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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 年度，《北京邮电大学科学技术成果年报》刊登通过结题的项目共 650

项。 

2014年度，我校有 22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获国家级奖 1项，获省部级奖

8项，获社会力量奖 13 项。 

    2014年度，我校有 244项专利被授权，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229项（含国 

外专利 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2项；外观设计专利：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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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8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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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体协同搜索模式及最优化算法研究 ....................................................................李丽香等 （141）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平板电视一体化制造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示范 ............赵  方等 （142） 

融合动态复杂网络的模型与同步机制研究 ....................................................................李丽香等 （143） 

一般纵向项目研究成果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京郊农民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李全喜等 （14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分析与预测 ........................................................................................何菊香等 （144） 

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胡  桃等 （145） 

高速铁路 GSM-R 保障列控数据传输 KPI 指标的网络安全评估及其 

  安全系统设计理论研究............................................................................................谷利泽等 （145） 

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研究 ............................................................茶洪旺等 （146） 

CALIS 全国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二期 ...................................................严潮斌等 （147） 

2011-2012 年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蓝皮书......................................................................王文宏等 （148） 

互联网中兴奋剂销售情况调查 ........................................................................................张树壮等 （148） 

北京市文化品牌案例分析................................................................................................刘胜枝等 （149）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健康信息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王洪波等 （150） 

基于新媒体的科学传播研究............................................................................................宁连举等 （150） 

可信云平台基础信任模型研究 ........................................................................................李  剑等 （151） 

技术交易大数据分析总体设计及算法实现（一期） ....................................................艾新波等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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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网技术产业发展建议研究 ........................................................................................陈俊亮等 （153） 

新媒体生态视阈下的高校新闻网的身份重构与竞合战略 ............................................周  晔等 （153） 

横向合作（国际）项目研究成果 

Research on dynamic TDD aiming for Beyond-4G Radio ................................................刘  芳等 （154） 

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五） .............................................................崔琪楣等 （155） 

多媒体音视频检索技术 2012-2013 .................................................................................董  远等 （155） 

违章停车检测系统 ...........................................................................................................张洪刚等 （156） 

HTML5 技术开发--PHONEGAP API ..............................................................................郝建军等 （156） 

基于安卓的网络浏览器开发............................................................................................王卫东等 （157） 

未来无线通信系统中 TDD 差异化技术研究 .................................................................李立华等 （157） 

基于众核的下一代视频编解码技术开发 ........................................................................杨  波等 （158） 

Privacy By Design: An Approach To Enable Privacy-Friendly  

  Technology Environment In China ............................................................................李欲晓等 （158） 

北邮-高通联合研究 ..........................................................................................................杨大成等 （159） 

ANDROID 智能终端恶意应用防范机制的研究 ............................................................邝  坚等 （159） 

集中式异构网络上行调度研究 ........................................................................................郑  侃等 （160）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ports Phase Ii ....................................................................王文东等 （160） 

Pursuing Roadmaps And Benchmarks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马  严等 （161） 

个性化学习路径研究 .......................................................................................................宁连举等 （161） 

网络演进研究和系统级仿真............................................................................................杨鸿文等 （162） 

基于社交网络的互联网视频个性化推荐系统研发 ........................................................高  升等 （163） 

Dsp Software Development On Hw Testbed For Lte/Lte-A ..............................................张轶凡等 （163） 

Developing A Customized Prototype System For Video Monitoring Of  

  The Non- Human Primates (Nhps) Behaviors ...........................................................苏  菲等 （164） 

Jcp-Bupt Qos-Based Predictive Data Caching In Ccn Wireless Network .........................金跃辉等 （165） 

未来无线蜂窝技术研究....................................................................................................杨鸿文等 （165） 

横向合作（国内）项目研究成果 

MM 移动应用软件开发（三期） ...................................................................................卞佳丽等 （166） 

手机告警助手 ...................................................................................................................李学明等 （166） 

LTE 基本专利数据库建设 ................................................................................................纪  红等 （167） 

EASYRNP 系统及网络预警系统开发（三期） ............................................................卞佳丽等 （167） 

基于 VISUALSIM 平台的 CCSDC SCPS/PSLP 协议仿真软件开发 ............................刘  芳等 （168） 



8 

基于指纹纹线特征的盲对齐技术研究 ............................................................................苏  菲等 （168） 

数字家庭互动媒体服务系统............................................................................................鄂海红等 （169） 

RFID 测试系统开发 .........................................................................................................李书芳等 （169） 

系统设备运行检测试验平台............................................................................................韩大海等 （170）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及发布平台 ........................................................................................周  锋等 （170） 

面向科研信息的数据挖掘技术 ........................................................................................牛  凯等 （171）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2 年“绿色行动计划”技术支撑服务 ..........................................杨天剑等 （171） 

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与维护（三期） ...............................................................张为杰等 （172） 

LTE 系统干扰对齐技术研究 ............................................................................................王朝炜等 （172） 

ICN（信息中心网络）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黄  韬等 （173） 

移动互联网的大数据与新应用研究开发 ........................................................................张  琳等 （173） 

MM 移动应用软件开发 ...................................................................................................卞佳丽等 （174） 

ANDROID 智能终端 AD HOC 实验案例库开发 ...........................................................卞佳丽等 （175） 

小件分拣机上件与载运系统优化 ....................................................................................时良平等 （175） 

TTA 协同开发环境的硬件调试工具开发 .......................................................................别志松等 （176） 

面向 4G 的移动通信组网及多天线 .................................................................................牛  凯等 （176） 

太阳模拟器监控系统研制................................................................................................赵同刚等 （177） 

基于日志的故障模式挖掘研究 ........................................................................................张  彬等 （177） 

基站分类节能综合解决方案研究 ....................................................................................杨天剑等 （178） 

网络不良信息监测软件开发与实施 ................................................................................李朝晖等 （178） 

短距离无线抄表关键技术研究与标准化 ........................................................................邹卫霞等 （179） 

中国联通应对互联网替代性 OTT 服务挑战策略研究 ..................................................吕廷杰等 （179） 

OA 大数据分析和推荐 .....................................................................................................张  华等 （180） 

楼宇安全监控平台之智能联动和移动展现 ....................................................................温巧燕等 （181） 

电源连接器极限通流能力研究 ........................................................................................芦  娜等 （181） 

通用数据分析技术 ...........................................................................................................魏更宇等 （182） 

科技文献采集分析系统开发............................................................................................杨文川等 （182） 

移动用户信息分析系统开发(一期) .................................................................................杨文川等 （183） 

异构网络架构仿真平台测试验证改造 ............................................................................高月红等 （183） 

A-北斗原型系统研发项目 ...............................................................................................焦继超等 （184） 

新一代光网络算法研究与智能工具开发 ........................................................................张  杰等 （184） 

基于客户感知的流量价值管理策略 ................................................................................张爱华等 （185） 

2012 年 KHI 管理体系优化 .............................................................................................张爱华等 （186） 



9 

国内外免费及公用频率管理及使用模式研究 ................................................................闫  强等 （186） 

用友 NC ANDROID 平台移动应用开发 .........................................................................陈莉萍等 （187） 

世界主要国家邮政/快递市场相关政策研究 ...................................................................赵国君等 （187） 

短文本语言模型系统 .......................................................................................................徐蔚然等 （188） 

基于物理层网络编码的 MIMO 双向/多向中继传输方法研究 .....................................吕铁军等 （189） 

通信智能管理系统 ...........................................................................................................王亚峰等 （189） 

基于 LTE 的新型编码调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王卫东等 （190） 

多语言语料数据采集 .......................................................................................................王小捷等 （190） 

中文文本库开发 ...............................................................................................................刘咏彬等 （191） 

行讯通管理和分析系统....................................................................................................吴岳辛等 （191） 

融合多视点深度不变性特征的海量面部信息分析研究 ................................................明  悦等 （192） 

基于 HTML5 的 WEB APP 技术研究和原型开发 .........................................................温志刚等 （193） 

HEVC 视频编码技术性能测试 ........................................................................................杨  波等 （193） 

济南三泰宏业制胶有限公司发展规划咨询 ....................................................................仪建红等 （194） 

地下道路火灾烟气测试平台监控系统 ............................................................................杨  军等 （195） 

闪电光电磁信号数据采集处理卡的研制开发 ................................................................王海婴等 （195） 

基于云计算的海量数据分析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杨  娟等 （196） 

未来网络智能交换机网络内置缓存管理机制研究 ........................................................牛  凯等 （196） 

室内精细化覆盖预测技术研究 ........................................................................................韦再雪等 （197） 

天津移动 2012 年实体渠道转型与提升研究 ..................................................................童莉莉等 （197） 

PROSE 架构关键技术与演进研究 ..................................................................................武穆清等 （198） 

大数据时代下邮政业发展研究 ........................................................................................吕廷杰等 （199） 

“灵敏”控制系统弹上设备屏效测试优化机箱试验与评估 ............................................张洪欣等 （199） 

客户服务行为洞察分析研究............................................................................................吕廷杰等 （200）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业务网络发展与演进研究 ................................................................孙其博等 （200） 

地下道路智能监控平台监控系统 ....................................................................................杨  军等 （201） 

智慧城市安全服务平台需求分析研究 ............................................................................张玉洁等 （201）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践 ............................................................................王笑施等 （202） 

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在 CDN 中的应用研究 .....................................................................皮人杰等 （203） 

我国民营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茶洪旺等 （203） 

传真图像文件识别及聚类系统 ........................................................................................张洪刚等 （204） 

车标自动识别软件系统....................................................................................................张洪刚等 （204） 

通信用后备式锂离子电池蓄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之通信软件模块的实现 ................吕铁军等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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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研究............................................................................................王保令等 （205） 

电影中文对白语音识别原型系统开发 ............................................................................刘  刚等 （206） 

《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GPS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标准研究 ..........................................李静林等 （206）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 ....................................................................................高  立等 （207） 

日语文本语料库开发 .......................................................................................................刘  刚等 （208） 

海量数据处理系统 ...........................................................................................................廖建新等 （208）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数据流量成本效益分析咨询 ............................................................彭若弘等 （209） 

用户体验研究与可用性测试............................................................................................刘  伟等 （209） 

《飞行员情景意识状况分析与评价软件》代码测试 ....................................................刘  伟等 （210） 

LTE-A-无线网络定位技术与应用研究 ...........................................................................罗新龙等 （210） 

英语电影视听说课程教学理论及实践研究 .................................................................... 宋  嫚等 （211） 

从“跨越”到“超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体论诠释 ..................................................... 韩  凌等 （211） 

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关键技术仿真评估验证 ....................................................................石文华等 （212） 

TD-LTE 网络性能仿真技术研究与开发 .........................................................................常永宇等 （212） 

成灌高铁综合视频监控系统 IP 地址变更 ......................................................................徐雅静等 （213） 

陵水海洋公园“智慧景区”方案设计 ................................................................................王安生等 （213） 

互联网视频用户访问统计及分析系统开发 ....................................................................王洪波等 （214）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家成长规律问题研究 ........................................................................陈  慧等 （214） 

TMF 更新自动跟踪系统开发 ..........................................................................................万  能等 （215） 

LTE 协议测试设备研发 ....................................................................................................唐晓晟等 （215） 

未来网络内容寻址关键技术研究 ....................................................................................关建峰等 （216） 

终端全向辐射功率及灵敏度测试系统 ............................................................................沈远茂等 （217） 

大容量骨干通信传输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赵永利等 （217） 

基于 OPENSTACK NEUTRON 组件的网络应用算法设计及软件实现 .......................黄  韬等 （218） 

面向客户体验的技术及算法应用研究 ............................................................................周文安等 （218） 

干扰导航信号模拟及控制软件开发 ................................................................................崔岩松等 （219） 

无条件安全的量子保密通信方案研究 ............................................................................郑世慧等 （219） 

EPC 融合组网策略及关键技术研究 ...............................................................................刘  洋等 （220） 

LTE 网络管理系统研究 ....................................................................................................滕颖蕾等 （220） 

四网协同分析规划工具软件开发 ....................................................................................李书芳等 （221） 

用户侧智能设备与电网的信息交互研究 ........................................................................李书芳等 （221） 

基于云的海量数据安全存储模型研究 ............................................................................姚文斌等 （222） 

基于 LTE -R11 的 COMP 技术仿真评估.........................................................................张天魁等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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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A TDD 增强技术的测量及解调性能评估 ...............................................................郑  侃等 （223） 

盲载频多目标未知信号的压缩检测技术与仿真软件 ....................................................彭岳星等 （224） 

终端 WEB 开发研究 .........................................................................................................皮人杰等 （224） 

展示台升降控制系统 .......................................................................................................庄育锋等 （225） 

CK-LNG 机柜、CK-CNG 机柜测试、论证 ...................................................................庄育锋等 （225） 

面向金融行业大数据应用需求的云数据中心核心 

技术研究和原型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闫丹凤等 （226） 

2012 年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业咨询 .......................................................................闫  强等 （226） 

便携式心脏外科术中视频影像记录系统的研发 ............................................................李端玲等 （227） 

长距离无线 IC 系统开发..................................................................................................李端玲等 （227） 

面向遥操作测试系统的测试规范的研究 ........................................................................李端玲等 （228） 

能源管理系统开发 ...........................................................................................................吴  斌等 （229） 

移动数据网络流量检测技术研究 ....................................................................................雷振明等 （229） 

基于光网络的 SDN 技术开发及原型机验证 ..................................................................赵永利等 （230） 

机载天线辐射特性研究....................................................................................................李  莉等 （231） 

TD-LTE-A 标准化及产业推进—热点覆盖增强技术研究及评估 .................................郑  侃等 （232） 

IPHONE 手机软件动态行为分析系统开发 ....................................................................邹仕洪等 （232） 

探索难动储量开发新道路助力西部大庆大发展 

-基于合作的长华项目部创新管理体系研究 .............................................................宁连举等 （233） 

《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AES-128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标准研究 ...................................邹仕洪等 （234） 

海量网络数据预处理系统研发 ........................................................................................刘  军等 （234） 

2D 影像转 3D 影像算法的研究 .......................................................................................王  飞等 （235） 

酒类产品全过程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苑春荟等 （23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酒业可信供应链关键技术及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苑春荟等 （236） 

智能移动终端缺陷库管理软件 ........................................................................................李学明等 （237） 

基于 SORA 的低功耗 WIFI 算法验证平台 ....................................................................蒋  挺等 （238） 

安全管理告警平台系统....................................................................................................明安龙等 （238） 

业务驱动的宽带光接入技术............................................................................................王宏祥等 （239） 

下一代 PON 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黄治同等 （239） 

面向区域中小微企业的诚信电子商务服务系统研发 ....................................................宋美娜等 （240） 

基站电源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梳理与优化 ....................................................................赵欣艳等 （240） 

河南省电信分公司 2013-2015 滚动规划——供应链、客户服务专项规划 .................赵欣艳等 （241） 

LTE MIMO 终端设计参数指标研究分析技术合作 .......................................................王朝炜等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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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康复服务平台软件开发................................................................................................李  青等 （242） 

全国少数民族疾病调查数据加工处理 ............................................................................王  枞等 （242） 

移动终端消息推送与查询系统研发 ................................................................................刘  枫等 （243） 

“乒乓球”辅助交互系统关键模块开发 ............................................................................张  浩等 （244） 

INFORMATION-CENTRIC NETWORK(ICN)技术研究 ...............................................黄  韬等 （244） 

EASYRNP 系统及网络预警系统开发（二期） ............................................................卞佳丽等 （245） 

天津移动采购物流一体化流程优化研究成果 ................................................................杨天剑等 （245） 

基于自主基础软硬件的应用软件开发 ............................................................................崔毅东等 （246） 

网络审计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吴晓春等 （246） 

覆冰特征参量测量系统研制............................................................................................别红霞等 （247） 

电力营销自动化与用电信息安全防护关键技术研究 ....................................................高  欣等 （248） 

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研究................................................................................................刘  颖等 （248） 

10G EPON 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 ....................................................................................王立芊等 （249） 

基于工况传递路径的噪声源贡献比与声辐射预估 ........................................................陈  斌等 （249） 

“北邮-易鼎天成联合实验室”智慧洗车行软件开发 .......................................................赵  方等 （250） 

缺陷调制的熔石英光学性质研究 ....................................................................................芦鹏飞等 （250） 

可信网络安全产品应用处理模块 ....................................................................................李  剑等 （251） 

光网络测试仪装维管理系统软件 ....................................................................................李巍海等 （251） 

LTE 物理层研究 ...............................................................................................................牛  凯等 （252） 

MIMO/COMP 增强技术研究 ...........................................................................................王亚峰等 （253） 

HTML5 转换技术研究和典型应用开发项目文档转换软件开发..................................双  锴等 （253） 

移动互联网呈现类应用通用后台 ....................................................................................戚  琦等 （254） 

高水分玉米安全储藏调控温湿度专用软件开发 ............................................................周慧玲等 （254）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烟叶醇化安全监控系统研究与开发 ................................................周慧玲等 （255） 

烟叶气调储藏养护无线监测系统 ....................................................................................周慧玲等 （255） 

GF 卫星数据传输分系统应用软件 .................................................................................戴志涛等 （256） 

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移动网管系统 ................................................................................刘传昌等 （257） 

区域空间应急通信测控网络系统 ....................................................................................王振凯等 （257） 

无线局域网测试仪表软件测试验证 ................................................................................吴湛击等 （258） 

多网协同频谱策略建模....................................................................................................张  欣等 （259） 

基于系统论的网络数据云平台原型系统界面开发 ........................................................李  霞等 （259） 

大学英语实验教程的实验任务过程中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情绪的研究 ....................陈  静等 （260） 

国标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组网关键技术的研究 ............................................................陈  磊等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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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铁资源网技术服务 .......................................................................................................庄育锋等 （261） 

外教社 2013 年数字产品技术支持服务 ..........................................................................范姣莲等 （262） 

SDN 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纪  阳等 （262） 

GUL 统一资源管理技术研究 ..........................................................................................田  辉等 （263） 

LTE 系统同站集中调度 ....................................................................................................王  莹等 （264） 

3D MIMO 关键技术研究 .................................................................................................王  莹等 （264） 

音频电话终端回声消除模块研发 ....................................................................................李  曦等 （265） 

信息安全工具组件用户界面设计与人机交互实现 ........................................................李  霞等 （266） 

智慧中国与无线频谱的应用体系研究 ............................................................................王  琦等 （266） 

ITU 等国际标准专题技术研究 ........................................................................................詹舒波等 （267）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发项目——WIDGET 开发系列套件软件 ...........詹舒波等 （267） 

在新型网络上实现传统智能业务研究开发 ....................................................................詹舒波等 （268） 

WIFI MAC 开发及集成开发技术支持 ............................................................................田  辉等 （269） 

南京本地生产作业系统移箱功能开发 ............................................................................时良平等 （269） 

RTC 能力平台中间件 .......................................................................................................王红熳等 （270） 

嵌入式门禁控制系统的设计............................................................................................宋  晴等 （271） 

基于迭代框架的并行图挖掘关键技术研究 ....................................................................吴  斌等 （271） 

ANDROID 系统安全加固技术研究 ................................................................................刘传昌等 （272） 

基于 SDN 及 OPENFLOW 的网络流量模型分析 ..........................................................吴  斌等 （273） 

HP 需求、运营商 MIB 需求及 STA 管理二期开发 .......................................................邝  坚等 （274） 

SPTN 技术研究 .................................................................................................................纪越峰等 （274）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改进版研制 ................................................................高  立等 （275） 

河北省长途通信传输局二次创业的实践与创新研究 ....................................................许  飞等 （275） 

我国省会级以上城市政府“治堵”思路与汽车限购政策研究 ........................................陈  伟等 （276） 

智能视频分析关键技术研究............................................................................................邓伟洪等 （277） 

室内地图制作系统 ...........................................................................................................罗  红等 （277） 

北京市“三通两平台”网络技术规范研制 ........................................................................温向明等 （278） 

EPC 融合组网策略及关键技术研究 ...............................................................................双  锴等 （279） 

协作多点传输系统仿真技术研究和平台开发 ................................................................夏海轮等 （279） 

认知无线电关键技术研究(二期) .....................................................................................郭彩丽等 （280） 

新一代长距离无源光网络规划 ........................................................................................李  慧等 （280） 

基于质量功能展开（QFD）模型的互联网用户评论分析技术支持服务 ....................齐佳音等 （281） 

基于经普数据的智能分析及管理软件 ............................................................................芦鹏飞等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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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多尺度模拟的固-液相变模型研究 ..................................................................芦鹏飞等 （282） 

新环境下电信改革政策研究............................................................................................舒华英等 （283） 

2013 年西藏移动面向客户感知的网络质量运维体系优化 ...........................................谢雪梅等 （283） 

校级项目研究成果 

网络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与运行机制研究 ................................................................梁  刚等 （284） 

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一览表 ......................................................................... （285） 

其它结题科技成果 

其它结题科技成果一览表................................................................................................................. （295）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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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地融合广域高精度

位置服务关键技术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中卫星空移动多媒体网络有限

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高德软件有

限公司，中国传媒大学，成都新光微波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邓中亮，吕子平，罗圣美，

高利佳，施浒立，姜德荣， 

徐连明，刘  雯，李卫宁，

余彦培，李正武，邓纶辉， 

武世勇，肖挺莉，李  宁 

2 
无线电子健康关键支

撑技术及应用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联通

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有限公司，北京

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 

康桂霞，陈赤航，张梅奎，

刘  达，田  辉，唐雄燕， 

张宁波，刘正宣，李建功，

齐  飞 

3 
新型编码调制理论与

应用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吴湛击，王文博，彭  涛，

胡  炜，池连刚，雷  旭  

4 
3G/4G 时代中国移动

通信业竞争与监管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夏  俊 

5 
运动座载设备协调控

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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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贾英民，霍  伟，杜军平，

孟德元，刘  杨，陈霄汉 

6 

高速光纤通信系统中

偏振模色散监测、控

制、均衡及自适应补偿

技术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聊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白成林，张晓光，张  霞，

席丽霞，许恒迎，唐先锋，

张文博 

7 
灾难现场远程医学保

障应用研究 

军队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解放军总医院，北京邮电大学 

张梅奎，康桂霞，窦  娜，

杨  媛，李  梅，班  雨，

张玺栋，张震江，杜  侃 

8 
面向三网融合的光载

射频接入技术 

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创

新奖高新技术研究与

开发奖一等奖 

（2012 年申请，2013

年 7 月颁奖）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忻向军，石  川，秦龑龙，

张丽佳，王  雷，赵文华，

刘  博，刘  鹏，侯玉娟

孙立新，孙黎丽，杨家胜 

9 

通信局（站）防雷接地

关键技术及标准与大

规模应用 

河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锦天乐防雷技术有限公司 

刘吉克，林湧双，孔  力，

熊  膺，陈  强， 朱清峰，

陈水明，余炽华，吕英华， 

石  丹 

10 
TD-LTE 4G 国际标准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特等奖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

究院、北京邮电大学、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上海）有限公司 

陈山枝，王映民，孙韶辉，

张  平，刘迪军，李序武，

孙晓南，王  可，杜  滢，

范  炬，李  峰，蔡月民，

沈祖康，刘晓峰，李  军 

11 

高速高效长距离光纤

传输系统技术创新与

规模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纪越峰，陈宇飞，张成良，

陈  雪，王会涛，张  民，

夏  焱，李俊杰，张  杰，

杨玉森，张  琦，赵永利

王泰立，田慧平，葛  超 

12 

通信局（站）系统防雷

接地理论创新及技术

突破与国内外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广东分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清

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深圳锦天乐防雷技术

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刘吉克，林涌双，孔  力，

朱清峰，陈  强，熊  膺，

何金良，张清泉，石  丹，

林  成，林国勇，袁仟共，

牛年增，祁  征，王志岗 

http://www.bjkw.gov.cn/n1143/2014jianglichushen/src/I07-2014-004.html
http://www.bjkw.gov.cn/n1143/2014jianglichushen/src/I07-2014-004.html
http://www.bjkw.gov.cn/n1143/2014jianglichushen/src/I07-2014-005.html
http://www.bjkw.gov.cn/n1143/2014jianglichushen/src/I07-2014-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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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3 

移动通信服务精细化

运营中大数据关键技

术及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新媒传信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媒农信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东信北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廖建新，高  磊，徐  童，

孟艳青，王敬宇，李春雷，

王  晶，王  纯，李  炜，

张  磊，王玉龙，朱晓民，

张乐剑，沈奇威，戚  琦，

张  成，樊利民 

14 
面向大数据的数据中

心的集成创新和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陈  沛，甘玉玺，雷  婷，

陈  坚，罗天柱，李  华，

徐  恪，张永军，顾仁涛，

叶郁文，陈韵霞，王德政，

刘  帆，卓必强，孙喜梅 

15 
室内位置服务关键技

术与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智慧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邓中亮，朱战备，张海涛，

徐连明，欧  阳，刘  雯，

冯中茜，白  浪，李欣欣，

朱宇佳，李  宁，任维政，

杨福兴，尹  露，曹玉尧 

16 

宽带光接入与高速光

传输关键技术创新及

推广应用 

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成果奖 
北京邮电大学 

纪越峰，赵永利，顾仁涛，

王立芊，张  民，张  杰，

陈  雪 

17 
神州电子文档安全管

理系统 

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成果奖 
北京邮电大学 

景晓军，顾永翔，孙松林，

黄  海，王炫名，杜秀川，

马  勇 

18 
高速铁路应答器综合

检测系统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信号研究所， 

北京邮电大学 

杨志杰，徐  宁，吕旌阳，

范  明，王财进，王  瑞，

姚沅海，王  丁，刘  佳，

王  菲 

19 

《多接入网络支持

eMMTel 业务能力》等

4 项 ITU 国际标准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讯邮电咨

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马  彦，迟永生，郭爱鹏，

周光涛，赵  耀，黄文利，

王亚晨，顾旻霞，唐雄燕，

段晓东 

20 

《电子健康监护的业

务需求和能力需求》等

2 项 ITU 国际、行业标

准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工信部电信

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

团，北京邮电大学，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贾雪琴，黄文利，陈  豪，

周光涛，李海花，沈苏斌，

徐  晖 

21 
电网统一通信（SGUC）

平台 

电力行业信息化 

优秀成果奖 

中国电科院，国网四川电力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河北远哈通信有限公司 

陈  希，张  庚，丁慧霞，

汪  洋，苏  斓，周  静，

权  楠，孙  勇，刘  革，

李  杰，胡成岗，齐幸辉，

王智慧 

22 
宽带无线移动频率规

划研究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 

（2013 年度）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工业和

信息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 

黄  标，谭海峰，方  箭，

王卫东，万  屹，李景春，

孟德香，丁家昕，朱禹涛，

崔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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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授权专利 

（共计：24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29 项（含国外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12 项，外观设计专利：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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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AND ITS 

DEVICES OF 

NETWORK TCP 

TRAFFIC ONLINE 

IDENTIFICATION 

USING FEATURES 

IN THE HEAD OF 

THE DATA FLOW 

Yuefeng Ji， 

Rentao Gu， 

Hongxiang Wang 

US 8，797，901 B2 
Jul.14，2010 

(2010-7-14)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ug.5，2014 

(2014-8-5) 

2 

MULTI-CARRRIER 

OPTICAL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SYSTEM BASED ON 

DAPSK 

Jian Wu， 

Hui Wang， 

Yan Li， 

Xiaobin Hong， 

Hongxiang Guo， 

Yong Zuo， 

Kun Xu， 

Wei Li， 

Jintong Lin 

US 8，718，160 B2 
Apr.19，2012 

(2012-4-19)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May.6，2014 

(2014-5-6) 

3 

METHOD FOR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XuXiaodong， 

Zhang Ping， 

Hu Dan， 

Li Hongjia， 

Li Yi， 

Tao Xiaofeng， 

Cui Qimei，Wang 

Sai，Wang Qiang 

US 8，369， 863 B2 
May.4，2012 

(2012-5-4)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Feb.5，2013 

(2013-2-5) 

4 

一种应用于实际

MIMO 系统的天线失

衡保护方法 

陶小峰，张  平， 

徐  晋，周明宇 

王  勇，李立华 

ZL 2006 1 0153013.8 2006-9-19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三星通信技术

研究有限公司 

2014-12-31 

5 
基于动态映射的双工

频率对匹配方法 

王卫东，张英海， 

沈嵩辉，钟检荣 
ZL 2008 1 0116994.8 2008-7-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15 

6 

网络编码与星座叠加

编码结合运用到移动

通信系统中的方法 

陈  力，张  欣， 

杨大成 
ZL 2008 1 0223779.8 2008-10-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16 

7 

网络编码与星座叠加

编码结合用于协同中

继系统中的方法 

陈  力，陈文文， 

张  欣，杨大成 
ZL 2008 1 0224527.7 2008-10-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13 

8 

一种正交频分复用系

统中资源分配方法、

装置和基站 

许晓东，陶小峰，

张  平，章  辉，

李静雅，李相研，

赵成敏，王  爽 

ZL 2008 1 0227287.6 2008-11-25 

北京邮电大学，   

爱思开电讯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 

201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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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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一种认知无线网络系

统和认知网元设备 

张  平，冯志勇，

胡  铮，迟  骋，

李  铮 

ZL 2009 1 0077173.2 2009-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8 

10 

一种适用于混合调制

方式的自适应传输方

法 

刘凯明，刘元安，

唐碧华，高锦春，

李  莉，黎淑兰，

谢  刚，袁东明，

胡鹤飞 

ZL 2009 1 0078260.X 2009-2-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8 

11 

一种用于迭代接收机

的 MIMO 检测方法及

系统 

陶小峰，崔琪楣，

韩  娟，许晓东，

张  平 

ZL 2009 1 0087264.4 2009-6-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12 

12 
一种 MCS 选择方法、

装置和无线通信系统 

刘宝玲，张  平，

孙  锴，王 莹，

王  坦，凌丽莎，

石  聪 

ZL 2009 1 0090629.9 2009-9-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9 

13 

协作多点系统、用户

设备和上行功率控制

方法 

崔琪楣，杨  姗，

徐月巧，李世渊，

杨现俊，王  超，

陶小峰，张  平 

ZL 2009 1 0092563.7 2009-9-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14 

一种无线协同中继网

络中能量高效的分布

式中继选择算法 

宋  梅，魏翼飞，

于  非，张  勇，

戴  超，王  莉，

满  毅，侯春萍，

冯瑞军 

ZL 2009 1 0178841.0 2009-9-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15 

一种基于本体的上下

文感知应用平台及其

工作方法 

乔秀全，李晓峰，

李艳娜 
ZL 2009 1 0236492.3 2009-10-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16 

基于差异化定价策略

的多层网络业务动态

规划方法 

黄善国，李  彬，

仇小淳，罗  沛，

张  杰，顾畹仪 

ZL 2009 1 0236683.X 2009-10-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17 

一种无结构 P2P 网络

及其数据查询方法和

索引更新方法 

王洪波，林  昕，

周  扬，程时端，

王文东 

ZL 2009 1 0188807.1 2009-12-10 

北京邮电大学，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2014-3-5 

18 

融合用户信息的系统

及用户信息的感知、

融合和决策方法 

卢美莲，李凤军，

张永旺，周  星，

曾玉冰 

ZL 2009 1 0265359.0 2009-12-29 

北京邮电大学，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2014-3-12 

19 小型化平面微带过桥 

刘元安，刘  鑫，

黎淑兰，楼建全，

于翠屏，武  杰，

吴利辉，吴永乐 

ZL 2010 1 0034337.6 2010-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13 

20 
频谱租赁实现方法和

系统 

王卫东，张英海，

王  犇，李  凡，

赵新蕾 

ZL 2010 1 0136587.0 2010-3-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21 

面向领域的个性化智

能推荐系统及实现方

法 

孟祥武，张玉洁，

黄永生 
ZL 2010 1 0146415.1 2010-4-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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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22 

异构无线环境下多网

协作传输的资源分配

系统及方法 

田  辉，孙  雷，

张  平，胡  铮，

沈东明 

ZL 2010 1 0163109.9 2010-4-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23 
一种会话控制服务方

法、装置和系统 

邹  华，杨放春，

赵  耀，刘志晗，

孙其博，闫丹凤，

于晓燕，林雪华，

起鹏飞，李静林，

龙湘明，刘  京 

ZL 2010 1 0194717.6 2010-5-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30 

24 

一种蜂窝移动通信系

统 的干扰协调自优

化方法 

彭木根，李雪娜，

王文博 
ZL 2011 1 0144587.X 2010-5-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16 

25 

一种基于 SIP 软终端

的私网穿越系统和方

法 

章  洋，程  渤，

刘传昌，陈俊亮，

王  月 

ZL 2010 1 0187201.9 2010-5-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7 

26 

一种拨打自己号码触

发业务的实现方法和

业务的门户系统 

王红熳，杨放春，

刘玉璋，郭创学，

肖  韩，郭兴中，

赵翠领，蒋丽华，

姚  斌，王若东 

ZL 2010 1 0211618.4 2010-6-29 

北京得实达康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9 

27 

用恒定转动符号训练

序列解偏振复用的方

法 

乔耀军，赵  源，

纪越峰 
ZL 2010 1 0213192.6 2010-6-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28 

一种低复杂度自适应

传输的多天线传输方

法及系统 

赵  慧，刘  洋，

王文博，吴  斌，

周玉梅 

ZL 2010 1 0249597.5 2010-8-10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 

2014-12-10 

29 
一种性能数据的填补

方法及其装置 

于艳华，宋俊德，

王海清，解新民，

杨金莲，周政红，

吴京川 

ZL 2010 1 0256368.6 2010-8-18 

北京亿阳信通科技

有限公司，亿阳信

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4 

30 
色散平坦光子晶体光

纤 

张  霞，任晓敏，

施  雷，郑  龙，

王亚苗，徐永钊，

黄永清 

ZL 2010 1 0279640.2 2010-9-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0 

31 
高速移动环境下移动

通信系统、方法 

陶小峰，崔琪楣，

许晓东，张  平，

王  强 

ZL 2010 1 0290975.4 2010-9-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30 

32 
TD-LTE 系统干扰自

避免的基站选址方法 

彭木根，李  莉，

王文博 
ZL 2010 1 0531476.X 2010-10-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9 

33 
基于上下文估计信息

量的方法 

张  欣，杨  阳，

潘  峮，曹  亘，

郑瑞明，高月红，

常永宇，杨大成 

ZL 2010 1 0530709.4 2010-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2 

34 

一种 LTE-A 系统中选

取协作节点的方法、

基站和协作节点 

李  曦，陈  丹，

毛  旭，李  屹，

纪  红，王成金，

李希金 

ZL 2010 1 0602861.9 2010-1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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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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实现时分双工无线通

信系统信道互易的射

频校准方法和装置 

朱新宁，杨  旭，

曾志民，王海燕，

夏  璐，来志京，

冯春燕，果  敢，

魏  然 

ZL 2010 1 0586616.3 2010-12-14 

北京邮电大学，  

工信部电信传输研

究所 

2014-4-30 

36 

一种用于视频质量评

价的关键帧的选取方

法 

杜海清，刘  勇，

许克辉，胡  文，

李湘平 

ZL 2010 1 0609119.0 2010-12-17 

北京东方文骏软件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2-12 

37 
一种 OFDM 导频方案

设计及信道估计方法 

彭岳星，李广威，

张晓锋，赵  慧，

郑  侃 

ZL 2011 1 0430679.4 2010-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0 

38 
一种基于别名分析技

术的软件测试方法 

金大海，宫云战，

周虹伯，王雅文，

黄俊飞，赵云山，

王  前 

ZL 2010 1 0622568.9 2010-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2 

39 
应用程序切片技术的

静态缺陷检测方法 

宫云战，赵云山，

金大海，肖  庆，

杨朝红，刘  莉 

ZL 2010 1 0624200.6 2010-12-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5 

40 

基于关键帧图像质量

加权的无参考视频质

量客观评价方法 

刘  勇，杜海清，

徐静涛，郭  畅，

许克辉，胡  文，

李湘平 

ZL 2011 1 0021600.2 2011-1-19 

北京东方文骏软件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4-16 

41 

面向手机的移动用户

个性化新闻主动推荐

服务系统及方法 

孟祥武，张玉洁，

谢海涛，闫树奎，

孙励钐 

ZL 2011 1 0023436.9 2011-1-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42 
一种基于就近原则的

虚拟网络映射方法 

黄  韬，刘  江，

吕  博，陈建亚，

刘韵洁 

ZL 2011 1 0023701.3 201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7 

43 
光信噪比监测装置及

监测方法 

伍  剑，李兰兰，

李靖达，吴冰冰，

殷座山，戴一堂，

郭宏翔，李  岩，

徐  坤，左  勇，

洪小斌，林金桐 

ZL 2011 1 0025979.4 2011-1-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12 

44 信号接收方法及装置 
刘  培，邹卫霞，

李  斌 
ZL 2011 1 0039313.4 2011-2-16 

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2-26 

45 

一种基于 RSOA 的

FBG 传感解调装置及

方法 

张治国，陈  雪，

张  民，王立芊 
ZL 2011 1 0043368.2 201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3 

46 

波长可调谐光电探测

器、光波长探测系统

及方法 

张治国，陈  雪，

张  民，王立芊 
ZL 2011 1 0046737.3 2011-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47 
一种多媒体会议的实

现方法与系统 

商彦磊，刘传昌，

彭  泳，林博佳，

邓妙婷，顾平莉 

ZL 2011 1 0047910.1 201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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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协同多点传输系统基

于服务质量的下行传

输频率规划方法 

王晓湘，田  辉，

郑立芝，王玉龙，

张鸿涛 

ZL 2011 1 0050018.9 2011-3-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9 

49 
主备时间源自动保护

倒换方法 

王立芊，杨鹏飞，

陈  雪，闫  峥，

孙曙和，陈江峰 

ZL 2011 1 0053648.1 2011-3-7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格林威尔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4-7-30 

50 

一种基于实时可用度

的 ZigBee 信道动态选

择方法 

孙咏梅，胡泽民，

纪越峰 
ZL 2011 1 0057516.6 2011-3-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51 
基于 iSCSI 的重复数

据删除方法 

肖  达，谭乐娟，

姚文斌，王  枞，

陈  钊，韩  司 

ZL 2011 1 0075210.3 2011-3-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 

52 

一种基于类 Haar 特征

和支持向量机的车牌

字符识别方法 

赵衍运，杨  宜，

蔡安妮 
ZL 2011 1 0074467.7 2011-3-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8 

53 

一种多用户 MIMO 系

统的子信道选择和发

送预编码方法 

李立华，张  平，

王化磊，高向川，

周  华，宋  磊 

ZL 2011 1 0078253.7 2011-3-30 
北京邮电大学，富

士通株式会社 
2014-1-15 

54 

一种基于融合的异构

无线接入网络的网络

选择方法及装置 

靳  浩，尤  媛，

纪晓东，李  勇，

王文博 

ZL 2011 1 0082137.2 2011-4-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56 
连接器使用寿命的测

试方法和测试装置 

芦  娜，许良军，

李艳生，姜雪英，

孔志刚，林雪燕 

ZL 2011 1 0101719 2011-4-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2 

57 
一种分配成员载波的

方法及装置 

田  辉，张  平，

高松涛，孙  啸，

田  鹏 

ZL 2011 1 0109588.0 2011-4-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 

58 

基于线形长距离的无

线传感器网络的通信

协议方法 

赵同刚，吴国华，

孙  夙，蔡  巍，

赵  娜 

ZL 2011 1 0111827.6 2011-5-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59 

一种端到端多链路并

行传输的网络控制方

法 

王  莹，张  平，

袁  俊 
ZL 2011 1 0119970.X 2011-5-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60 
家庭基站干扰管理系

统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陈亚迷，张奇勋，

李一喆 

ZL 2011 1 0131073.0 2011-5-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61 

认知无线电通信系统

中的多用户接纳控制

方法及系统 

郭  莉，牛  凯，

朱  凯，许文俊，

王  强，林家儒 

ZL 2011 1 0133125.8 2011-5-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12 

62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

覆盖自优化方法 

彭木根，陈  俊，

王文博 
ZL 2011 1 0134571.0 2011-5-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16 

63 

一种由轻载小区主动

发起的负载均衡优化

方法 

张  琳，张梦茹，

王中方，刘  雨，

王卫东 

ZL 2011 1 0136048.1 2011-5-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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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一种利用弯曲波导实

现偏振分束器和慢光

器件集成的实现方法 

田慧平，申冠生，

纪越峰 
ZL 2011 1 0134935.5 2011-5-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65 干扰抑制方法 

许晓东，张  平，

胡  丹，李宏佳，

李  一，陶小峰，

崔琪楣，汪  赛 

ZL 2011 1 0145404.6 2011-5-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3 

66 

数字射频接收机前端

装置、接收机及前端

接收方法 

徐  坤，吕  强，

戴一堂，李  岩，

洪小斌，伍  剑，

林金桐 

ZL 2011 1 0146140.6 2011-6-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67 
一种多自由度机械臂

高效动力学建模方法 

贾庆轩，郑双奇，

陈  钢，孙汉旭 
ZL 2011 1 0149993.5 2011-6-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9 

68 
一种用于移动通信网

络的切换自优化方法 

彭木根，冯春杰，

王文博 
ZL 2011 1 0156385.7 2011-6-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0 

69 

调制编码方式选择门

限值的自优化调整方

法 

胡春静，江甲沫，

彭木根，王文博 
ZL 2011 1 0177552.6 2011-6-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9 

70 

一种用于 TD-HSUPA 

SICH 信道的窗激活检

测方法 

彭木根，丰俊伟，

张  翔，李  勇，

王文博 

ZL 2011 1 0181330.1 2011-6-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9 

71 
高频宽带射频信号光

纤拉远系统 

徐  坤，戴  键， 

崔  岩，段瑞敏， 

伍  剑，林金桐 

ZL 2011 1 0197260.9 2011-7-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26 

72 

异构泛在网络环境下

的终端聚合系统及方

法 

田  辉，张  平，

胡  铮，王灿如，

苗  杰，孙  雷，

连蓉蓉，费文超 

ZL 2011 1 0197239.9 2011-7-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73 

一种采用注入技术并

带有反射微腔的高下

载率光子晶体解复用

器的实现方法 

田慧平，申冠生，

纪越峰 
ZL 2011 1 0200322.7 2011-7-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74 
一种 PaaS 云平台的仿

真系统及方法 

徐  鹏，王玉龙，

陈  思，双  锴，

于晓燕，苏  森 

ZL 2011 1 0201240.4 2011-7-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1 

75 
热点覆盖网络小区的

热点基站设置方法 

王  莹，张  平，

王  坦，张纬栋，

戴慧玲，张  珂，

石  聪 

ZL 2011 1 0204201.X 2011-7-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76 

一种提高车联网应用

中混合业务服务质量

的方法 

张  琳，刘  雨，

王  姿，霍一丁，

郭晋杰 

ZL 2011 1 0207363.9 2011-7-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9 

77 
一种 VDSL 系统中下

行串扰消除方案 

李香雪，刘丹谱，

李剑峰，尹长川，

郝建军，罗  涛，

乐光新 

ZL 2011 1 0211036.0 2011-7-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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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导频序列生成方法及

其系统 

彭岳星，卢向雨，

马  浩，郑  侃，

王文博 

ZL 2011 1 0219166.9 2011-8-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9 

79 

6LoWPAN 网络中面

向 HTTP 协议的 TCP

首部压缩方法 

黄小红，马  严，

王振华，马  哲 
ZL 2011 1 0228460.6 2011-8-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25 

80 
高频微波信号全光下

变频系统 

徐  坤，段瑞梅， 

戴  键，伍  剑， 

林金桐 

ZL 2011 1 0235250.X 2011-8-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81 
移动协作网络中多目

标安全中继选择方法 

王  莉，马  跃，

宋  梅，张  勇，

柯腾辉，滕颖蕾，

魏翼飞，满  毅，

刘宁宁，王景尧，

秦文聪，戴  超 

ZL 2011 1 0241792.8 2011-8-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82 
宽带射频拉远光传输

链路及传输方法 

徐  坤，牛  剑， 

崔  岩，戴一堂， 

李  岩，洪小斌， 

伍  剑，林金桐 

ZL 2011 1 0244081.6 2011-8-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83 

基于关联数据的BPEL 

模板和服务的复用方

法及其系统 

吴步丹，程  渤，

段  华，章  洋，

陈俊亮，杨  志 

ZL 2011 1 0248661.2 2011-8-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84 
一种 SIP 网络的过载

控制系统和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王金柱，李彤红，

王敬宇，朱晓民，

徐  童，张  磊，

张乐剑，沈奇威，

樊利民，程  莉 

ZL 2011 1 0264992.5 2011-9-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85 

一种基于运动补偿精

化的分布式视频编码

方法 

杨  波，门爱东，

邸金红，陈晓博，

叶  锋，张鑫明，

肖  贺，范曼曼，

秦  雯 

ZL 2011 1 0281532.3 2011-9-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3 

86 
光网络多故障容错方

法 

张  杰，黄善国，

李  新，杨  辉，

赵永利，顾畹仪 

ZL 2011 1 0282154.0 2011-9-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16 

87 

认知无线网络中跨层

资源分配和分组调度

的方法 

俎云霄，周  杰，

曾畅昶，毛识博，

王玉亭 

ZL 2011 1 0286908.X 2011-9-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4 

88 
一种用于本体匹配的

本体词法分析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刘秀磊，徐  童，

朱晓民，王敬宇，

张  磊，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11 1 0290913.8 2011-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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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基于中继协同预编码

的多用户双向通信方

法 

彭岳星，辛海洋，

赵  慧，郑  侃，

王文博 

ZL 2011 1 0304848.X 2011-9-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90 

一种基于卫星遥感数

据特征的分布式并行

处理方法 

杨正球，修佳鹏，

夏亚梅，薇  娜 
ZL 2011 1 030008.5 2011-10-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91 

一种自适应的多小区

单频网的资源分配方

法 

王晓湘，许  帅，

唐名威，张鸿涛，

王玉龙，马金明 

ZL 2011 1 0304677.0 2011-10-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16 

92 

基于层次化特征分析

的 TCP、UDP 流量在

线识别方法和装置 

顾仁涛，秦  军，

纪越峰 
ZL 2011 1 0312763.6 2011-10-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93 
基于带宽压缩的全光

网业务恢复方法 

赵永利，张  杰，

陈海宁，黄善国，

顾畹仪，纪越峰 

ZL 2011 1 0325983.2 2011-10-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7 

94 

一种用于多波束切换

天线系统中的波束搜

索方法及装置 

邹卫霞，李  斌，

杜光龙，崔志芳，

胡玉聪 

ZL 2011 1 0339089.0 2011-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95 

基于覆盖率量化指标

确定软件测试过程充

分性的方法 

王雅文，宫云战，

谭立力，韩春晓，

王思岚，周  傲，

赖思佳 

ZL 2011 1 0338915.X 2011-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9 

96 

基于多面体拓扑结构

的光网络共享保护方

法 

张  杰，黄善国，

张  伟，赵永利，

顾畹仪 

ZL 2011 1 0341566.7 201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19 

97 
一种多拓扑虚拟网络

映射方法 

黄  韬，刘  江，

王  健，陈建亚，

刘韵洁 

ZL 2011 1 0342242.5 2011-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7 

98 
三驱动可扩展灵巧机

械臂 

褚  明，贾庆轩，

孙汉旭，黄飞杰，

邓  夏，陈  刚 

ZL 2011 1 0348828.2 2011-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16 

99 
发射机自适应调节方

法及系统 

张  杰，赵永利，

张佳玮，黄善国，

顾畹仪，纪越峰 

ZL 2011 1 0356004.X 2011-11-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19 

100 
一种基于 PCE 的冲突

避免波长分配方法 

张  民，王  磊，

谢久雨，陈  馨 
ZL 2011 1 0355924.X 2011-11-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19 

101 

采用协作模拟网络编

码技术抑制小区间干

扰的方法 

彭木根，赵中原，

蔡雯琦，王文博 
ZL 2011 1 0355452.8 2011-11-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0 

102 
基于合同网的无线传

感器任务分配方法 

邱雪松，杨  扬，

陈  琳，熊  翱，

王  颖，詹志强，

李文璟 

ZL 2011 1 0359941.0 2011-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21 

103 

移动自组网基于信誉

的区分服务激励机制

构造方法 

芮兰兰，熊  翱，

蒋小杰，高志鹏，

孟洛明，邱雪松，

詹志强 

ZL 2011 1 0359942.5 2011-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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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一种用于量子密钥分

配网络的服务质量实

现方法 

孙咏梅，程先柱，

纪越峰 
ZL 2011 1 0360703.1 2011-11-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4 

105 
全光网中频谱资源重

构的触发方法及系统 

赵永利，杨  辉，

张  杰，彭甜甜 
ZL 2011 1 0374087.5 2011-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8 

106 
光网络频谱资源碎片

级联方法及装置 

杨  辉，赵永利， 

高冠军，张  杰 
ZL 2011 1 0374549.3 2011-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8 

107 
一种互联网业务流特

征的提取方法 

黄小红，马  严，

田  旭，王振华，

赵  钦，吴  军，

林昭文，苏玉洁 

ZL 2011 1 0383667.0 2011-1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19 

108 

协作多点多用户MIMO

系统的预编码方法及

矩阵生成装置 

李立华，张  平，

王化磊，王  骥 
ZL 2011 1 0391993.6 2011-11-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15 

109 
基于第三方云的教务

资源等级备份方法 

姚文斌，韩  司，

叶鹏迪，张兰英，

周丽凤，谭乐娟，

刘正阳 

ZL 2011 1 0394483.4 201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110 

家庭基站干扰自适应

的频率分配方法和家

庭基站 

夏海轮，王明燕，

朱新宁，孙道龙，

曾志民，张春红 

ZL 2011 1 0397637.5 201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6 

111 

GaAs基含B高应变量

子阱及其制备方法、半

导体激光器 

王  琦，贾志刚， 

郭  欣，任晓敏， 

黄永清 

ZL 2011 1 0401751.0 2011-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31 

112 
弹性光网络中的频谱

资源分配方法及系统 

张  民，王  磊，

张力方，丁  慧，

陈  馨，陈  雪 

ZL 2011 1 0404332.2 201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113 
机器与机器的通信终

端接入网络的方法 

田  辉，张  平，

林尚静，徐玲玲，

孙琳琳 

ZL 2011 1 0404441.4 201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114 
一种基于跳数约束的

选路方法 

张  民，陈  馨，

谢久雨，王  磊，

陈  雪 

ZL 2011 1 0409949.3 2011-1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26 

115 
用于机会网络路由的

区分化概率转发方法 

马华东，赵  东，

段鹏瑞 
ZL 2011 1 0411156.5 2011-12-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8 

116 
一种基于极化度的频

谱感知方法 

郭彩丽，林  琳，

冯春燕，曾志民，

吴晓彬 

ZL 2011 1 0416936.9 2011-1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19 

117 
家庭基站功率控制方

法及控制装置 

朱新宁，孙道龙，

曾志民，王明燕，

夏海轮，张春红 

ZL 2011 1 041 5318.2 2011-1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13 

118 
基于极化分集增益最

优的基站变极化方法 

郭彩丽，吴晓彬，

林  琳，曾志民，

冯春燕 

ZL 2011 1 0416894.9 2011-1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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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一种基于事件处理的

煤矿报警系统及方法 

程  渤，章  洋，

吴步丹，陈俊亮，

周  鹏 

ZL 2011 1 0417512.4 2011-1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7 

120 

基于多核通用处理器

的宽带移动通信系统

的基站 

牛  凯，贺志强，

李  杨 
ZL 2011 1 0417415.5 2011-1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121 公共承载建立方法 

田  辉，张  平，

林尚静，徐玲玲，

李锦鸿 

ZL 2011 1 0418406.8 2011-1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122 

DF 中继系统的最优中

继选择和功率分配方

法 

俎云霄，贾  越，

李巍海，毛识博，

侯  宾，蒋于岸，

陈自强，高  婧，

张  勇，郑建涛，

李  喆，钟昕城，

刘  刚 

ZL 2011 1 0433641.2 2011-12-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23 

123 
基于消息摘要进行内

容标识的缓存方法 

吴  军，邹世宇，

马  严，黄小红，

王振华，赵  钦，

林昭文，苏玉洁 

ZL 2011 1 0435724.5 2011-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26 

124 
异构网络联合发送调

度方法和系统 

崔琪楣，张  平，

李晓娜，陶小峰 
ZL 2011 1 0436040.7 2011-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7 

125 

一种蜂窝网络下基于

业务内容相关度的直

连通信用户对配对方

法 

祝晓悦，曹  亘，

张  欣，谢  龙，

隗合建 

ZL 2011 1 0444800.9 2011-12-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4 

126 
单频网 SFN 中的多小

区半动态组网方法 

王晓湘，卢文茜，

唐名威，张鸿涛，

张海波 

ZL 2011 1 0443838.4 2011-1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16 

127 
云计算数据中心节能

方法及系统 

王  颖，王智立，

殷  波，李文璟，

詹志强，孟洛明，

熊  翱 

ZL 2011 1 0448689.0 2011-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8 

128 
一种公交车辆调度方

法 

左兴权，水新国，

张天乐，陈  程，

仇晨晔 

ZL 2011 1 0451000.X 2011-1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1 

129 

用于异构融合无线网

络的自适应优化切换

控制方法和装置 

靳  浩，尤  媛，

李  勇，纪晓东，

王文博 

ZL 2011 1 0452682.6 2011-1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31 

130 

GaAs 基多层自组织量

子点结构及其制备方

法 

王  琦，贾志刚，

郭  欣，任晓敏，

黄永清 

ZL 2012 1 0000830.5 201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2 

131 
基于云存储的电子试

题存储管理方法 
姚文斌，韩  司 ZL 2012 1 0005001.6 2012-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1 

132 
多制式智能可配的无

线网络的规划方法 

牛  凯，贺志强，

刘玉朴 
ZL 2012 1 0001833.0 2012-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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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基于信源信息加密的

光网络安全网络编码

方法 

顾仁涛，张  林，

柏  琳，纪越峰 
ZL 2012 1 0006256.4 2012-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16 

134 

基于决策树高速并行

处理的网络流量在线

分类方法及装置 

顾仁涛，许艳红，

纪越峰 
ZL 2012 1 0006268.7 2012-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135 

认知无线电系统中基

于隐马尔科夫模型的

频谱接入方法 

魏翼飞，宋  梅，

于  非，马  跃，

王  莉，张  勇，

满  毅，刘宁宁，

滕颖蕾，刘  洋，

刘建玲 

ZL 2012 1 0007671.1 2012-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24 

136 

用于 OFDM 系统的多

维联合编码调制的方

法及装置 

吴湛击，吴迎宾，

陈  翔 
ZL 2012 1 0008263.8 2012-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0 

137 

一种针对感兴趣区域

的反馈式行人检测方

法 

顾仁涛，李红梅，

纪越峰 
ZL 2012 1 0009835.4 2012-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5 

38 

一种基于单目视频的

人体关节自动标注方

法 

顾仁涛，张俊杰，

纪越峰 
ZL 2012 1 0009859.X 2012-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5 

139 
用于无线局域网的分

布式媒体接入方法 

李  勇，孙建军，

靳  浩，彭木根，

王文博 

ZL 2012 1 0065672.1 2012-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140 
有线长度队列业务的

无线资源调度方法 

郑  侃，刘  飞，

王文博 
ZL 2012 1 0012128.0 2012-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31 

141 
OFDM 系统频率同步

的方法和设备 

孙  卓，马  骏，

王文博 
ZL 2012 1 0020082.7 2012-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4 

142 
一种认知无线电网络

中的数据传输方法 

王  莹，张  平，

徐明月，聂高峰，

纪  鹏，林文轩，

张纬栋 

ZL 2012 1 0021872.7 2012-1-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43 
无线中继系统的符号

级网络编码方法 

彭木根，谢信乾，

王文博 
ZL 2012 1 0028791.X 201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7 

144 
基于位置信息的 D2D

分簇多播方法 

王晓湘，冯延钊，

李  松，王玉龙，

张鸿涛 

ZL 2012 1 0032993.1 2012-2-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9 

145 

基于叠加码的高能效

单播与多播混合业务

的机会多播方法 

胡春静，张  兴，

李秦梓，黄  宇，

王文博 

ZL 2012 1 0038671.8 2012-2-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25 

146 
多制式智能可配的无

线网络的优化方法 

牛  凯，贺志强，

冯  旭 
ZL 2012 1 0048335.1 2012-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30 

147 
一种无线接入网自主

节能管理系统及方法 

李文璟，邱雪松，

喻  鹏，王  莹，

芮兰兰，高志鹏，

孟洛明 

ZL 2012 1 0060207.9 2012-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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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基于直方图匹配和

SAD判决的DMVC边

信息融合方法 

杨  波，范曼曼，

门爱东，邸金红，

叶  峰，张鑫明，

肖  贺，郑  翊，

林立翔 

ZL 2012 1 0061615.6 2012-3-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19 

148 

基于图像修复和矢量

预测算子的帧内预测

视频编码方法 

杨  波，戚兴利，

门爱东，邸金红，

韩  睿，叶  锋，

张鑫明，肖  贺，

姜竹青，林立翔 

ZL 2012 1 0060588.0 2012-3-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28 

150 

VoLTE 业务的半持续

调度方法、装置和系

统 

卢美莲，张  锴，

张宜兴 
ZL 2012 1 0062336.1 2012-3-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6 

151 
一种双向排序的虚拟

网络映射方法 

刘  江，黄  韬，

王国卿，陈建亚，

刘韵洁 

ZL 2012 1 0061735.6 2012-3-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7 

152 

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

数据单元帧复用及解

复用方法 

田  辉，张  平，

林尚静，胡  铮 
ZL 2012 1 0065820.X 2012-3-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53 

分层异构网络中下行

控制信道干扰协调方

法 

田  辉，张  平，

林尚静，刘宝玲 
ZL 2012 1 0065972.X 2012-3-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0 

154 

基于伪随机数的网上

考试系统试卷选项均

匀分布方法 

姚文斌，雷明涛，

韩  司，叶鹏迪，

王  枞 

ZL 2012 1 0066971.7 2012-3-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155 

移动中继中基于路径

预判的无线链路失败

恢复方法 

田  辉，张  平，

林尚静，胡  铮 
ZL 2012 1 0067357.2 2012-3-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56 

openflow 网络和现有

IP 网络互联的系统和

方法 

龚向阳，王文东，

阙喜戎，王  楠，

李鹏飞 

ZL 2012 1 0069330.7 2012-3-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14 

157 

基于多目标测试用例

生成的通行控制算法

测试装置与方法 

闫丹凤，宋大伟，

胡  平，胡俊霖 
ZL 2012 1 0071191.1 2012-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158 

基于随机线性网络编

码的无线可靠广播方

法 

王晓湘，奚洪坤，

赵  渊，李  松，

唐名威，张鸿涛 

ZL 2012 1 0071101.9 2012-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159 

D2D 多播通信系统中

避免冲突的分时传输

方法 

王晓湘，李兆宁，

王玉龙，李  松，

赵  渊，张鸿涛 

ZL 2012 1 0070840.6 2012-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6 

160 
一种停车场中的车辆

无线定位方法及系统 

罗  涛，路  正，

王晓艳，李剑峰，

尹长川，郝建军，

刘丹谱，乐光新 

ZL 2012 1 0073061.1 2012-3-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161 
一种基于位置信息的

CQI 调整方法及基站 

罗  涛，赵偲为，

尹长川，刘丹谱，

郝建军，李剑峰 

ZL 2012 1 0073247.7 2012-3-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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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一种基于信道互易性

补偿的 CQI 预测方法

及基站 

尹长川，余  建，

柳夫虎，罗  涛，

刘丹谱，郝建军，

李剑峰 

ZL 2012 1 0073109.9 2012-3-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0 

163 

基于 Wed Element 机

制的短信发送服务系

统及其工作方法 

乔秀全，陈俊亮，

李晓峰，刘  勇 
ZL 2012 1 0072830.6 2012-3-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9 

164 

基于相干光频率梳的

信道化宽带多频测量

系统 

戴一堂，谢小军，

闫  励，王瑞鑫，

徐  坤，李  岩，

伍  剑，林金桐 

ZL 2012 1 0074971.1 2012-3-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13 

165 

基于 Wed Element 机

制的微博与社交网络

信息同步系统与方法 

乔秀全，陈俊亮，

李晓峰，孙福宁 
ZL 2012 1 0080562.2 2012-3-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3-26 

166 

一种基于格基约减的

多入多出预编码的控

制方法 

赵  慧，郑  斌，

曾陟维，王文博 
ZL 2012 1 0079992.2 2012-3-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67 
一种压缩感知信号的

重构方法 

刘  勇，勾学荣，

毛京丽，张碧玲，

张  勖，于翠波，

兰丽娜，魏东红 

ZL 2012 1 0090845.5 2012-3-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68 
数控加工中心换刀机

械手锁紧装置 

张延恒，孙汉旭，

贾庆轩，董海洋，

李艳生 

ZL 2012 1 0042459.9 2012-4-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9 

169 
激光器宽带射频调制

电路 
汤兆星，徐  坤 ZL 2012 1 0104041.6 2012-4-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170 

基于半像素精度边缘

和图像修复的深度图

像帧内预测方法 

杨  波，王中平，

陈智丰，秦  婕，

王  远，陈景晖，

门爱东，邸金红，

韩  睿，叶  锋，

张鑫明，肖  贺，

姜竹青，林立翔 

ZL 2012 1 0120923.1 2012-4-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7 

171 

Ir 接口协议一致性仿

真测试装置及互联互

通测试方法 

张洪光，袁东明，

刘元安，吴  帆，

唐碧华，刘  芳，

姜冰莹，张国强，

王艳秋 

ZL 2012 1 0122552.0 2012-4-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0 

172 

移动自组网中虚拟骨

干网的生成和维护方

法 

芮兰兰，李文璟，

杨  阳，郭少勇，

邱雪松，孟洛明，

亓  峰 

ZL 2012 1 0138037.1 2012-5-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6-18 

173 
MapReduce 环境下的

异常检测方法 

王  颖，孟洛明，

王  凯，陈兴渝，

高志鹏，王智立，

邱雪松 

ZL 2012 1 0137232.2 2012-5-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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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基于用户需求和网络

负载均衡的群体联合

接纳控制方法 

田  辉，张  平，

连蓉蓉，费文超 
ZL 2012 1 01377170.5 2012-5-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3 

175 
一种选取路径的方法

及装置 

宫云战，王雅文，

王思岚，黄俊飞，

金大海 

ZL 2012 1 0150054.7 2012-5-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0 

176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

sink 节点收集数据的

方法及装置 

丁  杰，刘丹谱，

朱诗兵，李长青，

尹长川，郝建军，

罗  涛 

ZL 2012 1 0146641.9 2012-5-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177 

无线传感器网络确定

传输方式的方法及装

置 

丁  杰，张铠麟，

刘丹谱，朱诗兵，

李长青，尹长川，

郝建军，罗  涛 

ZL 2012 1 0147441.5 2012-5-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0 

178 
一种新型蠕动管道机

器人 

张延恒，孙汉旭，

冯文龙 
ZL 2012 1 0154025.8 2012-5-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2 

179 

基于遗传算法的调度

与资源分配联合优化

方法 

许晓东，张  平，

王  达，陶小峰，

陈  鑫，崔琪楣，

吴德壮 

ZL 2012 1 0155124.8 2012-5-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13 

180 
虚拟网络资源分配方

法 

邱雪松，熊  翱，

吕  霞，王智立，

孟洛明，李文璟，

高志鹏 

ZL 2012 1 0154452.6 2012-5-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26 

181 

模拟用户行为的话音

业务用户感知体验

QoE 的评测方法 

刘  勇，杜海清，

亓玉娇，徐静涛，

叶艳柯，周小毛，

王永峰，许克辉，

孟欣欣，胡  文，

李湘平 

ZL 2012 1 0159906.9 2012-5-22 

北京东方文骏软件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7-16 

182 

模拟用户行为的移动

流媒体业务感知体验

QoE 评测方法 

杜海清，刘  勇，

叶艳柯，徐静涛，

周小毛，亓玉娇，

王永峰，许克辉，

孟欣欣，胡  文，

李湘平 

ZL 2012 1 0159921.3 2012-5-22 

北京东方文骏软件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0 

183 

模拟用户行为的彩信

业务用户感知体验

QoE 的测评方法 

刘  勇，杜海清，

王永峰，徐静涛，

叶艳柯，亓玉娇，

周小毛，许克辉，

孟欣欣，胡  文，

李湘平 

ZL 2012 1 0160464.X 2012-5-22 

北京东方文骏软件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0 

184 

模拟用户行为的 WAP

业务用户感知体验

QoE 评测方法 

杜海清，刘  勇，

周小毛，徐静涛，

叶艳柯，亓玉娇，

王永峰，许克辉，

孟欣欣，胡  文，

李湘平 

ZL 2012 1 0160517.8 2012-5-22 

北京东方文骏软件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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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一种搜索引擎的反馈

信息处理方法及搜索

引擎 

谭咏梅，李  超，

梁海峰，朱  鹏 
ZL 2012 1 0160735.1 2012-5-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86 
基于模式识别的切换

自优化方法 

滕颖蕾，宋  梅，

秦文聪，魏翼飞，

满  毅，张  勇，

都晨辉，牟善文，

张  羽 

ZL 2012 1 0168127.5 2012-5-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87 
基于端到端中断概率

约束的功率分配方法 

冯志勇，张  平，

王  莹，翁丽娜，

李  蓉，张奇勋，

陈  鑫，石  聪，

陈  施 

ZL 2012 1 0185411.3 2012-6-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188 网络丢包率探测方法 

孟洛明，陈兴渝， 

顾  然，亓  峰， 

高志鹏，邱雪松， 

王   颖 

ZL 2012 1 0195830.5 2012-6-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9 

189 
根据优先级发布事件

的方法及系统 
石瑞生，陈  虎 ZL 2012 1 0202267.X 2012-6-15 

郑州正信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邮

电大学 

2014-11-12 

190 射频光子链路系统 

徐  坤，戴  键，

段瑞敏，戴一堂，

李建强 

ZL 2012 1 0212384.4 2012-6-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191 
一种移动通信系统和

方法 

滕颖蕾，满  毅，

都晨辉，宋  梅，

马  跃，魏翼飞，

张  勇，李  治，

陶雄强 

ZL 2012 1 0212678.7 2012-6-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3 

192 

基于 PON/RoF 的全双

工有线/无线混合接入

方法和系统 

马键新，詹  娱 ZL 2012 1 0234217.X 2012-7-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193 

波分-时分复用无源光

网络系统的保护倒换

装置及方法 

许  鹏，张治国，

陈  雪，曹志会，

王立芊，张  民 

ZL 2012 1 0238737.8 2012-7-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31 

194 

一种基于光子晶体的

微波光子滤波器实现

方法 

纪越峰，田慧平，

申冠生，刘伟佳，

张艳红 

ZL 2012 1 0246115.X 2012-7-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16 

195 
一种基于双通道的异

构系统垂直切换方法 

田  辉，张  平，

林尚静，汲  群，

马志刚 

ZL 2012 1 0246792.1 2012-7-16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罗博施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 

2014-7-16 

196 
一种物流定位认证监

测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苑春荟，李晓龙，

易  彬，夏  军，

何  剑，敖  灵，

赵新宇，汪  建，

张力方，刘  健，

刘  杰，彭  泉 

ZL 2012 1 0245405.2 2012-7-16 

泸州品创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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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一种基于因子图的定

位方法 

崔琪楣，张  平，

张雪菲，史玉龙，

邓金刚 

ZL 2012 1 0254697.6 2012-7-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3 

198 

全数字扩频通信系统

中接收端的同步时钟

提取方法 

张  民，焦  璐，

韩大海，罗鹏飞 
ZL 2012 1 0265228.4 2012-7-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199 
基于移动网络的开关

控制系统和方法 

游向东，王慧洋，

王  冉，韩  晔，

邓  聪，张  栩，

邹晓佳，潘  浩，

罗  迁，明  萌 

ZL 2012 1 0301112.1 2012-8-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200 
一种无线蜂窝网络拓

扑控制节能方法 

张天魁，康  甜，

孙学康，朱禹涛 
ZL 2012 1 0307877.6 2012-8-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0 

201 

面向大规模网络的虚

拟化监测系统与动态

监测方法 

金跃辉，杨  谈，

孙宏君，崔毅东，

常  晶 

ZL 2012 1 0312807.X 2012-8-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7 

202 

一种水面高效节能无

线通信系统与通信机

制 

蒋  挺，孙学斌，

王彦腾，钟  怡 
ZL 2011 1 0268564.X 2012-9-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7 

203 
一种低时延并行重传

方法及装置 

许晓东，陶小峰， 

唐智灵，尹  越， 

吴德壮，刘  文， 

张  平，高  瑞 

ZL 2012 1 0375901.X 2012-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204 
一种面向绿色节能的

动态小区休眠方法 

魏翼飞，宋  梅，

于  非，王  萍，

张  勇，王  莉，

满  毅，滕颖蕾，

于  帅 

ZL 2012 1 0376338.8 2012-9-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19 

205 

基于并行免疫遗传算

法的多模终端选择目

标网络的方法 

唐碧华，张洪光，

张立佳，吴  帆，

范文浩，刘元安 

ZL 2012 1 0375946.7 2012-9-29 
北京邮电大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4-12-31 

206 

一种产生法诺共振现

象的金属-介质耦合谐

振腔 

陈建军，李  智，

张  茹，肖井华 
ZL 2012 1 0458329.3 2012-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4-2 

207 

基于大功率应用的平

面微带平衡到平衡的

功率分配器 

吴永乐，刘  强，

张伟伟，沈俊宇，

黎淑兰，于翠屏，

苏  明，刘元安 

ZL 2012 1 0567670.2 2012-12-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24 

208 
基于信道时延测试的

卫星时钟自调节方法 

袁东明，邵  恩，

刘元安，胡鹤飞，

冉  静 

ZL 2012 1 0575775.2 2012-12-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7 

209 
主动锁模激光器超模

噪声抑制方法及装置 

戴一堂，王瑞鑫，

尹飞飞，李建强，

徐  坤 

ZL 2012 1 0579787.2 2012-1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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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一种用于频谱检测的

感知节点采样方法及

采样装置 

冯志勇，张  平，

刘晓敏，张奇勋，

贺  倩，李晓帆，

刘建伟，马思思 

ZL 2012 1 0590310.4 2012-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211 
宽带平面印刷偶极子

天线 

苏  明，张大印，

黎淑兰，于翠屏，

吴永乐，刘元安 

ZL 2013 1 0002471.1 2013-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13 

212 

一种端接任意复数阻

抗的威尔金森功率分

配器 

吴永乐，李久超，

沈俊宇，刘元安，

黎淑兰，于翠屏，

苏  明 

ZL 2013 1 0017148.1 2013-1-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7 

213 

集成平面阻抗匹配巴

伦的射频识别近场天

线 

吴永乐，廖梦笔，

刘元安，黎淑兰，

于翠屏，苏  明，

刘  强，张伟伟，

李永超 

ZL 2013 1 0019616.9 2013-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9-17 

214 

一种基于 Openflow 的

SDN 虚拟化平台下行

信令处理方法 

黄  韬，刘韵洁，

王  健，刘  江，

魏  亮，胡文博，

董美娇 

ZL 2013 1 0636540.4 2013-11-27 

北京邮电大学，江

苏省未来网络创新

研究院 

2014-8-6 

215 
一种新的机器人碳纤

维臂杆连接工装装置 

宋荆洲，孙汉旭，

贾庆轩，张忆非，

陈  钢，刘  勇 

ZL 2013 2 0459803.4 2013-7-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4-5-21 

216 
呈金字塔型的网络遥

控器 

张春红，纪  阳，

苗建松，程  胜 
ZL 2014 2 0042071.3 2014-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4-8-27 

217 平板显示器 吕英华 ZL 2014 2 0151349.0 2014-3-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15 

218 
一种多导联远程心电

监护装置 

张金玲，王亚驰，

王  俊，舒  磊，

张  胜，韩云鹏，

杨欢欢，吕英华 

ZL 2014 2 0164089.0 2014-4-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8 

219 
一种可穿戴式心电信

号实时采集装置 

张金玲，舒  磊，

韩云鹏，王  俊，

王亚驰，张  胜，

吕英华 

ZL 2014 2 0166972.3 2014-4-8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8 

220 
一种 IP 电话机的摘挂

机、拨号装置 

游向东，邹晓佳，

罗  迁，张  栩，

潘  浩，张志远，

王小雷，吴  昊，

孙伟达 

ZL 2014 2 0204347.3 2014-4-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26 

221 
一种新的机器人碳纤

维臂杆结构 

宋荆洲，孙汉旭，

贾庆轩，张忆非，

陈  钢，刘  勇 

ZL 2014 2 0247403.1 2014-5-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222 单手操作拧毛巾器 
侯文军，王  岚，

梁  宇，马已腾 
ZL 2014 2 0260504.2 2014-5-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0-22 

223 单手操作多功能球器 
侯文军，王  岚，

夏子仰，樊嘉琛 
ZL 2014 2 0262663.6 2014-5-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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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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具有留言功能的家居

装饰板 

盛  卿，侯文军，

徐  昱，樊嘉琛 
ZL 2014 2 0323469.4 2014-6-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5 

225 信号采集器 赵同刚，孙  夙 ZL 2013 3 0322427.X 2013-7-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4-2-26 

226 网络遥控器 
张春红，纪  阳，

苗建松，程  胜 
ZL 2013 3 0595279.9 2013-1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9 

227 
二维码雕塑（信息魔

方） 

郭倩雯，张重骐，

肖  倪，汪晓春，

王  飞，纪  阳 

ZL 2014 3 0001683.3 2014-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4-7-23 

228 
一种基于 CATV 网络

的冲突解决方法 

罗  沛，石江明，

黄善国，李  彬， 

尹  珊，顾畹仪 

ZL 2009 1 0079120.4 2009-3-4 

北京邮电大学，北

京歌华有线电视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3-11-27 

229 

一种基于资源并考虑保

护时间控制的WDM光

网络圈保护方法 

罗  沛，黄善国，

李  彬，郭秉礼， 

黄浩天，顾畹仪 

ZL 2009 1 0079121.9 2009-3-4 

北京邮电大学，北

京交科公路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3-12-11 

230 

采用电控方法实现平

顶陡边的解复用接收

器 

黄永清，张阳安，

任晓敏，段晓峰，

杨一粟，黄  辉，

王  琦 

ZL 2009 1 0160632.3 2009-7-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25 

231 

一种基于资源的WDM

光网络通道保护 P 圈

优化配置方法 

黄善国，罗  沛，

李  彬，韩  娟，

张  杰，顾畹仪 

ZL 2009 1 0236686.3 2009-10-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232 

具有啁啾特性的高精

度动态门限目标检监

测方法 

黄善国，李  彬，

罗  沛，张  杰，

顾畹仪 

ZL 2009 1 0236685.9 2009-10-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233 

移动智能信息服务系

统、适配转换装置及

方法 

高  立，勾学荣，

孙学康，吴华瑞，

朱华吉，何  诚，

周  培，任旭鹏，

毛京丽，李  搏，

李  昕，姬艳丽，

马  慧 

ZL 2009 1 0242444.3 2009-12-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8 

234 

一种利用认知无线电

网络中空闲信道的频

谱接入方法 

刘元安，刘凯明，

翟临博，唐碧华，

谢  刚，高锦春，

李  莉，黎淑兰 

ZL 2010 1 0033972.2 2010-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235 

传输认知网络信息的

方法、系统、网络设

备和终端设备 

冯志勇，张  平，

赵  琳，陈翼翼 
ZL 2010 1 0104648.5 2010-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236 
移动终端与 RFID 卡

交互的系统与方法 

胡  铮，龚  涛，

张国翊，徐  文，

田  辉，张  平 

ZL 2010 1 0121000.9 2010-3-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237 

一种 IP 多媒体子系统

漏洞检测的方法和系

统 

王玉龙，苏  森，

双  锴，徐  鹏，

杨放春，于晓燕，

陈莉莹 

ZL 2010 1 0557727.1 2010-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8 

238 光载无线网络媒体接 徐  坤，沈  希， ZL 2010 1 0608077.9 2010-12-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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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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控制方法 李  岩，戴一堂，

洪小斌，伍  剑，

林金桐 

239 

一种用于无线中继网

络的用户分组和资源

分配方法 

彭木根，谢信乾，

赵中原，段红涛，

王文博 

ZL 2011 1 0001837.4 201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240 

一种基于串并结合实

现有限域乘法的方法

及装置 

寿国础，毛泽湘，

白  岩，张学茹，

胡怡红，郭志刚 

ZL 2011 1 0071080.6 2011-3-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25 

241 
一种网络编码的接收

检测方法 

彭木根，赵中原，

蔡雯琦，王文博 
ZL 2011 1 0107023.9 2011-4-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242 

用于 Android 系统的

抵御桌面信息攻击的

方法和监控系统 

卞佳丽，孟  洁，

戴志涛，邝  坚，

孟现青，张成文 

ZL 2011 1 0181372.5 2011-6-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30 

243 
一种基于时分复用的

信道资源分配方法 

李  莉，刘韵洁，

陈建亚 
ZL 2011 1 0227612.0 2011-8-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25 

244 
一种便携式心电多导

联监护装置 

张金玲，舒  磊，

张  宇，王亚驰，

高  科，王  俊，

温家宝，杨欢欢，

刘  悦，朱熊志，

张  胜，唐振宇，

郭英波，李晓龙，

阮浏慧，楚亚鹏 

ZL 2013 2 0326994.7 2013-6-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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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 SCIE、EI、CPCI-S、SSCI 收录论文统计 

检索机构 SCIE EI CPCI-S SSCI 

收录论文数 656 947 566 5 

高校排名 66 40 9 / 

2014 年度学术成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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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114 227 5 566 16 

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328 14 176 3 135 0 

网络技术研究院 316 65 128 0 122 1 

电子工程学院 282 54 82 19 120 7 

计算机学院 271 63 100 5 99 4 

理学院 190 30 149 6 1 4 

经济管理学院 153 76 30 14 12 21 

人文学院 120 59 6 33 5 17 

自动化学院 97 24 26 13 34 0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70 44 6 3 11 5 

软件学院 51 13 3 3 29 2 

网络教育学院 37 19 1 0 16 1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 28 28 0 0 0 0 

图书馆 13 6 0 4 0 3 

民族教育学院 12 4 1 1 0 6 

体育部 12 1 0 11 0 0 

党委宣传部 5 3 0 0 0 2 

国际学院 4 3 1 0 0 0 

出版社 3 0 0 0 2 1 

教务处 1 1 0 0 0 0 

合计 2919 621 935 120 1152 90 

 



23 

城市安全生产风险动态监管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燕祝 

项目组成员：胡燕祝，许良军，庄育锋，艾新波，吕英华，赵文深，高  宁， 

张洪欣，杨  军，宋  晴，芦  娜，林雪燕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9 日  

 

该项目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攻关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1BAK01B01）。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城市安全生产风险动态监管关键技术体系研究分别在技术研究、设备研制、标准制定、

系统开发、应用示范等层面，针对城市交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测与控制、城市管道系统脆

弱性评估与天然气泄漏扩散模拟研究、企业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系统、动态监管标准及专

用设备研制、企业安全生产装置状态监测预警系统、城市安全生产风险动态评估方法及标准、

安全生产风险动态监管平台架构的设计、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模式、安全生产分类分级动态

监管系统的研发、可视化应急预案管理系统等关键点进行了研究。  

2.城市交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该研究以活动人群为风险源，在风险

监测层面对城市交通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对公共聚集场所人员流动特征

模型、行为特性研究，重点关注地铁、大型交通枢纽等城市交通密集场所，对事件的发生提

前预警，最大限制地防止意外或损失发生。  

3.城市管道系统脆弱性评估与天然气泄漏扩散模拟研究：该研究在调研北京市天然气管道

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分析影响天然气管道安全的主要因素及相互关系，确定了北京市天然气

管道脆弱性评价指标，建立了天然气管道脆弱性综合评价体系，评价了北京市天然气管道现

实脆弱性，并完成天然气管道系统脆弱性评价软件开发。 

4.安全生产动态监管技术标准及标准装置的研究：该研究编制了安全生产风险动态监管基

础性标准、通用性标准和应用支撑标准，主要包括：危险场所网络化监测系统专用数据采集

器检测检验技术规范、危险场所网络化监测系统专用变送器检测检验技术规范、危险场所网

络化监测系统专用安全隔离装置检验技术规范等，为安全生产风险动态监管提供统一的技术

要求和规范。  

5.城市安全生产风险动态评估方法及标准研究：该项目在固有风险评估结果及风险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应用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实时数据实现风险的实时动态更新。根据风

险评估结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可以实时把握整个区域安全生产形势，对安全生产高风险区

域进行重点整治，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调配，使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安全

生产监管的针对性和科学化。  

6.可视化应急预案管理系统研究：采用了国内外应急管理、知识管理、人工智能等多学科

最新技术，建立了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模型，实现应急领域知识共享，消除歧义达成一致理解。

用产生式规则对应急过程进行动态描述，并建立了三维可视化城市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管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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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业务支撑及数据信息管理平台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刘  辰 

课题组成员：刘  辰，修佳鹏，杨正球，夏亚梅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 

该系统构建了国家级电动汽车运营支撑数据信息采集平台，用于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的运营等进行数据采集、处理、评价和监测，提供监管和决策支持服务，满足国家管理平台

功能域应用要求；平台基于统一信息接口标准、统一数据定义规范，统一信息处理要求，形

成车辆达标入网逐级监管机制；在新能源汽车投放规模不断扩展的同时，确保监管系统在试

点城市实现从车企、运营商、政府等相对全面的应用，建立的监测服务保障体系能有效减低

安全生产事故率。对示范运行车辆技术状态及节能减排进行监测评价。 

该系统是为国家政府监管部门开发的新能源汽车信息采集处理平台，用于实时采集和统

计分析来自城市节点、车厂以及运营商等机构的新能源汽车相关指标信息，供政府工作人员

进行监督和管理。  

 

 

可信电子记录技术体系研究与规范研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鄂海红 

课题组成员：鄂海红，宋美娜，许  可，王晓晖，于艳华，皮人杰，宋俊德， 

郭文丽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课题编号：2009BAH39B03-2）。 

该课题研究了可信电子记录的共性支撑技术，并开发包括可信电子记录生成、可信电子

记录保存、可信电子记录验证三大类技术支撑构件。业务系统可通过研发的集成技术构件，

将可信电子记录的标准应用到实际的记录格式中，实现针对电子记录的“可靠的电子签名”，从

而使业务系统中的记录可靠、可信、公正。同时，子课题结合课题牵头单位开展的示范工程，

完成了可信电子记录构件的应用验证，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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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审计方法共性的审计检测指标提炼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刘建毅 

课题组成员：刘建毅，王  枞，张  茹，伍淳华，肖  达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 

基于审计方法的共性，研究审计检测指标的自学习方法，从中提炼审计监测指标，发现

新型指标，最终依托第一课题研究成果较智能地建立审计监测指标库，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结合机器学习发现与领域专家验证的审计检测指标方法，针对政府执行预算、社

保等领域，可较智能地建立审计监测指标库。在《社会保险计算机审计方法体系》的 468 个

审计方法上可以有效提出审计监测指标。 

2.提出了基于语义共现的审计监测指标关系发现算法，结合监测指标自身的语义相似度，

可实现监测指标的语义关系发现。 

 

 

移动多媒体广播前端系统技术集成和设备开发 

 

课题承担单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解  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北邮课题负责人：刘凯明 

北邮课题组成员：刘凯明，门爱东，楼培德，杨  波，谢  刚，刘  芳，赵思行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移动多媒体广播系统研究开发与规模技术试验”中

的课题（课题编号：2008BAH25B02）。 

北京邮电大学课题组主要负责适用于移动多媒体广播的电子业务指南前端子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移动多媒体广播系统中电子业务指南的一般结构、功能进行了研究，分析比较了

CMMB、T-DMB、DVB-H、BCAST 等不同广播系统中电子业务指南的异同，并以 T-DMB 中

承载 DVB-H 业务为例，提出了一种在移动广播系统融合过程电子业务指南从生成、传输到发

现的解决方案。 

2.根据满足移动多媒体广播领域业务融合的应用需求，研究提出了一种 DVB-H 和 T-DMB

网络融合的方案，根据对 DVB-H 和 T-DMB 两大广播系统的协议栈异同的分析，从实现难度、

应用需求方面对比分析了三种可能使用的融合方案，并通过 MATLAB 仿真实验比较了各种方

案对于网络开销的差异，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提出了一种高效合理的融合方案。 

3.对 CMMB 系统的链路层和物理层进行了研究与改进：在链路层方面：分析了原有传输

方法不足之处，提出了一种链路层新的 EXPE-FEC 机制，通过仿真结果表明，新的方案能够

大大降低数据的误码率、提高 XPE 数据的传输可靠性；在物理层方面：分析了 CMMB 系统

LDPC 码的特殊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 CMMB-LDPC 编译码方案，此方案可以采用灵

活的调制/编码配置，在数据传输速率和硬件复杂程度上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调整，能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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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B 系统数据传输带来了更高效的保障，通过仿真比较了码长、码率、迭代次数三种参数

对 LDPC 性能以及整个系统性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BP 译码算法，该改进算法

在保证译码性能的前提下，具备更低的复杂度。 

4.对 CMMB 复用器、覆盖测试等技术进行了研究。 

 

 

设计资源服务平台开发与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迪希工业设计创意开发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黄  平（北京迪希工业设计创意开发有限公司） 

子课题负责人：纪  阳 

子课题组成员：纪  阳，张春红，黄  平，王萌萌，徐  青，昌  婧，王  超， 

周  野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课题编号：2011BAH02B02）。 

基于用户参与式创新理论与方法，构建针对工业设计企业和设计产品的评价系统及方法

体系。充分利用区域的产品研发与工业设计优势，建立了一个联合技术装备供应服务商、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体现产学研结合的关键技术攻关与设计资源协同服务平台。 

在北京 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科技条件平台基础上，建设了“一库两室”，即参与

式创新研究智库、虚拟现实仿真评价实验室以及用户体验实验室。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成面向汽车、现代装备制造等两个重点工业领域，以数据库为依托，提供产品设计趋

势与战略研究、通用模型数据共享、新材料应用咨询等服务功能的设计资源服务平台。 

2.提供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评价以及用户体验评价两项新服务。完成虚拟现实仿真评

价服务流程和方法的研究，并初步形成服务规范；完成用户体验测评服务流程和方法的研究，

并初步形成服务规范。 

3.创建面向汽车、装备制造两类产业的参与式创新设计的完整服务流程，并初步形成服务

规范；设计资源服务平台创建完成后，能够为国内汽车和装备制造业提供产品设计、技术支

持及测评优化等服务。 

4.建成大于 10000 用户数的用户信息库。 

5.建成 1000 人规模的专家信息库。 

6.完成约 15～20 个企业咨询服务与评价服务案例。包括完成 15～20 款工业产品的设计仿

真与评价；15～20 款工业产品的用户体验评价服务 。 

7.累积参与用户不低于 5000 人次。 

设计资源协同服务平台大大提高了设计企业的设计服务能力，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

与迅速发展；同时，设计资源协同服务平台实现了市场化运营，以企业会员费、产品宣传展

示费、软件租用费、数据资源使用费等形式取得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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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 61 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 

项目负责人：张  平 

项目组成员：张  平，林家儒，朱德生，于  全，李建东，郭  伟，冯志勇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2 日 

 

该项目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09CB320400）。 

该项目紧密围绕国家通信“频谱高效利用”与“异构网络融合”重大需求，通过研究认

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目标提升无线网络容量和频谱利用效率。 

该项目针对“体系结构的适变性”，“多域环境的认知性”和“控制与决策的自主性”

三大科学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核心理论上，发现了认知无线网络容量的一般尺度规律，

揭示了多接入信道容量增益的外界和内界；理论证明通过认知可以显著提升网络容量；提出

了认知信息量，实现了认知信息的科学度量，建立了认知流和资源流的关联关系，揭示了认

知开销与网络性能增益的一般规律。在技术突破上，提取网内各协议层和网间信息，构成认

知流，实现网内协议栈跨层直通、网间信息畅通，据此设计了新型体系架构；并提出多域环

境域内、域间协同的认知信息获取方法，提出认知导频信道，实现认知信息在网间的高效传

递；提出多维资源的表征方法，构建了矢量空间模型，运用数学运算法则揭示资源间关联关

系，进一步提出了资源流动管控机制与无速率编码的自主传输方法，实现资源自主流动与传

输自主优化配置。  

基于理论与技术研究成果，设计研发了认知无线网络试验系统来验证关键技术有效性，

基于 3GPP R9 国际标准成功设计了添加认知功能的 TD-LTE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使 TD-LTE

具有了智能性，使网络从静态工作模式发展到动态适变工作模式，并推动我国 TD-LTE 产业

发展。  

该项目进一步满足应急通信与军事通信的国防重大需求，开展 TD-LTE 系统可与广播电

视系统共存研究，推动我国广播电视 700MHz 频谱的高效利用；解决了雷达和 TD-LTE 系统

共存实际问题，推动军民系统频谱共用和多系统共存研究；提出北斗与 LTE 多系统共存方案，

保障“北斗”系统正常工作和 TD-LTE 系统牌照发放工作；军事验证系统研究成果辐射至军

队大型项目，超短波山地通信系统与第三短波通信系统，推动了超短波与短波产业的发展。  

 

认知无线网络体系结构与协议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武汉大学 

课题负责人：林家儒 

课题组成员：林家儒，许文俊，牛  凯，贺志强，别志松，徐文波， 

郭  莉，李永华，张  琳，吕铁军，刘  雨，吕旌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认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中课题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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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无线网络体系结构与协议研究”（课题编号：2009CB320401）。 

在频谱高效利用和异构网络融合两个国家需求的指导下，紧紧围绕控制与决策自主性以

及体系结构适变性两个科学问题，分别从认知流行为分析与建模、认知无线网络性能优化、

认知无线网络性能评估以及满足端到端效能的认知服务体系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该课题所取得的成果为项目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依据，推动了相关科学

问题的解决，满足了国家需求。该课题首次提出了认知流的核心概念，建立了认知流行为模

型，归纳凝练出了认知流的科学内涵。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认知流的信息行为方面：推导出了大规模认知无线网络容量的一般性规律，证明了通

过认知能够倍增无线网络容量、协作和移动是提升认知无线网络容量的科学方法，为整个项

目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2.在认知流的智能行为方面：构建了基于认知流的认知无线网络整体性能优化框架，并分

别从跨层、分布式和异构网络性能优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多种整体优化方法，提高了认知无线

网络的体系结构适变性以及控制和决策的自主性。 

3.提出了以网络连通性与能量有效性为代表的认知无线网络性能评估指标体系和基于

QoE 的满足端到端效能的认知服务体系，为项目组进一步解决科学问题、满足国家需求奠定

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认知无线网络系统体系架构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冯志勇 

课题组成员：冯志勇，张奇勋，胡  铮，尉志青，邹  华，林荣恒， 

王尚广，赵  耀，纪  红，曾志民，冯春燕，陈  杰， 

李静林，龙湘明，夏海轮，郭彩丽，张天魁，冯建元， 

冯泽冰，李建武，刘  尚，朱  莹，袁  昕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2 日 

 

该课题为是国家“973 计划”“认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中课题六“认

知无线网络系统体系架构研究”（课题编号：2009CB320406）。 

认知无线网络架构是实现认知无线网络的核心，认知流传输理论是架构组成的基础。  

目前无线网络架构缺乏认知信息，制约了网络容量的提升。为此，提出认知流传输理论，

实现网内/间信息互通，促进资源合理流动，适应动态环境变化，实现认知网络容量提升；并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设计了新型认知无线网络体系架构。 

针对如何科学度量认知信息、如何表征和关联多维资源、如何高效传递认知信息等问题，

提出了认知流传输理论，从信息论角度给出认知信息度量方法，得到认知信息量与容量关联

关系的一般规律；提出多维资源的表征方法，构建了资源矢量空间模型，运用数学运算法则

揭示资源间关联关系；提出认知导频信道技术，实现了认知信息在网间的高效传递。 

在认知流传输理论基础上，设计了认知无线网络新架构。提出“集中管理+分布控制”的两

层信令控制体系，支持资源合理流动，实现了体系结构适变。架构由端到端效能驱动，通过

认知信息在模块间的不断交互，实现了多域环境认知，动态资源管理，无线网络重构等核心

功能，实现了网内协议跨层直通、网间信息畅通，提高了频谱利用效率，实现了异构网络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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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线网络验证演示平台建设与试验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  平  

课题组成员：张  平，冯志勇，张轶凡，张奇勋，张  治，邓  钢， 

尹长川，罗  涛，唐晓晟，王  强，刘宝玲，陶小峰， 

康桂霞，李亦农，李卫东，王  勇，尉志青，李建武， 

刘  尚，冯泽冰，冯建元，仇  琛，黄  赛，傅  彬， 

陈文萍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2 日 

 

该课题为是国家“973 计划”“认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中课题七：

“认知无线网络验证演示平台建设与试验”（课题编号：2009CB320407）。 

宽带无线通信频谱紧缺和异构网络难于融合是制约国家宽带无线发展的两大难题。与传

统网络相比，认知无线网络中空闲频谱时空分布动态变化、异构网络网元能力差异大、异构

网络融合缺少有效方法与技术。为此，项目组研究了空闲频谱信息准确认知、频谱资源高效

利用、网络适变重构、异构网络融合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并设计研发了认知无线网络试验系

统来验证关键技术有效性。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与多域认知数据库相结合的新型频谱检测方法，检测精度达-120dBm（TV 信号）

和-113dBm（雷达信号），检测周期 10 毫秒，检测速度达 4 毫秒（TV 信号）和 3 毫秒（雷达

信号），实现了对空闲频谱信息快速、准确认知。 

2.提出了粗细时间粒度两级动态频谱管理机制，实验室环境下验证可提高频谱利用效率

30%。 

3.提出了多尺度的参数、协议和业务重构技术，在 LTE 蜂窝系统中实现频谱切换时间小

于 50 毫秒，支持 5MHz、10MHz 和 20MHz 带宽重构，业务重构丢包率从 5.36%下降到 0.27%、

传输时延从 99.9965 毫秒下降到 27.9953 毫秒。  

 

 

物联网体系结构的基础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项目负责人：马华东  

项目组成员：马华东，李忠诚，尹宝才，苏  森，周国模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0 日 

 

该项目为国家“973 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1CB302700）。  

针对物联网中大规模异质网元的数据交换、不确定信息的有效整合与交互适配、动态系

统环境中服务自适应三个关键问题，该项目从物联网体系结构理论模型、物联网网络融合与

自治的机理和方法、物联网信息整合与交互的理论和方法、物联网服务提供机理和方法、物

联网验证平台和碳平衡监测应用示范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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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规模异质网元互连模型与数据交换机理：发现物联网中大量存在弱网元，构建了强弱

网元共存的互连模型及实现机制；研究了物联网编址体系，设计了基于 IPv6 的轻量级物联网

编址寻址架构、提出了支持非 IP 和 IP 融合的命名空间组织架构；面向固定部署和移动感知网

元分别研究了物联网数据交换机理，提出了基于近似估计的数据收集方法、逐级融合的可靠

信息转移模式、基于数据融合的机会转发机制、异构融合网络的机会路由策略。 

2.物联网数据传输性能评估理论：发现“冗余”是随机移动多播时间和空间转换的媒介，

进而提出了随机移动多播的机制，获得了网络容量上紧界；提出了网络特征函数的多项式表

达，通过代数方法研究了网络连接性和覆盖性；提出了博弈的认知频谱分配方法，实现了物

联网多种网元间的频谱、功率、时隙等资源最优分配，保证网元能高效利用频谱资源。 

3.物联网信息整合与服务提供机理和方法：提出了基于压缩感知与低秩重构的数据整理方

法，提出了基于网络编码的加解密机制、分布式容侵存储方法，为物联网数据“感知-传输-

存储”提供了一套轻量级隐私保护体系；提出了面向三元问题域的物联网服务模型、情景感

知的物联网服务构建与适配方法。 

4.物联网验证平台和碳平衡监测示范：提出了基于代码相似度的网元软件增量代码分发策

略与更新技术；提出了自导向局部诊断评估方法；提出了一种差错容忍的 CDL 精确定位算法，

提高了野外定位的精度；构建了融合物联网数据的森林碳汇计量模型。在天目山和无锡分别

构建了区域碳平衡监测应用示范。 

 

 

物联网体系结构理论模型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课题负责人：马华东  

课题组成员：马华东，王新兵，刘  亮，罗  红，田晓华，甘小莺， 

张海涛，孙  岩，赵  东，段鹏瑞，袁培燕，宋宇宁， 

吴红海，杨  峰，傅洛伊，张金钡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2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物联网体系结构基础研究”项目中课题一“物联网体系结构

理论模型”（课题编号：2011CB302701）。 

针对在同时具备多元异构性、超大规模性、系统动态性的物联网复杂环境中实现高效的

数据交换的需求，该课题围绕“大规模异质网元的数据交换”这一科学问题，在物联网四层

体系结构概念模型的基础上，从物联网体系结构与互连模型、物联网信息感知理论、物联网

数据交换机理、物联网性能度量与动态行为分析、物联网系统验证平台等方面开展研究，取

得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强弱网元共存的物联网互连模型。针对物联网强弱网元共存的环境，建立了以信息为中

心的物联网互连模型；针对弱网元计算、存储等能力薄弱的特点，提出了一种能力映射与任

务迁移互连机制。 

2.近似估计与数据融合结合的物联网数据交换方法。分别面向物联网固定网元与移动网

元，提出了固定网元数据收集的近似估计方法、逐级融合的固定网元可靠信息转移模式、基

于数据融合的移动网元机会转发策略、移动网元中心度与相似度融合的路由机制。 

3.物联网容量/时延度量的统一模型。提出了移动多播的概念，利用冗余研究了移动多播

网络的容量和时延；进一步考虑了多种更为实际的模型，给出了不同情形下相应吞吐量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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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解析表达式；提出针对汇聚网络的路由调度算法及网络数据传输率的上下界；提出了博

弈的认知频谱分配方法，实现了物联网多种网元间频谱、功率、时隙等资源最优分配。 

4.大规模无线物联网连接性和覆盖性理论模型。针对网络的连接性与覆盖性，提出了网络

特征函数的多项式表达；揭示了传输半径的异质化和节点的移动性，可以使得覆盖性变得更

好；通过特征表达式的方法研究连接性与覆盖性，丰富了网络信息理论的代数特征。 

 

 

物联网网络融合与自治的机理和方法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李忠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邮课题负责人：陆月明  

北邮课题组成员：陆月明，孙咏梅，骆淑云，武  杨，魏忠诚，任丹萍， 

杨大全，杜宗鹏，王照宇，胡泽民，宋超男，戴其进， 

仇必青，李  扬，王  凯，武  杨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1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 ”“物联网体系结构基础研究”项目中课题二“物联网网络融合

与自治的机理和方法”（课题编号：2011CB302702）。  

该课题的研究任务是针对物联网多元异构性、超大规模性、系统动态性的特征，旨在建

立物联网网络融合的架构，在物联网自治域内数据汇聚与交换方法、物联网自治区域动态管

理等方面取得突破，解决网络融合与动态自治中高效的数据交换问题。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如下： 

1.在数据汇聚交换方面：分别从高能效分层汇聚、最小时延汇聚和海量数据汇聚三个角度

提出了高时效低能耗海量数据汇聚交换收集机制，同时在数据接收性能上，提出了减少帧间

干扰或符号间干扰的低复杂度码优化方法。 

2.在资源动态管理方面：针对位置资源管理提出高精度高抗扰的节点定位，针对时钟资源

管理提出自适应无抖动的时钟管理，针对信道资源提出基于实时可用性的动态信道分配和应

用。 

3.根据实验平台对节点低功耗的要求，从传感器结构和智能休眠两个角度展开研究，为验

证平台的节点设计和运行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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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服务提供机理和方法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大学  

课题负责人：苏  森  

课题组成员：苏  森，程  渤，乔秀全，吴步丹，陈俊亮，章  洋， 

刘传昌，金  芝，李  戈，赵  帅，石瑞生，孙运雷， 

胡广昌，吴小坤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1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 ”“物联网体系结构基础研究”项目中课题四“物联网服务提供

机理和方法”（课题编号：2011CB302704）。  

该课题旨在物联网应用问题域的建模和分析，动态环境下的物联网服务模型的自适应调

整，面向解空间的软件体系结构设计，物联网软件编程架构，问题驱动的服务动态发现、聚

合和协同技术，基于环境感知的动态服务质量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物联网服务建

模理论、服务自适应提供机理和实现方法，为实现智慧服务提供基础理论和支撑技术。取得

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面向三元问题域的物联网服务建模理论，建立了有机协调控制流、媒体流和感知流的面

向三元问题域的物联网服务模型。 

2.提出了情景感知的物联网服务动态构建和适配方法，实现了基于位置的服务自适应提供

和基于事件的业务流程动态协同机制。 

3.提出了基于优先级的多队列事件路由策略和事件优先级判定算法，实现了物联网服务质

量的动态保障。 

4.设计并实现了事件驱动、面向服务的物联网服务提供平台，实现了区域集中供热物联网

监控服务商业应用和天目山碳平衡监测示范应用。 

 

 

物联网关联表征与体系架构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课题合作单位：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刘海涛（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北邮课题负责人：黄  韬 

北邮课题组成员：黄  韬，刘  江，魏  亮，方  超，王  健，王国卿，张  岩， 

卢  波，崔现东，肖  禄，贺晶晶，丁  伟，董贝贝，张  丽， 

刘  娟，霍  如，张健男，于  洁，俞淑妍，向福林，许光军， 

王  利，李将旭，董美娇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27 日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物联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中课题一“物联网关联

表征与体系架构研究”（课题编号：2011CB302901）。 

该课题针对物联网的感知互动以及关联性、非确定性和混杂性特征，主要从物联网的关

联表征和体系架构基本问题出发，在关联模型与表征、标识体系、安全架构和体系框架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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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展开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物联网体系架构方面：提出了物联网层次化核心网结构，通过交换标识、路由标识、

身份标识实现核心网络与边缘网络、身份与位臵的分离，提出一种具有负载均衡功能的层次

化核心网结构，增强核心网络对物联网体系结构的支持。通过引入层次化的标识映射系统进

行身份与位臵分离，实现了对移动性和安全性的高效支持，同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2.在物联网标识体系及命名解析研究方面：深入分析和总结了国内外物联网标识体系的发

展现状，基于层次化 DHT 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思想，提出一种基于物理拓扑的 DHT 解析架

构——PTDHT-RS，该方案通过基于 DHT 方式的组织，可以解决层次化 ONS 解析系统中存

在的负载不均衡、单点失效等问题；同时，该方案能够全面的反应底层网络实际物理拓扑结

构，既可以便利解析网络的建设，增强系统的可部署性，也可以使查询、解析过程根据网络

物理结构本地化，从而显著提升查询效率。 

3.物联网网络资源管理分配机制研究方面：提出了三种资源管理方案：基于就近原则的资

源分配优化算法；基于网络拓扑进行优化的资源分配策略；提出了反向灌水、双向灌水两种

资源分配方法。这三种方案实现了资源利用率和算法运行时间的双赢效果。 

 

 

物联网验证与应用示范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刘建明（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北邮课题负责人：李书芳  

北邮课题组成员：李书芳，尹斯星，张二青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物联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中课题六“物联网验证

与应用示范研究”（课题编号：2011CB302906）。 

针对物联网跨领域跨行业应用特征及相关成果测试与验证需求，研究物联网系统的验证

理论和方法，研发测试工具和平台，并通过应用示范系统进一步验证理论成果，具体研究内

容如下： 

1.物联网系统的验证理论和评估方法：研究物联网系统的测试模型和验证理论；研究随机

和伪随机理论在物联网综合测试生成方法中的应用，解决物联网高混杂性和非确定性带来的

可测性难题；研究物联网系统的评估模型和体系。 

2.物联网实验测试平台：开发物联网测试和评估工具，搭建物联网测试平台，测试其他课

题提出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3.面向应用的验证示范系统：研究面向行业应用的物联网通用平台构建技术，研制融合电

动汽车、智能家居和智能电网的物联网综合应用示范系统，包括输电线路、配电网络工作状

态监测综合采集系统，电动汽车、电池及其充电站识别、监测和管理平台以及基于电力光纤

入户和智能小区的物联网验证系统，验证本项目中其它课题提出的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

探索物联网跨行业的应用模式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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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接入的非连接网络实时服务质量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课题负责人：杨放春，王文东 

课题组成员：杨放春，王文东，双  锴，龚向阳，苏  森，田  野、徐  鹏， 

阙喜戎，胡延楠，赵敏丞，吕晓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CB320504）。 

该课题的总体目标是着眼于未来互联网业务流量的分布特点和构成要素的演化特点，从

继承并改良网络体系结构角度出发，通过资源的动态管理为下一代互联网中敏感延时的实时

性业务设计出可工程实践的实时服务质量保证解决方案。该课题按照计划从实时服务质量保

证的业务模型和性能评价理论、实时业务敏感的网络资源动态分配、实时服务质量保证中关

键机制、策略与算法研究、无线宽带接入网络中的实时服务质量保证机制以及无线边缘业务

网络中的实时服务质量保证等方面展开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异构接入的非连接网络实时服务质量保证的解决方案，建立和完善了实时服务质

量保证的基础理论。 

2.提出了复杂异质异构网络环境下若干支持实时传输的关键策略、机制与算法。 

3.提出了一种支持异构非连接网络环境的、具有自治属性与上下文感知能力的网络 QoS

保障框架。 

3.针对异构无线网络自身的特点，提出了若干增强人机之间或机机之间的实时传输性能新

机制。 

4.针对在多种接入技术的网络环境中如何有效管理和动态分配有限网络资源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可利用原本大量存在于实时流量中数据包之间的大量间隙来进行移动切换的机制。 

5.提出了一种基于物理学势能场概念的流量感知动态路由协议（TADR）和一个基于势能

场的实时传输路由协议（PRTR），以及一种基于 Bloom Filter 数据分发算法及基于地理信息

的实时数据融合分发算法。 

6.提出了一种在无结构 P2P 网络中利用信任和社会网络的资源发现方法以及一种在无结

构 P2P 网络中利用动态社区的自适应副本放置方法。 

 

基于自治治理模型的网络管理与安全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课题负责人：王继龙（清华大学） 

北邮课题负责人：马  严  

北邮课题组成员：马  严，杨  谈，黄小红，崔毅东，闫  屾，金跃辉，吴  军， 

王洪波，赵  钦，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课题为国家“973 计划”“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和协议基础研究”项目中课题五“基

于自治治理模型的网络管理与安全研究”（课题编号：2009CB32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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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主要研究自治网络的管理和安全模型研究、网络行为的全息测量方法研究和网络

实体的标识、认证和信用评估等三个科学问题，北邮课题组主要负责网络行为的全息测量方

法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域间网络管理信令调控机制研究：主要研究域间管理网络管理信令调控机制。  

（1）提出了一种安全、可靠的域间网络管理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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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代理，管理代理之间通过规范的调控信

令进行协同的事务处理；定义了域间网络管理调控信令，并使用形式化语言将调控信令规范

化，调控信令具有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等特点； 

（2）设计并实现了调控模型中的域间抽象拓扑生成算法、资源预留路径发现算法以及调

控信令播发传递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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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

路径，以供网络资源智能调控使用。调控信令播发传递机制采用链式传递和播发确认机制，

有效保证了信令交互的可靠性和正确性。 

2.域间协同性能调优机制研究：主要从性能和经济两个角度，研究域间协同性能调优机制。 

（1）提出了一种新的构建域间流量工程体系的方法，所构建体系支持域间协同性能调优，

权衡利润最大和性能最优两个目标来做出合理的流量控制策略。其优化目标是全局的，求解

过程是分解的，建模过程采用了博弈的思想，既满足了参与者合作双赢的需求，也兼顾了其

竞争的特性，最大程度优化利用网络资源，且兼顾参与各方的经济利益分配；  

（2）将上述方法扩展到多域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证明该方法具有很好的扩展

性和适应性，能够广泛应用于实际域间流量工程协同性能调优，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3.域间数据共享安全性研究：主要研究了域间数据共享安全性问题，在可信任第三方数据

净化模型和算法、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数据共享模型和算法、数据共享模型的安全性评估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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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自治域将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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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满足域间网络协同计算研究的需要。同时，建立了可靠的数据恢复机制，以使

净化过的数据可以精确、快速的恢复； 

（2）研究了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域间数据共享模型。该模型基于安全多方安全计算协议，

在各自治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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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对安

全多方计算基本操作协议的封装和性能优化，对上层应用分析提供了统一的应用接口，以使

新的协同分析应用可以快速扩展到整个模型中；  

（3）对两种数据共享模型的安全性进行了研究。不同的应用分析对测量数据的使用方法

也不同，涉及测量数据的不同属性字段，对这些字段的隐私保护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数

据的效用性。通过引入博弈论，使数据隐私保护和效用性达到一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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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现场无线远程医疗紧急救治关键技术及 

系统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梅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邮课题负责人：康桂霞 

北邮课题组成员：康桂霞，韩玉芬，郭艳艳，张玺栋，陈秀鹏，曹  羽，于  阳， 

周  文，刘  博，王  晶，刘  顺，丁子明，李  宸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9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2Z412）。 

针对突发性灾难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医务人员及救护车辆相对匮乏、救援条件恶劣、

医疗水平有限等条件下，研究和开发对受灾人员进行拯救和救治的便携式无线健康监护传感

器技术、装备及相关的组网技术。 

该课题完成了无线远程健康监护关键技术研究、无线远程健康监护系统开发及远程医学

急救伤员数据库建设、无线远程健康监护试点工作。具体研究成果为： 

1.无线远程健康监护关键技术：完成了对灾难现场无线远程医疗紧急救治中的无线信道模

型研究，实现了灾难现场远程医疗紧急救治中基于博弈的节点分簇算法、基于网络生命周期

最大化的虚拟MIMO 协作中继节点选择算法及灾难现场无线远程医疗紧急救治中的协作中继

分布式功率分配算法设计。 

2.对灾难现场无线远程医疗紧急救治中通信协议进行了优化，提出了新的灾难现场无线远

程医疗紧急救治中紧急数据上报机制，设计了新的灾难现场无线远程医疗紧急救治中的无线

定位算法。其中：无线远程健康监护系统开发包括监控系统的服务器端程序和远程管理控制

程序。 

3.远程医学急救伤员数据库建设：完成了远程医学急救伤病员数据库开发和灾难应急救治

远程医学信息平台建设。研发了灾难现场远程医疗紧急救治多参数终端、网关、信息汇聚终

端等设备，可通过 GPRS 网络/有线网络/卫星通信系统把灾难现场的信息及采集到的数据实时

的传送到远程数据管理中心，研发了灾难应急救治软件平台，实现了伤员信息管理、伤员定

位等功能。 

4.开展了两类应用试点：包括远程医疗协助社区急救/监护平台试点、远程医疗协助偏远

军队官兵急救/监护平台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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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生产履历信息汇聚与信息处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宋美娜  

课题组成员：宋美娜，尹长川，许  可，刘丹谱，鄂海红，郝建军， 

皮人杰，陈雪松，宋俊德，罗  涛，李剑峰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12 日  

 

该课题为国家 “863 计划”课题“农产品生产加工多源感知技术与装备”的子课题。 

该课题研发的嵌入式通信协议和组网设备样机，完成节点样机 40 套，网关节点 8 套，综

合汇聚节点 5 套。所研制的汇聚节点设备可为不同的农产品安全检测和测量设备提供数据传

输通道，具备 WiFi、串口、3G 和以太网等多种通信接口。研发的农产品生产履历数据处理与

服务系统，围绕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过程，构建了农产品安全生产预警与纠偏模型、农

产品安全生产过程管理工作流模型，可适用于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多类农产品（果蔬、

粮油、畜禽）的生产过程管理。  

 

 

高效率、线性宽带功放模块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甘  鹏（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邮课题负责人：于翠屏 

北邮课题组成员：于翠屏，黎淑兰，吴永乐，苏  明，刘元安，刘  芳，谢  刚， 

刘凯明，唐碧华，高锦春，都天骄，项海霞，冯云轩，唐予晗， 

郑先锋，任宇鑫，叶笃野，王泽睿，杨乾坤，郑  璇，李琳瑶， 

何金来，武  杰，李晓然，刘  鑫，吴东林，董明洋，马金光， 

白  逍，刘  帅，李久超，崔冬暖，梁立明，刘  强，贺  庆， 

楼思研，孙  刚，梁  艳，魏添翼，付吉祥，金景镇，梁  言， 

孙  凯，童嘉新，吴  昊，李  顺，谢  薇，刘亚会，张大印， 

沈俊宇，张伟伟，李  哲，廖梦笔，韩明超，杨松山，刘媛媛， 

张  萌，付  礼，顾  娟，邵  恩，丁雪瑶，吴  凯，费莅富， 

肖佳楠，张成伟，张  玲，王  州，赵  陆，卿浩博，姜冰莹， 

李铮山，于本浩，唐  斌，吴  超，张立佳，陈  星，朱  鹏， 

甘君心，冯海荣，周  佺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课题编号：2010ZX03007-003-04）。 

该课题在理论探索和技术研究两个方面，突破了 100MHz 带宽高效率、宽带线性功放模

块的若干关键技术，研制完成的高效率、宽带线性功放模块，可应用于 IMT-Advanced 等 4G

移动通信系统，为提升通信系统能效奠定基础，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该课题围绕宽带功率放大器的效率提升技术、宽带功放预失真线性化技术以及单体多频

功放设计及预失真技术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探索和技术研究方面，突破了 100MHz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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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线性高效功率放大器的若干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了三十套射频带宽 100MHz 的可应用于

IMT-Advanced 系统的宽带高效功放样机。 

该课题宽带高效功放模块设计过程中，基于 GaN 功放管，采用非对称/多路 Doherty 结构

提升功放在功率回退情况下的工作效率，同时在功放输出匹配中引入复合左右手传输线结构，

提升功放线性度。在宽带数字预失真技术方面提出了简化 Volterra 模型、PMEC 模型和 SPK

模型以及低复杂度信号延迟估计方法；在单体多频功放设计及线性化方面，提出了基于 π结

构的共时双频匹配结构和双频耦合线阻抗变换器，并成功应用于单体双频功放中，实现了功

放的共时双频工作；提出 DB-DDR 和 SDB-DDR 双频数字预失真行为模型和 DB-TLBMP 双频

数字预失真行为模型，实验结果表明上述模型可以较低的采样率和较少的系数数量，实现双

频功放的线性化。 

 

 

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合作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邮政集团）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辛  阳，罗守山，朱洪亮，杜晓峰，刘建毅，伍淳华， 

肖  达，李忠献，徐国爱，谷利泽，罗  群，张  茹，郭燕慧， 

马兆丰，夏光升，李  新，张振涛，陈秀波，郭玉翠，胡正名， 

钮心忻，雷  敏，李丽香，李  祺，彭海朋，孙  斌，王励成， 

武  斌，徐国胜，杨  榆，袁开国，张冬梅，张  淼，郑康锋， 

郑世慧，周亚建，舒继武，陈文光，赵  颖，陈  康，翟季冬， 

姜进磊，孙  竞，郑纬民，武永卫，余宏亮，薛  巍，张武生， 

张广艳，黄震春，袁雨来，徐鹏志，张建刚，韩晓明，马一力， 

宋  震，李  静，刘振军，卜庆忠，李忠献，王树鹏，许彩欣， 

金淑源，崔  祥，郝志宇，张永铮，罗  浩，吴忠杰，刘海云， 

王月春，孙青华，张志超，高树芳，田庚林，李同芳，杨延广， 

徐朝晖，张宇春，杜冬梅，赵李东，刘庆芳，刘  倩，朱德军， 

赵  耀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21 日  

 

该项目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 

该项目建设完成了灾备标准体系、数据可靠性验证、数据备份、数据恢复等 4 个技术研

发平台和 1 个测试验证平台。 

该项目建设期间，在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副本数据一致性、数据传输可靠性、数据存

储安全、冗余数据消除等技术方面和标准建设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创新性提出了我国灾备标准体系架构，并牵头制定了通信行业灾备技术相关行业标准

19 项，国家标准 1 项，制定的相关标准在国内灾备相关厂商进行了推广和应用。 

2.自主研发了一批灾备相关软硬件系统。主要包括：数据实时容灾系统、存储备份一体化

系统、PDFS 主存储删冗系统、Meepo 云存储系统、AIP 分级存储系统、Birds 全系统容灾系统、

THVFS 多版本文件系统、大规模集群存储系统等，部分系统都进行了产业化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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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标准体系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合作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安码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郑纬民，舒继武，刘建毅，王树鹏，伍淳华， 

余宏亮，李  静，陈继高，程明智，韩耀明，李海林， 

宋  震，辛  阳，肖  达，张凤荔，崔  翔，郝志宇， 

胡余峰，潘  剑，付海军，潘春起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21 日  

 

该项目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  

该项目制定了灾备标准体系架构，体系包括基础类和应用类两大类。其中基础类包括：

参考类、系统类和管理类标准；应用类包括：专项类和行业类标准。 

1.参考类主要是：总体、术语和数据格式的标准。 

2.系统类包括产品、服务、架构、测评类标准。 

3.管理类包括：存储管理、安全管理、建设管理、应急管理、数据信息管理和评估决策支

持类标准。 

4.专项类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类标准。 

5.行业类包括强制灾备行业、金融保险证券、五大行业及其它行业的标准。  

该课题制定了产品类、信息交换类、安全管理类、架构类和测评类中 10 项灾备行业标准，

并完成了 2 项标准研究课题，其中 1 项标准为国家标准报批阶段。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YD/T 2393-2011 第三方灾备数据交换技术要求》  

《YD/T 2391-2011 IP 存储网络安全技术要求》 

《YD/T 2440-2012 通信虚拟磁带库（VTL）安全技术要求》 

《YD/T 2392-2011 IP 存储网络安全测试方法》 

《YD/T 2494-2013 通信虚拟磁带库（VTL）安全测试方法》  

《YD/T 2390-2011 通信存储介质（SSD）加密安全技术要求》 

《YD/T 2334-2011 灾备数据一致性测试方法》 

《YD/T 2665-2013 通信存储介质（SSD）加密安全测试方法》  

《2009H133 灾备系统性能测试方法》 

《2009H135 持续数据保护（CDP）灾备技术要求》 

《2009B45 存储系统集中管理标准》 

《2009B44 容灾备灾体系建设标准内容》 

其中：《YD/T 2391-2011 IP 存储网络安全技术要求》已申请为国家标准，目前是报批 

稿。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建设和完善了标准相关研发和验证环境，建立了完整的标准推广应 

用平台，建立了以 CCSA TC8 WG3 标准工作组、灾备技术产业联盟等组织为基础的产学研用 

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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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子健康及关键支撑技术 

 

国内参加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联通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外合作单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贝尔实验室 

项目负责人：康桂霞 

项目组成员：康桂霞，Fabrice Labeau，唐雄燕，冯志勇，李建功，T. Le-Ngoc， 

Charles Despins，冯立华，李建宇，马书惠，贾雪琴，张玺栋， 

郭艳艳，黄冬艳，桂  鑫，王  晶，王  宁，林  迪，刘  佳， 

周  文，刘  顺，丁子明，李  宸，李向一，陈龙峰，郭  靖， 

王书孝，胡志强，王  恒，王桂鑫，王  豪，黄  开，郭  磊， 

梁  霄，赵英蛟，李  珩，齐  飞，朱  莹，王健全， 

Quang Dung Ho，Hoda Daou，Florian Soyez，Ishaan Bir Singh， 

Gowde my Rajalin gham，Fazail Aslam，Yi-Jun Liu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15 日  

 

该项目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0DFA11590）。 

该项目旨在通过中加两国高校及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密切合作，解决无线电子健康（Wireless 

eHealth，WeHealth）发展中的关键科学及技术问题。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项目在无线传感器网络高能效传输、医疗环境下的电磁干扰测量和干扰抑制、基于上下

文感知的数据处理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2.研发了 WeHealth 远程监护与健康管理系统软件，验证了上下文感知、医学信号智能处

理等技术。研发了 WeHealth 远程血压、血糖、多参生理数据传输硬件系统。 

3.建设了基于自组织网络的多参数远程监测系统试验网络一套，实现对血压、血氧、体温、

心率等多种参数的实时采集，实现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与医院的网络连接。 

4.中方与加方各面向社区医院、综合型医院开展了 WeHealth 示范性试点，其中加方的试

点更侧重于基于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Zigbee、UWB 技术）的医院人员定位方面的应用，基

于位置信息进行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医疗信息化流程改善方面的工作；中方的试点更侧重于在

社区级医院开展慢病远程监测及老年人健康筛查方面的工作。中方试点已经在北京市海淀区、

山西省太原市展开，服务用户 1 万余人，试点项目成为“全国首个无线远程健康慢病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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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宽带无线通信关键技术研究及 

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 
 

国内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国内合作单位：国家电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国外合作单位：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意昂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元安 

项目组成员：刘元安，刘建明，宋  梅，俎云霄，谢  刚，魏翼飞，李祥珍， 

刘凯明，王  莉，张  勇，刘  芳，李巍海，黎淑兰，马  跃， 

滕颖蕾，侯  宾，袁东明，曹津平，满  毅，刘  洋，刘  刚， 

吕俊峰，张素香，高德荃，张翼英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26 日 

  

该项目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0DFA11320）。 

该项目组的中方团队对新型绿色网络架构及智能路由技术、先进绿色协作通信技术和认

知无线电技术、新型无线网络跨层设计和绿色网络实验环境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智能电

网绿色通信试验平台，开展了“在电力系统应用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应用试验，为我

国智能电网信息传输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了认知多跳蜂窝网络架构、区分服务的智能 QoS 节能路由技术等，并开展了在智

能电网中的应用研究。 

2.研制了“智能电网绿色通信试验平台”，并在浙江海盐搭建了绿色网络实验环境，通过

实际应用，验证了智能电网配用电侧关键应用业务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有效解决配用电业务

信息的可靠、稳定传输问题，极大提高电网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3.项目实施为无线通信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积累了经验，为我国智能电网的发展提供技术

支持。 

4.引进了加方跨层设计、优化和资源管理算法等关键技术，利用加方绿色抽象层软件模块，

开发了“智能电网绿色通信试验平台”，实现了核心算法，并优化了功率控制过程和本地控制

策略。 

通过该国际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加双方在绿色通信与智能电网中的合作机制，形成了良

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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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芬基于 LivingLab 的智慧设计创新网络平台研发与

应用示范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天津大学， 

深圳大学，北京时代凌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兴长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阿尔托大学 

项目负责人：纪  阳 

项目组成员：纪  阳，刘建兵，高  英，吴振宇，张春红，裘晓峰，李  青，刘洪沛， 

汪晓春，雷建军，由  磊，陈剑勇，蔡茂国，陈  廷，孙  岩，胡  铮， 

勾学荣，王宝亮，侯永宏，徐  源，周  园，梁正平，王志强，成  城， 

马  涛，傅向华，杜文峰，汪  清，沈丽丽，徐  青，周  野，陈东亮， 

陈  猛，左  倩，王萌萌，陈  贞，贾花艳，魏剑平，孙希法，何亚溪， 

冯春慧，胡清源，王红梅，高  腾，李文姬，曹  磊，曹  松，朱  慧， 

王新宇，曹  凯，鹿海磊，刘玉婷，潘光荣，尤国懿，左志浩，王  超， 

高  磊，贾利军，刘金硕，娇艳梅，王  一，包  宇，翟天铎，贺丽娟， 

罗建平，蔡洪哲，王晓磊，张少谦，李倩华，聂  云，王振宇，王一超， 

朱  敏，钟艺华，谢  勰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该项目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0DFA12780）。  

该项目通过中芬双方在 Livinglab 模式下构建智慧设计创新网络平台，形成了中欧两个区

域在智慧老龄、智慧教育、智慧环境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产品服务的创新、创新联盟

的构建，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LivingLab 是一种用户驱动式开放创新的建构模式。LivingLab

依托真实生活环境，面向具体创新问题，建立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机制，降低创新的风险

性。LivingLab 以用户为中心，依托多样化的方法和工具对产品提出设计方案创新和服务创新

模式。当前，欧盟 Livinglab 网络已经有 300 多个成员单位，遍布欧洲与世界各地，成为欧洲

科技创新系统的一部分。芬兰是欧盟 Livinglab 网络的发起国家，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2010 年，中芬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4 次会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芬兰共和国

劳动与经济部共同决定在创新生态系统领域展开合作，该合作计划主要目标是建立中芬

Livinglab 联合实验室，将群众参与设计与物联网创新进行结合，在老龄关爱、环境监控以及

大学创新创业等领域展开合作，进行应用示范，初步形成上述领域的创新生态环境，助力物

联网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为解决老龄化、环境保护以及教育模式变革等国际社会所共同

面临的挑战提供科技创新支撑。  

该项目面向实际生活需求，引入普通市民参与到创新全过程，并开发一系列的工具与方

法优化对于用户需求的理解和认知，建设了 Livinglab 联合实验室和 Livinglab 社区工作基地，

并推动了智慧老龄、智慧校园方面创新联盟建设和形成，为加速产品设计推向市场提供了用

户参与、设计带动方面的支撑。在 Web of Things 等开放式物联网平台的研发中取得了技术突

破，对大学创新创业环境建设以及创新服务提供进行了实践探索；对老龄产品、服务与公益

服务的创新进行了实践探索，相关案例研究对提高物联网产品创新能力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

参考。该项目吸收借鉴了芬兰在社会创新模式、居家养老产品及服务和建构创业型大学形成

创新生态环境的一些基本思路和作法，形成了具备了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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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无线移动通信关键技术联合研究 

 

国内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国外合作单位：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CSIRO） 

项目负责人：陶小峰，郭英杰 

项目组成员：陶小峰，郭英杰，崔琪楣，张  平，许晓东，王  强，翁丽娜， 

陈  昊，章  辉，李宏佳，曲喜强，周  敏，李世渊，杨现俊， 

陈  鑫，候延昭，王  辉，李香玲，张雪菲，刘志军，沈  楠， 

张忠起，徐月巧，杨  锐，杨  姗，罗  冰，胡  丹，黄雪晴， 

王  超，王  达，李晓娜，吴德壮，何海洋，尹  越，汪  赛， 

伉沛川，罗成金，唐智灵，刘  文，倪  捷，汪之伟，张映霓， 

韩  江，郭灵芝，王凯栋，薛  飞，邓金刚，付  婷，刘银钧， 

李  一，李皇玉，张丹婷，李  川，徐  舟，常旻丽，许英越， 

吴宝学，史晓钧，卢  斌，盛  骁，Iain B. Collings，  

A.R. Weily，C.K. Sung， T.Yang，Yong Cai，Zhuo Chen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26 日  

 

该项目为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0DFA11060）。  

为解决未来无线频谱紧缺以及我国高频段射频技术引进受限制的挑战，基于北京邮电大

学在无线组网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澳方对我国开放射频的优势，项目组通过技术引进和优势互

补，进行了未来无线移动通信关键技术联合研究。项目在 4G 及后续移动通信的新型扁平蜂窝

网络架构、自适应多天线（MIMO）、QoS 保证的切换和移动性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性

技术成果，有效解决了频谱资源紧缺和高速高质的移动宽带数据业务需求等热点问题。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研究了新型扁平蜂窝网络架构，提出了频率复用、小区间干扰协调等算法。  

2.针对自适应 MIMO 技术，提出了联合功率分配、用户配对、宽频带信号采样等算法，

通过汲取澳方高频段开发经验，实现了高频段 MIMO 中继传输演示系统（系统载频 6.15GHz）。 

3.研究了新型网络架构下切换策略与移动性管理方案，被工信部鉴定为“我国在无线通信

高端测试技术与仪器仪表领域的重大突破，填补了 TD-SCDMA 产业链中的空白”。 

4.澳方借鉴中方在无线网络架构的设计经验，开发完成了 Ngara 微波回传及无线宽带接入

演示系统。 

 

未来移动通信泛在业务与应用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胡宏林（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北邮子课题负责人：纪  阳 

北邮子课题组成员：纪  阳，吴振宇，高  英，张春红，钟艺华，曹  磊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13 日 

 

    该课题为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子课题（课题编号：2010DFB1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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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搭建基于北邮校园社交网络服务业务平台，设计并开发校园社交网络服务：基于北邮校

园搭建本地化 SNS 信息平台，以满足基本的社交业务功能，并以 REST Web API 的形式向第

三方开发者开放社交能力。同时，基于开放的社交能力，设计开放基于校园的本地化社交网

络服务和应用。  

2.研究设计并实现基于 Web 的校园传感器信息开放共享平台：具体包括传感器、RFID 等

信息以 Web 服务的方式接入互联网环境，由信息管理平台进行集中的存储、配置与管理，并

将数据以 REST Web API 的形式开放给公众，公众可用这些开放资源进行移动泛在业务的创

新。  

3.基于校园开放的网络信息资源设计并实现校园 widget 移动泛在应用：基于上述开放平台

提供的业务能力，基于移动 Widget 平台（OPhone/JIL Widget）进行校园典型的移动业务应用

开发。  

4.服务部署与验证：在校园里对社交服务、移动泛在业务进行实地的部署与用户测试，进

行用户行为的分析与对比，发现新的业务模式；对不同移动终端业务平台（如 JIL Widget、

Android）进行对比与分析。 

5.开发者社区建立：在开放业务平台的基础上建立开发者社区。组织开发者社区基于平台

提供的能力开发创新应用。  

在欧洲 Living Lab 创新方法的指导下，与芬兰合作方合作建立一套基于校园环境的创新生

态系统机制；搭建泛在业务创新实验平台，融合了社交网络服务、物联网的应用创新环境；

成立了移动生活俱乐部（中国）并加入成功加入欧中 Living Lab 网络 ENoll，开展创新创业课

程。形成约 200 人参与的开发者社区；2012 年 6 月在北京举办中国智慧设计 Living Lab 基地

建设研讨会，并展示合作成果。 

 

 

射线数字检测工艺研究及缺陷信息库建设 

 

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项目合作单位：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北京邮电大学，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梁丽红（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北邮项目负责人：郭文明 

北邮项目组成员：郭文明，吴国仕，宋  飞，张欣欣，陈艳琴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2 日 

 

该项目为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010030-06）。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首先采集和收集大量涵盖典型射线焊接缺陷的底片，以用于构建射线焊接缺陷库，从实

际焊缝缺陷图像特性出发，经过认真比对和归纳，通过缺陷表象、检测设备信息、检测技术

信息、缺陷部位、缺陷原因、缺陷特征 6 个方面建立了标准缺陷的静态模型，构建了缺陷信

息库。 

2.形成缺陷信息标准体系，通过应用库中的历史缺陷信息，为快速定位缺陷、处理缺陷提

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为(新)员工快速掌握各种缺陷处理技能，学习前人经验提供了良好平台。 

3.对于需要被检测出的裂纹、气孔、夹渣、未融合和未焊透五种焊缝缺陷，选取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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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参数直接影响到智能识别的算法难易程度，以及识别结果的准确率。经过多次试验，选

取长宽比、圆形度、等效面积、缺陷目标与背景的灰度差、缺陷自身灰度偏差以及缺陷的相

对位置六个特征来对缺陷进行分类识别。 

4.通过详细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开发完成了一套焊缝缺陷图像信息管理系

统。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文宏 

项目组成员：王文宏，梁  刚，刘胜枝，黄  佩，杨艳萍，任乐毅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5 日 

 

该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07AXW004）。 

该项目立足于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对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内涵和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在理论上是新生事物，那么

到底何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特色网络文

化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如何理解其理论架构？加强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与

管理究竟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基本理论的出发点。 

2.国内外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现状：通过对国外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可以为开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提供借鉴意义。总结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

的现状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3.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人文精神：该研究在对中西方人文精神反思比较的基础上，阐

发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进而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把人文精神真正落实到中国

特色网络文化建设当中。 

4.生态文明视域中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探析：如何理解网络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关系？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该项目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此进行思考。 

5.网络文化与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当今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对意识形态领导权

问题进行严肃的学理化探讨，把握网络时代特征，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有助于进

一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在自由与规范、开放与秩序、多元与稳定之间取得更好的动

态平衡。 

6.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若干重要问题论析：当代大学生是网络参政的重要主体，其政治

参与成效直接关系到其将来投身政治的热情，其政治参与的水平则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能否

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因此，将侧重研究我国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面临问题与对策。 

7.探讨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路径和实现方式：该项目首先探讨中国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所在，并引伸探讨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

网络文化上的表达，以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最后探讨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发

展繁荣的路径与实现方式。 

8.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管理方略论析：在以上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项目从德治、

法治、技治三个方面总结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管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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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新安理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成群  

项目组成员：刘成群，孙海军，李千驹，黄振萍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该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1CZS023）。  

该项目着眼于地域社会里的理学家群体，通过对他们思想行为及经学成就的研究，力图

完整展示元代新安理学发展传承的真实图景。以胡炳文、胡一桂、陈栎为代表的元代前期新

安理学家，通过学术上的探讨而互动起来，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学术理念。他们的经学研究

影响着周围的理学士人，进而形成为一个地域性的理学家群体。这个理学家群体凝聚在徽州

一域，彼此交流，以经学研究为基点，以传承朱子之学为神圣使命。他们一方面营建着社会

关系网络与自身的地方声望，一方面推动着礼制下移与宗族建构的互动，在基层社会的文明

扩张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在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家群体逐渐淡出后，徽州一域又渐渐以

郑玉、朱升、赵汸为核心形成为一个更大的新安理学家群体。两代新安理学家群体间存在着

师承关系，也存在一定学术理念的前后沿袭。朱升、赵汸等新一代新安理学家深受前辈们的

影响，对其不足也知之甚深。因此，到了元代后期，新安理学内部出现自我反省与自我调整

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以“宗朱”为宗旨、以“附录纂疏”为形式，往往扮

演朱子学卫道士的角色。元代后期新安理学“和会朱陆”、求“真是”和“实理”的新取向

显示出欲从僵化的朱子学中脱身的迹象。在他们那里出现的“和会朱陆”的观念，其本质就

是一种“引陆入朱”。  

该项目还立足于元代儒学南北两大区域一度对峙的格局，着力探讨这种差异给新安理学

造成的影响。有元实现了大一统，但南北文化的隔阂态势却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南方的

理学家多为深究道德性命之旨的玄妙之士，而政局中得势的多属于与国家主义联系紧密的北

方治术之儒。忽必烈时代，南方理学与北方儒学的对峙之势已然形成，一直到元仁宗时期，

南北隔膜的僵局依然不得有效化解。这种态势促使南方士人开始调整思路，甚至要从崇尚治

术、习为吏事的基本要求做起。北方儒学承袭金源文派而来，擅长文辞之道固为其特点。尽

管南北文风有诸多不同，但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容易使彼此间的隔阂消除。文学才士能被接纳，

而理学家往往受到排斥，这一状况是促使南方理学“流而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研究立足于

儒学南北格局，为地域性理学传承体系补充一个历史语境，有助于展示出政治史与思想史同

构的一面。  

 

光正交频分复用传输理论与技术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项目负责人：纪越峰 

项目组成员：纪越峰，乔耀军，陈宏伟，张  帆，忻向军，张  杰，喻  松， 

洪小斌，闻  和，余重秀，徐  坤，李  岩， 高冠军， 刘宏展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09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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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交频分复用(OOFDM)系统是高速光通信系统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传输理论模型、技

术实现机制和信号处理算法等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针对这三项核心问题，项目组联合完

成的主要工作与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针对高速 OOFDM 传输理论模型，建立并验证了“非线性噪声统计分布模型”、“信道与

相位噪声估计模型”、“非线性传输性能解析模型”等新模型，完成了针对高速 OOFDM 传输

非线性损伤的基础建模及仿真，在解决非线性串扰、相位噪声等联合作用下的 OOFDM 性能

分析和系统设计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 

2.针对高速率高谱效 OOFDM 系统实现机制，提出并实现了“速率可变灵活栅格高速

OOFDM 信号产生”、“高灵敏度低采样率 OOFDM 信号相干检测”、“高速全光采样 OFDM 系

统实现”等新机制，掌握了实现高速率高谱效 OOFDM 系统的系列核心技术，在解决高速

OOFDM 信号的高效产生、承载、检测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 

3.针对高速 OOFDM 信号处理算法与传送系统优化方法，提出并实现了“发射端高性能

OOFDM 编码”、“接收端低复杂度非线性补偿均衡”、“超大容量超长距离 OOFDM 系统优化设

计”等新算法与新方法，掌握了支持 OOFDM 应用的光传送系统优化及性能提升技术，在解

决光层传送中适配、补偿与调节的灵活性、有效性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 

4.以自主创新成果为依托，构建了基于 OOFDM 的 1Tbit/s 光纤传输原型系统与实验研究

平台，完成对上述新模型、新机制、新算法与新方法的仿真、测试和验证。 

 

 

网络环境中多媒体计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马华东 

项目组成员：马华东，刘  亮，张海涛，傅慧源，赵  东，段鹏瑞， 

王  超，明安龙，赵国涛，曾成斌，王俊强，高广宇， 

袁培燕，宋宇宁，吴红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925010）。 

针对物理环境的全面感知、媒体信息的高效传输、监测场景准确理解与多媒体信息服务

等面临的网络环境多媒体计算难点问题，从多媒体信息感知、传输、处理、服务等层面开展

了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包括：面向定位的感知模型和视频传感网目标定

位跟踪基本方法；提出了基于渗透理论的暴露路径、基于图论的栅栏覆盖、三维起伏曲面传

感网覆盖的计算方法；基于空间数据相关性模型近似数据收集算法，网内状态估计方法及数

据聚合调度算法，基于信息量的多点协作保证突发数据可靠传输方法、基于冗余信息的多跳

传输方法，基于反馈环的自适应音频同步算法；强弱网元共存的互联模型，基于数据融合的

移动网元机会转发策略、移动网元中心度与相似度结合的路由机制等；建立了由目标检测、

定位与运动分析、模型检索、场景装配等构成的视频监测场景理解框架，实现监测场景动态

建模和实时再现，从质量自动检测、多媒体同步、字幕自动提取与媒资标引、流媒体分发等

组成的传媒业务智能处理方法，开发了智能城市管理、传媒业务协同处理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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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gent 的突发事件跨媒体数据挖掘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项目负责人：杜军平 

项目组成员：杜军平，周亦鹏，陈莉萍，王  肃，高  田，杨月华，刘  杰， 

韩鹏程，梁美玉，王  旭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91024001）。 

近年来我国各类非常规突发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对这类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实时

监测，对相关数据进行及时准确的分析，可以在资源配置和控制决策方面提高应急决策能力

与处理效率。随着多媒体数据逐渐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载体，使基于文本的挖掘方法越来越

难以全面、准确地挖掘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主题内容及其影响范围和深度，这对跨媒体的数据

挖掘提出了新的挑战。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在以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了基于 Agent 的突发事件跨媒体数据处理模型。 

2.建立了 Agent 之间的交互和协作机制，给出了不同任务操作和网络环境下的 Agent 的

迁移方式，给出了迁移路线的动态规划算法，提高了整个 Agent 系统的性能。 

3.提出了突发事件及相关信息的跨媒体语义分析、分类与挖掘新方法以及高效的特征匹配

算法，建立了跨媒体内容在不同特征空间上的映射。 

4.实现了基于潜在主题融合的图像语义标注。建立了基于特征迁移的图像语义分类模型。 

5.提出了基于等价类的关联规则的挖掘算法，挖掘出了突发事件早期状态信息等前兆因素

的时序变化，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模型。 

6.建立了突发事件领域的知识模型和本体知识模型。 

7.提出了领域概念自动抽取算法和混合的领域概念间关系自动抽取算法。 

8.建立了基于本体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实现了对突发事件关联概念的推理及用户意图

的获取。 

9.提出了主题分类算法和热点评估方法。 

10.建立了突发事件实时话题发现模型和突发事件话题跟踪模型，可得出热点话题的发展

演变过程及规律。 

11.建立了基于多 Agent 的突发事件信息智能监测系统，实现了对突发事件信息的采集与

处理、主题检测与跟踪。实现了基于 Agent 的分布式信息采集和基于时间顺序的主题跟踪，解

决了 Agent 平台和应用平台之间的互操作问题。 

12.建立了基于本体的突发事件智能信息检索系统。 

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国家质检总局的突发事件监测、追踪和管理，为政府科学、高效、

有序地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提供了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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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gent 的跨媒体数据挖掘和旅游信息导航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项目负责人：杜军平 

项目组成员：杜军平，周亦鹏，陈莉萍，王  肃，高  田，杨月华，刘  杰， 

韩鹏程，梁美玉，王  旭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0142）。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上的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其表现形式也从单一的文

本形式，发展到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相互呈现，互相补充。多媒体信息

已逐渐成为当前信息处理和信息资源建设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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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在以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 Agent 的跨媒体数据处理模型，给出了 Agent 之间

的交互和协作机制以及 Agent 的迁移策略，解决了跨媒体数据处理系统中的任务规划问题，

将跨媒体数据处理系统的处理过程封装成具有移动性、自主性的 Agent，分别执行底层特征提

取、高层语义分析、标注、跨媒体训练和学习任务。 

2.进行了跨媒体语义分析、分类与挖掘研究，提出了视觉特征的语义描述方法及高效的特

征匹配算法，建立了跨媒体内容在不同特征空间上的映射。 

3.提出了基于视觉词袋模型的健壮的图像表达方法，建立了基于潜在语义主题加权融合的

图像语义标注模型，得到了文本模态数据和视觉模态数据的潜在语义主题分布。 

4.提出了一种文本-图像特征映射算法，建立了基于特征迁移的图像语义分类模型，得出

显著文本语义主题特征。实现了图像语义分类，挖掘出了跨媒体数据中隐含的知识。 

5.建立了旅游本体模型，提出了领域概念自动抽取算法和混合的领域概念间关系自动抽取

算法。 

6.建立了基于本体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和基于语义距离的关系路径权重语义相似度计

算模型，提出了基于领域知识模型的跨媒体语义融合和信息导航方法，通过计算语义相似度

和概念推理实现了对旅游用户信息的推理及信息导航。 

7.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语义排序算法，建立了基于 Agent 的旅游信息导航系统，实现了基于

旅游领域本体的查询扩展和语义推理，以及对跨媒体旅游信息的搜索、分类、主题挖掘、融

合、索引和导航，在基于 Agent 的跨媒体数据挖掘和信息导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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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信数据分析的群体客户关系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  斌 

项目组成员：吴  斌，石  川，王  柏，徐六通，叶  祺，朱  天，邓小龙， 

饶  君，尹  沐，曾增烽，蔡亚男，东昱晓，柯  庆，刘  旸， 

张维玉，于  乐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4128）。 

该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在客户群体划分方向方面： 

（1）提出了一种基于新型遗传算法 GaoCD 的重叠社团发现算法； 

（2）提出了一种多解析度的边社团发现算法 MLP 算法； 

（3） 提出了一种基于边聚类的重叠发现算法，该算法采用话题模型 LDA 对边进行聚类，

然后转化为点社团结构； 

（4）提出了一个基于多解析度的模块度函数优化社团发现算法 MMO 算法，算法具有近

似线性的时间复杂度是和线性空间复杂度。 

2.在结构演化分析方面： 

（1）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网络分析框架来跟踪动态网络的演化规律； 

（2）研究了包括时间维为主线演化分析在内的复杂图数据多维分析技术，提出了适合于

异质网络的多维信息模型； 

（3）针对图数据的分析提出了新型的 Graph Olap 操作。 

3.在客户特征分析和客户角色分析方面： 

（1）基于大规模电信通信数据，提出并建立了由模块度、节点度分布、聚集系数、平均

最短路径组成的网络群体特征体系； 

（2）利用电信用户的属性信息改进了传统联合推断算法的预测效果，结合关系分类器和

联合推断算法，提出了以节点为中心的特征修正框架； 

（3）以电信通话网络为例，采用融入结构属性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基于节点结

构属性的节点角色划分算法。 

3.在大规模电信通话网络分析并行计算和系统应用方面：基于 MapReduce 计算模型和 BSP

计算模型，实现了并行的社团发现算法、链接预测算法、用户角色聚类算法，相关算法和系

统在中国移动的套餐推荐、移动互联网业务分析、学生客户身份识别、客户和客户群体流失

分析、信令分析等专题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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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相干光通信相干性失配的补偿机制与实验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喻  松 

项目组成员：喻  松，罗  斌，吴国华，陈志晓，曹寅文，李  新，冷海军， 

杨  杰，李敏良，韩  祎，郑楚彬，杨展予，史培明，廖  屏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4）。 

随着我国对高速率和大容量的空间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输上的需求越来越高，空间相

干光通信正成为空间大容量信息传送的有效手段。在强背景光的干扰下对微弱激光信号进行

高灵敏度检测是大气激光工程(通信、成像、雷达、遥感、测距和制导等)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相干检测可以达到检测灵敏度的量子极限，并且可以过滤背景光的干扰，其实现的难点在于

满足本振光与信号光之间严格的相干性匹配。大气信道的复杂性与随机性会造成相干性失配，

因此对相干性失配进行补偿是大气相干检测走向实用化的关键。 

该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针对高速率、长距离、全天候大气光通信的重大需求，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相干性

失配进行补偿。 

2.紧密围绕着激光信号的大气传输模型和湍流抑制方法进行研究，在非 Kolmogorov 大气

湍流模型、空间分集抑制湍流、部分相干光偏振态湍流抑制、基于序列检测和空间分集的大

气湍流闪烁抑制、基于空间光调制器的大气湍流模拟、基于频域特征提取的通用频率偏移估

计方法、低复杂度相位估计方法、低复杂度通用型频率偏移估计方法、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相

位噪声消除方法、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非线性补偿算法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构建了大气

相干光通信平台。 

 

 

基于判决域平方半径谱的错误概率估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鸿文 

项目组成员：杨鸿文，刘奕彤，戴利云，郭  军，赵  爽，黄秋萍，苗婷莛， 

武  岳，付有奇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9）。 

该项目研究数字通信中信道编码的错误概率估计问题。码字错误率是数字通信中的基本

问题之一。但除了一些简单的情形（例如无编码的 QAM 调制系统）外，大部分情况下都难以

给出闭式解，而联合界等各种错误率率上界或下界和真实错误率相比有较大误差。准确错误

概率的求解目前主要是依靠蒙特卡罗仿真。 

该项目从判决域半径的特性这个角度来研究错误率的估计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针对一般高斯信道的情形，严格定义了判决域半径以及半径谱。在此基础上证明了这样

一个关系：给定判决域半径谱，则对于任意信噪比，错误率可以表达为涉及判决域半径谱的

一个一维积分。从而使误码率估计问题转变为半径谱估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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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出了判决域半径的一般测量方法以及基于判决域半径估计错误率的一般方法，分析了

估计误差。理论分析及仿真验证表明，对于同样的错误率精度要求，通过判决域半径来估计

错误率所需要的样本数显著小于蒙特卡罗仿真方法。  

3.对 Turbo、LDPC 等码的判决域半径谱进行了研究，此类好码的判决域半径谱可以近似

为高斯分布，从而给出了 Turbo 类编码的错误率近似公式，该近似式具有简单的 Q 函数形式，

不同编码、译码的差异体现为参数差别，该近似式的近似误差小于 0.05dB。 

4.研究了 HARQ 系统中的判决域问题。在 HARQ 系统中，对应不同次的重传，形成了多

个判决域。对多个判决域的联合分布进行了建模，通过多维高斯近似，提出了基于判决域半

径谱估计 HARQ 错误率的方法，并给出了近似公式，其近似误差小于 0.06dB。 

5.将基于判决域半径的错误率估计方法应用到了其他系统，例如多入多出（MIMO）系统，

分集及波束成形系统，中继系统等，进一步确认了基于判决域半径谱估计错误率这种方法的

广泛适用性。 

 

 

基于新型多芯微结构光纤中特殊芯间藕合机制的快光

与慢光传输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张  霞 

项目组成员：张  霞，任晓敏，景  琦，魏  巍，颜  鑫，马会芳，李军帅， 

吕晓龙，高  静，郑  龙，潘兴颂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7049）。 

该项目组按照任务书展开研究，努力完成了相应的研究任务。此外，项目组还在基于微

结构光纤的超连续谱性能改善、新颖长传输距离亚波长光场限制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光波导

设计、半导体纳米线及其异质结构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设计了一种新型可实现快、慢光传输的双芯微结构光纤，该光纤能够在 1 cm 的长度内，

实现对脉宽为 2.0 ps 的孤子脉冲延迟（由 Si 环入射）或加快（由 SiO2 孔入射）一个脉宽时间。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三芯微结构光纤的快慢光传输特性。  

2.采用单抽运光和单级延迟方案，利用长度为 120m 的高非线性微结构光纤实现了 76ns

的慢光延迟量，相当于 0.76 个脉冲宽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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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从 75nm 展宽到 140nm，峰峰值之间的抖动减小了 0.2dB，并对超连续谱的幅度噪声特性进

行了研究。  

4.结合表面等离子激元的对称和混合模式，实现了长传输距离、亚波长光场限制的传输性

能，并能抵消衬底带来的不利影响。 

5.在半导体纳米线及其异质结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主要包括 GaAs 纳米线侧面 In(Ga)As

量子点的 MOCVD 生长；纳米线轴向双异质结构无位错生长的临界尺寸分析；

GaAs/InxGa1-xAs/GaAs 纳米线轴向双异质结构的可控生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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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OA 的光射频信号处理的机理研究与实验验证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项目负责人：张  民 

项目组成员：张  民，李  青，张治国，王立芊，王东昱，展月英，刘明涛， 

刘  磊，王丹石，刘  卓，苏  婷，王焱红，韩卫平，谢玉琴， 

蔡凤娟，李启旺，黄宝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08）。 

光传输正从强度调制向高阶调制转变，接入网正需要光通信正与无线通信进一步融合。

新趋势下光射频信号的处理技术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以 RSOA 或类似器件为非线性有源介质，开展了光射频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基础

研究，建立了既能反映多信号之间相互干扰又考虑 ASE 噪声与信号光之间相互作用的 RSOA

模型，提出了提高 RSOA 调制带宽的若干方法，提出基于 RSOA 或类似器件的光射频信号变

频方案，以及光调制格式转换方案。 

 

 

面向装配的机械结构自组织机理与智能设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侯文君  

项目组成员：侯文君，李铁萌，侯琳琦，吕美玉，盛  卿，杨福兴， 

靳  宇，潘  浩，李  星，刘昌华、许  浒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51075040）。 

该项目的总体研究目标是探究人造机械产品与自然组织规律的共性问题，揭示机械结构

的自组织规律，并使其能够在工业产品开发中得以应用，从而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发

展。 该研究创新地将自组织理论引入机械产品智能设计领域，对以下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究：     

1.机械零件装配关系网络的拓扑特性及网络研究。 

2.装配结构的组织性分析。 

3.面向自组织设计的装配结构分析及知识本体构建。 

4.机械装配结构自组织动力学分析及演化机制设计。 

5.装配结构的基因理论研究。 

6.装配结构的耗散成型机制。 

7.机械装配结构自组织概念设计系统及其他验证系统的建立。 

通过以上研究，该项目完成了装配关系网络特性分析，给出了机械结构的拓扑演化机制；

建立了装配结构的基因条码库及翻译、转录、变异规则；提出了机械装配结构知识的本体模

型及库建方法；制定了机械结构有序性度量办法和评价指标；提出了装配结构的基因理论和

耗散成型机制；完成了各部分的实验原型系统，包括：机械零件网络分析和生成系统 AGM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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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装配结构知识本体构建系统 KOMASS、机械装配结构自组织概念设计系统 SOBCACDS。  

上述研究成果为机械产品智能设计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对产品智能化设计

与装配方法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种基于特殊机构单元的形态可变机构的 

系统综合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端玲 

项目组成员：李端玲，J. Michael McCarthy，庄育峰，张忠海，白国超， 

廖启征，黄昔光，王兴泽，陈玉红，李阳飞，王志远， 

黄  溪，纪  鑫，李  驰，刘瑞雪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51075039）。 

该项目以一些特殊连杆机构作为基本单元，将其用串联、并联或混联等不同方法组合起

来，可以得到一些形态可变的新机构类型，如形状保持不变，比例改变、从一种形状改变到

另一种形状、形状和大小都发生改变或保持一定几何形状和大小，在特定几何条件下运动等，

开创了机构的一些新功能，能以一种机构适应不同的空间限制场合，实现不同的应用。 

该项目探讨不同的特殊连杆机构作为基本单元，串联或并联等多种组合形式，平面与空

间等多维空间的共性几何规律，刚性和柔性的具体实现方式，编制机构设计软件，得出此种

机构的自动综合方法。而此种机构驱动件的设计，使这种机构整体只有一个自由度即可运动，

所需电机少，控制方便，成本降低，易于实现产业化。这种新机构类型的出现，将会在从微

观及纳米尺度直至空间大型结构方面都有所应用，提供了一些复杂设备的技术解决新方案。 

该项目主要创新点如下： 

1.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中的约束图引入机构拓扑表示中，能够方便地表示单铰和复铰机

构杆件与运动副的拓扑关系，而且给出了尺度信息，为各种复杂类型机构的结构分析提供了

图表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种矩阵分析和综合方法，对比了优缺点和试用范围。 

2.提出了基于多种基本单元类型的放缩机构和形状可变机构构型设计方法，设计并研制了

可变轮径车轮、轮爪复合变换车轮、可展式帐篷及天线、字母类形状放缩机构及仿壁虎机器

人、骑自行车机器人、木偶机器人等 10 余种样机模型，进行了新型机构设计及应用的探索。 

 

基于仿射辫群的公钥密码学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负责人：朱  萍 

项目组成员：朱  萍，潘  平，王励成，甘元驹，闫建华，刘玉明，史旭彤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0251）。 

最近几年，许多学者着手寻求可用于公钥密码体制平台的无限非交换代数结构，辫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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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类。然而，诸多研究表明，辫群很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平台。结合辫群

密码分析的现状和密码平台群的基本要求，该项目考虑了使用仿射辫群作为公钥密码体制平

台群的可能性。 

通过研究发现：与辫群类似，仿射辫群具有很多好的适合公钥密码的算法性质；另一方

面，这两类群在结构上有几个本质不同，特别地，不像辫群，仿射辫群不具有 Garside 结构，

这使得占辫群密码分析主体的、基于 Garside 结构及其变形的密码分析方法不能推广到仿射辫

群。指出了仿射辫群作为公钥密码体制平台群需要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如标准型的显式表

示、字问题和共轭问题的具体算法和复杂度、具有仿射辫群特点的密码方案、计算机实现和

基于线性表示的密码分析等。 

在仿射辫群密码的数学基础方面：完整提出了稳定范畴的单纯系统，给出了对称代数的

Hochschild 上同调群之间的转换映射的显式表达，并由此证明了一系列导出等价和稳定等价的

不变量。受辫群密码及仿射辫群密码设计思想的启发，通过对比研究了其它典型非交换代数

结构（如内自同构群）及其相关的密码学难题假设（如有限群分解问题），进而基于相应的难

题假设，设计了新型的非交换密码体制，并给出了可证明安全规约。 

在传统数论密码方面：给出了基于离散对数问题的新型加法同态加密方案、基于双线性

配对的新型秘密分享方案、门限加密方案及门限密钥封装方案等。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支持了仿射辫群可能是一个好的公钥密码体制平台群的观点，为这方

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物联网中基于网络编码的 WSN 数据传输技术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项目负责人：郑康锋 

项目组成员：郑康锋，王秀娟，武  斌，肖  倩，杨奎武，查  选， 

高  见，狄  宏，芦天亮，郑巧琼，肖  欢，张之则， 

周  杨，严  曦，刘  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0204）。 

该项目对物联网环境下的长网络寿命、强鲁棒性、高吞吐量和安全实用的 WSN 数据传输

协议、传输协议在拓扑变化的 WSN 环境中的兼容性、WSN 状态的可监控性等方面进行了一

定研究，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在数据收集方面(all-to-one)：分别研究了平面拓扑和分层拓扑中延长网络寿命的数据收

集协议，通过网络编码，用计算能耗代替通信能耗，从整体上降低节点传输数据过程中的能

量消耗，从而延长网络寿命。 

2.在数据分发方面(one-to-all)：提出了基于网络编码的广播协议，更加适用于拓扑变化的

WSN 环境，采用随机网络编码提高对网络环境的兼容性进而提高了网络鲁棒性，在网络链路

传输失败时减少重传次数，延长了网络寿命。 

3.在数据交换方面(all-to-all)：分别从单路径和多路径两个角度进行考虑。单路径方面：提

出了一个基于能量的数据交换协议，该协议在路由选择阶段，引入了一个基于编码机会、节

点剩余能量和 QoS 的评价数值 TOPSIS，使得网络编码的优势在协议中能充分体现并在一定程

度上均衡网络中节点的能量，增加网络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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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多路径方面：考虑到 WSN 网络拓扑易变性，研究了一种基于编码机会判断的多路径

数据交换协议，该方法可以解决单路径路由协议的一个不足，即路径断开就需要发起新的路

由发现，进而减小网络开销。 

5.在安全数据传输方面：提出了一种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于网络编码的安全数据采集

技术，以提高传感器节点与 Sink 节点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并实现数据的安全采集。  

6.设计了一种基于公钥签名算法以及物理不可复制功能（PUF）的无线传感网节点双向份

认证方法，可以避免网内不诚实节点的欺骗攻击以及网外节点伪装为可信节点进行攻击，克

服了现有传感器网络节点身份认证方法不能有效抵抗复制攻击的技术问题，为数据传输提供

了安全保障。 

 

 

盲环境下数字图像篡改鉴定的数字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牛少彰  

项目组成员：牛少彰，李叶舟，梁洪亮，仝  辉，孟宪哲，胡  静，吴小媚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0207）。 

该项目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基于成像设备一致性的数字图像篡改鉴定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完成了基于图像 CFA

插值特征的图像来源认证实验，给出了基于相机瑕疵点的图像来源认证以及基于 CFA 的图像

拼接篡改检测的检测算法。在基于相机内部参数的取证模型研究中，对现有的取证方法进行

了大幅的改进，不仅扩大了标定物选择的范围，同时还通过改进模型使得取证中不必简化内

部参数就能实现单幅图像的篡改鉴定。 

2.在基于图像伪造过程遗留痕迹取证方面：提出了能完整找到图像依次经历过的 JPEG 压

缩痕迹的量化误差一致性检测方法，并通过对 JPEG 压缩痕迹的分析判断照片是否遭到篡改，

同时通过分块逐步求精的思想定位篡改区域。提出了一种基于相机标定的文字篡改鉴定技术，

实现对图像中汉字的篡改检测。 

3.在图像自然特征一致性研究方面：根据光照强度的朗伯模型，建立了物体边缘处的法线

以及光照方向的光照强度模型，进而求解光照方向，并通过不同物体边缘处的光照方向是否

具有一致性来判断照片的真实性；提出了使用投影与光照方向一致性来检测照片中物体的篡

改检测方法，解决了图像光源取证方面对目标物体个数的限制；利用平行线在成像过程中退

化的自然现象建立消隐模型，对数字照片的主点进行标定，并结合消隐规律进行图像篡改检

测。 

4.在数字图像篡改鉴定综合评判的数学模型研究方面：按照修改对图像的影响将修改行为

分为颠覆类、严重类以及一般类，通过结合对图像中修改行为的分类以及对篡改鉴定技术的

分类，提出了层次化的图像真实性评价模型，并在此框架下提出了对新闻类照片进行真实性

评价的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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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网络服务提供机理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罗  红 

项目组成员：罗  红，孙  岩，段鹏瑞，赵国涛，王平泉，刘  兵， 

蔺洁琼，李  乐，唐绍炬，刘子阳，米家龙，陈  聪， 

廖建名，于华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0205）。 

该项目以无线传感器网络服务提供机理为研究目标，探索物联网环境下将无线传感器网

络与互联网有机结合的轻量级、跨平台、分布式的服务提供体系架构，重点研究传感网域中

多模式数据访问和服务管理的通信模式、面向组合服务的通用服务描述模型、分布式多级服

务管理机制和服务挖掘与服务冲突检测技术。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轻量级传感网服务提供体系架构方面：提出了面向传感器网络服务的二层服务提供体

系架构；面向服务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结构和组网方式；传感器网络服务开放模型与服务接口

规范；“设备--资源--服务”的物联网服务构建思想以及多元化服务资源标识映射模型；从而实

现了面向物联网的异构化、轻量级、多模式、可管理的服务提供框架。 

2.在传感器服务建模方面：提出了面向组合服务的服务描述模型和服务组合与分解处理算

法，支持从传感器原始数据元素到应用层服务语义的封装和转换，支持从简单的基本服务到

抽象复杂的组合服务的匹配综合、规则管理和标识选择。 

3.在面向传感器网络的服务管理机制方面：针对数据服务质量问题，提出了通过多点协作

和数据融合技术提高数据服务可靠性和容错性的方法，信息可信度度量算法，以及多媒体数

据同步服务管理机制；针对 WSN 资源受限的特点，提出了具有自学习能力的分布式服务注册

库和分级服务管理模型；针对 WSN 动态性特征，研究了多种服务状态管理方法和自适应服务

激活机制。 

4.在传感器网络服务挖掘方面：提出了适用于 WSN 的轻量级语义服务生成策略，并提出

了服务规则冲突与异常的检测算法。设计开发了面向服务的传感器网络应用原型系统，验证

并改进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该项目通过解决传感器网络内部服务的表达、传输、管理、使用和再造等理论问题，实

现了对传感器网络内部服务能力的全面管理和有效开放，从而更好地融合物联网服务，为物

联网的实用化和普及应用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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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e03 单层及其异质多层薄膜畴结构调控及 

电子输运特性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唐为华 

项目组成员：唐为华，李培刚，吴真平，雷  鸣，胡青蓉，朱晖文，王顺利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51072182）。  

该项目研究 BiFeO3 及其他相关体系的微结构与光电磁性能的关联，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利用第一性原理对 BiFeO3 晶格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分析 BiFeO3 多晶型结构的

演化及 BiFeO3 晶体的铁电转变路径，理解磁电之间的耦合；利用磁控溅射在单晶衬底上制备

出了外延薄膜和超晶格结构，分别对薄膜的结构、形貌及物性进行了研究，微观界面的应力

对薄膜或者超晶格整体性能的影响；利用 STO 衬底表面微纳米图形结构调控 BFO 薄膜的畴结

构；利用 BFO/STO 多层薄膜结构调控 BFO 薄膜的畴结构，研究多层膜之间的相互调制作用

以及对电子传输性能的影响。 

2.研究(BiFeO3)25/(La0.7Sr0.3MnO3)25 多层薄膜体系的紫外可见吸收谱测试及变温电流-

电压特性，分析 (BiFeO3)25/(La0.7Sr0.3MnO3)25 多层膜的导电机制；研究 BFO 畴结构与多

铁耦合之间的关系在实现对BFO畴结构的有效调控的基础上研究电场或磁场控制下BFO的多

铁薄膜的电畴和磁畴结构的演化动力学。 

3.试图阐明 BFO 薄膜畴的大小和周期与畴壁间多铁耦合的关联，深化对多铁机理的理解；

研究应力调控的 BFO 薄膜和 BFO/STO 多层薄膜的漏电行为，有研究者提出 BFO/STO 超晶格

可能是改善 BFO 薄膜漏电行为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对 BFO 薄膜微结构调控进而影响畴的大

小和周期，可能在调节铁电矫顽场、改善 BFO 薄膜漏电行为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动态服务资源分发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宋美娜 

项目组成员：宋美娜，鄂海红，许  可，童俊杰，乐  冠，刘廉如，鄂新华， 

韩  晶，张晓奇，王  虹，张  杰，师  颂，董  芳，马文成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60）。 

该项目围绕任务目标，设计设计并构建了一种动态服务资源分发网络架构模型（Dynamic 

Service Resource Delivery Networks， DSRDN）。该模型作为一种逻辑网络，将服务计算的逻

辑环境和实际底层网络特征结合，通过服务动态生成、分发、迁移机制，有效提高了服务应

用系统整体运行效率。该项目所提出的 DSRDN 模型实现了在动态、多变的互联网环境下保障

大规模、复杂服务及服务系统高效执行的目标。因为服务资源不同于内容资源，其包括计算

和数据资源；如何在网络中高效、低成本的动态生成副本并迁移是任务开展面临的核心挑战。

而已有工作集中多以服务本身的生成和运行时的逻辑关系入手，研究服务建模、服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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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合等内容。从优化性能方面，已有方案也多从单个服务节点内部优化、或以静态部署

的服务副本策略为主。 

该项目在关键技术问题上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面向动态缓存部署，以服务分解正确执行为目的，提出并形成了一组便于分解执行的服

务编排机制、分解保障机制和原子服务高效执行方法；其中所提出的原子服务选择算法 OSSA

（Open Service Selection Algorithm），在实验的大规模服务场景下，执行时间优于传统的 GA

和 LA 算法。 

2.针对服务缓存动态生成，以优化对热点服务访问的效率和效能为目标，形成了相应的服

务缓存节点发现机制、服务节点平衡负载方法以及服务缓存 SLA 保障机制；其中所提出的服

务资源发现算法 GHMO（Gossip-based Hybrid Multi-attribute Overlay），同时覆盖结构化拓扑和

非结构化拓扑，并实现了多属性精确查询和多属性范围查询功能，采用混合路由模式提高了

资源查询效率。经验证其最长跳数都比已有 MAHO（Multi-Attribute Hybrid Overlay）方法更

短。 

3.围绕服务副本动态迁移，从成本能耗角度和质量保证角度，提出并形成了服务迁移节点

选择方法和服务迁移网络路径选择方法；其中所提出的服务迁移调度中能效感知方法 CACM

（current-aware capacity management）算法，在满负载时，较已有算法 DRS 大幅度降低能耗。 

4.针对 DSRDN 模型下动态服务流的性能评价新问题，提出并同时形成了被动式预测方法

和主动式检测方法；其中针对大规模时服务流质量预测中数据稀疏性问题，提出了基于地理

位置邻近性 AALP（Adamic-Adar Link Prediction）和 RALP（Resource Allocation Link Prediction）

算法。通过公开数据集的实验比较，在精确性和成功率上均优于已有算法，可较好克服数据

稀疏性问题，有效预测尚未使用的服务质量。 

 

 

可重构的动态逻辑门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彭海朋，李丽香，雷  敏，赵大伟，侯海霞，李树栋， 

高  博，王卫苹，余江妮，谢  冬，袁  静，刘国乐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0209）。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1）提出了新型的动态逻辑计算模型，系统的研究了多个输出判决机制（门限、单势井、

双势井和多势井机制），给出了简洁的图像分析方法—曲线交点法；    

（2）系统分析了系统参数和噪声的影响，研究了由逻辑门组成布尔网络的相关问题； 

（3）研究了网络中的同步与安全问题，进而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动态计算各种模型和方案

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较系统的体系。 

2.在核心技术开发方面：设计在多种逻辑之间进行快速转换的动态逻辑门电路，解决可重

构的动态逻辑计算技术开发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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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理结构的神经网络基焊盘建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秀萍 

项目组成员：李秀萍，李  南，王惠生，朱  华，曾骏杰，李寿林，李玉山， 

董  佳，孙仲远，王  蒙，贾天宇，吉  翔，许  博，任  正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09）。 

该项目针对硅基焊盘结构，硅基 CMOS 工艺 MOSFET 器件；微波测量与校准技术以及微

波无源器件中的滤波器、天线，结合神经网络技术对器件建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

内容包括： 

1.在焊盘建模方面：针对硅基工艺，为了精确地获取焊盘寄生参数随频率变化的信息，进

而获得精确的器件测量参数，我们结合神经网络技术与焊盘等电路模型，提出了基于神经网

络的焊盘子电路模型，在 40GHz 范围内获得了很高的精度。 

2.在神经网络建模技术方面：为了精确地建模 MOSFET 器件大信号和小信号特性，我们

将神经网络技术与传统的等效电路模型相结合，基基于子神经网络精确地表征等效电路中元

件值随频率变化的特性，建立起了达 40GHz 频段范围的高精度小信号模型；与此同时，在

Angelov 经验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基于神经网络的空间映射建模技术，对 MOSFTE 的大信号

建模进行了研究，提出的模型的精度较 Angelov 模型有所提高。 

3.在微波测量与校准技术方面：完成了微波测量中，校准算法的研究和实现。以 SOLT 与

TRL 校准算法为基础，结合矢量网络分析仪，分析其校准原理和校准算法的工作原理。利用

Matlab 软件编写 TRL 与 SOLT 校准算法，通过对校准件和被测器件的测量，结合编写的校准

算法程序，对比评估了两种校准算法的精度。 

4.针对 RFID 系统中高精度标签天线和封装标签的阻抗测量，设计了一种特殊同轴线测量

探头以及测量夹具，使得测量的精度提升。 

5.在低损耗物理焊盘结构的设计研究中，基于硅基兼容的微机械工艺，设计了低损耗的矩

形微同轴结构焊盘，焊盘实现小于 0.03dB 的低损耗特性。同时焊盘的机构与传统的焊盘设计

不同，焊盘处于微同轴结构的顶部，与顶部金属共面，这样的设计能够方便在片测量，同时，

也可以通过芯片倒装（Flip-chip）工艺使得微同轴结构易于集成到系统中。 

6.基于项目在微波器件的建模以及微波测量技术的研究技术上，针对微波滤波器和天线展

开了延伸的研究工作，设计了小型化双频段、多频带、谐波抑制以及超宽带的微波滤波器结

构；设计了应用 900MHz RFID 系统和 WLAN 系统的天线。 

 

 

 

 



61 

无线多址接入中继模式下网络编码信号监测和 

干扰协调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彭木根 

项目组成员：彭木根，纪晓东，胡春静，孙  礼，李  勇，杨常青， 

张  翔，陈智勇，魏东岩，韩  斌，赵中原，谢信乾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8）。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多用户场景下无线中继谱效率有待提高，该项目研究了面向多址接入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无线中继编码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无线中继网络编码增强方案设计和性能评估及优化：提出了面向多天线的无线中继网络

编码方案以及安全通信机制，给出了不同边界条件下网络编码的理论性能和闭式解，通过仿

真评估了相关方案在不同信道条件下的误码性能及传输效率等。 

2.无线中继网络编码的链路级增强技术：包括联合信道编码的网络编码，基于旋转调整的

网络编码，以及网络编码的信道估计及检测方法等。 

3.无线中继网络编码的干扰控制技术：包括基于多天线的无线中继网络编码预编码、基于

干扰对齐的中继网络编码协调、和面向边缘用户的干扰利用等。 

4.无线中继网络编码的系统级关键技术：包括无线中继网络编码的资源分配最优化以及基

于 OFDM 的多维无线资源优化分配等。 

 

 

面向异构无线 mesh 网络的认知路由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凯明 

项目组成员：刘凯明，唐碧华，张洪光，刘  芳，谢  刚，杜  潇， 

朱  鹏，周  佺，陈  星，寇科昊，马  涛，张文通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272516）。 

随着信息网络向泛在、协同的趋势发展，异构网络之间融合、网络功能与协议栈的智能

化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 mesh 架构的异构无线 mesh 网络（HWMN）技术被认为是

解决未来无线网络泛在与协同问题的重要途径，路由则是其中核心问题。同时，认知技术（认

知无线电、认知网络）被认为是未来实现网络智能化的关键。目前为止，以认知技术为基础

的认知路由技术，主要在认知无线 mesh 网络（CWMN）中研究，主要针对非授权频段进行，

而在 HWMN 环境中的研究几乎还未开展。以泛在为目标的 HWMN 技术研究，必须考虑认知

无线电技术的应用，而认知路由技术也必须考虑无线网络和协议的异构性。 

该项目对认知无线 Mesh 网络容量分析、异构网络中基于功率控制的认知无线 Mesh 网络

容量分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网络容量的闭式解。在功率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射频

多信道无线 Mesh 网络中基于功率控制技术的路由算法设计。作为异构认知网络路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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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异构认知网络路由中的网络选择与频谱分配问题，提出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面向节能

的异构网络选择方案以及应用种群多样性二进制蛙跳算法实现机会频谱分配的算法，进而提

出了无线 Mesh 网络中多射频多信道的机会路由机制。 

 

 

业务网站的开放多平面体系及其资源重构理论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廖建新 

项目组成员：廖建新，王  晶，王  纯，王敬宇，张  磊，张乐剑， 

卿苏德，王金柱，杨  帆，刘  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7）。 

构建业务导向型网络体系架构 SON，并解决其网络资源优化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初

步建立网络资源重构理论体系。从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求入手，建立了系统性的多平面体系

框架，可以支持具有融合、开放、智能、自组织特性以及异构互联的复杂业务网络环境；细

化 SON 中各平面的功能、交互接口、协议互通及业务流程；提出传输资源和接入资源的汇聚

及并行多路径传输机制；以及基于 NS-2 搭建仿真环境验证新型机制的可行性。此外，深化了

有关传输资源和接入资源的虚拟化和重构机制的研究，提出了具有业务感知能力的接入资源

的虚拟化机制、基于接入资源汇聚的多路径并行传输机制、业务信令流量的自适应控制等理

论与机制。在业务导向型网络上形成了一整套创新性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力，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业务导向型网络架构：提出了业务导向型网络开放分平面体系架构 SON，通过分布式

的业务平台支持多种业务，提供分布式管理解决 QoS 和可扩展性等问题；研究了业务自动化

集成、统一的信令控制、业务感知承载三方面的功能，分别支持业务自治、自控制及优化的

数据传输；建立业务平台间的资源共享和互通机制及业务执行环境，扩展通用消息总线，实

现跨平台组件间透明、无缝通信。 

2.网络资源重构理论：建立了统一业务信令控制机制，提供业务相关的会话控制、QoS 协

商、策略控制和（跨域）移动性管理等一系列功能；建立了业务感知的虚拟化承载平面，提

出新的传输资源和接入资源的重构机制；建立了完整的网络仿真平台对 SON 各方面理论和实

现技术进行仿真。 

 

 

泄露电磁波认知及视频信息挖掘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英华 

项目组成员：吕英华，张洪欣，张金玲，孙丹丹，杜玉雷，张  南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136）。 

该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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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了电磁发射信息安全问题研究，针对信息处理过程产生的泄漏电磁波进行了信息认

知及视频信息挖掘技术研究，提出了“信息电磁纹”或“电磁指纹”的概念并建立了泄漏电

磁波隐含信息挖掘的理论。 

2.提出了计算机显示屏、键盘的泄漏电磁波隐含信息的获取、认知、挖掘和再现的技术。 

3.研究了电子设备信息过程伴随发射泄漏电磁波的产生机制，建立了理论模型并提出了发

现信息内涵与伴随发生的泄漏电磁波参数之间映射的理论方法，提出并证明了，周期性的和

阵发性的信息处理过程伴随的电磁波都具有相应的标志性的“电磁指纹”或“信息电磁纹”。 

4.探索并设计了泄漏电磁波隐含信息的发现、接收、获取和再现原信息的认知、挖掘的理

论，提出了建立电磁波指纹库的理论方法。研究提出并建立了泄漏电磁波认知的方法和实现

技术，特别是研究了视频信息过程伴随发射的泄漏电磁波的认知和获取、其中隐含视频信息

的挖掘和再现的技术和应用。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有包括： 

1.采用图形化系统设计软件建立了一种由通用示波器、频谱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组成的信

息电磁波谱接收和测量的开放式硬件平台。 

2.进行了打印机工作产生的泄漏电磁波的传导发射的测试、分析与信息再现的研究。 

3.进行了光泄漏产生信息安全威胁的研究；进行了电子信息设备伴随发射特性、信息安全

评估和防护的研究。 

4.开展了信息设备 I/O 端口发射特性的测试与建模研究。 

5.进行了 PS/2 键盘的传导发射泄漏波及键盘信息提取的理论、技术和按键信息的非接触

式截获和信息再现设备研究等。 

 

 

超 100Gbps 速率相干光接收机数字去损伤并行 

处理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雪 

项目组成员：陈  雪，张  民，王立芊，张治国，闵祥伟，周  娴，孟小波， 

闫  峥，刘思聪，樊洋洋，鞠  诚，晁玉玲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3）。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未来长途骨干传输网中单波长信道 1.2 Tbps PM-(D)QPSK Nyquist-WDM 相干光传

输系统的关键技术难题： 

（1）提出了反馈式全数字时钟同步并行处理算法和基于间隔样值滤波和利用累积误差更

新抽头系数的自适应并行均衡和偏振解复用算法，DSP 算法芯片时钟频率要求较串行处理可

降低 2 个数量级； 

（2）提出了基于分组的预判决并行频偏估计算法，仿真表明芯片时钟频率可降低 84%，

复杂度可降低 67%； 

（3）提出了基于分组的 V-V 载波相位恢复并行处理方法，仿真表明芯片时钟频率可降低

96%； 

（4）提出了全数字时钟同步和 VCO 时钟同步与自适应均衡偏振解复用联合并行处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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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算法，芯片时钟频率要求较串行处理可降低 2 个数量级； 

（5）成功进行了 112Gbps PM-(D)QPSK 相干光传输 1240km 离线实验，验证了全数字时

钟同步与自适应均衡偏振解复用联合并行处理等 DSP 算法/机制的有效性。 

2.针对未来骨干传输网和城域核心网中单波长信道 480Gbps 相干光 OFDM 传输系统的关

键技术难题： 

（1）提出了 CO-OFDM 系统接收机高速数据并行处理方法，仿真表明芯片时钟频率要求

可降低 2 个数量级； 

（2）提出了基于差分预编码的色散补偿算法，仿真表明复杂度可降低 50%； 

（3）提出了利用功率串扰系数作为补偿权重的 CO-OFDM 系统非线性损伤补偿方法，仿

真表明复杂度可降低 57%； 

（4）提出了基于正交分组相位旋转的提高非线性容忍度方法，仿真表明复杂度可降低

87%。 

3.针对城域传送网中更具低成本优势的 100Gbps 直接检测 OFDM 光纤传输系统的关键技

术难题： 

（1）提出了基于光纤布拉格光栅实现 VSB 和接收端采用迭代算法抑制 SSII 损伤的

VSB-IMDD OOFDM 光纤传输系统方案，并离线传输实验验证了方案有效性； 

（2）提出了基于预畸变的抑制 SSBI 算法，仿真表明 16QAM-DD-OFDM 系统接收机灵敏

度可改善 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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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忻向军 

项目组成员：忻向军，刘  博，田清华，王丽丽，崔岩松，张咏梅，张丽佳， 

张  琦，王拥军，刘春晓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7050）。 

该项目建立了动态汇聚的光 OFDM 接入网络模型，研究了 OFDM 信号与接入信道之间

的相互作用机理，提出了子载波动态分配及变速率实现算法、低复杂度 TCM-OFDM 编码调制

算法等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提出了动态汇聚的光线路终端（OLT）及光网络单元（ONU）实

现方案。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研究了包括激光器相位估计及均衡算法、色散均衡算法、MIMO 算法、同步算法、载波

恢复算法在内的多种信道均衡算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较完善的动态汇聚的 OOFDM 接入网

络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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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OOFDM 实验系统中 OLT、ONU 以及 ODN 的具体设计方案及基本性能、OOFDM 系

统的子载波动态分配算法和识别以及相应的信号处理算法进行了研究，设计的 OLT 和 ONU

结构不仅能够同时实现有线和无线用户的宽带接入，并且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灵活分配接入

带宽和速率；提出了利用前导符号实现子载波动态分配的光 OFDM 接入方案和一种基于“最小

欧氏距离星座云团”的快速子集译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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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该项目的研究基础，后续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光纤模式复用的多维度传

输理论及技术研究”一项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 “多接入方式无缝

融合的宽带 OFDM-PON 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一项。 

4.建立了动态汇聚光 OFDM 接入实验系统，并验证了相关的算法及方案的正确性及性能。 

 

基于新型开关效应的多波长大动态延迟范围的 

全光缓存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拥军 

项目负责人：王拥军，张  琦，尹霄丽，王葵如，刘  博，张丽佳，田清华， 

豆容社，祝  凯，匡  海，张  琪，毕  婕，刘永超，刘小林， 

杨昭怡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7014）。 

全光缓存器通常利用半导体光放大器（SOA）的非线性效应作为光开关，但由于 SOA 的

载流子恢复时间的限制、多种非线性效应的相互影响及自发辐射噪声的积累，使光缓存器的

输出存在等严重的信号损伤，限制了其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该项目通过对增益透明 SOA

（GT-SOA）中信号光的增益无关性的测试与分析，提出了基于 GT-SOA 的非线性相位开关的

多通道光大动态延迟缓存方案及基于 GT-SOA 偏振旋转的开关作用多通道大动态范围的光缓

存器。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建立了 GT-SOA 相位调制的分析模型，分析了其纯相位调制特点，得到了实现相位调制

的泵浦光、辅助光功率及注入 SOA 的电流，模拟了利用 GT-SOA 实现 OOK 格式到 QPSK、

8PSK 的格式转换。 

2.提出利用 GT-SOA 相位调制实现级联 DLOB 的方案，构建了一个两级 DLOB 的系统，

在两个 DLOB 环中对光分组实现了各 6 圈的缓存，实验证明，利用 GT-SOA 相位调制的 DLOB

消除了传统光缓存器中 SOA 的载流子恢复时间、交叉增益调制（XGM）等引起的码型效应，

并有效减小了 SOA 自发辐射噪声积累带来的信号损伤。 

3.提出利用 GT-SOA 的相位开关实现多波长大动态延迟范围的光缓存方案，组建了一个 4

波长、两级 DLOB 的实验系统，对承载在 4 个波长上的光分组进行了共 12 圈的缓存实验，实

验验证了该缓存方案可以消除传统光缓存器中由 SOA 的 XGM 效应带来的串话、码型效应、

信噪比下降等问题。 

4.建立了 GT-SOA 偏振旋转的分析模型，得到了实现 GT-SOA 偏振旋转的泵浦光、辅助光

功率及注入 SOA 的电流，理论模拟了利用 GT-SOA 的偏振旋转实现全光波长转换的方法。 

5.提出利用 GT-SOA 的偏振旋转开关实现大动态延迟范围的全光缓存器的方案，详细分析

了缓存器的工作原理、读写方法，实验测得了实现 GT-SOA 偏振旋转需要的控制光的功率与

注入电流的大小，组建了一个两级的实验系统，对光分组在两个延迟环中完成了共 12 圈的缓

存实验，结果表明，该缓存器可以改善码型效应，提高信噪比。 

6.建立了电吸收调制器（EAM）偏振旋转现象的分析模型，理论分析了 TE 与 TM 模在

EAM 中引起的折射率变化及泵浦功率的影响，提出了利用 EAM 偏振旋转实现全光缓存器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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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采样的高速网络流分类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洁 

项目组成员：杨  洁，刘  芳，雷振明，窦伊男，陈陆颖，于  华， 

何  刚，周文莉，何大中，林  平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61）。 

网络流量分类技术既是网络监测重要而基本的手段，也是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和设

备提供商解决复杂网络管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它也是解决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必要手

段。随着高速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G 比特和 T 比特网络技术的出现，网络承载的数

据速率越来越高，使得现有的网络流量分类方法越来越不适用。研究基于采样的网络流量识

别方法，更有效地提高流量分类的精度和效率，已经成为网络流量分类的研究重点。 

该项目以网络流量监测系统为基础，对基于采样的网络流量分类技术进行研究。主要包

括：有效分流初始规则的研究、基于采样的网络流量分类算法研究、流特征选择算法研究、

分类器效果评估和基于采样的流分类原型系统的开发。 

在有效分流初始规则、基于采样的网络流量分类算法、流特征选择算法、分类器效果评

估和基于采样的流分类原型系统的开发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基于频谱分级模型的多元无线资源管理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卫东 

项目组成员：王卫东，张英海，崔高峰，姬艳丽，王首峰，王  犇，张  帆， 

韩金鹏，陈文庆，李寒卉，段  捷，李  博，余  阳，王佩佩， 

刘靖雯，黄  伟，周  帆，李春延，胡  畔，张霄霄，詹志鹏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6）。 

该项目围绕频谱管理和业务调度策略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不连续宽谱载波的带宽划分

策略的研究，由于目前的频谱划分是固定宽度的方法，不适应新增频谱的情况，尤其是低频

段，建立了一个从低频段到高频段完整而统一的划分方案。 

其次是对分级载波管理策略进行研究，为了满足不同网络的需求，可根据载波集合内不

同载波的特性，并结合不同应用场景和新兴技术的使用、选取不同的载波组合，对该载波集

合进行合理管理。 

针对基于频谱、业务和场景多元分析的调度策略的研究，重点对基于频谱、业务、场景

相互关系的多频段调度策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不同网络对业务承载能力，以及场景对业务

调度策略的影响等，以适应未来移动通信系统多频段传输以及业务多样化的需求。 

在基于业务聚类的调度策略的研究中，重点研究了业务特性、场景因素融合的业务聚类

方法，也就是说为不同的频谱选择其适宜传输的业务种类，在此基础上研究基于新型业务聚

类方法的调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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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度模式与频谱、业务的关系的研究，认为频谱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因此，在调

度模式选择策略研究中，重点研究了调度模式选择与频谱对应关系，解决之前调度模式与载

波不匹配的问题。同时重点研究频谱资源、业务特性与调度模式的关系，根据之前研究过的

频谱分级模型，频谱资源的划分与使用都必须考虑其差异性。频谱资源作为调度的对象之一，

其自身的特性变化必然会对调度模式产生影响。 

 

 

基于协作的自适应无线通信资源分配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玉龙 

项目组成员：王玉龙，王晓湘，沈振惠，李  松，唐名威，周  佳，陈  雷， 

李明明，王冬宇，张鸿涛，胡  静，冯延钊，瞿  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1072052）。 

针对协作通信系统，研究了基于协作的自适应资源分配方案：利用网络架构、可用资源、

信道状态、用户 QoS 需求等信息，设计了协作 MIMO 自适应调度机制、节点间协作资源分配

策略、基于跨层资源分配的优化机制，解决了无线协作网络中的资源分配问题，改善了系统

性能。主要研究成果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针对 MIMO 多天线系统，从空域、频域和功率的角度，研究了无线多播系统中的资源

分配问题。重点研究了有限反馈条件下基于随机码本的多组多播预编码问题，基于容量最大

化、组间公平性和低复杂度的多播业务组间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基于分层编码、功率迭代和

空时频联合优化的组内资源分配算法。 

2.针对基于节点协作的无线传输系统，分别从多基站协作和中继协作两个角度研究自适应

资源分配问题。针对多基站协作系统，重点研究了单频网拆分方法，研究了单频网自适应资

源分配方法率。针对中继协作系统，重点研究了双向中继系统中的联合自适应网络编码和自

适应调制技术，研究了协作中继多用户系统中的集中式资源分配和分布式资源分配。 

3.针对基于跨层编码的无线传输系统，分别从信源信道联合分层编码和有限反馈多描述分

层编码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了自适应资源分配问题。针对基于信源信道联合分层编码的多播

系统，研究了信源和信道联合编码方案，提出了一个基于联合编码的多业务比例公平算法和

迭代功率注水算法。针对基于有限反馈多描述分层信源编码系统，研究了在有限反馈策略下

使用多描述编码（MDC）的单个多播组内的资源优化问题。设计了用户有限反馈策略，提出

了比例公平子载波分配策略、基于梯度的功率分配策略和基于拉格朗日乘数的功率分配算法。 

4.针对 MIMO-OFDM 协作系统，研究了资源的联合优化问题。主要从基于信源信道联合

分层编码和基于有限反馈的预编码两个方向出发，分别提出了信源信道编码方案、基本层增

强层与编码方案、基本层子载波分配算法、增强层分配算法、基于 QoS 保障的改进功率注水

算法和固定功率分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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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的 SOA 需求精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吴步丹 

项目组成员：吴步丹，林荣恒，程  渤，乔秀全，章  洋，胡广昌，薛斯达， 

黄昱泽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067）。 

该项目围绕高效 SOA 需求精化中的服务资产复用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利用本体和软件复

用等技术研究新的 SOA 计算范型中的需求精化，形成了“广泛复用，高效精化”的 SOA 需求精

化方法和过程。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了 SOA 需求精化的特征要求，提出了实现 SOA 需求精化的技术途径。研究了适合

SOA 需求精化过程的本体系统的组织模式，给出了本体系统定义，提出了本体系统构建方法。

建立了本体系统内部本体间的关联，以及各个本体与需求精化过程的关系。 

2.提出了基于抽象层次和功能粒度的 SOA 资产分类方法。结合本体系统，构建了统一的

SOA 资产功能语义描述框架，建立了 SOA 服务资产库。 

3.研究了需求精化过程中的 SOA 资产复用机制，提出了不同层次和粒度的 SOA 资产间匹

配和映射算法。提出了基于本体和 SOA 资产复用的 SOA 需求精化过程和可行的需求精化步

骤，支持初始用户需求到可执行的业务流程的高效转化。 

4.开发了面向 SOA 需求的服务生成平台，并在物流应用领域验证了 SOA 需求精化方法的

可用性和高效性。 

 

 

大粒度网络服务协同中行为配置机制与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程  渤 

项目组成员：程  渤，张成文，林荣恒，乔秀全，兰丽娜，夏亚梅，王洪波， 

吴步丹，邓  娜，李德胜，顾平莉，朱  达，李常宝，吴小坤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61001118）。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大粒度服务协同的特征，对传统的 Pi 演算扩展为状态 Pi 演算，包括语法扩展、语

义、类型系统等扩展方面，提出了状态 Pi 演算的大粒度服务协同的通用行为模型建模方法。

同时，针对大粒度服务协同描述语言 BPEL，将 BPEL 转化为形式化 Petri 网模型，进而分析

大粒度服务协同过程中出现的死锁、不可达和不安全问题。 

2.提出了基于 Pi 状态演算的大粒度服务协同交互行为的正确性验证方法，通过定义大粒

度服务协同进程之间的交互状态和模拟，以及可能发生异常的未指定接收、死锁和活锁三种

性质，提出大粒度网络服务协同流程之间的相容性和相容度计算公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一

种使用调解规则对协同行为进行转换的调解方法。同时，结合行为理论，对大粒度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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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自身的完整行为及其状态空间进行推演与适配调解。 

3.通过引入上下文感知计算，提出了大粒度网络服务协同中的复合事件检测算法，根据复

合事件做出决策，服务流程自适应运行。提出了位置感知的移动网络服务协同适配机制和方

法，提出了位置感知的大粒度网络信息服务描述语言和方法，使移动大粒度网络服务提供具

有情景感知和动态调配能力。  

4.建立了基于 SOA 技术架构的智能业务平台，该服务平台以服务总线 ESB 为核心，包括

了服务需求与 BPEL 生成子系统，多任务并发执行子系统，服务管理子系统以及通信能力及其

它 Web 服务接口子系统等。在平台原型系统基础上设计了多媒体会议典型服务，并提出了多

媒体会议大粒度服务协同的质量保障策略和优化算法。 

 

 

低维金属-半导体耦合纳米结构中的光学性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阎结昀 

项目组成员：阎结昀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004015）。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构造了一种由圆柱形金属-介电纳米多层膜构成的表面等离激元纤波导，并详细的研究

里波导中的等离激元的传输特性，包括色散关系，场分布，能流分布以及对结构和材料参数

的依赖关系。理论上得到决定光场分布的非线性矩阵薛定谔方程。通过数值的办法得到了表

面等离激子光孤子并研究了其传输特性。由于这种结构是圆柱形对称的结构，因此越向中心，

非线性效应和场增强效应越明显，这对光的的限制非常明显，如在我们的结构中，工作波长

为 1550nm 时形成的表面等离激元光孤子可以被限制在 400nm 的范围内。 

2.进行了半导体量子线中激子和表面等离激元的相互作用研究： 

（1）第一种模型是半导体-绝缘体-金属三层圆柱形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和半导体中的激子

在空间上仅有纳米尺度的距离，相互作用非常强，将激子的势在实空间解析的表示出来，再

通过数值的办法求解激子的波函数。研究发现激子的吸收发生的明显的红移，数量级可以达

到 10meV 的量级，这和原来的半导体量子点和金属纳米球复合结构中的的激子和表面等离激

元的相互作用（激子红移最大为 0.1meV 的量级）相比，相互作用非常强，在实验上完全可以

轻易观察到。另外，激子的红移是元激发的镜象势和非直接 Coulomb 相互作用势共同作用的

结果：前者产生红移，后者产生蓝移； 

（2）第二种模型是金属-绝缘-半导体纳米线结构。研究发现在这种结构中，由于等离激元

的影响，激子的吸收明显红移，可以达到几个甚至 10meV 的量级。项目组分析了这种红移的

原因，是非直接 Coulomb 相互作用与镜象势两者分别产生红移的叠加效果。除了对机制的分

析研究外，项目组还通过数值的办法分析研究了结构参数对吸收光谱红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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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干扰预测的 IMT-Advanced 多小区干扰抑制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许晓东 

项目组成员：许晓东，刘宝玲，王  强，章  辉，曲喜强，李宏佳，陈  鑫， 

李静雅，赵英宏，郝志洁，胡  丹，汪  赛，王  达，唐智灵， 

刘  文，吴德壮，尹  越，吴宝学，李皇玉，许英越，李  一， 

徐  舟，张丹婷，李明阳，柯  希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16）。 

针对目前 IMT-Advanced 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面临的小区间干扰问题，该项目从预测技术

研究入手，开展了基于预测的干扰抑制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基于卡尔曼滤波预测、多层前馈神经网络预测以及三维信道预测等技术，对信道

状态信息、干扰状况、信道占用情况及业务负载状况等进行预测，可以降低信道时变性和资

源调配滞后性带来的影响。 

2.在预测信息的基础上开展了基于预测信息的小区间干扰协调、波束赋形干扰抑制、资源

调配干扰规避等技术的研究。分别提出了最优小区间干扰协调频率复用方案、多波束协作频

率复用方案、高能效资源调配策略、无框架网络架构及基于资源池的集中式资源管理方案等

多项研究成果，可以有效降低小区间干扰、提高小区边缘用户性能，并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

效率，进而创新性的构建了针对 IMT-Advanced 多小区环境下基于预测技术的干扰抑制总体解

决方案，为解决移动通信系统中固有的小区间干扰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 

 

 

临界点理论在脉冲微分系统及相关问题中的应用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项目负责人：田  玉 

项目组成员：田  玉，赵向奎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001028）。 

脉冲微分系统是自然界、科学技术和工程应用领域中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因考虑到系

统瞬时变化，更能反映实际问题，项目组主要运用变分法和临界点理论研究微分系统、脉冲

微分系统、微分包含解、正解、变号解的存在性；高阶脉冲微分方程边值问题解、正解的存

在性。此外研究差分方程边值问题和分数阶边值问题解、正解存在性；反周期边值问题，非

自治哈密顿系统周期解。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下降流不变集在微分方程 Sturm-Liouville 边值问题上的应用，得到解、正解和变号

解存在性结论、一个关键引理是能量泛函的临界点等价于积分方程的解以及积分算子含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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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函数。与以往结果相比该项目确定了变号解存在性，如果用拓扑度理论和不动点定理研究，

需要对 f 强加渐近线性和严格递增的限制，在该工作中没有此类限制，其包含了变号解存在性

结论。 

2.首次将上下解和变分法应用到微分方程 Sturm-Liouville 边值问题，得到 4 个解和 7 个解

的存在性判别结论，指出当所给上解为正，下解为负时，变号解存在。 

3.建立含脉冲的微分系统变号解存在性结论，把上下解方法和变分法相结合的思想推广应

用到脉冲微分系统，得到全新的结论。克服的困难是能量泛函的临界点等价于积分方程的解，

积分算子含有对应的格林函数。 

4.首次运用非光滑临界点定理建立含脉冲的微分包含的多个解存在性结论，克服的困难

有：怎样定义弱解，怎样证明弱解正是原问题的解，由于脉冲出现如何证明常规性假设条件。 

该研究对进一步研究含有脉冲的微分系统有借鉴意义，扩展了变分法的应用范畴，丰富

了脉冲微分方程、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 

 

 

Lévy 过程驱动的金融市场和倒向随机微分方程 

相关问题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大学 

项目负责人：周  清 

项目组成员：周  清，程  雪，张丽华，李亚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001029）。 

该项目研究 Lévy 过程驱动的金融市场和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及相关的非线性数学期望理

论，探讨它们在金融与经济中的应用，得到了一系列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 

1.在一般半鞅模型下考虑了金融市场中两个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借助于随机优

化方法和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给出了 Pareto 最优合作策略的刻画，并且刻画了合作严格 

Pareto 控制非合作的情况。 

2.利用 g-期望刻画 shortfall 风险，研究了完备市场上未定权益的多代理合作对冲问题，

当风险有界时，利用由 g-期望诱导的 g-概率下的 Neyman-Pearson 引理，给出最优合作对冲

策略的显式表达。 

3.分别给出了一类布朗运动驱动的反射带时滞的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和一类 Lévy 过程相

关的 Teugel 鞅和独立布朗运动联合驱动的倒向随机偏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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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丰富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 

5.以倒向随机微分方程、g-期望为工具研究了连续时间模型具有不确定情形下的最优停止

问题，给出了基本定理，通过考察最坏分布给出了模型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形下美式产品与经

典情形的联系，并将理论应用于美式期权、障碍期权、美式跨式期权等问题的研究。 

6.以极值理论、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及对偶投影定理为工具研究了连续时间随机优化问题的 

Lagrange 方法，给出一种优化条件，并考察了其在不同的优化问题中的应用。 

7.采用并改进“鞍点近似方法”研究了一些金融实际问题中某些支付形式的高阶矩的近似

计算，考察了计算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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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土壤中无线地下传感器网络的电磁波传播 

与通信信道特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莉 

项目组成员：李  莉，陈建亚，沈远茂，董  娜，吴  为，刘  莹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20）。 

该项目对近地表无线地下传感器网络中最关键的问题，高频电磁波在近地表土壤中的传

播规律及近地表土壤中的无线信道特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 

1.对近地表土壤中的高频电磁波的传播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以侧面波为主的传播

模型，提出了侧面波的路径损耗公式。进一步研究了土壤的不均匀性、地表面的不光滑性对

于电磁波传播特性的影响，提出了将以上因素考虑在内的非理想情况下的修正模型；建立了

以直射波、反射波以及侧面波为三路基准路径，叠加多路反射与散射产生的多径效应，以及

高斯白噪声的地下多径信道模型，对基于该信道模型的 WUSN 进行了系统级仿真。 

2.对土壤电参数的两种常用计算方法：半经验介电混合模型（SDMM）及湿土的广义折射

混合介电模型（GRMDM）进行了调研和比较，对 SDMM 方法提出了改进，提高了该方法的

精确度。 

3.对地上障碍物及人类活动对于近地表 WUSN 中的电磁波传播及信道特性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将人体干扰考虑在内的侧面波路径损耗模型；设计并开发出了用于近地表 WUSN

的实验系统；提出了一种利用近地表 WUSN 的信道特性对地上物体进行定位跟踪的方法，该

方法不要求被定位物体具有信号发射功能，设备实现简单；采用分层工作模式，能量效率高。 

4.提出了一种根据土壤水含量变化进行自适应调制的方法，该方法不要求节点具备复杂的

信道估计能力，设备实现简单，成本低。采用该方法，系统稳定性可以得到较大提高。 

5.对周期永磁聚焦系统的温度特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使用钐钴永磁材料的周

期永磁聚焦系统在高温下的磁场性能，为在 WUSN 系统中使用新型材料，开发新型器件和设

备提供了思路。 

总体来讲，该项目完成了预定研究目标，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理论模型和一定应

用价值的新方法和新技术，项目成果将为地下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一定思路，为近地表

土壤中的无线地下传感器网络的理论体系建立和实践应用奠定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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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线网络中基于压缩感知和随机微分对策的 

无线资源管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屹 

项目组成员：李  屹，谢人超，陈  丹，葛文栋，陈  亮，安春燕，赵宜升， 

王  珂，张鹤立，单宝堃，郭惊华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15）。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认知无线网络中的循环平稳特征检测技术、宽带频谱检测技术及相应的多信道分配机

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利用压缩感知技术降低抽样速率，减小系统信号处理开销和计算复杂

度，通过分级架构进行宽带频谱检测，应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提高信号检测准确度，基于频谱

效用模型和随机微分对策等分析工具进行多信道优化分配决策。 

2.设计了基于演化博弈的协作频谱感知方法和适用于多个主网络频段的新型宽带频谱检

测策略，提出了不完全信道信息状态下的功率分配和频谱切换机制，并针对基于认知技术的

多小区网络、CoMP 网络等设计了有效的资源管理机制和能量效率增强算法。最终，有效提高

了信号检测的准确性，减小了系统处理开销，提升了系统吞吐量，改善了用户的 QoS，建立

了认知无线网络中资源管理的新模型和新方法，最终达到网络整体效益最大化。 

 

 

若干在线排序问题高性能算法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帅天平 

项目组成员：帅天平，袁健华，贺祖国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001030）。 

该项目主要研究排序等问题的高性能算法，主要对 lp 范数下的若干在线排序问题和来源

于流程工业的调度问题进行研究，同时也对对光纤通信、无线通信网络和光子晶体结构等中

的组合优化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 

该项目组提出了最优或具有较好性能的在线或近似算法： 

1.研究了若干排序问题，提出了相关算法并进行了性能分析： 

（1）针对 lp 范数下的在线排序问题，对 2、3 台平行机(可中断，在线，半在线等情形)

排序问题设计了相应的在线算法并分析了其性能比，对一般情形进行分析了性能比下界； 

（2）针对 lp 范数下的并行工件排序，我们对 LS 算法进行了分析，对 2 台机器的若干半

在线模型得到了 LS 算法的竞争比和问题的算法竞争比下界，并对 m 台平行机情形设计了改进

算法，分析了算法的竞争比，同时对已知工件最大加工时间的 m 台半在线排序问题设计了半

在线算法并分析了竞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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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一类炼钢连铸调度问题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给出了一个启发式算法，对一

类混合流水作业调度问题设计了基于模拟退火的启发式方法，仿真结果表明了算法的有效性。 

2.研究了光网络中的组播路由与波长分配问题和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虚拟骨干网构造问

题，针对这两类问题分别设计了相应的近似算法，分析了算法的近似比，改进了已有相关结

果。 

3.对光子晶体优化设计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晶格结构最优设计、光子带隙和谐

波增强的优化、有缺陷光子晶体结构中电磁波传输、非线性光子晶体二次谐波增强最优设计

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若干有意义的结果。 

 

 

家庭网络环境下支持离线互操作的 DRM 桥 

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张  茹 

项目组成员：张  茹，周琳娜，陈秀波，曹晨磊，张维玮，刘建毅，宋玲娓， 

李  欣，董秀则，苏力昊，徐淑奖，王海涛，李加欣，胡  腾， 

刘  烨，赵天宇，赵  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4）。 

随着 4G 牌照发放和云盘的推广，家庭中大规模使用数字内容已经具备基础。但是，当前

存在多种支持互操作的 DRM 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能做到兼容，DRM 互操作问题是目前阻

碍家庭网络发展的主要技术瓶颈。该项目致力于解决 DRM 标准之间的互操作问题，提出一种

家庭网络环境下 DRM 域的离线互操作方案，并开发了一个应用系统。 

该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参考 DRM 分层模型，建立家庭网络 DRM 域互操作分层框架模型。 

2.提出 DRM 桥机制，实现不同 DRM 标准的离线互操作。 

3.分析 XrML 和 ODRL 语言，建立一种新的主要概念一致的权利描述语言等价模型。 

4.提出一种新的权利描述原语，用以实现项目所提出的 DRM 互操作方案。 

5.提出了一种支持离线工作方式的可实现的家庭网络环境下 DRM 互操作方案。 

该项目完成并试运行一套基于 DRM 系统互操作方案的数字内容电子商务系统，关键创新

点在于提出了 DRM 桥机制。传统的 DRM 互操作中，许可证和加密内容的转换都在线云端完

成。DRM 桥布署在本地信任域管理器上（例如 HUB），扮演云端代理的角色，基于代理重加

密算法实现本地信任域内的许可证和加密内容转换。该方案的优点在于，DRM 桥和分层模型

使 DRM 域互操作可离线完成，更节省带宽，适用于家庭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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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想信道下的量子基础安全协议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秦素娟 

项目组成员：秦素娟，李彦兵，孙  莹，石  莎，张可佳，黄  伟，武  霞， 

何淑娟，宋婷婷，刘  斌，苏  琦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6）。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非理想信道中量子基础安全协议的关键问题，研究信道损失、噪声等非理想情况对现有

多种量子基础安全协议的具体影响。 

2.总结并寻求新的可以解决信道损失、信道噪声对安全协议影响的各种方法。 

3.提出新的能够适合不同非理想情况的量子基础安全协议。 

4.分析并证明其抗噪声能力和损失容忍力。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考虑信道损失问题，设计了可容忍损失的量子掷币协议。 

2.研究了不同噪声信道中协议的设计方法，设计了可以抵抗集体噪声的量子密钥分配

（QKD）、量子安全直接通信、量子保密比较、量子秘密共享等协议。 

3.研究了有限密钥长度统计波动情况下的 QKD 的安全密钥界。 

4.分析并设计了多种其他密码基础协议，如量子百万富翁协议、量子保密查询协议（量子

不经意传输）等等。 
 

 

基于数字相干接收的全双工光载无线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  岩 

项目组成员：李  岩，徐  坤，沈  希，杜文涛，嵇  誉，高雨良，涂远刚， 

唐  腾，余  振，伍  霞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21）。 

急速增长的网络带宽需求和更加便利的接入条件是光载无线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两个重要

推动力。在 ROF 传输系统中引入相干光接收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传统 ROF 链路中存在的各

种问题，使其能够真正实现高灵敏度长距离全双工传输，在未来的宽带光接入网中极具应用

前景。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基于数字相干接收的光载无线系统理论模型建立和全双工光载无线传输系统设计。 

2.相干检测和 ROF 传输相结合的 3 种关键单元技术研究： 

（1）基带和载波的新型混合调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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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偏振和相位分集的模拟信号相干检测技术； 

（3）上行和下行链路中 ROF 信号的 DSP 处理算法。 

3.解决了 ROF 系统中动态范围小、线性度低和传输距离短的问题，简化基站和用户终端

设计，最终实现了射频载波频率 10GHz，信号速率 10Gbit/s，传输距离大于 50km 的高灵敏度

全双工数字相干 ROF 传输。 

 

 

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的流量控制与优化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洪波 

项目组成员：王洪波，董健康，李阳阳，张碧玲，杨  谈，张  鹏，程  渤， 

杨华卫，金  星，马彦青，杨  贺，赵  婧，刘  旺，吴联盟， 

刘旭山，尹文涛，严  艇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2011）。 

该项目针对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及其流量的新特点，以保证网络运行的性能和业务的服

务质量，并满足绿色节能的需要为目标，项目组研究了数据中心的流量控制和优化问题，提

出了一系列算法及协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拥塞管理和基于分组多路径路由相结合的流量控制与优化：提出了一种多路径路

由算法，以及通过减小 MTU 来缓解数据中心网络 TCP Incast 和改进 TCP 流公平性的方法。 

2.研究了适应数据中心网络的传输层协议和资源管理：提出了面向云数据中心提供最后期

限服务的 TCP 协议，分组级以太网链路聚合流量分配算法，面向数据中心网络的带宽分配算

法，运营商友好的数据中心网络间数据传输调度方法，多属性信息感知的数据中心网络间数

据传输调度方法，网络带宽成本和电力成本联合优化的数据中心业务流分发策略。 

3.研究了基于虚拟机放置和迁移的流量控制与能源优化：提出了虚拟机全系统实时迁移的

新方法，磁盘 I/O 密集情况下借助多存储节点的虚拟机全系统迁移方法，IaaS 环境下改进能源

效率和网络性能的虚拟机放置方法，以及虚拟化数据中心的多虚拟机迁移调度算法。 

 

 

认知无线网络中系统行为模型及基于认知行为的 

资源配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兴 

项目组成员：张  兴，纪晓东，孙  卓，胡春静，靳  浩，梁  栋， 

颜  志，姜  潇，叶逢铸，苏卓文，邢  佳，冯  冲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17）。 

该项目针对认知网络行为模型及基于认知行为的资源配置技术展开研究。通过分析业务



77 

和用户行为特征，研究给出了认知协同中继网络中的性能界和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采集大量蜂窝网络业务统计数据，给出了参数化的无线网络业务行为和用户行为认知模

型。从业务会话级层面分别针对单小区和多小区环境进行了会话到达、会话持续时间和会话

量等重要特征的研究分析，提出了一种连续时间半马尔科夫业务行为模型，基于实际采集的

业务数据对提出的业务行为模型进行大量的比较验证，表明该行为模型基本符合无线网络中

业务行为规律。 

2.针对频谱共享下的认知协同中继网络，完善了基础理论工作，首次发现了“有峰值干扰

功率约束的认知协同中继系统中，第一跳各接收节点的接收信噪比相关”这一特征，提出了适

用于该系统中断性能分析框架及相应计算方法，从理论上推导了瑞利和 Nakagami-m 衰落信道

下，分别在有、无峰值发射功率约束时、采用第 N 佳中继选择的中断概率及分集度的精确闭

式表达式。在瑞利衰落信道下，系统的分集度为 M-N+2（M：中继数目）；在 Nakagami-m 衰

落信道下，系统的分集度为 m(M-N+1)。 

3.研究了非理想信道估计下认知协同中继网络的理论性能。瑞利衰落信道下采用最佳中继

选择协议，理论推导出了为使授权用户不受太大影响而设置的新干扰约束表达式，得到非理

想下认知系统的中断概率及分集度的精确闭式表达式。研究表明，干扰信道的非理想估计并

不影响认知系统的分集度，但会导致中断性能显著下降。在非对称情形的研究中发现，第一

跳干扰信道估计的非理想对系统中断性能的影响比第二跳大很多，在中继网络设计中必须重

点关注第一跳信道的估计性能。 

 

 

宽带 MEMS 可调谐激光器的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程远兵 

项目组成员：程远兵，赵玲娟，陶继方，姚  辰，赖伟江，魏世乐， 

殷座山，吴冰冰，李靖达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6041）。 

基于微机电系统（MEMS）的波长可调谐激光器采用 MEMS 来驱动波长选择单元，不仅

保持了传统机械调谐外腔激光器光谱线宽窄、调谐范围大的优点，还具备高调谐精度、高稳

定性、快速调谐和低功耗的优点。MEMS 可调谐激光器可以通过标准的半导体加工和耦合封

装工艺来实现，具备低廉的成本优势，能极大地促进光网络技术的发展。 

针对目前 MEMS 可调谐激光器的性能较差及制作工艺复杂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抛物

面镜的新型 MEMS 可调谐激光器。在可调谐激光器的外腔内，采用光纤柱形透镜和深硅刻蚀

的抛物面镜两个二维的光约束器件，组合实现光束三维方向耦合，提高了外腔耦合效率。并

开发出了一套完整的器件的加工工艺，成功制作出了 MEMS 可调谐激光器芯片。随后，通过

与新加坡微电子所的合作，对 MEMS 可调谐激光器进行了封装。封装后的 MEMS 可调谐激光

器器件尺寸为 3 mm × 3.2 mm；注入电流为 30mA 时，其输出功率约为 2.5mW；其最高边模抑

制比大于 35dB；在保持边摸抑制比大于 20 dB 的情况下，实现了 48.3 nm（1542.2~1578.5 nm）

的波长调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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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互联网体系结构与服务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关建峰 

项目组成员：关建峰，Gabriel-Miro Muntean，许长桥，贾世杰，张  能， 

权  伟，曹远龙，张明川，刘天骄，赵付涛，刘诗维， 

杜艳锋，文  新，杨金虎，张译丹，黎卓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3）。 

该项目开展了认知互联网体系结构与服务模型研究包括：认知互联网的系统架构模型，

认知互联网的服务与资源管理，认知互联网的认知路由交换协议以及认知互联网的协议仿真

平台与性能分析。项目组紧跟国内外研究动态，在认知互联网体系结构和服务模型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及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套具备感知、学习以及自适应能力的

认知互联网体系架构、服务管理模型与认知路由协议，并逐步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具有一定

影响力，对未来网络体系架构与资源服务模型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主要研究成果如

下： 

1.提出了认知互联网的系统组成模型，建立了节点运动行为模型，解决了当前互联网由于

缺少认知机制无法有效实现自优化、自配置等问题。 

2.建立了认知互联网设备统一命名规范，并提出了认知互联网络移动性管理方案，解决了

资源异构化、服务多元化带来的问题，实现了资源与服务的快速切换与高效管理。 

3.提出了多种认知互联网感知方案与多场景下的认知路由交换协议，减少了节点在时空频

域持续切换带来的影响，从而提高了路由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4.构建了多个理论分析模型及仿真验证环境，评估了关键理论与技术性能。 

 

大气激光通信中抑制强度闪烁新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国华 

项目组成员：吴国华，罗  斌，任建华，黄  莎，代  雯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8049）。 

    该项目致力于解决大气激光通信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利用激光“相干性和偏振态”

来抑制大气湍流引起的强度起伏。从推广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和交叉谱密度矩阵出发，系统

研究了水平传输路径下部分相干光束的光束展宽机制。不同的部分相干厄米-高斯光束在远场

具有相同的光束展宽。同时还研究了光束相干性和偏振态对光束展宽和光束方向的影响。发

现当光束的相干长度 δxx，偏振度 P(0)和束宽 w0 满足某一条件时，会具有相同的远场发散角。

以矢量部分相干高斯光束为例，大气湍流模型选择通用的柯莫哥洛夫模型，系统研究了水平

传输路径下部分相干光束的光束光束漂移。基于平面波模型和应用于 ABCD 光学系统的拓展

Rytov 理论，我们推导出了适用于任意湍流强度下的信道相关系数的表达式，还得到了相关长

度在强湍流条件下的近似表达式。系统研究了孔接收情形，部分相干光束的闪烁因子，即大

气湍流引起的强度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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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融合的多维度和自适应动态信任 

评测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小勇 

项目组成员：李小勇，周  锋，倪  晖，白  媛，吴  琨，覃健诚， 

李  彧，武  丹，宋俊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1）。 

该项目将信息融合理论集成到信任管理的体系框架及其核心机制之中，深入研究了具有

多维决策属性和动态自适应能力的信任关系评估与预测(评测)机理。同时，该项目紧密结合人

类社会对信任关系的认知规律，从准确性、普适性、快速响应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保证了所提出的信任评测机制在实际应用中的实用性问题。并通过认知方法和多种技术的有

机融合，建立了基于上下文数据挖掘、信任关系动态评测、用户行为管理一体化的动态信任

关系评测体系框架及其核心机制。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量化分析开放系统中的动态信任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

可信网络、可信软件等新型研究领域中信任关系的评估和预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门限可变密码及其在 VANET 信任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榆 

项目组成员：杨  榆，郑世慧，谷利泽，王励成，肖  达，孙  斌，徐国胜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5）。 

该项目首先在门限可变密码方面进行了门限可变秘密共享方面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分析；

然后在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方案。再次，对门限可变秘密共享方案的应用方向进行调研。

最后，开始部分门限数字签名的研究工作。 

1.在门限可变秘密共享方案的研究方面： 

（1）提出保护隐私的秘密共享方案：拓展了秘密共享和安全多方计算的关系，提出了保

护隐私的秘密共享的概念，并介绍了如何构建保护隐私的秘密共享方案； 

（2）提出新的基于细胞自动机的动态多秘密共享方案：使新方案具有动态性、可验证性、

可扩展性； 

（3）基于敌手结构利用生物特征认证技术构造的递归隐藏秘密共享方案，该协议能够抵

抗欺骗攻击，同时抵抗剽窃共享攻击； 

（4）抗自适应选择秘密攻击的可证明的公开可验证秘密共享方案：该方案没有明显增加

运算量和通信代价而达到了更高的安全级别。 

2.在门限可变群组验证数字签名的研究方面： 

针对门限可变和群组验证两个特性展开研究，目前提出一个群组验证的多策略门限数字



80 

签名方案，该方案不但能够实现群组之间的传输消息的签名和验证，而且能够实现群组双向

签名，即签名群组和验证群组能够实现角色互换。验证群组也能通过签名算法对消息进行签

名，并且签名群组能够对其签名进行验证。 

3.在门限可变群组双向数字签名的研究方面： 

提出一个新的前向安全门限签名方案，该方案不仅满足前向安全而且满足后向安全性。

该方案生成的群签名的长度和单个人生成的签名长度相同，没有扩张。实现了“劳务分割”

和“责任共担”，此外，群签名方案的数据传输的带宽被进一步减少。 

该项目展开对 VANET 的调研和仿真工作，针对 VANET 的结构动态变化展开研究，构建

了基于 CA 的基础架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 VANET 的路由连通率问题、密钥管理、以及

信任模型内容。 

 

 

双频和多频非对称功率分配器的理论及 

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黎淑兰 

项目组成员：黎淑兰，于翠屏，吴永乐，苏  明，刘元安，刘  鑫，崔冬暖， 

贺  庆，李久超，李  顺，郑先锋，冯云轩，项海霞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060）。 

该项目针对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的多频段、多模式发展趋势，在功率分配器设计理论、

宽带和多频带阻抗变换网络关键技术、微波耦合器设计、高性能滤波器设计、双频带移相网

络理论、双频带及近场天线技术、高性能 Doherty 功率放大器设计及双频带预失真技术等多方

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功率分配器方面：基于双频带、小型化、谐波抑制、端接任意复数负载、三频带、宽

带、多路功率分配等特点，从理论上研究并通过仿真和实物测试双重验证了包含三大类共九

种功率分配器结构，优良的性能验证了设计理论及结构的有效性。 

2.在宽带或多频带阻抗变换方面：基于宽带耦合微带线、多枝节谐波抑制、双频带紧凑耦

合微带线、双频带 PI 型结构及双频带复数阻抗变换耦合微带线等结构，研究并通过仿真和测

试双重验证了五种上述特性的高性能阻抗变换结构。 

3.在耦合器方面：基于宽带、小型化、端接复数阻抗、功率任意分配等特点，研究并通过

电磁仿真和测试验证了四类微波耦合器。 

4.在滤波器方面：基于耦合微带线各种修正结构，研究并仿真及测试验证了分别具有带通、

低通及带阻等特性的四款高性能滤波器。 

5.研究了一种双频带移相网络，并通过测试得到验证。 

6.分别设计并实现了一种集成平面阻抗匹配巴伦的射频识别近场天线和一种宽带双频差

分天线，测试验证它们具有良好的性能。 

7.基于复合左右手理论，研究并设计了一种具有高效率及高线性度的 Doherty 功率放大器，

性能优良。 

8.针对双频带系统的发展和迫切需求，提出了两种适用于单体共时双频带功率放大器的预

失真行为模型，测试验证其双频带预失真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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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动感知的人脸识别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邓伟洪 

项目组成员：邓伟洪，胡佳妮，肖  波，汪  皓，黄平牧，王尊亮， 

董明智，阴  凉，刘  柳，张  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5025）。 

 现行的人脸识别方法主要采用“被动感知”的策略，利用图像的底层像素信息自底向上

地提取特征，使得不可控的图像变化直接作用到人脸特征向量中，最终导致识别错误。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该项目引入人脸特征的先验知识，利用“主动感知”的策略来有选择性地提

取特征，通过合理的先验假设和知识建模，使识别系统能够区分正常人脸特征和异常干扰因

素，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在稀疏线性表示方面：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扩展稀疏表示模型。首次提出“测试图像与模

板图像之间的特征差异可以由‘类内变化字典’来稀疏线性组合表示”的先验假设，巧妙地解决

了稀疏表示的小样本问题。此外，“原型+变化”稀疏表示模型通过分离训练样本中的身份成

分与类内变化成分的分离表示，解决不可控训练样本问题。该项目的工作不仅拓宽了稀疏表

示在人脸识别问题上的适用范围，同时验证了稀疏性约束在人脸识别中的独特作用。 

 在最优线性表示方面：该项目以“最优配准的图像可以获得最优线性表示”为先验假设，

把人脸配准、表示和识别三个环节统一起来，提出一种具有变换不变性的 TIPCA

（Transform-Invariant PCA）方法，同时获得了人脸图像配准精度、图像编码效率和识别精度

上的提高。该方法以 PCA 为纽带，揭示了图像配准、表示与识别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验

验证了基于整体外观的配准图像的编码和识别效果优于目前广泛采用的基于手工标注特征点

的配准图像。 

 面向实际应用中的人脸特征动态变化问题，该项目提出一种具有通用学习和增量学习的

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该算法同时利用通用人脸库和候选人脸库的特征统计信息，实现特征子

空间的融合增量学习算法，提高对环境变化具有动态适应能力。 

 

 

量子多方保密通信协议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秀波 

项目组成员：陈秀波，张  淼，林荣恒，张  茹，雷  敏，肖  达， 

徐  刚，徐淑奖，王励成，罗明星，吴步丹，王  枞， 

马松雅，黎  琳，管晓伟，瞿治国，常相茂，李  丹， 

庞  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7）。 

该项目研究了量子多方保密通信协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了量子密码新协议：一方面，基于经典信息安全思想和方法，结合量子密码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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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量子安全多方计算、量子密钥分发(QKD)、量子签名、量子信息隐藏等量子密码协议。

设计了七个新型量子密码协议。具体包括：一个基于 GHZ 态的高效量子求和协议、一个基于

四粒子簇态的量子私密比较协议、一个确定性 QKD 协议、一个带仲裁的量子签名协议、一个

基于 GHZ 态的量子盲签名协议，基于改进的 Ping-Pong 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和 χ型纠缠态的两

个高效量子信息隐藏协议。分析了四个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具体地，对一个后验的量子

密封式投标协议、一个基于 EPR 对的量子私密比较协议、一个改进的量子盲签名协议和存在

第三方验证者的量子盲签名协议的安全性进行了安全性分析与有效改进。另一方面，，研究了

量子信息领域特有的量子隐形传态(QT)、量子态远程制备(RSP)、量子安全直接通信(QSDC)

和量子态共享(QSTS)等协议。具体包括：设计了一个基于广义七粒子布朗态的 QT 和 QSTS 协

议，两个 RSP 协议。分析了一个基于 W 类态的 QSTS 协议和一个基于 EPR 对的三方同步 QSDC

协议的安全性。另外，该项目还研究了量子公钥密码和量子信息处理中的经典通信花费等内

容。 

2.研究了量子克隆技术：借助于不同的量子资源，设计了一个未知二粒子态的辅助忠实克

隆协议和一个三粒子 GHZ 态的完美辅助克隆协议。提出了一种崭新的量子多播方式——量子

联合多播。 

3.基于多种消息传输模式的量子多方保密通信协议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网络中纠缠信道

的构建方法。该项目提出了一个量子网络模型，并给出构建了高效纠缠信道的方法。另一方

面，研究了量子秘密共享(QSS)等量子多方保密通信协议。该项目设计了一个允许多数代理方

预先确定自己信息的多方 QSS 协议、一个相对简单且量子资源消耗较少的可扩展 QSS 协议；

分析了一个基于 GHZ 态的多方 QSS 协议、一个基于三级 Bell 态的多方 QSS 协议和一个无酉

操作的高维 QSS 的安全性。 

 

 

基于图像特征融合和统计决策的人脸特征点定位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佳妮 

项目组成员：胡佳妮，邓伟洪，汪  浩，黄平牧，张  驰，崔周丛，刘  柳， 

李  俊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2051）。  

人脸面部特征点定位是人脸识别、表情识别、人脸三维图像合成、人脸跟踪等应用系统

中的基础。该项目研究在姿态、表情变化和遮挡情况下的鲁棒特征点定位，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 

1.基于稀疏表示的人眼中心点定位，该算法将特征点定位问题转换为一个二分类问题，也

即测试图像的中心点是否为特征点，其基本思想是将人眼图像看做是训练人眼图像的稀疏线

性组合，当重构误差小于阈值时则认定测试图像的中心点为人眼中心点。 

2.扩展稀疏表示分类模型，该模型在稀疏表示模型基础上加入一个的类内变化字典来描述

光照、表情、遮挡等同类样本的图像特征变化，通过 L1 范数最小化方法把测试样本表示为训

练样本和类内变化字典的稀疏线性组合，实验证明即使在每类只有极少样本（甚至单一样本）

的条件下，扩展的稀疏表示也能获得较高的分类精度。 

3.基于二维投影映射的人脸特征点定位，该方法在基于主动形状模型的人脸特征点定位中

引入投影变换，旨在将训练样本中不同表情、不同大小、不同侧面角度的人脸变换到同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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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下，从而获取稳定的图像特征以增强定位的精度。 

4.变换不变性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找到图像在平面内具有旋转和尺度不变性

的子空间。基于该思想的特征点定位算法首先将待定位的人脸图像对齐到变换不变性特征空

间中去，然后在对齐后的图像中进行特征点定位，最后通过逆变换将对齐空间中的特征点位

置投影到原空间形成最终输出。 

 

 

新一代视频监控网络中匹配无关的目标运动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亮 

项目组成员：刘  亮，傅慧源，明安龙，王俊强，赵  东，项  梅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3280）。 

该项目以层次化视频监控网络环境为背景，面向监控目标的运动模式分析问题以及传统

运动模式分析中的目标匹配难题，针对四个科学问题：“层次化视频监控网络规划问题、运动

目标信息提取问题、匹配无关的运动模式分类与建模问题、异常运动轨迹检测问题”，从网络

规划、运动目标信息提取、运动模式分类建模、异常运动模式检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

一套新一代视频监控网络中匹配无关的目标运动模式分析方法，并通过原型系统实现进行方

法有效性验证。研究成果为新一代视频监控网络以及匹配无关的目标运动模式分析技术在智

能交通、公共安全和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和关键技术支持。 

 

 

自动化协议特征提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黄小红 

项目组成员：黄小红，马  严，赵  钦，苏玉洁，卢军强，张  沛，牟  澄， 

田  旭，贺  政，黄  俊，冯雪鹏，杨  蕊，张常志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61003282）。 

该项目主要研究互联网协议特征自动提取的关键性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设计和实现了支持分布式流量采集和分类的工具 Flowsing，可为网络流量特征的提取提

供可靠、有效的基准集。工具能分布式的部署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实时抓取网络数据流量，

并根据数据的十元组将数据包准确还原为完整的数据流，从而为后期互联网协议特征的提取

建立准确的基准集。  

2.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流量特征提取算法，具体包括：基于现有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采取矩阵回溯双序列比对的算法 Smith-waterman，以获取网络流量序列的对比特征；针

对双序列比对算法在时间和空间效率上的固有缺陷，提出固定比特对比算法以提高特征提取

的有效性；同时，为提取流量的整体特征，引入主成分分析法（PCA）方法，将网络流量特征

对应于网络整体信息中固定不变的主成分，将信息中变化的参量作为次要成分滤掉，从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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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流量的整体特征。  

3.针对特征提取算法的有效性和运行效率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利用 GPU 并行计算加速特

征提取算法，可提高序列比对提取特征的运行效率。 

4.提出了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流量特征提取方式来解决流量加密的问题，并详细分析了每

种特征的效用，使得可以使用较少的统计流量特征来达到更为高效的流量分类，同时通过利

用 PCA 算法的去噪特性，提高了采用数据挖掘聚类算法提取流量特征方式的有效性。 

5.实现和部署了网络流量特征提取、评估、分析、存储、优化平台 Flowanteat。 

 

 

未来移动互联网的主动性流媒体认知服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许长桥  

项目组成员：许长桥，关建峰，贾世杰，张  能，曹远龙，刘天骄，杨金虎， 

杜艳锋，黎卓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22）。 

现有移动网络中主动性流媒体服务对业务认知能力不足、资源管理方式僵化、自适应传

输机制缺乏，导致移动网络单元间难以有效协调、网络资源利用率低下、端到端服务质量得

不到保障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主动性流媒体服务在未来移动互联网中的发展与应用。针对上

述问题，该项目研究了未来移动互联网的主动性流媒体认知服务相关理论技术，主要内容包

括： 

1.认知业务层的用户需求感知和行为认知建模。 

2.认知应用层的移动对等网络主动性流媒体分发体系。 

3.认知传输层的适应频谱资源动态变化的传输控制算法。 

4.主动性流媒体认知服务跨层仿真平台的研制与算法分析。 

围绕项目研究内容取得了以下代表性研究成果： 

1.创建了面向流媒体业务的用户需求感知与行为认知模型。 

2.提出了跨层认知的动态自适应移动对等网络主动性流媒体分发体系。 

3.提出了面向多媒体端到端 QoS 的虚拟网络构建策略。 

4.提出了多频谱信道环境下基于认知环的高效并行传输机制。 

5.提出了基于失序分析模型的最优路径组合传输控制算法。 

6.创建了流媒体 QoS 评测框架及传输策略研究仿真平台，有效验证了所提出的关键理论

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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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供应链结构抗风险能力仿真评价与控制论分析 
 

研究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项目负责人：杨天剑 

项目组成员：杨天剑，屈  挺，余玉刚，陈  飞，周永强，黄  瑾，武  林， 

范羽佳，董哲一，杨舒惠，连  艺，李主贺，余宙婷，董舒翼， 

张一文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01010）。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构建了单产品二级无分支传统供应链时域模型、拉氏变换（Laplace ）模型和控制论的

block 图，用 Step 阶跃函数建模需求危机的发生，此种情景下二级供应链的动态特性作为后面

信息集成供应链和多级供应链的研究基础和基准。 

2.建立单产品四级无分支传统供应链构建，仿真了需求突变和库存灭失发生在每一级时供

应链动态振荡的情况，发现了在不同节点发生危机时对供应链条上各节点订单波动影响的大

小和各级订单波动的耦合规律。 

3.对于集成的供应链，构建了两种主要的信息集成的二级无分支供应链的时域模型与拉氏

变换模型，即信息共享供应链（IS）和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供应链（VMI）。 

4.建立了传统供应链、信息共享（IS）供应链和供应商管理库存供应链的传递函数模型，

发现三种供应链结构的特征方程相同，均符合传统 N 级供应链特征方程的一般形式，发现了

三种供应链危机发生后的恢复能力，即系统的稳定性，是相同的。 

5.根据特征方程，计算出了创新性的稳定边界，得到了新的供应链系统稳定性的判据，从

稳定性判据可以推论使得多级供应链达到稳定的条件就是不可忽略管道库存，此外，为了使

得供应链稳定还需要控制供应链上各级节电的补货率和提前期，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整个供

应链的稳定性。 

6.对供应链在危机发生后订单和库存波动消失的时间做了基于仿真的分析，发现使得多级

供应链危机后供应链订单和库存波动最快消失的影响因素和条件，同时，发现供应链危机下

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 供应链的能够同时实现供应链订单率波动最短和波动幅度最小。 

7.对于存在非合作博弈的供应链，研究了三种典型场景下，即供应商主导、零售商主导和

系统最优，需求危机发生时的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的利润如何变化和最优决策如何变化。 

该研究将危机发生前和发生后定义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零售商的决策变量包括零

售价格与本时期的订货数量，供应商决定本时期的批发价格。主导供应链的一方承担所有库

存不足和过量的机会成本。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主导供应链的一方在危机发生时候会受到更

多的影响，但是与放弃主导权相比前者的期望利润大的多。此外，供应链的主导方在应对需

求危机时，当需求变化不是很大时，更加愿意采用调整价格方式而不是紧急变更订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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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作博弈的公共投资有话理论与绩效评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田  耒 

项目组成员：田  耒，黄  海，陈  磊，车  诚，李高广，王  娇，李  冉， 

韦穆华，张  铠，彭胜君，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03009）。 

该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根据跨时期公共投资动态配置的特点，从跨地区和跨产业配置出发，纳入预算、地区和

产业就业率下限等约束，考虑资本积累、公共投资腐败成本，建立跨时期公共投资优化配置

模型。 

2.通过模型求解，得到为实现提高相对人均收入、缩小相对人均收入差距和提高就业率三

个目标，公共投资在各地区、各产业的分配方案。 

3.研究地方与中央多层级公共投资主体利益博弈过程，寻找适合政府联盟的公共投资资金

来源合作博弈求解方法，并阐明其应用价值。 

4.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公共投资绩效评价模型，对政府的公共投资进行绩效评价。 

该项目主要在跨地区跨产业公共投资多目标优化模型与求解、各级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

源合作博弈模型与求解、公共投资绩效评价等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1.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已构建以提高人均收入为目标的跨地区、跨产业公共投资优化配置基

本模型，考虑了税收、劳动生产率、储蓄率等因素，并运用我国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和

结果分析，并指明人均收入随公共投资配置安排得到优化的规律。 

2.已完成公共投资研究成果综述和广义公共投资范畴界定，认为公共投资不应局限于公共

品投资，还应包括国家垄断行业投资；已完成收入差距和就业率随公共投资配置而变化的牵

制机制分析，运用我国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指出人均收入差距和就业率随

公共投资在不同地区和产业的配置可同时得到优化的规律。 

3.已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多目标公共投资优化配置模型，设立提高人均收入、缩小人均

收入差距和提高就业率三个目标，进一步考虑资本转移损失、就业率下限等约束，设计遗传

算法编码解码方法进行求解，运用我国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指明公共投资

配置无法使提高人均收入、缩小人均收入差距和提高就业率三个目标同时得到优化的规律。 

4.在合作博弈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基于合作博弈的公共环保品投资模型，分析地方

政府之间公共投资额的变化关系，对京津冀政府公共环保品投资运用 Shapley 值法求解，实证

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贡献率与公共投资额的比例差别迥异，但能够用合作博弈理论

合理解释。 

5.在公共投资绩效评价的研究方面：该研究已建立了包含 5 个一级指标、32 个二级指标

的公共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公共投资绩效评估时起到参

考作用，运用基于模糊一致矩阵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可求解公共投资绩效评价模型。 

6.在各级政府公共投资合作博弈研究方面：已建立了跨地区公共品投资模型并求解，揭示

了各级政府跨地区公共品投资的合作博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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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下一代泛在网络特征的无线定位新理论及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崔琪楣  

项目组成员：崔琪楣，刘  勇，周  敏，李世渊，杨现俊，李香玲，张雪菲， 

刘银钧，黄雪晴，杨  姗，罗  冰，邓金刚，史玉龙，韩  江， 

陶铭亮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01119）。 

该项目面向下一代泛在网络开展无线定位新理论及技术研究，分别从待定位的目标用户

与辅助定位的参考点之间构成的几何拓扑结构性质和网络空间稀疏性两个角度研究非充分条

件下无线定位难题。项目组主要在非完美信息条件下群定位理论研究、局部刚性条件下群定

位算法与理论限分析、压缩感知的信号采样与恢复算法、基于压缩感知的室内无线定位和无

线传感器网络定位技术研究方面实在了一系列的理论突破。 

 

 

TD-LTE 无线终端综合测试仪器的研究与开发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星河亮点通信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陶小峰 

项目组成员：陶小峰，唐晓晟，崔琪楣，许晓东，邓  钢，唐  恬，马  楠， 

廖  昕，李香玲，杨现俊，李宏佳，周  敏，李世渊，陈  鑫， 

杨  姗，罗  冰，黄雪晴，何海洋，王  超，王  达，李晓娜， 

尹  越，吴德壮，韩  江，郭灵芝，王凯栋，徐  舟，张  翼， 

景幼娜，孙宇光，赵  璨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027003）。 

无线终端测试仪是通信产业链形成闭环不可或缺的环节。2013 年 12 月 4 日，我国工信部

正式发布包括 TD-LTE 在内的第四代移动通信（4G）牌照，TD-LTE 的商用化正式开启。TD-LTE

大规模商用化所面临的最大瓶颈是终端，终端测试仪是制约终端生产与认证的核心。为打破

国外公司在 3G 商用时代对无线终端综合测试仪的垄断，项目组致力于研发拥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 TD-LTE 无线终端测试仪。项目组主要针对面向测试仪的 TD-LTE 技术、有限尺寸、有

限功率下的跨层优化、以及基于压缩感知降低射频成本等开展研究，并基于研究成果完成符

合性能指标的、具有完备测试功能的 TD-LTE 无线终端综合测试仪。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终端测试仪的 TD-LTE 技术，提出了基于测试仪组网的频率复用、功率分配、干扰

协调等算法，降低了多测试仪间的干扰。  

2.研究基于压缩感知理论降低终端测试仪射频成本技术，提出了基于随机循环正交矩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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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pian 正交基的模拟域宽带压缩感知采样方案，降低了射频成本，提高了信号恢复性能。  

3.研发并实现了具有完备功能的 TD-LTE 无线终端测试仪，在测试速度、稳定性、射频指

标等方面均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 

 

 

复杂网络上演化博弈合作问题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代琼琳 

项目组成员：代琼琳，李宇婷，袁  地，鞠  萍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247279）。 

该项目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研究了非线性学习规则对合作的影响：在演化博弈理论的研究中，策略演化规则起到很

关键的作用。策略演化规则决定了群体中的个体演化策略的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最为常

用的策略演化规则有三种：Fermi 学习规则、线性规则以及学习最优规则。我们在线性学习规

则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调整参数，用该参数调整学习概率对个体收益差值的依赖程度。结

果发现，随着该调整参数的变化，合作水平会出现优化行为。我们在不同类型的网络结构中

进行了研究，考虑了三种不同的网络结构：规则的方格子网络，同质的小世界网络以及 ER 随

机网络。结果表明，合作水平的优化行为对网络结构以及博弈模型参数均是鲁棒的。从结果

还可以看出，当调整参数在一定范围内时，与原来的线性学习规则相比，合作行为都有一定

程度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的非线性策略学习规则也是促进群体合作行为的一种新方法。

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对该合作优化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所引入的调

整参数的值，另一个是个体收益差值的分布。当个体收益差值的分布更大范围地落在个体策

略学习概率异质性比较强的区域时，非线性策略学习规则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群体的合作行

为。 

2.在演化博弈模型中引入了一种新型的个体移动规则，个体在平面内以一定概率定向移

动。在演化博弈模型中，个体局限在一个具有周期边界条件的正方形区域内相互作用及移动。

我们所提出的个体的定向移动规则具体是指，当个体从邻居成功学习策略后，会向相应的邻

居的方向以一定速度移动。实验结果表明，引入这种定向移动规则不仅能促进群体的合作，

而且还可能出现社会凝聚现象，也就是网络中的个体可能会出现紧凑的团簇结构。因此，所

提出的定向移动规则对社会凝聚现象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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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网虚拟化融合组网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寿国础 

项目组成员：寿国础，胡怡红，郭志刚，戴庆龙，赵丽颖，李  丹，史志明， 

柳  斌，邹剑峰，何  珊，胡丽娟，刘  晶，孟鑫蕊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240040）。 

该项目研究了基于网络虚拟化的光与无线(FiWi)结合的接入网融合组网模型，并以定量的

性能分析结果，验证了网络虚拟化融合组网的优越性。进行了虚拟网络资源分配与映射算法

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学 Lotka-Volterra 模型的资源分配算法，以及一种具备网络鲁棒性

的虚拟网络映射算法。提出了一种 FiWi 融合组网实现方案，进行了 FiWi 融合组网关键节点

设计。FiWi 融合组网方案符合 SDN（软件定义网络）网络架构的设计理念，将有利于进一步

的研发和应用。提出了一种支持大象流的网络管理方法，构建了基于 SDN 的网络管理系统。

设计实现了一个系统原型，并基于 OpenFlow 测试验证了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利用

SDN/OpenFlow 技术，构建了一个接入网虚拟化融合组网实验系统，采用 OpenFlow 流表支持

多虚拟网络的创建，并进行了安全组网、网络视频等业务应用的试验，评测了新型网络的特

性，验证了系统功能及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还提出了一种 FiWi Mesh 组网方案，建模分析

了网络性能，表明 FiWi Mesh 比传统无线 Mesh 网络能够显著改善网络吞吐量。通过网络虚拟

化融合组网，屏蔽了接入网多样、异构的网络技术方式的差异性，有利于充分挖掘、利用接

入网网络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业务质量要求，适应未来网络及其业务创新发展的需要。 

 

 

基于局部特征和融合准则的图像检索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景晓军 

项目组成员：景晓军，孙松林，黄  海，王炫名，齐兆群，张  洁， 

张  博，连自锋，钟明亮，陈  娜，刘馨靖，黄  飞， 

付  静，李  帅，陶  磊，王建丽，陈旭琦，孙  仪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1143008）。 

该项目组围绕海量数据图像检索领域中的特征提取、多语义融合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开

展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例如有效特征表示和提取、多语义概念、语义鸿沟等问题，取得了

完善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通过对 C-SURF、粒子群优化算法、遗传算法、概率潜在语义分析等

算法的研究，提高了特征提取的精度和特征选择的效果，增强了特征之间的关联性，解决了

多语义概念和语义相关性难题。 

该项目通过调研分析国内外图像检索相关研究热点和难点，并结合图像检索相关技术本

身的特点，以指纹检索为突破点，开展了充分的研究与实验，取得以下研究成果： 

1.对 SURF 局部特征点的提取算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完成了图像局部特征提取的算法研

究，并新增了基于谱方向的 2DPCA 特征提取的研究。 



90 

2.针对遗传算法（GA）复杂度高，无法保证局部收敛的局限性，新增加了对于粒子群算

法（PSO）的研究，并提出了改进的 GA-PSO 算法。 

3.对聚类算法的改进和优化展开了的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基于信息熵的迭代聚类算法，该

算法能够有效的改善利用 ICA 进行潜在语义分析的性能。 

4.通过对图像语义分析与建模内容的调研，发现使用潜在语义算法对图像进行有效分类能

够极大提高图像检索效果。 

5.对 MSER 准则、D-S 证据理论、SVM 算法等进行了研究。 

6.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图像检索系统。 

 

 

纳米半导体掺杂放大光纤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上海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廷云（上海大学） 

北邮项目负责人：张  茹 

北邮项目组成员：张  茹，周素华，李  殷，陈  曦，郎佩琳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0937003）。 

北京邮电大学项目组紧密围绕纳米半导体掺杂放大光纤制备关键技术这一中心任务，结

合项目在纳米材料的制备、量子以及非线性特性等方面的研究专长，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

取得研究成果如下：  

1.为了探索纳米材料的尺寸、浓度、结构等对光纤制备及光纤性能的影响作用，课题组在

二氧化锰、二氧化钛、氮化铟、铯化锌等三、五族和二、六族半导体材料的制备、生长、光

电性能、能带特征、量子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  

2.对纳米材料的量子特性进行了研究：利用弱相干态脉冲在腔量子电动力学系统中的输入

-输出过程，提出了一个原子纠缠态的纯化与浓缩协议；提出了利用原子与微腔耦合系统及相

干光的输入-输出过程，实现原子-脉冲杂化量子门操作；提出了一个理想纠缠源的偏振纠缠态

纯化协议。  

3.对纳米半导体掺杂光纤的非线性特性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于外差监控的宽带布里渊慢

光系统以及布里渊光谱分析监控的子载波复用光纤光信号两个方面的实验研究。  

4.结合表面等离激元等相关研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探讨，提出用一个类似阶梯型的微

米缝去实现紧凑、高效的纳米聚焦器件，为设计表面等离基元纳米聚焦器件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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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信息化发展比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彬  

项目组成员：张  彬，陈思祁，陆明霞，胡  茜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项目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项目。 

该研究项目的上期研究结果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并提出重要建议，项目组根据专家建议

对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逐步调整和完善。为进一步跟踪、反映我国不同地区信息化发展现

状与趋势，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信息化发展战略，继续开展《我国区域信息化发展比较研究》。  

该报告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选取 2006 年-2011 数据，使用具有多级指标的信息化水

平指标体系、运用层次聚类分析等方法测度了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信息

化水平的总体情况，以及区域信息化水平差异情况；第二部分选取 2002 年-2011 数据，运用

因子分析等方法建立具有多级指标的信息化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等方法测度了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信息化水平以及区域信息化水平差异的总体情况，进而

通过计算数字鸿沟指数测度了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的数字鸿沟情况。 

结果显示，我国整体信息化水平逐年提高，但地区间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信息化水平呈

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现象。研究显示，新兴通信技术是信息化发展的促进因素，而新兴通信

技术区域间不平衡发展也是数字鸿沟扩大的根本原因。最后从数字鸿沟相关因素的角度和技

术渗透的角度分别论述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选择。 

政策建议包括五个方面： 

1.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缩小区域数字鸿沟需要在技术、经济、政府、教育、社会等多方

面采取相应政策措施。 

2.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应制定一个长期战略。 

3.应在欠发达地区迅速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宽带网络建设，同时促进互联网

在欠发达地区的普及和应用。 

4.制定相应措施促使发达地区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援，使欠发达地区尽可能与发达地区

同速发展。 

5.利用信息化概念下的普遍服务基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长效的动态更新的宽带普遍服务

机制，以利于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好处。  

 

 

信息化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彬  

项目组成员：张  彬，杨煜东，陈思祁，陆明霞，李俊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项目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项目。 

我国信息技术扩散已经进入快速扩张期，但城乡、区域间数字鸿沟仍然突出，不同群体

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仍然是困扰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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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中国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比较区域间信息化发展差异，测度中国数字鸿沟，有利于

了解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发现问题所在，采取有效对策。客观描述我国不同地区信息化的

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将信息化发展水平相近或类似的地区聚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对于正确

认识信息化发展水平，制定有针对性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和衡量政策效果是极为必要的。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构

建适合我国国情和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我国省市地区和主要城市

2002-2011 年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基于测度结果，使用层次聚类分析、绝对差距法、时

间距离法等多种方法对我国区域信息化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客观描述我国区域信息化水平之

间的绝对差时间差距和主要形成原因，形成我国信息化发展区域比较研究报告，为各级政府

和相关机构提升我国信息化水平，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客观依据。  

该研究报告的结论共分为六大部分： 

1.全国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数字鸿沟不断扩大。 

2.我国信息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现象，东部少数发达地区的区域信息化水平提升

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3.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显示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规律且各地区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 

4.经济欠发达地区通信支出明显高于其居民经济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信息

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地理范围较广的地区投资建设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投资

建设效率。 

5.提出了几点全国信息化发展策略建议。继续全面加快信息化建设；发达地区加强对落后

地区的对口支援；激励落后地区综合提高信息化水平；重视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和评估。 

6. 分别对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信息化发展现状做出总结。  

 

 

物联网隐私保护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伟明 

项目组成员：吴伟明，谷勇浩，王延鹏，胡  敏，林传慧，闫文亮，赵利庆， 

王  豪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2-R-45）。  

安全和隐私技术作为物联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技术，包括安全体系架构、网络安全技术、

“智能物体”的广泛部署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安全威胁、隐私保护技术、安全管理机制和保证

措施等。  

在物联网实用化过程中，大量感知信息经过采集、汇聚、融合、传输、决策与控制等过

程， 整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体现了物联网安全的特征与要求。物联网信息共享可以给多方提供

便捷的服务，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需要一个完

善的物联网共享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  

该项目在对隐私保护技术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感知信息生命周期中采集、共享阶段中

存在的安全及隐私保护问题深入研究，有针对性的提出可行的安全方案。研究重点放在基于

隐私保护的低成本认证技术、隐私保护及可用性量化技术以及隐私自动设置方法等方面。主

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应用在物联网中的 RFID 设备具有低功耗的特点，而且要做到设备关键属性隐私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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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能做到读写器和标签之间双向认证。传统的安全算法复杂度较高，导致功耗大。该项

目提出一种保护标签关键属性的低成本 RFID 双向认证协议。 

2.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应用中，用户经常需要通过设置个人信息是否对外开放来解决

隐私泄露问题，但是用户有时无法确定是否设置隐私项，或者在未知场景下不知如何设置。

为了解决用户隐私自动设置的问题，该项目提出一种基于 Rasch 模型的隐私设置算法，并对

Rasch 模型中的参数赋予新的意义。该算法通过对所采集的用户设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用户隐私率及隐私设置对照表，新用户只需指定自己的隐私担忧程度，该算法就可在对照表

中寻找与该用户隐私率最接近的隐私设置项。 

 

 

无线电频率规划和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彭若弘 

项目组成员：彭若弘，王灵姗，王媚媚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 

随着新一代移动通信、物联网、宽带通信、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电频谱资源

的需求呈现海量增长，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无线电频谱资源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不

能仅仅关注其技术发展，更应当关注频率资源的管理问题。因此，如何对频谱资源进行科学

规划和高效管理，成为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的关键问题。  

该项目首先对国内外无线电管理机构在无线电频率的分配和收费等方面的相关管理制度

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比较。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从管理制度本身出发，详细阐述了国内外包括频谱划分、频谱分配、频谱收费、免费频

段管理等各方面的制度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示了无线电管理政策改革推进进程。 

2.通过各国电信业发展态势、无线电发展阶段、无线电管理政策的比较，得出了不同国情

下适合采用的无线电频谱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报告还引入“公共物品理论”对频谱资源进行分类，并依据分类结果提出

了相应的分配及收费方式。最后，报告基于我国无线电使用及管理的基本情况，对未来无线

电频谱资源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用户行为的移动互联网管理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闫  强  

项目组成员：闫  强，张  琳，甘家月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该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 

移动互联网是我国通信领域的支柱产业之一，是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将对通信业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积极开展移动互联网建设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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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要求。该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项目充分吸收专家意见和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以实际调研结果为依据，从我国移动

互联网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与特征，对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典型移动互联网业务场景中用

户行为的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从加强研究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法规、提升

移动互联网安全监管能力、提升我国信息安全技术、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等四个方面

给出我国移动互联网规范化管理的发展目标以及行动路径。  

 

 

移动通信网络演进升级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闫  强 

项目组成员：闫  强，张  琳，甘家月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 

TD-LTE 作为我国自主创新的技术标准，不能仅仅只关注其技术层面的发展问题，更应当

关注起运营层面的问题。随着 TD-LTE 商用速度的加快和产业链的不断扩大，需要评估其对国

计民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的指导方向和改进举措。  

该项目进行了深入调查，资料翔实，论证充分，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设计合理。尤其在

研究 TD-LTE 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中，通过大量的文献整理和指标提取，创立了一

个完整有说服力的 TD-LTE 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的评价体系，并借助该体系从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层面进行各指标的分析，完整展示了 TD-LTE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成

为该研究中最大的一个亮点。 

 

 

云时代的频谱价值评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潘  煜  

项目组成员：潘  煜，吴  刚，万  岩，杜立新，罗  枫，李  林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2-R-42）。 

1.《云时代的频谱价值创造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探讨，研究在有限的频谱上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云服务，创造更

多价值的模型； 

（2）建立云时代的频谱四维价值创造模型，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频谱价值进行科学

地评价； 

（3）针对研究结论，为频谱资源合理利用和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2.论文《浅谈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概念，现状及对策》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和无线通信设备的广泛应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面临着资源短缺、分配不合理等严峻挑战。

本文介绍了无线电频谱管理的概念及分类，分析了中国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管理的现状，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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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相关对策及建议。 

3.论文《无线电频谱资源价值研究——以移动通信、导航及广播行业为例》，由于频谱具

有稀缺性，如何提高其利用率，实现频谱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各国无线电频谱管理部门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该文分析了频谱价值水平和创造过程，建立了频谱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探

讨不同频谱资源价值水平要素对频谱资源价值创造的影响以及差异性，最后提出了相关管理

建议，从而为无线电频谱管理的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参考。  

 

 

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雷  敏，杨  榆，罗  群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2-R-46）。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制定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实现信息安全策略。信息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

立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安全管理法规，来保证系统安全生存与运行。当前 “希望下

一代互联网可管可控，建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业界对下一代互联网安

全的共识，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由政府牵头研究制定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标准体系，

制定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实现信息安全策略。同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逐步形成网络

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2.研究进一步强化政府依法管理信息安全的途径和方法，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和标准制

定，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从而达到净化网络环境，创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让人民

群众在享受互联网快捷便利的同时，个人的信息安全得到充分保护。  

3.研究加强网络安全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所涉及到政府职能问题，建立管理即服务的理

念，研究使用安全管理、产品和网络来保障信息在采集、传递、存储和应用时的机密性、完

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的方法。 

4.研究提高网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采用故障和灾难恢复机制减少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

损失。结合开展风险评估、等级保护、灾难备份等网络安全防护工作，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和

重要信息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灾难恢复能力，结合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的研究，探索出了

一条高效实现信息安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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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秀清  

项目组成员：黄秀清，张  静，霍煜梅，杨  旭，魏  方，梁雄健，周  魏， 

解锡梅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  

该项目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监管职能需求出发，基于对大数据时代特征和网络信息安全

问题的深入理解，剖析了信息活动各环节的特点，研究了信息活动各环节的关键角色及其法

律关系，对大数据对网络信息安全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梳理分析了我国现

有的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相关的政策法规并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相关制度进行来国际比较，研究

了如何构建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监管体系，为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出建议。主要研究内

容如下： 

1.网络信息安全与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梳理了网络信息的概念，分析了网络信息安全的构

成，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目标和内容。 

2.大数据时代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着重研究了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领域和大数据

时代的特点。 

3.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监管面临的挑战，深入剖析了大数据时代信息活动各环节的特

点，对大数据时代信息活动的关键角色进行了识别，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各角色之间的法律关

系，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活动引发的挑战，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的关

键问题。 

4.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现状，梳理了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的监管机构，针

对性地分析了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 

5.国外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经验与启示，基于欧美经验，从宏观战略、组织体系、政策法规

和技术与人才培养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6.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监管体系建议，基于前面五个部分的分析，从监管目标、对象

和工作重点，法律框架，政策框架，组织机构和具体措施提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监管体

系的建议。  

 

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发展路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爱华  

项目组成员：张爱华，闫  强，杨  旭，黄逸珺，车培荣，彭若弘，胡一闻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

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是中国国安体制机制变革的一个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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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举措。国家安全是综合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

存的发展，经济社会安全在国家整体安全中的分量与日俱增，对相应的网络信息安全也提出

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  

有别于目前的完全政府主导、意识形态对抗导向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支撑经济社

会安全的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应基于以下原则：  

1.政策牵引全社会参与：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特点，政府的支持应

该起到对市场资源催化剂式的牵引作用。 

2.管理协同指导技术发展：以系统的观点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实现行业管理和技术

手段的有机结合、主动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机结合、近期效果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 

3.长期持续优化演进：充分认识当前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和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趋势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单纯的运动式、项目式工作

模式，致力于构建网络信息安全长效机制。  

 

个人云计算服务的信息安全监管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谢雪梅 

项目组成员：谢雪梅，王旭辉，赵语茜，董  欣，赵立宁，王  勇，郭梦怡， 

杨  丹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工业与信息化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2-R-43）。 

该项目站在政府角度，从研究个人用户入手，研究云计算中的个人云计算服务中信息安

全立法方面问题，为个人云计算服务中的信息安全监管政策提供建议。项目组收集和归纳研

究了美国、欧盟、日本、德国等世界各发达国家在云计算服务的信息安全监管政策的资料，

并深入分析了国内外个人云计算服务的信息安全监管的现状。然后分别从国内个人云产业链

风险、个人云隐私保护以及个人云信任机制三个方面对公共个人云的安全性分别进行专题研

究，结合我国目前的个人云计算发展状况提出了有效的建议。 

从立法角度，项目组主要研究成果及建议：  

1.个人云计算服务安全监管应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承担成立党中央层面的云计算安全监管组织机构；并建议建立由政府机构、云计算行业

自律协会以及第三方认证机构三方面的个人云计算安全监管架构体系。 

2.建立一个统一、权威和高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构，明确该机构的职责和权限，独立

行使职权和严格统一执法的程序，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解决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构设置

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国家立法”与“行业自律”是当前主要的个人数

据保护模式。 

3.加强个人云计算服务产业链上关于政府或相关监管机构、个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云基

础设施供应商&网络运营商的安全立法工作。 

4. 靠政府法律和法规制定方法降低隐私关注好于第三方认证以及通过市场调节的方法；

立法机关应尽快加强隐私权方面的相关立法。 

5.给出了政府、相关机构和组织、云服务提供商三个参与方在云安全控制领域的“制定”

与“执行”的角色建议。并建议建立云计算安全审计制度和建立个人云计算服务安全检测点。    

研究报告对促进我国个人云计算的发展和安全监管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与借

鉴作用。 



98 

技术转移模式与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燕祝 

项目组成员：胡燕祝，艾新波，胡  宇，邵彦超，李雷远，赵会洋，李  涵， 

孟  臻，马祥洲，余  瑾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科学技术部专项经费项目（项目编号：2013cxb28）。 

根据技术成果转移流向将技术转移链分划为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对应科技创新成果

的创造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中介方、科技创新成果使用方。通过上述对象的数据分析工作，

产生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技术转移链前端环节： 

（１）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持续性发展，发展态势良好； 

（２）北京市重点扶持电子信息技术，其它行业与其相距巨大，不利于北京市日后的经

济转型； 

（３）技术领域扶持缺乏长期规划； 

（４）资助方式形式上多样化，使用单一化。 

2.技术转移链中端环节： 

（１）市场对不同类型的技术需求呈波浪形发展趋势； 

（２）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在研制周期长、技术含量高的装备类项目上有所欠

缺，多倾向于见效快、投资少的项目，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３）市场需求与基金扶持不同步，平均滞后 3 年，符合创新成果转化周期 3-7 年的规律。

且某此市场需求不在创新基金的扶持范围内； 

（４）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与技术交易市场的技术交易热点基本一致，但研发周期长、

投资金额大、科技含量高的技术领域不在创新基金扶持范围内； 

（５）创新成果买入方主要以内资企业为主； 

（６）从技术领域的角度看交易合同的类型以技术服务形式为主要创新成果转化形式。 

3.技术转移链终端环节： 

（１）传统产业虽然式微，但仍具有一定的需求量。信息技术交易是市场的主流。生物、

环境、能源、材料科学在是未来的发展热点之一； 

（２）科技服务的需求逐渐显现，如标准、培训等。 

4.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结合专家经验，初步得出了可用于指导技术交易的若干结论。结果

已呈报科技部创新体系办公室，并得到相关领导和业内专家的认可。主要包括：  

（１）相关主管部门在制定科技创新扶持计划时，结合国际创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扶持

符合国际发展趋势或具有独创性的技术； 

（２）结合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技术扶持长期规划； 

（３）通过技术创新扶持，引导技术领域梯队化，对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项

目适当提高资助比例； 

（４）采用多样化资助方式，利用适当的激励机制，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压力，促进中

小企业的发展； 

（５）加大装备制造业等技术类型加大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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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基本协议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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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奋卓，秦素娟，贾恒越，宋婷婷，苏  琦，黄  伟， 

张可佳，武  霞，刘  斌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课题为“十二五”国家密码发展基金密码理论课题。 

该课题多渠道广泛搜集国内外量子密码研究的最新资料，跟踪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按

计划组织讨论，认真开展研究。课题组成员利用密码理论、量子物理、量子信息理论等工具

在量子密码协议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果： 

1.量子签名协议分析与设计方面：首先对用 bell 态的 AQS 协议进行安全性分析，然后分

析不用纠缠态的 AQS 协议，以及从接收者对于签名伪造的角度分析其安全性，最后给出改进

的量子签名协议。 

2.量子掷币协议的设计方面：给出一个强量子掷币协议。该协议用到了一个 EPR 对和一

个量子存储器，并对信道损失和量子存储器损失进行了分析。另外也详细分析了双方的欺骗

方法和策略，并论证了实验可行性。另外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前、后向选择量子态，不

需要长效量子存储器的欺骗敏感的量子比特承诺协议。能检测到协议参与双方的欺骗行为，

并能利用当前的技术来实现。 

3.其他量子协议的设计与分析方面：一方面，设计多种量子保密比较、量子密钥协商、量

子保密查询和量子秘密共享方面的协议。另一方面，利用密码分析理论对现有的多种量子密

码协议进行了深入的安全性分析，发现了一些协议的全兴漏洞，给出了具体的攻击方法，同

时找到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手机里多种窃听检测模式下的全新分析方法，并对他们进行

了分类和总结。根据不同类协议的特点，建立了多种密码分析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分析了多

种著名的量子密码协议。  

 

 

无线移动通信网络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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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平，马华东，陶小峰，田  辉，刘宝玲，罗  红， 

王  晶，王  纯，李  炜，朱晓民，王玉龙，张建华，冯志勇， 

李立华，崔琪楣，王  莹，康桂霞，许晓东，姜  军，邓  钢， 

唐晓晟，张  治，李文生，张  磊，徐  童，王敬宇，张乐剑， 

沈奇威，戚  琦，胡  铮，王  强，李亦农，李卫东，唐  恬， 

马  楠，陈  杰，刘  亮，明安龙，毛续飞，段鹏瑞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8 日 

 

该课题为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课题（课题编号：IRT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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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紧密结合无线移动通信网络理论与技术方向，围绕无线、网络、业务等复杂多域

环境中的适变性科学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业务导向型网络的多平面层次体

系，具有适变性的高效宽带传输理论，以及物联网环境中多媒体计算理论。 

该团队创新能力突出，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在 IEEE/ACM Transaction 及 Magazine 等

刊物和会议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129 篇，申请发明专利 162 项，完成国际标准提案 10 项，主持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973 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等项目在内的 20 余项国家及

省部级科研项目；应用上述理论成果研发了多个实用化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大规模的

产业化应用，获得了重大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在内

的 8 项科技奖励，全面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书中的研究成果指标。  

创新团队紧紧围绕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改善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打造了一支

创新能力更强、成果丰硕的高水平学术队伍。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课题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团队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1 人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项目成员入选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学研究基金等多项人才计划，

培养多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另一方面，团队还以无线移动通信网络方向为牵引，大力开展新

实验项目建设，丰富和改革实验教学内容。  

 

 

面向认知无线网络的端到端重购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冯志勇  

课题组成员：冯志勇，张奇勋，张轶凡，尉志清，冯泽冰，袁  昕， 

黄  赛，仇  琛，冯建元，付  璇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10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ECT-10-0259）。 

目前，随着对带宽的要求不断提高，移动通信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频谱短缺，同时现有

频谱的利用率严重不均衡，平均占用度仅为 5%。为此，提出无线网络认知理论与方法，通过

认知的方法共享频谱，提高现有频谱资源的利用率。  

针对如何快速准确地获取频谱信息等问题，提出了频谱信息认知理论。在该理论中提出

了动态特征快速匹配的频谱感知方法，使频谱信息获取的灵敏度提升 18dB，信息的获取速度

提升 80 倍；提出了着色理论进行频谱管理，使频谱利用率提升至 39%。  

针对网络间相互隔离，网间环境信息难以互通的问题，提出了网络信息认知理论，提出

无线网络认知信息共享模型，设计认知平面，从而实现网间信息共享；利用生态学种群竞争

和进化模型使频谱利用率提升至 64%。  

针对如何科学度量认知信息等问题，提出认知信息度量理论，从信息论角度给出认知信

息度量方法，得到影响认知信息量的关键因素和规律，得到认知极限；也揭示了认知信息量

和频谱利用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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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与纳米腔相互耦合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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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敏  

课题组成员：刘玉敏，俞重远，张  文，周  帅，王东林，伍铁生， 

杨创华，束长干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10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10-0261）。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涵盖了量子光学、纳米光子学及半导体材料生长领域。标志性研

究成果有以下几点： 

1.量子点与微腔耦合系统研究： 

研究了在磁场作用下的量子点与双模微腔耦合系统对脉冲激励的非线性响应，发现了该

系统的输出响应对激励脉冲的偏振敏感性，以及该系统在偏振正交的双脉冲激励下对后脉冲

的抑制效应。  

研究了量子点-双模微腔耦合系统的反常光子阻塞效应，提出了双模泵浦激励模型。发现

调节两个腔模泵浦的激励强度之比可以调控系统的单光子发射特性，使零延时二阶自相关函

数降低至 10-7 以下，在理论上验证了利用该系统实现几乎完全纯净的单光子发射的可能。   

2.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波导的传感器设计： 

设计研究了两种基于金属表面等离子体波导的温度传感器结构。一种为引入单个三角形

缺陷的结构，折射率传感灵敏度可达 1736 nm RIU−1，温度传感灵敏度可达 0.51 nm/℃；另一

种为引入环形谐振腔的结构，折射率传感灵敏度可达 3460 nm RIU−1，温度传感灵敏度可达

1.36 nm/℃。 

3.光子晶体结构设计与性能优化： 

建立了基于几何投影法和有限元法的优化方法，设计了新型光子晶体微腔和光子晶体波

导结构。设计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正晶格 GaAs 二维光子晶体结构，使绝对带隙达到了

0.1623(2πc/a)，并通过参数优化使其达到 0.1735(2πc/a)。通过对光子晶体平板腔的缺陷位置与

形状的优化，使微腔 Q 值达到 5×105，且有效模式体积达到 0.2。 

4. 高效金属等离子体太阳能电池结构设计： 

设计研究了一种圆屋顶型太阳能电池，该电池结构结合结构化的减反射层和金属光栅结

构，通过等离子体效应增大长波长区域的吸收率。通过参数优化，可使得平均有源层吸收率

不小于 63%，最大可达 70.77%。 

5. 利用量子点对贯穿位错进行抑制的研究： 

基于连续弹性理论和有限长位错段的应力分布解析公式，使用有限元计算方法，建立量

子点应变场与位错应变场相互作用的能量平衡模型，利用能量平衡理论计算得到了能够抑制

贯穿位错传播的量子点有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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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与大学生价值观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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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玲，齐英艳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10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10-0264）。  

网络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形态，新的信息方式为知识获取提供了多元渠道，这种信息张力

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网络在社会制度等宏观层面上对社会系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也在微观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层面上产生了巨大的、强制性的社会化的影响，要求人们

必须在行为与观念的层面上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便能够被整合进由于网络的出现所形成的

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行动系统的框架之中。  

网络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革命，更是思维上的创新，即观念转化，包括价值观念、思

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的变迁。网络以其独特魅力用各种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

念，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网络社会产生的思想对个体的人格成长和价值观塑造具有

大的功用。网络社会逐步地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文化氛围，产生一种全新的

“价值”。  

伴随着青少年一路成长，网络中折射出来的信息对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化情趣、综合素

养、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学阶段是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促使大学生对社会新鲜事物尤为喜爱，使其更容易受网络中的信息、

言论的影响，进而影响其对社会的认知与态度，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本研究旨在探

讨大学生在互联网空间的互动重构其社会沟通与实践的结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的变

化。  

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为现代人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机会的同时，

也设置了一系列的挑战与障碍。在面对这种环境与困境时，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潜力与动力

的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何种状态，网络对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到底发挥多大作用，本研

究都做出解答。如何让青年大学生最大程度地利用网络的优势来呈现自我，如何在复杂冗乱

的网络环境里，采取大学生喜爱的方式，对其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使其能够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坚守“中国梦”，该研究都做出探讨。  

 

 

以用户为中心的认知服务技术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孙其博  

课题组成员：孙其博，王尚广，王文彬，周  敖，马  友，刘志飘， 

徐晓斌，范存群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10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10-0263）。  

该课题面向未来信息通信网络的发展趋势，适应未来应用环境的变化和服务模式观点的

变化，重点开展基于认知计算模式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下一代服务技术体系的创新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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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平台开发的研究方法，以提出合理分离上下文感知、内容聚合和

通信关联的立体化认知服务框架为依托，以研究具有上下文感知、推理和决策能力以及智能

适变技术的认知服务关键技术为切入点，探索以用户为中心的认知服务提供方法，主要研究

了认知服务的提供体系、认知服务的组合方法和认知服务的服务质量保证等问题，并着重研

究了认知服务的上下文认知方法、认知服务的适变与重配置、认知服务的服务选择、服务组

合以及服务质量映射模型、度量和预测等关键技术。  

基于该课题研究成果，开发完成了一套认知业务的服务质量预测原型系统，该原型系统

由服务数据采集与处理、预测结果展示、参数设置三部分组成。对该原型系统的测试结果表

明，该原型系统已基本能够对 web 服务的运行质量进行初步的分析与预测，并且预测结果较

好。  

 

 

量子密码基本协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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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华，金正平，秦素娟，郭奋卓，贾恒越， 

林  崧，宋婷婷，苏  琦，黄  伟，刘  斌，武  霞， 

张可佳，张伟伟，王庆乐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10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10-0260）。  

该课题在阅读分析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量子密码基本协议的设计与分析展开了系统

的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 

1.仲裁量子签名攻击方法：对现有三种仲裁量子签名协议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巧妙的攻击

方法，将此类协议完全攻破。该攻击思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已经被很多其他学者广泛借鉴，

用于攻破多种其它衍生的量子签名协议。 

2.灵活实用的量子保密查询协议：针对以往协议灵活性差的缺陷，设计了一种新的量子保

密数据查询协议，该协议灵活性显著提高。 

3.量子隐写中的相关理论问题：针对此前提出的基于量子密钥分配的量子隐写方案，论证

了量子密钥分配等密码协议本身在理论上可以做直接安全通信，因此不适合做隐写载体。该

成果纠正了量子隐写中广泛存在的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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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无线中继网络的协同网络编码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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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木根  

课题组成员：彭木根，李  勇，梁  栋，赵中原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课题为教育部 2010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批准号：NCET-10-0262）。 

该课题针对无线中继传输谱效率低这一难题，提出了蜂窝移动场景下的协同网络编码方

案，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理论给出了不同天线配置和中继模式的网络编码理论性能，设计了高

分集度和高频谱利用率的多天线网络编码方法，给出了协同网络编码抗小区间干扰方法。此

外，基于无线网络编码技术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进行了协同通信理论技术的研究工作，

针对异构无线网络基于核心网融合存在时延长和性能差等问题，提出了基于协同的异构无线

接入网融合方案，给出了不同无线信道条件和协作配置时异构协作通信的信息理论容量限，

揭示了用户数、中继节点数和叠加码对异构协同信息理论性能影响，提出了分层多级联合无

线处理方法。 

 

 

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中的“和谐思想观”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纪平  

项目组成员：杨纪平，吴泽庆，郭艳玲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1.发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 篇： 1）“我心飞翔”：米勒特的同性恋“性政治”观 《长

城》 2014 年第 2 期；2）《来自星星的你》的女性诉求《当代电视》2014 年第 5 期；3）简•

盖洛普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话语概述《山花》2014 年 9 月。 

2.发表普通期刊论文 8 篇：1）“南方淑女”之死：评奥康纳的南方史观《当代小说》2014

年 4 月；2）对爱的恐惧——《好人难寻》的心理探析《名作欣赏》2014 年 9 月；3）种族关

系的破冰—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种族观研究《青年文学家》2014 年 8 月；4）瓦格纳-马丁：新

女性传记作家的典范《安徽文学》2014 年 5 月；5）文学与“物质性”的结合：谈海尔斯的《书

写机器》《青年文学家》2014 年 5 月；6）凯瑟琳•海尔斯：文学与科技的链接者《时代文学》

2014 年 1 月；7）米勒特的性别理论概述《世界文学评论》2014 年第一辑；8）历史与现实断

层中的“新女性”—奥尼尔《毛猿》的女性主义解读《北方文学》2014 年第 5 期。 

3.出版二十万字专著一部：《走向和谐——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一书于 2014 年 8 月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奥康纳以其作品中的怪诞、暴力和死亡而著称，展现给读者一个

“好人难寻”的世界，塑造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人”。该书从奥康纳人生中的四个核心元

素为切入点，分别从宗教、种族、两性和历史的视角对其作品进行逐一层面的解读，并将各

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阐释，透过其作品表面的怪诞、暴力和死亡逐步探讨其中蕴含的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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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思想观，即：推翻社会生活中的二元对立，在宗教、两性、种族和历史等各个层面构

建和谐状态。全书分为六部分：绪论；第一章 从信仰危机到人性回归；第二章 从性别主义

到两性和谐；第三章 从种族对立到种族和谐；第四章 从历史幻想走向历史现实以及参考文

献等。  

 

 

基于 MEMS 的 Ka 波段可重构天线设计理论和 

方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邓中亮 

项目组成员：邓中亮，韩  可，徐连明，刘  昆，葛悦涛，姚宜东，张乃柏， 

洪满足，常连立，舒  昶，瞿红来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6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10011）。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重点研究 Ka 波段天线的设计方法和可重构理论，研究新型小尺寸波长比电磁带隙结构

的理论思想和设计方法，将电磁带隙结构运用于天线结构中，解决 Ka 波段严重的表面波损

耗和互偶损耗。 

2.研究 MEMS 开关在频率可重构天线和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重构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MEMS 重构机制的引入对天线整体机械、射频性能的影响，并对基于 MEMS 的可重构天线

进行建模、设计方法的研究。  

3.利用电磁带隙结构和 MEMS 技术，实现机械、射频性能均优越的 Ka 波段频率可重构

天线及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4.论证分析了电磁带隙结构在可重构天线中的应用原理及可行性。 

5.在对 MEMS 开关电磁模型、力学模型和电路模型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及仿真

优化，完成了用于频率和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MEMS 开关设计。 

6.基于电磁带隙原理和 MEMS 开关结构，共取得了 7 种不同结构的的 Ka 波段可重构天线

设计与仿真成果。其中频率可重构天线 4 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3 种。4 款基于电磁带隙技术

和 RF MEMS 技术的频率可重构贴片天线的设计和仿真，均实现了 Ka 波段频率可重构目的，

其中一款能避免因频率切换造成的辐射方向的变化，使天线在某些对方向图有严格要求的应

用场合仍然适用；3 款基于电磁带隙技术和 RF MEMS 技术的方向图可重构贴片天线的设计和

仿真，相对传统依靠阵列相移实现方向图重构的天线有体积小、重量轻、易集成等特点，其

中两款具有超宽带、高增益等特点。 

这些天线结构简单，易于加工，且生产成本较低，同时具有小型化、高性能、高可靠性

和稳定性等特点，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无线通信及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项目从基础理

论、结构设计、仿真与工艺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索，成功攻克了基于 RF MEMS

技术和电磁带隙结构的 Ka 波段可重构天线的建模与仿真等难题，为天线的加工及测试奠定了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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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多媒体子系统中业务信令控制优化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廖建新 

项目组成员：廖建新，王  晶，王敬宇，戚  琦，王金柱，卿苏德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10008）。 

3GPP 提出的 IMS 作为公认的网络融合在业务控制层面实现的最理想方式，其标准还处

于发展阶段。项目组针对 IMS 的业务信令控制在支持多业务触发、异构网络业务连续性及移

动子网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IMS 业务触发： 

（1）提出了多业务线性链式业务触发机制，将多个业务地址加入 SIP 消息的“Route”头中，

利用 SIP 消息自身特性实现多业务一次性触发，在 IMS 业务触发阶段解决会话建立时延过长

的问题； 

（2）深入 IMS 业务触发的 QoS 描述问题，通过分析 IMS 中语义服务发现面临的要求

和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词法信息和语义信息的本体匹配算法； 

（3）研究了一种基于小生境技术的环状粒子群服务选择算法，将粒子群算法中每三个序

号相邻的粒子组成小生境环境，并将每个小生境串接使整个粒子群形成环状结构，增强了粒

子群算法对服务选择问题中次优解的抵抗力，提高了服务选择的精确度； 

（4）针对 IMS 业务触发过程，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的端到端过载控制机制，解决了 S-CSCF 

自适应过载控制的问题，能够快速响应应用服务器的接入负载变化，合理分配骤增的业务量，

且具有很好的公平性。 

2.IMS 业务连续性： 

（1）针对目前软切换存在的问题，项目组针对 IPTV 业务提出并行软切换算法和媒体速

率控制策略，利用两个接入网并行传输不同内容的媒体流，实现了多接入网间的负载分担，

有效利用了无线网络资源。新机制根据会话切换前后接入网的 QoS 协商结果，在合适的时机

调整并行传输的媒体编码速率； 

（2）考虑基于多个业务行为叠加的特性，感知移动终端的业务行为信息，采取多业务集

中切换机制，将叠加服务各自单独的会话切换信令统一为一条信令，从而节约终端计算和接

口资源的使用； 

（3）针对 IMS 的多个异构接入网，提出了一套面向路径相关性的多路径选择机制，尽

量选择没有共享瓶颈的多条路径来实际传输数据。 

3.IMS 移动子网： 

（1）针对异构网络环境和 IMS QoS 控制模型的特点，项目组提出 HBS 移动子网 QoS 控

制模型 HBS。HBS 为移动子网的所有会话建立聚合的 IP 承载，解决了独立 QoS 控制机制的

信令浪费问题； 

（2）HBS 为每个会话选择最佳接入网，并且利用 VBR 媒体流的空闲带宽为非实时会话

服务，优化了现有移动子网的 Qo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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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保密直接传输协议及其线路模拟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秀波 

项目组成员：陈秀波，张  茹，林荣恒，袁开国，肖  达，徐  刚，窦  钊， 

王  枞，罗明星，康双勇，魏战红，马松雅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6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20002）。  

该项目严格执行了既定研究计划，开展了量子保密通信协议及其线路模拟基的研究，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 

1.量子保密直接传输新协议的研究。 

2.使用 Brown 态作为量子资源，提出了一个新的任意两粒子和三粒子量子态的受控远程态

制备方案。 

3.使用广义的七粒子布朗态作为量子信息载体，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态

共享方案。 

4.基于任意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提出了一个具有无条件安全性的量子隐蔽信道协议。 

5.提出了一个信息理论模型，该模型可以用来评估量子信息处理中的经典通信花费。 

6.对于两个特定的量子秘密共享协议，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安全性漏洞，为了保护信息的机

密性，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案以抵抗这些攻击。 

7.不同网络结构下的多方交互的量子保密直接传输协议的研究。 

8.提出了一个 d 级量子网络中的高效纠缠信道构建方案。 

9.通过设计量子信息传输协议，解决了量子网络中量子态的安全通信问题。 

10.提出了多发送方和多接收方的联合远程态制备协议，该协议中每个接收者能同时重构

来自所有的发送者的包含联合信息的量子比特态。 

11.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且经济量子资源的可膨胀性量子秘密共享方案。 

12.量子通信协议的线路模拟研究。 

13.讨论了一般的量子态全局演化的最优近似模拟，提出了一个联合远程态制备的实验实

现方案。 

14.利用几何化理论给出了一般量子态全局演化的统一最优近似模拟方法。 

15.构建了两个发送方向远程接收者联合制备一个任意单粒子态及联合制备一个任意两量

子比特态的量子线路。 

该项目还设计了五个量子信息方面的新型协议，具体包括：两个量子私密比较协议、两

个多方量子秘密共享协议和一个量子信息隐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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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粒度 Web 服务接口的行为适配机制与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程  渤 

项目组成员：程  渤，夏亚梅，张玉洁，石瑞生，翟仲毅，何淑庆，高铁梁， 

朱  浩，吴小坤，史小天，李叶力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6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20009）。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大粒度服务协同描述语言 BPEL，将 BPEL 转化为形式化 Petri 网模型，从而分析的

大粒度服务协同过程中出现的死锁、不可达和不安全问题。同时将传统 Pi 演算扩展为 Pi-beam，

提出了基于扩展 π演算的大粒度服务协同的通用行为模型建模方法。 

2.提出基于网/进程的大粒度服务协同交互行为的验证方法，以及大粒度网络服务协同流

程之间的相容性和相容度计算公式，同时提出一种使用调解规则对协同行为进行转换的调解

方法，结合行为理论，对大粒度网络服务协同的完整行为及其状态空间进行推演与适配调解。  

3.基于上下文感知计算，提出了大粒度网络服务协同中的复合事件检测算法，根据复合事

件做出决策，服务流程自适应执行相应操作，提出了位置感知的移动网络服务协同适配机制

和方法，使移动大粒度网络服务具有情景感知和动态调配能力。 

 

 

基于多进制 QAM 调制的 10Gb/s 光载毫米波信号的 

产生和长距离传输性能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马健新 

项目组成员：马健新，刘  博，田清华，张  琦，赵同刚，忻向军，桑新柱， 

余重秀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6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20014）。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深入研究了铌酸锂外调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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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频低成本产生方法。 

2.在分析光纤的色散、非线性等特性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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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光谱结构和数据信号调制格式对高速的 QAM 光载毫米波信号

传输性能的影响机制。 

3.提出基于四倍频的基站无光源 16QAM 数据调制的光载毫米波 ROF 全双工链路的实现

方案，能够有效克服光纤色散引起的幅度衰落效应和码走离效应，传输距离超过 30km。 

4.提出基于 4 倍频产生的 10G/bs QAM 光载毫米波复用方案，两种不同的 10G/bs QAM 信

号分别调制到光载毫米波的两个二阶边带上，能够克服了光纤色散引起的幅度衰落效应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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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离效应，同时降低了基站的复杂度和设备的频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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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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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距离接近 40km。 

5.提出的两种有线/无线融合接入方案，充分利用光载波的偏振和频率自由度产生融合光

信号，能够为用户提供有线和无线可选择的 10Gb/s 的高速对称或 10G/2.5Gb/s 的非对称双工

接入，传输距离超过 40km，有望应用于有线和无线融合框架下的高速接入网络。 

该项目所涉及的基于多进制 QAM 调制的 10Gb/s 光载毫米波信号的产生和长距离传输

RoF 链路实现反感对 RoF 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实用化具有积极意义，可为 RoF 技术的发展和

有线/无线融合高速接入网络的发展和应用奠定基础，为 10Gb/s 的宽带有线和无线混合接入提

供技术积累。 

 

 

多层多域光网络群故障机理及抗毁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韩大海 

项目组成员：韩大海，赵永利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6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20015）。 

该项目立足光网络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将复杂

网络理论扩展至光网络领域，综合使用理论分析、系统仿真与实验验证等多种手段全面展开

多层次多区域光网络中针对故障传播所导致的群故障抗毁性研究。该项目首次提出了光网络

中群故障的概念，并利用复杂网络理论中的动力学传播模型解析故障传播所导致的群故障产

生机理，采用渗流理论分析大规模光网络的集群特征，提炼出适用于群故障的理论分析模型。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多层多域光网络中群故障的产生机理与理论模型。 

2.基于智能化机理的群故障快速发现与定位机制。 

3.针对多层多域光网络中群故障的保护恢复策略。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多层多域大规模光网络中群故障的概念，研究群故障的特征与基于故障传播的产

生机理，并提出大规模光网络中群故障的理论分析模型。 

2.利用渗流理论分析乐大规模光网络的集群特征，提出光网络集群模型，并研究利用复杂

网络相关理论分析解决大规模光网络中群故障的方法。 

3.将大规模光网络中群故障的快速定位与恢复机制与基于PCE的GMPLS/ASON控制平面

结合，扩展链路资源管理协议和信令协议，实现光网络抗毁性的提升。 

4.采用理论分析、系统仿真与试验验证等多种手段研究基于光网络群故障的抗毁性中的关

键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进行实践验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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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与复杂网络的群体智能优化新模型 

与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彭海朋，李丽香，雷  敏，高  博，赵大伟，李树栋， 

王卫苹，余江妮，谢  东，鲁艳蓉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2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10002）。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在群智能优化新模型的设计方面：构造了搜寻者优化算法以解决时滞混沌系统的参数辨

识问题，所构造算法将优化视为搜寻队伍在搜索空间对最优解的搜索，以搜寻队伍为种群，

以搜寻者所处位置为优化问题的候选解，利用经验梯度确定搜索方向，用模糊不确定性推理

确定步长，完成搜寻者在搜索空间中的位置更新，实现解的优化。大量的数值仿真结果表明

所提算法比粒子群优化算法、差分进化算法的辨识结果要好。 

2.在网络结构和通讯对模型优化的影响方面：在蓄意攻击和随机故障等多种策略下，分别

研究了攻击节点和攻击链路所引起的级联动力学行为过程，揭示了网络级联事件所经历的生

命周期及级联过程中网络崩溃部件的时间规律特征。分析了容迟网中信息在两个节点之间传

递时需要进行相互认证的一般规律，给出了动态图和动态度的定义，建立了容迟网安全信息

传输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刻画容迟网的单跳可认证信息的广播情况，找到节点应该维护的

公钥个数与信息持有节点的衰变率等参数与信息传播率的关系。 

3.在优化性能的改进方面：基于模糊自适应混沌蚂蚁群优化算法和序贯二次规划方法，提

出了一种新的优化方法用来处理电力系统中带有阀点效应的负荷经济调度问题。模糊自适应

混沌蚂蚁群优化算法是主要的优化算法，序贯二次规划方法被用来进一步的更好的调整模糊

自适应混沌蚂蚁群优化算法优化的结果。 

4.在基于复杂网络框架的统一群智能理论体系的建立方面：构造了基于混沌蚂蚁群算法的

Web 用户聚类方案，进一步的基于随机索引建模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群体用户的行为预测

和网页预取方案，大量的预取实验结果表明了基于 CAS-C 的 Web 用户聚类方案能够获得较高

的网页预取的准确率。研究了辨识未知网络拓扑结构的具体过程，通过分析辨识的暂态过程

可以准确估计出同步网络的拓扑结构，提出了有限时间持续激励条件和有限时间线性无关条

件，从而保证未知网络在暂态过程中趋近于真值，并且在暂态过程结束后保持不变，实现了

准确的复杂网络拓扑连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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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纳米线中的等离激元振荡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阎结昀 

项目组成员：阎结昀，杜银锁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6 日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20017）。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构造了一种由圆柱形金属-介电纳米多层膜构成的表面等离激元纤波导，并详细的研究

里波导中的等离激元的传输特性，包括色散关系，场分布，能流分布以及对结构和材料参数

的依赖关系。理论上得到决定光场分布的非线性矩阵薛定谔方程。通过数值的办法得到了表

面等离激子光孤子并研究了其传输特性。由于这种结构是圆柱形对称的结构，因此越向中心，

非线性效应和场增强效应越明显，这对光的的限制非常明显，如在该结构中，工作波长为

1550nm 时形成的表面等离激元光孤子可以被限制在 400nm 的范围内。 

2.进行了半导体量子线中激子和表面等离激元的相互作用研究： 

（1）第一种模型是半导体-绝缘体-金属三层圆柱形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和半导体中的激

子在空间上仅有纳米尺度的距离，相互作用非常强，将激子的势在实空间解析的表示出来，

再通过数值的办法求解激子的波函数，用这一方法来处理激子和表面等离激元的相互作用未

见有文章报道。研究发现激子的吸收发生的明显的红移，数量级可以达到 10meV 的量级，这

和原来的半导体量子点和金属纳米球复合结构中的的激子和表面等离激元的相互作用（激子

红移最大为 0.1meV 的量级）相比，相互作用非常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激子的红移是元激发

的镜象势和非直接 Coulomb 相互作用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产生红移，后者产生蓝移）； 

（2）第二种模型是金属-绝缘-半导体纳米线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由于等离激元的影响，

激子的吸收明显红移，可以达到几个甚至 10meV 的量级。项目组分析了这种红移的原因，是

非直接 Coulomb 相互作用与镜象势两者分别产生红移的叠加效果。除了对机制的分析研究外，

项目组还通过数值的办法分析研究了结构参数对吸收光谱红移的影响。 

 

 

纳米线异质结构双光子纠缠源的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俞重远 

项目组成员：俞重远，刘玉敏，芦鹏飞，韩利红，叶  寒，王东林，张  文， 

彭益炜，杨创华，王鹏举，崔倩茹，叶春伟，汪  洁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7 日 

 

该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005110013）。 

磁场可以通过塞曼效应调控量子点激子自旋态，使得量子点与微腔耦合系统的调控手段

更加多样化，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对磁场作用下的量子点-双模微腔强耦合系统对脉冲泵浦的非线性响应进行了研究，建

立了塞曼分裂的激子态与两个偏振正交腔模强耦合的全量子模型，在单个线偏振脉冲泵浦激

励下，得到了腔模在激子介导下的相互作用与偏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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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通过两个偏振正交、具有一定时间的脉冲泵浦激励，耦合系统的输

入表现出对后脉冲的抑制效应，体现了磁场作用下系统的强非线性。 

3.对磁场大小、脉冲强度与宽度、量子点与腔模耦合强度以及双脉冲时延等系统参数对耦

合系统的非线性强度和脉冲抑制效果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分析。研究成果对实现单光子级

的光开关和偏振转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在量子信息处理领域具有重大应用潜力。 

4.对双模激励下的量子点-双模微腔强耦合系统的单光子发射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5.在单模泵浦激励下量子点-双模微腔强耦合系统的反常光子阻塞基础上，提出了双模泵

浦激励的模型。研究发现调节两个腔模泵浦的激励强度之比，可以调控耦合系统的单光子发

射，实现最优的非经典光特性，使零延时二阶自相关函数降低至 10-5 以下，从而在理论上验

证了利用该系统实现几乎完全纯净的单光子发射的可能。研究成果对实现高效、纯净的单光

子源器件具有重大意义。  

 

 

面向数字光相干接收的光纤非线性解析理论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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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冠军  

课题组成员：高冠军，赵永利，张  杰，顾畹仪，李圆圆，张  楷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16 日  

 

该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针对超大容量光纤传输和高效弹性全光组网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面向数字光相干接收

系统中的光纤非线性传输模式下的传输性能解析建模理论，充分考虑光纤中色散、偏振模色

散、ASE 噪声等线性作用和光纤非线性效应的复杂作用机理，得到对于不同调制带宽、信道

间隔等信号特征广泛适应，满足不规则光纤链路配置和有限非线性损伤补偿等实际条件下光

纤非线性传输性能的解析计算模型，并采用系统仿真和实验进行全面验证。除了完成项目申

报时制定的面向数字光相干接收的非线性传输性能解析分析理论、信号和信道特征广泛适应

的精确评估模型和非线性补偿等数字化信道修正的性能解析方法等三项研究内容外，还利用

上述模型，研究了支持软件定义传输的弹性全光网络跨层设计和软件定义光传输中的新型损

伤补偿技术，有效解决了面向数字光相干接收系统的传输性能评估、优化和性能提升问题。  

 

 

高精度光纤时频传输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尹飞飞  

课题组成员：尹飞飞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课题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面向未来高精度航天测控中时间高精度同步和基准频率高精度传递的重大挑战。研究了

基于光纤的高精度时间、频率传递理论与技术，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该项目立

足学科领域前沿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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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时精度和守时精度统一协调机制：解决了目前授时精度远远低于守时精度的矛盾，把

时间传输和频率传输统一协调，探索实现了高稳定度时频传输的机制及控制机制。 

2.大动态范围、高精度补偿机制：探索实现大动态补偿范围的机制，在实现超大距离传输

的同时，实现了高精度的时间、频率传递，解决补偿范围与补偿精度的矛盾。 

以上创新性研究工作，可以用于长距离、高稳定度时频微波光子信号在光纤中传输模型、

时频同时传输复用机制与反馈控制机制等方面，为推动高精度航天测控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变革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程玉红 

项目组成员：程玉红，陈  谊，赵  莉，徐  峰，吴克峰，周  清，刘  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8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0YJC810006）。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分析网络时代民主政治发展新现象：在网络时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革新使网络参政

和体制外政治参与兴起，并形成新的政治沟通渠道。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既有

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不能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行为走向

互联网络渠道，并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政治参与空间转变和体制内外出现巨

大差异，影响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其深层原因在于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渗透及普世化。 

2.分析在网络时代政党变革面临着的严峻挑战与发展机遇：西方政党变革理论指出了政党

调适的重要性，我国研究指出政党变革是政党现代化之路。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给政党带

来挑战与机遇是普遍性问题。政党挑战来自参与渠道、群众基础、组织结构以及意识形态诸

方面的问题。在网络时代，政党要生存和发展，不变革势必死亡，这需要政党把握网络时代

发展机遇积极寻求生存之道。 

3.分析网络时代政党变革的特征、原则和目标：特征是政党为何变革以及怎样变革过程中

的形态概括，原则是政党变革过程中应该把握的尺度。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是

政党变革的基本特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等是政党变革需要遵循基本原则，这些特征和原

则也是政党、社会、国家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发展要求。政党执政、政党认同、合法性等是

政党变革的主要目标。 

4.分析网络时代的政党组织革新：政党组织结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与领导体制等受到

网络时代政治参与发展的影响，客观发展要求组织自我革新。政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有一

个历史的过程，政党组织形态各异，目前出现网络党、媒体党、问题党等新组织形态。网络

时代出现的这些变化需要政党顺应时代潮流采取措施，重新定位政党组织性质，扩大组织的

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调整组织结构，革新组织方式。 

5.分析网络时代的政党意识形态嬗变：意识形态反映特定阶级、阶层、集团、社会组织的

利益和要求，政党意识形态是一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变化、

外来思想文化等对政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网络时代的政党意识形态权威性锐减。政党

意识形态出现中间化、弱化的态势。不同的政党面临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政党要生存就要与

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政党只有积极运用网络新媒体等传播方式与方法进行全方位多

层次的政党意识形态渗透，才能获得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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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析中国共产党在网络时代的变革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

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重

要的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变革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

中国社会现实发展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自我革新，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更高需求。 

 

 

大学生校园社交网络使用与社会关系维系研究 

——以三所大学为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  佩 

项目组成员：黄  佩，张  瑜，梁  刚，闫  强，蔡曦亮，张  蓁，牛晴晴 

结题时间：2013 月 12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YJC860003）。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为专著《网络社区：我们在一起》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其主要

内容包括： 

1.上篇共 5 章：该部分阐述了研究网络社区的基本理论框架：网络社区与社会结构及传播

媒介的发展相关；网络社区的文化基础与空间文化的新发展、社会分层的新形式有关；网络

社区重在以新的方式促进社会关系的连接，其中互动、中介化和社会资本是连接手段及纽带；

网络社区给个人提供了新兴的自我构建方式，为社会的个人互动提供了新的方式。 

2.下篇共 5 章：该部分从人际传播中的使用者分析、社会环境与阶层、网络中的人际关系

等方面出发，分析网络社区，才能更好地将人、社区和社会三者之间有机结合起来。 

该书的创新之处包括： 

1.将网络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社会变迁及文化背景之中，从传播学理论以及相关的社会

科学理论出发，尝试建立了一个分析网络社区的理论框架。 

2.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的尝试，综合地运用这些方法进行社区研究，

可以从多个侧面观察传播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研究报告主要由两个分报告组成： 

1.大学生校园社交网络与社会关系维系研究。这部分内容主要选取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

学及清华大学三所高校 2008 级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对他们使用“人人网”的行为进行了数

据采集和描述性分析，并且尝试将使用行为与社会关系维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社

交网络独有的互动形式使得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展现了新的现象，社交网络中的日志书写、留

言评论、分享内容等一系列行为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网络互动，这些网络互动还部分地促

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形成，为部分大学生提供了新的社会支持和友伴关系。 

2.SNS 日志自我揭露程度对人际关系变化的影响研究。该报告主要做了一个探索性的研

究，让三名被试验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揭露，探索不同亲密关系的变化。实验发现，主

动分享、私密交流、展示自我兴趣爱好等能够引起关系向更亲密的程度发展。 

该报告的创新性在于： 

1.引入了自我展示、社会资本等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概念，用于进一步发展传播学的研究。 

2.以调查问卷、实验法、访谈法等多种方式结合，为描述社交网络的使用行为、勾画社交

网络的互动图景以及解释社交网络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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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及其决定因素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岩 

项目组成员：陈  岩，张  涵，彭志文，杨  桓，马利灵，熊吉娜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0YJC790028）。 

该项目在分析新崛起经济体跨国公司独特的优势和投资动机以及面临的特殊的国内制度

和行业环境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分析传统理论对于解释新崛起经济体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

关系的适用性，理清新兴经济体中两者关系的机制和影响两者关系的各种“第三变量”。目前

该项目已完成了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对经营绩效关系影响及其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关于中

国企业国际化国别异质性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区域异质性及其决定因

素的研究和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通过逆向溢出效应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但并非是以往研究中所发现的

倒 U-型或 S-型等形式，而是 U-型。此外，进一步发现国际化对绩效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国际化

程度本身，同时取决于企业的能力（技术、营销等）和制度（政府参与、外资参与等）因素。 

2.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国别异质性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母国或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和

资源因素都对企业国际化产生影响。 

3.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区域异质性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母国区域异质性（资源变量或

区域分组）东道国区域异质性（资源与制度变量）用对国际化产生影响。 

4.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通过逆向溢出效应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发现逆向溢出效应不是普

遍和一致的，受区域吸收能力（技术差距、人力资源、对外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等）的影

响。 

 

 

弗兰纳里•奥康纳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纪平 

项目组成员：杨纪平，吴泽庆，翟润蕾，周  铭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YJC752002）。  

该项目对美国南方天主教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全部作品进行了综合解读，从宗教、

两性、种族、历史四个层面分析其作品，并且透过表面的暴力、怪诞、死亡等张力，寻找其

潜在和谐思想倾向，从而找出其框架性的创作思想，并使之从各个层面为一个中心主题服务，

即：奥康纳通过宗教、性别、种族和历史的层面来颠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中的二元

对立，并且重构一种全方位的理想状态，即：拒绝成为“他者”，强调 “自我存在”，同时又

不将另一方变为“他者”，从而实现现代人类的精神解放。 

书稿正文分为六部分： 

1.导言：从“倒行的小鸡”到“开屏的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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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与人生：奥康纳的世界。 

3.第一章：从“名词上帝”到“动词上帝”：宗教观研究。 

4.第二章：从性别主义到“他者两性性”：两性观研究。 

5.第三章：从种族对立到种族和谐：种族观研究。 

6.第四章：从历史幻想走向历史现实：历史观研究。 

 

 

高校校园网络舆情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欲晓  

项目组成员：李欲晓，莫  茜，任乐毅，崔聪聪，郭艳玲，邓小龙，姜淑丽， 

孟庆顺，常  榕，曹文欣，胡  静，李莹莹，查丽华，吴  敏， 

原囡囡，侯敏婧，陈占雄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JDSZ1101）。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利用我校开发的舆情监测管理系统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了全面的跟踪监测我校的YQ系

统根据信息采集渠道分类建立了教育网舆情采集、社会网舆情采集和境外网舆情采集平台。

具体包括 BBS 论坛采集、博客采集、新闻网站三个子系统，目前以全国各高校的 BBS 论坛监

测为主，现已配置约 200 个论坛，近 3000 个采集板块模版，基于此平台获取包括学生教育、

教学管理、教师培训等涉及教育教学多个领域的相关舆情信息。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

增加对各高校舆情监测，中心增加了对各重点高校的微博检测，覆盖 290 余个官方 BBS 论坛

微博，为舆情专报分析提供数据信息。 

2.根据日常监测情况把握高校网络舆情最新动向，撰写舆情编报和舆情分析报告。中心的

舆情编报工作主要包括日报、周报和专报。常规日报生成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舆情特殊时

期（如六四、七五、国庆）实施 24 小时值班制度。在每日扫描的基础上，每周一编写一期周

报（寒暑假除外），内容包括每周舆情综述、每周舆情热点、舆情报告；此外，还不定期地针

对一些重大的热点话题或事件进行材料搜集和研究，整理成专报上报。其中，周报里的舆情

报告和针对热点话题、事件的专报，是对舆情的更高层次的研究分析工作，在此进行话题分

类，分析事件成因、环境条件影响、社会舆情反应（包括高校 BBS、社会网站论坛、微博等

的舆论）中的舆情走向、热点扩散、影响后果、判断事件的未来走向等等。 

3.通过对高校舆情的分类研究，掌握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和大学生的思想动向、根据

高校论坛舆情信息内容，将舆情编报分为高校舆情和社会舆情两大类。因此可以更细致深入

地分析研究了当今大学生针对各类校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思想倾向、情绪特征、关注

热点等，分析研究了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和发展趋势，并据此对高校舆情的发展动向进

行了预警和趋势研判，为有关的领导部门提供了案例库和决策依据，为高校维稳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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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道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亚杰 

项目组成员：王亚杰，张彦通，刘吉臻，段宝岩，尹伟伦，谢雪梅，陈  岩， 

王  欢，姬红兵，荀振芳，李  芳，闫月勤，张文晋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8JA880010）。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系统地梳理了行业特色型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行业特色型大学转轨和划转后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我国行业特色型大学转轨和划转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与评价。 

2.分析了新形势下行业特色型大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了行业特色型大学如何紧抓机

遇、应对挑战，按照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按照外部环境的客观需求，认真选择战略方向，

筹划内部战略与外部战略，注重内涵发展、提高办学质量。该项目使用政府、行业和大学相

互作用的三螺旋模型对特色型大学形成机理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研究。 

3.通过迈克.波特的钻石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学科特色型大学的竞争优势：选取五所国外高

水平学科特色型大学，分别从学校发展战略、学术传统与学科建设、产业合作、收入与经费

来源四个维度介绍了这些学校不同的发展模式；概括了世界各国学科特色型大学的不同特点

和未来发展趋势；总结了国外学科特色型大学对我国教育体制发展的启示。 

4.研究了行业特色型大学与行业结合的动力、结合点与结合模式：分析了行业特色型大学

与行业结合的现状；针对行业特色型大学与行业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行业特色型大学

如何在促进科技契合、人才契合和文化契合等方面建立新的协作模式，搭建新的互相支持、

互相依存的血肉联系，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开放办学格局，

积极取得行业、产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求得自己发展生态的优化与完善，形成互动双赢的

局面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5.系统梳理了行业特色型大学在我国经济八大区域中的分布：分析了行业特色型大学与区

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6.探索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外高校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模式：研究了我国行业特色

型大学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模式，对我国行业特色型大学国家科技园发展模式进行了案例

分析；重点对行业特色型大学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进行相关性评价，从定量上探讨了行业

特色型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程度，采用 SPSS 软件中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对二者

之间的发展相关性进行分析，并用 Eviews 软件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二者的因果促进关系；

对行业特色型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建立互动创新机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7.分析了行业特色型大学的类型定位，总结出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共同特征为：兴业报国的

文化传统，与行业密切相关的学科特色，行业专门人才的培养理念，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科

研优势，服务面向主要在相应行业领域；研究如何充分考虑行业特色型大学的特殊性，建立

行业特色型大学的评价体系；研究国家应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建立健全相应保障机制，进一

步完善共建体制，使行业特色型大学共建落到实处，为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

展空间；提出了针对行业特色型大学的重点支持政策和相关法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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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中的隐性知识管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连娟 

项目组成员：王连娟，田烈旭，郭玉锦，班志刚，张  娜，顾莎贺，于  晴， 

杨丽慧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3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A630151）。 

隐性知识由于其难以言传、与所有者不可分离的特性决定了这种知识的共享和转移的困

难，需要知识所有者亲自参与整个知识过程。而团队是可以为成员提供隐性知识共享、创新

和积累的一种好形式。社会网络由联结行动者或节点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组成，是主体获取信

息、资源、社会支持以识别与利用机会的结构。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社会网视角下团队知识管理文献综述：对前人在社会网络与知识管理等研究领域所做的

成果进行梳理和阐释，系统介绍了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发展与应用，社会网络的基本理论

和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应用于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概况。  

2.项目负责人的社会资本：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团队的绩效负有重要的责任，他能够通过自

身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建立成员对他的信任，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进而有效的管理团队。

团队中的技术中心人物对团队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团队领导在团队中的社会网络，

以及团队领导与技术中心人物的社会网络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3.领导社会资本与团队信任：领导社会资本分为结构维度与关系维度，结构维度中领导技

术与管理中心性越高，表明团队中越多成员向其咨询技术及管理问题，领导就越能得到团队

成员的信任，而信任有助于解决项目中困难，并愿意付出更多努力投入项目。关系维度中，

领导与成员关系越好，成员就会越支持领导的战略与决策，同时成员也会回报领导以更高水

平的贡献——合作、承诺。 

4.团队信任与隐性知识共享、团队绩效：团队信任对隐性知识共享与团队绩效均有正向影

响，团队成员对领导的信任越高，团队内信任的氛围越好，成员越不会考虑失去自身竞争力

与优势的因素，而更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与他人分享。另外，团队成员对领导越信任，越能够

接受领导提出的活动、目标及决策，在认知上也会越觉得领导工作有效，并会努力完成共同

任务，从而整体绩效也越高。 

5.团队信任的中介作用：团队信任在领导技术中心性与团队绩效，领导管理中心性与隐性

知识共享和团队绩效、领导和成员关系与隐性知识共享和团队绩效、领导和技术中心关系与

性知识共和团队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团队信任在领导技术中心性和隐性知识共享之间起中

介作用”的假设未得到验证，可能是因为在领导技术中心高情况下，知识较高的集中于领导，

成员不能很好地参与知识共享的过程，从而不利于隐性知识共享。 

 

 



119 

基于动态微分博弈理论的重大(特大)型工程应急决策

模型和实证研究 

 

项目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长峰 

项目组成员：王长峰，万  伟，王化兰，满  颖，田  雨，彭元元，赵  迪， 

庄文英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A630011）。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青藏铁路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神州

飞船工程等大型工程开始相继问世。然而，目前仅采用一般应急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决策已

经显得无济于事，因此，“复杂动态环境下基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重大(特大)型工程应急决策

理论和方法研究”是 21 世纪应急管理学术界重点的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 

首先对当前国内外应急管理现状及模型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基于重大工程应急管理中

“预警—应急—善后处理”三个复杂动态过程，结合系统动力学（SD）分析，阐释了应急管

理过程中各主客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该项目主体部分以博弈论理论为基本框架，结合应急管

理相关理论，深入研究探讨项目风险管理过程中多平台网络组织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

异构组织实体之间的动态博弈，主要分析在博弈环境中项目监管者与应急管理决策者两组织

实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特点；根据两决策主体在实现风险最优控制的同时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的特点，从竞争角度出发，分别建立离散型博弈模型与连续型动态微分博弈模型，定性定量

描述风险管理过程中两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运用 MATLAB 软件，分别利用决策理论、

数值计算方法及最优化理论对模型进行定量求解，从而得出各个组织实体的均衡策略，即各

自的最佳应对策略。根据模型优化结果，对模型进行灵敏度分析，综合对比各参数对系统影

响，从而在管理层面完善突发事件的动态决策机制，为政府实施应急对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与

方法支持，以期在工程应急管理中进行有效与高效决策，达到综合集成、优化管理。  

基于动态微分博弈理论，立足于“大型工程应急决策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将研究的理

论应用于实际工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解决“复杂动态环境下基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大型

工程应急管理综合集成研讨厅中多平台异构组织间的应急动态微分博弈理论决策的实际问

题”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新路子，补充解决了“大型工程应急管理”的新理论，并在实

际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广泛，以及较好的社会影响。 

 

网络游戏的文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胜枝 

项目组成员：刘胜枝，杨守建，任乐毅，梁  刚，徐敬宏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C860004）。  

该研究分为上下两部分： 

1.上篇重点是网络游戏发展的现实扫描，从不同角度分析网络游戏的发展历史及其发展过



120 

程中的各种博弈力量。作为一项文化研究把网络游戏放置在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中去分析。 

（1）第一章：对网络游戏基本知识和发展历史的简介； 

（2）第二章：从玩家的角度分析网络游戏行业，对网络游戏玩家的游戏心理进行了剖析； 

（3）第三章：从网吧与社会公众认知的角度分析游戏行业。网络游戏经历了“电子海洛因”

的道德恐慌和污名阶段，当前已经相对理性； 

（4）第四章：从商家的角度分析网络游戏行业，对网络游戏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进行了

分析； 

（5）第五章：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分析网络游戏行业，分析了近十年时间政府部门对网络

游戏行业的管理政策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6）第六章：建立在以上各章的基础上的，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过

程中产生的这种力量博弈和变迁。  

2.下篇是理论研究部分，从叙事学、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自组织理论等等方面对网络游

戏进行了研究。 

（1）第七章：概述，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网络游戏这一文化媒介； 

（2）第八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具体分析网络游戏的叙事特征，并结合案例分析网络游戏

与同名小说的文本差异及其不同的接受效果； 

（3）第九章：结合案例分析网络游戏中的意识形态观念； 

（4）第十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网络游戏中存在的性别观念； 

（5）第十一章：分析网络游戏中的公会组织； 

（6）第十二章：分析网络游戏广告中蕴含的文化观念； 

（7）第十三章：从分析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网络游戏行业发生的热点事件。  

目前国内学界缺少对于网络游戏本身的文化理论认知和网络游戏使用行为的实证研究等

方面的关注，不少研究局限于对研究议题的一般性描述和分析上， 缺少系统性、深入性的理

论建构和实证研究。该研究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尝试和突破，研究内容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

在研究中采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思路，从而开阔了研究视野。该研究成果将在研

究主题、研究路径和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丰富本土文化研究领域的成果，可为相关政府管

理部门提供参考，为社会公众的舆论引导和网民群体的自省提供参考，为游戏行业的发展提

供思考，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借鉴。 

 

 

泛在学习视域下的本科实践教学活动创新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青 

项目组成员：李  青，刘洪沛，李建伟，王  楠，纪  阳，王栩楠，侯月姣， 

张辽东，王  涛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880069）。  

该项目通过三年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了泛在学习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点和优劣势，设

计了泛在学习支持实践教学活动的方案、开发教学资源，并通过教育实验评估其效果，最后

总结出泛在学习技术促进实践教学的模式、方法和案例。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泛在学习促进实践教学的原理和理论框架：通过文献调查和典型案例研究等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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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践教学的本质特征和实践教学活动设计的方法，构建了实践教学活动设计的理论框架，

并论证泛在学习技术在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安排和教学评价等多方面的适用性。  

2.泛在学习应用于实践教学的方案和特色案例：基于北邮在信息化教学和移动学习/泛在

学习的研究成果，设计了基于微博的泛在教学技术方案、开发了移动课程管理系统、ARTOOL

增强现实学习工具等泛在技术构建教学环境。该项目还探索了基于泛在学习的实践性教学活

动模式，设计并完成三个学科的实验。在实践教学领域中引入泛在学习技术，丰富和深化教

学实践，有效推进了本科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展开。  

3.泛在学习绩效评价方案：对于泛在学习的评价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该项目根据泛在学

习的特点设计了一种以移动性、可用性和爱用性为评价维度，综合考虑教学特性和学习者的

体验评价的综合评价方案，用以评价泛在学习实施的效果。 

该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包括:  

1.理论创新：该项目系统研究了泛在学习在实践教学中的教学模式，以及泛在学习绩效的

评价方法。 

2.实践创新：在实践教学领域中引入泛在学习技术，通过三个课程的教学实验加以验证，

丰富和深化教学实践。 

3.方法创新：采用行动研究方法，项目的研究者组织和实施了教学实验，参与到教学过程

的始终，设计、观察教学活动，获得亲身感受和深入的认识。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1.研发的泛在学习/移动学习关键技术、软件和解决方案可以直接使用到教学中，包括基

于微博泛在教学方案、移动课程管理系统、ARTOOL 增强现实学习工具等。 

2.该项目的三个教学案例代表了三种教学模式，这些模式经过教学实验，已证明其可用性

和效果，可用于同类教学活动中。其研究成果已经被其他相关高校采纳，将用于实践性教学

活动创新中。  

3.研发的泛在学习/移动效果评估框架可用于评估和分析泛在学习/移动学习的教学效果，

用于反馈和诊断。 

 

 

争议的在线解决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丁  颖  

项目组成员：丁  颖，冀燕娜，李建蕾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JC820006）。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探讨在线解决争议方式（ODR）产生的背景、含义、种类和优势；分析我国发展 ODR 的 

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 

2.研究在线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在线 ADR），包括在线协商、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的 

概念、各自的运作模式、优势和挑战；我国发展在线 ADR 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对以《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为代表的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机制进行讨论：着重探讨

其程序运作而不涉及其实体规范。揭示其程序的成功及背后的原因，并对其为其他 ODR 带来

的启示进行探讨。对围绕该机制产生的种种质疑及机制的完善进行分析。 

4.对网上法庭进行研究：包括网上法庭的概念、优势和发展；作为网上法庭最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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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线小额索赔程序的实例；我国发展网上法庭的意义、现状和未来建设网上法庭的构想。 

5.对虚拟社区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发展中的虚拟社区的纠纷解决机制正在成为上述 

常见的 ODR 机制之外的另外一个系统。并对虚拟社区及其纠纷类型、虚拟社区纠纷解决所依 

据的规则进行了探讨，对不同类型虚拟社区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对虚拟社区纠纷解 

决机制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ODR 本身是一个很新的领域，自 1995 年诞生第一个 ODR 项目迄今还未超过 20 年，而真 

正得到发展则是近十年的事，且其实践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该研究具有明显的前

沿性。就研究现状而言，应该说，目前国内对 ODR 的专门、系统、全面的研究还很少。个别

著作虽对其进行研究，但无论是研究的范围、研究的深度，还是所产生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该项目一直追踪国内国际 ODR 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对 ODR 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

研究，对很多问题的探讨在国内尚属首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成果每一部分的研究

都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既有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及尚存问题和障碍的分析，又针对各类 ODR 发

展的趋势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对我国相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建议和设想，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北京市理工类院校实验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负责人：范姣莲  

课题组成员：范姣莲，王海波，张璐妮，陈  华，王亚杰，张文璐， 

夏海兰，唐  轶，温向明，孙洪祥，金红连，牛长山， 

马振平，龚  燕，陈真真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课题编号：ADA11080）。  

该课题对实验教师队伍建设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了理工类实验教

师队伍建设理论框架，建立新型实验教学体系，提出工程类院校实验教师发展策略，促进工

程科技人才的培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高校实验教师队伍建设制度保障，包括规范实验教师队伍的科学人才结构；确定实验教

师引进的制度；建立动态流动机制；建立灵活的激励机制。 

2.规范实验教师评价体系，在评价中体现质和量相结合、点和面相结合、常规和创新相结

合、过程和结果相结合；从对实验教师的单一型评价转变为发展型、协调型、综合型评价。 

3.完善实验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确立人才培育投资观念、人才学习终身化观念，人才培育

市场经济观念。体现人才培养培育法制化，育人、用人一体化，注重实效科学化。形成培养

培育形式多元化的人才培育网络。 

4.建立新型实验教学体系，树立新的实验教学观念，以专业为主线，打破原有课程的界限，

建立多层次、多模块又相互衔接的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使实验教师与学科共成长。 

5.创建理工类院校实验教师发展策略，实验教师的工作职业准入、实验教师的培训与培养、

实验教师的工作考核、实验教师工作激励、实验教师的业内发展等，构建良好的实验教师职

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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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对北京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及政府监管对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  洪 

项目组成员：吴  洪，胡  春，彭  慧，岳宇君，方引青，张焕焕，庞菲菲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30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1JGB064）。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中的创新点、

国内外对虚拟世界的研究文献综述。 

2.北京市虚拟世界横向发展与应用：分别对北京市网络游戏、虚拟社区、虚拟现实这三种

类型的虚拟世界的发展与应用情况作了分析，虚拟现实的现状主要是研究了它在北京市教育

领域、医疗实践、城市旅游、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情况。 

3.北京市虚拟世界纵向拓展与延伸：研究北京市在虚拟世界中营销方面的机遇和模式，对

北京市政府方面可利用的虚拟世界的新媒介——政务微博做了分析，并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

代大背景下虚拟世界领域的企业之争。 

4.虚拟世界给北京市现实世界带来的挑战：基于 PEST 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虚拟世界对北

京市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层面带来的挑战并分析北京市的应对策略。 

5.北京市虚拟世界的监管对策探讨：首先构建并分析了虚拟世界参与者的博弈模型，旨在

提出监管依据；接着探讨了北京市虚拟世界的监管模式，即政府、运营商、用户协同监管。

然后对北京市三种类型的虚拟世界——提出相应的监管对策，旨在得出科学可行的北京市虚

拟世界监管对策。 

6.迎接北京市虚拟世界的未来：主要是找出北京市虚拟世界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探索

未来北京市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和谐统一的模式。 

7.结论：对前面章节所形成的北京市虚拟世界发展与监管方面的结论做一个汇总，并未来

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展望。  

 

 

北京提升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国际化水平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琦 

项目组成员：王  琦，马晓飞，刘  丹，石文华，柴  进，王雅男，游  怡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23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1JGC121）。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北京市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并具有全球化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分析了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先进国家或地区发展优势和劣势，明确各种衡量某个国家（地

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及国际化水平的标准所代表的事实与含义，选取其中比较

重要、代表性强的标准，作为选取先进典型的国家（地区）的依据。 

2.依据指标体系考察国外地区的具体数据、现实情况并进行评分，根据排名选取三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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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国际化水平领先国家（地区），作为北京市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标杆。 

3.根据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分析与标杆国家或地区发展差距，并针

对差距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 

北京提升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具体发展建议： 

1.要从经济一体化的前瞻角度进行跨越式的产业链选择。 

2.积极发挥政府在形成竞争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链条支持信息服务业发展。 

3.创建融资机制，由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国内或海外公司共同建立针对不同专业

方向的风险投资基金。 

4.建立适用人才培养机制，加快高端人才和低端软件蓝领培养和引进，形成“项目经理、

系统分析员、程序员”合理比例的人才结构。 

5.建立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机制，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良好的合作机制，可

以形成互补的合力。 

6.提升软件行业发展软件环境抓住服务平台建设，给予特殊政策支持，是发育现代信息服

务业的重要抓手。 

 

 

TD-LTE 基站通用处理器原型样机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陶小峰  

课题组成员：陶小峰，崔琪楣，许晓东，侯延昭，徐  缙，王  辉， 

李香玲，徐  珉，白  娟，李  娜，胡雨佳，朱世渊， 

王凯栋，刘贝贝，卢  斌，李  川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课题编号：D121100002112002）。  

该课题旨在对基于通用处理器（GPP）的无线通信基站系统进行研究与实现，克服传统的

基于 DSP、FPGA/ASIC 的硬件基站系统在复杂度和扩展性方面的劣势，深入挖掘通用处理器

在数字密集型运算中的处理性能，并结合多种优化技术，对目前及未来无线系统中的通信算

法进行实现与优化设计，使之满足高速无线通信的需求。  

该课题主要开展基于通用处理器的软基站原型样机搭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通用处理器的并行处理技术和通信算法的实时性优化：基于通用处理器实现了高速无线

通信协议的优化，深度挖掘了商用 GPP 的处理性能，实现了处理增益的大幅提升。通过算法

优化、查找表优化、汇编优化等方式，实现基带算法与 GPP 的匹配，提高了 GPP 的资源利用

率。基带优化的结果，证明了 GPP 作为基带处理单元的可行性。 

2.基于基带集中处理的新型网络架构下多基站协同处理技术和无线资源与计算资源的联

合自适应调度技术：新的应用场景下的多基站联合处理，对多基站协同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主要包括基于软基站基带集中处理架构下得到最大性能增益、最小系统复杂度和最少信令开

销的多基站协同处理技术。重点对多基站下的联合检测分簇、信道反馈技术及多维资源联合

调度技术进行研究，为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干扰抑制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撑。 

3.搭建基于通用处理器的软基站原型样机：搭建了基于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软基站，提出

了软基站的基本硬件框架，并研发了软基站原型样机。支持速率 20~50Mbps，最大带宽 20MHz，

在同频干扰不严重的情况下误码率低于 10-5 次方，覆盖半径 50~100 米，并实现了高清视频的

实时传输。该样机通过了具有相关测试资质的第三方单位的测试。 目前，中国移动提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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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网络架构——CRAN 中，明确提出了基于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集中式基带实现方式。随

着通用处理器能力的不断提升，具有统一平台、体积小、扩展性高的软基站实现方式将会得

到进一步的部署和利用。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厅》 

科普互动展品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课题负责人：高  立 

课题组成员：高  立，张  民，徐连明，桑新柱，徐  坤，韩大海，李建强， 

高  盟，任旭鹏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17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课题编号：Z131110001913187）。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厅基本建设及公共配套设施齐备，交通便利。 

展示主题：通信科普知识、物联网体验、感知应用、未来网络、信息基础知识、未来展望。 

参观者通过各展项的体验及交互式操作，完成通信、信息新技术、物联网及相关新技术

的操作及体验。通过此永久或半永久及临时性的技术展示，做到新技术滚动实时展示，代表

我国信息通信最新技术发展进度的对外展示窗口。 

该课题充分发挥了北京邮电大学为我国通信信息类专业高等院校的优势，专业性强，具

备其知识的权威性。展厅的建设及开放将积极参与我市科普工作，推动北京科普事业健康、

可持续、多元化发展。 

该课题为展项新增及基地提升，新增展项内容具备行业先进性和示范性，并可采用移动

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和信息推送。  

该课题主要研发内容包括：白光通信展项、车联网展项、港口智能管理展项、公共区域

安全可视管理、室内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展项、裸眼 3D 展项等。 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0 号，

展厅共接待团体和个人参观近 5000 人，反映良好。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厅》教育基地共计 20 多个展项，至今已展出

2 年多，这些展项日常完好率保持在 95%以上，得到了参观者和领导的好评。    

2013 年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厅》被市科委、市科协命名为北京市

科普教育基地。    

2013 年 5 月 19 号至 25 的北京科技周大型科普展览，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

术科普展厅》教育基地完成了 6 件互动展品的设计及制作。包括智能家居互动展项、裸眼 3D

展项、智能港口沙盘互动展项、室内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展项、脑电波疲劳检测系统展项、

防人员及物体丢失检测系统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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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财税金融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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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建云，张书吻，王德林，周  跃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课题编码：Z121108002212090）。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其作为引领复苏、实现经济持

续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充分发挥财税等政策的引导

激励功能。《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将节

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媒体、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尽管我国已出台一系列支持信息等高新技术发展的财税政策，但

仍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支持方式缺少创新、优惠环节设置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与不足，而

且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扶持重点不突出等缺陷，需要通过专门的法律机制

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实。  

该课题着重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财税金融法的互动关系。考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时代背景下，财税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延续和创新基本财税法理论；检讨中国现阶段

相关财税政策和规则体系，分析新兴产业战略性目标对财税立法的应然要求与现行财税立法

在价值和规则构建等方面的非适应性，重点以中关村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财税金

融政策支持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对我国的政策选择做以简单勾勒；探讨战略性新兴

产业财税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进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税收金融立法的对

策性研究。  

 

 

基于 Agent 的互联网多模态领域信息精准搜索 

与挖掘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项目负责人：杜军平 

项目组成员：杜军平，左  敏，周亦鹏，陈莉萍，王  肃，高  田，刘  杰， 

杨月华，梁美玉，韩鹏程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4111002）。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表现形式从单一的文本形式发展到多模态

信息并存，海量的多模态 Web 信息给数据的组织、精准搜索与数据挖掘带来了新的挑战。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在以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了基于 Agent 的分布式 Web 多模态领域数据搜

集与挖掘模型。 

2.建立了 Agent 之间的交互和协作机制，解决了领域数据处理中的任务规划问题，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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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任务操作和网络环境下的 Agent 的迁移方式。 

3.进行了面向领域的多模态 Web 数据关联关系挖掘研究，研究了不同模态 Web 数据对象

的数据模型与表示方式，提出了基于视觉词袋模型的健壮的图像表达方法。 

4.建立了基于潜在语义主题加权融合的图像语义标注模型，得到了文本模态数据和视觉模

态数据的潜在语义主题分布，实现了不同类型数据的特征映射和知识在多模态特征空间之间

的迁移。 

5.提出了基于特征迁移的图像语义分类模型和一种基于特征加权的图像语义分类方法。 

6.建立了旅游领域本体模型和基于本体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提出了领域概念自动抽取

算法和混合的领域概念间关系自动抽取算法。 

7.建立了旅游领域知识信息库和基于用户潜在期望的用户兴趣分析模型，提出了基于领域

知识模型的语义融合和信息搜索方法，通过语义分析来实现对用户查询请求的推理、扩展、

优化以及查询扩展。 

8.建立了基 Agent 的领域数据采集系统、基于领域本体的旅游信息导航系统和基于 Agent

的领域信息精准搜索原型系统，为多模态信息的分布式处理、数据挖掘和组织以及精准搜索

提供了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在基于 Agent 的互联网多模态领域信息精准搜索与挖掘领域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基于电磁超介质材料的小型化智能天线设计与制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洪欣 

项目组成员：张洪欣，张金玲，孙丹丹，赵同刚，吕英华，杨  晨，张培玲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4112039）。 

该项目开展了电磁超介质材料的设计及其在小型化智能天线应用中的研究，提出了新型

材料结构单元，并实现了多种电磁超媒质材料；实现了天线的小型化，并提高了性能，主要

研究成果包括：：  

1.在超媒质材料设计方面，提出并研究了四种人工电磁材料： 

（1）基于 X 型金属结构，提出了一种超宽带复合左右手传输线材料结构单元，在电磁波

平行于介质板入射的情况下，该结构单元同时存在左右手频带，在 S 波段表现出超宽带的左

手特性，并且在多频点处得到了零折射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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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零－负折射率的左手材料单元； 

（3）提出了一种新型十字环型左手材料结构单元，并提出场-路结合的等效源分析法以计

算等效介电常数、磁导率，并据此对十字环型结构单元的左手特性激发机理进行了论证； 

（4）基于 X 型宽带复合左右传输线，提出了一种结构新颖的超宽带 CRLH TL。 

2.在天线设计方面，设计并研制了小型化天线及智能天线阵列： 

（1）设计了中心频率在 2.4GHz 的圆形贴片天线，对其进行仿真与优化，得到了天线的

最佳参数； 

（2）将左手材料单元敷设于智能天线的结构之中，设计并研制小型化智能天线，用于

TD-SCDMA 频段智能天线的设计与制作； 

（3）将负材料单元敷设于智能天线结构中，增加了定向辐射性能，减小了天线振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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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耦合，实现了天线的小型化，并提高了增益； 

（4）基于左手材料和左右手通带，设计了漏波天线振元和阵列，研究了小型化智能天线

振元的设计与制作。 

 

 

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配协议及其安全性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奋卓 

项目组成员：郭奋卓，温巧颜，王天银，苏  琦，贾恒越，宋婷婷，樊  玲， 

刘  斌，李亚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4112040）。 

该项目研究设备无关量子密码，包括设计设备无关的 QKD 协议，设计设备无关随机数生

成，研究相关量子信息，如态区分，设计简单设备实现的量子密码协议，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了测量设备无关的量子密钥分配协议并证明了其安全性，在测量设备维度放松的情

形下，给出了一个确定性的经典过程来模拟量子相关性。 

2.发现半设备无关下随机数扩张算法中测量设备的维度必须是确定的。在有限长度密钥分

发的安全性研究方面。 

3.给出了三体量子态集合局域区分的必要条件，进而得到 8-N 三体纠缠态，则集合 S 石不

可局域区分的。 

4.在降低参与方设备要求方面，设计了一个单光子联合检测多方密码协议的模型，给出的

模型成本低且易于实现。 

 

 

三网融合环境下数字出版物版权保护系统互操作技术

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茹 

项目组成员：张  茹，刘建毅，曹晨磊，宋玲娓，魏金侠，苏力昊，张维纬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4122053）。  

随着 4G 牌照发放和云盘的推广，家庭中大规模使用数字内容已经具备基础。但是，当前

存在多种支持互操作的 DRM 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能做到兼容，DRM 互操作问题是目前阻

碍家庭网络发展的主要技术瓶颈。该项目致力于解决 DRM 标准之间的互操作问题，提出一种

家庭网络环境下 DRM 域的离线互操作方案，并开发了一个应用系统。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参考 DRM 分层模型，建立家庭网络 DRM 域互操作分层框架模型。 

2.提出 DRM 桥机制，实现不同 DRM 标准的离线互操作。 

3.分析 XrML 和 ODRL 语言，建立一种新的主要概念一致的权利描述语言等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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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一种新的权利描述原语，用以实现项目所提出的 DRM 互操作方案。 

5.提出了一种支持离线工作方式的可实现的家庭网络环境下 DRM 互操作方案。 

6.提出了 20 种用于 DRM 的加密和数字水印算法。  

该项目完成并试运行一套基于 DRM 系统互操作方案的数字内容电子商务系统，关键创新

点在于： 

1.提出了 DRM 桥机制：传统的 DRM 互操作中，许可证和加密内容的转换都在线云端完

成。DRM 桥布署在本地信任域管理器上（例如 HUB），扮演云端代理的角色，基于代理重加

密算法实现本地信任域内的许可证和加密内容转换。该方案的优点在于，DRM 桥和分层模型

使 DRM 域互操作可离线完成，更节省带宽，适用于家庭网络环境。 

2.提出一种 DRM 互操作模型。 

3.设计了 DRM 权利描述原语。 

4.设计了 26 种数字水印和加密算法。  

 

 

行业异质性、全球网络布局与北京企业对外投资 

逆向技术溢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岩 

项目组成员：陈  岩，刘  宇，杨  桓，张  斌，黎  轲，张晨霞， 

彭志文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9122019）。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探索在无特定优势资源下，从投资东道国技术外溢的角度论证

了北京企业 ODI 的所带来的逆向溢出效应。不仅实证检验逆向溢出效应的存在，而且检验行

业异质性、全球布局网络结构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影响，结合北京实际指标，探索提高

逆向吸收能力的制度创新路径。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研究、

完成了国际化过程中全球网络布局结构、行业异质性对逆向技术溢出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以

及逆向技术溢出效果的本地吸收能力度量与创新路径研究。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发现企业国际化行为与逆向技术溢出的关系，发现二者呈倒 U 型关系，且国际化对逆向

溢出的影响程度受企业自身的能力（人力资源、研发资源等）和制度因素（政府参与、外资

参与）的影响，而不同区域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调节效果也有所差异。 

2.国际化深度正向调节二者的关系，国际化广度负向不显著地调节，行业技术机会能增强

国际化深度的调节作用。 

3.进一步发现国际化的逆向溢出效应并非是普遍一致的，取决于企业吸收能力（人力资源、

研发资源等）和区域吸收能力（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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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透明薄膜材料的天线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姚  远  

项目组成员：姚  远，俞俊生，刘海瑞，杨  诚，张友博，晁永辉，曾奕星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预探索项目（项目编号：4133091）。  

该项目对基于光透明薄膜材料所形成的天线进行了深入研究。光透明薄膜由于同时具有

光透明特性和导电特性，为无线通信中的很多天线难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如 MIMO、

RFID、星载天线等。针对光透明薄膜天线在分析、设计、加工、焊接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

了探讨，提出了解决方案。主要完成了以下 3 个创新性研究： 

1.深入分析总结了光透明薄膜的材料特性和电特性。 

2.提出了两种提高光透明薄膜天线效率的方法。 

3.给出了光透明薄膜天线馈电新方法。 

 

 

未来无线通信系统资源分配与调度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温向明  

项目组成员：温向明，赵振民，路兆铭，孙  勇，郑  伟，卢放鸣， 

马文敏，张志才，景文鹏，张海君，王鲁晗，李  伟， 

凌大兵，郭晓花，吕广娜，张静静，王  刚，仝  怡， 

刘  振，刘德丽，刘  卉，刘京芳，苏  涛，李林燕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随着移动信息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人们对宽带移动多媒体

数据业务需求的不断增多，使得需求与网络承载能力之间矛盾突显，成为研究未来无线通信

网络发展的重点之一。  

在研究用户需求和未来无线通信网络的技术特征，以及未来无线通信技术标准等的基础

上，对异构网络和跨层两个方面的网络资源分配与调度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成果

如下： 

1.自主研制了一套面向未来移动通信网络接入的系统级仿真平台：该平台构建了由

macrocell 和 femtocell 组成的异构网络场景，实现了物理层、链路层和应用层等通信功能，完

成了基于跨层优化的资源分配与调度策略的仿真验证，以及异构网络场景下的干扰抑制和基

于节能的资源分配算法研究，为未来无线通信网络技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2.针对异构和跨层优化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多种面向未来无线通信的资源分配和调度策

略。 

3.在无线网络异构领域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架构 OWN，并提交了标准化技术提

案 1 份。 

4.基于理论及仿真成果，采用软基站方式，实现了 OWN 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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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视频人体特征模型及个性化控制服务关键技术 

研究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杰  

项目组成员：刘  杰，张晓莹，明  悦，温志刚，吴岳辛，孙娟娟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正确识别和理解人的行为是个性化控制

服务系统给人提供相应服务的前提。基于视觉的人体行为识别和理解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人体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服务环境的复杂性使之成为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因此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始探索通过使用多模态技术有效地提高原始人体特征模型建立的

性能。基于三维数据的人体目标检测和行为理解特征模型的研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研究机构

的关注。而基于三维视频人体特征模型的行为识别和理解在国际上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将

其应用于个性化的控制服务系统对于如远程交互式教学、独居老人的监护和陪伴、公共场所

的安保监控等应用场景，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应用需求。另外，针对动态变化的计算环境，

如何结合用户的不同需求和复杂的网络资源环境，动态地实时调整参数选择机制和服务提供

模式建立个性化用户智能服务系统正在成为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 

该项目搭建了三维视频人体数据采集获取平台，研究了具有三维数据特点的人体数据不

变性特征描述算法和人体数据辨别性本征特征提取模型，开发了基于三维视频人体行为分析

和情感状态的个性化控制服务示范应用，研制了具有数据资源开放接口、可扩展特征分析和

融合的智能信息处理原型系统，解决了传统的二维视频数据在人体信息分析处理上的内在局

限性，为将信息技术、生物特征分析处理技术和个性化控制服务系统建设奠定了理论和技术

基础。  

该项目从现有的三维数字获取设备采集和基于双目或多目视觉的三维重建两方面展开研

究，分析获得的三维视频数据的特点，选取稳定、高效、便捷的三维视频人体数据的获取方

式。在分析获得的三维视频人体数据特点的基础上，在三维表面形状上提取蕴含尽可能多对

象信息的特征描述，且在旋转、平移、镜像变换下探索同一个体保持不变的特征表征方法。

融合人体数据先验知识约束条件的特征模型建立，利用动态规划、图割、人工智能、凸优化

等算法理论将原有的高维特征描述转化为低维特征矢量提高运算速度，增强特征对相同个体

不同行为和情感状态的辨别能力。基于三维视频人体特征模型的建立，利用提取出来的有效

辨别描述特征，结合个性化用户智能网络控制服务体系架构的关键技术，完成个性化控制服

务示范应用的开发与建设。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三维视频人体数据采集获取平台。 

2.基于三维视频人体数据的不变性特征描述算法和人体数据辨别性本征特征提取模型建

立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评测方法。 

3.基于三维视频的个性化控制服务示范应用相关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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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首都文化新兴业态服务云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英海 

项目组成员：张英海，王朝炜，李  霞，王卫东，彭宏玉，姚  晨，李梦龙， 

陈  刚，严骏驰，陶小青，康  琳，乔举义，谢  欢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通过前期物联网和云平台相关技术的调研和研究后确立了以下三项研究内容，同时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整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首都文化新型业态服务云平台的设计和搭建工作。 

1.基于物联网的信息感知与传输技术的研究。 

2.开放的文化信息处理云平台的研究。 

3.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多模态信息服务的研究。 

该云平台本着宣扬首都文化的目标，利用目前正逐步发展起来的移动互联网为载体，面

向首都不同类型的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文化服务。云平台的架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硬件感知

层、软件交互层、后台管理层。三个层次互相配合，完成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返回等

步骤，使云平台内的信息和谐有序的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从而为用户提供不同的个性化文

化服务。 

硬件感知层：主要包括 RFID 识别系统，GPS 定位系统和大量分布在场景不同地点的传感

器。RFID 识别系统主要为用户提供身份识别服务，获得身份认证的用户即可利用云平台接收

相关的首都文化信息以及进行相关操作。 

软件交互层：主要体现在移动终端的 APP 软件开发。通过对于文化概念的传播方式的理

解，以文化森林的概念为载体，使其作为整款软件的主题基调。 

后台管理层：主要是管理员通过对后台数据库的操作来删除在文化云中的不良信息，同

时也可以添加和发布系统信息。云平台通过其自身提供的相关技术，如数据挖掘、并行处理

等还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更多隐藏在海量信息背后的深层次信息，从而为用户定制更多更好的

服务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通过对云平台不同层次的研究和实际平台的搭建，逐渐探索更多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多

模态信息服务方式，利用目前最热门的手机终端软件开发、云技术和其他物联网技术相结合

的手段，为用户提供不同形式的文化信息服务，从而希望可以探寻出新的不同于传统模式的

更适用的首都文化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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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多媒体协作通信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廖  青 

项目组成员：廖  青，温向明，路兆铭，郑  伟，卢放鸣，马文敏，张海君， 

李  伟，王鲁晗，邵  华，陈亚文，巨  颖，徐  猛，杨  帆， 

林  蒙，王  克，吕广娜，邓佳君，王  刚，仝  怡，刘  振， 

陆振平，史新贵，傅  彬，杨  鹏，李林燕，周诗雨，陈小奎， 

程  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随着移动通信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多方多媒体协作通信平台及

其关键技术研究成为下一代移动多媒体技术发展的关键之一。 

该项目研究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多方多媒体协作通信云平台，基于智能移动终端和

宽带无线网络，能够根据用户需求，随时随地的提供视频直播、移动终端监控、移动视频会

议等功能，同时为用户提供实时的位置服务。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支持有线和无线接入的多方多媒体协作通信平台，同时分别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开发了移动视频实时平台和城市微监控智能服务平台。 

2.完成客户端音视频压缩、编码和发送模型的设计和实现，针对无线传输特性，提出了

QoE 驱动的自适应视频速率机制无线资源管理策略，并采用了保证服务体验的节能方案；构

建完善的服务器端接收、处理和转发结构模型，并实现对多用户流的分发支持，同时研究了

云平台上的资源管理策略，使得视频云服务器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视频服务；开发基于 PHP

的多媒体实时分享系统，完成了多媒体实时分享平台架构设计，并完成了基于 Flash 的 FLV

视频播放器的开发；设计并实现满足视频分享、视频会议和视频监控的信令支撑体系。 

3.开发完成了基于移动终端的跨平台混合定位功能，实现了在 Android、iOS 平台下根据

GPS 和基站测量信息进行混合定位，并且通过对伪地理坐标的实时修正，提高了定位的精度。 

 

 

智能化 IMS 终端产业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绍胜  

项目组成员：李绍胜，游向东，魏  芳，王海婴，刘京珠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该项目是开发一套能演示 IMS 核心业务的多媒体硬件终端，该终端能演示的 IMS 核心业

务包括：可视电话，PRESENSE，Instant Message 等，配合服务器功能。主要完成以下硬件及

软件功能： 

1.多媒体终端硬件功能：多媒体终端采用基于 FREESCALE iMX27 双核芯片的硬件平台

和基于 Linux 的软件平台，可完成对实时多媒体数据的采集、压缩、传送、播放等功能。音视

频编解码采用 H.264 或 MPEG4 标准。这是两种面向低比特率视频通信应用的视频压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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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较高压缩比的特点。系统设计面向多媒体通讯终端，具有个人信息管理、名片管理、

通话管理、记事、日程等功能。该平台还具有一定的可裁减性和扩充性，为后续产品的升级

预留一定的资源。 

2.可视电话业务：可视电话属于多媒体通信范畴它，使人们在通话时能够看到对方影像，

它不仅适用于家庭生活，而且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各项商务活动、远程教学、保密监控、医院

护理、医疗诊断、科学考察等不同行业的多种领域，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北京市加强重点产业研发组织模式创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潘  煜 

项目组成员：潘  煜，高锦萍，万  岩，闫东升，刘  丹，李  林， 

吴雨佳，蓝天广，罗玉娟，杨海晨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经济与信息委员会项目。 

该项目完成了以下五个方面内容并取得相应研究成果： 

1.全面梳理了产业研发组织模式的分类。国内外研究对研发组织模式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

界定，该项目组从研发、组织和模式三个基本概念入手，科学地界定研发组织模式的内涵。

在大量的资料信息搜集基础上，从组织形态、组织结构、研发资金来源和投入方式、成果转

化方式四个维度对研发组织模式进行分类。 

2.调查研究北京地区不同研发组织模式的发展现状。根据以上不同维度设计了调查问卷，

在设立了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中展开调研，了解北京市工业企业设立研发组织的现状，并分

析了各类研发组织模式选择与行业、规模及研发战略的关系。在北京市经信委的大力协调下，

项目组向 340 家企业发放了问卷，回收了 97 份有效问卷。 

3.调查研究北京市重点产业的研发组织模式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根据文献资料和最新科技

发展动态，研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三大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组织模式的

演进、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该项目还走访了大唐电信集团、北京西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润双鹤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对其研发组织模式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进行了调研。 

4.重点研究典型研发组织模式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该项目对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兴研发组织模式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展开

了专题研究，并为各类研发组织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建议。 

5.提出进一步创新研发组织模式的建议。如继续推动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发挥技术中心

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组建中央研究院，促进中央主

导式的研发组织模式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关村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组织模式及管理机制，打

造成功的运营模式；进一步加强重点实验室的规范化运行和开放强度；逐步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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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信息综合资源库基础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院  

项目负责人：周亚建 

项目组成员：周亚建，王  蛟，朱隆海，何世平，王  波，阎秀英，黄少青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市级科管系统信息化建设-科技政务专项项目。  

科技档案的安全、完备、系统、有效是科技资源服务于社会的重要条件，该项目的实施

使科技信息资源的交流、沟通、使用置于更加安全、严密、有效的监控之下，使科技政务管

理更加公开、规范、科学。项目组积极协助北京市科委科技保密及档案管理部门开展工作，

在科技保密、科技档案管理、科技政务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取得较大的进展与突破，主要研究

成果如下： 

1.协助市科委相关管理部门制定规章制度和技术措施，强化对北京市科技保密工作的管

理，保证科技工作的顺利开展。 

2.协助北京市科委档案管理部门制定科技档案管理办法，包括《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

题）档案管理办法》和《北京市科委机关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以有效监督、指导

市科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的档案、保密、机要工作，进一步促进市科委机及直属单位的档案信

息化建设，提高了科技档案的管理效率，保证了科技档案资源体系的完整化、准确化、系统

化。 

3.完成对北京市科委档案信息综合资源库的数据扩容，使得资源管理与流转范围涵盖科委

机关及直属单位主要信息系统，实现综合资源库与各职能部门的业务协作；建立基于信息安

全与数据容灾备份体系的保障体系，能够从系统、网络、数据等多个层次实现数据的安全传

输以及信息的安全服务，确保信息平台服务的可用性；结合档案部门职能加强信息资源管理

力度，研究政务信息资源运动方式，进一步将档案信息纳入政务信息化建设框架。 

4.通过大量实验，选择可扩展标示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作为通用数

据交换手段，对孤立的信息资源进行统一和整合，为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交互操作和信息共

享提供技术保障。 

5.参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元数据标准及国际权威的元数据标准，并结合北京市科委档案

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了《北京市科委档案元数据规范》，使得北京市数字科技档案的管理

走向正规化、流程化。  

 

 

档案信息综合资源库基础建设-2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院  

项目负责人：周亚建 

项目组成员：周亚建，刘  念，孙  娜，王  波，阎秀英，黄少青，雷明强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市级科管系统信息化建设-科技政务专项项目。 

    该项目在前一年为北京市科委政务信息综合资源库进行数据扩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

系统优化、接口扩展、数据开发利用等工作，旨在为政务信息化建设提供后台信息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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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档案管理部门更好地行使政府信息资源沉淀与原始信息管理等职能。通过该项目的实施，

在原有的政务信息综合资源库之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库与信息服务平台，

完成信息资源的全面整合，能够面向科委内部各处室和北京市各委办局进行海量内容的发布，

并提供灵活多样的全文检索方式及个性化服务，为各级领导及社会公众提供完善的信息内容

服务。具体的研究成果如下： 

1.在北京市科委现有网络化、信息化基础上，实施与综合资源库建设相关的网络环境、硬

件设备、软件环境底层建设与优化组合，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保障。 

2.进一步完善了北京市科委的数据资源梳理、采集与整合工作，协调了北京市科委直属机

关与职能机构的业务信息与科技信息资源管理。 

3.在上述信息资源原始数据采集、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升级改造综合资源库，设计和开发了

数据仓储平台、工作流程协作引擎、应用服务中间件、异构平台接口，完成综合资源库的应

用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实现综合资源库与北京市科委现有其他信息管理系统、OA 办公系统的

协同工作。 

4.针对内部专用用户（即北京市科委机关与直属中心），设计了适合于北京市科委机关处

室与各职能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开发基于此模式的管理平台与应用服务平台；针对外

部用户设计外部服务体系，并通过实时反馈设计了针对不同需求的服务，通过网络为北京市

各委办和社会公众用户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科技政务公开信息以及科技信息资

源应用服务。 

5.研制应用信息挖掘技术与相关信息共享技术开发综合资源库，为北京市科委机关办公、

决策提供后台支持。 

 

 

邮票发行监督管理数据库系统开发（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国君 

项目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杨海荣，范  琴，韩同富，王云鹏，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国家邮政局对外委托及软科学研究项目。 

为更好地履行邮票发行监管职责，实现邮票发行信息化管理，有必要建立邮票发行监督

管理信息系统，以便对邮票发行、印制、销售等相关环节进行科学分析和预测，进一步提高

管理效率和水平。结合邮票发行监管工作实际，开发邮票发行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邮票

发行信息化管理逐渐提上日程。该系统开发改变了原有邮票选题查询系统不能满足日常邮票

发行监管工作的需要和用户的需求的情况，系统设计注重兼容性，实现与原有邮票选题查询

系统的对接。 

系统由国家邮政局提供包括数据库服务器、WEB 应用服务器等的服务器支撑，基于国家

邮政局现有版本的 Linux、 ORACLE 数据库系统，采用 Java 语言，实现软件的开发。其功能

包括： 

1.在一期八大功能模块的基础上，新增邮资封片模块。 

2.对接省以下监管机构，实现邮票发行、印制、销售等全程各级别的信息化管理。 

通过系统的开发，较好地实现了邮票发行管理的信息化，提升了服务水平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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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学科网络平台及应用建设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负责人：陈小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邮项目负责人：马华东 

北邮项目组成员：马华东，张海涛，王俊强，高广宇，赵  东，黄  灏，施银宝， 

梁志敏，张志伟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中国教育科研网格二期建设项目子项目。 

该项目开展了支撑硬件环境、数字媒体资源、数字媒体学科网格平台、数字媒体学科网

格应用示范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在节点建设方面：建设高性能集群系统，通用 CPU 计算能力为 1.0TF；存储能力为 33TB；

集群计算节点CPU每核心配置DDR内存2GB。相应集群系统的最高管理权限归属于ChinaGrid

专家组及其授权管理机构，对社会免费开放，ChinaGrid 授权用户可优先使用该集群系统；同

时，相应集群系统部署 ChinaGrid 系统软件，通过该软件接入 ChinaGrid 整体环境。 

2.在重点学科网格建设方面：集成与共享面向信息与通信工程等重点学科的海量数字媒体

素材资源，其中，学术资源包括：面向信息与通信工程等重点学科的数字媒体学术资源等，

原始素材资源包括：语音模型库、可扩展大型音视频媒体资源库（经典和热点的音视频资源

文件及其对应的文字脚本文件等，软件资源包括：新闻视频中字幕的获取系统、汉王 OCR 5.0、

HTK 语音工具、自动唱词识别系统 v1.0 等。  

参与网格环境下的数字媒体网格平台的集中研发，具体包括：参与平台门户系统研制，

参与素材管理、学术管理、云计算空间等模块的研发，参与资源标注、资源管理、资源检索

等服务的研发，参与典型工具的移植与封装等。依托网格环境下数字媒体网格平台，在信息

与通信工程等重点学科资源集成和共享的基础上，参与网格环境下的数字媒体数据库及资源

访问和集成建设。  

基于网格环境下数字媒体网格计算平台和网格环境下的数字媒体数据库，结合参与高校

的学科应用场景，进行了基于文稿和音频端点检测的自动唱词应用示范建设，具体包括：汉

语语音音节库建设与整合（包含每个汉语音节的隐马尔可夫模型，供音频端点的识别使用），

可扩展大型音视频媒体资源库建设与整合（大量经典的和热点的音视频资源文件及其对应的

文字脚本文件，并能够根据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提交的音视频等文件不断补充完善媒体资源

库），建设与集成自动字幕生成系统（包括语音端点检测模块、字幕生成模块等）等。  

基于网格环境下数字媒体网格计算平台和网格环境下的数字媒体数据库，结合参与高校

的学科应用场景，负责新闻视频字幕的自动获取应用示范建设，具体包括：可扩展大型音视

频媒体资源库建设与整合，建设与集成新闻视频字幕的检测与识别系统（包括镜头分割模块、

关键帧的分析与提取模块、字幕检测模块、字幕识别模块等）等。  

重点学科网格平台具备良好的资源共享管理和服务机制，提供 7*24 的学科资源共享服务。  

 

 

 

 



138 

2013 年度邮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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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赵国君 

项目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王陈雪，苏  炜，杨海荣，范  琴，韩同富， 

束海峰，朱  丽，赵志敏，张  群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国家邮政局对外委托及软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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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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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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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预定计划，取得监测数据，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为管理部门及企业提供了决策

参考。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分支机构备案管理制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梁雄健 

项目组成员：梁雄健，黄秀清，王  颂，魏  方，张  静，李  欢，解锡梅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6 日  

 

该项目为国家邮政局课题研究委托项目。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务市场发展迅速，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分支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壮大，

然而相关的监管问题也十分突出。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有效

履行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业务市场的监管职责，亟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

递市场管理办法》和《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建立起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分支机

构进行备案管理的相关制度。  

该项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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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国当前快递业务市场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对在我国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分支机构备案管理的相关法律依据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分支机

构备案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2.了解了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业务市场的监管需求以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对分支机构

备案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过充分的研究、多方讨论征求意见、反复论

证修改，拟定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分支机构备案管理规定》（草案），共十四条。并设

计出备案登记表格和备案提交材料清单，绘制了备案办理流程。 

3.对邮政管理部门在实施备案管理中应做好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文宏  

课题组成员：王文宏，刘胜枝，张蓝姗，万  柳，黄  佩，黄传武， 

李  霞，马梦鹤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该课题为文化部委托课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技术的兴起和三网融合的日益加深，数字文化产业正在迅速崛

起，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的朝阳产业。目前，以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为支撑，我

国数字文化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数字出版、网络文学、网络视频、

网络音乐等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已经在文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

为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产业链日益健全，并且具

有了一定的产业规模。该课题对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进行了重点调研，了解行业发展的现状及

问题，提出了以下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政府应制定以市场为导向的数字文化产业政策。 

2.建立中国文化数字化平台，重视内容品牌的打造。 

3.健全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 

4.加强对数字版权的保护，修订完善法律法规。 

5.加快数字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 

6.力拓国际市场，实现借鉴和本土化相结合。  

该课题成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概况篇，对数字文化产业进行界定和分类，并

介绍了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和我们提出的对策建议。第二

部分是产业篇，分别对网络游戏产业、数字动漫产业、数字出版产业、网络视频产业、网络

文学产业、数字音乐产业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关注了细分产业的现状、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第三部分是集聚区篇，阐述了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概念，从文化产业集聚区存在的必要性着手，

阐述数字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现状、分类、功能等，并针对其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

的对策与建议。第四部分是地域篇，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较好的重点地域进行了调研，主要

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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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未来网络技术发展与创新研讨会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江 

项目组成员：刘  江，黄  韬，姚海鹏，谢人超，魏  亮，霍  如，王  健， 

汪  硕，于  洁，董  洋，徐立萍，肖  潇，巫  莹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1 日  

 

该项目为中国工程院学术活动纵向项目。 

中国未来网络发展与创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三届，该论坛已经在业界树立了一定的

权威性，在未来网络技术研发机构、网络运营商、设备商和最终用户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并且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浪网等百余家主流媒体进

行了深入跟踪报道。  

该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以 SDN+ICN 为核心未来网络议题全方位研讨：该次论坛围绕当前网络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未来网络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网络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试验应用前景等重大

议题进行全方位研讨。  

2.国际顶级专家主题演讲：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中国工程院院

士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法国巴黎六大教授、欧盟 OneLab

试验床负责人 Serge Fdida，韩国科学院院士、科研基金会主席、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Yanghee 

Choi，澳大利亚 NICTA 实验室主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Aruna Seneviratne，美国麻省大学

副教授、NSF 未来互联网项目 ChoiceNet 负责人 Tilman Wolf 等未来网络领域国际顶级专家出

席及作精彩演讲。  

3.参加论坛人员：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等有关部委，省市主要领导，近

二十余位院士及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及运营商、设备商等众多运营单位、主流行业用户约 300

人共商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及创新应用。 

 

 

移动多媒体终端 SOC 芯片研发 

 

项目承担单位：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钟  晨（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北邮项目负责人：刘凯明 

北邮项目组成员：刘凯明，赵同刚，史晓东，刘  芳，谢  刚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1 日 

 

该项目为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项目编号：2009B090200030）。 

该项目的目标为研究开发一种单芯片集成“多标准多格式音视频解码器、高达 500 万象

素数码照相图像处理器”等重要功能的高性能 SOC 芯片，满足未来移动多媒体终端应用需求。

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完成了芯片 MPEG2/4，MP3，H.264，AVS 等多种视频格式解码研究开发，使得图像分

辨率达到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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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了芯片支持从 30 万到 500 万像素的 CMOS 图像传感器输入信号设计工作，芯片

的图像处理功能可以支持彩色插值、图像灰度补偿电路、白平衡、镜头阴影修正、坏像素点

检测校正、平滑处理和轮廓增强、伽玛校正、色彩校正、亮度、饱和度和对比度调节、图像

尺寸缩放。 

3.完成了芯片支持 SDRAM/Flash 控制器、LCD 控制器、SPI、MMC/SDIO、UART、GPIO、

I2C、I2S、USB 等常用外围接口设计开发。 

4.芯片的工艺设计制造采用了 90nm 以下 CMOS 工艺，芯片功耗实现小于 400mW 的指

标。完成了芯片的设计与测试，已进行市场推广应用。 

 

 

基于 Windows Mobile 系统的移动终端安全技术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河北省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项目合作单位：河北省自动化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崔彦军（河北省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北邮项目负责人：王洪波  

北邮项目组成员：王洪波，张碧玲，李阳阳，杨华卫，张  鹏，李俊波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项目为河北省科学院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627）。  

该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基于 android 系统平台、软硬件相

结合、采用 WPKI 安全架构的安全防护系统，以期解决移动终端在个人和企业应用中面临的

安全问题，并进一步在将系统移植到 Windows phone7、OMS、IPhone OS 等其它主流操作系

统上。项目组围绕以上关键问题中的网络协议等部分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算法及协

议。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面向双因素身份认证机制的高效网络通信协议。 

2.移动终端敏感信息防护算法及低成本网络通信协议。 

3.面向无线终端管理的云管理机制及其安全通信协议等。 

 

 

生物群体协同搜索模式及最优化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安全中心 

课题负责人：李丽香  

课题组成员：李丽香，彭海朋，赵大伟，高  博，侯海霞，余江妮， 

苏  贞，鲁艳蓉，赵  慧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课题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二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课题编号：

121062）。  

该课题的创新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1.从微观层内蚂蚁个体行为及其之间交互方式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蚂蚁最优位置更新方

法、邻居选择形式和自适应扰动三个策略，提出扰动混沌蚂蚁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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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混沌粒子群优化、模糊自适应混沌蚁群优化和序贯二次规划方法，提出新的方法来

处理电力系统中带有阀点效应的负荷经济调度问题。 

3.考虑细菌群体感应系统的生物学基础，建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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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提出 BF-C 算法。 

4.从微观层内个体之间信息交互方式的角度，构建了基于混沌蚁群算法的组合优化问题协

同求解算法。 

5.基于随机索引建模方法和 CAS-C 算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群体用户的行为预测和网页预

取方案。 

6.提出了基于混沌蚁群优化的求解无线传感器网络分布式任务分配算法，考虑了任务能耗

和任务执行可靠性，有效地延长网络生命期、节省能量消耗和均衡网络负载。 

7.当疾病的全部情况无法获得的情况下，基于混沌蚁群的聚类算法研究了从人群中把获得

某种疾病的病人区分出来的问题。 

8.受单个蚂蚁的混沌行为和整个蚁群的自组织行为启发，从微观层个体行为与宏观层群集

行为的决策关系角度，提出了一种群集自治的分布式协调算法，能够有效协调群集个体并使

它们的状态达到整体最优组态。 

9.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能量受限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提出具有两类节点局部范

围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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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平板电视一体化制造系统关键 

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示范 

 

项目承担单位：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五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杨胜勇（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北邮项目负责人：赵  方 

北邮项目组成员：赵  方，牛  琨，李朝晖，贾红娓，徐晓斌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0 日 

 

该项目为为广东省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项目（编号：2011A090100016）。 

该项目重点研发基于 CPS 的快捷灵活、安全可靠的一体化设计制造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形成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供应销售、客户服务、产品回收于一体的一套用于

工业生产的 CPS 完整解决方案，系统架构最终能够满足平板电视生产厂的业务模式。其主要

成果如下： 

1.完成了基于 WSN 的物联网设计方案，研究了基于 WSN 的精确实时定位技术，完成了

WSN 中间件集成，完成了环境传感节点的研发及集成。 

2.完成了数据采集、生产看板、生产报表、系统管理等模块的软硬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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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动态复杂网络的模型与同步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丽香  

项目组成员：李丽香，彭海朋，高  博，赵大伟，孙  菲，侯海霞，王卫苹， 

鲁艳蓉，周利敏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9 日  

 

该项目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2-4-1）。 

为完成对融合动态复杂网络的模型与同步机制的研究，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通过网络拆分的思想，根据网络中任意边具有同一属性不同性质的特征，将多重边复

杂网络拆分成多个性质网络的组合形式，建立多重边广义动态复杂网络的模型，提出网络次

最优连接策略，发现其同步能力存在上界，通过特征值及特征向量分析发现网络系统产生完

全同步、反向同步、振幅死亡等现象的潜在机制。 

2.基于混沌蚁群算法提出了一个新的复杂网络未知拓扑结构的辨识方法，通过积分器理论

设计了一种新的非线性复杂动力系统参数辨识器，给出了未知参数辨识器存在的充分条件，

从时间序列角度研究了基于同步的动力学系统的参数辨识问题，给出了 Gram 矩阵的长时间满

秩和有限时间满秩条件。 

3.在节点状态函数的 Lipschitz 常数以及网络结构是已知和未知的四种组合情况下，基于

Lyapunov 稳定性理论，采用自适应反馈控制方法构造了多重边融合复杂网络的自适应同步控

制器，设计了具有相似节点的复杂多重边复杂网络的同步控制器，提出异结构具有多边的时

滞复杂动态网络的同步准则，给出结构不确定性的复杂时滞动态网络的指数渐进同步方案。 

4.基于统计学发现社团结构有利于控制复杂网络中级联故障灾害的传播，揭示了网络级联

事件所经历的生命周期及级联过程中网络崩溃部件的时间规律特征，提出了基于双通道密码

技术的公钥分发协议，基于网络纠错码理论设计了可同时做到抗窃听和拜占庭攻击检测的可

扩展的安全网络编码方案。 

5.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提出具有传感节点和汇聚节点局部范围的无线传感网络模型，发现当

网络中的汇聚节点所占比例在适当范围时，该网络会具有较优的数据传输性能，提出两种具

有记忆功能的度搜索算法(记忆功能最大节点度算法和记忆功能偏好节点度算法)来提高互联

网搜索和检索正确需求信息的能力，在不同网络环境下(无尺度网络、随机图网络和小世界网

络)分析了所提算法的搜索性能，通过优化物理层网络的拓扑结构提出提高逻辑层覆盖网络的

资源利用率的新方案。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京郊农民素质提升路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李全喜  

项目组成员：李全喜，秦银萍，任海丽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BJXNCJD2011-01-12）。 

该项目以促进京郊农民素质提升为终极研究目的。立足于耗散结构理论，结合当前城市

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时代背景，分析了京郊农民身体健康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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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等常规性素质内涵，同时指出信息网络素质和

生态素质是新时期赋予京郊农民素质提升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京郊农民素质提升的

紧迫性，并对新时期下京郊农民素质提升的应然系统结构进行解析，进而指出京郊农民素质

提升的实然困境，最后提出了一些非常规性的京郊农民素质提升的路径。 

在研究过程中，该项目组认为新时期讨论京郊农民素质除了这些常规性素质之外，还应

该关注京郊农民的信息网络素质和生态素质。京郊农民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业模式升级、进京农民主体新生化、信息网络数字化等多种挑战，客观上必然要求京郊农

民素质有相应的提升和变化。依据耗散结构理论把京郊农民素质提升纳入系统论的视角进思

考，认为要提升京郊农民素质不能忽视政府的主导力、市场的牵引力、社会的融通力和农民

的主体力。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对当前京郊农民素质提升的认识存在一定模糊，轻视京郊农

村成人教育的现象。从市场方面看，京郊农民还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

市场信息接收迟缓，市场竞争意识不强。从社会层面看，尊重农民、感恩农民的社会氛围尚

未形成。同时把社会上的非政府组织分为外援型组织和内生型组织，认为外援型组织不能持

续发挥京郊农民素质提升功能，提倡京郊农村内生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认为在新的历史时

期，在发挥已有常规性提升京郊农民素质举措的同时，还应该关注新的提升京郊农民素质的

路径，认为农民流动研究是教育、培训之外的农民素质提升的重要路径。切实加强农民成人

教育。同时注重农村图书馆建设，建立健全针对京郊农村的人力资源反哺体系，真正实现京

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分析与预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何菊香 

课题组成员：何菊香，邵燕敏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该课题为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课题编号：K2010007）。 

该课题在全面、系统、广泛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析和

预测，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了中国 FDI 影响因素的数理分析体系：对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诸多因素进行深

入分析，提取了 FDI 影响因素分析与预测建模的基本因子，在案例分析以及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 FDI 的传统来源国（/地区）以及部分自由港的实际投资额进

行了实证分析。 

2.构建了中国 FDI 预测模型：系统分析和建模研究中国 FDI 的流量、结构等特点，对中国

FDI 实际使用额建立月度、年度和中长期预测模型，依据预测样本、预测长度的不同特点，分

别建立动态计量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并进行了 2012 年和 2013 年的实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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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  桃  

项目组成员：胡  桃，陈  飞，岳  欣，车  颖，张  萌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要求对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进行研究，形成包括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

系现状及发展趋势；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目标、框架和模式；西城区电子商务诚信

规范；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机制；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示范街建设等一整套方

案。  

该项目成果为研究报告，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项目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的阐述； 

第二部分分析和总结了西城区和国内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设实践； 

第三部分提出了“一套制度、两个平台、三大机制、两大促进”的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

体系总体框架和工作机制建议； 

第四部分给出了电子商务诚信规范建设指导意见和规范模板； 

第五部分研究了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措施，并给出与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

体系示范建设方案。  

该研究报告内容丰富，理论结合实际，形成了《西城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总体框架及工

作机制建议》、《推进西城区电子商务企业信用管理建设实施方案》、《西城区电子商务企

业信用管理岗位的建设》、《电子商务企业诚信管理规范的制定》、《西城区电子商务企业

在线信用评价和信用建设》、《西城区“马连道茶城”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示范建设方案建议》

一系列工作建议方案，方案有指导意义。  

 

 

高速铁路 GSM-R 保障列控数据传输 KPI 指标的网络

安全评估及其安全系统设计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谷利泽  

项目组成员：谷利泽，孙  斌，肖  达，杨  榆，郑  凤，赵  宸， 

潘  平，符永康，杨  炎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围绕着密码学算法、通信系统中安全可信算法、云存储系统中数据安全保护技术

以及无线通信系统中关键技术等四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在内自同构群上的离散对数问题困难假设下提出了两个盲签名方案，这些方案均是基于

非交换群的盲签名方案并且均满足盲性和多一不可伪造性安全，所构造的方案在运行时间存

储空间上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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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路由信息的安全性和路由行为的安全性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域间路由协议存在的安

全缺陷，总结了已提出的安全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研究了域间路由协议安全相关的关

键技术，提出了新的、高效的安全机制。针对 SE-BGP 方案的缺陷，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域间路

由安全机制，引入代理重签名机制，解决了关键节点在联盟间交叉认证的问题。改进了代理

重签名路径验证方案，提出了一种基于代理重签名的域间路由路径验证机制，提高了路径验

证的效率。基于人类社会中排队列的思想，提出了一种轻量化的域间路由路径验证方案，显

著地简化了路径验证的过程和所需的系统资源。 

3.着眼于云存储数据安全中的数据完整性保护问题，通过对云存储安全环境的综合分析，

在现有关于存储系统数据完整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云存储中数据完整性保护

若干关键技术的研究。提出一种适用于归档云存储的轻量级的数据可取回性证明算法

-MF-RDC；提出了一套适用于云存储的有效的数据安全方案。方案采用引导密码解决传统对

称数据加密中密钥难以管理和保存的问题；采用纠删码中的 Tornado 码设计数据冗余系统以解

决数据丢失恢复问题；并通过带密钥的 hash 使 Tornado 码具备纠错功能从而解决数据的篡改

问题。 

4.为解决无线通信中，传统模代数预编码算法在信道条件不好时误码率高的问题， 提出

了将格点减少技术与模代数算法相结合的新的非线性预编码算法。该算法利用格点减少技术

对实际信道矩阵进行正交处理， 以提升系统的整体误码性能及保证用户间的公平性。 

 

 

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聂元飞（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北邮项目负责人：茶洪旺 

北邮项目组成员：茶洪旺，和  云，闫  强，杜振华，刘  宇，彭志文，李佐军， 

曾智泽，刘  博，明崧磊，韩天明，刘  伟，唐  勇，陈  静， 

倪秀碧，祁晓晴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该项目为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SYSX201319）。 

该项目经过省内外深入调研，反复研讨，邀请相关专家开展咨询，三易其稿，最终形成

了由咨询报告和综合报告组成的研究成果。咨询报告是对综合报告的提炼，提交云南省委、

省政府作为决策参考；综合报告由六大部分构成： 

1.产业转移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2.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重要意义。 

3.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4.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总体构想。 

5.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承接重点。 

6.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对策建议。 

《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研究》从产业转移的内涵、发展趋势、原因

入手，系统分析了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重要意义、有利条件及制约因

素，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及省政府文山

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放眼国内外产业转移趋势，紧密联系文山实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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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文山建设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空间布局、主要目标、

承接的重点产业、对策建议。力求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决策参考，为把文山建设成为云

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提供科学的行动方案。 

 

 

CALIS 全国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项目负责人：严潮斌 

项目组成员：严潮斌，王  茜，董晓霞，周  婕，刘新燕，贺  轩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5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211 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三期”的子项目（项

目编号：4010）。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中已经投入运行的教学参考信息系统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等。同时，CALIS 正在构建全国性的教学参考信息系统，即中国高校教学参考信

息中心网站，目前已初具规模，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些已建成的系统主要功能为：教学

参考信息多途径浏览和检索、与图书馆 OPAC 系统部分使用功能实现整合、教参资源全文提

供、用户与系统的交互功能等。清华大学教参信息系统在相关资源整合方面做得较为深入，

实现了与国内外一些教材中心的链接。 

北邮图书馆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1.面向全校的，集中式的“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以信息分散采集、集中

管理，借助现代化的服务手段，为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提供高水平的教学信息和全文

电子教学参考书文献保障服务的主要平台，提供在线浏览、检索各主要高校的教学参考信息、

在线阅读及采购教学参考书等功能以及其它与教学有关的信息服务；为高校读者通过网络共

享教学参考信息，促进各高校教学信息的交流，提高高校教学水平的目标服务。 

2.初步建设了以信息分散采集、集中管理的方式，采用最新技术成果，借助现代化服务手

段，将各高校教学信息以及经过教师精选的教学参考书数字化；建设基本覆盖我国高等教育

文、理、工、医、农、林重点学科的，满足教学需求，技术领先，解决版权问题的教学参考

信息库与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及其管理与服务系统——“中国高校教学参考信息中心”网

站，可供全国高校师生检索和查询的高校重点学科中文教学参考信息库、可供全国高校师生

在线阅读和选购的教学参考书的电子全文书库。 

3.建立了一套包括 8 个与教参信息建设相关的文件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规范与标准，“教参

信息中心网站”的功能和它的特色资源，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它除了能查询教参信息、访

问阅读和订购电子图书外、还可以扩展进行馆际互借、专家推荐、按需出版、咨询推送等项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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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蓝皮书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文宏  

项目组成员：王文宏，张蓝姗，梁  刚，黄  佩，刘胜枝，黄传武， 

万  柳，郭  宁  

结题时间：2013 月 6 月  

 

该项目一般纵向项目。  

《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蓝皮书（2011-2012）》对北京市 2011-2012 年动漫游戏产业的整

体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从漫画行业、动画产业、新媒体动漫产业、游戏产业、动漫游

戏衍生品市场发展、动漫游戏集聚区发展、知识产权在动漫游戏产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动漫游戏产业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本流动、动漫游戏企业投融资发展、全国及动漫游戏产业会

展概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该报告对北京市 2011-2012 年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描述为： 

2011 年，北京市 356 家影视动画、网络游戏重点单位实现业务活动总收入 127.5 亿元，

比 2010 年增加 30.7 亿元，同比增长 31.7%，增速比上年提高了 9.5 个百分点。2011 年，北京

市影视动画、网络游戏重点单位的收入分别为 7.8 亿元和 119.7 亿元，利润总额为 40.8 亿元。

网络游戏占业务活动总收入的比重继续增加，达 93.9%。2011-2012 年，北京市继续完善和落

实一系列推动、扶持动漫产业的相关政策，鼓励动漫、游戏企业努力创新发展，继续做大做

强；通过加强集聚区的建设，搭建产品展示和交易平台，向实现动漫游戏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通过加强银企合作、整合行业资源，为动漫游戏产业链的构建和完

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报告认为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存在的问题有：市场渠道不成熟，盗版管制机制仍待完

善；企业目前在营销方面具有明显不足；盈利模式普遍单一；人才流动频繁、高端人才稀缺；

产业链发展不完善；基地园区建设仍未探索出特色道路。  

该报告对北京市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加强政策扶持，提升政府服务；坚持内

容为王，鼓励原创品牌；健全市场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加快资源整合，培育高质量产业链；

利用新兴传播平台，探索新型盈利模式。  

 

 

互联网中兴奋剂销售情况调查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张树壮  

项目组成员：张树壮，罗  浩，吴侔天，陈鸣睿，冯文雅，仲  晶，崔璐璐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3 日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对互联网中兴奋剂销售情况进行了调查： 

1.针对每一种物质，在每个调查目标网站上进行检索，查看是否有出售的信息。如 

果有，记录其种类和数量，存在形态、形式，店铺的名称，店铺 url 以及联系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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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每一种物质，使用 google，bing，baidu 等搜索引擎对其在其他网站（调查目标网站

以外的网站）的销售情况进行调查，取得其出售产品的种类和供货商等信息。 

3.将这些信息进行汇总，获得每一类物质在互联网中的销售情况，包括：销售网站，网站

中的销售店铺，联系人，药品形态，状态。 

4.针对大量原始数据，从药品销售网站所属国家，以及药品销售店铺所属国家两个角度给

出所占比例较大的部分国家和店铺统计结果，并以饼图的形式进行显示。  

经过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1.被调查的药品在网上都有广泛的销售：在调查的 40 中药品中，受欢迎的都有上百家网

站和店铺有销售，而不容易检出的也普遍有几十家网站和店铺有销售。 

2.售卖兴奋剂的国家分布广：售卖药品的网站分布在各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例如：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荷兰，德国，加拿大等。美国和中国所占的比例最

大，占到了 50%左右。 

3.售卖兴奋剂的店铺分布广：售卖药品的店铺分布在 53 个国家的网站中，并且参与开店

铺的人涉及 98 个国家。除了分布在各大 B2B 网站之外，在其他非知名网站也有大量的店铺，

并且这些非知名网站的店铺数量远远大于知名 B2B 网站中店铺的数量。  

 

 

北京市文化品牌案例分析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蒋淑媛 （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北邮项目负责人：刘胜枝  

北邮项目组成员：刘胜枝，郭  宁，万  柳，王飒飒，张小凡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成果为对北京市知名的文化品牌进行调研和案例分析，共调研分析了以下六个案

例。 

案例一：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完美世界主要从事网络游戏，在北京市属

网络游戏企业里排名第一，多年保持海外出口全国首位的地位。其成功经验：1.关注玩家心理

需求。2.打造自我研发能力和注重版权保护。3.构建完善的人才贮备和培训体系。4.积极推行

国际化发展战略，从授权经营走向自主运营。5.加强全球资源整合，提升公司运营实力。  

案例二：《功夫传奇》美国驻场演出案例分析 大型功夫演艺剧目《功夫传奇》品牌知名

度高、艺术生命周期长、在北京、美国同时驻场演出，成为了研究文化产业的突出样本。项

目给我们的启发：1.文化产品的创作应具有国际性。2.文化产品的运作应符合国际市场规律。

3.应鼓励文化资本走出去。4.文化产业的政策出台应更尊重产业发展实际。  

案例三：大象房动物城堡演出项目案例分析 “大象房动物城堡”是中国木偶剧院和动物

园合作的把参观动物和儿童剧演艺相结合，向儿童提供室内观剧的一次创新。项目经验启示：

1.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激活了艺术生产力。2.抓准突破口，找准文化产品的独特性及其与市

场的结合点。3.制作符合儿童需求的文化产品，为营造和谐社会提供精神食粮。4.中国儿童剧

市场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案例四：大型台湾话剧《宝岛一村》国内商业演出案例分析 央华公司运作台湾大剧场话

剧《宝岛一村》，可以作为小公司运作大剧场话剧的成功个案，项目思考与建议：1.就话剧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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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市场主体而言，正是民营企业搞活了话剧市场。2.从演出场所来看，剧场管理水平有助于提

高剧目盈利水平。3.在话剧演出行业的人才培养方面，艺术人才养成困难，人才储备不足。4.

赖氏与国内话剧界对于大剧场新主流话剧的探索尚在途中。5.对于整个话剧演出经纪行业的思

考。  

案例五：开心麻花公司音乐剧《白日梦》与《爷儿们》案例分析 开心麻花公司《白日梦》

《爷们儿》两部音乐剧在市场上都获得成功，说明民营公司运作商业化音乐剧的极大潜力。

国营、民营合资应理清剧作产权关系，充分发挥民营创制单位的积极性，尊重音乐剧艺术创

作与制作的规律，给承办单位更大的制作空间，更大的创作自由。坚持相互尊重与合作，结

果就是双赢。 

案例六：文化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创新公共文化惠民工程 中传

东方视角数字文化产业集团开发和运行的「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项目，汇集了八大板块海

量内容的有声数字资源，有效供给全国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成功经验：1.该项目是文化新

业态发展的创新示范。2.该项目是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典型应用。3.该项目有效拓展了主流文化

传播渠道。4.该项目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健康信息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项目承担单位：河北省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成  彬（河北省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北邮项目负责人：王洪波  

北邮项目组成员：王洪波，杨华卫，岳  婷，李阳阳，宋  涛，黄国凯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该项目为河北省科学院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2625）。  

该项目总体目标是研发基于云计算的健康信息监控系统。为用户提供随时健康咨询信息

的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依据。项目组对云计算中的云存储技术、云数据中心技术、大

数据处理技术进行研究，提出一系列算法、技术。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用于健康信息监控信息的高可扩展云存储技术。 

2.适应对地点监控、动态节约带宽成本的多数据中心间资源管理及调度技术。 

3.面向个人健康信息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基于新媒体的科学传播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宁连举 

项目组成员：宁连举，牟焕森，白  露，刘  茜，王浩宇，段明娟， 

田金金，赵  贺，李小龙，蒋  璠，雷梦云，唐  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20 日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我国科学传播还没有将新媒体尤其网络变成工作主渠道，怎么应用新媒体技术做好科学

传播工作，实现科学传播现代化，是一个紧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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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媒体科学传播主要表现为线下科学传播智能化和线上科学传播数字化两种形

态。新媒体泛指相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四大媒体）的形式、内容及类型所

产生的质变。新媒体基于电脑（计算及信息处理）及网络（传播及交换）等新技术条件，利

用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动画等元素，能够有力支撑科学传播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新媒

体的特点包括：集成性；交互性；实时性；多样性。 

科学传播智能化是指将感知技术、现代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等新媒体技术

在线下科学传播中聚合与集成应用。科学传播智能化能够实现现实科学传播中人与物、物与

物、人与人互动的状态，达到科学传播全面管理的水平。智能化的典型技术支撑包括：虚拟

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新型触觉技术；动作识别技术；3D 打印技术。  

科学传播的数字化是指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将科学知识以数字方式

展现出来，其集成组织方式即构成一个虚拟的科学传播情境——数字化科学传播平台。这种

平台具有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不受时间限制、不受场地限制、不受环境限制、绿色环

保、多终端呈现（手机、电脑、iPad 等）等优点。科学传播数字化平台，尤其国家级平台应

该具有如下特点：专业权威、公众参与、妙趣横生、集成协同。  

互联网模式下科学传播产业链，包括五个产业主体：需求调查方，内容提供方，运营方

（包括网络运营方和线下运营方），分销渠道方。各产业主体协同作用实现整个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科学传播支撑体系包括为需求激发体系、内容研发体系和传播扩散体系，这三个体

系之间是螺旋上升，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新媒体的发展对我国的科学传播政策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构筑新媒体科学传播体系，

包括成立国家科学传播研究会、建立科学传播基地、推进科学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

科学传播的供给能力，包括实施科学传播人才战略、繁荣新媒体科学传播内容创作；加强科

学传播能力建设的保障，包括建立政府引导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完善科学传播激励政策、建

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科学传播合作制度。 

 

 

可信云平台基础信任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剑  

项目组成员：李  剑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4 日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同态加密算法、基于友好的同态密文算法的检索机制及安全云

存储系统，并且该系统使用 VHD 虚拟磁盘文件和二进制文件作为存储文件。  

同态加密是一种可以对密文数据执行操作的加密方法，在保护用户第三方数据安全方面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同态加密算法加密数据，一方面可以保证密文信息不被统计分析，

另一方面可以在服务器端不可信的情况下进行检索，同时保证数据安全。因此，设计一个有

效应用于云存储系统的同态加密检索算法，将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针对在服务器不可信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检索的同态加密算法，设计了一种基于此的密文

检索模型，这个模型可以使用较为先进的中文分词理论和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检索的效率。  

另外，云存储系统从架构的角度上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它利用 Windows 在顶

层统一管理和组织数据，底层的数据加密存储由服务器端传输模块负责，使用 VHD 文件附带

二进制文件作为存储介质简单方便。而且本毕业论文设计的云存储系统对客户可以虚拟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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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磁盘，跟用户的本地磁盘相同，用户可以像操作本地磁盘一样操作这个网络磁盘。云存储

系统由云服务器与客户协同操作，控制功能分散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使得数据安全性等

在集中式文件系统中很容易处理的事情变得相当复杂，即需要考虑数据的私有性。  

该项目提出的同态加密算法采用一次一密，可以有效地抵抗统计分析等攻击，具有很高

的安全性。  

实现时使用 160 位密钥，一次加密产生 272 位的密文，对于一个不知道密钥的攻击者，

要想通过暴力破解密钥非常困难，进一步保证了密文数据的安全性。  

两种检索方法都是服务器端不可信的前提下的检索方案。检索方法二也是现在普遍采用

的检索方法。  

 

 

技术交易大数据分析总体设计及算法实现（一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艾新波 

项目组成员：艾新波，胡燕祝，胡  宇，赵会洋，孟  臻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完成了技术交易大数据分析的框架设计。大数据分析框架包含递进式的三个部分，即：

传统统计分析、经典数据挖掘、高等数据分析三部分。框架设计中明确了所基于的数据、拟

采用的技术及可能得出的结果，以及预计用于量化决策支持的结论。 

2.将经典统计模型及数据挖掘四大类技术应用于技术交易数据分析，对技术交易的卖方属

性、买方属性、行业属性、地域属性、技术属性、税费属性等 6 大类 83 小类属性进行了关联

分析和关系拟合，对技术交易价格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模型拟合率为 93%，泛化能力为 78%。 

3.将文本挖掘理论深度应用于技术交易数据分析。主要成果包括：采用适用的中文分词技

术进行技术性名词和形容词的提取，建立了专用词典；通过建立词条-文档矩阵的矩阵演算，

对不同技术交易进行了文本聚类和分类；采用时序演化词云、地域对比词云、阶段对比词云

等方式，对技术交易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4.首次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于技术交易结构分析。主要成果包括：构建了技术交易复杂网

络，该网络包含 78 万条边、17 万个点；对北京技术交易复杂网络进行拓扑分析，平均路径长

度为 8.88，聚集系数为 0.049，经与随机网络对照，计算可得小世界系数为 606，由此可得该

网络为小世界网络，同时，该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其幂指数为 2.093；对北京技术交易复杂

网络过程进行了演化分析，并且初步进行了链路预测。 

5.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结合专家经验，初步得出了可用于指导技术交易的若干结论。主要

包括：基于中位数的时序预测模型；基于频繁项集和序列模式的交易撮合；基于文本挖掘的

技术热点演化；基于复杂网络结构的关键交易主体甄别；基于链路预测的技术交易推介等。

部分结果已呈报北京市科委、科技部火炬中心，并得到相关领导和业内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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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网技术产业发展建议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俊亮 

项目组成员：陈俊亮，张  平，胡  铮，李立华，田  辉，程  胜，纪  阳， 

王  庆，李  巍，宋  杨，崔  策，卢  云，叶  丹，薛  竞， 

刘海峰，张春红，李亦农，曹玉青，黄威迪，黄冰玉，王晓文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当前，我国面临着新一轮产业竞争和网络空间新秩序竞争的机遇和挑战，而泛在化是目

前的主要趋势。该项目从切入产业、科技任务部署、政策等几个方面出发进行分析，通过调

研走访、召开研讨论坛等形式，完成《我国泛在网络产业发展分析与建议报告》（研究报告）。

并经过多轮专家讨论，总结出《抓住 5G 移动通信技术研发契机，打造我国自主无线泛在网》

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抓住 5G 研发契机，以业务创新和引领为导向，重点关注以融合为特征的无线泛在网颠

覆性模式、架构，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并保障创新成果转化，锻造行业中的“金刚”级企业；重视

安全可信架构的研制，制定关键协议和重要设备的安全认证保障机制。 

2.以边缘即服务(Edge as a Service，EaaS)的无线网络/信息处理产品体系为目标，重点突破

无线融合网络技术和接入控制技术，突破资源搜索技术，夯实网络监管安全防控技术手段。 

3.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如政府和行业信息开放相关规制、个人/企业/政府隐私安全及征

信相关规制、知识产权保护及科研人员激励相关规制，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制定积极的财

税政策，建立更灵活的无线频谱资源开放与分配体系，为新型产业和信息消费创建可市场化

运作的长效机制。 

4.在新兴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中进行泛在网络联网、信息融合交换平台的部署和管理试点，

推进以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渗透为主的移动泛在信息化应用。 

 

 

新媒体生态视阈下的高校新闻网的身份重构与 

竞合战略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 

项目负责人：周  晔  

项目组成员：周  晔，曾剑秋，赵  亮，李欲晓，许叶萍，董明明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4 北京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JGWXJCZX2013013）。  

高校新闻网是指由高校创办、以传播高校新闻、发布各类信息、收集资讯言论、服务广

大师生为主的综合性网站。高校新闻网作为高校网络文化的主阵地之一，已成为高校思政教

育的新阵地、学校形象塑造的新舞台、凝聚人心的新纽带、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平台、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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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新窗口、历史档案的新使馆，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但随着多媒体数字化浪潮的叠加

袭来，高校新闻网遇到了一个个发展瓶颈，其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创新理念，明确定位：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服务学校大局，让新闻网承担信息沟通、

思政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和塑造学校形象的功能，树立“受众意识”、大宣传的开放意识以

及公开意识，坚持以人为本，采用大众化为主的新闻视角。 

2.加大技术，提升内力：借鉴先进的技术理念，提升吸引力；向网络新媒体实行“借势扩

张”，如微博、微信 SNS 社区中的校园官方账户，博客、播客中的校园信息发布平台，移动

交互平台 APP 以及高校双微服务平台之企业号（免去了传统校园 APP 安装步骤）。坚持“把

关人”和“实名制”两手抓，保证信息安全。 

3.整合资源，立体发展：强强联手、互通有无，整合校内外、校内各部门的媒介资源研究

力量、网络平台及管理运行机制，构建一个具有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的网络宣传和新闻

传播大平台；培养和打造一支集教育、管理、技术、研究于一体的新闻精英队伍，让触角伸

向各方面；协同构建一套信息资源共享、开放、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工作协调机制；培养

一批成熟理性自律的校园网民。 

4.打造亮点，提炼特色：升级模式，调动感官。新闻网应从名称、页面设计、栏目设置上

体现学校精神和特色。加大新闻策划，提高专题发布能力。增加互动，让评论更有说服力。 “第

四媒体”、“web3.0”甚至一直到 Web6.0 等新概念被 IT 专家多次提出，比如 Web6.0 本质上

已不是单纯的互联网技术或衍生思想，而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初步结合的一种全新模式，惠

及广大网民。在 Web6.0 里每个人都有调动自己感官的无限权力，用自己的五官去重新发现世

界、改变世界。  

 

 

Research on dynamic TDD aiming for  

Beyond-4G Radio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芳 

项目组成员：刘  芳，谢  刚，刘凯明，刘元安，刘晓龙，徐佳康，刘忠胜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 LTE-A 系统中小区采用动态 TDD 帧配置及其它 TDD 相关技术情况下的

干扰控制和管理技术，目标是提高系统的频谱利用率。该项目对相关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算法，并进行了性能评估，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双向连接模式（小区间载波聚合）下单发射机用户的协作通信方案。 

2.高密度 FDD 小区组网下基于动态 TDD 配置的小区间下行干扰消除技术。 

3.邻小区辅助 TDD 配置下的边缘用户上下行调度信息、上行混合自动请求重传定时策略。

4.蜂窝网络下的时频全双工无线通信系统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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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五）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崔琪楣 

项目组成员：崔琪楣，许晓东，田  辉，陶小峰，王  辉，高苇娟，张  彤， 

陈宁宇，陶铭亮，韩  江，张映霓，曾  亮，张丹婷，杨程程， 

洪亚藤，刘  雅，孙  玉，吴宝学，高  瑞，刘佳慧，王  萌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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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Release 10 中的

CoMP 技术进行增强的同时，为进一步提高 LTE-A 系统的各项指标，在 Release 11 及 Release 12

中启动了多个项目，包括： ePDCCH，Dynamic TDD enhancement，HetNet Mobility management，

Device to Device和 small cell enhancement。其中 ePDCCH 用于提高下行控制信道容量，Dynamic 

TDD enhancement 致力于解决 TDD 系统中的干扰问题，HetNet Mobility management 针对异构

网络场景改善小区切换问题，Device to Device 是一种新的通信方式，用于系统业务的负载均

衡，small cell enhancement 则为了提高热点区域的频谱效率，提高数据峰值速率。 

该项目主要在下行 CoMP 设计、CoMP 反馈增强、ePDCCH 格式设计、Dynamic TDD 干

扰管理、异构网络移动性管理、Device to Device 通信机制设计、Small cell 方面开展研究。 

 

 

多媒体音视频检索技术 2012-2013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董  远 

项目组成员：董  远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整地研究了多媒体视频内容的搜索与检索技术，产生了非常好的研究应用软件，

一些已经被用于欧洲的商用云分析产品与服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先进的复杂背景的人脸检测技术，人脸目标点定位技术，人脸识别技术。  

2.利用人脸技术，在电视视频中快速定位目标人，寻找目标人；根据目标人的识别来做电

视内容的自动章节切分与自动摘要。  

3.对电视体育足球赛事视频，做比分检测、球门检测、角球与发球事件检测、字幕检测、

射门检测，实现电视视频内容的自动切分、自动摘要、与自动亮点检测(hihlight detection )。 

4.实现了视频中普世目标的自动检测，如在视频中检测人、车、马、飞机、自行车、摩托

车的目标。同时该技术可以适用于任何预定义的目标检测。可用于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技术的应用。 

5.用深度学习技术，可以检测 1000 多种任意的客观世界的目标，实现对大数据视频数据

的自动分析与自动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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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停车检测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洪刚 

项目组成员：张洪刚，马占宇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一个违章停车车辆自动检测系统，针对实际应用场景，使用改进的混合高斯模型，

光流法和车牌定位识别等算法，开发设计了一套违章停车智能监控系统。该系统由高速球型

摄像机和一台安装了违章智能监控系统软件的计算机组成，能够实时处理运动车辆检测与跟

踪、自动缩放控制球机、近景抓拍车牌图片、车牌信息识别、违停证据存储等功能。 

2.由于小区周边的特殊环境，在抓拍图像中车牌一般都会呈一定角度的倾斜，该项目提出

了一种针对大角度车牌的旋转算法。该算法先通过纹理信息确定出车牌的倾斜角度，然后通

过边缘和颜色信息定位出车牌边界，方便后续的车牌识别过程。经过实际场景测试，此算法

触发效果良好，能全自动完成系统功能，具有低延时，高效率，稳定性好等特点。该系统支

持大范围、全天候、复杂环境的违章停车监控，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HTML5 技术开发--PhoneGAP API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郝建军 

项目组成员：郝建军，刘  睿，孙  磊，翟文渊，王筱萌，廖天宇，周  信， 

张赛男，李  盼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面向 HTML5 技术开发，主要利用 C/C++以及 JavaScript 完成 HTML5 环境下

PhoneGap Web API 插件的开发和测试以及 PhoneGap Web API 模拟器模块开发。主要研究成果

包括：  

1.完成了 PhoneGap Web API 插件： 

完成并交付了照相机、图像捕获、联系人、事件管理、定位和多媒体等 PhoneGap Web API

插件，这些插件能够在需方所提供的 HTML5 环境上运行。交付的每一个 API 插件均包括： 

（1）API 实现(包括 wild 文件， C++代码以及项目文件等)； 

（2）单元测试用例，用来验证每个模块的实现及 100%方案覆盖； 

（3）设计实现文档，测试用例及测试文档。  

2.完成了 PhoneGap API 模拟器模块： 

完成并交付了加速器、照相机、图像捕获、指南针、连接功能、联系人、设备管理、事

件管理、文件管理、定位、多媒体、通知和存储功能等 Web 模拟器中的 Web API 模块。交付

的每一个模块均包括： 

（1）API 实现； 



157 

（2）事件面板实现，设计并实现用于事件注入、参数设定以及设备仿真的可控面板，以

及用于开发者控制每个模块的 UI； 

（3）单元测试用例，用来验证每个模块的实现和 100%方案覆盖； 

（4）Demo 应用，对一些主要接口以及各个模块使用方法进行黑盒测试的演示程序，~80%

方案覆盖； 

（5）说明文档。说明数据结构以及仿真机制的文档，用户手册以及 demo 应用文档。 

 

 

基于安卓的网络浏览器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卫东 

项目组成员：王卫东，张英海，李秀华，王朝炜，崔高峰，彭宏玉，刘  帅， 

李梦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所开发的安卓网络浏览器基于 WebRTC 技术开发，不仅可以为用户提供流畅的网

页浏览体验同时也支持用户间实时语音与视频聊天功能。经项目组相关技术调研，WebRTC 技

术可实现基于网页的视频会议通过浏览器，通过简单的 javascript 编程即实现实时通讯 (RTC) 

能力。与此同时，随着 4G 技术的普及，手机视频聊天功能必将成为主流功能之一。因此，项

目组确定采用最新的 WebRTC 技术，项目目标确定为实现实时语音和视频聊天功能的手机浏

览器的开发。 

 

 

未来无线通信系统中 TDD 差异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立华 

项目组成员：李立华，靳  进，张  恒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TDD 是指时分双工，TDD 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灵活性强、系统设备成本低等显著技术优

势，因而在未来无线通信系统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该项目主要致力于挖掘 TDD 上下行互易性的特色与优势，基于 5G 特有的新型网络架构

和传输模式设计实用化的技术方案，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利用 TDD 互易性进行干扰对齐和消除

的低反馈开销算法，异构网下基于干扰对齐的抑制共信道干扰的收发机设计，多小区多用户

场景下低空域维度上的干扰对齐方案，以及利用 TDD 互异性进行码本和非码本传输的自适应

切换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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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众核的下一代视频编解码技术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波 

项目组成员：杨  波，叶  锋，肖  贺，陈明书，祁  跻，于  力，王  毅， 

周银河，赵会玲，罗斌姬，梁晓传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下一代视频压缩标准 HEVC（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目前，HEVC

参考代码（HM 代码）存在着以下问题： 

1.复杂度较高，难以满足实时编码的要求。 

2.不同会议提案中的各种算法充斥其中，许多算法已经废弃不用而没有被及时去除。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开发主要从关键算法和系统并行化来构建众核模式下的视频编解码

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在帧内、帧间、变换量化、环路滤波等方面对 HM 进行优化，各项关键算法使用后系统

总体性能比 HM4.0，性能提高 1-2%。 

2.符合 HEVC 码流组成标准，能够用 HM 标准的解码端进行解码。 

3.大量提高编码速度，达到实时编码，对于 1080 高清视频做到实时编码、解码，达到 25~30

帧/秒。 

4.保证良好的压缩效率和压缩质量，总体系统性能比 H.264/AVC (JM17) 高性能档压缩率

提升 30%左右。 

目前，向国际标准组织 JCT-VC（A Joint Collaborative Team on Video Coding）组织提出的

所有提案均未实现 HEVC 性能比 H.264/AVC(JM17)高性能压缩率提升 50%的性能指标。因此，

该项目提出的编解码器预期性能基本实现了项目预期的目标。 

 

 

Privacy by Design: An Approach to Enable 

Privacy-friendly Technology Environment in China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欲晓 

项目组成员：李欲晓，米铁男，姜淑丽，孟庆顺，黄东海，杨晓波，赵  立， 

范文豪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让隐私侵犯变得更加便捷和普遍，具体表现为：个人信息贩卖情

况严重；数据泄露和丢失事件频发；“人肉搜索”对个人隐私的侵害激增；以安全服务提供商

为代表的 ISP 对用户的隐私保护也开始备受质疑等。 

该项目以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环境为切入点，对其中存在（或可能

存在）的隐私问题和风险进行了建模和分析，并对中国目前在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领域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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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措施进行了梳理，项目组认为，中国目前各方面的隐私保护措施，在应对已有隐私问题上

是存在很大缺陷的，为弥补该缺陷，项目组参考国际上“通过设计保护隐私”（PbD）的先进

理念，提出了一套构建中国隐私保护体系建设的理念，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立法方面：加快隐私保护立法，完善民法中的隐私权内容，并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

法》。 

2.行政监管方面：设立一个独立的隐私保护监管机构，以解决监管空白或交叉监管问题。 

3.标准方面：促进隐私保护标准化工作的体系化和国际化，重视强制性标准的作用。 

4.企业方面：鼓励行业自律，鼓励企业内部自律，并积极推动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建设。 

5.用户方面：积极开展隐私保护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6.技术方面：鼓励隐私保护技术创新，提倡在技术设计、开发、运行和销毁的各个环节都

开展隐私保护工作。 

 

 

北邮-高通联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大成  

项目组成员：杨大成，张  欣，高月红，常永宇，桑  林，杨鸿文，韦再雪， 

刘奕彤，王贤凌，耿  健，沈  云，张  萌，张伟伟，倪郑威， 

文  思，李原草，戴晦明，刘  菁，李南希，谢春蕾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研究了 LTE 演进及未来更高频段无线系统相关的系统级和链路级

关键技术、移动多媒体用户体验评估和资源管理技术等，具体涉及 D2D、异构网络、视频 QoE

等。 

2.项目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需评估的场景，研究了空中接口和多媒体应用层面的仿

真参数条件以便论证相关的算法，紧密跟踪有关标准化进展，开展仿真平台的搭建及仿真结

果的比对校准工作。 

 

 

Android 智能终端恶意应用防范机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邝  坚 

项目组成员：邝  坚，卞佳丽，戴志涛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面对 Android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在安全领域中，频频遇到恶意软件、后台扣费和隐私信息

泄露等问题，Android 智能终端恶意应用防范机制研究针对桌面整蛊的流氓行为，后台恶意扣

费，音频、视频、相片隐私信息泄露的情况作了分析与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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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恶意应用防范系统。 

该项目完成的恶意应用防范系统可以快速有效的阻止并恢复恶意应用修改桌面图标；实

时的防止后台向陌生号码发送短信，保护智能终端用户的财产安全；对于拥有录音、摄像头

权限的应用在后台打开服务时，及时向用户作出反馈，以防止用户隐私信息的泄露。 

 

 

集中式异构网络上行调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  侃 

项目组成员：郑  侃，龙 航，张俊龙，王海波，陈  影，信雪梅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包含两个部分： 

1.研究应用于异构网络的上行云处理技术。 

2.比较 TDD-LTE 和 FDD-LTE 在微小区和微微小区共同部署在高频段的频谱效率。 

具体研究成果包括：  

1.技术现况调研。  

2.异构网络系统仿真平台开发实现。 

3.干扰共存系统仿真平台开发实现。 

4.上行移动云技术相关技术的研究。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ports Phase II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文东 

项目组成员：王文东，马  建，田  野，韩闻文，郭  亮，张  波，张俊松， 

宋  峥，段丁博，刘亚志，马德新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建立北邮-诺基亚创新合作平台，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可供保护的知识

产权。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了一种基于情感分析的社交网络节点关系极性分类方法。 

2.提出了一种针对移动终端的 POI 信息自适应可视化方法。 

3.提出了一种针对移动终端之间相互定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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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ng Roadmaps and Benchmarks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马  严 

项目组成员：马  严，黄小红，赵  钦，吴  军，林昭文，徐  敏，杜泓庆， 

郭亚红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物联网部署基准，为物联网的部署提供决策工具，为物联网部署和使用选择最佳方

案。 

2.研究物联网部署路线图，为物联网技术发展规划提供指导。 

3.研究物联网测试路线图，目的为物联网技术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提供指导和解决方

案。 

4.组织互操作性测试活动，设计测试规范，分析测试结果。 

北京邮电大学主要参与了 Probe-IT 项目中的测试框架、测试需求、测试工具的定义和开

发，针对物联网的测试需求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设计物联网测试的路线图，为物联网测试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指导。 

2.参与组织 2 次 CoAP 互操作性测试和 1 次 6LoWPAN 互操作性测试活动，测试活动均与

IETF 会议同期举行，邀请国内外多个厂家针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了测试。 

3.在北京主办了一次 6LoWPAN 互操作性测试活动，邀请了国内主要的 6LoWPAN 厂家和

研究团队，对产品进行了测试。 

 

 

个性化学习路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宁连举 

项目组成员：宁连举，罗  琳，潘莹欣，刘自慧，孙  韩，王浩宇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项目编号：IS2013076）。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在线学习成为远程教育的主要学习形式，“因材

施教”的教学理念，要求在线教育平台可以为学习者推荐个性化和自适应性的学习资源和活

动。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北京数字学校在线教育平台，跟踪收集了 50 名高中生四个月的在线学习行为数据，

以学习风格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网络学习环境的特征，搭建了本研究的网络学习者学习风

格模型。 

2.使用 weka 软件，尝试多种分类算法训练数据，同时开展线下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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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预测算法的准确度，最终选择 SMO 算法作为学习风格的预测算法，各学习风格维度的准

确率高达 80%左右，预测的准确率较高，可以为平台的个性化推荐提供有力的支撑。 

除了理论成果外，该项目将上述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设计、开发了基于学习者在线学

习数据的个性化、自适应性的在线学习系统。该学习系统可以依据学习者留下的行为数据，

对学习者进行建模，进而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适合其学习风格的学习资源和活动，并可根据

学习者的行为变化提供动态、自适应的学习资源推荐。该系统弥补了市面上使用的在线学习

平台资源单一、内容千篇一律的不足，真正实现了在线教育的“因材施教”，具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 

 

 

网络演进研究和系统级仿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鸿文 

项目组成员：杨鸿文，李卫东，刘奕彤，张  飒，刘晓敏，卫  敏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通过系统级仿真研究长期演进（LTE）系统在网络演进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随着智能手机、掌上电脑等的普及，由背景业务所造成的上行信令负荷越来越大。该项

目研究了 LTE 中与背景业务所产生的信令负荷高度相关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的状态转换问

题。基于突发模型给出了背景业务的一般性产生方法，并为 RRC 状态转换提出了一种新的理

论模型，可以用来计算智能手机处于 RRC CONNECTED 的相关概率分布，并通过仿真进行了

验证。  

2.传统的泊松模型已经不能适用于描述智能手机所产生的背景业务，仿真显示差异显著。

该项目对智能手机业务产生的背景业务模型进行了研究，通过线性变换提出了一种修正的泊

松模型，该模型有 3 个参数，参数值可以通过实际背景业务数据的矩获得。泊松模型以及高

斯模型均可以看成是修正模型的退化情况。通过不同的参数组合，修正模型可以广泛适应多

种智能手机业务以及混合业务，能很好地吻合实际业务数据。  

3.阴影衰落是系统级仿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该项目研究了阴影衰落的建模问题，阴影衰

落一般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其分布的理论原因传统上是按乘积模型解释的。 

该项目对 Jari Salo 等人提出了加性模型进行了研究，通过将 Salo 的模型扩展到两个 ELA

上的双变量联合分布，得出了一种新的阴影相关模型，在一定范围内能较好地接近传统的指

数相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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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交网络的互联网视频个性化推荐系统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  升  

项目组成员：高  升，张洪刚，陈  光，郭  军，张  岱，黄  一，张囡囡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该项目为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发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主要针对直播电视节目向用户进行个性化的相关互联网视

频推荐。与相关推荐相比，个性化推荐综合使用了用户的所有历史行为，包括打分、观看、

订阅、搜索、标注标签、分享和评论等，而不仅仅是当前的单个浏览或观看行为，从而能更

准确反映出用户的兴趣。  

该视频推荐系统是国内首个面向直播电视的互联网视频个性化推荐平台，采用了学术界

比较前沿的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在采集大量视频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混合推荐策略。该

视频推荐系统的主要工作是从用户的历史行为中分析出用户的兴趣然后找出符合其兴趣的视

频展示给用户。因此一个完整的推荐系统，至少包括日志系统、推荐引擎和展示界面设计等

部分。其中日志系统主要收集用户的行为和对推荐系统的反馈；推荐引擎分为离线和在线两

部分：离线系统主要负责生成视频相关矩阵，存储在数据库中，供在线系统实时查询和调用；

在线系统负责实时响应用户的请求，在线提取和分析用户行为并生成最终推荐结果。  

主要创新性研究内容如下： 

1.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的用户行为进行建模，提取出不同情境下的用户兴趣模型和项目主题

聚类模型，然后计算不同域内用户兴趣主题与项目信息主题的相似性度量，通过共享这种相

似性度量实现跨域的信息推荐。 

2.综合分析不同情境下的用户评分数据，在用户兴趣模型的基础上抽取出不同情境中用户

某一聚类集合对项目某一聚类集合评分模式的跨域共性特征和单域个性特征，通过传递、共

享跨域共性特征信息以降低特定目标领域的数据稀疏性问题，提高视频信息推荐的准确度。 

3.针对海量视频信息，提出基于大数据集的信息推荐并行化算法，并在分布式平台上进行

了初步开发。  

 

 

DSP Software development on HW testbed for 

LTE/LTE-A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轶凡 

项目组成员：张轶凡，张奇勋，冯志勇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随着在未来移动数据业务的爆炸性增长，需要更多的频谱资源以满足未来需求。TDD 系

统由于有着灵活的非对称的上下行业务承载能力，能够实现更高的频谱利用效率，所以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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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必将获得更加广泛的应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十个电信运营商采用这种无线通信技

术。  

该项目实现的功能主要包含 LTE 系统的基站发送功能、终端接收功能和高层业务演示及

测试平台。此软件是基于 3GPP 第十版本，开发实时 8*4MIMO 系统的基带处理功能。软件需

求为： 

1.软件支持基站的 8 天线发送和终端侧的 4 天线接收。 

2.软件主要的功能是基带处理功能，也涉及基带处理单元与天线单元之间的接口电路设

计。 

3.在 DSP 上实现基带的信道模型。 

4.最大的吞吐量为 300Mbps。 

5.软件的实时信号处理能力达到小于 4 毫秒。 

6.实现无马赛克无线数据传输。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根据 3GPP R10 版本的定义，设计的软件能够支持其下行 8*4MIMO 的功能，其吞吐量

为 300Mbps。对于每个模块之间设计了流畅的数据流接口，并对每个软件的模块实现功能的

分割和定义。对每个模块，都通过完整的测试都验证了功能的正确性和实时性。 

2.在原始 matlab 仿真软件代码的基础上，对其原设计进行了定点化工作，在实际硬件系统

上验证无误，实现了 8*4MIMO 的功能。 

3.在TMS320C66x上实现实时的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对于 Ti 公司最新一代TMS320C66XX

系列芯片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能够灵活的使用带器件，并针对其核心的硬件系统架构、各

种加速器和软件有了大量的技术积累。 

4.业务演示系统实现了视频流的实时无马赛克传输，并能够对系统的数据传输速度进行实

时的测量，获得了圆满的演示效果。 

 

 

Developing a Customized Prototype System for Video 

Monitoring of the Non- Human Primates (NHPs) 

Behaviors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苏  菲  

项目组成员：苏  菲，赵志诚，赵衍运，庄伯金，蔡东琪，李鹏宇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随着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为了获得新知识或解决具体问题，比如，了解药物的最低有

效剂量和治疗的效果、药物的安全性、适应症状以及禁忌，或者是与其它药物的相互作用、

比较旧药和新药之间的不同等等，医院、药厂或相关的研究中心通常会在药物管理机构的监

督下，由经过培训的、具备相应研究能力或专业技术的人员先对动物进行试验，动物试验通

过之后再进行人体试验。在这些试验中，需要对被测对象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检测，如，统计

药物作用后的临床表现等等。而为了使动物试验的环境安全舒适，监控视频通常是在观测受

限的条件下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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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通过在观测受限的环境下，构建了灵长类动物的监控系统，能够适应全天候（7*24）

非间断实时监控，为后续的行为分析建立基础。 

 

 

JCP-BUPT QoS-based Predictive Data Caching in 

CCN Wireless Network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金跃辉 

项目组成员：金跃辉，杨  谈，崔毅东，蒋鹏程，章篷阳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多种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并对比了其优缺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断开时间预测

模型，并且使用了 Matlab，对实测得到的和仿真得到的数据进行了性能的对比仿真。 

2.设计了基于无线内容中心网络的可预测数据缓存系统的方案，并且基于预测算法模型设

计并实现了 Android 移动终端连接断开预测系统。 

3.搭建了基于内容中心网络实现的开源项目 CCNx，完成了基于 linux 服务器的内容中心

网络的节点与 Android 移动终端的连接断开预测系统之间的接口实现。 

 

 

未来无线蜂窝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鸿文 

项目组成员：杨鸿文，屠方泽，刘晓敏，许  侃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未来无线蜂窝网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研究，包括 3D MIMO 建模、3D 

MIMO 预编码、NOMA 等内容。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根据 3GPP 定义的 3D MIMO 信道建模方法，建模中考虑了三维系统场景、三维用户分

布建模、三维路径损耗和信道系数等因素素。在 LTE-A 系统级仿真平台中实现了 3D MIMO

信道建模，并进行了验证。  

2.运用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仿真的方法研究了三维用户分布和发射接收角度分布的影响，取

得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结果，通过大量仿真后获得的数据表明： 

（1）三维用户分布更适用于现实场景，二者在仿真结果上有显著差异； 

（2）3D MIMO 信道垂直角度比水平角度分布范围更窄，因此原有的码本设计中预编码

向量覆盖 360◦ 的思路在 FD-MIMO 中并不一定适用，需要研究设计新的预编码方案。  

3.针对 FD-MIMO（Full-dimension Multiple-Input and Multiple-Output，全维度多输入多输

出），在 3D MIMO 信道下研究了 FD-MIMO 的预编码方案。首先提出了一种基于子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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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 FD-MIMO 预编码系统；并在 LTE-A 系统级仿真平台上进行了验证，仿真结果表明此

预编码系统可以提高系统性能，降低参考信号的开销。  

4.研究了非正交接入（NOMA）系统。验证了 NOMA 系统对比于正交多址接入（OMA）

系统的性能提升，然后讨论了如何将运用于现有的 LTE-A 系统，研究了包括系统调度、功率

分配方案和信令开销等问题。  

 

 

MM 移动应用软件开发（三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卞佳丽 

项目组成员：卞佳丽，邝  坚，戴志涛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宽带网络的建设使得移动互联网应用发展迅速，并引发了市场对

手机应用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手机应用市场正在迅速扩大，前景广阔。2009 年

中国移动面向全球正式推出移动应用商场（Mobile Market，简称 MM），成为全球第一家由运

营商主导的手机应用商场，揭开了 3G 手机应用时代的重要一页。 

北邮嵌入式系统与网络通信实验室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在一、二期项

目完成的基础上继续承担了三期项目，为中国移动的移动应用商场开发 8 个基于 Android 的手

机移动应用软件。该项目的完成对于丰富中国移动 MM 移动应用软件的数量以及提高 MM 移

动应用软件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促进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发展。 

 

 

手机告警助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学明 

项目组成员：李学明，刘书昌，欧阳书馨，李  昊，闫博栋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目的是开发手机告警助手软件，提高安徽电信分公司业务管理质量，所开发的

手机告警助手软件包含九个功能模块： 

1.软件主页：展示所有的软件功能供用户进行选择和操作。 

2.当前告警：实时获取电信公司软硬件设备当前所有的告警，并提供特定告警的查询功能。 

3.派单告警：显示当前所有正在处理的告警，并提供特定告警的查询功能。 

4.自动巡检：查询电信公司业务系统的名称、告警的内容和告警发生的时间等内容。 

5.工程割接：展示与工程割接有关的工程的名称、影响的设备、开始结束时间和负责人等

相关内容。 

6.设备性能：实时获取设备的工作状态，并可通过不同的业务平台对设备进行查找。 

7.考核报表：按照指定格式输出各类考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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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综合告警：该模块是所有告警的一个集合，包含当前告警、派单告警和所有已经被处理

过得告警，可以通过不同的业务平台进行查询。 

9.系统信息：该模块显示操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并提供修改和系统升级功能。  

手机告警助手使得网络运营人员能随时随地了解网络及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处理软件

和硬件的告警，为提升安徽电信分公司业务质量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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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纪  红  

项目组成员：纪  红，李  屹，李  曦，孙  科，冯帅博，赵静一， 

孙昱婧，陈海平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就 LTE 基本专利数据库建设项目进行专利评估的专项技术服务，对 430 篇北美、

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提出的 LTE 国际专利进行了标准分类标引等工作，涉及到的专利包

括传输技术、编码技术、组网技术、安全技术、资源管理、天线技术、终端开发等。 

该项目任务主要是将国际专利与 ETSI LTE 国际标准进行分析和比对，进而把专利分为必

要专利和非必要专利两类，专利内容完全纳入国际标准的列为必要专利，否则列为非必要专

利。非必要专利按其与标准的匹配程度又分为重要专利和非重要专利，专利内容与国际标准

相似，或专利内容部分被纳入国际标准的列为重要专利，否则列为非重要专利。所有专利分

析完毕后，形成详细的评估报表。  

 

 

easyRNP 系统及网络预警系统开发（三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卞佳丽 

项目组成员：卞佳丽，邝  坚，戴志涛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移动通信网络的普遍应用，使得移动通信成为现代人的主流通信方式。目前中国移动通

信网已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中国移动用户数亦位列全球第一，移动运营商向用户提供

可靠、优质的网络服务成为最为迫切的需求。因此，针对网络容量及用户话务需求，随时进

行网络优化和规划管理是提高网络服务质量的经常性和重要的工作。 

北邮嵌入式系统与网络通信实验室受上海粱江通信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在一期开

发成果的基础上，开发 easyRNP 系统及网络预警系统（三期）项目。该系统的开发完成使得

移动网络优化和规划管理更科学、更方便和更灵活，对于提高移动通信网的服务质量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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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已有的 easyRNP3.0 软件，为之添加部分功能。 

2.完成下一代 easyRNP4.0 版本软件的架构设计。 

3.网络预警系统完成 2G 网络预警系统软件框架和相应功能的修改，并完成部分 3G 功能

的开发。 

 

 

基于 VisualSim 平台的 CCSDC SCPS/PSLP 协议 

仿真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芳 

项目组成员：刘  芳，刘凯明，谢  刚，刘元安，谭  斌，任海英，侯沛东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临近空间链路协议（PSLP）和空间通信协议标准（SCPS）是国际空间数据系统咨询委员

会（CCSDS）提出的，该项目主要实现了基于 VisualSim 平台 CCSDS SCPS 和 PSLP 的协议开

发，搭建了不同 CCSDS 仿真场景。主要完成了以下研究内容： 

1.实现了 PSLP 和 SCPS 协议模块及接口开发，并在 VisualSim 平台建立了 PSLP 点到点通

信、SCPS 点到点通信、SCPS 组网、SCPS 单网管系统等 CCSDS 仿真应用场景。该平台支持

对空间通信中的路由算法、拥塞控制算法的性能分析研究。 

2.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空间大时延、高误码率的拥塞控制算法，经仿真验证，该算法较传统

Vegas 拥塞控制算法可以获得更大的网络容量。 

 

 

基于指纹纹线特征的盲对齐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苏  菲 

项目组成员：苏  菲，赵衍运，庄伯金，赵志诚，曹  睿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指纹识别作为最成熟的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具有可靠性高、使用方便等特点，最早

被应用于刑侦等专用领域，其可靠性和实用性已得到验证。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认

证应用领域急剧扩大，随之引发了人们对生物数据安全性、个人的隐私性以及生物认证可能

被滥用的担忧。该项目面向生物加密技术研究，通过盲对齐算法，利用最大曲率点的筛选，

采用改进的 ICP 算法进行对齐，实现在一定的容限范围内，两枚指纹图像的盲对齐，输出对

齐参数作为后续加密匹配中的旋转平移参数。实现了在不泄露特征点的前提下，完成查询指

纹和模板指纹的对齐，保证生物特征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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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家庭互动媒体服务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鄂海红 

项目组成员：鄂海红，宋美娜，许  可，王晓晖，皮人杰，于艳华，宋俊德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发了一套数字家庭互动媒体服务系统，包括：数字媒体存储服务模块、数字媒

体开放服务模块和数字媒体透明服务模块。 

该系统能够利用电视网络的数字家庭服务通道，实现在相应终端与应用间共享数字文化

资源的公益交互服务。 

该系统支持第三方数字文化资源统一接入、开放服务与集成，旨在实现跨终端、跨应用

提供一致服务体验；实现多终端应用间协同，并支持海量、可扩展的并行存取操作。 

 

 

RFID 测试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书芳 

项目组成员：李书芳，洪卫军，史玉良，王明阳，徐益帅，王宇佳，唐  黎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全面研究了国际国内的 RFID 空口协议标准及测试测量标准和技术方法，设计开发

了一套面向 UHF 频段 RFID 设备和系统的射频、协议、以及性能进行测试评估的全自动测试

系统平台。RFID 自动测试平台包含射频、协议、性能三种 RFID 典型测试能力，所有测试例

运行于统一的系统平台之上，模块间耦合度低，可方便的添加删除测试模块。同时，系统所

有测试项目均可在 XML 配置文件中配置，实现测试项目的添加删除操作。 

该系统充分考虑了中国技术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差异性，完全兼容中国 2007 年 4 月 20 日

信息产业部发布的《800 MHz/900 MHz 频段射频识别(RFID)技术应用规定(试行)》(信部无

[2007]205 号)和国际标准 ISO/IEC 18000-6 系列标准的产品，测试项目包含了 ISO/IEC 18046

系列一致性测试标准中的绝大部分测试项目。 

设计过程中考虑到了对现有标准的支持以及对未来可能更新标准的支持，通过配置文件

可以方便的更改测试条目及相应的上下限值，系统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大大增强。 

目前系统支持测试信息的录入，实时测试进程及测试图像查看，测试报告自动生成。统

一规划，设计良好的系统架构，确保实现当前和将来的测试需求。 

相对于 RFID 测试领域现有的测试系统来说，该项目研发的测试平台具有兼容标准最全、

测试项目最多，且全自动、速度快、精度高，测试项目可定制、可扩展性好等诸多优点，具

有很好的市场推广前景。 

 

 



170 

系统设备运行检测试验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韩大海 

项目组成员：韩大海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良好实验条件和系统平台开展研究。

重视采用先进的网络仿真工具、商用化程序代码等手段，对检测平台进行科学和规范的建模

与开发，遵循科学化、工程化的流程进行功能验证与实现，确保系统的可靠性、运行的稳定

性和良好的各项性能。利用现有的网络数据，导入现有网络的拓扑结构，设备以及业务，构

建骨干网络；在网络每个层次，先进的网络设计算法可以针对环状和网格状的网络极小化投

资成本，优化运营效率；自动规划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扩展现有网络，更有效的各层业务映

射的强大的调整算法和策略；预测业务增长和变化对路由和网络带来的问题；提高各层网络

的保护恢复效率、时间和资源利用率，分析业务和不同硬件、软件对于仿真保护恢复性能的

影响。 

    1.目前平台运行稳定，业务单位逐步开始使用，专线数据量渐渐增加。通过通信综合网管

统一监测监管全网设备的可行性，可以全程了解本地和异地辖区内传输网络资源情况，避免

重复建设，降低维护成本，提高管理水平。 

    2.作为事故演习及培训试验平台，可以大大提高运维人员设备管理水平，通过模拟现场故

障环境加深解决问题的印象，避免误操作给电网带来安全运行隐患。 

    3.作为测试平台，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网内故障板卡进行返厂前再测试，减少无故障板卡进

入维修流程的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4.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厂商设备互联功能测试，挖掘现有设备潜能，为通信网建设提

供建设依据和方案，提高技术应用水平。通过针对典型设备建设检测试验平台，积累经验，

最终达到对全网各类通信设备建设一个通信站站内试验小环境，将来将新员工培训、专业技

能竞赛、事故模拟演练等相关内容在该平台进行，全面提高内蒙电网通信运行维护水平。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及发布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  锋 

项目组成员：周  锋，李小勇，梁  龙，龚  昊，刘华清，姬长伟，张文聪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根据省级电力公司及下属电厂的安全生产需求开发的信息采集和管理系统，覆盖

省公司和下属电厂的所有安全生产业务，并包含了电厂日常办公中的环保管理、科技管理、

设备管理、任务管理、规章制度管理等子模块。 

该项目采用 MVC 架构，使用成熟高效的 SSH 开源框架：Struts 实现展现层，Hibernate

完成数据持久层，Spring 完成系统业务 Bean 和数据库的事务管理。前端通过 ExtJS 灵活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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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数据，并使用流行的仪表盘展示方式，提高用户的交互体验，支持省级公司及下属电厂企

业通过该平台查询及录入生产数据、安全数据等各类 IT 信息数据，并能实时远程采集和展示

电厂各发电机组的相关生产数据，为各级主管领导和生产人员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 

 

 

面向科研信息的数据挖掘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牛  凯 

项目组成员：牛  凯，赵一鸣，刘秋男，裴  康，周  瑾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组提出了创新性系统设计思路，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研究科研信息的文本特征分析技术。主要针对科研信息，例如专利、论文与国家资助项

目信息等，开展文本分词、科技关键词提取与 TF/IDF 文本特征分析等关键技术研究，提出相

应解决方案。 

2.针对科研信息的特定数据，研究高效的聚类算法，分析算法性能。 

3.针对科研信息的复杂关系，研究有效的可视化算法。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2012 年“绿色行动计划” 

技术支撑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天剑 

项目组成员：杨天剑，沈振文，张雪莱，武鹏飞，李  阳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在节能减排“绿色行动计划”的指导下，广东移动计划加强对能源消耗的管控，继续推

进“绿色行动计划”，解决节能减排管理的问题，实现公司节能减排目标。该项目的主要研究

内容包括: 

1.节能减排数据分析工作：每月汇总整理《基础数据统计表》，《指标库》，《历史数据统一

口径》，分析以上数据，每月编制《数据分析》报表。 

2.日常支撑工作：依据集团公司“绿色行动计划”制定广东公司的节能工作指导意见；依

据公司节能目标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节能减排工作手册；“绿色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节能减排

方案实施情况的考核方法；对已进行工作进行定期总结；向公司领导汇报材料（如需要）；对

主要的节能减排技术实施情况进行必要的后评估。 

3.协助性工作：协助调研分析“绿色行动计划”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协助公司内部编制有

关节能减排方面的通知、喜讯等其他文档；协助公司进行节能减排方面的奖项申请；协助编

写节能减排方面的宣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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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 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与维护（三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项目负责人：张为杰 

项目组成员：张为杰，沈  怡，黄建清，赵艳梅，张春玲，杨  麾，朱  红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联

合目录子项目之一，本着“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发挥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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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的中文图书、中文期刊、英文图书、英文期刊、

日文图书、日文期刊等多文种详细 MARC 书目数据，并对联合目录数据库中的错误数据进行

修改维护等。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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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A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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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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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E 系统干扰对齐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朝炜 

项目组成员：王朝炜，王  程，鲁思行，张  骁，张万芳，曹明霞，蔡  添， 

张艺怀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用户需求逐步提高，未来移动通信要求支持更高速率的多媒体业

务。在现有 LTE 多小区同频复用环境下，同频小区之间互干扰严重，小区边缘用户通信速率

低，无法满足 QoS 需求。 

该项目探索干扰对齐技术在理论上抑制干扰的最大能力，以及在实际 LTE 网络中应用的

可能性，项目组首先在不考虑可用资源限制的情况下，分析在空域、频域、码域等维度中，

应用干扰对齐技术后能够获得的自由度上限，进而分析在同样自由度下，不同算法可获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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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速率的大小。干扰对齐技术在实际系统中的算法鲁棒性受诸多因素制约，如天线数目、信

道状态信息、信道延迟、节点间信息交互能力等，项目组对这些因素做了分析和研究。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想信道状态信息下，基于干扰对齐的分布式预编码技术研究。 

2.理想信道状态信息下，基于干扰对齐的分布式预编码技术研究。 

3.算法鲁棒性分析：在理想信道状态信息下，研究基于干扰零陷的部分干扰对齐技术以及

基于最小干扰泄露的虚拟干扰对齐技术；在非理想信道状态反馈下，研究信道状态信息反馈

量、信道估计误差、延迟的信道状态信息以及统计信道状态信息对干扰对齐算法的影响大小；

在算法鲁棒性分析方面，研究不同信噪比（-5~30dB）、不同程度信道估计误差、干扰加噪声

协方差矩阵误差和干扰信道奇异值误差对算法性能的影响。 

 

 

ICN（信息中心网络）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  韬 

项目组成员：黄  韬，刘  江，魏  亮，方  超，张  岩，王国卿，霍  如， 

张健男，李江旭，王  利，董美娇，向福林，许光军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为完成 ICN（以信息为中心的网络）领域的研究目的，该项目对业界和学术界现有 ICN

相关研究项目（如 NetInf、CCN/NDN、DONA、PURSUIT、COMET 等）的解决方案分析和

对比分析，各方案之间的联系及发展，方案优缺点及各主要参与者观点等分析。 

2.对 ICN 所涉及的相关核心技术开展研究，重点对 ICN 系统的数学模型、缓存策略及性

能分析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及技术验证，并取得一定的突破。 

3.输出一份技术点分析和实验验证报告，该技术报告覆盖主要已有 ICN 研究项目解决方

案，各方案间联系及发展脉络清楚，方案优缺点及各主要参与者观点准确清晰，系统数学模

型和缓存策略技术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可实施性，并经过了小规模试验验证。 

 

 

移动互联网的大数据与新应用研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琳 

项目组成员：张  琳，望育梅，刘  雨，邓习海，林剑辛，向  彬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研制成功基于智能终端的移动数据主动测速工具及分析，并成功开发对应的控制服务

器、测试服务器、数据服务器、Web 展示服务器和数据分析挖掘服务器，形成了一个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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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运营商的网络性能测量平台。 

2.实现多运营商多种网络的主/被动测试，包含上行、下行最大/平均数据速率、Ping、第

三方网站测试。 

3.实现了测试数据的主动上传，并具备完备的测试数据的分析功能。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兼顾用户体验和网络性能指标的测量专业性，实现了基于终端的网络

服务质量测量，主要特点包括： 

1.基于终端的网络服务质量测量是基于用户感知的，它能从用户端对网络服务质量进行测

试和评估，更能反映用户的网络体验。 

2.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基于终端的网络质量测量提供了便利，就国内而言，主要智能手机操

作系统为 IOS 和 Android，它们都可以提供用于网络质量测量必要的接口。 

3.基于终端的网络服务质量测量如果兼顾用户体验和测量专业性、完备性的平衡，能为移

动网络的管理、优化以及建设提供参考。 

项目深入研究了既有的固定网络服务质量测量标准、评估体系和移动网络质量测量方案，

结合移动网络的特点提出了基于终端的网络的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并针对移动网络的接入结

构和上网行为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发现并整理可能影响移动网络服务质量的因素；然后

根据我们的评估体系完成关键测试技术和方案，并搭建基于终端的网络质量测量平台；通过

大规模测试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完成对影响网络服务质量因素的分析与验证。 

基于网络服务测试体系的测试平台可以应用于如下场景：  

1.网络服务质量性能评估：作为第三方网络性能测试对运营商提供移动网络质量进行客观

评测，对它们提供的同类网络服务产品进行横向对比，给出评测结果；同时对与同一运营商

的不同网络技术（如 2G、3G 和 LTE）进行纵向对比，给出性能提升报告；这类报告更能反映

真实用户的实际体验和客观需求。  

2.网络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分析：该网络质量测试平台旨在提供基于用户数据业务体验的测

量，用户可以对其质疑的数据服务进行有针对的测试，同时，服务商将会捕捉到更为详尽的

测试记录，通过分析测试记录，服务商可以发现特定区域服务质量下降并及时排查故障。 

 

 

MM 移动应用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卞佳丽 

项目组成员：卞佳丽，邝  坚，戴志涛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宽带网络的建设使得移动互联网应用发展迅速，并引发了市场对

手机应用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手机应用市场正在迅速扩大，前景广阔。2009 年

中国移动面向全球正式推出移动应用商场（Mobile Market，简称 MM），成为全球第一家由运

营商主导的手机应用商场，揭开了 3G 手机应用时代的重要一页。 

北邮嵌入式系统与网络通信实验室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为中国移动的移

动应用商场，开发 68 个基于 Android（或 OMS）的手机移动应用软件。该项目的完成对于丰

富中国移动 MM 移动应用软件的数量以及提高 MM 移动应用软件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

用，促进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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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智能终端 Ad hoc 实验案例库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卞佳丽 

项目组成员：卞佳丽 

结题时间：2014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Ad hoc 网络是一种多跳的、无中心的自组织无线网络。在没有固定的网络基础设施环境

下，通过构建 Ad hoc 网络，能实现网络节点在移动状态下以任意的方式动态地保持与其它节

点的无线通信，并且可借助其它节点的路由与转发与该节点无线覆盖不到的节点进行通信。

由于 Ad hoc 网络所具有的动态组网、路由灵活、即时发现的特点，若其节点采用智能终端，

则构成的 Ad hoc 网络在物联网、车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会极其广泛。而现有 Android 操

作系统平台还不足以支持 Ad hoc 全部功能的实现，为支持本科生《智能终端与物联网应用》、

《嵌入式操作系统》及研究生《嵌入式处理技术》等课程实验教学需求，使学生掌握基于Android

操作系统的 Ad hoc 功能开发技术，设计与开发基于 Android 的移动智能终端 Ad hoc 实验案例

库，并进行相应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实践势在必行。 

该项目提出了一套完善可靠的基于Android移动智能终端的Ad hoc实验案例库解决方案，

并实现了“Android 移动智能终端 Ad hoc 实验案例库”。  

 

 

小件分拣机上件与载运系统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时良平  

项目组成员：时良平，郝仰梅，周诗琴，张兵兵，盛海燕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属于结构运动优化项目，只涉及载运系统尺寸与运动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包件上包至小车过程的优化：利用理论力学与运动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包件准备上 

包的运动，分析包件大小，尺寸，重心位置等对上包的影响。设计处适应性较高的小车结构。 

2.载运容器轨道运行的优化：保证小车运行过程中可以平稳地运载包件且保持较高的运 

行速度。小车的运行速度直接影响到分拣效率。改革分拣系统，提高小车的运行速度是至关 

重要的步骤之一。  

3.载运容器卸包优化：结合实际分析，设计出合适的卸包结构同时结构卸包的时间与 

距离，优化格口大小。减小设备占地面积及降低设备成本。 

该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1.结合市场，整理出小件包裹的大小，尺寸，和重心位置的相关数据。 

2.理论分析计算包件的上包，载运，卸包运动过程。 

3.结合实际，通过比较多种载运容器，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小车。 

4.用 Solidworks 软件建立分拣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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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模型倒入 ADMAS 软件，进行参数设计，验证理论分析结果且通过仿真模型，优化载

运系统。  

6.将优化的载运系统与目前公司的实际样机进行比较，论证项目意义。  

 

 

TTA 协同开发环境的硬件调试工具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别志松  

项目组成员：别志松，李永华，胥  旭，刘成军，党青青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针对 TTA 协同开发环境，设计并开发一种低资源占用、与主

流 CPU 配置相近的调试工具。 

该项目以新型的传输触发计算架构（TTA）软硬件协同开发环境（TCE）为基础，在 FPGA

上实现了低资源占用的 JTAG 通信协议和多平台通用的以太网通信模块，并增强了上位机功

能，支持源代码级调试，形成一套能够支持高效在线调试的软件无线电平台调试工具。该调

试工具能够很好地支持汇编级和源代码级调试功能，能够根据所设计的 CPU 内部结构自动扩

展调试工具配置，支持总线数据抓取、端口数据抓取和内存探测等多项完整的调试功能。 

 

 

面向 4G 的移动通信组网及多天线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牛  凯 

项目组成员：牛  凯，龚  萍，温元良，严  言，冯  旭，许  萌，梁嘉湄， 

马德贤，崔凤鸣，李志成，杨一迪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技术目标是提出通过针对低功耗的 TD-LTE 组网技术以及基于 AAS 天线的 3D 

Beamfroming 技术的研究，获取 TD-LTE 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网方案以及未来 AAS 天线下的 3D 

Beamfroming 关键技术。基于 TD-LTE 低功耗的智能组网技术，项目组提出了创新性系统设计

思路，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动态自适应功率管理技术：提出了 4G LTE 小区伸缩、基站协作与智能休眠新型方案。  

2.基于能量有效性的调度策略，深入研究了 4G LTE 网络中的三类性能指标，部署有效性

（DE）-能量有效性（EE）、频谱有效性（SE）-能量有效性（EE）、带宽（BW）-功率（PW）

的最佳折中问题。 

3.基于 AAS 的 3D Beamforming 关键技术研究提出了引入 AAS 后的基站功率分配方案，

进行了 AAS 下的干扰性能分析和性能评估，设计了 3D-beamforming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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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模拟器监控系统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同刚 

项目组成员：赵同刚，任建华，陈  红，何志成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在 VC6.0 环境下，使用 MFC（微软函数类库）设计美化并完成监控操作界面。 

2.界面实时显示关键部位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值以及电源的运行参数，且保证温度超过上限

时、设备故障时、误操作时以及超过氙灯使用寿命时报警提示，并根据报警项目处理规范完

成软件的保护程序编制。 

3.PC 机与 PLC 实现网口通信，网络传输协议为 TCP/IP，数据报文协议为 ModbusTCP。 

4.PC 机与艾默生电源监控模块实现串口通信，接口为 RS232。 

5.解析 NetSure801 电源系统监控通信及控制通信协议并用 C 语言实现，可通过调用实现

信息的自动编码和解码。 

6.基于 ModbusTCP 自行设计监测数据与控制数据在寄存器的映射关系，实现数据传输。 

7.采用多线程构建框架，串口通信与网口通信同时实时的检测数据。 

8.实现实时记录试验过程包括操作数据和监测数据，并实现数据查询，节省了人力。 

9.复杂点灯过程的一键化自动实现，后台运行当前日志显示进度，避免因人为误操作带来

的事故。 

10.多次实验测试，通过网关死锁、降低串口速率以及信息拥堵及时处理等方法解决了高

压产生的电磁干扰问题。 

11.保证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优化软件的实时运行，消息处理延时不超过 2s。 

 

 

基于日志的故障模式挖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彬 

项目组成员：张  彬，张  闯，李冠华，汪  杨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通过大量现场的日志、配置、话统、告警等信息找到故障模式，并自动生成诊断规则的

工具，提升了规则生成效率和规则的准确度，提升了故障定位效率，缩短了故障定位时间。  

2.能够导出故障发生时刻的故障发生时序关系和对应的日志、话统、告警，提供按照时序

关系图展示，支持图形化的人机交互界面，可以选择时间段，输出结果能够按照 EXCEL 列表

形式存储。 

3.按照一定的算法扫描出与此话统事件相关的日志、话统、告警事件。当 KPI 小于一定门

限（支持门限的配置）的时候，启动上下 X 分钟（X 可以设定），系统异常事件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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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针对华为的日志文件的故障模式挖掘设计了控制器及高效的计算算法，通过使用随机产

生的数据进行测试，验证了计算算法的可行性和高效性。 

5.能够根据 CFG MML 恢复出系统的配置关系树，然后把系统扫描出的异常事件再挂接到

配置关系树中，输出结果。 

6.能够根据数据特征选用合适的算法来挖掘不同时间点发生的故障、故障模式以及故障

树，明确根因故障。 

 

 

基站分类节能综合解决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天剑 

项目组成员：杨天剑，胡一闻，彭若弘，张雪莱，李  阳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节能减排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减低 16%，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的总体目标。根据国资委《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中国移动为国资委节能减排“关注类”企业，节能减排已作为约束性指标纳

入央企负责人任期业绩考核。移动通信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有着和其他行业不同的特点，其

能耗主要体现在基站。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通过构建和完善基站动态能耗仿真模型研究基站能耗，评价主要基站节能举措的节能

量，为深圳移动持续提升节能减排工作效果提供优化建议和策略，不断推动公司低成本高效

率运营。 

2.研究基于基站热交换情况以及基站主要节能技术的原理构建基站动态能耗仿真模型，以

该模型为基础分析基站应用不同节能技术的应用效果，为现有基站的节能改造和新建基站的

节能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  

 

 

网络不良信息监测软件开发与实施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朝晖 

项目组成员：李朝晖，付志文，张  虎，晋  鹏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1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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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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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业务的网络不良信息。 

该项目在深入研究网络不良信息监测关键技术基础上，采用 B/S 模式开发了一套网络不

良信息监测管理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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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网络不良信息实

施了具体监测。 

 

 

短距离无线抄表关键技术研究与标准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邹卫霞 

项目组成员：邹卫霞，高  英，王一搏，帅  晋，王振宇，王桂叶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1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组在对高可靠性、低复杂度短距离无线通信相关标准进行广泛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跟踪中国 WGSN PG3 国家标准项目组进展，通过积极参与标准活动，了解标准进展动态，积

极向标准工作组提交标准技术提案，最终有 3 个提案被标准组接纳。 

1.提案《一种节点调度机制和方法》考虑节点在能量、吞吐量和时延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

根据需求为各个节点分配不同侦听/睡眠周期，并设计相应的调度机制，以实现对不同表计的

差异化管理。 

2.提案《一种数据预测与重传机制》基于数据监测普遍具有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提出一

种基于数据预测的数据重传与应答机制，并设计相应的预测算法，以提高无线传感网中重要

监测数据的传输正确性和可靠性。 

3.提案《一种信道扫描与选择机制》为应对无线抄表环境下复杂多变的信道环境，提出一

种动态的信道扫描与选择机制，在非活跃期阶段设置当前信道和备选信道两个信道以较短的

信道扫描时间轮换的按照滑窗式的信道扫描方式完成多个指定信道的扫描过程，实现使用高

质量信道进行通信的目的。 

 

 

中国联通应对互联网替代性 OTT 服务挑战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廷杰 

项目组成员：吕廷杰，王  琦，霍英男，王  琳，王雅男 

结题时间：2014 年 2 月 1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OTT 业务得以快速发展，已形成一种不可阻挡之势。从深

层次来看这是移动互联网对移动通信发挥替代作用的表现，这不仅给电信产业带来了沦为管

道、业务替代和成本收益不匹配的三大风险，而且将进一步引发整个电信产业链的巨大变革。

该项目的研究目的是在充分了解 OTT 业务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政府相关政策及专家意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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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国外运营商应对 OTT 策略及其他相关网业分离行业的经验，并结合中国联通自身优势特点，

评估了中国联通采取应对 OTT 业务策略的效益和风险，并针对内容类 OTT 业务和通信类 OTT

业务分别提出了应对措施建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我国替代性 OTT 服务发展现状；国外运营商应对替代性 OTT

服务业务经验分析；中国联通应对替代性 OTT 服务的策略评估；中国联通应对替代性 OTT 服

务策略实施要点。 

1.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 OTT 服务的定义界定、分类、发展现状和盈利模式以及对运营商

的影响。 

2.第二部分主要整理和分析了国外运营商应对替代性 OTT 服务的具体应对策略，通过借

鉴美国哈佛学派的 SCP 理论模型，分析总结了国外运营商具体的应对内容和经验，归纳了应

对策略的类型和适用环境。 

3.第三部分根据中国运营商竞争情况，分析了中国联通应对互联网替代性 OTT 服务的优

劣势和相应的机会及挑战；基于此，借鉴美国通用公司投资略矩阵模型，从政策和市场的可

行性、收益、风险等维度评估中国联通应对 OTT 服务的四种策略。 

4.第四部分根据具体的策略建议，为中国联通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原则、盈利模式、组织支

撑策略以及监管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该项目的成果价值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替代性 OTT 服务的快速发展加快了

中国联通由网业合一向网业分离的转变，一方面为中国联通带来了沦为管道、业务替代和成

本收益不匹配等风险，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其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转变，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该项目从国际运营商经验借鉴、中国联通自身分析及对合作、投资、

自主创新、限制策略评估三方面分析得到最优策略，进而对最优策略的合作模式、市场策略

及运营体系提出合理化建议。 

 

 

OA 大数据分析和推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张  华 

项目组成员：张  华，温巧燕，金正平，李文敏，高  飞，秦素娟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3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实时计算技术研究：研究业界主流的实时计算平台（如：Spark，Storm 等）技术架构和

特点，包括系统架构、技术特性、性能评估、如何同实时数据管理技术的融合、如何实现个

性化推荐和搜索模型等。 

2.实时数据管理技术研究：研究业界主流的实时数据管理技术（如：Shark，HANA）的技

术架构和特性，评测系统的性能、扩展性、功能等。 

3.在目前基于 Hadoop 智能推荐系统研发的基础上，基于实时计算和数据管理技术的研究，

综合个性化推荐模型的研究结果，设计并开发实时推荐原型系统，支持用户个性化、实时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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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安全监控平台之智能联动和移动展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温巧燕 

项目组成员：温巧燕，张  华，金正平，李文敏，高  飞，秦素娟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3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和开发楼宇安全监控平台之智能联动和移动展现，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智能联动：对智能联动业务提供直观的管理工具，供灵活定制联动配置策略，设置联动

开启或关闭。联动配置可以对预设的联动规则集进行配置，修改，使能。对于单项联动配置

策略，提供策略配置界面，包括联动触发设备点，触发条件等，完成条件等。 

2.移动展现：智能移动楼宇相关服务主要关注于楼宇领域业务系统（包括楼控系统、安防

系统、消防系统、能耗采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OA）和智能移动终端应用（Iphone、Ipad）

的深度融合，并且利用楼宇业务领域的先进技术，实现楼宇业务功能的打包封装，使楼宇内

的用户能够便捷地使用楼宇服务。 

3.原型设计：对上述功能进行原型设计，并进行测试。 

 

 

电源连接器极限通流能力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芦  娜 

项目组成员：芦  娜，许良军，陈陆平，王  鹏，杨志杰，王俊阳， 

隋  琳，陶明瑞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针对 DL37、Fuse、鸭嘴型三种连接器进行电流加载时，塑胶、端子的温度分布情况，

以及温度升高情况的分析。 

2.分析不同电流加载时，三种连接器不同塑胶结构，不同端子结构，塑胶、端子的温度分

布情况，以及温度升高情况。 

3.分析不同电流加载时，三种连接器不同塑胶材料（热导性塑胶），塑胶、端子的温度分

布情况，以及温度升高情况。 

4.通过分析，发现三种连接器结构、材料等对温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以温升为目标对进

行模拟验证。 

5.给出改善三种连接器性能的建议，有效提升了三种连接器的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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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分析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魏更宇 

项目组成员：魏更宇，忻  超，刘  通，王志召，刘向东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使用 Hadoop 搭建数据分析平台，并在搭建的平台，进行相关的数据挖掘和数据

分析研究。并使用数据挖掘的相关技术，对处理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提取其中具有实用价

值的信息。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Hadoop 调研分析报告。 

2.数据挖掘技术调研分析报告：聚类算法调研报告；贝叶斯分类算法调研报告；SVM 算

法调研报告。 

3.基于 Hadoop 平台，数据日志分析报告。 

4.基于聚类分类算法，日志数据挖掘分析报告。 

 

 

科技文献采集分析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文川 

项目组成员：杨文川，李  瑞，商智栋，瞿庆义，王姜勇，林广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科技文献采集分析系统开发实现开发实现了建立相关的基于海量信息的数据采集和预处

理系统体系，包括基于专家库的评价指标选择，以及相关的支持程序。该工具为首都城市运

行安全的影响因素的服务，提供优选的问卷制作、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以及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考虑到在因特网或内部网上作为实施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调查的平台来使用该工具

的情况，服务器应答时间方面也要满足一定标准，此要求需要体现在功能设计、详细设计、

实现上，一切要求按照最流行标准进行设计。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开拓与政府的合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海量信息的数据采集

和预处理系统相应的基于 WEB 的程序，并在产品化过程中得到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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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用户信息分析系统开发(一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文川 

项目组成员：杨文川，瞿庆义，商智栋，李  瑞，王姜勇，林广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移动用户信息分析系统开发（一期）实现开发了移动用户信息的需求、设计、实现、部

署管理四个环节的流程优化，其中主要设计实现系统模块架构，实现了相关的主要功能，提

高了整个系统的集成度，实现了对移动用户信息申报、入选人员的信息化管理，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 

1.系统的技术支撑环境建设方案：主要为采集移动用户信息信息资源、应用系统提供基础

技术服务，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运行管理和冗灾备份与应急管理，并面向最终用户及应用系

统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服务。 

2.信息系统开发包括：建立移动用户信息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实时发布系统、信息智能分

析系统等。 

3.专家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对包括对移动用户信息的专家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

信息智能分析等方面的服务。 

该项目组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形成计划的产品，产品的稳定性符合对方质量部门

的要求。功能上得到用户的认可。系统的核心功能形成了完善的可重用模块，并在产品化过

程中得到了检验。 

 

 

异构网络架构仿真平台测试验证改造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月红 

项目组成员：高月红，韦再雪，张  欣，桑  林，于骏初，林哲盛，赵希鹏， 

许九旭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2012 年 6 月，3GPP 启动了 Small Cell Enhancement（以下简称 SCE）的研究工作，并于

同年 12 月确立了 SCE 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预计在 2014 年 6 月完成标准化进程。相比于

典型的 Femto Cell、Pico Cell 等，SCE 因为有更大的部署密度，更多样、更灵活的应用场景等

优点而极具潜力，吸引了业界的高度关注，正成为新的热点领域。 

该项目旨在为 SCE 的研究提供仿真支持，对原有 LTE 平台进行升级，加入 small cell 结构，

并进行功能测试，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场景方面：加入了 small cell 的室外场景，及干扰计算部分。 

2.基站和用户撒点部分：对宏基站的建立、small cell 的建立、small cell 所在的簇的建立所

使用的算法进行重写，使其符合新的拓扑结构，核心内容是六边形的随机撒点以及小区、簇

和扇区之间对应关系。 



184 

3.链路损耗计算部分：在原有路损计算模型的基础上，根据 3GPP 组织对 small cell 的场景

假设，补充了 small cell 室外场景的路损模型。 

4.干扰计算部分：计算信号噪声值时，结合实际情况简化运算。在原有干扰计算的基础上

改写宏基站部分干扰计算的循环条件，减少计算量，同时加入 small cell 部分的干扰计算算法。 

5.为适应当前对新兴 small cell 场景的研究趋势，在完成 small cell 场景部分的基础上，加

入简单的 small cell on/off 机制和方案，有助于该平台的进一步研究。Small cell on/off 方案是针

对密集部署的 Small cell 场景提出的新的干扰消除方案。该方案通过动态开启和关闭 Small cell

来减少和消除群簇内的干扰。 

6.对于原有平台存在的不合理的情况，如部分小区、扇区概念混淆情况，代码中出现的大

量具体数字而非参数，项目过程都进行了逐一的更正，并且增加了大量的检错机制，提高代

码的通用性和安全性。 

使用修改过的平台输出了部分仿真结果，相关结果验证了该平台的准确性。 

 

A-北斗原型系统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焦继超 

项目组成员：焦继超，邓中亮，尹  露，李杰强，赵  洋，王克己，郑若彧， 

李晓阳，谢  鑫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基于北斗二代辅助定位实验系统，可在系统侧采集当前北斗卫星的

参数，通过无线数据网络将北斗卫星相关参数传递给用户终端，终端通过获取 CDMA 网络基

带同步时钟信息，并结合网络侧传递的北斗卫星参数实现快速定位功能。北斗定位首捕时间

提升 20~30 秒。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高精度接收机，满足接收北斗信号，对北斗信号进行捕获跟踪，

获得北斗星历等卫星信息的功能台式服务器，满足对接收机信息进行存储、加工以及分发，

同时模拟基站行为通过 3G 网与 A-北斗终端交互的功能综合控制评估平台，满足自动化测试，

提供 A-北斗模块开发所需的借口配置的功能移动终端（支持 A-北斗服务）满足北斗辅助定

位功能、以及 C 网通信功能所开发的终端软件能满足 A-北斗辅助应用的需求。 

 

新一代光网络算法研究与智能工具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张  杰 

项目组成员：张  杰，黄善国，赵永利，尹  珊，董文婧，陈鹏斌，胡国亮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研发规范统一、针对性强、具有自主产权的传输网规划与优化软件，对于我国电信传输

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针对当前骨干 OTN 传输网需求，研发了规划与优化软

件，包括网络多层结构、资源管理、业务需求预测、路由测算、生存性模拟、绿地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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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评估与评价、辅助系统等关键功能与模块，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实用化的光网络路由与

资源分配算法，实现了多种 OTN 网络规划与优化功能，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新建规划、扩容规划、滚动规划和智能拓扑构建等 4 种网络规划功能，各类功能需具备

智能向导。 

2.提供基于网络资源和安全性的 OTN 网络评估功能，包括网络容量、链路利用率、网络

平均利用率、网络承载效率等 4 项单项评估指标参数。 

3.提供多种 OTN 网络故障模拟方式，包含链路单断、双断的全网故障模拟以及自定义故

障，节点故障自动和自定义故障模拟，提供数据分析报表。 

4.OTN 网络规划功能支持最大节点数不低于 100 个。 

5.支持不低于 35 个节点的 OTN 网络拓扑的智能构建。 

6.提供基于光电混合交叉的最短路径、最小跳数、流量均衡、多因素约束等 4 种路由约束

算法，路由能体现出不同交叉连接方式和对应的成本代价折算，算法支持 F/R/TOADM。 

 

 

基于客户感知的流量价值管理策略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爱华 

项目组成员：张爱华，杨  旭，黄逸珺，张嘉宁，李玉霞，孙  杨，赵国龙， 

陈  曲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1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探讨了肇庆移动在流量经营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2.剖析了流量经营中增量不增收的现状及其原因。 

3.基于客户的感知价值理论，对国内外关于移动数据业务消费者感知价值的文献和国外运

营商的探索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4.为进一步探索我国移动数据业务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影响因素，对移动用户进行了问卷调

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网络接入速度、状态刷新频率、服务选择性接入等一系列指标对用

户感知的影响。 

项目基于肇庆移动流量经营的现状、关于移动数据业务消费者感知价值的实证研究结果

和国外运营商在该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五点流量价值管理策略： 

1.构建智能管道：应重视基础传输设施的构建，锻造面向客户需求的流量分析与运营能力，

实现业务应用层面的合作共赢。 

2.发展面向流量经营的四网协同：提升 4G、WLAN 的分流能力、建立协同管理体系，降

低业务承载成本。 

3.立足移动互联网与用户体验：为用户提供更具价值的内容服务。 

4.提供差异化的移动数据接入服务：3G、4G 产异化定位，通过智能管道提供分级、分时、

分区的差异化服务，合理分配、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5.部署公平使用原则：避免资源被小众过度占用，为大多数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该项目为

帮助肇庆移动真正打造运营商在数据流量领域的网络（智能管道）与服务（客户需求感知与

响应）领先优势、健康提升流量收入与流量份额、重树其在生态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

基础。  



186 

2012 年 KHI 管理体系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爱华 

项目组成员：张爱华，陈文晶，杨  旭，赵国龙，张嘉宁，孙  杨，郑铭兴， 

靳艳雪，赵崇崇，胡君育，陈曲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从和谐相关理论研究和广东关键和谐度指标（KHI）管理实践两个方面出发，借助

文献研究法和访谈调研法提出了针对 KHI 原有体系优化改善的建议： 

1.理论研究方面：梳理了现有国内外关于和谐的相关理论，分别从哲学、系统学和组织行

为学的角度深入研究和谐的内涵，最终确立了以企业角度为准的“和谐管理”研究边界，并以此

为依据建立 KHI 的指标体系。 

2.管理实践方面：在以广东省 14 个地市公司的 KHI 测评结果与调研情况为依据，启发管

理层思考对 KHI 结果应用的管理定位，并针对 KHI 测评实际操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提升

测评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方面具有建设性意义。 

项目基于广东公司关键和谐度测评管理现状以及“和谐动力”计划关键和谐指标管理办

法的要求，从测评的定位、测评方法以及测评指标体系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1.在定位方面：主要以员工及领导对关键和谐指标的认知感受和测评实际结果为依据，结

合原有以考核为主的 KHI 测评带来的不利影响，确立了“以考核提升为辅，改善企业和谐为

主”的定位。 

2.在测评方法方面：充分考虑公司员工在接受 KHI 测评过程中的绩效考核与隐私性的顾

虑，确定了以非名制进行测评的必要性。 

3.在测评体系优化方面：首次突破以员工和谐为主的测评体系局限性，创新性地站在公司

和谐管理的角度，明确了以个人和谐、团体和谐和组织和谐三个层面为整体的和谐管理真实

内涵及其指标体系，同时依据国内组织管理研究中和谐研究，筛选和整理三层和谐中关键和

谐度指标测量量表，以科学、缜密的研究方式优化改善了广东 KHI 测评体系。 

 

 

国内外免费及公用频率管理及使用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闫  强 

项目组成员：闫  强，胡一闻，闻  捷，王晶晶，刘晓琪，孙婷婷，梁自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信息化浪潮的推进，无线电技术和应用对于各行业生产的推

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无线电频谱这种宝贵且有限的自然资源价值日渐凸显，工科医（ISM）频

段（如 2.4GHz）由于不收频占费、免发执照而成为“宝贝”频段在争相使用。然而 ISM 频段，

随着业务的广泛使用，电磁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如何管理好 ISM 频段，提高免费及公用频段

无线电使用的有序性，是该项目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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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调研并分析了各国在频率资源管理及使用方面的信息化模式，了解无线电频率在分配、

使用、共享、冲突协调方面的信息化支撑。 

2.结合我国无线电的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对我国免费及公用频率管理进行了探索。 

3.根据我国频谱利用现状，提出面向免费及公用频率使用的社会化服务平台，通过引入登

记制度，避免干扰和冲突。 

 

 

用友 NC Android 平台移动应用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莉萍 

项目组成员：陈莉萍，崔毅东，李  菁，吴希龙，严国娇，陈盼盼，李  江， 

马浩然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 Android 平台开发用友 NC6.0 移动应用客户端软件，按照 NC 产品定义、需求

文档、设计文档和开发计划等，基于已有开发框架，在 Android 平台上开发移动客户端应用软

件。包括：预警通知、订单跟踪、销售分析、薪资查询、移动审批、企业通讯助手、可用量

查询、销售日报、销售下单、协同日程、协作任务、协同工作、考勤查询、客户信息查询、

信息阅览、渠道拜访与采集等功能。 

该项目所实现技术指标包括： 

1.功能性：完成的应用软件符合甲方提供的功能及 UE/UI 的要求；易用性，提供了简洁、

易用的界面，操作更便捷更人性化，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实现了友好的应用软件交互方式。 

2.可靠性：系统保证在用户无意识点击、网络环境不稳定等情况下，仍能提供对用户友好

的处理方式和必要的容错机制。 

3.兼容性：操作系统版本以及设备分辨率的兼容性符合产品定义中的说明。 

4.可扩展性：除支持版本更新升级方式外，功能和用户界面设计能满足用户新增的业务需

求，并提供开发接口，以方便支持系统新功能扩充。 

 

 

世界主要国家邮政/快递市场相关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国君 

项目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苏  炜，王陈雪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不断密切，信息交流、物品

递送和资金流通等活动更加频繁，对寄递服务的需求也持续快速增长，邮政业逐步从单一寄

递服务模式向多元化综合服务模式转变，快递服务得到迅猛发展。我国国有、民营、外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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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快递企业利用多种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竞争，部分运输、物流、电子商务企业也开

始进入快递服务领域。我国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元主体竞合、多层次服务共生的快

递市场发展格局。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与业务收入完成连年实现快速增长，并

且这种迅猛的增速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持续。这种增长势头也吸引了众多海外快递巨头，与

此同时，我国的快递企业在于本土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有着走出去的需求与能力。 

研究美国、日本、欧盟等全球先进国家对于邮政/快递市场管理有着相对成熟的体系，对

于我国邮政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并结合我国邮政业发展实际，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与政

策建议，为我国邮政业应对国外巨头进入及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研究支撑。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了我国快递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现状、万国邮联和世界主要国家快递企业进入国际市

场以及许可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快递市场相关政策以及我国快递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许可外国

企业进入我国快递市场相关政策。 

2.提出了关于我国快递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许可外国企业进入我国快递市场的政策建议。 

3.研究了大量国内外快递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案例。 

 

 

短文本语言模型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徐蔚然 

项目组成员：徐蔚然，刘  刚，洪立印，彭君睿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设计、开发和完成短文本语言模型系统模块，并利用大规模语料样本训练出基于

N-gram 的语言模型，为短文本语言的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文本分类与聚类、信息的索引和

检索、内容的抽取和挖掘等提供基础的支撑功能，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基于各种方法的语言模型，主要包括隐马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最

大熵模型(Maximum Entropy， ME)和条件随机场模型(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等，重

点研究 N-gram 语言模型。 

2.设计和实现一套完整的短文本语言模型系统模块，主要是针对 N-gram 语言模型来设计

语言模型系统模块。 

3.语言模型系统模块将包括预处理、噪声去除、分词、语言模型训练、语言模型判别等基

本子模块。 

4.利用 2 亿条或更多条短文本数据，建立五元 Ngram 语言模型。 

5.提供约定的接口，以方便于二次开发和应用。  

 



189 

基于物理层网络编码的 MIMO 双向/多向中继 

传输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铁军 

项目组成员：吕铁军，曹若菡，高  晖，张  长，龙  伟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符号的 PNC 技术针对实际衰落的 MPSK 调制系统，对 MPSK 星座图的特点提出了

一种新的编码方式，不同于现有的逐比特异或的编码方式，将源节点所发送的两调制符号的

商作为新的网络编码符号。这种编码方式的好处是目的编码符号可以很自然的从物理信号中

获得，而不是由多用户检测器获得，因此降低了检测器的复杂度。 

2.为了检测这种网络编码符号，中继先计算 MA 阶段所接收信号的外积，而所需要的网络

编码符号则恰好包含在物理层信号的外积当中。针对多用户双向/多向中继场景，提出了多用

户 PNC 通信中的先进调度方法，充分利用信道的时变特性，得到多用户分集增益，在保证为

用户提供公平服务的前提下，兼顾系统总吞吐量的最大化。 

 

 

通信智能管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亚峰 

项目组成员：王亚峰，汤剑彬，朱  涛，姜  雍 

结题日期：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完成了通信智能管理系统软件设计，并与相关硬件连接，进行了调试，结果表明设计达

到预期目标。 

2.成果输出包括软件源代码和使用说明。 

3.采用该系统，可以设定通信系统工作模式，可以对 CDMA2000，WCDMA 和 TD-SCDMA

系统的工作参数进行远程设置；可以对一定范围内工作的终端，进行参数设置和运行状态管

理。 

4.通过软件界面，可以查看系统目前所处的工作状态，并对故障进行告警；可以基于标准

TCP/IP 协议通过网络远程管理设备，包括系统参数设置，状态监测，系统开关机控制。可以

实现对单个设备，或按某种规则分组的一组用户进行批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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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TE 的新型编码调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卫东 

项目组成员：王卫东，张英海，李秀华，王朝炜，崔高峰，何异舟，刘  迪， 

蒋林艳，李建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在基于 Matlab 的 LTE 链路级仿真平台基础上，增加先进 Turbo 编码、卷积编码模块和

译码模块，仿真实现了基于 LTE 系统的新型编译码链路级仿真技术方案。 

2.在基于在 Matlab 的 LTE 链路级仿真平台基础上，增加新型调制方案模块，包括：

π/4-CQPSK、π/4-DBPSK，仿真对比 LTE 系统使用这些新型调制模块的技术性能，并分析比较

了不同编码调制方案的优缺点及适合的应用场景。 

3.用编码实现的模块实现 BCCH、DACCH8、DTCH8、、PDTCH、SACCH 信道，并在仪

器上对 BCCH、DACCH8、DTCH8 、FCCH 这四个信道进行校准。 

4.根据提供的标准完成成帧处理和信道模型的建模，最后用 Matlab 完成界面的设计。 

 

 

多语言语料数据采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小捷 

项目组成员：王小捷，李  剑，刘  广，毛宇兆，穆  琼，邝智杰，黎航宇， 

周  雪，汪  悦，臧  虎，钟可立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多语种数据采集、清洗平台，基于该平台获取了香港繁体、台

湾繁体、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九种语言的文本数据

共 200G 以上。 

在数据采集阶段，为适应多语种、大规模采集的需要，所构建的采集平台包括各种语言

编码分析、语言材料的适用行判定、文本数据粗提取、语料去重、数据存储等阶段。 

1.由于要考虑包括 9 种不同语言，这些语言的编码各不相同，并且存在不同语言混杂出现

的情况，因此，需要进行 HTML 语言编码分析以便获取正确编码的语料，基于此排除非目标

语言的数据，如果非目前语言，则需要排除。 

2.基于 HTML 标签进行文本粗提取，以便减少后续处理的负担。 

3.比较当前语料和已有语料是否重复，以便新收集的语料不是已经有的。 

在清洗阶段，研究了语料类型分类技术、基于视觉的分块技术和提取技术。由于所获取

的语料用于手写体识别的语言建模，因此，语料应该包含大规模来自于社会网络的用户生成

数据，同时，用户生成数据与新闻等数据在 HTML 网页上的呈现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

要实现高质量的正文提取，需要分别进行。为此，研究了网页分类技术，通过提取众多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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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获得了较好的分类性能。进一步，在不同模式下，提取正文需要精确识别正文所在的分

块，采用基于视觉的分块技术获得了较好的分块性能，基于此进行的正文提取因此也得到了

较好的性能。 

 

 

中文文本库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咏彬 

项目组成员：刘咏彬，毛宇兆，梁忠平，吴国华，冷  冰，熊  峰，高明辉， 

李  若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多语种数据采集、清洗平台，基于该平台获取了 100G 以上的中

文文本数据。在数据采集阶段，为适应大规模采集的需要，所构建的采集平台包括语言材料

的适用性判定、文本数据粗提取、语料去重、数据存储等阶段，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由于要考虑包括中文的不同编码，并且存在其他语言混杂出现的情况，因此，需要进行

HTML 语言编码分析以便获取正确编码的语料，基于此排除非目标语言的数据，如果非目前

语言，则需要排除。 

2.基于 HTML 标签进行文本粗提取，以便减少后续处理的负担。 

3.比较当前语料和已有语料是否重复，以便新收集的语料不是已经有的。 

在清洗阶段，研究了语料类型分类技术、基于视觉的分块技术和提取技术。由于所获取

的语料用于手写体识别的语言建模，因此，语料应该包含大规模来自于社会网络的用户生成

数据，同时，用户生成数据与新闻等数据在 HTML 网页上的呈现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

要实现高质量的正文提取，需要分别进行。为此，研究了网页分类技术，通过提取众多网页

特征获得了较好的分类性能。进一步，在不同模式下，提取正文需要精确识别正文所在的分

块，采用基于视觉的分块技术获得了较好的分块性能，基于此进行的正文提取因此也得到了

较好的性能。 

 

 

行讯通管理和分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岳辛 

项目组成员：吴岳辛，刘  杰，范春晓，张晓莹，邹俊伟，温志刚，孙娟娟， 

明  悦，李  永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行讯通”智能交通查询软件，能够提供实时路况、公交查询、的士查询等便民服务，

目前有基于联通的“沃.行讯通”和基于电信的“天翼行讯通”两套系统独立运行，各自分别

提供基于 iOS 和 Android 的操作系统的版本。该系统用于“行讯通”系统的使用状况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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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行讯通”系统功能的管理，包含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行为分析统计、用户反馈

管理、邮件通知管理、消息通知管理等主要模块： 

1.用户行为分析包括终端分析、功能分析、软件分析、设备及网络分析。 

2.用户管理包括用户基本管理、用户黑名单管理、终端黑名单管理、用户记录管理。 

3.邮件通知管理包括新增、删除、修改、查看发送记录。 

4.消息通知管理包括浏览、新增、修改、删除、消息冻结和取消、消息操作审核确认。 

5.系统管理包括系统用户管理、系统日志管理。  

 

 

融合多视点深度不变性特征的海量面部信息分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明  悦 

项目组成员：明  悦，刘  杰，范春晓，张晓莹，邹俊伟，吴岳辛，温志刚， 

李  永，孙娟娟，杨晓楠，韩  丹，王光超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使用二维人脸信息恢复三维人脸几何结构，获得人脸的深度信息，通过深度

信息提取三维人脸的不变性特征，结合 3D 人脸不变性特征，寻找出一种实时性强、准确度高

的人脸识别方法，用于海量面部信息分析研究。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3D 人脸信息的有效采集和预处理：主要研究使用二维人脸信息恢复三维人脸几何结构

的相关算法。 

（1）人脸图像的预处理，包括图像归一化、亮度归一化和图像校正，然后进行人脸检测，

将人脸从背景中提取出来，包括基于 Adaboost 学习算法的粗检测和基于肤色似然的细检测，

使提取的目标更加精确，干净，边缘平滑，无空洞；另一方面研究光照补偿算法，解决现有

硬件设备在摄取图像过程中由于光照差异造成的相关问题； 

（2）分别使用形变模型和双目立体匹配算法对不同采集场景下的二维人脸图像恢复其三

维几何结构，基于图像几何和场景的约束，结合人脸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先验知识，从广义匹

配基元与特征参数的选择、匹配方法和策略的选取、匹配代价优化标准和视差提取方式这 4

个方面研究人脸深度信息恢复的方法，提取人脸深度信息得到致密的人脸深度图。  

2.3D 人脸不变性特征的确定与提取方法： 

（1）运用人脸曲面上某点临域内曲面的几何信息或几何统计信息描述该点的局部特征； 

（2）运用脸部曲线特征即将 3D 人脸曲面形状匹配转化为二维曲线的匹配问题，降低复

杂性； 

（3）曲率作为三维曲面的一种重要的局部几何属性，将其运用于三维人脸曲面的分析与

识别； 

（4）运用人体测量学原理提取三维人脸特征，计算特征点间的测地距离。 

3.抗 3D 人脸光照、姿态、表情变化的识别方法，基于目前使用的主流识别方法，结合 3D

人脸不变性特征，研究出一种实时性强、准确度高的人脸识别方法。  

 



193 

基于 HTML5 的 Web APP 技术研究和原型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温志刚 

项目组成员：温志刚，刘  杰，范春晓，张晓莹，吴岳辛，邹俊伟，明  悦， 

李  永，孙娟娟，魏  洁，杨梦颖，郑宇航，崔倩倩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 HTML5 技术为研究背景，到 2013 年，全球 HTML5 功能手机销量将达到 10 亿

部。另据知名研究机构ABI Research公司预计，到2016年，全球将有超过21亿部安装了HTML5

浏览器的移动设备，而此前 2010 年这一数字仅为 1.09 亿部。在产业的推动下，HTML5 标准

正式发布的时间已从 2022 年大幅度提前至 2014 年。HTML5 正在以超常规的加速度向前发展。  

HTML5 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核心平台，更是未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制高点，基于

HTML5 的 Web APP 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该项目组针对华为“天天浏览器”和“华为智汇

云”，进行了相应的技术研究和原型开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和分析了 HTML5 标准进展。 

2.搭建了移动云服务平台，并进行 HTML5 示范应用开发。 

3.分析了 W3C 相关规范，涉及 HTML 工作组、Web Application 工作组、WebRTC 工作组

和 Device API 工作组，研究分析了 HTML 工作组中 HTML5 核心规范与 Web APP 相关的关键

规范。 

 

 

HEVC 视频编码技术性能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波 

项目组成员：杨  波，叶  锋，肖  贺，陈明书，祁  跻，于  力，王  毅， 

周银河，赵会玲，罗斌姬，梁晓传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跟踪研究新一代视频编码标准 H.265(HEVC)技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对其主

客观性能做出全面测试和性能评价。HEVC 核心目标是在 H.264/AVC high profile 的基础上，

压缩效率提高一倍，在保证相同视频图像质量的前提下，视频流的码率减少 50%，使 HEVC

在处理高清、超高清格式视频的大数据量业务时满足编码效率要求。为了对 HEVC 编码实现

性能有准确的把握，项目组分别测试了在娱乐和交互应用两种方案下主、客观性能，与

H.262/MPEG-2 MP、MPEG-4 ASP、H.263 CHC、H.264/MPEG-4 AVC HP 压缩编码标准性能

进行对比，给出测试结果和分析说明。 

项目成果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1.上篇重点在于介绍 HEVC 各项测试性能，为了便快速浏览 HEVC 的整体框架结构及新

的编码技术，站在全局角度对 HEVC 中较以往标准改进的地方完整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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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篇对涵盖 HEVC 标准的特点和务必明了的技术环节给予详细的分析介绍，对每一关键

算法，根据提案给出创新算法以优化后 HEVC 编码性能分析，具体内容包括： 

（1）HEVC 关键技术之 CU/PU/TU 编码结构分析； 

（2）HEVC 关键技术之变换量化； 

（3）HEVC 关键技术之帧内编码； 

（4）HEVC 关键技术之帧间预测； 

（5）HEVC 关键技术之环路滤波； 

（6）HEVC 关键技术之熵编码； 

（7）HEVC 关键技术之高层语法； 

（8）HEVC 关键技术之码流分析。  

 

 

济南三泰宏业制胶有限公司发展规划咨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仪建红 

项目组成员：仪建红，任建东，杨瑞萍，班志刚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对委托方进行中长期发展规划咨询，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全国同

行业的调研、产品市场占有率等多方面的研究考察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企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划

建议： 

1.企业定位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建筑面积 5000 余平方米，拥有多条生产线和实验设备，

其中关键设备和实验仪器属国内较先进的。目前是国内专业生产玻璃胶粘剂、汽车行业胶粘

剂的专业制造商，是一家集科、工、贸一体，专业研发、生产多种胶粘剂高新技术企业。建

议该公司经过 5-10 年的时间的发展能够成为国内同行业中领军地位。 

2.发展思路目前该公司的研发能力还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不够多，多数产品

沿用传统老配方，不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要，在市场中也缺乏竞争力。建议企业发展

要以科研促生产，以质量促生存，以文化促发展的中长远发展思路。通过加大对新产品的研

发力度，不断推出更多的产销对路，能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环境友好型新产品，培育新市

场带动新市场。加强技改，淘汰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发展企业文化，用文化引领企

业发展，用文化武装员工思想，使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灵魂。 

3.员工培训该公司员工的学历普遍不高，仅有几位大学本科学历的技术人员，大多只拥有

高中或大专学历，他们现有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鉴于此，我

们建议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员工的技术素养。走出去就是把有较高

技术的骨干，送到国内高校、研究院所进行至少为期 1 年的学习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专业

理论知识和技能。请进来就是，定期不定期请国内同行学者、工程师等对全员职工进行岗位

培训，提高工种岗位技能。还可以用引进的方法，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成为企业的带薪顾

问，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为新产品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为员工培训提供教育支持等。 

4.加强技改该企业的生产工艺较为落后，许多还处于人工操作，生产效率不高，还对员工

身体造成不利。建议加强技改，特别是在生产中改造为完全自动化生产，把人员从生产现场

转移到控制现场，不仅提高生产率，减少对职工的身体伤害，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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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道路火灾烟气测试平台监控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军 

项目组成员：杨  军，周慧玲，唐  阳，王一帆，房  安，康  锴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根据地下道路火灾烟气测试平台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及现场设备特点，采用基于主控工

业计算机、西门子 S7-300PLC 和 S7-200PLC、PROFIBUS 现场总线技术的监控系统方案。 

2.主控计算机配备 2 块以太网卡，一个连接主控 S7-300PLC 电柜，用于完成平台系统的测

控；另一个用于连接平台总控计算机，实现对平台系统的远程控制。 

3.主控计算机位于监控机房，计算机采用研华工控计算机，通过主控计算机完成平台系统

监控与数据管理，主控计算机监控系统与界面基于力控组态软件 ForceControl V6.1 组态软件

进行开发，界面直观易用，运行在 WINDOWS/XP 系统下。 

4.研制开发的地下道路火灾烟气测试平台监控系统，可实现对测试平台风机启停控制以及

主要运行参数的检测，对烟雾发生器的电动阀进行开关控制，对测试平台系统的烟气温度、

烟层高度、烟气流速、烟气浓度等进行监测。监测数据可保存与显示，并可实现远程监控。 

 

 

闪电光电磁信号数据采集处理卡的研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海婴 

项目组成员：王海婴，程  泉，严  元，孙建宾，李晓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制实现基于 FPGA 的闪电信号数据采集与处理平台。平台能够实现对自然

闪电的光、电和磁三类信号波形的实时采集与存储，对闪电波形数据进行实时特征提取，并

在此基础上实现对闪电回击信号的鉴别。平台包括 8 路输入，可以实现对两路闪电电场信号、

两路闪电磁信号和一路闪电光信号波形的同时采集与处理，每路采样频率为 10MHz。原始波

形数据与经处理提取的闪电特征信息通过数据打包复用合成为一路数据，通过平台的 PCIE 端

口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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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海量数据分析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娟 

项目组成员：杨  娟，吴  斌，王  柏，林秀琴，方  维，石  川，刘  旸， 

刘志健，傅宇翔，程东方，郑思远，卢伟涛，何舒青，杨丽馨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构建一个基于云平台的、以并行计算、分布存储能力为支撑，实现对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算法并行化，具有良好扩展性的海量数据分析平台，以推动中国石油集团

公司信息化发展。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云计算平台关键技术研究：调研当前云计算的关键技术，包括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MapReduce 分布式计算框架、工作流引擎研究、组件自动配载技术研究。 

2.基于云平台的信息分析关键技术研究：包括并行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算法研究、图数

据分析技术研究。 

3.SaaS 服务研究：将该平台构建成基于 SaaS 模式的 BI 应用系统。 

 

 

未来网络智能交换机网络内置缓存管理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牛  凯 

项目组成员：牛  凯，孙小俊，曲  伟，张  瑾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技术目标是提出网络内置缓存的本地高速查找方案，实现相关功能模块，并完

成网络内置缓存的性能测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网络内置缓存的本地高速查找技术，设计本地缓存高速查找机制与相应解决方案。 

2.基于 Linux 实现网络内置缓存的相关功能模块，结合网络智能交换机，实现基于 Linux

的本地缓存高速查找等相关功能模块的开发。 

3.结合网络智能交换机的其他功能，进行网络内置缓存的功能及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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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精细化覆盖预测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韦再雪 

项目组成员：韦再雪，桑  林，杨大成，余  鑫，雷双龙，马恒彪，许  沛， 

李玉婵，李冬博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基于 Auto CAD 的实际室内场景模型及在该场景下的射线跟踪模型开展研究与开

发。 

2.形成了基于 Auto CAD 的内外墙识别算法。 

3.研究了基于体素法的室内射线跟踪算法，并完成算法的实现与调试。 

 

 

天津移动 2012 年实体渠道转型与提升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童莉莉 

项目组成员：童莉莉，黄逸珺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2012 年，天津移动公司根据企业内部分析发现，传统营业厅作为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职能严重滞后于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做出转型，面向客户的新需求迅速提高终端销售能

力和售后服务能力，由此提出了基于自有营业厅和社会渠道两大线条的实体渠道转型与提升

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天津移动实体渠道掌控力现状分析：从渠道结构、职能双重角度梳理天津公司当前对实

体渠道的管理效能和运营效率，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后期提升优化明确工作点。 

2.天津移动自营厅优化工作方案：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营销效能为目标的自营厅改造从

三个方面实施： 

（1）首先测算各厅店人力资源的使用情况、核实并优化实体店面的人员配置，将冗余人

力资源投入到其他客户服务岗位； 

（2）其次对厅店内部的设备、系统功能进行优化配置、提高渠道的业务受理能力； 

（3）最后测算厅店运营成本，为合理洽谈厅店外包提供数据支持。 

3.天津移动社会渠道掌控力提升措施：对现状分析中发现的社会渠道管理力度薄弱的问题

提出改进措施，主要包括： 

（1）合理测算渠道支出成本结构； 

（2）反复测算给出合理的酬金体系； 

（3）从长期管理优化的角度提出分层分级和积分体系，为社会渠道科学管理建立指向标。 

4.制定黄金码头管理办法：渠道的数量庞大、各自发挥的作用差异明显，为保证有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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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投入核心渠道，研究中提出黄金码头的概念，以明确核心渠道的地位。该研究提出了黄

金码头筛选体系，运用地段价值、市场价值、财务价值三大体系构建了筛选原则，对试点的

四城区指定专营店进行了排序，并制定了黄金码头工作方案和补贴协议。 

5.夯实以社区经理为主体的末梢渠道体系：天津移动的社区经理配置严重不足，导致末梢

营销工作常常出现失误。该研究一方面提出将自营厅中的冗余人力资源补充到社区经理队伍

中，一方面从工作机制上努力提升队伍的工作效率，提出了“细要求、重闭环、强支撑”的社区

经理工作机制：细化对社区经理的职能管理办法和要求，明确社区经理的职能定位、职责范

围，为提高销售效果和提升看管质量提供基础；强化闭环管理，通过优化现有社区经理管理

流程，精耕细作社区市场，提升社区工作效能；梳理社区经理支撑体系，强化公司在信息系

统、培训、设备资源等方面对社区经理的支撑，为社区经理工作开展提供保障。 

 

 

ProSe 架构关键技术与演进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武穆清 

项目组成员：武穆清，徐春秀，孙严智，庄  雯，李文倩，葛光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一共分成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每个阶段都是对 D2D 技术的相关研究： 

1.一阶段重点调研并分析重点企业近五年在 D2D、WiFi 等技术领域关于系统架构的研究

成果和重点方案。 

2.二阶段是 ProSe 架构及关键技术的研究： 

（1）首先研究了 3GPP的协议 23.401和LTE/LTE-A 系统下的系统架构以及相应信令流程，

跟踪分析总结了150余篇各大公司在3GPP SA2会议上提出的与ProSe相关的提案和解决方案； 

（2）深入研究了 80 篇通过的提案，这些通过提案会写进技术报告 23.703； 

（3）最后对 23.401 的架构进行了改进以适应 ProSe 业务，并且新增了相应的实体和参考

点，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对于 ProSe 相应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分别是 ProSe 注册和发现流程。

注册流程是设备注册到网络侧使得自己得以进行近距离业务的信令流程，网络会根据签约信

息决定是否允许该设备进行近距离业务，这个流程分为非漫游情况和漫游情况；发现过程是

两个设备发现是否处于邻近的过程，可以通过核心网确定或者是根据直接信号发现来进行。 

3.三阶段是对 ProSe 的演进方向进行研究，分析了 ProSe 未来重点研究方向，主要对 ProSe

通信、ProSe 中继和 ProSe ID 处理流程进行了研究。如果两个设备处于邻近状态，则可以进行

一对一通信，而 ProSe 通信可分为一对一通信和一对多通信，ProSe 中继适用于有设备在网络

覆盖范围外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中继设备与另一个设备或者网络进行通信。同时也

可能有一些可以担当中继的设备，发起业务的设备需要根据一定准则选取一个中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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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邮政业发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廷杰 

项目组成员：吕廷杰，王  琦，张  丹，李玉琦，孙志强，徐  琦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中国邮政业现有数据资源，快递企业大数据的应用现状，同时

搜集国外在相关领域大数据应用的最新动态，吸收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发展状况提出适

用于我国邮政业大数据的应用方向。根据我国邮政业实际情况以及未来的应用方向，提出我

国邮政业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根据关键问题提出示范项目，提高我国政府对邮政

业的管理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分析总结国外政府以及邮政业应用大数据的先进经验。 

2.调研了解我国邮政业大数据应用现状以及出现的关键问题。 

3.提出未来邮政业大数据应用的发展方向以及落地项目。 

该项目执行过程中国外邮政业应用大数据先进经验以及调研国内邮政业现有数据资源和

大数据应用现状是报告核心，找出应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实际困难，为提出国内邮政业未

来大数据应用方向和示范工程，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撑。 

 

“灵敏”控制系统弹上设备屏效测试优化 

机箱试验与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洪欣 

项目组成员：张洪欣，张金玲，孙丹丹，王丹志，刘鸿达，张玉静，张旭东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控制系统箱体的电磁兼容性仿真对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性设计十分重要，但必须以科学

的建模及可信的基本数据为依据。该项目利用电磁兼容预测和软件仿真技术对控制系统箱体

的屏蔽效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典型屏蔽体屏蔽效能和电磁屏蔽材料屏蔽性能的测试

与仿真分析，研究了目前设计过程中屏蔽效能的不确定性问题，并编制相应设计、分析指导

规范，为屏蔽体优化设计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以实现产品电磁特性优化设计。在研究中，

对屏蔽体结构形式、电磁屏蔽材料性能、屏蔽效能评价分析方法等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主要

研究内容包括： 

1.总结电磁辐射与电磁屏蔽的相关机理，分析了衬垫连接处的电磁现象以及影响衬垫屏蔽

性能的主要因素。 

2.对屏蔽体不同金属材料（铝、钢、铜等）、不同连接结构、不同表面处理在不同工作频

段进行屏蔽性能的测试。 

3.利用商用电磁分析软件开展屏蔽性能仿真分析计算，建立设计指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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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行为洞察分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廷杰 

项目组成员：吕廷杰，石文华，张晓航，谢雪梅，唐玲淑，游  怡，朱雅萌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 2013 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工作会议及市场经营会议精神为指导思想，以“一去

两化”为指引，应用穿测体验、竞品分析和具体量化数据分析等方法来洞察客户日常各类服

务行为，为以月为单位根据中国电信每月工作重点与电信集团客服部协同选定每期的服务分

析主题，并根据电信客户生命周期制定穿测体验计划穿测体验来发现客户对网络、资费、产

品/业务、渠道、促销活动等方面真实需要，从而提升客户服务感知。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洞察客户在网络、资费套餐、产品/业务、渠道、促销等方面的客户需求及行为习惯，

如不同价值用户登陆电子渠道行为模式，追踪客户不满意的原因；不满意客户的日常投诉及

报障行为，对不满意客户进行预警分析等。 

2.深入研究移动互联网下，不同客户群在电子账单、提醒定制等服务方式的渠道偏好，分

析客户在移动互联网下的投诉、缴费、办理/变更等服务行为特征，诊断定位目前中国电信移

动互联网服务运营存在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提升移动互联网服务运营策略提供用户行为数据

支撑基础。 

3.围绕中国电信八大产品基地创新业务，结合 31 省公司相关客户 ARPU、流量等消费和

咨询、办理、投诉等服务行为数据，洞察分析客户在创新业务和传统业务服务行为模式，为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产品基地与 31 省公司无缝服务提供相关数据基础。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业务网络发展与演进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孙其博 

项目组成员：孙其博，林业贵，郑涵允，刘  伟，李田园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面向移动互联网的业务网络发展与演进，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项目背景及拟达到的目标：主要分析了传统电信网主营业务收入普遍呈萎缩趋势和移动

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发展态势，提出了该项目拟达到的研究目标。 

2.面向移动互联网的业务及业务网络发展趋势：主要从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发展趋势、移动

互联网业务网络的发展趋势和业务及业务网络的标准化进展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了移动

互联网的业务及业务网络的快速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标准化组织对其的关注。 

3.移动运营商业务及业务平台的现状分析：主要从典型运营商的主流业务运营分析、典型

运营商的主流业务平台分析以及现有业务和业务平台发展面临的挑战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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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析了电信运营商目前的主流业务运营模式和所使用的业务平台，指出了在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模式下，运营商当前的业务模式和业务平台需要演进的方式以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广东移动的目标网络架构及演进步骤：主要从面向移动互联网的目标网络架构、业务网

络能力的聚合和开放以及演进方案和业务支撑和运营管理平台演进方案三个方面对广东移动

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应对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广东移动公司需要着手完成的演进任

务。 

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工作，使广东移动公司对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并对自身已具有的面向传统电信运营的业务平台在应对移动互联网挑战时存在

的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为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运营商运营模式的转变与提升做了

技术及观念上的储备。  

 

 

地下道路智能监控平台监控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军 

项目组成员：杨  军，周慧玲，康  锴，王一帆，房  安，包红霞 

结题时间： 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研制开发的地下道路智能监控平台监控系统，可实现对风机的启停控制以及主要运行参

数的检测，对各类传感器的采集数据进行监测和处理，并根据拟定的运行策略进行风机和阀

门开启状态的控制。监测数据可保存与显示，并可实现远程监控。 

根据地下道路智能监控平台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及现场设备特点，采用基于主控工业计

算机、西门子 S7-300PLC 和 S7-200PLC、PROFIBUS 现场总线技术的监控系统方案。利用 GPRS

模块可将现场数据远传的监控计算机。 

主控计算机位于控制机房，计算机采用研华 IPC-6606 工控计算机，通过主控计算机完成

平台系统监控与数据管理，主控计算机监控系统与界面基于力控组态软件 ForceControl V6.1

组态软件进行开发，界面直观易用，运行在 WINDOWS/XP 系统下。 

主控计算机配备以太网卡，连接主控 S7-300PLC 电柜，用于完成平台系统的测控。 

 

 

智慧城市安全服务平台需求分析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玉洁 

项目组成员：张玉洁，孟祥武 

结题时间：2014 月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智慧城市安全服务平台需求是用户和服务之间的桥梁，通过在服务交互过程中不断对其

进行跟踪，与用户的不断交互，才能确保提供的服务能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该项目进行智

慧城市安全服务平台需求分析方法论的研究，进行智慧城市安全服务平台网络信任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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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的编写，目标是向用户提供面向智慧城市安全服务领域的样例、模版库等，能为及

时、准确获取智慧城市安全服务需求提供技术支撑。 

该项目完成了智慧城市安全服务平台需求分析方法的调研分析，研究了用户需求获取技

术，在对典型用户需求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给出了面向智慧城市安全服务领域 

需求分析样例的编写。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践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笑施 

项目组成员：王笑施，郑春萍，刘淑梅，徐  玮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运用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教

学设计模式，在充分发挥传统课堂教学优势的基础上对大学英语课程进行创新性的教学设计。 

语言实验是文科实验的一种，是指学习者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与手段，在特定的语言

情境中，以目标语为媒介完成指定学习任务的一种语言学习活动。语言实验的目的是要求学

生通过实验过程，加强对目标语的综合理解与运用，培养学习者的主动性学习与掌握一定的

学习策略。具体说来该语言实验教学与评估体系分为语言实验体系、教学与评估体系、教学

支持体系等三个子系统，他们特色鲜明，功能完备，全面服务于语言实验教学与评估的全过

程，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个层次、多个模块”的语言实验体系，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语言实验体系基于语言基础、技能技巧、设计研究三个层次设计了多个模块的语言实验。

该体系中的语言实验类型丰富、难度各异，每一级课程包括 10 个语言实验任务，四册书共计

40 个，包含有个人、双人和小组多种实验方式。 

2.语言实验体系是整个语言实验教学与评估体系的核心，通过设置不同模块的语言实验，

引导教学实践。在教学过程中，体系化的语言实验能保证语言实验教学的质量和实验成果的

收集，为学习评价与教师反馈奠定了基础。 

3.教学支持体系包括教学管理体系和教学支持平台两部分，该教学支持体系全面、充分地

保障了语言实验教学与评估的顺利开展与实施。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发掘大家的潜力，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补充音频、视频，作为优质案例，提供给学生。这

类补充资源均为真实语料，主要根据各章节的话题展开，为切实加强学生的听说能力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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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在 CDN 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皮人杰 

项目组成员：皮人杰，宋美娜，任文慧，郭  冰，李永超，张  坤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不同的 CDN 服务域名所对应的内容，在服务器对间传输网页、图片等互联网

内容时，采用合理的 DRE 技术配置，包括字典大小、更新时间和周期、内容的细分类、以及

数据采样分块大小等参数，使得服务器对间传输的效率达到最优或者接近最优。 

该项目采用网络中的现实服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基于 DRE 压缩技术算法、库程序

作为 DRE 技术的实现基础，以此针对在 CDN 服务器对间、CDN 服务器与移动终端间的 DRE

应用效果和应用方法进行研究，基于样本数据采用不同参数研究 DRE 产生的数据节省和系统

性能的开销，总结出在实际应用中 DRE 适用的领域，例如互联网站的内容特性、内容适用分

类等，得出系统的方法能够对 DRE 各项参数的具体优化值给出指导和确定方法。 

 

我国民营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茶洪旺  

项目组成员：茶洪旺，胡江华，王  怡，刘  伟，夏晨芳，明崧磊，倪秀碧， 

陈  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对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推动本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情况的

分析，来深入研究我国民营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困境及对策。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为背景，客观分析了“再工业化”对我国民营通信设备制

造业产生的影响。 

2.总结了我国民营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3.整理了主要发达国家推动本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且较为全面地对比了

中日两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进而通过时间序列分析认为，人均资本在长期和短期内均对通信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外商投资在长期和短期内均对行业竞争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外贸易依存

度在长期内对行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集中度在短期内对行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基于此，项目组提出了我国民营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当前环境下的发展五大对策： 

1.走集约型发展道路，提升行业内生增长动力。 

2.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努力扩大行业开放水平。 

3.努力发展民族企业，打造国际知名行业品牌。 

4.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扶持重点企业做优做强。 

5.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行业科技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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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图像文件识别及聚类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洪刚 

项目组成员：张洪刚，李春光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实现了一个对传真文件的识别及文本聚类系统，对文件内的敏感和热点话题进行

聚类检测，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 

1.实现了传真图像文件到文字的转换，通过字符的分割，分割出单个图像字符，然后再利

用 OCR 技术识别出文字。 

2.针对识别出的文字，可以对多个文本按语义聚类，每个文本按前提取最多 1500 字。 

3.聚类结果至少包括聚类的类别、每个类别的中心文本（模板）、每个文本与中心文本的

相似度，发现文件中是否含有敏感词或热点话题。 

该项目的难点在于传真图片的分辨率低，噪声大，另外应用在互联网上，需要快速处理

识别，目前系统已解决了以上问题，基本可以在现网使用。系统可以实现的指标包括： 

1.传真图像文件到文字的转换，准确率不小于 85%。 

2.单个两页纸的传真文件转成文字的时间小于 6 秒。 

3.对 10000 个文本聚类的时间小于 1 小时。 

4.准确率不小于 70%。 

 

 

车标自动识别软件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洪刚 

项目组成员：张洪刚，马占宇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实现了一个车标识别系统，车标识别是车牌识别的有力辅助，当它与车辆牌照识

别系统结合使用时对于车辆的识别有重要意义，其中车标定位是车标识别系统中至关重要的

一步。 

该项目提出了一种基于上下文信息的车标定位方法，根据定位好的车牌位置，搜索其上

方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根据边缘检测得到跳变剧烈的车标部分，经过二值化、归一化等过程

后利用模式匹配的方法识别出车标，从而定出车型。车标识别方法沿用车牌字符识别所采用

的模板匹配方法。将大量车标样本进行训练，提取出 400 维度的信息，并通过这些信息与待

识别车标信息相匹配，最终判定车标类型。目前系统可以识别车标的种类为 15 种，在白天车

标清晰的条件下，识别率可以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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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用后备式锂离子电池蓄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 

之通信软件模块的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铁军 

项目组成员：吕铁军，曹若菡，高  晖，张  长，龙  伟，方学阳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通信行业的发展，电池作为后备电源的供电系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传统的

通信后备电源中电池采用铅酸电池，其废弃物铅对环境造成巨大污染。锂离子电池具有重量

轻、密封好、自放电率低、环境友好等特点，因此逐步取代铅酸电池被应用于通信行业，其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为磷酸铁锂电池。由于锂离子化学性能活跃，为保证其工作的稳定性，需

要设计对应的电池管理系统。另一方面，通信用高压直流电源系统（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HVDC）作为新型的通信后备电源，相对于传统的 UPS 具有控制简单，可靠性高，投资成本

低，转换效率高的特点。结合以上研究背景及通信后备电源的发展趋势，项目组设计了一套

240V 高压直流电池管理系统，实现高压直流供电系统与锂电池的结合，是在通信后备电源系

统设计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保令 

项目组成员：王保令，时宏伟，李  楠，秦美芳，刘  畅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探索在网络环境下，利用信息资源，结合传统教学和翻译工作坊练习翻译的模式，

以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和创新能力，激发学生自觉主动学习的行为习惯，达到整体提高学生

英语综合素质的目的。该项目结合北邮实际，运用例证，准备了适合北邮网络条件下翻译授

课的材料和方法。在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的大背景下，在翻译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

课时分配、学生自主学习手段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尝试，总结了经验。最重要的是，结合教育

部政策和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改革的要求，培养了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学生。 

该项目的研究结论包括： 

1.该教学模式得到了绝大部分学习者的拥护和喜爱。 

2.教师工作量增大，学生学习负担加重。 

3.反馈的即时性与有效性难以保障。 

4.评估学生学习各个环节是否科学。 

5.选择难度循序渐进并能与课堂讲授技巧相结合的翻译材料。 

6.不适合所有学生。 

总之，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在信息技术网络环境下，对如何培养学生有效掌握适合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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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学习方法，最终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尤其是自主翻译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教学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翻译教学实践成为师生合作，共同探讨翻译本质、体验翻译过程、成就

最佳译文的过程，为探索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组织与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还有一些需

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电影中文对白语音识别原型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刚 

项目组成员：刘  刚，邵俊尧，秦  敏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了一个用于电影中文对白语音识别的原型系统，实现电影中文对白自动语音

识别功能，该系统自动识别出整部影片的中文对白语音信息，系统输入是含有中文对白的整

部影片，系统输出是字幕文件。 

该系统主要包括了常用电影文件格式的转换及音频提取、语音检测、语音识别及字幕生

成等模块。 

 

 

《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GPS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 

标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静林 

项目组成员：李静林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射频识别（RFID）技术具有非可视识别、移动识别、多目标识别、定位及长期跟踪管理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物流、制造、公共信息服务等行业。目前 RFID 空中接口面临的主要威胁

分为恶意搜索式威胁、伪装式威胁及拒绝服务威胁。但现有的安全机制仅能够应对部分威胁，

如 ISO/IEC 18000 作为基本空中接口协议，规定了数据加密、读写器与标签的双向认证等方面

内容，但对窃听、拒绝服务威胁等完全不起作用。如 ISO/IEC 18000-6，标签中重要信息如标

签 ID 机内存信息等，均没有经过加密处理，非法用户容易窃听获得这些敏感信息。而且，由

于 RFID 标签成本有限，一些优秀的安全技术无法嵌入到标签硬件中，因而制约了 RFI D 空中

接口安全标准的制定。因此，该项目的目的即是与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合作，进行《信息

技术-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第十七部分：安全服务加密套件 cryptoGPS 的空中接口》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 

在RFID新技术变革及信息安全需求迫切的背景下，ISO/IEC JTC1/SC31/WG7起草了RFID

空中接口安全标准 ISO/IEC 29167。该标准在基本空中接口协议 ISO/IEC 18000 基础上，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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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是 ISO/IEC 18000 的可选、补充性标准。ISO/IEC 

29167-17 部分则为空中接口标准的 RFID 设备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安全加密套件-cryptoGPS。空

中标准规定从 ISO/IEC 18000 独立出来，能够满足不同领域及行业安全和隐私需求的多样性，

同时也为一些更复杂的安全机制，如 cryptoGPS 加密套件能够应用到标签当中提供方便。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  立 

项目组成员：高  立，任旭鹏，李  昕，马  慧，李盼盼，吉雅泰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0 号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在社会逐渐走向高龄化的今天，老年人所占的比率也逐渐增加，老年人的行动安全已成

为社会的重要问题，老年人跌倒发生率高、后果严重，是高龄老年人首位伤害死因。针对老

年人易跌倒的问题，除了事前的防范之外，在发生跌倒情况时，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一时间内

尽快送至医院，以降低伤害。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跌倒检测与通信系统是相当重要的。所

以，该项目设计的—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是一个非常有实用价值的设计。不仅可

以减轻社会和子女的压力，也可以让老年人不再因为害怕跌倒而减少外出、减少活动，使他

们可以更加放心的走出家门，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品质。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是一种针对老年人跌倒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可对跌倒

老年人的身体姿态和运动进行计算和分析，当检测到老年人身体出现异常跌倒情况时，能够

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通知他人并报告发生跌倒的位置，以便于亲友对这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的个体进行救助和处理。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客户端可实现室外 GPS 定位、体位跌倒检测和求助无线

信号传输。服务器端可实现对各客户端的位置访问、消息跟踪及求助信息处理等功能。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由下列模块构成： 

1.体位异常传感信息的采集、判断模块设计。 

2.室外 GPS 定位信息处理。 

3.无线通信模块。 

4.功率控制模块。将客户端采集的数据处理后，传送至服务器端。可支持远程查询及突发

情况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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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文本语料库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刚 

项目组成员：刘  刚，苏建雷，王  岳，王艳秋，楚博策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了一套网络文本语料采集整理工具包，并构建了一个大数据量多领域的日语

文本语料库，用于语言模型训练。具体成果包括： 

1.开发了一套网络文本语料采集整理工具包：主要包括适合日文网站的爬虫程序、网页解

析程序、去重工具、断句工具、文本正则化工具。 

2.构建了一个大数据量多领域的日语文本语料库：构建的日语文本语料库，其规模为

100GB，已经经过去重和正则化等处理，可用于语言模型训练等。 

所采集的日语文本可分为两种类型： 

1.特定领域文本，是指从特定领域所对应的网站上采集的文本。这里的特定领域包括消息

类、娱乐类、财经类、知识问答类、生活服务类、导航类、搜索类等。 

2.通用文本，是指日语互联网上除特定领域文本以外的其他类型日语文本，主要是指门户、

新闻网站、政府网站等。 

 

 

海量数据处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廖建新 

项目组成员：廖建新，王  晶，王  纯，李  炜，张  磊，朱晓民，张乐剑， 

沈奇威，徐  童，王敬宇，戚  琦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实现一个海量数据处理系统，其中包括图形化操作界面，工作流引擎，数据管理

模块，数据导入导出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状态监控模块等。该系统的主要

功能包括： 

1.方便灵活的人机界面：提供友好的图形化界面操作环境，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只需要通

过图形界面或高级数据处理语言（如 sql）就能灵活的定义数据处理流程，方便对海量数据进

行各种操作。 

2.海量数据能力：存储和处理海量数据；能够对数据进行分布式、并行的处理。 

3.支持常用的数据源：能够对现有的常见的数据源里的数据进行导入、导出操作，例如

mysql、oracle、linux 文件、ftp 服务器等。 

4.多种类型的数据：除了能够很好的处理结构化数据，对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也有良

好的支持。 

5.数据处理功能：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清洗、过滤、转换、计算、统计等处理。 

6.数据挖掘：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数据挖掘，提炼数据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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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权限控制：不同用户对不同数据的访问权限不同，保障数据安全。 

8.算法扩展：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编程框架，方便的增添新的数据处理方法、算法，

以及功能函数。 

9.数据类型扩展：用户可以通过定义，对新的数据类型进行描述，从而让平台支持新的数

据类型。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数据流量成本效益分析咨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彭若弘 

项目组成员：彭若弘，胡一闻，闻  捷，李洪琳，刘晓琪，孙婷婷，王  青， 

万晴晴，殷凯凯，孟  跃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流量背景下，数据流量成本效益分析是关键管理抓手。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 2G、TD－

SCDMA、WLAN 投资、资源能力、利用率及成本效益情况，重点关注业务收入来源、成本构

成以及影响利用率和效益的因素，并对比不同运营商资费情况，为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及数据

流量经营策略提供管理建议。 

该项目建立了数据流量成本效益分析体系。主要是从财务视角出发评价数据流量网络资

产的收益情况。首先以 ROA，即资产收益率，作为一个综合考虑投资与收益，能力与收益的

指标，分析以三网及单网的 ROA 为主线，结合各网 ROA 影响因素，分析集团及各省的资产

收益情况。其次，结合分析对象（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及广东公司、河北公司、山东公司）的

实际数据，针对广东、山东、河北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 ROA 提升的路径。 

 

 

用户体验研究与可用性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伟 

项目组成员：刘  伟，冯  升，贺  露，高琳智，张  渤，高玉军，薛文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电子视觉显示终端使用绩效评价方法，组织视觉工效学参数数据采集和

工效学测试实验。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利用可用性技术，建立了视觉显示终端的使用绩效评价程序，确定被试者的选择准则、

试验环境和任务、被试者测试数据处理方法、视觉绩效和舒适度测试方法等。 

2.研究提出显示终端使用绩效符合工效学要求的评价准则。选取有代表性的被试者，测试

采集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等人群的视觉参数值。 

3.参照国际上显示性能标准中相关生理、心理检测方法，通过大量测试试验，研究建立显

示终端的工效学参数测量方法和检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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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设置多组对照实验，在有、无提示信息的两种情况下对训练用时、训练效果主观体

验数据进行收集，对照多组实验结果，来研究和评估在人机交互系统中加入提示信息对于用

户的操作效率以及情感体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5.提出界面改进的建议和界面设计中应注意的事项，最终总结出一项人机交互系统界面设

计在针对用户训练的效率上的工效学评测指标。 

 

 

《飞行员情景意识状况分析与评价软件》代码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伟 

项目组成员：刘  伟，冯  升，贺  露，高琳智，张  渤，高玉军，薛文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有关情境觉知研究是目前航空工效研究领域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向，该研究通过

对情境觉知的发展历史、概念定义、影响因素、定性模型、定量模型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

究成果建立了一个新的情境觉知定义和相应的情境觉知多级触发定性分析模型，为进一步的

模拟实验设计及定量模型的建立打下了一个基础。 

通过实验和现场调查分析，发现高级飞行员存在着情境觉知“跳蛙”现象，即从感知刺

激阶段直接进入预测规划阶段（跳过了综合理解阶段），这主要是由于注意和环境任务的驱动

引起的，他们进行的是信息的关键特征搜索，而不是整个客体的搜索。对于每个刺激客体而

言，既包括有用的信息特征，又包括冗余的其它特征，而高级飞行员具备了准确把握刺激客

体的关键信息特征的能力（可以理解为“由小见大”的能力），所以能够形成跳跃式扫视、立

即规划预测的情境觉知能力。对于一般飞行员来说，由于没有形成高级飞行员所具备的情境

觉知能力，所以觉察到的刺激客体中不但包括有用的信息特征，又包括冗余的其它特征，所

以扫视范围较大，并需要综合理解那些被感知的信息，然后才能预测规划。与高级飞行员相

比，信息采样量大，情境觉知比较连续渐进（速度较慢）。 

 

 

LTE-A-无线网络定位技术与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罗新龙 

项目组成员：罗新龙，刘劲楠，李  虎，王耀辉，朱江波，张  涛，吴泳彤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智能天线到达角度在多径环境下的检测和分离。 

2.RFPM 技术的 LTE-A 仿真和 Cramer-Rao 下界估计。  

3.TDOA 非直达径误差的消除算法，能基本消除终端到不同基站之间的共同测量误差。  

4.SMALL CELL 的节能技术仿真，比原有方法性能改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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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电影视听说课程教学理论及实践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宋  嫚  

项目组成员：宋  嫚，金  梅，蔡红霞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电影的选择不能拘泥于教材，应该根据话题需要和学生需求进行调整。 

2.课堂教学活动除了文化介绍，配音和主题讨论，还应包含问答和辩论环节。 

3.教学形式以学生分组主持为主，教师讲解为辅；学生主持和教师讲解比例为 6：4。 

4.电影配音片断应由学生自主决定。 

5.考试形式需多样化，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应各占五成。 

项目组就以下几点达成共识：  

1.教学内容：在电影视听说教学中，采用两种教材与课外选取相结合，每个话题项目组选

取两到三部电影进行讨论，比较。这样做，有助于学生对话题进行深入讨论，从而加深对西

方文化及文学的认知。  

2.课堂互动模式：经过对影视视听说教材的初步对比，主要的课堂授课模式主要为：前期

观影，主体介绍与讨论，文化介绍，电影片段欣赏与改编表演，配音模仿等。这些活动非常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交际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3.教学评估：根据对学生的需求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之上，项目组对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

院校的评估手段进行比较，制订出了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和框架。评估基本比例如下： 出勤

10% + 课堂主持 15% + 课堂表演 20% + 配音 15% + 期中考试 （小论文）20% +期末考试（小

电影拍摄）20% 。 

 

 

从“跨越”到“超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体论诠释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韩  凌 

项目组成员：韩  凌，刘  杨，龚庆华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研究对全球化语境下，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了本体论反思，

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分为“跨越、超越、濡化”三个阶段，并且立足“比较视域”，提出“东

方与西方”、“判断与标准”、“真实与想象”、“静止与动态”四个全新的维度，力图从教学实

践和交际实例出发，融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合理的理论建构，最终指导今后的跨

文化交际实践。 



212 

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关键技术仿真评估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石文华 

项目组成员：石文华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项目组主要对如下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关键技术进行仿真验证： 

1.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卷积码技术仿真评估。 

2.超高速无线局域网 LDPC 技术仿真评估。 

3.超高速无线局域网空时分组码仿真评估。 

4.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循环移位分集技术仿真评估。 

5.超高速无线局域网信道估计仿真评估。 

6.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同步技术仿真评估。 

7.超高速无线局域网 SU-MIMO 技术仿真评估。 

8.超高速无线局域网 MU-MIMO 技术仿真评估。 

 

 

TD-LTE 网络性能仿真技术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常永宇 

项目组成员：常永宇，张  欣，李原草，汪  彬，于  海，赵希鹏，唐秋月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作为主流的全球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之一的 TD-LTE 技术目前已经大规模投入商用，

并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也成为我国的自主创新成功典范。长期以来， TD-LTE 系统

的性能评估研究一直受到业界的重视。 

该项目组结合当前实际情况针对 TD-LTE 系统上行传输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

TD-LTE 的系统特点，对上行链路传输进行了系统结构以及关键算法的设计与建模，搭建了功

能齐全的系统级仿真平台，对多种业务模型下的多种系统性能指标进行了评估分析，对该场

景下的仿真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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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灌高铁综合视频监控系统 IP 地址变更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徐雅静 

项目组成员：徐雅静，薛  超，黎功福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依托目前运行在成灌高铁上的综合视频监控系统，根据项目委托方要求提供对现

有系统进行 IP 地址变更的服务。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成功改造成都铁路局中心主备视频监控系统服务器的 IP 地址变更。 

2.成功改造了成都铁路局下辖的 12 个车站主备视频监控系统服务器的 IP 地址变更。 

3.以及视频监控系统其他相关模块包括用户权限软件模块等的变更。 

4.成功完成了成都铁路局下辖的 12 个车站的视频监控系统中编码器设备相关软件模块的

IP 地址变更，并完成了中心和车站的实时视频调看测试。 

5.完成了成都铁路局下辖的 12 个车站的视频监控系统中环监设备相关软件模块的 IP 地址

变更以及成都铁路局下辖的 12 个车站的视频监控系统中视频存储磁盘阵列相关软件模块的 IP

地址变更，并实现了中心和车站的录像调看测试。 

6.完成了成都铁路局下辖的 12 个车站的视频监控系统中视频分析软件模块和告警主机软

件模块的 IP 地址变更以及其下辖的 12 个车站使用的视频监控系统客户端的 IP 地址变更。 

 

 

陵水海洋公园“智慧景区”方案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安生 

项目组成员：王安生，修佳鹏，赵  方，牛  琨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海南陵水湾海洋公园是一个以海洋科学为背景的主题公园，该项目是为该公园提供“智

慧景区”的信息化设计方案。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深入分析了主题公园的游客类型、业务模式、经营分析及运营保障需求，规划了决策管

理类系统、经营管理类系统、游客服务类系统、运营保障类系统、支撑类系统等五大类系统。 

2.具体规划了客户关系&会员管理子系统、预订管理子系统、广告业务管理系统、票务管

理系统、网上售票（B2B&B2C）、个人票务销售点（窗口）、后台管理子系统、出入口控制子

系统、自助售票子系统、充值管理子系统、电子支付系统接口、二次入园指纹管理子系统、

供应链及自营店管理系统、商业及联营店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能耗计量系统、员工

一卡通管理系统、景区员工流动作业监控系统、访客入园管理系统、景区网站、景区信息实

时播报子系统、热点项目预约排队系统、智能客服系统、电子导游、导航服务、导购服务、

手腕带系统、设备运维管理、状态监控系统、备品备件管理系统、视频巡航与景点客流监测

系统、景区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景区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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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频用户访问统计及分析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洪波 

项目组成员：王洪波，程时端，李俊波，张玉冉，杜  星，李  仑，王  婷 

结题时间：2014年 3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开发一套“互联网视频用户访问统计及分析系统”，为深入研究改善互联网

视频服务、提升互联网视频用户体验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和工具。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分析研究了当前我国主流互联网视频网站（优酷、乐视、搜狐）的系统架构和运营模

式。 

2.设计及开发了互联网视频用户访问统计及分析系统：包括互联网视频用户访问数据提

取子系统、用户访问数据存储子系统、用户访问行为分析子系统，以及用户访问统计及分析

结果呈现子系统。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家成长规律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慧 

项目组成员：陈  慧，孙运婷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针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家的成长规律进行研究，根据 50 余个国有大型企业企业家的研究

成果，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企业家的胜任力模型是 3 层次 4 维度模型。3 层次为素质、社会主要国有企业家的核心

特征、企业家核心特征；4 维度为管理自我、管理团队、面向经营和面向发展。 

2.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划分为 6 个阶段，分别为：准备期、成长期、发展期、磨练期、蜕变

期和成熟期。 

3.针对企业家成长的特点进行“选、用、育、留”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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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F 更新自动跟踪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万  能 

项目组成员：万  能，林文亮，张  璘，时伟森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电信管理论坛（TM Forum，简称 TMF）是一个为电信运营和管理提供策略建议和实施方

案的世界性组织，是专注于通信行业 Operations Support Systems(OSS)和管理问题的全球性的、

非赢利的产业协会，TMF 通过丰富的知识资源、智力资产和行业标准来简化服务提供商的业

务运营的复杂度。TMF 目前有 900 多个成员单位，包括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AT&T、沃达丰、

华为、思科、IBM 等国内外知名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厂商，中国移动更是其中董事单位。TMF

每个月都会对 FrameworkX /eTOM/SID/TAM 等标准体系进行更新，发布最新的技术白皮书、

新闻/通知、业界动态等信息，对运营商的管理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该项目主要开发一个自动跟踪系统，该系统通过爬虫对 TMF 的官方网站主要模块进行跟

踪，被跟踪的网站模块主要包括 Standards、Events、Research、News、Training 等。自动跟踪

系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设置跟踪频率，比如每天或者每两天自动对 TMF 网站进行搜索，查

找最新的更新内容，一旦发现有新内容将自动生成更新报告，供用户查看。系统基于 B/S 架

构实现，目前已完成开发和测试工作，并部署运行，系统运行稳定。 

 

 

LTE 协议测试设备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唐晓晟 

项目组成员：唐晓晟，邓  钢，胡  铮，丁鹏仁，宋  扬，董天佑，张  智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成果 SP8300 LTE 终端协议仿真测试仪的功能包括： 

1.可支持 3GPP TS36.523-1 定义的全部终端协议一致性测试（PCT）测试例和用户自定义

测试例，包括 TD-LTE 系统内、 LTE FDD 系统内所有测试例，以及 TD-LTE/LTE 

FDD/TD-SCDMA/WCDMA/GSM 系统间所有测试例。支持 AT 命令自动化测试功能，具有丰

富的 Log 功能，能够实时显示测试关键信息，自动生成详细日志文件及测试报告文件，帮助

用户获取数据、分析问题。 

2.SP8300 支持 TTCN-3(Testing and Test Control Notation Version 3)实现的协议一致性测试

集，符合 3GPP TS 36.523-1 V9.3.0 协议，并支持用户自定义测试功能，支持多种 Band 及

Bandwidth 配置；支持测试套 PICS/PIXIT 参数修改；支持最大 4*2 天线模式。 

3.SP8300 可模拟空中接口层三和 NAS 层的功能，引导终端完成测量、重选和切换等信令

流程，检测终端的状态，最终达到协议测试的目的。基于自定义测试例，系统可以模拟基站

设备和真实小区环境。相比采用基站设备搭建测试环境，测试仪表具有精度高、配置灵活、

可重复性强等优点，易于复现现网中的问题，有效降低系统搭建成本，加快产品上市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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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8300 系统用户界面操作简洁，用户可通过主控界面选择测试项，主控平台显示测试流程的

信息及结果，并能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终端性能的全面评价；支持一次选择多

个测量项顺序执行与自动化测试，加快测试进度、降低测试人员要求、同时减小出错概率。 

4.SP8300系统可输出丰富的LOG信息，包括空中接口信令，层间交互原因，通过Log Tracer

软件，用户可观察系统运行状态、分析测试流程及结果，可有效加速芯片、终端的研发、测

试验证。 

 

 

未来网络内容寻址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关建峰  

项目组成员：关建峰，许长桥，权  伟，赵  佳，曹远龙，朱军龙， 

戴  彧，张朝贵，张译丹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主流的未来信息网络解决方案（例如 NDN， PURSUIT，Netinf 等）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针对两类基本的内容命名机制（Flat/Hierarchical）和主要寻址方式进行了功能和性能

的测试和分析，提出了一种未来网络普适的面向内容属性的资源命名方式。同时，完成了在

实际资源分发应用环境下（包括名字路由机制、内容发现、缓存替换/更新、节点移动、资源

位置分布等诸多因素）内容高效寻址模型建立与研究，并进行了仿真实验测试。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对信息中心网络体系结构进行了调研，分析了信息中心网络在资源命名和寻址方面与

TCP/IP 网络体系的不同。 

2.从可靠性、完备性、可用性、灵活性、高效性等五个角度进行评估，提出了一整套属性

划分的五维评估方法。 

3.基于服务多维属性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普适的面向资源属性的命名机制。 

4.提出了一种 BHO 插件的服务标识解析实现方法，测试资源命名。 

5.提出一种基于主成分分析解决方案来有效降低网络中高维属性数据，通过降维优化了服

务标识解析机制。 

6.提出了一种新的度量标准进行内容路由器的位置选择，以保障用户获取信息中心网络的

资源效率。 

7.构建了博弈模型来分析内容中心网络为基础的未来互联网环境下各自治域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分析与内容中心网络相配套的域间路由转发机制将使诸如域间协作缓存，域间资源

发送接收共享，域间智慧路由等。 

8.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的方法来分析了新的内容寻址机制下应用层和网络层之间的相互

作用结果，从而指导新型内容寻址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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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全向辐射功率及灵敏度测试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沈远茂 

项目组成员：沈远茂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设计了一个用于终端 OTA 性能测试的全电波暗室，其纹波测试结果低于 2dB。主要研究

内容如下： 

1.根据所处位置的环境特点，设计提供了用于终端 OTA 性能测试的全电波暗室的外尺寸

设计方案，并配合完成了现场的勘查和土建前期协调工作。 

2.完成了用于终端 OTA 性能测试的全电波暗室的屏蔽室和室内吸波材料的设计工作。 

3.完成了对上述设计方案、验收方案和理论算法的性能仿真和结果验证工作。 

4.根据测试所涉及 EUT 的类型和具体指标要求，对转台、支架、屏蔽、天线、吸波体等

关键部件和材料的性能参数提出建议。 

 

 

大容量骨干通信传输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赵永利  

项目组成员：赵永利，张  杰，朱睿杰，马  辰，潘  莹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分析电力通信网业务现状及业务需求，研究多种大容量骨干通信网络技术，探索

大容量骨干通信技术，提出骨干网络建设方案，并加以应用部署。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分析通信网现有业务及新业务的流向、带宽要求、通道性能等，并对骨干网络现状

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现有网络结构不合理，网络带宽不满足，设备管理不规范及服务能力

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基于 OTN 的智能光网络解决额方案。  

2.针对现有的生存技术和电力通信网络常出现的故障，结合对网络生存性发展的需求，分

析了 1+1、1:1 等线性保护，T-MPLS 环网、通道环等环网保护，节点保护，P-Cycle 保护方案，

提出了一种 OTN 网络的光层和电层保护与恢复方案。  

3.研究了电力通信网络建设经济性评估，提出了电力通信网络可用度、网络扩展性的经济

性评估指标，即电力网络使用效能指标，可以为网络经济性评估提供统一的考量标准，可以

为网络演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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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penStack Neutron 组件的网络应用算法设计及

软件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  韬  

项目组成员：黄  韬，刘  江，胡文博，丁  健，王  健，张  晨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了于 OPENSTACK NEUTRON 组件的网络应用算法设计及软件实现，主要研

究成果如下： 

1.以现网实际业务（沃云）为基础，研究 SDN 在运营商数据中心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

数据中心内虚拟机网络策略同步迁移场景、数据中心内流量工程场景等，分别梳理不同的场

景对转发面和控制面（网络控制器）的需求，进而设计对应的实验验证方案。 

2.设计并开发网络控制器及定制网络功能，基于上述场景分析对商用和开源的网络控制器

进行评估和选型。基于 OpenStack 设计开源控制器解决方案，在此控制器基础上开发基于上述

场景分析的网络业务应用。 

3.搭建基于 OpenStack 的数据中心 SDN 网络验证环境及实验结果分析，基于 OpenStack

搭建实验环境，部署网络业务应用，验证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其中从南向接口的技术成熟度

考虑，需要物理交换机或虚拟交换机支持最新的 Openflow 协议。对比上述场景基于 SDN 的

解决方案和其它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分析验证 SDN 在缩短网络新功能上线周期、降低网络

设备及管理成本、实现网络资源按需调度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依托沃云平台，开展业务应用

试点。  

 

 

面向客户体验的技术及算法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文安 

项目组成员：周文安，由李艳，华  孟，赵  立， 黄雅君，黄凤辉， 

于世朋，李  强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完成的研究工作如下： 

1.完成了对移动流媒体业务用户体验管理工作的研究。撰写了《针对移动互联网流媒体业

务的客户体验质量管理报告》，阐述了移动流媒体业务 QoE 管理的需求和挑战，分析并总结

了各标准化组织及国内外学术界在移动互联网流媒体业务 QoE 管理方面的研究。 

2.完成了对移动流媒体网络仿真及评价系统设计的研究。基于 NS-3 搭建了流媒体仿真平

台，基于 Android 开发了终端数据采集软件，基于上述的用户体验评价方法设计并实现了用户

体验质量评价及修正系统。撰写《移动流媒体网络仿真及评价系统设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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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了对 HTTP 移动流媒体业务用户体验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完成《基于 HTTP 的移

动流媒体客户体验质量管理报告》，在对移动流媒体业务用户体验质量管理研究基础上，针

对基于 HTTP 协议的移动流媒体业务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了 HTTP 移动流媒体技术的发展，

分析总结了 HTTP 移动流媒体业务 QoE 管理的研究。 

4.完成了对用户体验管理发展趋势的研究，输出了《用户体验管理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续）》。  

 

 

干扰导航信号模拟及控制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崔岩松 

项目组成员：崔岩松，刘  欣，任维政，黄建明，王丹志，刘文龙，张海鸥 

结题时间： 2014 年 4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设计和开发了干扰信号模拟应用控制软件，实现对模拟器系统的初始化配置，并

负责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对其进行整体控制。干扰信号模拟应用控制软件与管理软件支持导航

信号模拟、干扰信号模拟及组合信号模拟三种工作方式，并支持各类参数配置及工作状态显

示灯功能。 

 

 

无条件安全的量子保密通信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世慧 

项目组成员：郑世慧，谷利泽，肖  达，孙  斌，常利伟，杨春丽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量子密码学是量子物理学和密码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科学，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外界任何

扰动的可检测性和容易实现的无条件安全性，这些特征依赖于量子系统的内禀属性：测不准

性和不可克隆性。因此要攻破量子密码方案就意味着否定量子力学定律，故量子密码学有时

被称为是“更安全的密码术”，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项目以量子保密通信方案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分为密钥分配（使用量子密钥分配方

案成功为通信双方，或者多方，分配经典密钥比特后，使用经典对称加密体制可完成保密通

信）和量子公钥密码，构造出一个安全的密钥分发协议，该协议可以抵抗截获重发攻击和纠

缠攻击，特别是 2005 年高等人提出的一种特殊的纠缠攻击。 

1.在量子公钥研究方面：首先利用新的随机化方法修改了 Nikolopoulos 等人提出的单向陷

门函数，给出 2 个新的面向比特的量子公钥概率加密方案：基础方案 1 和改进方案 2。两个方

案都可以抗对称测量攻击，方案存在解密错误，为降低错误率，会引起密文扩展，但是与

Nikolopoulos 等人方案的密文扩展量相当。另一方面，第一个基础方案只消耗 Alice 的 1 量子

比特公钥，第二个方案中 1 比特消息消耗的量子比特为 Ne，低于 Nikolopoulos 等人方案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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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使用量。 

2.在多比特的量子公钥加密体制方面：利用非正交量子态构成的随机粒子输入，结合经典

密码的数字信封思想，构造了一个多比特量子公钥加密方案，使得拥有对称测量电路的攻击

者成功恢复出明文信息的概率可以忽略。 

3.在量子态远程制备方面：由于非最大纠缠态不稳定，所以初期研究了利用非最大纠缠态

作为量子信道，实现联合远程制备和可控制远程态制备的方法：同时采用 POVM 测量和一种

特殊测量方法实现任意五粒子布朗态的远程制备，并从辅助粒子的个数和成功率两方面对比

这种两种测量方法的优势和劣势，还给出方案实现的量子线路。  

 

 

EPC 融合组网策略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洋 

项目组成员：刘  洋，王  莉，宋  梅，满  毅，马  跃，滕颖蕾， 

张  勇，魏翼飞，王  勤，徐塞虹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对于当前 DRA 信令网、2G/TD/LTE 网络以及 IPv6 技术的商用与发展，从现网商用支撑

网络优化演进两方面开展工作，并对 DRA 信令网元、PS 核心网领域的相关网元新硬件/新版

本以及 LTE/EPC 核心网领域的相关网元展开测试验证。 

 

 

LTE 网络管理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滕颖蕾 

项目组成员：滕颖蕾，满  毅，刘  洋，宋  梅，马  跃，张  勇， 

魏翼飞，王  莉，徐塞虹，王  勤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规范定义的 LTE 网络架构，接口协议，网元功能，对 OAM

的要求等方面的内容，结合中国移动规模试验网的具体问题，运营商的具体运营环境（四网

协同），分析 LTE 网管系统的需求，对照现有网管支撑系统，提出系统演化方向或改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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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协同分析规划工具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书芳 

项目组成员：李书芳，冯波涛，马慧生，唐  黎，王正也，马宇超，谭浩宇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发基于海量数据处理的四网协同规划优化决策系统。其主要目标为：将 2G、

3G、LTE、WLAN 等多张网络部署场景下的用户信息、路测数据、OMC 数据、地图数据等作

为输入，完成四张网络的网络问题诊断、协同规划、测算、优化，实现小区级数据透视分析、

多指标关联分析，提供四网协同关联规划优化解决方案，支撑市场精准投放，运营决策。该

方案的技术优势有以下几点： 

1.采用工作流管理机制，对具体的分析业务进行分析抽象，与数据挖掘技术解耦合，从而

实现系统高度的可扩展性以及二次开发能力，提升数据挖掘和分析的执行效率。 

2.采用统一数据接口，屏蔽存储设备以及实现技术的多样性，在物理层上实现即插即用，

提高数据存储、备份、管理、访问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3.采用分布式系统架构和并行处理机制，子系统采用自定义协议通信，支持集中式或分布

式部署，支持传统服务器架构向云计算的平滑升级。 

4.采用多种可视化工具，提供丰富的数据可视化方式。 

5.采用 Web GIS 技术，支持多种现有在线地图， google map，百度等，以及自定义第三

方地图源，实现高效的多网覆盖地图呈现。 

6.采用多种数据输入输出接口，提供可编程的数据接入方式，支持多种不同类型数据的导

入和导出。 

7.基于用户体验，提供人性化、易配置、易维护的系统管理界面。 

已实现如下功能模块： 

1.现状诊断：根据现有的网络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诊断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措施。包

括：地图分析、视窗分析、COST 问题诊断。 

2.协同测算：根据现状分析结果，进行指标的计算及测算，以得到调整参数用于改善现网

问题。包括：指标分解图、详细测算。 

3.预测分析：基于现网的历史数据从单维度和多维度对指标进行相应预测。包括：单指标

预测、移动数据量预测。 

 

 

用户侧智能设备与电网的信息交互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书芳 

项目组成员：李书芳，吴  非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用户侧智能设备与电网的信息交互相关主流国际、国外工业标准进行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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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围绕 SEP2.0 与 IEC 61850、IEC 61968 开展对比分析及兼容性分析：IEC 61850 标准为变电

站自动化系统通信和分布式能源资源标准，主要规定智能用电设备在变电站和分布式能源层

面的通信。SEP2.0（Smart Energy Profile 2.0）是 Zigbee、HomePlug 和 WiFi 三个用户侧通信

技术领域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联盟参与开发的一个智能能源规范，SEP2.0 有如下特点：

支持基于无线或者有线的多种网络技术，基于 IP 通信；支持任意 MAC/PHY 协议 (比如 IEEE 

802.11 高速无线，IEEE 802.15.4 低速无线，IEEE 1901 电力线载波等)；支持多种国际标准，

包括 IEEE，IETF，IEC 和 W3C 等. SEP 2.0 是多种良好标准的集成；支持多种安全方案。该

项目中对 SEP2.0 分层模型中每一层可选择的通信协议进行细化分类研究，从而明确：SEP2.0

在底层架构上与现有的通信技术兼容，物理层和链路层可以使用以太网、Wifi、HomePlug、

电力载波、蓝牙、LTE、GSM/CDMA 等通信标准；网络层主要与现有的 IPv6 技术相兼容；在

传输层则运用 UDP 或 TCP 两种标准的传输协议。其与 IEC61850/61968 的兼容主要集中在应

用层上。 

该项目根据智能电网用户接口功能及非功能需求，提炼、研究了用户接口和需求响应信

息模型及信息交互模型，研究表明：不同应用域具有不同的信息模型，如 CIM IEC 61970/61968 

主要应用到输电网能量管理（EMS）和配网管理系统（DMS）；IEC61850 应用到变电站、配

网、发电厂（包括新能源发电）现场智能电子设备（IED）；IEC62056/COSEM 应用到电表数

据传输和管理。信息模型的建立需用系统分析智能电网用户交互功能，辨识交互中的关键角

色（包括组织、人、设备和系统等），以及完成每个功能需要相关角色之间交换的信息。功能

需要从不同层去分析，包括业务级功能（与组织公司业务流程相关）、系统级功能以及设备级

功能。功能的分析和信息辨识可以是一个反复的迭代过程，基于不同颗粒度的功能需求可以

辨识不同颗粒度的信息需求，目前由于系统之间交互愈来愈多，需要可灵活扩展和剪裁的信

息模型。 

 

 

基于云的海量数据安全存储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姚文斌 

项目组成员：姚文斌，韩  司，叶鹏迪，常静坤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项目针对基于云的海量数据安全存储模型进行工作，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可靠性技术研究：由于云计算环境下进行服务提供的情况是每时每刻进行服务，并且用

户还需要随时随地进行访问。因此，可靠性在这里不仅仅是提供服务，而且还是提供有质量

保证的服务。云备份的可靠性技术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的是数据中心内部数据的可靠性、可用

性和数据恢复能力： 

（1）数据中心内部的数据可靠性技术，使得在数据中心内部只要不存在大面积节点失效，

或者整个数据中心失效的时候，能够保证数据在系统中不丢失，同时对外提供可靠的备份服

务，这个数据中心内的数据可靠性技术是构造整个云系统可靠性技术的基础。 

（2）数据的容错恢复能力也是数据可靠性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在上述的数据可靠性研究

中，必须要研究相关的系统容错能力，即整个系统发生错误的时候，备份数据是如何恢复的。

数据恢复是在真正发生错误的时候，或者发生系统模块失效的时候，已经丢失的数据如何进

行恢复操作。在上述过程当中，对于数据的可恢复性机制也是值得研究的内容，这就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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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如何保存的问题，数据可以通过副本的方式来获得比较快速的恢复能力；或者通过

编码的方式获得比较高效的存储效率。 

2.数据安全保护关键技术：该项目为云计算提供数据保护服务，防止他人拿到数据的原始

文件后进行数据的窃取。此外，该项目提供的灾备服务可以对存储在云平台上的客户数据和

信息提供全面的保护功能，采取备份容灾手段保护客户重要数据的安全，即使受到黑客、病

毒等路基层面的攻击或者地震、火灾等物理层面的灾害也都可以有效地保护客户数据。最后，

针对网络、存储和服务器的安全问题，提供数据传输保护服务，采用网络隔离技术，来保证

网络传输的安全性。 

 

 

基于 LTE -R11 的 CoMP 技术仿真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天魁 

项目组成员：张天魁，于  路，罗  欢，徐鸿章，沈晓美，武丽霞，葛安盟， 

周  乐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 LTE 网络 CoMP 技术系统级仿真进行研究，主要对 CoMP 在不同场景仿真实现技

术进行研究，设计仿真系统功能模块实现方案，包括基础模块和功能模块两部分。 

2.针对 CoMP 功能模块，设计了联合调度与波束赋型、联合处理两种协作方式，对网络性

能仿真进行仿真验证。 

3.提交了 LTE 网络 19 个小区 wraparound 场景的 CoMP 系统下行传输仿真结果，该项目以

标准文档“3GPP Self-evaluation Methodology and Results”为依据，给出了仿真结果，包括： 

（1）ITU-R 环境校准，验证路径损耗和几何分布与 3GPP 一致，包含 Coupling Loss CDF

曲线、Wideband SINR CDF 曲线和 Per UE Average SINR CDF 曲线； 

（2）LTE R-11 系统级仿真结果，并与 LTE R-8 系统级仿真结果进行性能对比，表明性能

增益满足大部分 ITU-R 的要求。 

 

 

LTE-A TDD 增强技术的测量及解调性能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  侃 

项目组成员：郑  侃，赵  慧，赵  龙，张静星，张诚诚，赵文秀，康  鑫， 

韩灵怡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针对 LTE-A TDD 增强技术的测量及解调性能进行研究和评估，以支撑 3GPP 

RAN4 中相关技术的性能指标及规范制定。项目拟采取理论分析、技术研究与平台开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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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主要包括 LTE-A TDD 技术点引入后的评估需求分析、评估场景设计、评估参数选取、

仿真平台调试及性能比对校验。  

 

盲载频多目标未知信号的压缩检测技术与仿真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彭岳星 

项目组成员：彭岳星，李广威，康  鑫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目前，我国的考试数量较多，重要考试如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及各种职称资

格类考试对个人影响很大，利益驱动使考试作弊屡见不鲜。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考试作用的日

益重要，用于作弊的无线电设备更新很快，作弊信号频率分散，发射时间也越来越短，再加

上城市区域内电磁环境日益复杂，高频段如 2.4GHz 等公用频段的应用广泛，这些都给作弊活

动的查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无线作弊信号的快速发现与捕获是无线电监测工作的重

点工作，但在数百 MHz 乃至数 GHz 的频段上快速可靠的发现可疑信号受制于现有的设备，目

前仍是无线监测普遍的难题之一。目前搜索作弊信号的方法主要有窄带分段扫频和宽带扫频

两种，但这两种做法各有不足。窄带分段扫频方法主要通过多台接收机分接不同天线，分频

段进行监测的方法实现可疑频段的监测覆盖，但购置多台高性能接收机的成本很高，无法推

广。宽带扫频则是利用接收机快速扫频功能对全频段进行监测，但接收机完成一次频段扫描

通常需要十几秒甚至几十秒，大大增加了错过作弊信号的可能性。 

近年来提出的压缩感知理论中的非均匀采样技术中可以为高效捕获作弊信号（稀疏信号）

提供新的解决途径。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多个目标信号的带宽之和相比整个检测频带而言很小，且通常目标信号在整个监测频段

上是块状分布，因此设计了时域采样频率稀疏表征的信号模型。 

2.设计了高斯随机测量方式，从而频域稀疏的目标信号在时域上通过随机降采样得到的采

样信号所对应的感知矩阵是随机部分傅里叶矩阵，保证了感知矩阵以近于 1 的概率满足 RIP

条件。 

3.设计了一种贪婪算法实现快速准确的重构作弊信号。 

 

终端 web 开发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皮人杰 

项目组成员：皮人杰，宋美娜，任文慧，郭  冰，李永超，张  坤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对各 web 框架和各混合跨平台解决方案的基本介绍、开发环境搭建、主要功能、使用方

法介绍、包含的关键技术、注意事项、基本架构、各框架的扩展和插件机制、基于浏览器内



225 

核的资源管理、缓存优化、安全机制以及实现原理、应用场景、混合跨平台解决方案所支持

的 web 框架、优缺点、发展前景及趋势进行调研，并输出相应的调研报告。 

2.对各 web 框架和各混合跨平台解决方案进行测评与分析。 

3.制定测试计划，明确目标(涉及的 API)，确定测试规则、方法、场景；采用各 web 框架

和各混合跨平台解决方案编写测试用例。 

4.在不同终端的不同浏览器上对应用的性能和资源使用情况进行测试、对比和分析。 

5.对基于各框架和方案开发的应用和基于native开发的相同应用运行时进行资源占用情况

的性能对比测试，输出相应的运行分析报告。 

 

 

展示台升降控制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庄育锋 

项目组成员：庄育锋，余  瑾，桂照斌，韩栖林，郭成统，姜儒桥，马丽丽， 

乔  丽，张  强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展示台升降控制系统主要功能是对智能展示系统中的展品进行自动升降或移动，将展品

自动移动至展示区或非展示区。该项目经过广泛的调研，对展示台升降控制系统进行了整体

方案设计，对机械结构进行了具体设计与制作，对电控部分进行了设计与实现，提交了原始

设计和工艺文件：设计报告、工艺文件和硬件 PCB 图、电路图等与生产有关的全部技术资料。 

 

 

CK-LNG 机柜、CK-CNG 机柜测试、论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庄育锋 

项目组成员：庄育锋，余  瑾，王志玮，李大松，关文婷，张  妍， 

胡晓瑾，李  苗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任务是对和利时公司承接的《CK-LNG 机柜、CK-CNG 机柜》项目进行评审，

项目审查了其设计报告、系统原理图、系统接线图、系统测试报告、使用说明书等有关技术

资料，经评议形成以下评审意见：和利时公司基本按照项目立项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项目的

测试工作，各项指标符合任务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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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金融行业大数据应用需求的云数据中心核心技术

研究和原型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闫丹凤 

项目组成员：闫丹凤，王家鑫，覃骏翔，蓝  田，唐皓瑾，甘  林，周  广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各行各业对数据价值的有效利用和挖掘需求也越来越大。金融行业

的数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同时金融业务对数据的粘性也十分强。传统金融行业对

数据的处理仅仅是统计分析为主，异构数据的多源融合分析工作还比较欠缺，该项目的设置

目的是利用大数据的处理技术提升金融数据利用价值从而提供金融业务质量。 

该项目针对金融领域数据应用的特点和需求展开研究工作，具体内容包括： 

1.金融格式化数据的自动采集和预处理、金融非格式化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2.基于 NoSQL 数据库的数据分布式存储和通用服务接口研究。 

3.基于上述核心支撑技术的金融数据采集管理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该项目所研究的内容能够为金融大数据分析过程中的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和数据挖掘

提供核心技术攻关以及可行技术路线的验证，主要成果包括： 

1.金融 F10 数据是金融产品对应的公司基本信息，存在公司数量多、核心内容以表格体现、

规范性不强、发布规律弱的特点，目前基本上采用人工方式处理，不仅耗时而且准确率并不

高。针对该问题，该项目实现了 F10 数据的核心内容自动解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行业数据的外延在不断扩大，金融行业中的非格式化数据的内容

丰富起来，包括资讯和社交网络中的数据。本项目实现了非格式化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挖

掘这类数据的价值，形成对金融业务数据的有力参考。 

3.传统金融产品的数据格式比较多样，与新兴的互联网数据融合处理的能力较弱。 

该项目利用 NoSQL 和 Hadoop 技术实现了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统一访问，为进一步的数

据分析提供了技术基础。 

 

 

2012 年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业咨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闫  强  

项目组成员：闫  强，张  琳，李玉霞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近年来北京市越来越重视软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的政策，从而促进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也带动了相关

行业的转型和升级，对首都的经济发展、人文进步、乃至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和提高，

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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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对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对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

发展演进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 

2.分析了产业的后向关联、前向关联效应、感应度等指标。 

3.探讨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的测算方法。 

4.对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与其它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进行了比较分析。 

 

 

便携式心脏外科术中视频影像记录系统的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端玲 

项目组成员：李端玲，李  贺，王忠宝，杨海波，李  鹏，李春霞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目前市面上的医疗内窥镜具有昂贵、笨重、视域小、操作麻烦等不足之处，针对以上情

况，该项目旨在设计一种高性价比、视域广、使用范围广、更轻便并且操作简单的心脏外科

术中视频影像记录系统。 

该项目设计的视频影像记录系统由前端（视频采集系统与机械结构）及后端（控制电路

与视频显示系统）组成，前端机械结构采用偏心安装及半反半透原理，安装一个与摄像头平

面呈 45°角且与摄像头圆心偏心安装的平面镜，利用其光学性质，反射侧面光线，使侧面影像

投影到摄像头上，同时摄像头也能够采集到一部分前方影像，实现同时在后端的屏幕上显示

正面和侧面的影像，通过马达控制平面镜的旋转，可以实现侧面影像 360°显示。系统后端采

用两种接口形式，既可以采用 USB 接口模式，也可以采用 AV 接口模式，扩大了系统的使用

范围。目前，便携式心脏外科术中视频影像记录系统已经完成理论设计部分，并且做出了样

品，能够清楚的显示正面和侧面的影像。 

 

 

长距离无线 IC 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端玲 

项目组成员：李端玲，张忠海，白国超，李  贺，徐清雪，于  振，虎  强， 

杜占江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目标研制开发一套能在 15～20cm 距离内可靠收发的无线射频收发系统，该系统应

用于井下无线发射和接收控制装置，实现对井下电磁阀等动作机构的自动控制。通过长距离

无线 IC 系统的研制开发，向井下注入无线射频的小球，在 15～20cm 距离内实现对滑套压裂

工具的遥控，有效地解决复杂井况下、高压环境中井下作业所带来的操作不便、作业时间长

等难题，同时避免了不安全因素带来的施工风险。该系统工作环境为地下 3000m 的管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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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压力 30Mpa，环境温度 150℃，管道内为压裂液，主要由胶状物和支撑剂按一定比例混合

组成。 

该项目采用无线射频技术，通过读写器线圈与电子标签线圈电磁耦合实现信息的无线传

输，具体通过在管道内壁安装一个 IC 读卡器，将无源标签放置在抗压隔热塑料小球内，当小

球到达阅读器阅读范围内时，读卡器中的处理器发出信号，实现控制管道内的阀门动作。读

卡器芯片，在涂抹高温隔热涂层的基础上增加低功耗降温片，通过耐高温隔热涂层解决高温

问题，从而保证其长久工作。根据设计方案，最终研制出“长距离无线 IC 系统”实验样机一

套，包括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和程序设计，并在相关合作单位进行了模拟环境下的实验验证，

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所需要求。 

 

 

面向遥操作测试系统的测试规范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端玲 

项目组成员：李端玲，张忠海，徐清雪，牛  坤，李春霞，李  振，杨海波， 

王忠宝，白  磊，王雪娇，王  㑇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完成遥操作作业平台的硬件结构和软件系统的设计、搭建，完成其无线通信系统的设计、

搭建。操作者通过操纵主机器人来控制异地从机器人运动，完成远程操作任务。既能利用人

的智能进行高层次的感知和决策，又能够利用机器人来完成低级传感、路径规划、精密运动

和重复性工作。 

2.提出一种改进的 BM（缓冲区管理）算法，用于将随机时延迟转换成固定延迟，该算法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数据传输过程中产生的缓冲区溢出、缓冲区取空、丢包等现象，从而保

证机器人的稳定工作。 

3.完成预测仿真：要实现预测仿真，需要设计仿真服务器并实现与其通信。 

（1）利用 3DMax 建立环境和机器人的几何模型与运动学模型； 

（2）将模型保存为.3ds 格式的文件，然后用 WTK 自带的建模工具 Modeler 将 3ds 模型转

换成.nff 格式的模型文件； 

（3）再用利用 WTK 工具包实现器人系统的三维图形仿真和运动学计算以及轨迹规划； 

（4）最后利用 Winsock 实现它的通信接口。 

在预测仿真过程中，基于立体视觉的特征点三维坐标计算的技术实现虚拟环境中的定位，

根据实际机器人与仿真机器人单步步长以及实际空间坐标中初始机器人坐标与目标点坐标，

计算出仿真环境中机器人与目标点的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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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  斌 

项目组成员：吴  斌，肖  丁，杨  娟，石  川，袁燕妮，张  雷，王  柏， 

张  峰，王  鹏，刘  鹏，姜治光，沙  倩，贾  育，张雅楠 

结题时间：2014 年 4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研究和开发一款基于云计算的能耗监测分析审计系统，系统构建在云计算平

台之上，依托云计算强大的计算、存储能力以及高可靠性、高扩展性的优势，实现包括在线

实时监控统计分析和在线实时能源审计的功能，为网络运营商提供实时能耗分析和节能的解

决方案。项目组经过与盈运各业务部门的多次交流，根据各种应用系统所提出的技术特点，

完成了项目的需求分析，确定了本能耗管理系统产品的基本技术路线。项目技术目标是开发

基于数据仓库的能源管理系统，方便运营商能源消耗、能源审计等信息化的管理，提高工作

效率，节约运营维护成本。 

该项目的技术内容包括： 

1.将数据分析结果以图表、表格、文字等方式直观的展现，并根据需求可以进一步细化。 

2.利用乙方已有的数据挖掘及分析算法对甲方提供的动环、相关系统及现场采集数据进行

全面的分析，包括单个设备，设备组群、单个机房、整体机楼、区域、地市及省等。并得出

相应的关联和关系数据呈现，同时针对问题给出对应的节能管理解决方案。 

3.报表功能在系统内可以由最终用户进行自由定义，需要做到灵活便捷。 

具体功能模块包括： 

1.能源消耗管理（统计分析）。 

2.能源消耗管理（数据挖掘）。 

3.预警策略管理。 

4.能耗模型管理。 

5.能源审计管理。 

6.数据参数管理。 

7.自定义报表。 

8.系统管理。 

 

 

移动数据网络流量检测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雷振明 

项目组成员：雷振明，陈陆颖，窦伊男，于  华，周文莉，刘  芳，杨  洁， 

何大中，吴晓春，谢  芸，刘  枫，阎  庆 

结题时间：2014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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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对移动数据网络流量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指纹特征自动提取技术、基于流统计特征的

异常检测技术，基于网络扫描行为、周期性通信行为的异常检测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改进优

化现存的算法并进行整合，实现移动数据网络流量的异常检测。 

2.对于指纹特征自动提取技术的研究，运用深度报文检测 DPI 技术和改进的 AutoSig 算法，

针对各种类型的移动数据网络异常流量，分析其异常流量净荷中的特征关键字，改进优化现

有的自动协议指纹挖掘技术，以便快速准确的提取、检测移动数据网络环境异常流量指纹。 

3.对于基于流统计特征的检测技术，运用深度流检测 DFI 技术，研究实际移动数据网络中

流量数据流的统计特性，从流报文的时间、数量、长度等方面，对单流、多流的统计特征进

行提取，并基于此利用贝叶斯网络、决策树等机器学习算法构造异常流量模型，完成对移动

数据网络环境的流量异常检测。 

4.对于基于行为的异常流量检测，研究了移动数据网络环境中异常流量数据流的行为特性

及其原因，并基于此优化整合现存的端口扫描、周期性通信、DDoS 攻击等网络行为监测方法，

以实现移动数据网络环境中的异常流量检测。 

 

 

基于光网络的 SDN 技术开发及原型机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赵永利 

项目组成员：赵永利，张  杰，尹兴彬，吴  迪，高雨明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了解决突发性业务对传送网带来的灵活性、扩展性、高效性等挑战性问题，未来传送

网也正在向软件可编程的灵活光组网方向发展，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将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分析与调研了 SDN 技术对光网络的影响，研究了在光网络中应用 SDN 技术的必要性，

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具体解决方案。 

2.对方案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及验证。 

3.定位于研究基于光网络的 SDN 技术，具体内容包括组网架构设计、通信协议扩展、平

台性能测试等。 

4.通过在光网络中应用 SDN 技术，针对组网架构、通信方式、模块设计、协议扩展等方

面的等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和创新，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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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天线辐射特性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莉 

项目组成员：李  莉，王霖川，张玉玉，张冰清，赵璋卓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通过对机载天线电磁辐射特性的研究为机载天线的设计提供计算依据，主要研

究内容分为三部分： 

1.了解项目指标要求，熟悉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通过调研和测试对整个项目的技术方法

与路线进行研究。 

2.按照项目要求，对机载天线辐射特性进行仿真研究。 

3.对仿真以及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机载天线辐射特性以及撰写最后的技术报告。 

天线方向图仿真，要求给出天线方向图的归一化曲线和原始数据；天线隔离度仿真，要

求给出隔离度曲线和原始数据。 

方案选择使用 FEKO 软件的 MLFMM 算法计算天线的方向图： 

1.将飞机模型和天线模型导入 FEKO，检查天线与机身的连接情况，将飞机和天线执行布

尔加运算。 

2.为所有天线添加端口以及激励，参数随天线位置以及极化方式不同改变。 

3.使用 MLFMM 求解方法，设置求解频率和远场计算要求。 

4.以求解频率中的最高频率为基准，对模型进行剖分，剖分越细越精准。 

5.进行多核并行计算，计算完毕后查看并记录仿真结果。 

方案使用 MOM/PO 算法计算相对低频段的天线隔离度：方法类同于使用 MLFMM 算法计

算天线的方向图，需确保使用的求解方法为“PO-full ray-tracing”。使用 MOM/UTD 算法计算

相对高频段的天线隔离度，UTD 算法只支持由直线组成的模型，需将飞机模型处理成多边体

近似表示，方法类同于使用 MLFMM 算法计算天线的方向图。需确保使用的求解方法为“UTD” 

按照以上所述方案以及项目要求对机载天线辐射特性进行仿真研究，得到机载天线的方向图

仿真结果和隔离度仿真结果，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所需天线方向图的归一化曲线和隔

离度曲线。通过与机载天线辐射特性的实测结果进行对比，得到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基本符

合，并对机载天线的设计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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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TE-A 标准化及产业推进—热点覆盖增强技术研

究及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  侃 

项目组成员：郑  侃，赵  慧，龙  航，赵  龙，李文芳，王  俊，王任远， 

杨居沃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针对 LTE-A TDD 热点覆盖增强技术的研究进行研究和评估，具体研究内容包

括： 

1.Small cell 物理层增强关键技术的链路级仿真评估，支撑标准化输出。 

2.基于 small cell 的导入电子地图的研究和射线追踪模型的调研和研究。 

3.D2D 中发现及通信的研究及仿真评估。 

4.3D-MIMO 的链路级评估等。 

 

 

IPhone 手机软件动态行为分析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邹仕洪 

项目组成员：邹仕洪，曾  阳，刘  敏，孙  典，安卫亚，吕晓庆， 

续  磊，李  彬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了一个 IPhone 手机软件动态行为分析系统，该系统的主要内容包括:  

1.将 IPhone 软件在 IPhone 虚拟机运行起来。 

2.能够模用户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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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达到了以下技术指标和参数： 

1.能够在虚拟机上将 IPhone 软件包运行起来。 

2.能够模拟部分用户操作及系统条件对 IPhone 软件内置的可疑行为进行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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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难动储量开发新道路 助力西部大庆大发展 

-基于合作的长华项目部创新管理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宁连举 

项目组成员：宁连举，牟焕森，张玉红，王  伟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中国华油集团公司（简称华油集团）长华项目部面对的油气藏具有“低渗透、低压力、

低丰度”的“三低”特征，特别是“低渗透”堪称世界之最，这构成了华油集团油气勘探的

最大问题和挑战。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华油集团通过决策力、执行力和创新力三者之间的

融合与贯通，持续开展技术、管理和人才培养的全面创新，使“低渗透”油田开发扭亏为盈，

探索形成了低效油田有效开发的新经验，即三个“坚持”：第一，坚持科学决策；第二，坚持

执行战略；第三，坚持全面创新。 

1.华油集团油田开发事业之所以会有今天的快速发展和重大贡献，得益于起初的科学决

策，通过科学筹划，制定了一系列的低成本发展战略，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从宏观

到微观的系统管理创新模式。同时，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制定了有效的技术开发决策，

实现了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以及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方案优化。 

2.坚定的执行力是长华项目部实践探索的关键。在油田勘探过程中，坚定的执行力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低成本战略的坚定执行：整个集团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加强预算的执

行力度，实现了“成本结果控制”到“成本过程控制”的转变； 

（2）HSE 坚定执行：华油集团坚持“安全第一”不动摇，努力保持安全平稳局面，扎实

推进 HSE 体系建设； 

（3）“三基”工作的扎实展开：长华项目部按照“基层建设规范化，基础工作精细化，

基本工训练体系化”的思路与要求，不断加强“三基工作”，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4）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的创造性，进而

推进企业的整体和谐。 

3.坚持全面创新是保障。华油集团为坚定实施油田开发的低成本战略，整个集团从上到下

不断开展技术、管理和人才培育的全面创新。 

（1）在技术创新方面，形成了技术简单实用、技术集成配套以及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原

则； 

（2）在管理层面，形成了具有华油集团特色的组织创新、项目管理创新和精细化的管理

创新； 

（3） 在人才培育方面，形成了以研究生和大学生“回炉”教育为重点的人才培育机制。 

科学的决策力是关键，坚定的执行力是核心，全面的创新力是保障，“三力融合”模型为

华油集团“低渗透”油田的开发提供了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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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AES-128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 

标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邹仕洪 

项目组成员：邹仕洪，陈小梅，刘  敏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完成《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AES-128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标准研制相关信息服务。  

2.检索《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AES-128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标准相关文献，包括国内外论文

/专利/研究报告等。  

3.根据检索结果获取相关文献并汇总，同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海量网络数据预处理系统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军 

项目组成员：刘  军，刘  枫，刘  芳，杨  洁，周文莉，阎  庆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了一套海量网络数据预处理系统，实现了以 Hadoop 为基础的海量网络数据预

处理平台，系统功能包括： 

1.报文解析研发了一个可插拔的发生器以产生长度-值的二进制格式的应用层会话记录，

解决了以下关键难题：实时处理从多千兆网络链路产生的大量流量数据。 

（1）使用可以显著提高数据包捕获速度的 PF 环来实现高速数据包捕获； 

（2）支持多核机器的数据包和会话并行处理，该记录发生器透明地创建若干与分配核心

数量相同的工作线程数，来处理数据包和应用程序会话； 

（3）灵活地支持可变的应用层协议，为了有效地跟踪已知和潜在增长的应用层协议，不

同协议的会话组装规则被定义在配置文件中，这些配置文件在运行时加载到内存中，多协议

模块可以在共享内存中处理相同的数据包，来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副本并提高整体的性能。  

2.话单上传预处理系统将提取的流记录和生成的应用层会话记录传输到 HDFS。该传输任

务是由 HDFS 上传者执行，它是一个独立的 Java 进程，该上传者读取缓冲的流记录和应用层

会话记录，并利用 Hadoo 写入流将它们导出到 HDFS。在传输过程中，执行一个基于规则的数

据清除过程以移除无效的数据，为加快流量数据的并行处理，流和会话记录每五分钟聚集一

次并存储到 HDFS。  

3.数据存储及预处理改系统利用HDFS和HBase分别管理非结构化和结构化数据来构建分

布式数据存储，流记录和应用层会话记录文件通过 HDFS 写入流的 API 保存到 HDFS 中，这

些记录文件是由 MapReduce 程序并行处理，分析结果的一部分被写回 HDFS 中进行描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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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HBase 作为另一个数据存储模块来管理结构化的数据。HBase 是建立在 HDFS 之上，通过

存储数据在索引的 HDFS 存储文件来支持快速随机实时的记录查询和大量表更新，存储在

HBase 上的数据被组织成键-值对在列方式中，它支持灵活的数据模型，根据主键索引快速访

问列，和低延迟地更新大数据集中给定的记录。  

4.集群管理开发了一个基于 Ganglia 和 Nagios 的命名为 ZooManager 的 Hadoop 集群监控

工具来减轻最重要的管理任务，利用和扩展 Hadoop 的内置插件来发布 Hadoop 组件如

NameNode 和 DataNode 的性能指标作为 Ganglia 的后台程序，根据各个组件的这些指标，定

义了一系列累计指标来表示整个集群的整体状态，这些度量和指标都存储在 Ganglia 的数据库

中并可以在综合的门户网站以时间序列的方式显示，此外，关键的度量和指标会被送入另一

个开源集群监控系统 Nagios，通过邮件和手机短信给管理员产生实时报警，该系统已研发完

成并经过现网数据测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D 影像转 3D 影像算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飞 

项目组成员：王  飞，张重骐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2D/3D 算法的研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经有了一些算法，但公开的较少。在这些算法中，

都存在着优缺点，没有一种是完美的。该项目利用线性透视线索所反映的场景结构信息，提

出了一种深度信息的提取方法。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1.基于灭线检测的背景空间深度获取：根据图像中景物的分布特征，将图像划分到特定类

别，利用 Canny 边缘检测技术，设置适当的阈值，将图像二值化为能反映其轮廓结构的二值

图像，以减少计算量并去除噪音；以此轮廓图为输入，利用 Hough 变换检测出其中的直线元

素；根据检测结果中各直线的斜率，从中筛选出灭线集合，最后求取灭线交点的中心点得到

灭点。灭点的位置即代表了图像空间中深度值最大的位置，结构灭线及其两两构成的平面，

则反映了深度的分布趋势；图像空间中其他点的深度值，根据其与灭点、结构灭线的位置关

系即可计算得到。最后将深度值转换为灰度值，并用灰度图像表示，这样得到的深度图就反

映了原始图像背景空间的深度分布趋势。 

2.基于图像分割的前景物体深度分配：利用分水岭或 GrabCut 交互式图像分割技术，将原

图像中的前景物体从背景空间中分离出来；分割的精细程度、前景和背景物体的概念划分等，

可以根据对转换结果质量的期望自由调整，得到满足期望的、各自分离的前景分割图。根据

分离出的各前景物体与背景空间中各平面的关系，找到各物体在背景空间中的深度基准点，

进而为各物体进行深度赋值，最后用同样的办法，绘制出前景深度图。 

3.深度图的融合生成：将前景深度图与背景深度图进行融合，得到原始图像所对应的最终

深度图。深度图上各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代表了原始图像上对应点的深度值。这样，以深度图

和原始图像作为输入，利用 DIBR 技术对其进行渲染，即可得到所需格式的立体图像。 



236 

酒类产品全过程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苑春荟 

项目组成员：苑春荟，逄锦荣，李晓龙，金夏夏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进入 21 世纪以来，自然资源的约束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促使社会经济逐步由产品经济向

服务经济模式转变。发展服务经济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传

统制造业向服务化的转变。在发展服务经济的过程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如何进行服

务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另一个是在服务经济时代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

各行业之间的有效协同。很多学者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取得了一系列

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服务供给的共性问题、服务和协同之间内在联系以及如何建立一般化服

务的创新理论还缺乏充分认识。服务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进而产生

对协同的更大需求。而从协同需求的本质来看，对协同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对满足协同的特殊

服务的需求。因此，对于协同问题的解决可以用一种新型服务来满足。 

该项目基于酒类产品全过程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创新研究问题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 

1.针对当前服务创新和服务创新模式研究领域的缺陷，明确了服务模式作为服务供给机制

这一概念，并运用技术和制度作为服务模式的组成要素，建立了服务模式创新的正向机制和

逆向机制，提出了服务创新的一般化理论。这为服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 

2.分析了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联动机制问题，并运用

服务模式创新的逆向机制原理，构建了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联动的服务模式创新的研究框架。 

3.根据物流服务交易的现实需求，通过技术融合与制度变迁，设计了智能感知的第三方物

流云服务平台的技术体系架构，构建了基于智能感知的第三方物流云服务平台的协同联动机

制，为解决我国当前物流服务市场发展存在的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问题以及实现供需双方的

有效协同提供了可行方案。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酒业可信供应链关键技术 

及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苑春荟 

项目组成员：苑春荟，李晓龙，逄锦荣，金夏夏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将 RFID 技术与白酒供应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满足质量追溯管理的需要，通过

对质量追溯管理的案例研究、国内外追溯管理系统应用，探讨了白酒质量追溯管理的技术选

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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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并研究了生产链质量追溯管理系统，对制曲工艺、原酒酿造、原酒洞藏扯兑等生产

环节的数据需求和采集进行了分析，对追踪数据的确定、信息采集点的确定、信息的存储、

追溯的实现进行了研究，对生产商、批发商/经销商和零售商等供应环节的数据需求和采集进

行了分析，对相关环节追踪数据的确定、信息采集点的确定、信息的存储、追溯的实现进行

了研究，提出了系统设计目标、设计了系统架构、研究系统后台功能。 

2.研究了流通链和生产链的系统融合问题，通过系统之间的对接实现覆盖整个供应链的质

量追溯管理系统，基于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考量，对系统在实现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进行阐述，

分析了射频标签的技术参数、射频标签的编码方式、生产链 RFID 数据集中器、流通链 RFID

数据集中器等问题。 

3.从三维标准化，包括数据标准化、报文标准化、流程标准化，以及标准化与企业应用的

融合等方面给出了白酒行业采用 RFID 实现质量追溯管理系统的建设建议。 

 

 

智能移动终端缺陷库管理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学明 

项目组成员：李学明，王尊亮，王继哲，王恒欢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负责智能移动终端缺陷库管理软件的需求分析、设计与开发实现，软件由于其专

业性、复杂性、灵活性等特征，任何与开发过程相关的环节都可能引入缺陷。软件缺陷管理

是在软件生命周期中识别、管理、沟通任何缺陷的过程，确保缺陷被跟踪管理而不丢失。移

动智能终端是指安装具有开放式操作系统，使用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实现互联网接入，通

过下载、安装应用软件和数字内容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终端产品，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发展，年

增长量已超越了个人电脑，开启了一个新的技术产业周期。随着在移动智能终端上快速开发

大量应用软件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智能移动终端缺陷库管理软件以对开发过程中的软件缺

陷进行有效管理，提升软件开发效率。在没有引入软件缺陷管理软件之前，企业对于测试发

现的软件缺陷一般采用电子表格与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管理，存在测试效率不高、测试质量

难保证、实时管理难度大的缺点。 

该项目开发的智能移动终端缺陷库管理软件具有以下几项核心功能： 

1.可收录各类典型的智能移动终端软件缺陷，缺陷信息包括缺陷名称、缺陷类别、缺陷详

细信息、缺陷严重程度等相关属性。 

2.缺陷数据库库具备缺陷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统计等功能，可以分类出具缺

陷分析报告。 

3.依照人员角色职责对缺陷流程和状态进行管理，角色包括测试人员（TE）、项目开发人

员（DE）、质量保证人员（SQA）、项目测试组长（TM）、项目经理（PM），流程包括缺陷登

记、缺陷审批、缺陷分派、缺陷修复、缺陷回归测试，状态包括新建、解决、未解决、搁置、

重新打开、确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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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RA 的低功耗 WIFI 算法验证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蒋  挺  

项目组成员：蒋  挺，翟世俊，郑晓昆，杨志鹏，江  进，吴  杰，尹  耀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基于 SORA 无线电软件平台，对低功耗 WiFi 的物理层和 MAC 算法进行仿真验证，验

证了所提出的低功耗 WiFi 算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对低功耗 WiFi 的研究以及芯片

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2.针对目前密集性 WiFi 的场景进行了分析研究，给出了密集性场景的节点部署模型，并

基于 NS2 仿真软件，对一些典型节点部署情况对 802.11aa OBSS 管理机制进行了仿真分析研

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有效地提高了 OBSS 管理机制的能力。 

3.为减少网络中各节点的冲突，提高密集性 WiFi 网络的各节点接入网络的能力和增加网

络的容量，提出了基于传输公平的功率控制方法，通过功率控制，减少网络中各节点的冲突，

从而以达到公平接入和网络容量的目的。 

 

 

安全管理告警平台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明安龙 

项目组成员：明安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实现具有根据相应规则，对事件进行分析、整理、统计后生成多种方式告警

的管理软件，并为量产提供所有必要的技术支撑，具体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告警规则管理模块：告警规则管理是从经过已处理的安全事件中抽取有用信息，降

低误报率，帮助安全监控人员分析出网络中潜在的安全隐患，其管理范围包含过滤规则、归

并规则和告警规则；通过相应规则生成多种方式的告警，如工单、声光、邮件、短信和平台

告警。 

2.实现工单管理模块：工单管理模块负责管理工单系统，工单的生成可以通过告警处理过

程转为工单或可手动创建，其提供工单新建、派发、处理、完成、关闭等工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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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驱动的宽带光接入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宏祥 

项目组成员：王宏祥，王立芊，顾仁涛，陈  雪，张治国，李  慧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业务驱动的宽带光接入技术是宽带通信网络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与应用价值。该项目针对业务驱动的宽带光接入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开发，在相关理论、

硬件、软件、协议等方面取得了相关进展与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业务数据流属性与光接入网的服务质量问题：提出了描述网络链路控制约束关系的

物理模型、数据流间耦合机制的分析方法、基于并行查找决策树的数据流分类算法、基于数

据流耦合机制网络性能评估策略、利用数据流相关性的网络编码传送与资源分配技术等相关

理论与方法。  

2.针对业务驱动的网络编码与 PON 的融合技术：提出了 10G NC-PON 系统中信令机制、

动态带宽分配机制、关键技术实现方法等。  

3.提出了业务驱动的 10G EPON 原型系统实现方案，开发并实现了各模块的核心功能，创

新实现了网络编码等新功能，完成系统联调，达到了相关标准的要求。  

4.通过研发的实验系统与仿真平台，完成了软硬件测试、协议测试、网管测试、业务接入

测试。 

 

 

下一代 PON 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黄治同 

项目组成员：黄治同，陈  雪，顾仁涛，王立芊，张治国，李  慧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无源光网络（PON）是光接入网的关键技术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该

项目针对下一代 PON 的功能需求与关键技术，深入研究具有大容量、广覆盖、强生存、智能

化、低能耗等能力或特征的新光接入网网络结构与技术实现方案，在针对下一代 PON 的理论、

硬件、软件、协议等方面取得了相关进展与研究成果。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开展了理论建模分析、仿真分析与实验研究，提出了光汇聚接入网络的新型体系结构，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2.攻克并掌握了超高速 PON 系统和智能高效接入 PON 系统的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了实验

系统，实现了业务接入与功能验证。  

3.提出了 PON 新型动态带宽分配算法，仿真分析与实验验证了其有效性。  

4.以创新成果为依托，构建了基于下一代 PON 的原型系统与实验研究平台，完成对相关

新模型、新机制、新算法与新方法的仿真、测试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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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区域中小微企业的诚信电子商务服务系统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宋美娜 

项目组成员：宋美娜，鄂海红，许  可，宋俊德，彭  博，刘廉如，张  通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发了一个面向区域中小微企业的诚信电子商务服务系统。该平台包含三大

部分：企业独立电子商务平台、地方可信商务导航门户、企业平台支撑服务中心三部分的综

合平台。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所研发的诚信电子商务服务系统面向企业提供独立的电子商务平台，作为企业电子商务

的载体，可实现企业的商品在线展示、网络营销、营销管理、客户管理、商务管理等。 

2.通过研发的地方可信商务导航门户，可以把已经通过过企业身份、网站和产品认证的区

域优质中小微企业汇聚到门户之上，帮助中小微企业独立电商平台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互

联网客户。 

3.所研发的系统实现了企业支撑平台服务中心，通过集成项目组已研发的现代服务业共性

服务平台，可灵活定制和接入集成企业所需的服务，从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流程的经营与

商务信息化的支撑。 

 

 

基站电源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梳理与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欣艳 

项目组成员：赵欣艳，杜慧然，崔  越，杨雪芳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移动运营商的基站电源具有数量多、投资大、生命周期短、对运行维护质量要求高等特

点，而传统的基站电源管理手段分散、反映滞后，从而影响移动网络服务质量，造成基站电

源维护、更新成本居高不下。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理论，依托信息化手段，探讨将移动公司基站电源管理实现全程化、

可控化、实时化的可行性，并对现有的基站电源管理流程进行系统梳理和优化。 

2.在对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某省公司、某试点地市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访谈和相关标

准、资料研读基础上，描绘出现有的基站电源建设和维护流程，识别关键环节、指出存在的

问题。 

3.根据基站电源信息化维护管理平台功能设想，对未来的基站电源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进

行设计，描绘和定义每一个主流程和子流程，明确任务、先后顺序和分工，帮助企业降低基

站电源维护管理成本，提高移动网络服务质量，提升基站电源维护管理效率。 



241 

河南省电信分公司 2013-2015 滚动规划  

——供应链、客户服务专项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欣艳 

项目组成员：赵欣艳，舒  畅，陈  盈，王梦宇，杨丽萍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三年滚动规划是河南电信公司每年的例行研究项目，用以明确整个公司和各个职能领域

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目标和关键路径。该项目承担供应链管理和客户服务两个专项规划，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在对河南电信采购部、客服部负责人和员工进行深度访谈基础上，获取相关政策、制度、

案例、数据等资料并进行研读。 

2.运用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理论，借鉴国内外标杆企业相关管理经验，遵循现状

诊断、问题和原因识别、未来发展方向定位、目标和策略制定、专题研究等步骤，分别制定

供应链管理三年规划和客户服务三年规划。 

 

 

LTE MIMO 终端设计参数指标研究分析技术合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朝炜 

项目组成员：王朝炜，崔高峰，王卫东，张英海，余  阳，孙  涛，肖松松， 

蔡  渃，孟  蕊，陈佳丽，吴  爽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了研究和明确终端天线性能与 LTE MIMO 无线性能的关系，该项目详细阐述了 LTE 

MIMO 终端指标参数，并分析了相应参数对终端 LTE MIMO 无线性能的影响。具体分析不同

场景下，不同信道模型下，吞吐量与各终端指标参数的关系，并研究各指标参数与吞吐量之

间的定性或定量关系。 

该项目分为三个阶段： 

1.LTE MIMO 基础知识与背景调研：项目组首先概述了 MIMO 基础知识、MIMO 技术收

发机制、MIMO 无线信道模型、LTE 规范中 MIMO 技术的具体应用以及 MIMO 技术对终端特

性参数的要求；其次介绍了吞吐量和各终端天线指标参数的定义或数学表达式，具体包括信

号相关性、天线包络相关性系数、接收信号 SNR、天线方向图、天线隔离度和天线增益不平

衡度。 

2.建立 LTE MIMO 终端设计参数指标评估分析模型：项目组首先逐个分析了接收信号

SNR、信号相关性、天线隔离度与 MIMO 信道容量的关系；其次综合各终端天线指标参数，

以这些参数为输入、吞吐量为输出，建立了吞吐量关于终端天线指标参数的多元评估函数。 

3.利用所建模型分析具体的技术问题：项目组分析了各天线指标参数对终端性能，如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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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影响，明确各参数的设计要求以支持天线设计；并且分析了天线方向图互补设计，波束

赋形模式以及不同信噪比条件下，分集技术对 MIMO 系统性能的影响。 

 

 

云康复服务平台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青 

项目组成员：李  青，刘洪沛，李建伟，苏占玖，蔺方舟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云康复服务平台主要有系统管理、康复师、VIP 用户模块三部分组成，主要功能如下： 

1.系统管理：此模块包括康复师管理（康复师和系统管理人员的信息管理）、角色管理（角

色是权限组合的名称）、部门组织管理（学院的组织结构）、权限管理（将系统中的每一个操

作都设置为一个权限）、资源管理、在线人数、阶段方案综合查询、周方案综合查询、系统视

频综合查询。 

2.康复师：此模块包括康复师的基本信息管理（包括增删查改功能）、中心、消息（其他

康复师和 vip 用户等发来的消息）、患者(康复师的患者)、同事（康复师的同事）、阶段方案（康

复师对自己患者新建的阶段方案）、周方案（康复师对自己患者新建的周方案）、审阅视频（康

复师对患者发来的视频进行审阅）、资源管理等模块。 

3. VIP 用户：此模块包括 vip 用户的信息、中心、消息、阶段方案、周方案、视频、课

件、奖励、老师等模块。 

 

 

全国少数民族疾病调查数据加工处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枞 

项目组成员：王  枞，古  恒，张思悦，傅群超，陈向华，康  慨，张  凯， 

魏留强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根据全国少数民族疾病谱项目组的全国少数民族疾病调查数据，按照完整性、规范性和

准确性的要求进行数据整合工作，并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测试，同时需

要完成网络协同工作平台的测试，向全国少数民族疾病谱项目组提交数据分析结果和可视化

工具的测试报告。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参与开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群疾病谱调查研究工作平台。 

2.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群疾病谱调查研究工作平台中各功能模块进行测试，对平台准确

性、交互性和实用性等性能指标进行评估，保证平台的良好运行。 

3.完成少数民族疾病谱调查数据库测试，按照完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对少数民族

疾病谱调查数据进行数据整合工作，并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测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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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括逐步回归模型，广义相加模型（GAM），决策树（C4.5）以及人工神经网络（BP 神经

网络）等算法来实现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  

4.将全国少数民族疾病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和数据挖掘结果可视化展示，封装了可定

制的可视化工具便于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展示。 

 

 

移动终端消息推送与查询系统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枫 

项目组成员：刘  枫，刘  军，杨  洁，刘  芳，周文莉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北京宽广电信高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广公司）现有流量监测产品的用户界面、

内部管理界面，主要以基于浏览器的 Web 服务为主。为了更方便、高效地分析网络流量数据、

管理维护现网系统，需要研发一套移动终端消息推送与查询系统。以实现在现有浏览器界面

之外，同时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查看网络流量数据、实时接收系统推送消息。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研究了主流手机、平板电脑开发技术，以及如何在这些终端上以恰当方式推送、呈现信

息。设计了宽广消息推送系统，KuanTEL Push Notification，简称 KPN。KPN 物理系统由多个

移动终端，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以及一个服务器组成，必要时可分为多个服务器，分别管

理一部分终端。 

2.实现了运行于 iPhone、Android 手机终端、以及 iPad、android 平板电脑的 KPN 客户端

软件，可接收来自于管控服务器的实时推送消息，在移动终端上显示消息，保存和检索历史

消息。消息内容到达后，默认响起通知提示音，并振动。如果程序不在前台运行，则在通知

栏显示消息通知。同时，KPN 客户端软件也可以通过点击特定按钮，主动向服务端查询特定

系统的特定消息，并在客户端软件界面上显示消息。Android 程序发布于 KPN 服务器网页，

用户访问该下载网页，申请下载，服务器验证用户手机号、IMSI、IMEI，当三者都合法，才

可以下载。iPhone、iPad 程序采用苹果的企业软件方式发布。同样按上述方式提供下载。 

3.实现了运行于宽广公司现网设备的工具库，现网设备可调用该工具库，向 KPN 客户端

发送实时消息。这样一来，宽广公司所有的现网设备，都可以借助 KPN 系统，将该设备的关

键信息、故障告警信息，及时发送到对应管理人员的移动终端上。 

该项目实现了 KPN 管控服务器软件，实现网页界面对手机终端、现网设备的合法性注册，

查看系统状态、所接收消息记录、推送记录等。网管界面提供“设备管理”界面，可查看、

动态修改合法设备列表；设备发来消息时，验证设备 IP 和端口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则丢弃，

并记录日志；网管界面还提供“合法终端列表”界面，可查看、动态修改注册手机终端；终

端启动时发来启动消息，服务器验证手机号或序列号是否合法，只允许手机号、IMSI、IMEI

三者都合法的终端启动。 



244 

“乒乓球”辅助交互系统关键模块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 

项目负责人：张  浩 

项目组成员：张  浩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利用微软公司的 kinect 平台，对乒乓球运动的行为进行了有效分析，对标准的分阶段运

动动作进行实录，并和普通用户行为进行了有效对比纠正。 

2.比较研究了 wii 中乒乓球运动与 kinect 的平台上乒乓球运动的差异，为 kinect 平台二次

开发提出了建议。 

3.利用动作捕获工具对用户交互行为进行了定向捕捉，并对运动行为模型进行反馈优化。 

4.提出了利用移动平台实现在专业运动员辅助训练的建议，并为后期应用开发提出了科研

分析。 

 

 

Information-Centric Network(ICN)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  韬 

项目组成员：黄  韬，刘  江，魏  亮，张  岩，王国卿，霍  如，张健男， 

李江旭，王  利，董美娇，向福林，许光军，周隽夫，马力俊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了 Information-Centric Network 的思想及其在互联网/移动网络中的应用，优化

数据传输性能和移动性管理性能，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对现有各相关研究项目进行汇总分析及对比分析。 

2.研究了 ICN 关键技术及解决方案，如信息命名机制、路由机制、信息分发和缓存策略、

信息请求方和发送方的移动性管理、不同类型业务的支持能力等。 

3.分析了 ICN 的演进趋势、ICN 在互联网络及移动网络中部署的可能场景以及可能造成的

影响。 

4.构建了不少于 7 台模拟节点的 ICN 验证演示环境，建立了稳定、界面友好及可扩展的

ICN 实验验证环境，完成了 ICN 技术的验证工作，支持不少于 4 种业务的演示需求，包括内

容分发业务，点对点通信业务，push 类业务及移动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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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RNP 系统及网络预警系统开发（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卞佳丽 

项目组成员：卞佳丽，邝  坚，戴志涛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移动通信网络的普遍应用，使得移动通信成为现代人的主流通信方式。目前中国移动通

信网已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中国移动用户数亦位列全球第一，移动运营商向用户提供

可靠、优质的网络服务成为最为迫切的需求。因此，针对网络容量及用户话务需求，随时进

行网络优化和规划管理是提高网络服务质量的经常性和重要的工作。 

北邮嵌入式系统与网络通信实验室在一期开发成果的基础上，开发 easyRNP 系统及网络

预警系统（二期）项目。该系统的开发完成使得移动网络优化和规划管理更科学、更方便和

更灵活，对于提高移动通信网的服务质量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开发完成了 easyRNP 系统针对 2G（GSM 网络）的扩展功能，即覆盖验证功能、信号清

晰度图、BCCH 同频复用、C-I 模拟图等功能模块。 

2.开发完成了 3G 网络预警系统服务器端的基础数据下载功能、基础数据解析入库功能、

风险判别功能、数据库管理功能、风险编辑和指标编辑功能等。 

 

 

天津移动采购物流一体化流程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天剑 

项目组成员：杨天剑，黄逸珺，孙春书，屠希思，董哲一，连  艺，顾夏云， 

刘启娜，贾昳敏，连细妹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进行了公司领导、各相关部门及部门内部各组室的深度调研及访谈，全面梳理诊断了采

购物流流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内部一体化包括需求管理、采购管理、仓储物流管理、供应

商管理体系。 

2.外部一体化包括部门内部衔接、部门衔接和供应商衔接体系，并一一进行了制度体系、

规范体系、关键问题的整理、优化及实施推进，完成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实施模板。 

3.配合天津公司完成了十多个管理体系及办法的制订与修订，进行了产品管理、物料编码

使用、供应链规划等相关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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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主基础软硬件的应用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崔毅东 

项目组成员：崔毅东，杨  谈，雷友珣，李  菁，杨振崧，周斯达， 

梁  康，黄瑞情，赵  晖，陈莉萍，漆  涛，金跃辉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基于开源系统，开发了一套可用于自主基础软硬件的企业信息化系统软件，能够提供邮

件沟通、知识管理、员工交流等功能，其中包括：企业论坛子系统，企业邮件子系统，SNS

子系统，Wiki 子系统。开发运行环境为国产的 linux 操作系统；开发语言采用 Java 和 PHP。 

论坛子系统支持：1.论坛注册；2.论坛登入；3.论坛发帖；4.论坛评论等功能；通过配置

相应的权限，能够控制发帖、看帖的人员和群组；系统能够与后台的认证服务对接。 

邮件子系统支持：1.邮箱注册；2.邮箱登入；3.发送邮件；4.接收邮件等功能；用户认证

等功能能够与后台认证服务对接；提供 web 界面访问，界面符合人机交互设计的基本原则。 

SNS 子系统支持：1.SNS 注册；2.SNS 登入；3.SNS 发表博客；4.SNS 关注好友等功能；

能够设置博客的可见性以及个人资料的访问权限；用户认证功能可以与后台认证服务对接。 

WIKI 子系统支持：1.Wiki 注册；2. Wiki 登入；3.新建词条；4.编辑词条等功能；支持 wiki

页面的版本控制、版本回退、版本比较；用户认证功能可以与后台认证服务对接。  

在多台服务器上安装了国产 linux 操作系统，部署了相应的企业信息化软件，各个软件子

系统运行功能正常。 

 

 

网络审计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晓春  

项目组成员：吴晓春，何  刚，于德晨，张  琨，谢  芸，阎  庆 

结题时间：2014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开发局域网网络综合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审计子系统，同时还优化了系统中原

有的流量采集、业务识别的功能。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基于 X86 和 ARM CPU 架构的硬件平台上，优化了原有弹性多核流量采集、分析驱动

引擎，适用于单核和多核的环境。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硬件平台的处理能力，根据用户网络流

量的实际情况，按最优的多核分配策略平衡更硬件部分的处理压力，达到流量采集和处理能

力的最大化。 

2.采用 DPI 和 DFI 的混合技术，对网络中的复杂业务类型进行识别。优化了原有的业务识

别模块，综合采用了多级 HASH 技术和识别树技术，性能提升达 2.5-3 倍。 

3.模块化的设计和基于自定义描述语言的业务识别库，使得业务识别模块的升级变得高

效、简单，能够更好地满足系统在用户现场的在线升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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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 TAG 技术的网络业务信息提取算法，针对不同业务类型设计实现了专门的信息提

取引擎模块： 

（1）针对 HTML 页面，TCP 重组和 DOM 树的简单重建后，实现了基于 DOM 树节点的

迭代提取逻辑； 

（2）针对 WEB MAIL，根据邮件页面的特点，优化了页面信息提取的算法，使得大附件

的提取更加有效，不同邮件网站的针对性更强，信息提取更加准确； 

（3）针对论坛信息提取，采取了简单的两级 TAG 描述语言，定义了不同网站的帖子信

息提取方法。并且针对基于通用的论坛网站模板建设的论坛网站，提供了通用提取方法。 

5.支持 WEB 浏览、网页发帖、微博、网页搜索、网页邮件等 WEB 类业务的业务还原，

关键信息提取和入库。 

6.增加了对目前日益流行的移动网络业务的审计功能，一直持续跟踪开发新的移动业务的

审计模块。  

 

 

覆冰特征参量测量系统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别红霞  

项目组成员：别红霞，别志松，方佳泉，盛晶晶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智能视频分析技术与算法，研制开发基于高清视频图像的覆冰特征分析软件，

通过图像特征分析计算冰柱桥接百分数参数并估算覆冰厚度。  

对高清视频的序列图像，通过图像轮廓检测及图像轮廓变化趋势分析，检测所有覆冰层

的形状，根据形状变化，统计分析计算冰层覆冰厚度。  

运用图像特征检测与匹配技术，检测桥接冰柱轮廓，运用聚类分析算法对桥接冰柱形状

进行分类，从而提高冰柱桥接百分比的计算准确度。  

通过图像特征检测画面中的电弧，计算电弧长度并通过运动目标检测算法电弧发展速度，

计算电弧半径。  

该项目搭建了一套网络高清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在高压试验仓内不同角度配置了 3 套网

络高清监控摄像机，通过有线网络，将覆冰监控视频实时传输至 NVR 服务器，基于智能视频

监控二次开发工具，开发一套基于高清视频图像的覆冰特征分析软件系统，主要功能包括：

高清视频覆冰图像的自动生成、基于人工智能的冰柱桥接百分比计算、覆冰厚度综合分析、

电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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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营销自动化与用电信息安全防护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  欣  

项目组成员：高  欣，贾庆轩，崔宝江，孙汉旭，陈  钢，叶  平， 

张延恒，宋荆洲，褚  明，王  鑫，郜盼盼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结合我国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特殊网络拓扑结构，研究了 PKI 系统及数字证书、对称密钥

体制，全面而系统地设计了用电信息安全关键节点安全防护机制，同时，进行安全性理论论

证，为进一步提升国家电网公司用电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安全防护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2.进行了物联网下 RFID 的密钥管理体系安全防护需求及关键技术研究，为研发现有密钥

系统与 RFID 密钥管理系统的融合提供理论支撑。 

3.进行了用电信息密钥管理系统密钥产生、备份、应急与灾备的安全需求、相关理论及关

键技术研究，为应急条件下的密钥更新提供严密的技术解决方案，能够在突发情况下有效支

持各类密钥的快速恢复和更新，以增强电力信息系统的健壮性。  

该项目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在《“十二五”电力营销发展规划》中“构建‘大营销’体系，

全面提高营销业务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同步推进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提升用电信息安全

防护能力”的指导原则，紧密结合我国电力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防护需求，为建立智能

电网、坚强电网系统提供了相关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颖  

项目组成员：刘  颖，张  希，王宏斌，温  颖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了社会化媒体的主要技术形态，总结了不同社会化媒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其在传

播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 

2.调研了适用于相关研究的新方法，主要考察了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复杂网络和数据挖

掘等方法为基础的计算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此方法支持以跨学科，多理论，多层次的方式

对相关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3.对社会化媒体传播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综述：包括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挖掘、信息

推荐等服务，社会化媒体传播主体研究，社会化媒体中内容研究，社会化媒体渠道和信息扩

散研究，社会化媒体传播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研究等。 

4.获取了半年内新浪微博最具影响力名人榜单，对其进行网络结构分析，并考察半年中随

时间变化的特征，验证了网络分析方法对社会媒体传播研究的有效性，并加深了对微博这一

社会媒体传播规律的认识，为委托单位进一步开展针对社会媒体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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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 EPON 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立芊 

项目组成员：王立芊，田慧平，张治国，顾仁涛，李  慧，张  民  

结题时间：2014 年 7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前向纠错(FEC)、深度业务识别和节能技术是 10G EPON 系统的关键支撑技术，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该项目针对 10G EPON 系统 FEC、深度业务识别和节能技术进行了

深入研究与开发，在机制与实施方案设计、FPGA 编码实现等方面取得了相关进展与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并设计了适用于 10G EPON 系统 FEC 功能 的 FPGA 实现方案，完成了 VHDL 编

码与仿真调试，并应用到 10G EPON ONU 系统中。与商用 OLT 的互通性测试结果表明：所设

计的 FEC 编译码器具有良好的性能。  

2.提出并设计了适用于 10G EPON 系统的深度业务识别和多业务有效承载控制功能的

FPGA 实现方案，完成了 VHDL 编码、仿真调试和系统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所设计方案

能够实现 10Gbps 吞吐量的深度业务识别，识别准确率高于 90%、召回率高于 80%。  

3.提出并设计了基于双向集中式 DBA 的 10G EPON 系统节能实现方案，建立了系统仿真

模型并采用 MATLAB 编程建立了支持节能的 10G EPON 仿真平台，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方案

能够有效节省 ONU 能耗。 

 

 

基于工况传递路径的噪声源贡献比与声辐射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斌  

项目组成员：陈  斌，高宝成，张斯婕，周  媛，吴  冬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复杂系统的主要噪声源识别及声辐射预估需求，利用获取的大量历史工况数

据，通过对设备测点间的振动信号相关性分析，建立了一种基于工况传递路径的噪声源识别

与声辐射预估模型，具体给出了工况的描述、识别方法，主要噪声源的声辐射传递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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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复杂系统主要噪声

源识别系统，完成算法的系统集成和测试验证。该系统具备与其它的声学故障监测系统间通

信等基本功能，在甲方搭建的模拟实验台上，识别与预测准确率超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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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邮-易鼎天成联合实验室”智慧洗车行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  方  

项目组成员：赵  方，牛  琨，张  稷，许  强，苏  帅，付莉莉，缪仁国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该项目为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易鼎洗车”智慧洗车行系统，洗车行可以进行人员管理、客户管理、销售管理，洗车

行管理员和店员通过不同的账号使用不同的功能。管理账号主要有 “新增账号”、“店铺资

料”、“管理服务卡”、“密码修改”四个不同的功能。“新增账号”标签卡中展示了当前

店铺所有的操作账号，管理员可以搜索、增加、修改操作账号信息。“店铺资料”标签卡中

展示了当前店铺的信息，如店铺名称、地址、电话等。“管理服务卡”标签卡中管理员可以

修改或新增“次卡”或“时间卡（如年卡、月卡）”等以供会员使用。“密码修改”中管理

员可以修改个人的账号密码等信息。同样操作账户也有四个标签卡“新增会员”、“搜索会

员”、“会员列表”、“修改密码”。操作账户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会员、搜索会员，而后

帮助会员购买或消费“服务卡”。  

 

 

缺陷调制的熔石英光学性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芦鹏飞  

项目组成员：芦鹏飞，曹华伟，杨  阳，刘  猛，关昕鸿，陶乐乐，伍力源 

结题时间：2014 年 8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熔石英(Fused Silica)是大型高功率激光系统中应用最广的光学材料，具有大约 9eV 的带

隙。熔石英材料由于在 355 nm 波长 (三倍频) 具有较高的激光损伤阈值，在高功率激光装置

中被广泛用作激光透射材料。研究发现，多次低于激光损伤阈值的激光辐照后，熔石英器件

表面仍然会出现裂纹和坑洞等激光诱导损伤现象，损伤随着激光辐照次数的增加而加剧。因

此，研究熔石英材料激光诱导损伤的内在机制，对提升熔石英激光透射器件的工作寿命具有

重要意义。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熔石英的团簇模型，基于第一性原理和分子动力学方法研究结构弛豫及稳定模 

型。 

2.基于第一性原理方法，研究合理的熔石英势参数。 

3.设计了 NBOHC 和 E’缺陷模型，研究缺陷调制的熔石英几何稳定性、电子结构、光学 

跃迁和吸收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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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网络安全产品应用处理模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剑  

项目组成员：李  剑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对网络设备的端口进行监控。为适应不断创新的安全挑战，企业应先后通

过防火墙、入侵以及防护系统杀毒系统和用户终端管理系统等，建设了企业的网络安全监控

系统。然而，网络安全的监控系统抵御了来自网络的安全威胁，形成了安全防御的孤岛，难

以形成协同效益。更重要的是，复杂的 IT 资源在计算机以及网络上实现的，计算机网络是人

们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了解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网络安全管理是人们能够

安全上网、绿色上网、健康上网的根本保证！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 

1.设备端口控制，包括：USB 口、1394 口、蓝牙。 

2.网络行为日志的审计功能。 

3.外发文件的权限管理。 

4.文档加密和审批功能 。 

该项目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参数如下： 

1.实现对设备端口数据的完全控制（包括对数据的检测、分析和处理等）。所涉及的端口

包括 USB 口、1394 口、蓝牙等。 

2.对网络上的行为进行审计，主要是提供日志记录功能。 

3.对外发送的文件要进行权限管理，不同的权限可以转发不同类型的文件。 

4.实现对特定文档进行加密和审批功能。 

该项目主要是对网络各种端口进行监控，通过软件特征代码感知模型了解和介绍，在网

络安全监控中可使用面向安全管理平台的态势感知模型。实现了对相应端口资源信息的采集

以及事件的预处理等，建立了态势的安全管理平台的网络安全势态模式。同时引入了数据挖

掘，作为对端口数据融合的补充，同时建立了基于模型的安全管理实例，实现了应有端口数

据安全监控效果。  

 

 

光网络测试仪装维管理系统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巍海  

项目组成员：李巍海，俎云霄，侯  宾，刘  刚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软件的功能主要是支持电信运营商的光网络工程验收、资源清查和日常维护。其主要

功能如下： 

1.支持 OLT 设备验收和 ODN 网络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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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光纤资源核对，支持单端全程光衰测试。 

3.终端方面：安卓操作系统，用户操作较为方便。  

4.管理系统与终端的 3G 通讯模块（CDMA1X-EVDO/WCDMA）和 WIFI 通信模块进行通

信，完成相关数据上报和下发。 

5.管理系统能够管理终端发来的照片，以满足工程验收“关键信息点拍照”要求。  

6.管理系统支持短信、移动办公，支持电子工单管理、条码扫描资产管理等。  

7.管理系统 支持自动测试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验收流程进行调整。 

8.可以根据常见方案进行预置测试配置、一键测试、自动记录保存、并定制报表输出。  

管理系统开发采用 B／S 体系结构。B／S(blow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该结构主要包

括三层：客户层，Web 中间层，数据服务层。  

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主要采用 MVC 的设计模式：  

1.Model(模型)，提供 View 和 Controller 所需要的某些商业逻辑。 

2.View(视图)，显示界面，主要用于显示和用户信息的输入。 

3.Controller（控制器），它处于 MVC 的核心控制地位，控制 Model 和 View 的同步性。  

4.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测试数据中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关系，从而实现对故障的类型

及特点的精准分析。  

在开发工具选择上使用 J2EE，使用 JDBCAPI 进行数据库的方便存取、支持分布式设计的

CORBA 技术以及能够提供 Internet 数据安全。使用 EJB(EnterpriseJavaBeans)、JavaServletsAPI、

JSP(JavaServerPages)以及 XML 技术，缩短了开发周期，增加可维护性。 使用 J2EE 安全模型

和事物管理模型以及 JNDI 寻址技术和数据库连接池模型。网页开发上采用 Ajax 技术实现无

刷新更新，提高网页流畅度。 

 

 

LTE 物理层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牛  凯  

项目组成员：牛  凯，李  勇，宋  辉，丁  辰，马东生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技术目标是提出 LTE 物理层相关功能实现方案，基于 DSP 芯片设计相关功能模

块，并完成性能测试。项目组提出了创新性系统设计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研究高性能的小区搜索与下行时频同步技术：完成 LTE 终端的小区搜索基本功能，包

括：PSS/SSS 检测，CP 类型检测，TDD/FDD 模式检测，定时和频偏估计等，并提出 DSP 芯

片架构下的低复杂度解决方案。 

2.LTE 上下行物理信道检测的相关功能模块：根据 LTE 协议规范，设计并实现下行信道，

例如 PDSCH、PDCCH、PBCH、PCFICH、PHICH 等信道的检测接收的有关功能，以及上行

信道，例如 PUSCH、PRACH 等信道的检测接收的有关功能，另外，还完成了必要的参数测

量功能，例如 RSRP、RSSI、RSRQ、SINR 等。 

3.设计与实现上行定时同步功能：基于 DSP 芯片架构，针对 LTE 信号结构，完成低复杂

度的上行定时同步功能模块并进行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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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CoMP 增强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亚峰  

项目组成员：王亚峰，汤剑彬，姜  雍，陈  曦，刘亚阁 

结题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了增强型 CoMP、3D MIMO、Small Cell 三方面的技术。  

1.在增强型 CoMP 方面：研究了增强型 CoMP 的应用场景，分析并给出部署场景的建议；

研究了增强型 CoMP 方案中的传输和反馈方案设计，评估并分析不同方案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增强型 CoMP 中 backhaul 的建模方法，评估并分析不同的 backhaul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研究了增强型 CoMP 方案中的干扰抑制方案，分析不同干扰抑制方案的优缺点并进行仿真验

证。  

2.在 3D-MIMO 研究方面：根据标准化中 3D-MIMO 的应用场景、天线模型以及其他仿真

假设，将现有 2D 信道模型扩展为 3D 信道模型，并建立了支持 3D-MIMO 仿真的系统级平台；

研究了 3D MIMO 的传输和反馈设计方案，包括预编码的设计方案、信道质量测量方案、干扰

测量方案、干扰抑制方案，并进行仿真评估和验证；评估了不同基站天线数下、不同部署场

景下、不同传输和反馈方案下的 3D-MIMO 系统性能。  

3.在 Small Cell 研究方面：研究了异构网场景下的不同频率分配方案和不同部署方案，并

通过系统级仿真评估相关方案；研究了异构网场景下的干扰抑制/避免方案，并通过系统级仿

真评估和验证相关方案。研究异构网络场景下的功率控制方案，并进行仿真评估和验证。  

 

 

HTML5 转换技术研究和典型应用开发项目 

文档转换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双  锴  

项目组成员：双  锴，苏  森，徐  鹏，王玉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基于 HTML5 的应用转换技术，以及 HTML5 在多种领域中的应用技术研究及

典型应用开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重点针对行业应用特点，研究 Word、PDF 等转换成

HTML5 应用、图片转换成 HTML5 canvas、网页结构转换的技术。在 HTML5 之前的网页结构

中，一般是将文档通过插件的方式嵌入网页中，用户只能浏览或下载文档，而不能在线对文

档进行编辑。在该项目中，将文档转换为 HTML5 的目的是为了可以直接在 HTML 文件中显

示文档，相比传统使用 Adobe Flash 或其他插件的方式更为便捷，除了降低了对浏览器的需求

外，还可以在线编辑文档，多人协同处理文档等等。 

该项目组从 web 网页转换成基于 HTML5 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需求出发，完成了 web 应

用自动转换系统的研发工作，提出了基于自动转换系统的信息类聚合新型应用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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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转换关键技术包括：1）网页结构重构；2）图片转换；3）音视频转换；4）文档转换；

图片和音视频需要从内容开始转换适配。 

根据研究结果，实现了 Web 应用在线转换系统，用户使用流程为：1）网页/web 应用的

开发/维护人员上传所需转换的文档到转换平台；2）转换平台完成转换后返回转换后的 HTML、

图片等页面文件的方式；3）转换平台可根据后续业务场景将转换后的 Web 方式的文档内容组

合成网页返回给终端。  

 

 

移动互联网呈现类应用通用后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戚  琦 

项目组成员：戚  琦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移动客户端呈现类应用提供统一的通用平台，该平台具有易用的交互界面和全面支持

多种访问方式，性能高效，便于扩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使用 B/S 架构，向用户提供 Web 访问接口，由应用开发者和平台管理员使用。 

2.提供多样化的统计分析功能，包括新增用户分析、操作系统分布、用户地区分布等。 

3.支持同一时间段内十万级响应量的 SDK 数据上报。 

4.提供 Web Service 形式的统计结构访问接口，可使其他系统方便使用本平台得到的数据。 

5.提供及时的异常告警及处理机制，对采集数据的后台服务进行简单额度监控，通过报表

方式提供给开发者。 

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地降低移动客户端呈现类应用所耗费的时间，同时也能保

证呈现类应用的性能稳定。 

 

 

高水分玉米安全储藏调控温湿度专用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慧玲  

项目组成员：周慧玲，周晓光，杨  军，张  驰，徐  洋，刘昱豪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为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小汤山粮食储藏实验基地开展玉米储藏研究而开发的

监测和管理软件，是一个对玉米安全储藏进行温湿度监测、控制、实验数据收集、统计、分

析和展示的系统。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满足监测要求的高精度温湿度传感器的探头及铠装、粮食温度测温电缆的研制。 

2.超低功耗无线传感节点的硬件研制，睡眠时功耗为 30A，唤醒后的通信距离超过 100

米。 

3.多数量节点的星状网络超低功耗组网协议和安全、快速数据通信协议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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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位机监控软件的开发，主要功能是人员管理、仓库管理、危险情况预警、传感节点采

集数据的管理、数据分析统计及展示、通风设备的控制等。  

该项目建立的系统为开展玉米储藏实验提供了监测保障，提高了粮情监控的信息化管理

程度，在粮食行业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推广作用。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烟叶醇化安全监控系统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慧玲  

项目组成员：周慧玲，张  驰，陈  瀚，陈柳江，杜攀程，徐  洋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近几年我国烟草产业的迅猛发展，烟叶储藏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但当前传统落

后的烟叶监测养护技术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烟叶库具有较高的损耗率，烟叶醇化质量难

以有效保障。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开发一套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烟叶醇化安全监控系统。实现了自动实

时地监测烟叶仓库内部温湿度和醇化烟包内的温湿度的变化情况，为温湿度变化对烟草质量

的影响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不同级别、不同地区的用户可随时了解仓库内及烟包温湿度

监控数据，进行数据的保存和管理；仓库作业的管理；显示报警信息，查询传感器的历史数

据，生成报表和日志等。  

该系统具有四个突出的技术特色： 

1.提出先进的三维可重构理念，逼真、灵活地显示仓库内物品的堆放位置、监测节点的位

置及监测数据、仓库内部无线传感网络的拓扑结构等。 

2.具有主动唤醒和被动唤醒两种方式的超低功耗传感器节点的研制，保证危险情况出现

时，数据的立即采集、分析和措施预防，从而保证物品的安全储藏，有使网络具有较低的功

耗。 

3.低功耗的支持星状和树簇网络的自组网协议的研制，有效扩大了网络监测的范围。 

4.支持有线网络、WiFi、蓝牙、ZigBee、GPRS 等多种协议的远程数传终端的研制。  

 

 

烟叶气调储藏养护无线监测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慧玲  

项目组成员：周慧玲，张  驰，肖  龙，陈  昂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为进行的低氧充氮烟叶气调储藏养护研究课题而开发的一套无线监测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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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采用 B\S 架构，实现了自动实时地或一定周期地监测烟包内的温湿度的变化情况，

为研究气调过程中温湿度变化对烟叶醇化质量的影响提供基础数据；实现了传感数据的自动

远程传输，用户可随时了解烟叶的温湿度监控数据；实现了监测数据的保存和管理、仓库作

业的管理、显示报警信息、查询传感器的历史数据、生成报表和日志等。  

该系统具有的技术特色是基于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的数据采集系统的超低功耗的实现，因

为在超过半年时间的气调养护实验过程中不能将温湿度的监测节点从密闭的塑料袋中取出，

因此要求传感网络必须具有低功耗特性。 

该项目为烟叶气调储藏实验研究提供了数据和安全保障，提高了烟叶气调储藏监控的信

息化管理程度。 

 

 

GF 卫星数据传输分系统应用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戴志涛 

项目组成员：戴志涛，卞佳丽，邝  坚，张成文，刘健培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目标是为高分系列卫星开发数据传输分系统应用软件。  

高分系列卫星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确定的 16 个重

大专项之一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高分专项的具体成果。高分专项的建设目标是建设基于

卫星、平流层飞艇和飞机的高分辨率先进观测系统，与其他观测手段结合，形成全天候、全

天时、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整合并完善地面资源，建立数据与应用专项中心。由国家

海洋局卫星海洋应用中心运营的牡丹江卫星地面站负责接收高分系列卫星的遥感图像数据，

并通过 GF 卫星数据传输分系统应用软件传输至北京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进行后期

数据处理。 

GF卫星数据传输分系统应用软件的核心目标是借助622Mbps带宽的牡丹江至北京光纤链

路实现实时、可靠和高效的遥感数据传输任务。GF 应用软件同时满足高带宽、超大文件和广

域网传输条件，其经过精心设计的软件结构能满足高性能传输系统的需求。GF 应用软件支持

多种传输模、不同的控制方式和接口方式，允许管理员在多个层次实现传输控制。GF 应用软

件与海洋 1 号、海洋 2 号等卫星的地面通信软件在相同链路和传输环境中混合运行，能实现

多码流调度与流量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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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移动网管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传昌  

项目组成员：刘传昌，程  渤，商彦磊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了能够快速适应手机类应用爆炸式的增长和各种功能的扩展，研发了手机应用平台，

该平台基于 AppSore 的理念，集应用发布、下载、更新和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平台，一

方面为各种 APP 应用提供平台支撑和集中化管理、同时为各个应用开发商发布新产品新应用

提供平台，负责审核和监控各个应用，发现异常登录时及时禁止。  

手机平台系统采用分层结构，手机应用系统框架采用由业务应用层——组件应用层——

平台服务层的分层逻辑结构，通过分层结构，提高了系统扩展能力、定制能力和安全性。其

中，业务应用层主要包括各种 APP 应用，通过使用组件应用层、平台服务层以及安全管理后

台提供的服务，通过智能手机或 PAD，以资源应用统一门户的方式为平台使用者提供丰富灵

活的功能和友好的人机界面，来满足各种用户和工作场景的应用。平台组件层的应用组件主

要包括图表类组件、流程类组件和 GIS 地图类组件，为各种业务应用提供对应服务，协助上

层 APP 进行功能展现。平台服务层主要包括手机端平台的数据服务、业务应用的基础服务接

口、业务应用管理等功能。手机端平台应用主要实现统一登录、消息聚合、应用聚合，消息

共享，以及应用的发布、下载，评价和使用建议反馈等功能；后台管理主要提供系统管理的

基础服务，包括统一用户管理、服务管理、应用管理、监控管理、设备管理、基础信息管理、

系统接入管理、系统版本管理、日志管理等等。  

 

 

区域空间应急通信测控网络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振凯 

项目组成员：王振凯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区域空间应急通信系统是指以空间飞行载体构成的自组织网络作为通信处理与中继平

台，实现对紧急事件发生区域的全面覆盖和对地面通信网络的接入，以向紧急事件发生区域

提供通信保障和应急指挥调度的宽带应急通信系统。该系统以飞艇作为空中载体，搭载移动

通信基站，从空中向下覆盖，对紧急事件发生区域形成真正空、地一体化的全方位立体覆盖。

多个飞艇之间组成网络，进行数据的转发和传输。最后，飞艇通过微波链路与通信落地网关

相连，将区域空间应急通信宽带网络系统的所有数据传输到落地网关，从而接入地面通信网

络。  

测控信令网是网状结构的自组织网络，每个飞艇是该网络中的节点。飞艇使用全向天线，

可以与其通信范围之内的其它所有飞艇通信。该网络是全连通的。任意一个飞艇的数据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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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过多条转发路径中的其中一条，传到距离落地网关最近的节点。经过该节点，发送到地

面网关。落地网关相当于无线 Mesh 网络中的接入点，将测控信令网接入到地面通信网络。  

测控信令网传输的信息包括： 

1.飞艇的测控信令：飞艇本身的位置、形态以及运行轨迹的实时监控。 

2.艇上定向天线的监控信令：相邻飞艇之间距离较远，飞艇之间要传输高速数据，需要使

用定向天线，在两个飞艇之间建立点对点微波中继链路。在飞艇运动过程中，此监控信令可

保持天线始终指向链路另一端的飞艇，以确保链路的连通性。 

3.艇上载荷部件的监控信令：监控飞艇上搭载的功能部件，如航拍设备等，从而实现地面

应急指挥中心的集中控制。 

4.其它拓展接口的监控信令：如无人机、传感器网络数据收集设备的监控信令。 

5.飞艇间高速链路建立、实时状态监视以及故障恢复的信令信息：飞艇之间高速数据传输

通过宽带微波中继链路进行。该链路如何建立，依赖于飞艇间的相对位置，也依赖于各个飞

艇之间信道的状况。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信令对链路的设置进行实时调整，以保证高速数据

传输的畅通。  

 

 

无线局域网测试仪表软件测试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湛击 

项目组成员：吴湛击，高  翔，史永涛，赵  欢，鲁  坤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按照 IEEE 802.11ah 最新协议草案，完成开发一套 IEEE 802.11ah 物理层及 MAC 层链路

级仿真软件，能够仿真低频段低功耗无线局域网多种配置及场景下的物理层的发送和接收过

程，以及 MAC 层组帧和解帧过程。完成开发一套低频段低功耗无线局域网测试仪表软件，能

够在信号发生器之上生成低频段低功耗无线局域网发射信号，支持各种物理层传输模式，并

能够生成数据帧、控制帧、管理帧等各种 MAC 帧。 

开发的 IEEE 802.11ah 链路仿真软件中，通过开发的 UI 界面选择系统参数及仿真参数。

在物理层方面：实现了 IEEE 802.11ah 协议从产生随机发送数据到最终计算误码率和误 

帧率的过程。开发的链路级仿真软件及测试仪表软件可以支持 1MHz，2MHz，4MHz，8MHz

带宽系统及 1MHz 重复模式。支持单发单收，2*2 MIMO 及 4*4 MIMO 系统。开发的发送端处

理模块包括扰码、BCC 编码、打孔和交织（LDPC 编码和 LDPC_tonemapping 过程）、流解析、

调制、STBC、加导频（包括固定导频及移动导频模式）、OFDM 调制，加 CP，最后和 Preamble

组成 OFDM 帧结构。信道部分模拟了 AWGN、瑞利单径衰落信道和多径衰落信道三种情况。

接收端实现了信道估计，去 CP，OFDM 解调，多天线检测，解交织，解调及译码模块。  

在 MAC 层方面：实现了数据帧、控制帧、管理帧及 IEEE 802.11ah 特有的 NDP 短帧等各

种 MAC 帧结构。基于物理层链路及 MAC 帧结构，实现了 DCF 用户接入过程，可支持基本

DCF，RTS/CTS，CTS-To-Self 三种接入模式。支持可变竞争用户数（最大 100 用户）。可通

过模拟用户竞争，物理层传输，最终统计网络吞吐量。基于 DCF 接入，开发了 IEEE 802.11ah 

特有的 Restricted Access Window（RAW）接入模式，支持 corss slot boundary 模式。通过模拟

接入过程及物理层传输，最终统计网络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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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的物理层及 MAC 层链路级仿真软件基础上，按照仪表测试需求，输出仿真参数及

发送端处理后 I 路及 Q 路信号数据，能够在信号发生器之上生成低频段低功耗无线局域网发

射信号。 

 

 

多网协同频谱策略建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欣  

项目组成员：张  欣，高月红，张  萌，李职杜，陈  冠，张  翼，杨  舵， 

傅金希，赵  宽，李伊婕，沈众宜，李原草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多种业务频谱映射方法论，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数据业务的频谱占用理论，考虑基于数据业务特征分析和设计频谱策略的方案，涉

及不同网络架构的频谱效率和业务整形策略，有助于提升网络频谱效率。 

2.在业务模型方面：研究了网络统计参数与业务模型的匹配关系，涉及 HTTP 业务、FTP

业务等多种时延敏感或时延不敏感分组数据业务。在对业务模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了不同类型业务在不同网络环境下对资源的占用模型，利用网络演算理论分析了资源占用与

服务质量的基本关系，并以此指导实际网络部署中的资源分配策略，在对现有部署网络进行

了相应的策略调整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相关成果的有效性。 

3.对用户感知的量化评价进行了研究，对影响用户感知的主要业务参数进行了分析，研究

了其中的定量映射关系，为依据用户感知的优劣优化无线资源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对

于基于移动终端的用户感知提出了新的、更为直观的评价维度，改善了评价的准确度。 

 

 

基于系统论的网络数据云平台原型系统界面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霞 

项目组成员：李  霞，申  泽，李霜燕，韩  哲，陈点滴，李路遥，刘小磊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负责 web 平台的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实现静态页面，管理项目前端的进度，协

调前端与后台的对接工作。主要负责 web 平台的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首先完成了多套设计

方案，之后在选定的设计稿基础上完成几十个静态页面的设计，并负责切图等的网络平台制

作的细节工作，同时还完成了 JS 的前段动态工作并完成了动态的 demo 演示。此外，还负责

管理项目前端的进度，协调前端与后台的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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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实验教程的实验任务过程中学生英语学习的

积极情绪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静 

项目组成员：陈  静，栾  琳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情绪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心理学家通常把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不同的情绪

对人正常才能的发挥产生不同的影响。积极的情绪能使人思维敏捷，体力充沛，精力旺盛，

有利于个人正确地认识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甚至还可能超常

发挥。该项目组在听说课堂上使用大学英语实验教程进行的实验任务活动中的积极情绪进行

了深入研究，希望定位能给学生带来积极情绪的实验任务，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发挥和提高。 

研究者采用了马丁•塞利格曼的情绪测量量表在第一学期初、第一学期末和第二学期末对

学生的 10 种积极情绪（兴趣盎然、兴奋、坚强、热情、骄傲、警觉、激励、有决心、注意、

主动）和 10 种消极情绪（分心、不爽、罪恶感、恐惧、敌意、生气、羞耻、紧张、神经质、

害怕）进行了总体测量，然后选择其中 5 种积极情绪（喜悦、兴趣盎然、有决心、骄傲、激

励）和 5 种消极情绪（生气、分心、不爽、紧张、恐惧），在每次实验任务过后对学生进行

调查。实验任务包括：第一学期的跟读录音、词汇拓展录音、会话仿说录音，以及第二学期

的课堂电影配音、“巧合”视频拍摄、婚姻问卷调查和报告、电影仿拍、发明写作录音。 

三次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总体测量结果发现，学生在开始大学英语学习之前，积极情

绪是最高的，平均分为 28.45；第一学期末稍有下降，为 28.35；而到第二学期末时持续下降，

为 28.13。消极情绪在第一学期初平均分为 16.95；第一学期末消极情绪非常显著，为 18.9；

而到了第二学期末降到 16.53。在十种积极情绪中，学生的兴趣盎然、兴奋、热情、骄傲和激

励这些积极情绪有了明显提高；而在十种消极情绪中，除了分心和不爽的情绪增加了之外，

罪恶感、恐惧、敌意、生气、羞耻、紧张、神经质和害怕均在第一学期末升高了之后在第二

学期末降低了很多。由此可以看出，大一学生对英语学习在一开始是抱有较高的积极性的，

而由于大学生活和学习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而且随着学习的深入有些学生有些不适应和紧张，

因此在第一学期末整体感觉不是太好。而经过一个学期的调整适应，到了第二学期末又有了

比较好的感觉。 

第一学期给学生布置的实验任务比较简单，操练性比较强，给学生创新发挥的空间比较

少。而第二学期给学生较大的创新空间。两学期的实验任务对比发现，总体来看学生在第二

学期的实验任务过程中积极情绪更明显，消极情绪下降很多。具体来说，学生在会话仿说和

“巧合”视频拍摄实验任务中的喜悦情绪最高，在会话仿说和课堂电影配音时最兴趣盎然，

在跟读录音和词汇拓展录音时最有决心，在会话仿说和“巧合”视频拍摄时最骄傲，在跟读

录音和发明写作录音时最激励。而在会话仿说和发明写作录音时没有一个人感到生气，在会

话仿说和课堂电影配音时感到分心、不爽以及恐惧的人最少，在婚姻问卷调查和报告过程中

紧张的人最少。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学生喜欢和感兴趣的实验任务内容和形式，以后多开展类

似的实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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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组网关键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磊 

项目组成员：陈  磊，张高峰 

结题时间：2014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单频网适配器是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关键设备。该项目研制的“单频网适配器”可在传

输流中周期性地产生和插入“秒帧初始化包”（SIP），并根据 GB20600-2006 的 33 种模式自

动调节传输流输出码率，使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中所有的发射机发送的信号保持同步。采用

硬件系统（嵌入式 CPU、FPGA），FPGA 负责实现 SIP 的插入，码率调整；嵌入式 CPU 负责

实现网管，SIP 的产生，支持 GB20600-2006 的 33 种模式；支持 SNMP。  

 

首铁资源网技术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庄育锋  

项目组成员：庄育锋，余  瑾，王志玮，李大松，张  妍，韩栖琳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首铁资源网建设前期的市场调研：首铁资源网定位为大宗商品行业的电子商务平台， 

为了解行业相关信息，到邯郸等现场煤炭厂家实地调研，期间和公路局、铁路局也有相关联

系，在组织需求调研会议期间，听取了煤炭需求方和供给方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议，以及公

路局等国家交通枢纽调配机关的相关需求。 

为补充调研需求，在各大资源网站上查找了煤炭电商的相关资料，对现有的煤炭及钢铁

的大宗商品电商平台进行资料整理和总结，为项目做好资料基础。 

2.首铁资源网的产品功能及流程设计：在充分总结上述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分析现有的大

宗商品电商平台，包括山西中太煤炭电子交易市场、中国煤炭市场网、秦皇岛煤炭网、泰德

煤网等的功能模块及产品流程设计，并完成竞品分析报告。 

通过对政府、煤炭商户、平台建设团队的综合考虑，一期确定的平台功能包括：现货交

易、货运服务、资讯服务、供求信息查询等功能，并和铁路局联系提供铁路物流运输，和建

设银行、中信银行合作提供金融理财服务。项目团队根据模块合理分工，和项目公司外包团

队紧密配合完成产品设计、规划及数据导入等工作，现平台已上线，交易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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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社 2013 年数字产品技术支持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范姣莲 

项目组成员：范姣莲，王海波，李  兵，范二鹏，高  飞，张璐妮，陈  华 

结题时间：2014 年 10 月 

 

该项目横向合作项目。 

通过对“新理念外语网络教学平台”和“全景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爱背单词移

动应用”等数字产品的测试，深入开展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中教学内容、教师角色、

学生自主学习、课堂活动组织、学习策略、教学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

研究，将技术服务过程变为科研过程，以科研促教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为北京地区使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教材的高校大学英语教师进行网络教学技术支持

和咨询，并从技术应用层面上对“新理念网络教学系统”5.6 版本的各项功能进行测试，测试

报告为新理念系统的维护、再开发提供重要参考数据。 

2.自主研发了基于网络充分体现学习策略的自主化语言学习系统“大学英语实验教学与

评估平台”，并在 2012 级 2013 级全面开展实验以项目为驱动的实验教学模式，受益学生 6700

多人。 

3.“基于网络和课堂的大学英语实验教学创新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获得北京市第七届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4.为新理念大学英语听说教程设计创新实验项目 140 个，并出版《大学英语实验教程》第

3 册、第 4 册，本套系列教材已 6 次再版，发行 3 万多册。 

 

 

SDN 网络安全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纪  阳 

项目组成员：纪  阳，裘晓峰，刘文懋，高  腾，陈鹏程，文旭韬，何新新， 

任秋峥 

结题时间：2014 年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 

根据软件定义网络的特点和需求，基于安全管理与安全数据平面分离的原则，研究、设

计和实现一种以安全控制器（Security Controller）为中心的 SDN 环境安全防护方案。 

主要研究主要成果有：安全控制器原型系统：可与 SDN 环境中的各网络实体进行交互，

保证数据交互的正确性；也可与各类安全产品协同，共同保护整个环境的安全。系统主要有

以下特点：  

（1）实时获取和监控网络控制器和安全设备的相关数据、状态和安全告警等信息； 

（2）与各类安全 APP 进行数据和策略的交互，实现安全应用的协作控制，抵御不同类型

的攻击； 

（3）与 SDN 的网络控制器获取拓扑和流数据等信息，并发送数据交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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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支持多种设施虚拟化解决方案，理解云环境中的多租户场景中的租户机构、用户、

虚拟机和虚拟网络等主题； 

（5）管理应用于 SDN 环境的安全设备，通过与安全控制器进行交互，实现由安全设备

驱动的攻击检测和抵御； 

（6）具有松耦合的模块架构和开放的应用接口，可以完成多种复杂的安全保护场景，例

如：由安全应用驱动的面向 DDoS 攻击的安全联动防护方案，以及由安全设备驱动、可实现

深度检测/预警联动防护方案； 

（7）可拓展性强，可支持流量监控分析、用户认证、资产管理、信誉管理等多方面的安

全应用场景扩展。 

 

 

GUL 统一资源管理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田  辉  

项目组成员：田  辉，林尚静，范绍帅，秦  城，朱东昊，王  斌，刘  彬， 

范  博，刘章兴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网络的演进趋势是从单一到多频段、多制式、多站型，同时用户终端类型和业务类型呈

现出多样化特征。针对复杂的网络进行统一资源管理以提升用户体验，是网络发展和演进中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无线资源管理算法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统一资源管理要求能够有

效拉通各个网络的无线资源，以网络特征、业务特征、用户特征为出发点，提升用户的服务

体验，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增加网络容量。  

该项目的任务是分析 GUL（GSM/UMTS/LTE）网络资源拉通的因素和衡量标准，分析不

同业务在不同网络的承载效率，提出 GUL 统一资源管理解决方案。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GUL 统一资源管理业界发展状况、标准化进展调研。 

2.GUL 联合驻留算法与性能增益分析。 

3.GUL 联合业务承载算法与性能增益分析。 

4.GUL 统一资源管理相关技术专利。  

项目组广泛调研了 GUL 统一资源管理研究背景和当前标准化组织以及行业内的方案；研

究了 GUL 资源拉通的考虑因素及其影响，在建立异构网络无线资源拉通方案的基础上，提出

基于用户活跃度的阶跃式联合 offload 方案，在不产生大开销的情况下，利用用户历史数据有

针对性的调节用户驻留网络，相对于绝对驻留方案产生明显的性能增益；提出不同业务在异

构网络下的承载效率方案和算法，并进一步应用于 GUL 网络，提出了联合准入和承载方法，

相对于独立准入和承载方法，产生显著的性能增益。  

该项目研究了 GUL 异构网络环境下，用户在驻留、接纳和承载阶段的统一资源管理机制，

包括建立异构网络资源拉通方案、业务承载方法，提出基于用户活跃度的 GUL 联合驻留算法，

和 GUL 联合准入承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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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系统同站集中调度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莹 

项目组成员：王  莹，朱  洪，徐  晶，尹  充，魏泽华，陈勇策，蒋砺思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 LTE 中同站集中调度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下行单用户/多用户 MIMO 同站协作调度波束赋形策略：根据 3GPP 仿真假设搭建仿真

平台，并完成了平台的校准。研究了下行单用户/多用户 MIMO 同站协作调度波束赋形。完成

了下行单用户干扰避免方案、PMI 抑制方案、ICIC-beamforming 方案、下午多用户下的链路

自适应及 CS/CB 与 MU-MIMO 结合等方案的评估与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大 4 天线场景下

CS/CB 方案能有效提高系统容量及覆盖，特别是对扇区边缘用户性能提升效果明显。  

2.下行单用户/多用户 MIMO 同站联合处理策略：完成了下行单用户/多用户 MIMO 同站联

合处理策略的研究。重点研究了 CoMP 集合划分、MU-MIMO 预编码、CoMP 多小区信息反

馈、联合传输调度方案等策略。对各种场景及负载况且下下行联合处理策略进行了仿真评估，

仿真结果表明联合处理策略可以在大部分场景中有效提升系统覆盖，在高负载场景下同时提

升系统容量，但在低负载场景会使系统容量有所损失。  

3.上行单用户/多用户虚拟 MIMO 同站联合接收策略：研究了上行单用户/多用户虚拟

MIMO 同站联合接收策略。重点研究了协作用户选择策略、虚拟 MIMO 用户配对算法、边缘

用户联合接收策略及虚拟 MIMO 与联合接收相结合的策略。完成了各种场景及不同负载下的

系统性能评估，仿真结果表明虚拟 MIMO 技术能有效提供系统容量，联合接收技术能有效提

升系统容量，可根据应用需要合理结合这两种技术以同时实现容量和覆盖的需要。 

 

 

3D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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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王  莹 

项目组人员：王  莹，魏泽华，蒋砺思，王爱玲，董舜源，刘远飞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针对 LTE 中 3D MIMO 系统及关键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基于 3GPP 技术标准的 3D MIMO 系统级仿真平台搭建：根据 3GPP 技术标准搭建 3D 

MIMO 系统级仿真平台，并完成了平台的校准。 

2.3D MIMO 下联合传输技术研究：为了减少小区间干扰问题，将 3D MIMO 理论和算法

以及仿真假设推广和应用到联合处理技术当中，通过小区分裂和自适应下倾角技术最大化小

区平均频谱效率和小区边缘用户频谱效率。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获得了系统性能的提

升。 

3.3D MIMO 下波束赋形技术研究：为了有效利用 3D MIMO 系统下三维信道信息，在传

统 2D MIMO 二维方向的波束赋形算法基础上，对引进第三维俯仰角之后的 3D MIMO 波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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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算法进行研究，进行相应的 3D 码本设计。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 3D 码本设计方案对于系

统性能能够获得一定的提升。 

4.3D MIMO 下导频设计技术研究：在 3D MIMO 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对竖直维度的信道

信息加以有效利用，为了在保证信道估计精度的前提下减少导频消耗，选择在时域、频域和

空间域插入导频，将传统的 2D PACE（导频信道估计）信道估计方法扩展到 3D PACE，仿真

结果表明在 3D MIMO 系统中利用 3D PACE 可以在不损失信道估计精度的前提下减少导频消

耗。  

 

 

音频电话终端回声消除模块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曦  

项目组成员：李  曦，王  珂，张鹤立，纪  红，孙瑞浩，郝  汉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解决某款电话产品在免提通话过程中双方长时间不说话出现持续的小啸叫，

由手柄切换为免提时出现啸叫，以及通话过程中声音忽大忽小的问题。经过大量的研究、实

验与调试，在没有恶化除回声消除模块以外的其他性能指标的前提下，提升了回声消除性能，

成功的在有线通话条件下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总体而言本项目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工作：  

硬件方面：调研话机所使用的声卡芯片，学习芯片设置文档，先后修改多个声卡中的寄

存器数值，使用调试工具写入话机芯片中，同时多次更新话机的系统内核版本。先后多次前

往泰尔实验室进行话机的调试与标准化测试，形成若干份测试文档。测试文档表明，经过优

化后的话机拥有更高的响度，更小的收发双端失真，更平滑的频响曲线。配合软件方面的优

化后，话机拥有更好的回声消除能力与抑制噪声能力。人耳主观测试表明，优化后的话机拥

有更大的响度，更好的音色。双端免提通话时，语音清晰流畅，没有声学回声与啸叫现象出

现，无背景噪声。  

软件方面：从 google 开源项目 webrtc 中提取回声消除模块和噪声抑制模块，并进行改进，

将其封装成 android 可用的 so 库。最终实现产品融入并解决实际问题。从泰尔实验室的测试报

告看出，回声消除 TCLw 指标提升了 15dB，发送噪声指标提升至国家标准，解决了通话过程

中出现的回声和啸叫问题。同时，还研究并测试了丢包率对回声消除效果的影响，通过泰尔

实验室的测试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对进一步提升回声消除效果起到了很好

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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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工具组件用户界面设计与人机交互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霞 

项目组成员：李  霞，申  泽，李霜燕，彭宏玉，陈点滴，李路遥，韩  哲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开发的是信息安全工具组件平台前端的设计与实现。策略优化工具是垃圾短

信治理，提供关键字拦截策略优化的人机交互操作的 web 平台，信息安全工具是个对网站进

行漏洞检查等自有检测工具系统的 web 平台。 

该项目组主要负责用户界面设计与人机交互实现。具体包括 web 平台的视觉设计和交互

设计，在选定的设计稿基础上完成几十个静态页面的设计，并负责切图等的网络平台制作的

细节工作。实现了 JS 的动态效果的设计与制作。之后采用 JSP 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对前端与后

台的工作进行数据对接。 

 

 

智慧中国与无线频谱的应用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琦 

项目组成员：王  琦，孙  静，柴  进，刘  凯，周晓丽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了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的过程中，无线电波在信息传播时代的泛在化应用，

和智慧中国建设中各行业的发展及无线频谱的应用体系，通过该项目的研究，科学全面的认

识无线电频谱，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防建设构建频谱资源应用及管理系统。 

该研究立足无线频谱资源的固有特性，突出行业应用特色，详细刻画智慧中国的蓝图，

以专业的技术应用分析，和平实的语言描述将无形的、泛在的无线频谱资源在智慧中国中的

应用体系研究成果形成报告。在充分把握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属性、应用现状和经济价值测量

方法的基础上，从无线频谱开发历程走入无线频谱的世界，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分析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本质特征和所具有的基本属性。 

2.分析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技术创新特点和应用特征。 

3.研究无线电频谱在通信、广播、气象等行业中的应用价值，以及频谱资源使用泛在化的

发展趋势。 

4.从宏观角度研究智慧城市的建设架构，以及无线电频谱资源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5.研究频谱资源在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智慧化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6.构建智慧中国的发展蓝图和我国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应用体系，为更好的认识无线电频谱

的价值，并建立科学的应用级管理系统。 

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将无线频谱应用和智慧中国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科学论证了频

谱资源在智慧中国发展建设中的作用，从应用寻求层面，为优化频谱资源的分配和管理提供

参考依据，以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和智慧中国建设的前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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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等国际标准专题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詹舒波 

项目组成员：詹舒波，牟晓隆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ITU 等国际标准专题技术研究项目包括 LTE、IPTV 和物联网三个部分。移动数据业务的

快速增长，已超过语音业务的流量，并将成为未来运营商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为在更大的

带宽提供移动宽带数据业务及应对 WiMAX 的竞争，3GPP 推出了新一代的无线技术 LTE，并

成为了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主流。LTE 系统网络架构更加扁平化简单化，减少了网络节点

和系统复杂度，从而减小了系统时延，也降低了网络部署和维护成本。LTE 系统支持与其他

3GPP 系统互操作。LTE 系统有两种制式：FDD-LTE 和 TDD-LTE，即频分双工 LTE 系统和时

分双工 LTE 系统，二者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空中接口的物理层上（像帧结构、时分设计、同

步等）。FDD-LTE 系统空口上下行传输采用一对对称的频段接收和发送数据，而 TDD-LTE

系统上下行则使用相同的频段在不同的时隙上传输，相对于 FDD 双工方式，TDD 有着较高的

频谱利用率。IPTV，基工作原理和基于互联网的电话服务 VoIP 相似，它把呼叫分为数据包，

通过互联网发送，然后在另一端进行复原。其实也是跟大多数的数据传输过程大概一样。用

户在家中可以有三种方式享受 IPTV 服务：（1）计算机；（2）网络机顶盒+普通电视机；（3）

移动终端（如手机，IPad 等）。它能够很好地适应当今网络飞速发展的趋势，充分有效地利

用网络资源。IPTV 既不同于传统的模拟式有线电视，也不同于经典的数字电视。因为，传统

的和经典的数字电视都具有频分制、定时、单向广播等特点；尽管经典的数字电视相对于模

拟电视有许多技术革新，但只是信号形式的改变，而没有触及媒体内容的传播方式。物联网

将各种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设备，红外传感器、

全球定位系统等与互联网结合起来的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网络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物理都与网

络连接在一起，方便识别和管理。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发项目 

——Widget 开发系列套件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詹舒波  

项目组成员：詹舒波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移动智能终端即为安装有开放式操作系统，可装载相应的程序来实现相应的功能的设备。

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为代表。2010 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争夺，已经

从硬件转向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苹果、谷歌，以及微软等美国公司借助其在后台云服务

以及软件研发方面的积累，在“强后台”＋“瘦客户端”的云端模式下，为使用移动智能终



268 

端操作系统的用户提供大量服务，已经形成了先发优势、规模优势和垄断格局。在这种发展

趋势下，国外的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已经在我国市场中形成垄断。据工信部统计，谷歌

Android 系统、诺基亚 Symbian 系统、苹果 iOS 分别占据中国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市场份额

的 73.99%、12.53%和 10.67%，捆绑谷歌各类云服务的 Android 系统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市场已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

国外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提供商利用市场优势，压制竞争对手，排除竞争，破坏市场竞争

秩序的动机十分强烈。使我国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及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Widget 可以向一个基于 HTML 的 Web 页面上添加一些动态内容。它可能是点击计数器，实时

股票信息以及航班信息等等。 

通常情况下，一个 Widget 的功能都是由第三方提供的代码实现的，而 Web 开发者，只需

要将这些代码块嵌入自己的页面即可。Web Widget 允许 Web 开发者在他们的页面中集成任何

第三方 Web 站点所提供的 Widget 代码，以便于在自己的网站中聚合各种各样的信息与资源。

这样一来，原先网页浏览者可能必须要去好几个不同站点才能获取到的信息可以在一次页面

访问中全部获取到。  

 

 

在新型网络上实现传统智能业务研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詹舒波 

项目组成员：詹舒波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强烈的计算机网络化要求，各种新型网络技术也不

断的被研发出来，如何在在新型网络上实现传统智能业务，是各大运营商关心的课题。该项

目既可以实现传统智能业务，又符合新型网络的标准和要求，为传统业务网向新型网络演进

提出了可行的方案。 虽然人们倾向于将传统的电路交换网络（电话网）和新兴的 IP 网络作为

两个互相独立的领域来看待，实际上两者互为补充又相互竞争。目前通过 IP 来承载话音将成

为主流技术。为了吸引用户，IP 电话必须首先保证提供与 PSTN 相同种类、相同质量的业务

和一些 PSTN 所不能提供的高级业务，如与 Internet 结合开展的一些新业务、新应用。智能业

务是 PSTN 中一项重要的服务，在 IP 电话网络中也应具备。 

IP 电话是在 IP 网络上开展的数据业务之一，要在 IP 电话网上开展智能业务，首先要解决

IP 电话和 PSTN 电话业务的互通。这一点已经有了很多的解决方案，在 IP 网中传送语音业务

的 QoS 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智能业务将来的发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实时通信业务不断增长，语音信箱、电子邮件等都可以进行单/双向的实时/非实时通

信，智能业务也将能够包含这些方面的通信方式。 

2.安全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的发展，安全性和可靠性已经越来越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还包括对通信方的鉴别、权限的要求等。 

3.移动性的需求逐渐增加：包括移动终端的采用和固定网用户的可移动性。 

4.业务管理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由于将来开展的智能业务种类不断增加，如何有

效地管理这些业务的开展和互通也变得更加重要和复杂。这就要寻求新的解决途径。 

5.业务用户也将逐渐参与某些业务属性的制订和控制，真正实现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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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MAC 开发及集成开发技术支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田  辉  

项目组成员：田  辉，秦海博，刘  彬，刘自强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802.11g 是 IEEE 802 工作组提出的无线局域网标准，物理层使用（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OFDM）技术和（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DSSS）技术，并前

向兼容 802.11b，已成为事实上的商用标准。软件定义无线电技术（Software Defined Radio，

SDR）基于软件定义的无线通信协议而非通过硬件连线实现。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SDR 平台建立无线局域网络。 

2.商用终端接入网络并向 SDR 平台进行鉴权。 

3.UDP 业务数据的透明传输。 

4.多跳网络的实现。  

项目组使用星河亮点的 SDR 平台实现了 802.11g 标准的基本功能，可以和商用终端进行

通信，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了基于 802.11g 协议的多跳网络。为了在短时间内将系统实现，在

保证对 802.11g 兼容的条件下对协议进行了简化。MAC 层保留了 DCF 部分；PHY 层实现了

DSSS 下 1mbps 的传输速率用于信令交互，以及 6mbps、12mbps 两种速率用于传输业务数据。

实现了 UDP 视频流在 SDR 平台和商用终端之间的透明传输，最终搭建了多个 SDR 组成的网

络。     

综上所述，该项目不仅实现了 SDR 和商用 802.11g 终端之间的通信，还在多个 SDR 之间

搭建了多跳网络。结合 SDR 平台的性能与 802.11g 协议的特性，设计出一套兼具可行性与可

扩展性的实现方案，研发出一个“端到端”完整的协议栈。  

 

 

南京本地生产作业系统移箱功能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时良平  

项目组成员：时良平，郝仰梅，马惠玲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南京本地生产作业系统移箱功能开发是中国邮政速递企业为了促进邮件速递业务的发

展，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提高速递邮件内部处理效率，加强内部管理而建设的一个实时动态

和应用大集中的信息化平台。该系统以邮政综合网个业务系统为依托，通过各种先进的信息

技术的合理使用，整合现代分拣设备与传输设备，提高速递邮件的分拣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建立完善的南京集散中心速递邮件生产作业处理系统，实现网络化作业模式下速递邮件规模

化，集中化，自动化的分拣，封发；实现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管理，统计分析功能；实现

对自动化分拣，传输等关键设备的集中监控；实现与邮政内部相关业务系统的互通互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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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计算中心提供一个功能齐全，高效稳定的中心信息系统。其中，生产作业子系统：生产

作业子系统分为终端和 PDA 两个部分。 

终端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邮政速递物流的工作人员进行接收邮件作业，邮件封发后的

交运，每天作业完成后的班次结算操作等，还有对整个作业系统进行数据监控，还有对后台

的业务量和工作量统计管理功能。 

PDA 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南京现场工作人员收件后对邮件的开拆和封发操作，将根据具体

邮件的条码来决定开拆或封发方式，以用户的便捷高效使用为原则，还有对后台的业务量和

工作量统计等管理功能。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可实现速递邮件的内部开拆，内部分拣，分区投递等处理环节的信息化，优化业务流程，

业务处理全过程信息共享，提高邮政企业整个邮件处理过程的工作效率，统一化管理，节约

运营成本。 

2.可为客户提供邮件全程实时状态信息的跟踪查询服务。 

3.可促进营业前台服务的标准化，提高客户服务的满意度。 

4.可提高邮件处理速度，缩短邮件投递时间；从而全面提升邮政企业服务质量。 

5.对邮件信息数据的统一存储和应用，可为邮政企业业务管理和决策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6.可有效监控业务运行状态，以应对业务风险。  

 

 

RTC 能力平台中间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红熳 

项目组成员：王红熳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互联网时代，包括电商、智能家居、在线教育在内的大量应用需要嵌入式的基于互联网

的实时通信能力，RTC 能力平台中间件致力于在 Internet 上搭建一个实时多媒体通信平台，向

第三方应用/OTT 提供开放接口，为移动互联网应用提供实时音频/视频通信能力，实现按需调

用，弹性服务。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设计和开发呼叫控制服务，STUN/TURN 服务，RTC 终端服务接口，这些服务支持与应

用服务器对接实现 SIP 应用服务器功能。 

2.设计呼叫控制服务、STUN/TURN 服务和 RTC 终端服务的性能、可靠性、稳定性测试

用例。 

3.对呼叫控制服务，STUN/TURN 服务，RTC 终端服务性能测试评估实验，并对测试结果

进行评估，给出测试评估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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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门禁控制系统的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宋  晴 

项目组成员：宋  晴，乔明阳，张诗荟，辛学仕，刘小欧，赵观宇，石高强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设计一套嵌入式门禁控制系统，具有出入等级控制、突发情况报警、

互锁判断、互联网远程监控、事件记录管理等功能。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1.嵌入式门禁控制系统的总体规划及门禁控制器各功能模块的设计：系统由门禁控制器硬

件和门禁管理软件两部分组成，系统能够在独立模式和网络模式下运行，两种模式可方便切

换；门禁控制器主要包括系统初始化设置模块、读卡权限验证模块、开关门控制模块、报警

处理模块、设备检测模块、控制器底层信号处理模块、网络通信模块等；门禁管理软件基于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和嵌入式数据库 SQLite；上位机管理系统采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基于 VC++进行人机交互。  

2.出入等级控制功能：系统能够有效地进行出入安全管制，对刷卡行为进行权限验证，根

据验证结果发出相应的输出动作信号。系统可对卡片的使用时间、使用地点进行设定，即对

不同的卡片进行时区管制和节假日管制、有效期管制、访问区域的管制等，对某些安全性较

高的门禁区域，设有多卡认证功能。 

3.监控报警功能：系统可实时监控各个门的状态和用户的刷卡信息，如发生控制器异常、

非法卡开门、强制开门、开门超时、读卡器或者控制器被破坏等事件时，系统将根据预先设

定好的流程触发相应的预案发出报警信号并记录事件。  

4.互锁判断功能：系统可对某些管制区域设置互锁条件，当输人端口状态满足互锁条件时

方可进行开关门处理。  

5.局域网互联和远程控制功能：门禁控制器可通过局域网与管理系统互联，共同完成对出

入口的监控和管理；上位机管理系统可对控制器进行参数的设置和初始化，并对控制器的记

录进行收集管理；门禁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可远程控制门锁的开启和关闭。  

6.记录存储功能：系统可将门禁控制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用户刷卡事件、报警时间等

进行记录和存储，便于进行用户的考勤管理和发生事故后及时进行处理。  

 

 

基于迭代框架的并行图挖掘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  斌 

项目组成员：吴  斌，王  柏，杨  娟，石  川，肖  丁，袁燕妮，林秀琴， 

刘  旸，王虹旭，马鹏江，张  迪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了解决大规模图数据挖掘的问题，并行算法相对于单机化算法，性能提升受硬件技术

制约较小，便于通过规模化提升效率等优点日益凸显，对现有的分布式计算框架、图数据存

储技术和图查询技术进行研究，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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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研发一个基于迭代框架的并行图挖掘系统。系统架构在云计算平台之上，以主流

的并行存储系统与计算模式（MapReduce/BSP）为支撑，并且能够以组件方式集成各种算法，

满足对图数据的预处理及分析的算法定制、组装、运行与模型发布；另外提供基本的系统管

理、数据管理、用户管理能力。系统分为用户界面层、WEB 服务层、分析算法层、云平台层

共四层。  

用户界面层：平台通过 Web 界面直观的展示提供的图挖掘算法组件，用户可以自由配置

一个数据挖掘算法业务流程。用户可以查看已经完成处理且保存在平台中的数据，然后设置

合适的文本进行展示。 

Web 服务层：基于 OSGI 的工作流引擎：工作流引擎是前台算法流程运行和后台并行算法

调用的服务接口。引擎通过解析前台传递的以 XML 形式定义的数据流请求，将流程定义解析

成 DAG（有向无环图），通过引擎的调度器进行流程相应算法的调用；引擎提供流程的运行

与停止功能，同时工作流引擎提供基于 OSGI 服务的算法集成和调用接口，用于集成新的分析

算法、更新原有算法和删除原有算法，为平台提供良好的动态可扩展性；为了保障平台的稳

定性和高效性，工作流引擎使用多线程并发和线程池等技术。  

分析算法层：系统的图分析算法分为图排序算法集、图聚类算法集、图属性分析算法集、

全图分析算法集四个算法集，共计 20 个算法，全部基于 BSP 并行计算模式开发。 

云平台层：系统使用 HDFS 作为数据的云存储平台，同时系统提供了云平台 HDFS 的前

台 Web 操作界面，可以直观的对 HDFS 上的数据进行管理以及查看，实现了新建文件夹、删

除文件或者文件夹、查看文件内容等功能。平台的云计算框架主要是 BSP 计算模式的 Hama

并行计算框架和 MapReduce 计算模式的 Hadoop 计算框架。Hama 框架为平台的图分析算法提

供支持，Hadoop 框架一方面为平台的 HDFS 存储框架提供支持，同时也为后续集成的

MapReduce 算法提供支持。系统提供了数据采集模块，主要用于从数据库中导出数据表到云

平台，其中数据源主要支持关系数据库系统 Mysql 和 Oracle。 

 

 

Android 系统安全加固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传昌 

项目组成员：刘传昌，程  渤，孙  艺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Android 系统开放的生态环境会导致用户隐私的泄露和恶意软件的执行，为充分挖掘移动

平台的情报价值，同时保证用户的使用安全，迫切需要一个安全增强型 Android 平台。为此，

项目组以普通应用为技术载体，通过态加载方式实现了具有隐蔽录音、拍照和录像功能的取

证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特殊功能代码封装在隐蔽的二进制代码中，核心部分存储到 SIM 卡中，外围应用只有

通过 SIM 卡才能加载相应应用，进而实现特殊功能的开启。 

2.获得的数据加密隐藏存储在 TF 卡中，且加密强度不低于 AES128 位。  

系统的技术指标如下：以普通应用作为技术载体；支持动态加载 .jar 和 .so 文件；特殊

功能代码封装在隐蔽的二进制代码中，核心部分存储到 SIM 卡中，外围应用只有通过 SIM 卡

才能加载相应应用，进而实现特殊功能的开启；获得的数据加密隐藏存储在 TF 卡中，且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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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不低于 AES128 位；在系统底层增加自毁控制层，上层应用调用自毁服务后可进行完全数

据自毁和代码自毁。 

 

 

基于 SDN 及 Openflow 的网络流量模型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  斌  

项目组成员：吴  斌，张  雷，杨  娟，石  川，肖  丁，袁燕妮，张维玉， 

刘  旸，蔡远俊，张新尉，钱  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基于 SDN/OF 的网络流量模型分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功能模块： 

1.为根据用户提供的网络模型进行网络模型展示和流量工程分析及结果展示。 

2.为根据用户提供的流量数据进行基于 MapReduce 的分布式流量聚簇分析和结果展示。  

该系统界面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系统功能区；二是网络展示区；三是系统状态区。

系统功能区展示系统的菜单选项，用户在此选择相应的功能进行数据的导入，网络分析，流

数据挖掘等操作。主要有 7 个大的功能模块：Hadoop 配置，数据源配置，文件读取，网络特

征计算，流量分析，应用场景展示，以及流信息挖掘。在网络展示区，系统以可视化的形式，

对网络模型和网络特性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在系统状态区，展示系统当前的运行转台及结果。

并提供导入导出功能，可以以文本的形式将结果保存在文件系统中。文件读入功能可读入网

络相关文件到系统中以便进行后续的分析、生成随机网络模型、读取 HDFS 文件系统上的文

件。包括了网络模型拓扑的读取（有向/无向）、网络带宽数据的读取和流量请求的读取、生

成 ER 和 BA 随机网络的功能、读取 NED 文件格式或对应 XML 格式存储的网络模型以及读取

HDFS 上的普通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功能。网络特征分析功能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相应的网

络特征计算。包括了网络指标（度分布、最短路径、最小割）、节点指标（节点度、节点中

介性）和边指标（边中介性）的计算。网络特征分析的结果展示在系统状态区。  

流量分析功能包括: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相应的流量分析计算。包括了两种经典的流量分析

算法：OSPF 和 ODMP。还包括了一种较为新颖的流量分析算法：MCMP。结果显示在面板中，

并在可视化面板中描绘了网络拥塞情况。系统引入了 Hadoop 并行计算平台，提高大批量流数

据的处理能力。Hadoop 配置模块主要用于 Hadoop 位置的配置，包括 hdfs 的 IP 及端口号和

JobTracker 的 IP 及端口号。在该系统运行所有网络流算法之前，应先对集群的地址进行相应

配置。集群信息配置成功之后，系统就可以调用并行数据挖掘算法对大批量流信息进行数据

挖掘。流信息挖掘主要根据输入的流信息，进行相关的 ETL 处理和流构建聚簇操作等。网络

流聚簇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通过运用成熟的无监督聚类算法，对大量的网络流的先验特征

或流的统计信息进行聚类从而达到区分网络流的目的。本系统聚簇算法接受网络流的特征作

为输入，用每个网络流的特征向量（程序定义的顺序结构 VectorWritable）来表征一个网络流，

继而对这些特征向量进行聚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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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需求、运营商 MIB 需求及 STA 管理二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邝  坚 

项目组成员：邝  坚，程保中，雷友珣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 WLAN 产品软件平台上实现 WLAN 无线局域网的相关需求。WLAN 802.11 协

议为国际电子工程师协会制定的无线局域网标准，目前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属于此领域前沿

技术。  

802.11 是目前无线局域网领域的主要应用协议，包括链路层协商 802.11u，无线安全

802.11i，网络服务质量 802.11e，射频管理 802.11k，漫游 802.11r，能有效的实现无线局域网

的通信，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技术。在运营商，企业网和家庭宽带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

用。在不久的将来，网络接入的末端，无线技术有望全面取代有线技术，成为网络接入技术

的主流。 

该项目已完成了以下部分的开发：  

1.支持 Wi-fi 联盟制定的 WMM 协议，支持该协议之后，用户的无线流量，将区分为语音

(VI)，视频(VO)，尽力而为（BE），背景流量(BK)，四个优先级进行发送。从而使得无线客

户端的流量网络服务质量 QoS 得到保证。  

2.支持 802.11 a/b/g 协议，使得客户端能在 1Mbps – 54Mbps 的物理速率范围内，进行自动

选择，接入无线网络。2008 年以前的大部分无线客户端，都属于 802.11 a/b/g 客户端。  

3.支持 802.11n 协议，使得客户端能以最高 300Mbps 的物理速率接入无线网络。当前市场

的主流无线网卡，均支持 802.11n。  

4.支持 802.11ac 协议，使得客户端能以最高 1.3Gbps 的物理速率接入无线网络，当前市

场上已有支持 802.11ac 协议的客户端和 AP 进行销售。预计到 2015 年下半年，802.11ac 将取

代 802.11n，成为 wi-fi 市场的主流产品。  

 

 

SPTN 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纪越峰 

项目组成员：纪越峰，顾仁涛，谭艳霞，胡友强，张士宗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SPTN 是宽带通信网络的关键技术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应用价值。该项目针对

SPTN 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相关理论、技术方法、性能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相关进展与

研究成果。完成的主要工作与取得的主要成果为：  

1.针对分组城域网业务发展趋势，研究 SPTN 相关标准、关键技术和网络应用，提出关键

技术解决方案。  

2.研究城域网络从 PTN 向 SPTN 演进的方案，以及在演进过程中对于边缘接入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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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关特征、主要性能及产生影响的综合评价因素。  

3.通过相关技术比较和应用案例分析，提出未来发展趋势和技术走向预测。  

4.基于在创新性研究成果，完成综合技术报告。 

 

 

多重传感器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改进版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  立 

项目组成员：高  立，任旭鹏，马  慧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一种针对老年人跌倒检测及定位求助系统。可对跌倒老年人的身体姿态和运动

进行计算和分析，当检测到老年人身体出现异常跌倒情况时，能够通过无线通信的方式通知

他人并报告发生跌倒的位置，以便于亲友对这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个体进行救助和处理。 

客户端可实现室外 GPS 定位、体位跌倒检测和求助无线信号传输。 服务器端可实现对各

客户端的位置访问、消息跟踪及求助信息处理等功能。 

系统由下列模块构成，包括：体位异常传感信息的采集、判断模块设计；室外 GPS 定位

信息处理；无线通信模块；功率控制模块。将客户端采集的数据处理后，传送至服务器端。

可支持远程查询及突发情况报警。 

 

 

河北省长途通信传输局二次创业的实践与创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处 

项目负责人：许  飞 

项目组成员：许  飞，辛玲玲，张  静，董美秀，刘  桐，葛明阳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通过对河北省传输局进行实地调研和大量访谈，就“二次创业”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结合河北省传输局的实际情况，为河北省传输局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关于河北省传输局“二次创业”的实践报告》、《河北传输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研究调查

报告》，论文《河北传输局“二次创业”的实践与发展》一份。 

《河北传输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研究调查报告》主要从企业发展、员工成长、企业文化

来评估河北长途通信局发展现状；从企业层面、员工层面、文化理念层面分析河北长途通信

局发展存在的问题。 

同时 2012 年，河北省传输局结合自身发展需要，为实现河北传输做大做强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加速变革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部署，聚焦

重点，动员全体员工紧跟河北联通的发展形势，以更高定位谋发展，以更大决心求突破，乘

变革之势推进河北传输实现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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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了河北传输“二次创业”的实践情况，二次创业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集团公司

战略规划为指引，以上规模、调结构为核心，向网络要能力，要管理要效益，向队伍要活力，

确保公司用户高增长、收入高增长、利润高增长，实现企业发展、员工进步，推动河北联通

跨越式发展和幸福河北联通的构建。要实现紧紧围绕“信息生活的创新服务领导者”发展愿

景，把握环境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独有战略机遇，着眼于构建智能管道，搭建开放平台，

打造优势业务，实现流量经营和规模经营，树立“移动互联网的行业区域领导者”的地位的

主要目标。 

但是企业在“二次创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给予与索取不成比例、忽略长途通信

传输的地位与作用等。 

最后为河北传输在“二次创业”的背景下发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企业管理制度与实际

相结合，流程化管理“落地”，考虑基层员工的实际情况，选人和用人要与实际相结合。同

时要保证员工的工作与个人发展，平衡员工的付出与回报比例，给予员工基础的工作保障。

另外要加强管理能力的提升、规范绩效考核体系，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我国省会级以上城市政府“治堵”思路与 

汽车限购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伟 

项目组成员：陈  伟，郭  君，延  可，牛启同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人口与机动车保有量的逐

年增加，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交通拥堵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方政府也在可选择的政策

空间内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种思路：  

1.试图通过扩展城市规模来治理拥堵。 

2.竞相通过“限”来治堵。 

3.通过增加道路或扩展道路增加交通供给。 

4.寄希望于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交通拥堵。 

5.应用智能交通系统疏导交通流量。 

在实行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政策效果已在不同方面有所显现： 

1.机动车增速明显放缓。 

2.号牌价格不断提升，摇号中签率不断下降。 

3.以旧换新成为新车销售主导，消费档次明显提升。 

4.新能源汽车促进作用暂时未达预期。 

从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考虑，限购政策存在进一步向其它城市扩大的趋势，主要原因

是： 

1.国家政策指向为限购城市继续增加提供了可能。 

2.环境问题渐成地方政府汽车限购主因。 

3.限购政策符合城市政府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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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政策对汽车销售量的提高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提高销量，增加利润，汽车经销企

业可在以下方面做出策略调整： 

1.将销售重心转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 

2.面对限购城市，调整销售优惠措施。 

3.优化售后服务。 

4.拓展经销新业态。 

5.开发二手车市场。 

6.拓展租赁业务，大力开发汽车租赁市场。  

 

 

智能视频分析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邓伟洪 

项目组成员：邓伟洪，胡佳妮，方  瑜，张  驰，刘  柳，韩嘉杰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人脸抓拍识别、车牌抓拍识别以及行为识别等关键技术。旨在解决复杂

场景下人脸、车牌抓拍识别精度不高以及异常行为识别不准的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完成了复杂场景下人脸抓拍识别系统的方案设计和各个算法模块设计与代码撰写，并向

甲方提交了原型代码、详细设计文档和性能测试报告。开发的人脸识别系统在任意输入下，

12 小时拷机测试正常。最小可检测人脸为 30×30 pix，正确验证率大于 95%，错误拒绝率小于

5%，错误识别率低于 0.5%，可识别人脸角度范围包括平面旋转：-20°～20°、俯仰变化：-15°～

15°、侧身偏转：-20°～20°。 

2.完成了车牌抓拍识别系统方案设计和各个算法模块设计与代码撰写，提交了原型代码、

详细设计文档和性能测试报告。该系统能处理的车牌类型包括普通蓝牌、普通黄牌(单层)、双

层黄牌、普通黑牌等。识别速度为视频>10 帧/秒，单张图片<100 毫秒。日间光照条件下车拍

捕获率>98%，车牌识别正确率>95%。 

 

 

室内地图制作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罗  红 

项目组成员：罗  红，孙  岩，何  青，黄  晶，任燕晨，左忠诚，金宝可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将室内地图与室外地图相结合，形成一整套综合完善的 LBS 服务系统，是基于位置服务

的最后 100 米问题，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O2O 的重要基础。针对室内地图结构复杂，动态性

强，自动采集困难等问题，研究精细化室内地图的采集处理技术、数据表达与存贮技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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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地图绘制技术，完成了精细化室内地图的图层结构设计及与之配套的原始数据整理工具

和矢量地图绘制工具。 

针对精细化室内地图的特点，按照 POI 点、POI 区域、公共设施点、公共设施区域、导航

关键点、导航关键路径、楼层联通关系、辅助展示图层等设计了相应的图层结构；兼顾 2D 和

3D 地图的特征，设计了 2D/3D 兼容的基础数据存贮方式；建立了各类室内地图的 POI 分类表

和公共设施分类表，完善了室内地图基础数据字典。 

原始数据整理工具采用 C#编程，包含以下功能： 

（1）提供建筑物、楼层和 POI 信息的录入界面，并能实现相关信息的编辑功能（增删改

查和批量复制）； 

（2）提供相关信息的一致性审核功能； 

（3）提供 POI 信息与底图的配准标定功能； 

（4）提供楼层间底图配准标定功能。 

矢量地图绘制工具包含以下功能： 

（1）基于 ArcMap 软件开发快捷工具栏，提供楼层配准与比例尺标定、商铺与公共设施

自动添加、文字标注自动生成等工具； 

（2）提供地图元素自动审核功能，并将审核结果输出为 log 文件； 

（3）提供 3D 地图元素的快速生成功能。 

目前，该套室内地图制作工具可支持从园区、广场到独立建筑，从大型楼宇到店中店等

多种精细地图的绘制要求，并已成功应用于西南风公司与百度、360 等 LBS 服务商的合作中。 

 

 

北京市“三通两平台”网络技术规范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温向明 

项目组成员：温向明，路兆铭，赵  君，赵晓光，王喜东，张  玲，万齐文， 

雷  涛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为北京市“三通两平台”达标示范工程中无线网络升级优化部分提供技术参

考指标，定义无线网络建设中的业务接口和网络接口，规范北京市教育信息网络建设。主要

研究成果如下：  

1.在已有的无线 WLAN 网络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对北京市中小学无线网络中的接入安全

问题，大数据分析问题，基于 SDN 的新型架构问题等做了深入研究。综合考虑校园安全机制

及负载均衡机制，研究多种安全接入方式及负载均衡算法，并结合 SDN 的设计思想，提出了

新一代无线网络的架构体系和智能控制理论，以适应未来校园无线网络部署的需要。  

2.完成了北京市教育信息网络中无线校园部署方案的设计。在控制侧，提出了北京市教育

网络和信息中心统一管理和认证，建立多层级无线网络控制器（后期根据区县应用管理需求，

支持接入控制下移）。在用户侧，采用全网统一 SSID 模式或统一多 SSID 模式，针对教学区、

图书馆、行政办公区等多种网络部署场景，提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方案。在部署原则上，提出

部署的三个原则：做到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无线信号分布均匀且质量好；尽可能不改变原

有网络架构；尽可能少的占用原有网络资源，避免影响原来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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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北京市中小学无线网络建设的实际需求，对网络的部署方式、接入控制方式、SSID

管理、速率控制、频率规划要求、用户容量规划、漫游无缝切换、干扰规避、用户安全认证

和多网融合等技术，制定出了详细的技术指标和规范。  

 

EPC 融合组网策略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双  锴 

项目组成员：双  锴，苏  森，徐  鹏，王玉龙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及 IP 多媒体系统，能够满足终端客户更新颖、更多样

化多媒体业务的需求。目前，IMS 被公认为是下一代网络控制层的核心技术。IMS 实现了会

话控制实体 CSCF（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和承载控制实体 MGCF（Media Gateway 

Control Function）在功能上的分离，使网络架构更为开放、灵活。也是解决移动与固网融合，

引入语音、数据、视频三重融合等业务的重要方式。  

基于 IMS 的融合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中国移动集团客户的核心业务需求，该项目针对基于

IMS 的企业融合通信套件产品进行详尽的测试，具体包括：IAD 设备测试、IP PBX 设备测试、

SIP GW 设备测试、AG 设备测试、接入开通网关测试、CM- IMS 容灾测试、企业融合网关测

试。每个测试都完成了相关的测试报告。  

通过中国移动基于 IMSd 企业融合通信套件产品的测试项目，项目组加强了和中国移动的

合作、熟悉了中国移动的的测试流程和方法。通过测试项目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对 ITU-T、

3GPP、IETF 和 ETSI 所制定的相关的标准由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 IMS 相关的产品和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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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后续的研究项目祈祷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协作多点传输系统仿真技术研究和平台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夏海轮 

项目组成员：夏海轮，张天魁，贡伟洋，王  玫，左文琪，罗光俊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对协作多点传输系统仿真技术进行研究和平台开发。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首先搭建了协作多点传输系统的系统级仿真平台：对系统进行了模块划分和开发，包括： 

（1）上行CoMP系统级仿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在LTE-A系统上行平台的基础上对CoMP 

JP 协作方式进行了实现，并得到了系统吞吐量和频谱效率的仿真结果； 

（2）下行CoMP系统级仿真平台的设计与实现，在LTE-A系统下行平台的基础上对CoMP 

CS/CB 技术进行了实现，考虑了不同协作集下基站的不同静默策略，并得到了系统吞吐量和

频谱效率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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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协作多点传输系统关键技术展开研究：包括： 

（1）协作基站静默技术的研究，引入 DPB 技术提出了基于 RB 级和 TTI 级的基站静默方

案，并利用系统级仿真平台对所提方案进行性能评估； 

（2）提出了在异构网络中引入 CoMP 机制的策略，在小基站之间采用协作方式进行传输，

并基于系统级仿真平台进行了系统性能评估； 

（3）在异构网中引入协作多点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负载的协作集划分方案，并基

于系统级仿真平台进行了性能分析。 

 

 

认知无线电关键技术研究（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彩丽 

项目组成员：郭彩丽，刘芳芳，王圣森，申朝阳，陈毅雯，王国祥，张  磊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认知无线电（CR）协作感知中能耗增加问题，功率放大器需要能同时工作在

多个频段问题，以及功率放大器工作在非线性区会引入非线性失真噪声问题，提出相应的技

术解决方案，并进行仿真验证和性能评估。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针对认知无线电协作感知场景中融合中心只需要部分用户的感知结果就能完成决策，此

时其他用户的感知只会带来能耗的增加这一问题，提出一种高能效的两步协作感知方案，通

过对参与感知的次用户进行分组，第一组用户先进行局部感知并将感知结果上报给融合中心，

融合中心根据第一组用户的感知结果判断第二组是否需要感知。仿真表明该方案在保证一定

的检测概率和虚警概率的条件下，提高了感知能效。 

2.针对认知无线电要求其发射机中功率放大器能够在任意频段上工作、能应对不同频段上

的标准及调制方式的挑战，设计了一种并行双宽带功率放大器。该功率放大器的第一个工作

频段为 470-860MHz 的 TV UHF 频段，满足了 IEEE 802.22 协议中认知无线电应用的要求，第

二个频段为 1710-2030MHz，可以支持 LTE 的 E-UTRA 系统中较多的上行频段。且在两个频

段上均能达到 25dB 以上的增益，回波损耗均大于 15dB，且具有良好的线性度。 

3.针对 OFDM 系统中存在非线性功率放大器以及 OFDM 信号的高峰均比引入的非线性失

真噪声，现有资源分配算法已经不能保证在最小化发射功率同时满足系统 BER 需求的问题，

提出一种 OFDM 系统中非线性失真下比特功率联合分配算法。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迭代时间

短，实现了 OFDM 系统中非线性失真场景下发射功率的最小化，节约了射频端的能耗。  

 

新一代长距离无源光网络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慧 

项目组成员：李  慧，顾仁涛，张  斌，肖玉明，李  明，刘晓旭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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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电力配电网络的接入承载问题，该项目展开了深入的调研，分析了在电力配电网上

使用 PON 技术实现通信接入的方法，撰写了调研报告。针对电力通信的需求，设计研发了新

一代长距离无源光网络规划软件。该软件包含前台界面、后台数据库和算法等主要模块，界

面提供图形化的输入和输出接口，实现基本的拓扑呈现和数据浏览，使得规划人员可以观察

规划过程和结果，后台数据库提供稳定的数据存储和基础查询功能，算法模块提供规划流程

中设计的系列功能模块的数据计算和转化。各部分功能如下： 

1.前台图形界面主要是通过两个视图模块呈现：主视图和拓扑视图。主视图是功能入口，

利用树图和表格呈现接入网规划中涉及的光缆管道层、光纤层、PON 层、业务层的设备类型、

节点、链路和业务连接信息。拓扑界面采用四视图机制，为用户呈现不同资源层次节点、链

路和业务的信息，可实现直观的拓扑绘制和修改、路由查看等功能。 

2.数据库部分采用关系数据库，对用户数据信息进行存储。 

3.算法模块包括拓扑分配、业务仿真、选路、故障模拟分析、统计分析和数据导出。 目

前软件开发工作已经完成，成果已经通过第三方测试和甲方的验收。全面完成了任务书的各

项要求。  

 

 

基于质量功能展开（QFD）模型的互联网用户评论分

析技术支持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齐佳音 

项目组成员：齐佳音，傅湘玲，孙鹏飞，李  晶，吴国仕，靳  健，张镇平， 

陈曼仪，曾  丹，陈  露，许  可，全湘溶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了更高效地获取用户对产品的反馈、理解并快速响应用户需求、权衡用户需求重要度、

提出产品改进建议、比较产品与竞争对手各项指标的差异，以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该项目对基于海量在线评论数据的客户需求特征提取、评论有用性分析、需求权重分析、在

线声誉分析等进行了重点研究。 

该项目针对手机终端，基于京东、淘宝、天猫、新浪微博四大平台进行了在线评论数据

的采集和预处理，建立了短文本主题构建模型，完成了需求特征抽取和情感分析；通过科学

规范方法建立了评论有用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需求权重的产品特征改进方案；

建立了美誉度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完成了竞品的分析比较。 

该项目研究改变了传统的线下问卷调研及人工整理数据的用户反馈获取方式，降低了用

户反馈的获取成本，量化了产品的特征改进因素，对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客户黏性、提

升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积极的效果；为在线评论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开辟了新的思路；为系统

承载“获取用户反馈->分析用户需求->指导产品改进”全流程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具有良好的

实用价值。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针对手机终端，将电商平台和微博平台的在线用户评论数据作为数据源，提出了在线评

论的去重去噪方法、短文本主题构建模型和情感分析方法、不同平台的数据融合方法等一系

列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方法，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利用提供了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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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了量化的数据评论有用性特征体系，并通过分析手机终端产品设计师的专业意见建

立了评论有用性分析模型，对于其他类似产品的分析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3.提出基于 SVM 和联合分析法的客户需求权重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基于

KANO 模型的产品特征改进算法，对于从产品设计师角度理解用户需求和改进产品特征提供

了前瞻性的思路和视角。 

4.提出了综合产品美誉度和产品知名度双维度的产品在线声誉分析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完

成了若干款手机的对比分析，为竞品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实现手段。 

5.完成了属性提取及情感分析方法、评论有用性分析模型、需求权重分析模型、产品在线

声誉分析模型几大核心算法的代码实现及原型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算法优化，为后续

的技术应用和落地提供了参考。 

 

 

基于经普数据的智能分析及管理软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芦鹏飞 

项目组成员：芦鹏飞，梁  丹，杨  阳，刘  猛，关昕鸿，陶乐乐，伍力源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实现数据采集处理模块开发的总体目标：完成了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采集

处理模块的开发工作，全面、准确地采集相关辖区统计局规定的各类对象的空间数据。通过

实现地理信息系统中对象数据的存储方案；地理信息系统中各辖区的建筑物群空间位置拓扑

关系；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中对象数据的质量检测机制；搭建了系统数据采集处理模块，并最

终应用到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中。 

 

 

金属材料多尺度模拟的固-液相变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芦鹏飞 

项目组成员：芦鹏飞，王唯正，杨  阳，刘  猛，关昕鸿，陶乐乐，伍力源， 

梁  丹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结合第一性原理方法和分子动力学方法，开展金属材料在加载下的电子结构、动

态行为效应研究，建立适合加载条件下材料相变、固液熔化的物理模型，建立多尺度模拟的

物理模型，分析缺陷形成机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典型金属材料相变、熔化性质研究，建立相变、熔化物理模型。 

2.典型金属材料中缺陷的扩散动力学行为研究，分析扩散机制，建立扩散物理模拟。 

3.重点解决了微纳尺度材料的缺陷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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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下电信改革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舒华英 

项目组成员：舒华英，吴  俊，胡一闻，高思思，何  猛，崔昊哲，安鸿辰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对国外网业分离及网络中立监管政策及执行情况的研究，总结了国外典型国家网业

分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分析中国通信行业监管政策未来几年的走

向，提出对中国电信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及政策建议。 

2.深入分析了我国民营资本进入通信业的途径、进入方式和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工信部关

于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通信业的指导意见，全面评估民资进入对中国电信的影响，为中国电信

提供相应决策思路和政策建议。 

3.提出了中国电信促进信息消费的战略方向、发展模式、重点措施等建议，以及向政府传

递中国电信促进信息消费的政策建议。  

4.总结了未来电信改革的八个方向及实施路径，提出了未来电信改革的基本思路。 

 

 

2013 年西藏移动面向客户感知的网络质量 

运维体系优化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谢雪梅 

项目组成员：谢雪梅，赵语茜，董  欣，华奇兵，杨  丹，王  勇，郭梦怡， 

高艳苗，许  悦 

结题时间：2014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研究报告通过对西藏移动七个地市的用户大量问卷调研、内部相关部门访谈、网络层面

大量数据的采集、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模型的模拟等工作。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构建了基于 QOE 的网络质量体系：从数据业务无线侧的手机上网业务的用户感知出发，

针对西藏移动目前使用的 2G、3G、WLAN 网络，通过钻取数据业务无线侧 QOE 指标体系中

的相关映射关系，构建了数据业务无线侧 QOE 网络质量指标体系； 

2.建立了基于 QOE 的数据业务网络质量考评体系：改进了原考核体系的基于网络层面的、

负向激励机制，建立的基于 QOE 的考评体系增加了正向激励机制。  

3.给出新考评体系下的网络运维实施组织架构，并编制了新考评体系实施软件。 

4.研究了影响西藏移动用户持续性消费强度的主要因素：创新性地构建了用户持续性消费

模型，并通过模型的验证分析，给出了影响西藏移动普通用户、中高端用户持续性消费强度

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普通用户、中高端用户分别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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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QOE 的数据业务网络质量考评体系的构建，为西藏移动具体实施提供了指南，根据

考评得分可以找到各地市基于 QOE 的网络质量短板，改善其短板，优化其 KPI，将提升用户

对移动网络质量的感知程度；并通过对用户持续性消费强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为西藏移动的

中高端用户、普通用户持续性消费与提高持续性消费移动业务水平提供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从而提高西藏移动的收入。 

 

 

网络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与运行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梁  刚  

项目组成员：梁  刚，王文宏，李欲晓，刘胜枝 

结题时间：2014 年 5 月 29 日  

 

该项目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对网络文化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是深入分析网络文化

系统形成与发展规律，从而科学地制定与网络文化生态系统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及战略的

前提与依据。 

网络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网络文化资源、网络文化环境以及多种网络文化创造或制作

主体等要素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庞大的动态复杂系统，再加之该研究领域是一个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汇点，研究思路必然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静态描述与动态

分析相结合，纵向多层次与横向多学科交叉相结合。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驱动力因子的影响，这些驱动力不是杂乱无章

的，而是一个有着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综合驱动力系统。同时，驱

动力系统运行发挥作用需要一种运行机制，即形成一种驱动力因子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一种

驱动力因子发挥作用的支点、平台与制度，使驱动力因子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解决网络文

化生态系统各种组织与力量的整合问题，尽量缩短从不协调到协调的过程，促进网络文化生

态系统形成驱动力系统的有序运行。  

2.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由局部优化到整体合理的过程，而且在发展

过程中存在多方面不同的作用。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既有自组织的特性，又有他

组织的特性，两者不断的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3.通过考察网络文化环境与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人的信息行为对网络文

化的施动作用、网络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果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环境与人和社会发展的

互动作用等，揭示出“人与技术”、“技术与文化”、“文化与环境”以及最终“人与环境”的

内在生态性联结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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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项目一览表 

 

                                                                                                 结项时间:2014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人才培育项目 写作个体性与新媒体普世性 人文学院 杨  慧 
杨  慧，崔晓玲，郭艳玲，

王  爽 

2  人才培育项目 
民族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双向

渗透与重构 
人文学院 宋擎擎 宋擎擎 

3  人才培育项目 

物联网中基于数字水印的无

线传感网络数据完整性保护

技术 

计算机学院 雷  敏 

雷  敏，杨  榆，李  丹，

林  鹏，刘晓璇，薛  琼，

付  伟 

4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文本水印的数字版权保

护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郭燕慧 

郭燕慧，李承泽，张程鹏，

董  枫，胡阳雨，高晓梦，

胡  鸽，苏  帅，杨梦婷，

余  泉 

5  人才培育项目 多模态的深层学习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李睿凡 
李睿凡，冯方向，翟剑锋，

马学思，臧  虎 

6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组合导航的物流 AGV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李忠明 

李忠明，张经天，苏益超，

单琳子 

7  人才培育项目 
多模态深度数据挖掘与个性

化推荐系统研究 
计算机学院 王晓茹 

王晓茹，邬书哲，辛海明，

李  旭，张  宇，杜天明，

王元佑，杨  光 

8  人才培育项目 

尘土污染对高密度镀银电路

板电化学迁移失效影响的研

究 

自动化学院 周怡琳 

周怡琳，杨  盼，苑成铭，

霍雨佳，姚博赟，韦霞霞，

兰福东 

9  人才培育项目 

异构认知网络中基于合作激

励的信任模型和数据融合方

法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张碧玲 

张碧玲，刘  勇，毛京丽，

董跃武，于翠波，高  阳，

胡凌霄，许世纳，陈  彬 

10  人才培育项目 
通信行业大数据的知识发现

关键技术研究 
软件学院 牛  琨 

牛  琨，王民哲，薛凯文，

陈维尧 

11  人才培育项目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当

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教学

与研究中心 
曲伟杰 曲伟杰 

12  人才培育项目 
高倍聚光光伏发电量预测方

法研究与应用 
软件学院 修佳鹏 修佳鹏，杨正球，刘  辰 

13  人才培育项目 
焊点材料力学性能检测及可

靠性分析 
自动化学院 孔志刚 

孔志刚，吕  阳，张  灏，

周林淼 

14  人才培育项目 
中国色彩文化数字交互平台

的设计与研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李  霞 

李  霞，李霜燕，王  丹，

李璐瑶，韩  哲，杨  露 

15  人才培育项目 
日本动漫中的“物哀”文化研

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万  柳 万  柳，王玄璇 

16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社交游戏与人际传播研

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黄  佩 

黄  佩，刘胜枝， 

努尔丁.祖农，    

高  欣，王梦瑶，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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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创新交

互模式研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孙  炜 

孙  炜，李铁萌，侯文军，

吕美玉 

18  人才培育项目 
量子超密编码通信中安全性

分析理论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李  剑 

李  剑，周红福，贾  璐，

张婷婷，李凌云，刘旭东，

杨佳玉，王  正，陈彦桦，

孙风琪，史作志，潘泽世，

金海菲，陈思聪，叶昕昕，

袁  明，聂金瑞 

19  人才培育项目 
SDN 网络中跨域动态配置平

台的研究 
计算机学院 张海旸 

张海旸，石文鹏，刘  克，

徐  钊，刘文林，程海洋，

陈  杰，赵  伟，董侠飞，

李墨雍，昂  然，刘  通，

刘兆恒 

20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多核处理器的社会计算

——分析、优化与应用 
计算机学院 张  熙 

张  熙，苏  援，马  冀，

吴  巍，蒋官宏，许  晋，

范  月 

21  人才培育项目 
轻量级密码体制的安全性研

究 
计算机学院 郑世慧 

郑世慧，谷利泽，孙  斌，

杨春丽，常利伟 

22  人才培育项目 
视频大数据处理平台关键技

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张海涛 

张海涛，高一鸿，魏汪洋，

陈建伟，孔祥起，高东海，

杨军杰，赵  彦，赵晓萌，

赵  纯，丁洪凯，张  闯，

杨贤达，付广平，宼  月，

唐  毅 

23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异构网络密钥管理方案

研究与仿真 
计算机学院 杨  榆 

杨  榆，孙  斌，郑世慧，

徐国胜，谷利泽，雷  敏 

24  人才培育项目 
物联网一体化服务支撑平台

的研究 
计算机学院 黄  海 

黄  海，熊梓策，许德健，

刘佩云，马喜兴，曾庆香，

许  涛 

25  人才培育项目 
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推荐技

术研究 
软件学院 崔毅东 

崔毅东，李  菁，周斯达，

梁  康，温智全，陈泰至，

李  媛 

26  人才培育项目 
移动互联网的移动行为分析

与网络资源优化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时  岩 

时  岩，卢美莲，谢东亮，

高振翔，李志刚，乔利强，

鹿昌开，薛艳云，高  洁，

周晓娟，陈  滨，朱雪梅，

徐  翔，孙王栋 

27  人才培育项目 
公用 SAAS 云的服务隐私保

护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王玉龙 

王玉龙，苏  森，张莹光，

滕一平，鲁  宁，张玉秀，

黄伟伟 

28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感知的云业务数据流量

管理机制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双  锴 

双  锴，徐  鹏，王玉龙，

程  祥，张忠宝，苏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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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9  人才培育项目 
代码缺陷检测技术中的缺陷

模式自定制方法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金大海 

金大海，王雅文，王  前，

张大林，董玉坤，张海龙，

王德朋 

30  人才培育项目 
云计算环境中高效资源管理

算法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商彦磊 

商彦磊，孙慧峰，顾平丽，

吴冀衍，杨静琦，杨  光，

王培建，杨  婷，雷晓江，

翁美珍，杨  男 

31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P2P-SIP 的无线流媒体

分发网络 
网络技术研究院 吴  军 

吴  军，王振华，牟  澄，

方  骅，张  沛，曹延思，

尹  乐，郑文晓，李宗恺，

丁  欣 

32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数据中心光互连的立体

化组网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赵永利 

赵永利，郁小松，杨  辉，

马  辰 

33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半导体无源器件

MMI-MZI 的全光信号信噪

比监测技术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邱吉芳 

邱吉芳，施进丹，魏世乐，

殷座山，陈  亮，袁  博 

34  人才培育项目 

纳米硅基图形衬底的

MOCVD 选择外延Ⅲ-Ⅴ族半

导体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王  俊 

王  俊，王  琦，蔡世伟，

李玉斌，边志强，王一帆 

35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光子辅助压缩采样的超

宽带、多载波射频感知技术

的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戴一堂 

戴一堂，尹飞飞，闫  励，

高宇洋，张梓平，王瑞鑫 

36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异频异构无线网络融合

的 RF 光发射与传输技术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李建强 

李建强，陈  皓，雷  艺，

裴寅清，于雪梅，陈腾煜，

汤兆星 

3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节点分类的移动互联网

信息传播规律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徐静雅 

徐静雅，周国钢，高  哲，

孟繁宇，吴  桐，薛  超，

黎功福 

38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北邮对象”的搜索系

统及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徐蔚然 

徐蔚然，李  岩，张家玥，

刘平洋，杨  静，张为泰，

王建龙，张一昌，左乃彻，

杜  霖 

39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媒介无关的异构网络移

动性管理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孙  勇 

孙  勇，刘  超，杨  鹏，

何盛华 

40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能量采集的认知无线电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尹斯星 尹斯星，张二青 

41  人才培育项目 
车载通信网络中的广播和端

到端信息传输机制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龙  航 

龙  航，郑  强，王  静，

王任远，欧苏玲，瞿  欢 

42  人才培育项目 
海量数据环境下的无线通信

网络流量分析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  军 

刘  军，雷振明，杨  洁，

刘  芳，何大中，陈陆颖，

吴晓春，乔媛媛，郭敏杰，

林文辉，李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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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43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LTE-A 的 Small Cell 干

扰管理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夏海轮 

夏海轮，韩  锐，吴世娥，

赵  岩，武亚光，陈  茜 

44  人才培育项目 
信息中心网络移动性问题研

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  江 

刘  江，王国卿，张  岩，

方  超，霍  如，李将旭，

王  利，向福林，许光军 

45  人才培育项目 
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中节能

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路兆铭 

路兆铭，马文敏，张志才，

邓佳君，傅  彬，万明飞，

陈小奎，凌大兵，巨  颖，

刘  振 

46  人才培育项目 
认知家庭基站极化域节能技

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芳芳 

刘芳芳，聂  尧，赵  闻，

李若萌，杨光伟，贾松霖，

陈明哲 

4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压缩感知的多维无线信

号检测及参数识别理论与方

法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孙  卓 

孙  卓，郭文彬，王文博，

陈  达，陈毅龙，刘思爰，

吴  岸，温  涛，孙建书，

陈炫同，王瑟瑟 

48  人才培育项目 
图像稀疏表示理论及应用研

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胡佳妮 

胡佳妮，刘  柳，张  驰，

崔周丛，李  俊 

49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网络演算的无线资源动

态调整算法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高月红 

高月红，韦再雪，张  欣，

桑  林，李职杜，蒋文婷，

林言超，陈  冠，李原草，

张  翼 

50  人才培育项目 
TD-LTE 系统中基于认知无

线电的极化频谱共享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郭彩丽 

郭彩丽，厉东明，李晓明，

郭玉婷，王国祥，刘  瑶 

51  人才培育项目 
协作通信网络中基于边信息

的编译码方案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徐文波 

徐文波，王志强，翟  静，

孙玉婷 

52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时频空三维频谱测量与

频谱态势构建的频谱高效利

用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奇勋 

张奇勋，冯志勇，张轶凡，

王宝聪，高  超，杨  拓，

张  月，付  璇，黄亚建   

53  人才培育项目 
车载移动通信中基于社交网

络的信息共享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李  曦 

李  曦，王  珂，张鹤立，

纪  红，徐全盛，陈  磊，

谭志远，孙  科，孙瑞浩，

郝  汉，易鹏飞 

54  人才培育项目 绿色无线通信中的节能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龚  萍 

龚  萍，严  言，徐光勇，

冯  旭，马德贤 

55  人才培育项目 
流媒体业务质量 QoE 模型研

究及优化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奕彤 

刘奕彤，沈  云，李宇琛，

刘  菁，林  淇，刘  浩，

陈泽航，沈  辉 

56  人才培育项目 
新型六自由度遥操作力反馈

交互设备的研究 
自动化学院 宋荆洲 

宋荆洲，王一帆，白  杨， 

应  旻，王冠吉，郭  帅， 

张  珂 

5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WiFi 的移动终端组网

与内容共享服务研究 
计算机学院 芦效峰 

芦效峰，鲁  鹏，李睿凡，

李  蕾，袁彩霞，刘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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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云的移动图书馆 DRM

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张  茹 

张  茹，刘建毅，曹晨磊，

魏金侠 

59  人才培育项目 
移动互联网实时交互应用的

社会化行为分析研究 
计算机学院 阙喜戎 

阙喜戎，田  野，王文东，

郭  亮，韩闻文，宋思奇，

黄水桂，刘跃杰，周  知 

60  人才培育项目 
我国三网融合的产业规制政

策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郑  丽 

郑  丽，王  颂，岳  欣，

洪  莹 

61  人才培育项目 
社会网络环境下创新扩散建

模与仿真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刘  丹 

刘  丹，赵珊珊，殷亚文，

盛琪然，陈建名，董  超 

62  人才培育项目 
接班人接班中的心理冲突研

究 
经济管理学院 王连娟 

王连娟，苑春荟，杨丽慧，

于  晴，张跃先 

63  人才培育项目 
社会网络骨干结构及关键节

点识别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张晓航 

张晓航，刘  爽，王岑月，

崔慧源，何奇峰 

64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网络的货币虚拟化本质

及影响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赵严冬 赵严冬，谢智勇 

65  人才培育项目 
社交网络下用户隐私感知影

响因素及行为规律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陈  霞 

陈  霞，郭龙飞，李征仁，

魏红硕，王伟鑫，白  磊，

楼舒月，林馨怡，王志慧，

沈  雨 

66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再购中顾客满意与忠诚

的时间关联及作用机制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 陈文晶 陈文晶，郑  欢，邹梦碧 

67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中继场景的欧氏空间码

构造与优化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别志松 

别志松，党青青，俞王杰，

胥  旭，丁喜鸣 

68  人才培育项目 
海量监控视频处理与深度挖

掘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苏  菲 

苏  菲，赵志诚，赵衍运，

庄伯金，易  军，花  妍，

刘  凯，陈  奇，姚波怀 

69  人才培育项目 
理工科研究生学术英语的短

语学研究 
人文学院 房印杰 房印杰 

70  人才培育项目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实效性研

究 
人文学院 郭艳玲 

郭艳玲，王  琳，崔晓玲，

杨  慧 

71  人才培育项目 
CALL 环境下促进学习者自

主的研究 
人文学院 连晶晶 连晶晶，陈  静 

72  人才培育项目 
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英语教

学创新模式的设计研究 
人文学院 郑春萍 

郑春萍，苏  友，王海波，

郭艳玲，王笑施，金  梅，

王保令 

73  人才培育项目 
汉语母语迁移对日语“语态”

习得的影响研究 
人文学院 熊  莺 

熊  莺，韩欣宇，刘天娇，

姜小凡 

74  人才培育项目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财税法

律问题研究 
人文学院 刘  淼 刘  淼 

75  人才培育项目 
非线性系统求解算法、类孤

子与拓扑研究 
理学院 吕卓生 吕卓生，马利文 

76  人才培育项目 
带双边反射的随机偏微分方

程的研究 
理学院 杨  娟 杨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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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人才培育项目 
圆柱形表面等离激元波导的

传输特性 
理学院 阎结昀 

阎结昀，杜银锁，王蓝玉，

李  杰，雷利民 

78  人才培育项目 
非线性特征值问题灵敏度分

析 
理学院 钱  江 钱  江 

79  人才培育项目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与随机游

动若干问题的研究 
理学院 鞠红杰 鞠红杰，张丽华 

80  人才培育项目 

金属微纳结构中的表面等离

子体荧光增强和传输特性研

究 

理学院 王鲁橹 王鲁橹 

81  人才培育项目 
创新性物理实验的研究与探

索 
理学院 杨胡江 

杨胡江，吴  晔，王  鑫，

杨江萍，王念川 

82  人才培育项目 

突触和离子通道噪声激励下

神经元网络的随机共振和同

步研究 

理学院 孙晓娟 孙晓娟，杨白桦，李慧妍 

83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WDM-PON的宽带有线

/无线选择性混合接入理论

与关键技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马健新 

马健新，颜玢玢，张  琦，

尹霄丽，田清华，张瑞姣，

刘  雯，郑国立，张俊杰 

84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电室内定位非视距误差

抑制和抗干扰定位方法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徐连明 

徐连明，李智峰，谢飞鹏，

阮凤立，张能元 

85  人才培育项目 DTN 网络性能测试技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袁东明 

袁东明，白云飞，李  虎，

邵  恩，王华哲，王晶洋，

杨学斌，周宁桐 

86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生物群体行为特征的认

知无线电系统 
电子工程学院 漆  渊 

漆  渊，王志国，李骏飞，

任亭亭，刘徐伟，张春莉，

徐圣喆，刘  周，黄圣兰，

陈毓飞，吕彤晖 

87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物联网的大数据流量下

网络深层分析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满  毅 

满  毅，李巍海，文思君，

张  勇，滕颖蕾，秦文聪，

袁得嵛，钟志伟，钟晓欢，

朱佳龙，周亚凌，白  轩，

苗  宇，蒋超宇 

88  人才培育项目 
毫米波准光系统及赋形面天

线的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刘小明 

刘小明，姚  远，俞俊生，

杨  诚，陆泽健，焦天栋，

龙  柯，晁永辉，吉文艳，

王海涛 

89  人才培育项目 
新一代卫新通信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刘  昆 

刘  昆，张  琦，王厚天，

赵明宇，文国莉，李  欢，

李  逍，龙柏金 

90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 Web 社会网路的跨领域

信息推荐模型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高  升 

高  升，李  岩，赵  宇，

罗  浩，李善涛，陈  达，

方  舟，李俊岑，庞华璨，

许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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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人才培育项目 
初期谷崎润一郎文学中的侦

探小说性格 
人文学院 王  雪 王  雪 

92  人才培育项目 
中国网络犯罪刑法评价体系

的构造研究 
人文学院 米铁男 米铁男，崔聪聪，田松林 

93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智慧北邮WoT平台接口规范 电子工程学院 高  英 

高  英，唐  宁，沙  晶，

昌煦超，王  一 

94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信息安全虚拟网上实验平台 计算机学院 崔宝江 

崔宝江，苏  昊，韦存堂，

王连赢，王福维，张慧云 

95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智慧校园一期系统的源代码

缺陷和性能测试 

教育信息化办公

室 
吴永娟 

吴永娟，胡  燕，徐溟鲲，

安  杰 

96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智能设备管理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吴  军 吴  军 

97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物联网服务虚拟化支撑管理

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黄小红 黄小红 

98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科研展厅移动 3D 巡展系统 计算机学院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鄂新华，

曲晓林，闭  强，孙冰清，

陈  强，马文成 

99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监控视频事件检测与分析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苏  菲 苏  菲 

100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智慧校园总体协调组工作 计算机学院 孙  岩 

孙  岩，高志鹏，孙其博，

林昭文，邹俊伟，黎  羴 

101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信息通信科学中心成果区及

生长墙实现 
网络教育学院 高  立 

高  立，吉雅泰，李  昕，

闫俊涛 

102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低碳式楼宇智能监管应用示

范 
计算机学院 孙  岩 

孙  岩，罗  红，唐绍炬，

李  乐，边世超，常  城 

103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础网络监控和管理系统 网络技术研究院 时  岩 时  岩 

104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智慧校园平台的消费数

据与学生行为分析 

人文学院，计算

机学院，电子工

程学院 

刘  颖 

刘  颖，邓小龙，李  蕾，

邹俊伟，袁彩霞，温志刚，

王明印，王博远，张凯伦，

石飞飞，祝  阳，董美秀，

石娇娇，徐伟琳 

105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机器人学虚拟实验系统的研

究与开发 
网络教育学院 孙燕莲 

孙燕莲，文福安，范春梅，

周思远，赵  康，宋  璐 

106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用户参与创新过程的泛在网

产品设计模式研究及创新教

学设计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汪晓春 

汪晓春，曹玉青，黄威迪，

郭倩雯 

107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 CDIO 的移动互联网课

程产学合作研发试点示范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纪  阳 

纪  阳，高  英，卢文凯，

王新宇 

108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智慧校园的大学生行为

和成长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 梁  燕 

梁  燕，苑春荟，万  岩，

陈文晶，黄冰俏，潘海霞，

劳  鑫，王  昕，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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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校园

就业信息管理系统研发 
网络技术研究院 刘会永 

刘会永，沈  成，李  钊，

房宇星 

110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虚实结合的物联网创新实验

平台 
电子工程学院 任维政 

任维政，杨  琪，方  沁，

姚  坤，余钟源，李浩维，

刘洪亮 

111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虚实结合的物理实验平台的

建设 
理学院 王  鑫 王  鑫，杨胡江，肖井华 

112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Wiki平台的信息安全专

业课程知识库构建 
计算机学院 李丽香 

李丽香，雷  敏，彭海朋，

杨  榆，罗  群 

113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图书馆业务数据分析服

务的学生个性化知识服务平

台 

图书馆，计算机

学院，网络技术

研究院 

董晓霞，宋美

娜，龚向阳 

董晓霞，宋美娜，龚向阳，

严潮斌，鄂海红，阙喜戎，

许  可，李高虎，王  茜，

张为杰，张  丽，施怀娟，

赵文宇，李博洋，赵  蒙，

张  昕，郑  苗，常  豆，

栾英博，杨  强，杨丰汀 

114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绿色智能高速宽带接入系统

与业务应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孙咏梅 

孙咏梅，李  慧，顾仁涛，

周  伟，王  凯，秦  军，

高  原，徐  彤，李剑飞，

曹  蓓，王金宇 

115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数字化校园平台接口设计与

开发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唐晓晟 

唐晓晟，安  杰，张  燕，

胡  燕，徐溟鲲，赵  心 

116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校园环境的二维码生成

管理方案及示范应用 
计算机学院 罗  红 

罗  红，孙  岩，米家龙，

何  青，任燕晨，梁轩然，

周  彤，左忠诚 

117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校园信息雕塑—“信息魔方”

的设计与实现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肖  倪 

肖  倪，汪晓春，曹  璐，

王  飞，纪  阳，郭倩雯 

118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教学辅助的北邮 wiki 平

台与应用 
电子工程学院 万  能 

万  能，赵同刚，林文亮，

张  璘，代  超 

119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校园高清直播点播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黄小红 

黄小红，王道佳，李子超，

徐立人，何  阳 

120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工程（一

期）——档案馆信息系统建

设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郑  凤 

郑  凤，辛玲玲，杨静宗，

张元雯，刘红玉，齐佳颖，

于  澜，范  美，程潇婷，

刘翠杰，周  思，陈润芊，

张婷婷 

121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高校的网站 CMS 系统

的设计实现 
网络技术研究院 林荣恒 

林荣恒，辛玲玲，史光耀，

马启华，任春霞，胡启镔，

吴  昊，方若洁，康  鑫，

陶  鑫，黄信力，郑海敏，

傅荣蓉 

122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微信的校园信息综合服

务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谢东亮 

谢东亮，王道佳，李子超，

徐立人，何  阳，高  阳，

张宇明，周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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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光载无线系统的物联网

信息平台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徐  坤 

徐  坤，李建强，樊宇婷，

卢  寻，何振刚 

124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中端市场的智能家居示

范应用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韩大海 韩大海 

125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Web 安全虚拟实验和抄袭检

测系统平台 
计算机学院 崔宝江 

崔宝江，王连赢，王福维，

张慧云，张海朋，李淑娟 

126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智慧校园的校园移动应

用 APP 智能推荐平台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高  升 

高  升，任雄飞，李瑾梁，

缪敏鹏，檀亚峰，张江琦，

许  鹏，张家治 

127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WoT技术的生态梨园图

像与环境监测示范应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詹志强 

詹志强，朱新宁，杨国宝，

刘  畅，龙  滢，聂  云 

128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无线开放实验室之信道仿真

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建华 

张建华，王  强，闭宇铭，

刘振子，陈  伟，邓  佳，

孙  慧 

129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无线开放实验室之收发信机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轶凡 

张轶凡，黄  赛，陈  昊，

张克终，王  坤，乔逢浩 

130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基于 WSN 的低碳智能楼宇

控制系统 
计算机学院 孙  岩 

孙  岩，罗  红，刘  兵，

彭  谦，莫宗军，李  乐，

刘子阳，程  晨 

131 
科研基础条件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NFC和强身份认证的移

动通信技术演示系统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高  盟 高  盟 

132 预研项目 
北邮量子通信领域战略规划

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李  剑 

李  剑，杨佳玉，周红福，

贾  璐，张婷婷，李凌云，

刘旭东，王  正，陈彦桦，

孙风琪，史作志，潘泽世 

133 预研项目 
大数据技术发展趋势调研及

北邮大数据发展规划建议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志鹏 

高志鹏，牛  琨，吴  斌，

李小勇，崔鸿雁，王学丽 

134 校长基金项目 

基于网络平台“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信息技术水

平测试系统的研究与建设

（一期） 

民族教育学院 张  虎 

张  虎，王学严，陈  曦，

刘丽娜，樊  玲，刘  学，

刘志鹏，杜  鹏 

135 校长基金项目 

基于网络平台“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信息技术水

平测试系统的研究与建设

（二期） 

民族教育学院 张  虎 

张  虎，王学严，陈  曦，

刘丽娜，樊  玲，刘  学，

刘志鹏，杜  鹏 

136 校长基金项目 

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

本科预科英语教学资源库建

设与应用（一期） 

民族教育学院 夏增艳 

夏增艳，托  娅，龙慧玲，

何  杨，李  俊，付慧琳，

李智远，杨京鹏，张耀忠，

王丽丽，杨  琴，贾  琳，

李  莉 

137 校长基金项目 

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

本科预科英语教学资源库建

设与应用（二期） 

民族教育学院 夏增艳 

夏增艳，托  娅，龙慧玲，

何  杨，李  俊，付慧琳，

李智远，杨京鹏，张耀忠，

王丽丽，杨  琴，贾  琳，

李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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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校长基金项目 

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民族预

科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与应用 

民族教育学院 陈  炜 

陈  炜，高云鹏，艾克热

木，杜  鹏，陈  曦， 

席晓靖，杜莹莹，鲍桐颐，

马尔旦，玛依拉，胡  博，

谢  萌，马瑞祥 

139 校长基金项目 
研究生基础培训《古典文学》

网络媒体课程建设 
民族教育学院 刘  剑 

刘  剑，刘成群，钟  华，

乌丽亚，孙海军，李继伟 

140 校长基金项目 

“少数民族预科”本科高等

数学网络试题库与智能组卷

系统的应用研究与建设 

民族教育学院 刘  学 

刘  学，张  虎，樊  玲，

陈  曦，王学严，刘丽娜，

刘志鹏，杜  鹏 

141 校长基金项目 
大学生创新实践资源库及展

示系统建设 
教务处 江微微 

江微微，郭  莉，周慧玲，

刘海洋，潘  超，肖  龙，

陈  昂，邓月明，李春平，

裴君波 

142 自选项目 
高频相控阵雷达的超精细扫

描光学延时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黄善国 

黄善国，高欣璐，翟文胜，

魏永峰，徐文静，汪  茜，

张旭楷 

143 自选项目 雷达信号智能处理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崔琪楣 

崔琪楣，邹卫霞，杜光龙，

王振宇，张雪菲，史玉龙 

144 自选项目 
新型小型化低损耗左手材料

天线研究和设计 
电子工程学院 苏  明 

苏  明，贺  庆，刘  强，

梁立明，张大印，刘亚会 

145 自选项目 高性能新结构天线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姚  远 
姚  远，俞俊生，杨  诚，

刘海瑞 

146 自选项目 
高精度雷达校准机构的结构

设计与分析 
自动化学院 李端玲 

李端玲，白国超，张忠海，

李  驰，李  贺，杜占江，

于  振，李金泉，李春霞，

王忠宝，杨海波，牛  坤，

李  政，白  磊，李  鹏，

王  ，王雪娇 

147 自选项目 RFID 宽带、高效率天线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李秀萍 

李秀萍，李  南，张学愚，

王  蒙，吉  翔，刘  盈，

邹  琴，许  博，林建峰，

朱  华 

148 自选项目 

基于表面等离激元局域场增

强效应的红外单光子探测及

其器件原理研究 

理学院 马海强 
马海强，韦克金，杨建会，

李瑞雪，朱  武 

149 自由探索项目 
多方量子密钥分发的实验研

究 
理学院 马海强 

马海强，韦克金，杨建会，

李瑞雪，朱  武 

150 处长基金项目 
基于手机客户端软件的北邮

移动街景服务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  琳 

张  琳，刘  雨，望育梅，

杨晓敏，展  欣，赵世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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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结题科技成果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安全可信的电信级生殖健康服务运

营支撑体系关键技术研究 
王晓晖 

王晓晖，宋美娜，鄂海红，

许  可，皮人杰，于艳华，

宋俊德，黎  燕，韩  晶，

张晓奇，马  琳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第九届光电子与光通信领域国际学

术会议资助申请 
任晓敏 任晓敏，徐  坤，张明伦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硅基 III-V 族纳米线的对比研究：合

成、特性表征及其纳光子学中的应

用 

任晓敏 
任晓敏，张  霞，王  琦，

颜  鑫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几何测度论与最优运输问题短期学

校与学术会议 
鞠红杰 鞠红杰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信息通信技术国际会议 杨义先 

杨义先，雷  敏，杨  榆，

罗  群，郭玉翠 

6 
国家 973 计划（个人名义参

加） 
分布式虚拟环境技术 黄  海 

黄  海，戴舒樽，谢  寅，

王延翔，姜  颖，王景煜，

钟  花 

7 
国家 973 计划（个人名义参

加） 

分布式虚实混合环境通信实时性研

究 
黄  海 

黄  海，刘  军，陶  磊，

任冶冰，付  静，李  帅，

黄  飞 

8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3G 网络管理系列标准 孟洛明 

孟洛明，李文璟，芮兰兰，

熊  翱，王智立，刘会永，

成  璐，詹志强，柯小婉，

张  杰，稽  华，林  巍，

陈兴渝，刘  星 

9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管理标准研制 孟洛明 

孟洛明，李文璟，芮兰兰，

成  璐，王颖，詹志强，

柯小婉，姚羿志，李治文，

王  峰，王  烨，王  勇，

高柏峰，李云喜，范小磊 

10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通信资源管理信息模型 第 1 部分：

业务、产品和客户 
王  颖 

王  颖，邱雪松，王智立，

熊  翱，李强强，罗  枫 

11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发展及相关公

共政策研究 
万  岩 

万  岩，潘  煜，王昭慧，

高锦萍，张甜甜 

12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分组传送网（PTN）网络管理技术

要求 第 4 部分：EMS-NMS 接口通

用信息模型 

熊  翱 

熊  翱，王  颖，王智立，

孟洛明，蒙向阳，张丽雅，

张  映，王亚鹏，邓万球，

司  昕，徐云斌，张  励，

张翠敏，成梦虹，吕良栋 

13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目录管理

技术要求 
邱雪松 

邱雪松，王  颖，王智立，

詹志强，仵东涛，许  丹，

王燕川，李  凌  



296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4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统一 IMS 网络管理接口技术要求 李文璟 

李文璟，孟洛明，芮兰兰，

王智立，亓峰，高志鹏，

高娴  

15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电信与互联网新业务新技术特性及

其法律制度咨询 
高月红 

高月红，韦再雪，张  欣，

刘奕彤，桑  林，常永宇，

杨鸿文，杨大成 

16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700MHz 无线电业务研究 张奇勋 

张奇勋，冯志勇，张轶凡，

张  月，闵  佳，赵小彤，

仇  琛 

17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基于 P2P 的多媒体业务技术要求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皮人杰，

许  可，陈  辉，宋俊德 

18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手机阅读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杨  旭 

杨  旭，彭  扬，闻  捷，

落红卫，李  巍，胡一闻，

车培荣，闫  强，舒华英 

19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2GHz TD-SCDMA/WCDMA 数字

蜂窝移动通信网演进版高速分组接

入(HSPA+)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芮兰兰 
芮兰兰，亓  峰，詹志强，

王智立，高  娴，柯小婉 

20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第三方灾备数据交换技术要求”

等标准研究 
伍淳华 伍淳华，周丽凤，李婷婷 

21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自组织网络支持应急通信（第 5 部

分） 
郑康峰 

郑康锋，武  斌，伍淳华，

高大永，张冬梅 

22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自组织网络支持应急通信（第 1 部

分） 
张冬梅 

张冬梅，武  斌，高大永，

伍淳华，郑康锋 

23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可移动终端数据同步技术要求（第

二阶段） 
鄂海红 鄂海红，宋美娜，宋俊德 

24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通信网面向应用的融合业务描述规

则技术要求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宋俊德 

25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移动游戏业务平台技术要求 张  勇 

张  勇，宋  梅，王  莉，

满  毅，王佳佳，杨  健，

王  雷，范姝男，陶小妹，

王  琼，谢青池，张  彬，

薛  云，吕景隆，陈  桦，

宋佳祥 

26 信息产业部标准研究项目 空中下载（OTA）业务技术要求 张  勇 

张  勇，宋  梅，魏翼飞，

陈广泉，王  雷，郜文美，

杨  健，刘海涛，范姝男，

邢晓江，孟令乔，崔  悦，

谢  丰 

27 
教育部（国家语委）民族语

言文字项目 
民文资源库建设工具软件 钟义信 钟义信 

28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计划（A 类） 黄  辉 黄  辉 

29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计划（A 类）

基于变胞原理的组合特性分析与应

用 

李端玲 

李端玲，廖啟征，庄育锋，

张忠海，李  贺，徐清雪，

杜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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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低成本超移动个人计算机 吴  帆 

吴  帆，范文浩，张洪光，

陈凌霄，刘  芳，于翠萍，

唐碧华 

31 
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

类项目 

论旅游景区科普策略——以“张家

界”吃黄牌为例 
何  地 何  地 

32 横向国际合作 脱机手写汉字库算法研究 张洪刚 张洪刚，马占宇 

33 横向国际合作 移动终端安全能力测试工具  程时端 程时端，王洪波，陈  超 

34 横向技术转让项目 
高速光纤通信中偏振模色散补偿方

法专利实施许可 
张晓光 张晓光，唐先锋 

35 横向技术转让项目 
自适应偏振模色散补偿装置专利实

施许可 
张晓光 张晓光，唐先锋 

36 横向项目 开放式虚拟实验教学系统研发 文福安 
文福安，孙  炜，王希萌，

曹  璐 

37 横向项目 
石景山区经济运行监测与数据共享

体系研究 
宁连举 宁连举，王  伟 

38 横向项目 城管执法常量体系研究 宁连举 宁连举，牟焕森，杨无际 

39 横向项目 TD-LTE 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冯春燕 冯春燕 

40 横向项目 
TD-LTE 大规模规划仿真平台开发

及测试 
冯春燕 冯春燕 

41 横向项目 
垃圾短信监控策略有效性评估工具

的研发 
王  莉 

王  莉，马  跃，宋  梅，

刘  洋，滕颖蕾，张  勇，

满  毅，魏翼飞，徐塞虹，

陈  墨，都晨辉，白  轩 

42 横向项目 智能分组网络关键技术研究及支撑 滕颖蕾 

滕颖蕾，刘  洋，宋  梅，

满  毅，王  莉，张  勇，

马  跃，魏翼飞，都晨辉，

徐塞虹，王  勤 

43 横向项目 
IMT-Advanced 多天线增强技术研

发第三方测试 
王  莹 

王  莹，王  强，朱  洪，

陈勇策 

44 横向项目 
北京移动到货检测产品咨询第三方

检测配合技术服务 
王卫东 

王卫东，崔高峰，王  程，

陶  振，李建新，陈  刚，

王子豪，陈  志，吴  爽，

孙家印 

45 横向项目 
游戏测评与认证平台建设游戏测试

工具咨询 
王尊亮 王尊亮 

46 横向项目 通信铁塔检测 林雪燕 
林雪燕，许良军，周怡琳，

孔志刚 

47 横向项目 北京中环信科技术调研 林雪燕 
林雪燕，黄  煜，陈斌伟，

袁志先 

48 横向项目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营业厅、10000、

网掌厅同业对比测评 
潘  煜 潘  煜，胡  春 

49 横向项目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宽带、3G 服务同

业对比测评 
潘  煜 潘  煜，高锦萍 

50 横向项目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客户综合满意度

测评咨询 
潘  煜 潘  煜，万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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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横向项目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协同研究工作平

台的数据统计分析与挖掘软件测试 
王  枞 

王  枞，古  恒，康  慨，

张  凯，魏留强，张思悦，

傅群超，陈向华 

52 横向项目 
新型宽带微波光子天线收发系统研

究 
徐  坤 

徐  坤，陈劫尘，戴一堂，

尹飞飞，杨心武 

53 横向项目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环境下大学英

语大班个性化教学 
李  平 李  平，陈  静，连晶晶  

54 横向项目 
中国移动终端市场及产业链竞争研

究 
王  琦 

王  琦，王  琳，柴  进，

王  朋，游  怡，王雅楠 

55 横向项目 大数据时代网络文化创新研究 梁  刚 
梁  刚，解珠江，甘汉莹，

薄  佳 

56 横向项目 联通云运维管理规范制定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许  可，

宋俊德，乐  冠，马  琳 

57 横向项目 
《移动终端视频质量评估体系框架

V3.0》等 5 项企业标准 
金跃辉 

金跃辉，杨  谈，崔毅东，

陈莉萍，陈希宏，金昱东，

蒋鹏程，边冠琳，吴  迪，

陈  超，张  荣，吕媛媛，

薛振文，车长通，章篷阳 

58 横向项目 
3G 业务渠道服务感知提升专项研

究 
万  岩 

万  岩，潘  煜，石文华，

林国源 

59 横向项目 测试信号分析与数据包重组软件 熊永平 
熊永平，刘  伟，丁建军，

王  瑶 

60 横向项目 LTE 基本专利数据库建设 常永宇 

常永宇，林言超，宋天阳，

张  玲，王钟雷，曾梦弦，

李汉林，任  政，周  韬，

张  帅，洪翠云，朱  晨，

侯思远 

61 横向项目 笔译翻译服务 张钫炜 张钫炜 

62 横向项目 
DOA 估计技术在阻断器、直放站干

扰排查方面应用的研究 
全庆一 全庆一 

63 横向项目 电子政务需求分析研究 张玉洁 张玉洁，孟祥武 

64 横向项目 
工程教育中大学生核心能力培养模

式研究 
李  杰 李  杰 

65 横向项目 
复杂机电系统的关键振动噪声源识

别系统研发 
陈  斌 陈  斌，高宝成 

66 横向项目 
《射频识别空中接口 PRESENT-80

安全服务加密组件》标准研究 
胡  博 

胡  博，安慧峰，李志燕，

符  饶，王  欢 

67 横向项目 定位定向显控软件优化开发 崔岩松 

崔岩松，任维政，黄建明，

王丹志，刘  欣，刘文龙，

张海鸥 

68 横向项目 中冶建设信息化系统运维服务 卢  山 

卢  山，程利义，蔡庆武，

杨  光，辛  宇，董征艺，

庞  硕，段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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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横向项目 
2011 年度中国联通河北省应用软件

维护服务（新一代 BSS 系统） 
卢  山 

卢  山，程利义，蔡庆武，

杨  光，辛  宇，董征艺，

庞  硕，段出颖 

70 横向项目 便携式卫星导航模拟器外围板设计 崔岩松 
崔岩松，王  勤，任维政，

黄建明，王丹志 

71 横向项目 
“行在西安”（iOS 版）客户端软

件开发 
崔岩松 

崔岩松，高惠平，任维政，

黄建明，袁章敬，蒲  石，

王  鹏 

72 横向项目 
欧朋浏览器年度 

（20130318-20140120）项目 
金正平 金正平，温巧燕 

73 横向项目 通信新技术验证技术服务 赵  方 
赵  方，牛  琨，张绍然，

翟万里 

74 横向项目 
“行讯通”iOS 客户端软件开发与

维护 
赵  方 

赵  方，李朝晖，牛  琨，

张  博，孙  阳，李少松，

李  昂，贾慕星 

75 横向项目 
基于 iOS 平台的“云号 CC”一期版

本客户端软件系统开发 
赵  方 

赵  方，贾红娓，牛  琨，

张  稷，卞和善，薛凯文，

贾慕星 

76 横向项目 
基于 XMPP 等通信协议的 iOS 客户

端 
赵  方 

赵  方，贾红娓，牛  琨，

张  稷，薛凯文，卞合善 

77 横向项目 
“北邮-易鼎天成联合实验室”HIS

一期软件开发 
赵  方 

赵  方，牛  琨，张  稷，

许  强，苏  帅，付莉莉，

尹家宝 

78 横向项目 
“北邮-易鼎天成联合实验室”网站

软件开发 
赵  方 

赵  方，牛  琨，苏  帅，

卞合善 

79 横向项目 
德威会员管理系统手机客户端软件

开发 
赵  方 

赵  方，贾红娓，牛  琨，

张  稷，许  强，苏  帅，

付莉莉，尹家宝 

80 横向项目 2012 年专业网管系统功能测试 吴伟明 

吴伟明，谷勇浩，王建凯，

荣东升，徐晓茵，孙振华，

陈  鹏，陈  斌，王亚坤，

林传慧，王延鹏 

81 横向项目 TD-LTE 组网技术研究与开发 吴伟明 

吴伟明，谷勇浩，荣东升，

权  瑞，徐晓茵，赵利庆，

王  豪 

82 横向项目 

糖尿病肾病的“疾病-症候-症状关

联”的临床评价指标体系与技术规

范数据库的建立及挖掘 

关建峰 
关建峰，许长桥，韩冰洁，

孟  月，石春秋 

83 横向项目 Hi-Car 无线互联网产品开发 赵  方 
赵  方，牛  琨，崔海江，

贾慕星 

84 横向项目 2013 年 LTE 设备网管接口测试 王卫东 

王卫东，王  程，曹明霞，

王  建，唐明环，张  爽，

李寒卉，刘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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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横向项目 

下一代固定移动融合终端产品研发

及应用-融合终端操作系统评测和

验证 

詹舒波 詹舒波 

86 横向项目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

发-天翼云应用运营管理系统测试 
詹舒波 

詹舒波，谈  超，尹  航，

胡辉彪 

87 横向项目 机器人力觉反馈遥控装置前期测试 黄  海 
黄  海，崔原豪，张荣辉，

魏  臻，刘学，黄佳怡 

88 横向项目 连锁餐饮企业物流系统软件 翁  迅 
翁  迅，苏志远，李忠明，

张经天，蒋  烁，项  导 

89 横向项目 中冶建设信息化项目技术咨询 卢  山 

卢  山，程利义，蔡庆武，

杨  光，辛  宇，董征艺，

庞  硕，段出颖 

90 横向项目 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服务 曾志民 

曾志民，刘芳芳，王晓军，

张本卿，尚亚娜，陈  硕，

李  博，陈明哲，赵亚兰 

91 横向项目 
郑州邮政速递物流邮件处理中心工

艺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图设计 
王  飞 王  飞，徐  庆，顾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