟 

袁超伟，张元雯，刘  鸣， 

解  芳，刘佳佳，杨海波

88 横向合作 无线网络优化平台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袁超伟 

袁超伟，张元雯，贺  鹏， 

李乐微，蔡文君 

89 横向合作 
MIMO-OFDM 系统中预编码技

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袁超伟 

袁超伟，程铁铮，解  芳， 

刘  鸣，张元雯 

90 横向合作 
Web 服务在智能网业务互通中

的应用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陈俊亮 

陈俊亮，程  渤，郭  杰，

林祥涛，朱  达 

91 横向合作 
支持 Web2.0 的融合电信/互联网

增值业务系统架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静林 李静林 

92 横向合作 
中国互联网游戏业务市场推广

商业策划 
经济管理学院 刘克选 

刘克选，胡  春，李  钢，

林  栋，杨  鹏 

93 国际合作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 Technology（一）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王文博 

王文博，赵  慧，刘  芳，

龙  航，高  鸽 

94 国际合作 松下二期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王文博 

王文博，刘凯明，曹卫锋， 

刘  芳，张金文，赵  慧， 

马良山，朱小敏，蔡叶飞， 

孔  键，董炎杰，杨琳琳， 

张  兴，周正兰，黄振安， 

李  茗，洪  毅， 朱培栋， 

尹菲菲 

95 横向合作 LTE 系统的物理层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王文博 

王文博，郑  侃，赵  慧， 

周  恩，张  兴，刘世明， 

朱仁水，张深秋， 闫东韩，

璐  涂，梅  珍， 龙  航， 

陈  锋，苏  健 

96 国际合作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Technology（二）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王文博 

王文博，赵  慧，车  文， 

龙  航， 严闳中 

97 国际合作 
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4G）的

相关技术调查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王文博 

王文博，赵  慧，龙  航 ， 

彭岳星，陈吉学，王方刚， 

王  伟，漆  渊 

98 横向合作 
多层 PCB 系统的干扰抑制和集

成优化技术工程规范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黎淑兰 

黎淑兰，刘元安，唐碧华，

于翠屏，苏  明，吴永乐

99 横向合作 海洋导航抗干扰系统预研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牛  凯 

牛  凯，林家儒，贺志强，

林雪红，别志松，张  力，

康艳超，高  冰 

100 国际合作 
WiMax Forum Consulting 

Agreement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牛  凯 

牛  凯，贺志强，贺  欣，

周泽标 

101 横向合作 
零电流关断（ZCS）三相单主管

高功率因数预调变换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黄小军 黄小军，李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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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横向合作 CPM 技术和标准提案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王立才，韩传叶

103 横向合作 NGN 业务体系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韩艳峰，王雅杰

104 横向合作 SIP 协议的应用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陶  徐，高雪峰， 

韩传叶，胡  泊 

105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 VoIP 网络管理规范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袁  刚，程时端

106 横向合作 VoIP 语音传送效率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田  乐，王  磊， 

李建林，程时端 

107 国际合作 威盛电信合作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杨鸿文 

杨鸿文，李卫东，陈晓刚，

苗婷莛，赵朕衢 

108 横向合作 
AMC 和 H-ARQ 在 OFDM 中的

应用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杨鸿文 

杨鸿文，郭文彬，李卫东，

李  琴，肖  璇 

109 国际合作 

Telecom Services in 

Heterogeneous IP/IN 

Enviroments003 

计算机学院 王  柏 

王  柏，邹  华，王红熳，

毛文欣，漆  涛，徐塞虹，

李文生，施智辉，闫志成，

肖延敏，蒋现新，程时彬，

朱于军 

110 国际合作 

Telecom Services in 

Heterogeneous IP/IN 

Enviroments 

计算机学院 王  柏 

王  柏，邹  华，王红熳，

毛文欣，漆  涛，徐塞虹，

李文生，施智辉，闫志成，

肖延敏，蒋现新，程时彬，

朱于军 

111 国际合作 XML 转换工具 计算机学院 王  柏 王  柏，张君慧 

112 横向合作 电书加密和解密 计算机学院 王  柏 王  柏，杨  冬 

113 国际合作 Multi-Service Gateway System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玉宏 

李玉宏，陈灿峰，于魁飞，

潘淑文，赵  义，何  娜，

苏卉纯 

114 国际合作 

Village Internet Gateway-Local 

Multimedia and Internet 

Broadcast System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玉宏 

李玉宏，韩  丽，于魁飞，

王超辉，时  占，毕春亮，

邴佳楠 

115 国际合作 
Mobile Internet Service 

Architectures and Enablers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玉宏 

李玉宏，马  建，于魁飞，

靳慧芳，吕晓鹏，沈长星，

钱  磊，李  彬，苏卉纯

116 横向合作 
2006 年大连市网通公司客户满

意度调查 
经济管理学院 石文华 

石文华，王  琦，张晓航，

李卫卫，徐念龙 

117 横向合作 
“海洋一号”卫星地面应用系统

通信分系统应用软件 
计算机学院 戴志涛 

戴志涛，邝  坚，卞佳丽 

刘健培，张成文 

118 横向合作 内话测试仪（G728 模块）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许  茳，李云龙

119 横向合作 
下一代融合消息业务关键技术

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卢美莲 

卢美莲，周  星，张永旺， 

曾玉冰，杨  栋，许  茳

120 横向合作 
移动业务仿真测试系统的研究

与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冯春燕 

冯春燕，夏海轮，廖  青， 

朱新宁，曾志民，方彭东， 

甘杰强，吴世娥 

121 横向合作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开发与研

究 
计算机学院 杨旭东 

杨旭东，姜艳龙，苏亮彪， 

冯  燕 

122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基于企业竞

争力的 2/3G 融合组网实证效果

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曾剑秋 
曾剑秋，沈孟如，王  鹏，

张春陶，雷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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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三网融合发

展策略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曾剑秋 

曾剑秋，沈孟如，张  静，

谭炎明，蔚晓丹，张  剑，

零  旻 

124 横向合作 N2X 测试系统软件开发 计算机学院 杨旭东 杨旭东，尹江涛，刘伟哲

125 横向合作 H.323 与 SIP 协议转换 计算机学院 杨旭东 杨旭东，李婷婷 

126 横向合作 嵌入式软件开发和集成 计算机学院 杨旭东 
杨旭东，姜艳龙，苏亮彪  

冯  燕 

127 横向合作 
夹叉式扁平件分拣机关键部件

技术升级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28 横向合作 
地理信息系统 C/S 应用软件开

发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29 横向合作 
国际普邮系统二期工程应用软

件技术服务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0 横向合作 条烟图像识别系统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1 横向合作 北京综合邮件处理中心工艺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2 横向合作 国际普邮跟踪查询系统（二期）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3 横向合作 推块分拣机产品化应用开发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4 横向合作 多电机变频调速应用软件开发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5 横向合作 
通用地理信息系统二次应用平

台开发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6 横向合作 包件分拣机技术升级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7 横向合作 VOWLAN 系统开发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8 横向合作 网络应用研究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39 横向合作 中邮绿卡合作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0 横向合作 信息终端产品关键技术研究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1 横向合作 上海福通相关服务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2 横向合作 中邮科技相关协议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3 横向合作 信息终端产品基础技术研究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4 横向合作 无线局域网研究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5 横向合作 邮政生产汽车质量评定方法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6 横向合作 
信盒处理系统安装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7 横向合作 
信函分拣机安装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8 横向合作 
邮政生产设备分类与编码规则

第 4 部分：生产辅助设备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49 横向合作 
邮政生产设备分类与编码规则

第 3 部分：信息技术设备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0 横向合作 信息终端产品基础技术研究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1 横向合作 厢式邮政改装汽车验收规范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2 横向合作 
邮政生产设备分类与编码规则

第一部分：邮件处理设备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3 横向合作 
邮政生产设备分类与编码规则

第二部分：运输装卸设备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4 横向合作 国内邮件寄递业务单据格式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5 横向合作 
代式输送机安装工程质量评定

标准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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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横向合作 
推挂输送机安装工程质量评定

标准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7 横向合作 
CHINA NET 骨干网中继线利用

率统计管理软件开发 
自动化学院 时良平 时良平 

158 横向合作 
GSM 网络定位算法及其应用研

究 
网络教育学院 勾学荣 

勾学荣，叶  文，于翠波，

张  勖，王思文，柴炜晨，

蔡伟宁 

159 横向合作 
业务量预测与综合载频配置的

研究与实现 
网络教育学院 勾学荣 

勾学荣，于翠波，张  勖，

兰丽娜，毛京丽，李  楠，

程明康，王栩楠，柴莎莎，

谢韫涵 

160 横向合作 
基于 P2P 技术的网络安全问题

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春红 

张春红，裘晓峰，孙崇伟，

王  辉，熊  淼，成  城，

刘玉婷，昌煦超 

161 横向合作 
P2P 技术在未来核心网中的应

用及演进(二期)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裘晓峰 

裘晓峰，张春红，李漓春，

弭  伟，王  岩，马  涛，

张永辉，孙崇伟，王  辉，

熊  淼 

162 国际合作 A+P 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赵  钦，

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163 国际合作 
IMS Service Platform and Client 

software Consummation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吴  军，

林昭文，赵  钦，王振华

164 国际合作 
IP Traffic Structure Study of the 

Chinese Operators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吴  军，

林昭文，赵  钦，王振华

165 国际合作 
The Field of IMS/SLP and 

Mobile Handset Applications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吴  军，

林昭文，赵  钦，王振华

166 横向合作 IPv6 发展策略及方案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赵  钦，黄小红，

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167 横向合作 IPv6 实验方案及实验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林昭文，吴  军，

王振华，张晓冬，吴永娟

168 横向合作 IP 网络应用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赵  钦，

吴  军，林昭文，王振华

169 横向合作 M2M 协议一致性测试工具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赵  钦，

吴  军，林昭文，王振华

170 横向合作 
面向全业务的 IP 承载网关键技

术研究及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赵  钦，

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171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软交换 IP 化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马  严 
马  严，黄小红，林昭文，

吴  军，王振华，赵  钦

172 横向合作 软件系统开发 软件学院 吴国仕 吴国仕 

173 横向合作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后勤管理信

息系统 
软件学院 吴国仕 吴国仕，林哲 

174 横向合作 

下一代网络软交换平台

（HeliTech)的软件设计和实现

(一、二期）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春红 

张春红，曹迎心，李红梅， 

夏海轮，张  勖，金伟民， 

陈  滢 

175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公众热线翻译业务

IVR 语音流程（一期）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春红 张春红，金伟民，曹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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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横向合作 
下一代网络软交换（SIP）服务

器和终端软件的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春红 

张春红，曹迎心，夏海轮， 

陈  滢 

177 横向合作 
LTE-A 协作多点传输技术资源

分配、节点选择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田  辉 

田  辉，王  强，裴郁杉，

孙云翔，汤晓颖，李宏彬，

秦  城 

178 国际合作 
Study on MAC Techniques for 

LTE-Advanced Systems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田  辉 

田  辉，胡  铮，田  鹏，

高砾琦，蒋宝昂，王  萌，

连蓉蓉 

179 国际合作 
Research on LTE MAC over 

Wireless Network Cloud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田  辉 

田  辉，王  强，孙  雷，

李兴民，郑淑琴，沈东明，

任佳智 

180 横向合作 宽带综合交换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玉宏 
李玉宏，周  营，赵  义，

潘淑文，王超辉，罗章庆

181 横向合作 CMPP，EMPP 协议栈软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廖建新 廖建新 

182 横向合作 
CAMEL 3 Protocol Stack for 

MGTS 
网络技术研究院 廖建新 廖建新 

183 横向合作 手机动画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廖建新 廖建新 

184 横向合作 3G 终端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廖建新 廖建新 

185 横向合作 
端到端多媒体性能衡量仿真与

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廖建新 廖建新 

186 横向合作 移动商务支付系统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廖建新 廖建新 

187 横向合作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英语教学

中的应用 
人文学院 王  斌 

王  斌，刘爱军，卢志鸿，

王笑施，王保令，霍娅玲，

范姣莲，王海波，张钫炜，

郭俊琪 

188 横向合作 SLA 表示模板的定义指南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89 横向合作 
马来西亚电信PSTN交换网综合

网管投标书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0 横向合作 
马来西亚国家电力公司通信网

综合网管投标书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1 横向合作 
全国无线电管理系统架构初步

设计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2 横向合作 
中国联通网络运行管理系统框

架体系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3 横向合作 
北京通信宽带专线网网络管理

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4 横向合作 
大用软件省级综合网管 GSM 部

分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5 横向合作 
浪潮省级综合网管 GSM 部分测

试（一）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6 横向合作 
新大陆软件省级综合网管 GSM

部分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7 横向合作 
空军通信网络管理系统技术规

范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8 横向合作 润汇 No7 监测系统及接口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199 横向合作 
SDH 传输网网络层网管功能需

求规范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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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横向合作 中兴 No7 监测系统及接口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1 横向合作 贝尔 No7 监测系统及接口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2 横向合作 亚信 No7 监测系统及接口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3 横向合作 
浪潮省级综合网管 GSM 部分测

试（二）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4 横向合作 
宏智科技省级综合网管 GSM 部

分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5 横向合作 
中国联通 No7 监测系统及接口

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6 横向合作 
沃泰丰 No7 监测系统及接口测

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7 横向合作 
亿阳信通省级综合网管 GSM 部

分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8 横向合作 
接入网设备 TSANETQ3 接口的

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孟洛明 孟洛明 

209 横向合作 
关于网管技术标准合作的框架

协议书 
网络技术研究院 亓  峰 亓  峰 

210 横向合作 包交换光纤网络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亓  峰 亓  峰 

211 横向合作 关于 3G 网管标准的合作协议书 网络技术研究院 亓  峰 亓  峰 

212 横向合作 测网管平台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芮兰兰 芮兰兰 

213 横向合作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3G 网管标准

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芮兰兰 芮兰兰 

214 横向合作 
CDMA2000 1X EV-DO 网管接

口规范制订 
网络技术研究院 芮兰兰 芮兰兰 

215 横向合作 网络管理技术标准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志鹏 高志鹏 

216 横向合作 网管关键技术和架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志鹏 高志鹏 

217 横向合作 
面向客户的综合服务提供和保

障关键技术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志鹏 高志鹏 

218 横向合作 
基于语义网技术的网络管理架

构及其管理信息建模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志鹏 高志鹏 

219 横向合作 江西铁通客服综合信息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乔秀全 

220 横向合作 
面向融合网络的视频点播业务

控制系统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乔秀全 

221 横向合作 智能网 IP 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詹舒波 

222 横向合作 上海智能网整治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詹舒波，闫丹凤

223 横向合作 开放智能业务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乔秀全 

224 横向合作 核心网外协研究测试短名单 网络技术研究院 苏  森 

苏  森，双  锴，徐  鹏，

王玉龙，赵  婷，宋  月，

成  龙，吴  宁，台  璇，

朱  潇 

225 横向合作 IMS 系统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苏  森 苏  森，双  锴 

226 横向合作 IBM 奖励 网络技术研究院 苏  森 苏  森 

227 横向合作 小灵通彩铃系统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乔秀全 

228 横向合作 模式识别新技术的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孙松林 孙松林，谭启超，姜媛儿

229 横向合作 调频 CATV 传输系统技术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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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横向合作 
全光网络的技术和发展策略研

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1 横向合作 WDM 系统和网络模拟软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2 横向合作 
光交叉连接（OXC）设备总体结

构和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3 横向合作 
基于光纤布喇格光栅的 WDM

组件和网络的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4 横向合作 
智能光纤网中节点和控制层的

构造的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5 横向合作 
40Gb/s 光纤传输关键技术理论

及仿真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6 横向合作 
光纤波分复用系统教学仿真软

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7 横向合作 
新一代行动通讯之网络效能、安

全机制与劳动相关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8 国际合作 光网络的生存性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39 横向合作 

工程背景下的 DWDM 系统优化

配置效能、安全机制与劳动相关

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40 横向合作 WDM 环网规划软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41 横向合作 中国电信传输网规划软件研发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42 国际合作 
资讯的安全和网路管理与生存

性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43 横向合作 
光纤到户（FTTH）GEPON 设备

开发与应用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44 横向合作 
基于双绞线的宽带接入系统开

发和应用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顾畹仪 顾畹仪 

245 横向合作 应急广播监控系统的软件研发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永军 张永军 

246 横向合作 
空间激光通信系统智能数据接

口单元研发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永军 张永军 

247 横向合作 DBA 性能仿真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永军 张永军 

248 横向合作 
基于网状结构的光网络生存性

技术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杰 张  杰 

249 横向合作 
基于 IP 化传输试验平台的城域

网演进策略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杰 张  杰 

250 横向合作 
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关键传输部

件研发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杰 张  杰 

251 横向合作 
光物理层损伤建模与性能评估

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杰 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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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横向合作 
IP 网与传送网联合组网策略仿

真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  杰 张  杰 

253 横向合作 
统一控制平面 PCE 算法及规划

软件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黄善国 黄善国 

254 横向合作 一种新型编解码器功能的测试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黄善国 黄善国 

255 横向合作 
采用KSP算法解决RWA的路由

问题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黄善国 黄善国 

256 横向合作 
GSM 网络基站功耗控制系统的

研究与实现 
网络教育学院 勾学荣 

勾学荣，叶  文，于翠波，

张  勖，王思文，马海印，

蔡伟宁，薛学猛 

257 横向合作 
GSM 网络半速率控制技术及其

应用 
网络教育学院 勾学荣 

勾学荣，叶  文，于翠波，

刘亚志，唐碧霞，蔡伟宁

258 横向合作 
GSM 网络频率规划优化算法研

究 
网络教育学院 勾学荣 

勾学荣，叶  文，于翠波，

薛学猛，孙媛媛，蔡伟宁

259 横向合作 
基于 IMS 试验网的多媒体业务

试验及技术支撑服务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0 横向合作 
上海电信网络智能化目标网应

用技术支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1 横向合作 ISAG 业务生产环境研究与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2 横向合作 IPTV 视频通信应用服务器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3 横向合作 
上海电信基于 IMS 的网络演进

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4 横向合作 
智能网与互联网互通类业务开

发与测试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5 横向合作 

上海电信小灵通同振顺呼业务

管理平台及移机不改号业务开

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6 横向合作 
上海电信固网彩铃 Webserver 管

理平台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7 横向合作 多媒体号百业务开发和实验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8 横向合作 
基于软交换业务平台的同号语

音业务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69 横向合作 
“商企通”即时通信和信息推送

业务软件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0 横向合作 
以商务为核心的中国电信号码

百事通产品开发及技术支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1 横向合作 小灵通改号通知业务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2 横向合作 气象闹钟业务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3 横向合作 
“商企通”会议业务管理系统软

件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4 横向合作 
多媒体信息推送移动 Widget 化

软件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5 横向合作 C+固业务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6 横向合作 
上海电信超级无绳（天翼版）产

品开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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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横向合作 

利用 IPTV 机顶盒提供与 PC 手

机互通视频和信息类通信的研

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8 横向合作 开放式综合业务接入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詹舒波 詹舒波 

279 横向合作 
MPC860 以串行方式实现 E1 时

隙格式的 ATM 信元传输的验证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春红 张春红 

280 横向合作 3G 业务测试 经济管理学院 杨天剑 杨天剑，闫  强 

281 横向合作 
UWB 与其他业务电磁兼容仿真

平台开发与分析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彭木根 王文博，杨常青 

282 横向合作 无线系统间干扰仿真平台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王文博 王文博，彭木根 

283 横向合作 开放式信息平台的技术服务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晓峰 李晓峰，乔秀全 

284 横向合作 Living Lab 方法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张春红，杨  晨，

王  尧，孙继宇 

285 国际合作 

Study on Mobile 3D Internet as 

an Interaction Method between 

Real World and Virtual World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陈  全，吴振宇，

熊  淼，王  辉 

286 国际合作 
基于 Ophone Widget 和爱立信技

术的应用创新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张春红，吴振宇，

弭  伟，高  雅 

287 国际合作 
移动社交网络服务研究及开发

（二期）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汪  浩，张春红，

孙崇伟，张永辉 

288 横向合作 
金色阳光工程-手机心理测试软

件平台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汪  浩，张  帆，

董凤宇，周  桢，孙继宇，

温杨毅 

289 国际合作 
Mobil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ervice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汪  浩，张春红，

于  昆，吴振宇，王  刚，

尤国懿，左志浩 

290 国际合作 

基于复杂网络信息动力学模型

和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通信行

业客户行为预测模型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张晓航 

张晓航，石文华，王  琦，

杨学成，陈茹茹，赵  涵，

张泽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