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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调查问卷报告 ......................................................... 舒华英等 （142） 

身份与位置分离的新型路由体系中大规模地址                                      

映射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 ....................................................................... 王文东等 （142）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准精农业综合信息支撑系统算法研究 ..................... 谢东亮等 （143） 

基于 MIMO-OFDM 的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分集同步方法的研究 ....... 尹长川等 （144） 

一般纵向项目研究成果 

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发展 ................................................................. 赵保国等 （145） 

面向创新服务机构技术服务应用支撑平台 ..................................................... 张玉洁等 （145） 

贫困大学生就业弱势剖析与援助模式探索——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 ......... 陆若然等 （146） 

北京市昌平区“十二五”融资规划 ..................................................................... 逄金玉等 （146） 

中央电信企业 3G 网络演进策略研究 .............................................................. 吕廷杰等 （147） 

国内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研究（B）                                        

——国内互联网治理的现状 ................................................................... 吕廷杰等 （148） 

面向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手机软件平台 ......................................................... 孟祥武等 （149） 

3G 数字音乐开发 ............................................................................................... 邓  芳等 （149） 

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 2011-2012 年度用户满意度测评 .......................... 闫  强等 （150） 

全市电子政务项目意向库管理办法及规范研究 ............................................. 舒华英等 （150） 

量子隐蔽通信协议的研究 ................................................................................. 陈秀波等 （151） 

信息隐藏基础理论研究 ..................................................................................... 钮心忻等 （152） 

全网环境下的安全防御技术研究 ..................................................................... 杨义先等 （152）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与话语创新 ......................................... 李全喜等 （153） 

我国结构化金融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研究 ..................................................... 赵秀娟等 （154） 

粒子群优化混合算法研究与分析 ..................................................................... 赵新超等 （154） 

片上众核处理器的低功耗技术研究 ................................................................. 黄建明等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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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 ............................................................................. 秦素娟等 （156） 

物联网知识校园行 ............................................................................................. 冯甦中等 （156） 

信息与通信知识科普基地 ................................................................................. 冯甦中等 （157） 

首届两岸和平论坛视觉识别系统 ..................................................................... 盛  卿等 （157）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 ......................................................................... 裴晓军等 （158） 

数据中心网络的流量控制与优化算法研究 ..................................................... 王洪波等 （159） 

增强现实装配系统中虚实对象感知机制与方法研究 ..................................... 孙汉旭等 （159） 

横向合作（国际）项目 

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人机交互技术知识产权合作 ......................................... 王卫东等 （160）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Image Set ................................................................ 苏  菲等 （161） 

可配置 MIMO 天线研发 ................................................................................... 李秀萍等 （161） 

MM 推荐中的大数据应用算法 ......................................................................... 温巧燕等 （162） 

楼宇安全监控平台之告警管理和配置管理 ..................................................... 金正平等 （162） 

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Key Techniques for                              

3GPP LTE-Advanced（Ⅳ） .................................................................... 崔琪楣等 （163） 

以内部客户满意度驱动的信息化水平评价 ..................................................... 闫  强等 （164） 

城市 IT 应用之基于 IT 手段的楼宇能源模型 ................................................. 温巧燕等 （164） 

工业病毒行为分析和建模 ................................................................................. 温巧燕等 （165） 

高效多点无线通信协议的研究 ......................................................................... 杨鸿文等 （165） 

Soft LTE and Open Network ............................................................................... 郑  侃等 （166） 

手机病毒数据挖掘软课题 ................................................................................. 宋美娜等 （166） 

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人机交互技术知识产权 ................................................. 孙  卓等 （167） 

大陆移动基站绿色监控系统市场调查 ............................................................. 吕廷杰等 （168） 

Forecasting of Solar Radiation via Semi- supervised                              

Manifold Learning with L1-Graph Regularization ..................................... 王海婴等 （169） 

M2M 技术研究及验证方法的研究 ................................................................... 王卫东等 （169） 

Software-development for SDR based LTE FDD Uplink ................................... 王卫东等 （170） 

IRC 技术与 RRM 算法对 LTE 系统共存影响的研究 ..................................... 王卫东等 （170） 

频域非线性效应估计方法的验证和研究 ......................................................... 乔耀军等 （171） 

IPv6 过渡技术研发 ............................................................................................ 黄小红等 （171） 

SystemVue Optic Modeling ................................................................................ 张  杰等 （172） 

Research on IOT Markets and Demands for IOT Tools ...................................... 齐佳音等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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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系统性能研究和系统级仿真 ..................................................................... 杨鸿文等 （173） 

多天线传输中的自适应预编码研究 ................................................................. 杨鸿文等 （173） 

Web Based Text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Mining ...................................... 王小捷等 （174） 

基于依存图模型的实时查询扩展算法 ............................................................. 袁彩霞等 （174） 

TDD LTE-Advanced 小型基地局技术的研究 .................................................. 李立华等 （175） 

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III） .................................................... 崔琪楣等 （175） 

超高频 RFID 智能天线阵消除读取空洞 .......................................................... 李秀萍等 （176） 

基于互联网的声学模型训练库的构建 ............................................................. 刘  刚等 （176） 

电信安全评估平台研发 ..................................................................................... 朱洪亮等 （177） 

行业智能信息技术之流程模板化 ..................................................................... 温巧燕等 （177） 

基于视频数据的水印技术研发 ......................................................................... 袁开国等 （178） 

中国手机市场技术调查分析 ............................................................................. 吕廷杰等 （178） 

基于三星智能手机的应用开发 ......................................................................... 张  琳等 （179） 

绿色 3G 路由器系统与应用的研究开发 .......................................................... 张  琳等 （180） 

Developing a Customized Prototype System for Video                             

Monitoring of the Non- Human Primates (NHPs) Behaviors ..................... 苏  菲等 （180） 

物联网标识管理系统 ......................................................................................... 孙松林等 （181） 

行业智能信息技术之企业架构 ......................................................................... 温巧燕等 （182） 

行业智能信息技术之云计算 IT 应用 ............................................................... 温巧燕等 （182） 

横向合作（国内） 

北京雅驿欣科技有限公司战略研究 ................................................................. 吕廷杰等 （183） 

射频器件小型化、多频、可调技术 ................................................................. 姚  远等 （183） 

基于 Linux 和 mesh 无线通信接入系统研究 ................................................... 杨  军等 （184） 

新浪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微乐汇”1.5 版本                                          

客户端软件系统更新及开发 ..................................................................... 赵  方等 （184） 

集成化信息处理模块 ......................................................................................... 唐  进等 （185） 

基于 IMS 的群组管理设计及功能实现 ............................................................ 张成文等 （185） 

大兴安岭地区门户网站规划与开发 ................................................................. 宁连举等 （186） 

网络流量综合分析系统 ..................................................................................... 王  雷等 （186） 

3G 无线互联网视频业务用户体验质量指标及其主客观评价方法研究 ....... 魏  芳等 （187） 

任务型教学法下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探究 ..................................................... 师庆刚等 （188） 

“行讯通” iOS 客户端软件(一期、二期) .......................................................... 赵  方等 （188） 

沃版本“行讯通”iOS 客户端软件开发 .............................................................. 赵  方等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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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材料设计与开发在科技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刘  丽等 （189） 

Android 平台虚拟环绕声的研究与实现 .......................................................... 刘书昌等 （190） 

LTE/LTE-A 仿真平台建设及网络性能评估 ..................................................... 牛  凯等 （190）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同声”Beta 版本                                                

客户端软件系统更新及开发 ..................................................................... 赵  方等 （191） 

智慧医疗产品软件开发 ..................................................................................... 赵  方等 （191） 

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                                             

——分布式 P2P 重叠网软件部署测试 .................................................. 詹舒波等 （192）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发                                                   

——基于 AMS 操作系统的 WIDGET 引擎测试................................... 詹舒波等 （192）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发                                                   

——天翼云应用开发环境测试服务 ....................................................... 詹舒波等 （193） 

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                                             

——现网环境部署及测试 ....................................................................... 詹舒波等 （193） 

三网融合环境下的新型通信与信息服务融合应用                                       

研发及示范——DSN 调研采购 .............................................................. 詹舒波等 （194） 

下一代移动承载网络回传网体系架构及关键技术研究 ................................. 李  莉等 （194） 

电子收费专用短程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软件 ................................................. 黄小红等 （195） 

舆情监测软件开发 ............................................................................................. 李朝晖等 （195） 

智能视频内容综合处理系统 ............................................................................. 张洪刚等 （196） 

campost 邮政综合处理系统投递子系统通信接口开发 ................................... 时良平等 （196） 

统一用户管理与单点登录系统 ......................................................................... 杨旭东等 （197） 

HTML5 应用开发环境采购 .............................................................................. 双  锴等 （198） 

中医温病整体医案相似度计算系统 ................................................................. 李忠明等 （198） 

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应用中间件开发（管理部分）                                       

——云资源调度中间件部署测试 ........................................................... 双  锴等 （199） 

动态参数测试和模拟设备研制 ......................................................................... 唐  进等 （199） 

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                                             

——IMS P2P 升级改造部署测试 ........................................................... 双  锴等 （200） 

LTE 异构网的关键技术研究 ............................................................................. 林雪红等 （200） 

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空间数据采集处理系统采集版本 ................................. 芦鹏飞等 （201） 

智能情报分析软件包 ......................................................................................... 李  蕾等 （201） 

儿童学习能力测评和矫正开放平台 ................................................................. 林荣恒等 （202） 

日韩企业科技创新专利跟踪分析 ..................................................................... 王  枞等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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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标签天线开发........................................................................................... 李秀萍等 （203） 

CM-IMS 关键技术及铁通网改研究 ................................................................. 苏  森等 （203） 

车联网技术应用展示系统设计与实现 ............................................................. 刘志晗等 （204） 

智能 PushMail 网关 ........................................................................................... 周  锋等 （204） 

高速相干光通信用 QAM 发送机研发 ............................................................. 李建强等 （205） 

中国民生银行外网教育培训平台安全解决方案 ............................................. 郑康锋等 （205） 

网上考试系统 ..................................................................................................... 李建伟等 （206） 

某网络监管技术研究 ......................................................................................... 袁玉宇等 （206） 

HahaLili 网站开发 ............................................................................................. 高泽华等 （207） 

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 2012 年中高端客户满意度测评 ................................... 石文华等 （207） 

物流行业中营销人员培养发展规划 ................................................................. 赵  玲等 （208） 

手机射频自动测试系统的推广与应用 ............................................................. 李书芳等 （208） 

图库管理信息系统 ............................................................................................. 时良平等 （209） 

QAM 调制码型的数字相干接收算法研究 ...................................................... 喻  松等 （209） 

包件分拣机载运系统 ......................................................................................... 时良平等 （210） 

视频背景制作 ..................................................................................................... 高泽华等 （210） 

西北化工销售公司创新服务应用研究 ............................................................. 赵保国等 （211） 

生物特征加密中的指纹盲对齐算法 ................................................................. 苏  菲等 （211） 

智能手机视频监控客户端软件开发 ................................................................. 陈莉萍等 （212） 

TD-LTE 高铁组网干扰抑制关键技术研究及仿真 .......................................... 张  欣等 （212） 

唐山市丰润区权力运行电子监控系统开发（第二期） ................................. 蔺志青等 （213） 

移动互联网安全测试服务 ................................................................................. 邓  芳等 （213） 

基于 WebService 方式的融合通信系统 ............................................................ 李静林等 （214） 

基于 XEN 的虚拟机备份技术研究及开发 ....................................................... 王洪波等 （214） 

多频扼流圈卫星接收天线设计 ......................................................................... 袁开国等 （215） 

基于云计算的垂直搜索引擎系统开发 ............................................................. 王洪波等 （215） 

微博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 齐佳音等 （216） 

基于 OpenStack 的云资源管理系统开发 ......................................................... 王洪波等 （216） 

雷达通信一体化（网络分系统）研究与开发 ................................................. 张  勖等 （217） 

兼容 Amazon S3 的云存储平台研究及开发 .................................................... 王洪波等 （217） 

分布式通信中间件原型研发 ............................................................................. 崔毅东等 （218） 

室内业务建模、数据挖掘及数据库开发 ......................................................... 孙松林等 （218） 

科技新星评审专家库开发 ................................................................................. 杨文川等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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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Advanced 新型无线资源管理研究及验证”                                      

项目第三方测试 ....................................................................................... 许晓东等 （219） 

号码绑定管理数据库（一期） ......................................................................... 杨文川等 （220） 

3G 电信增值业务运营支持系统 ....................................................................... 杨文川等 （220） 

“IMT-Advanced 多址技术研发”项目第三方测试 ............................................ 许晓东等 （221） 

雷电电磁信号波形特征实时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王海婴等 （221） 

移动云计算关键技术研究与业务开发 ............................................................. 胡  铮等 （222） 

多终端协同通信业务控制技术研究 ................................................................. 胡  铮等 （222） 

面向电信 2.0 的咨询数据库管理平台（一） .................................................. 周春燕等 （223） 

面向电信 2.0 的咨询数据库管理平台（二） .................................................. 周春燕等 （223） 

中国民生银行培训学院信息化规划 ................................................................. 周春燕等 （224） 

2009 年中国联通河南原综合营帐应用软件更新改造工程 ............................ 卢  山等 （224） 

谷歌业务监管政策研究 ..................................................................................... 李欲晓等 （225） 

GPON 网络服务质量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 刘  勇等 （225） 

TD-LTE-Advanced 增强多天线技术研究与标准化支撑 .................................. 王亚峰等 （226） 

视听新媒体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 李欲晓等 （226） 

中山移动传感器网络仿真平台 ......................................................................... 张  闯等 （227） 

古今中医温病整体医案信息处理系统开发 ..................................................... 李忠明等 （227） 

中山移动传感器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 张  闯等 （228） 

视频相关技术演示系统开发 ............................................................................. 徐雅静等 （228） 

基于网络演算的多业务无线网络容量配置方法研究 ..................................... 高月红等 （229） 

跨层控制技术 ..................................................................................................... 张  杰等 （229） 

供应链的定量风险研究 ..................................................................................... 杨  旭等 （230）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投资管理模式研究 ............................................................. 车培荣等 （230） 

实时海量数据分析关键技术及其工具 ............................................................. 赵  耀等 （231） 

光通信关键技术及器件发展趋势 ..................................................................... 黄惠英等 （231） 

通信干扰 QoE 评估与测试 ............................................................................... 杜海清等 （232） 

用友 U8 &TurboCRM Android 平台移动应用开发 ......................................... 崔毅东等 （232） 

用友 U8MA-Android 应用开发 ......................................................................... 陈莉萍等 （233） 

女干部成长、成才、成功的规律研究 ............................................................. 许叶萍等 （233） 

无线网络定位技术研究 ..................................................................................... 罗新龙等 （234）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探索 ............................................................. 郑春萍等 （234） 

局域网流量分析控制系统的研发 ..................................................................... 何  刚等 （235） 

WCDMA 系统的信令及业务分析平台 ............................................................ 张英海等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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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促销礼品派发 APP 开发 ....................................................................... 牛少彰等 （236） 

星载处理与交换及星地一体化技术研究 ......................................................... 王晓湘等 （236） 

TD-LTE 网络性能仿真技术研究与开发 .......................................................... 张天魁等 （237） 

中国电信 2012 年渠道服务质量测评调查 ....................................................... 张爱华等 （237） 

GPRS Gb 接口信令分析系统 ........................................................................... 廖  青等 （238） 

LTE 设备网管接口测试 ..................................................................................... 王卫东等 （239） 

2012 年 LTE 设备网管接口测试 ....................................................................... 王卫东等 （239） 

终端新型关键技术测试验证 ............................................................................. 金跃辉等 （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建设研究——以宁波为样本 ................................. 齐英艳等 （240） 

交互电视服务系统 ............................................................................................. 王志谦等 （241）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信息传输与发布技术 ................................................. 孟祥武等 （241） 

交通监控视频信息智能分析与应用 ................................................................. 王卫东等 （242） 

李白饮酒展项软件制作 ..................................................................................... 高  盟等 （243） 

电子通信行业研究和风险评估 ......................................................................... 张生太等 （243） 

农产品加工中心办公自动化系统开发 ............................................................. 苏志远等 （244） 

全国农产品加工预警信息直报与汇总综合管理与                                       

服务平台（汇总统计模块）开发 ........................................................... 苏志远等 （244） 

900MHz 频段 WCDMA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及                                 

1800MHz 频段 LTE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 .......................................... 王卫东等 （245） 

UHF 频段 FDD-LTE 与 TDD-LTE 系统间干扰共存研究及 LTE（LTE-Advanced）             

与数字广播电视（DTMB）干扰共存研究 ........................................... 王卫东等 （245） 

WCDMA R99 综测仪关键技术开发 ................................................................. 徐文波等 （246） 

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公司移动介质安全建设 ......................................... 张  华等 （246） 

中免集团信息化规划及电子商务模式研究 ..................................................... 杨学成等 （247） 

数据存储加密系统 ............................................................................................. 李  晖等 （247） 

RFID 标签天线开发........................................................................................... 李秀萍等 （248） 

保险信息管理系统项目技术服务 ..................................................................... 刘培植等 （249） 

物联网应用生成环境（MAGE）研发-素材及模板开发 ................................ 赵成林等 （249） 

保险信息管理系统项目技术服务（二期） ..................................................... 刘培植等 （250） 

安防管理系统联动协议的设计 ......................................................................... 宋  晴等 （250） 

南方基地全成本管理体系研究 ......................................................................... 车培荣等 （251） 

健康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分析与诊断指标研究 ............................................. 车培荣等 （251） 

TD-LTE 规模部署和应用阶段发展关键问题研究 .......................................... 闫  强等 （252） 

数字音频 AM/FM 广播系统及算法仿真（二期） .......................................... 刘培植等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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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 李欲晓等 （253） 

四川移动 2012 年基于客户的运营效益评价体系 ........................................... 黄逸珺等 （253） 

一种应用于统计行业网站中的数据处理模块 ................................................. 芦鹏飞等 （254） 

开发“EVDO 系统业务性能动态仿真平台” ..................................................... 张  欣等 （254） 

网络流量监测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 陈陆颖等 （255） 

智能巡检系统 PDA 终端应用软件开发 ........................................................... 曹  静等 （255） 

高铁运行列车对广播电视的电磁辐射影响的研究 ......................................... 刘凯明等 （256） 

关于大北京经济圈的构建及首都优势产业跨区域合作咨询研究 ................. 孙启明等 （257） 

安全评估体系研究、规范制定及工具开发-自定义系统漏洞扫描工具 ........ 苏  森等 （257）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 金  梅等 （258） 

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中速）安全加密子系统 ............................................. 李  晖等 （259） 

中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 2012 年客户综合满意度及服务触点感知测评 ....... 石文华等 （259） 

集群通信安全仿真系统软件转让 ..................................................................... 李  晖等 （260） 

宽带无线接入技术业务发展及其监管政策研究 ............................................. 吴湛击等 （260） 

中国总会计师队伍文化建设研究 ..................................................................... 傅四保等 （261） 

面向物联网的移动核心网技术研究 ................................................................. 冯春燕等 （262） 

数据恢复实训系统 ............................................................................................. 修佳鹏等 （263） 

基于 GIS 的装维管理系统软件 ........................................................................ 李巍海等 （263） 

H.264 视频智能分析算法研究 .......................................................................... 喻  松等 （264） 

高清智能视频管理平台研发 ............................................................................. 马  跃等 （265） 

物流风险管控体系—供应商管理库存统一运作模式与实施风险研究 ......... 彭若弘等 （265） 

背景知识库构建与开发技术研究 ..................................................................... 谭咏梅等 （266） 

移动互联网数据转换网关数据分析系统软件开发 ......................................... 张笑燕等 （266） 

中国移动终端市场竞争研究 ............................................................................. 王  琦等 （267） 

AICL 系列产品的界面优化设计 ...................................................................... 李  霞等 （268） 

民用智能 IC 卡表和燃气泄漏报警远程监控系统 ........................................... 庄育锋等 （268） 

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 ......................................................................................... 孙丹丹等 （269） 

天然气加气站站用管理系统 ............................................................................. 庄育锋等 （269） 

新型数据网设备网管接口测试平台的研发 ..................................................... 滕颖蕾等 （270） 

ARM11 微机板 ................................................................................................... 庄育锋等 （270） 

电梯运行安全监测管理信息平台标准制定合同 ............................................. 李  宁等 （271） 

基站和机房能耗模型 ......................................................................................... 彭若弘等 （271） 

阵列天线 FDTD 算法计算 ................................................................................ 孙丹丹等 （272） 

基于数据挖掘和协同过滤的个性化推荐技术和平台研究 ............................. 卢美莲等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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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满意度测评咨询服务 ................................................................................. 石文华等 （273） 

客户消费行为管理分析研究 ............................................................................. 吕廷杰等 （273） 

科技情报辅助系统 ............................................................................................. 李  蕾等 （274） 

CMGM-70/70-A 型控制力矩陀螺本体力学分析 ............................................ 汪晓春等 （275） 

证券业关键业务系统代码质量保证检查方法与工具研究 ............................. 金大海等 （275） 

LTE MIMO 相关标准及下行配对算法研究..................................................... 王  莹等 （276） 

LTE-A TDD 增强技术的链路级性能评估 ........................................................ 郑  侃等 （276） 

高端数控机床智能光控单元样机研发 ............................................................. 王晨升等 （277） 

安全软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 ............................................................................. 李欲晓等 （277） 

LTE-Advanced 基带算法研究及平台实现 ....................................................... 郑  侃等 （278） 

LTE 的电磁兼容性能与电磁辐射性能研究 ..................................................... 石  丹等 （278） 

基于力感应触摸屏的人机交互技术研究与开发 ............................................. 郭文明等 （279） 

国米万年贡品牌价值延伸与增值研究 ............................................................. 王  欢等 （279） 

压缩感知无线终端中的应用研究 ..................................................................... 刘  雨等 （280） 

高阶调制下的联合信道编码技术研究 ............................................................. 吴湛击等 （281） 

窄带电力线通信研究项目 ................................................................................. 赵  慧等 （281） 

语言运用和语言获得及其应用价值的研究 ..................................................... 刘琳琪等 （282） 

建筑物雷电流分流 3D 显示软件开发 .............................................................. 牛少彰等 （282） 

虚拟高尔夫训练娱乐系统 ................................................................................. 贾庆轩等 （283） 

基于 XEN 的分布式虚拟交换机软件开发 ....................................................... 王洪波等 （283） 

海淀园国际化人才实训评估 ............................................................................. 刘  丹等 （284） 

中国食品技术网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郭玉翠等 （284） 

高性能 IPv4/IPv6 无缝融合系统....................................................................... 赵  钦等 （285） 

交际主体的语言形式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与提升 ............................................. 刘琳琪等 （285） 

香港创业板上市法律研究 ................................................................................. 潘修平等 （286） 

手机阅读 BI 架构调研及专题分析 ................................................................... 王  琦等 （286） 

天翼手机网 O2O 商业模式及运营方案研究 ................................................... 吕廷杰等 （287） 

LTE 基本专利数据库建设 ................................................................................. 纪  红等 （288） 

非线性预编码技术研究和性能分析 ................................................................. 郑  凤等 （288） 

全球电信运营企业发展报告（2011-2012）：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 .......... 何  瑛等 （289） 

新理念数字化教育与研究基地 ......................................................................... 刘爱军等 （290） 

通信运营支撑系统测试相关技术研究 ............................................................. 滕颖蕾等 （290） 

基于区域化的网络环境分析方法研究 ............................................................. 滕颖蕾等 （291） 

北京联通 2012 居民小区 WCDMA 覆盖评估研究 ......................................... 孙松林等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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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营业厅转型规划 ......................................................................................... 刘克选等 （292） 

分布式联合处理系统的信号处理及资源调度 ................................................. 张天魁等 （292） 

数字内容管理平台 DRM 系统研发 .................................................................. 张  茹等 （293） 

物联网感知汇聚接入和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研究 ................. 张永军等 （293） 

UMTS 测试终端开发......................................................................................... 林家儒等 （294） 

移动网络小数据量业务优化技术研究 ............................................................. 冯春燕等 （294）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通信行业职业分类修订二期 ............................................. 曾志民等 （295） 

LTE 覆盖及覆盖增强技术研究 ......................................................................... 曾志民等 （295） 

大学英语多媒体素材建设与应用 ..................................................................... 范姣莲等 （296）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服务（第五期 2012 年） ................................... 范姣莲等 （297） 

异构网络及组网研究 ......................................................................................... 韦再雪等 （297）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服务（第五期 2011 年） ................................... 范姣莲等 （298） 

国家规定报刊投递情况调查 ............................................................................. 赵国君等 （298） 

网络恶意代码查杀及网络信息安全系列技术研发 ......................................... 马兆丰等 （299） 

无源 MIMO 天线性能的关键指标研究和有源 MIMO                                    

天线的测试方法研究及试验验证 ........................................................... 曲昭伟等 （299） 

依托网络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 莫  茜等 （300） 

H.264 视频质量诊断研究 .................................................................................. 喻  松等 （301） 

三维有限差分网格的大规模显示算法研究 ..................................................... 余  文等 （301） 

数字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方案 ......................................................................... 张立华等 （302） 

云安全管理平台及终端安全管理辅助研发 ..................................................... 马兆丰等 （302） 

原型界面优化及 Openflow 协议实现 ............................................................... 张海旸等 （303） 

天线美化罩损耗测试 ......................................................................................... 黎淑兰等 （303） 

面向各类终端的视频服务平台 ......................................................................... 刘传昌等 （304） 

手机视频系统软件开发 ..................................................................................... 张笑燕等 （304） 

残疾人基层服务机构免费上网工程制度建设 ................................................. 闫  强等 （305） 

2012 年总体投资后评估 .................................................................................... 闫  强等 （305） 

Comware V7 FCoE 协议二期开发 .................................................................... 尹长川等 （306） 

Comware LIPC over IP 的技术开发 .................................................................. 尹长川等 （306） 

SYSLOG,3GMODEM,E1,T1 MIB 开发 ............................................................ 尹长川等 （307） 

新风热回收智能监控系统 ................................................................................. 杨  军等 （307） 

海淀图书馆新馆建设可行性论证 ..................................................................... 严潮斌等 （308） 

手机 Key 系统 .................................................................................................... 牛少彰等 （308） 

网络结构评估优化分析系统配套功能 ............................................................. 叶  文等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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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研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思路 ..................................... 刘  宇等 （309） 

满洲里电子口岸通关平台 ................................................................................. 王军平等 （310） 

财务管理学科前沿报告 2011 ............................................................................ 何  瑛等 （310） 

校级项目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 李全喜等 （311） 

后勤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研究 ......................................................................... 王宏原等 （312） 

我国驻地网接入问题的法律研究 ..................................................................... 娄耀雄等 （313） 

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战略研究 ................................................................. 纪越峰等 （314） 

面向物联网服务的传感器节点故障容忍机制研究 ......................................... 高志鹏等 （314） 

高等学校领导人才胜任力研究 ......................................................................... 王亚杰等 （315） 

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一览表 ........................................................... （316） 

其它结题科技成果 

其它结题科技成果一览表 ................................................................................................... （325）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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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密度非均匀下的异构无线

组网新技术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张  平；陶小峰；

张建华；冯志勇；

赵先明；向际鹰 

2 
城市室内外无缝高精度定位导

航关键技术与应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首科信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中卫星空移动

多媒体网络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

国传媒大学 

邓中亮；吕子平；

施浒立；刘  雯；

邓纶晖；余彦培； 

徐连明 

3 
移动通信信息服务中大数据挖

掘与支撑关键技术及应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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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神经元及其网络系统的放电活

动、节律和集群行为的动力学

研究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2 年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北方工业大学 

陆启韶；王青云；

杨卓琴；孙晓娟；

石  霞；段利霞 

5 
基于光纤传感技术的输电线路

无源在线监测系统 

江西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信

息通信分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李路明；张治国；

蔡志民；杨济海；

孙  欣；罗耀明 

6 
一种性能指标值正常波动范围

的动态确定方法及其装置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于艳华；王海清；

宋俊德；潘阳发；

林春庭；任志军 

7 
基于移动通信广播网络的高精

度位置服务关键技术与应用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首科信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中卫星空移动

多媒体网络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

国传媒大学；长虹佳华数

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邓中亮；徐连明；

刘  雯；吕子平；

施浒立；邓纶晖； 

李卫宁；关维国；

余彦培；袁  协；

李  序；蒋卓勤； 

张  杰；杨  磊 

8 
宽带移动通信频谱高效利用技

术创新与应用研究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无线

电监测中心；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冯志勇；黄  标；

孟德香；郎保真；

张奇勋；矫  健； 

张冬晨；张轶凡；

李景春；谭海峰；

王首峰；徐晓燕； 

方  箭；梁  童；

李行政 

9 

面向多体制多频共存移动通信

系统的终端共形天线技术、标

准和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工信部电

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天珑移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刘元安；肖  雳；

苏  明；于翠屏；

张兴海；郭  林； 

（邓晓丹；黎淑兰；

吴永乐；刘  芳；

唐碧华；穆冬梅； 

王卫民；刘凯明；

谢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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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0 
适用于云计算环境下的高性能

网络流量异常监控系统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沈继业；左  磊；

张玉洁；孟祥武；

赵  粮 （陈景妹； 

于  旸）

 

11 
路由器及其测试平台的关键技

术和应用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龚超美；甘玉玺；

胡龙斌；丁国兴；

朱红军（张永军；

顾仁涛；吴  波；

范  亮；龚斌伟；

吴少勇；杨  瑾；

胡  剑；郑斌儒；

王怀滨） 

12 

《移动用户个人信息管理业务

总体技术要求》等 10 项行业标

准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

究院 

鄂海红；宋美娜；

杨  波；杨  健；

李家姿；王  雷； 

匡晓烜 

13 
卫星/WiFi/INS/图像等多模融

合高精度全空间定位技术 

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北京邮电大学 

罗海勇；赵  方； 

朱珍民；贾红娓；

沈燕飞；唐  熊；

李朝晖；史红周；

陈援非；叶  剑 

14 
星地一体室内外无缝位置服务

平台与应用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创新成果奖 
北京邮电大学 

邓中亮；徐连明；

吕子平；施浒立；

刘  雯；邓纶晖； 

李正武 

15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北京青年 

科技奖 
北京邮电大学 彭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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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授权专利 

（共计：242 项。其中：发明专利：231 项；实用新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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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继合作传输网络的帧结构

中设置自适应转换点的方法 

田  辉；张  平； 

杨  宁；陈莎莎； 

赵  澍；陶小峰 

ZL 2007 1 0064271.3 2007-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3 

2 

支持WiMAX 多业务传输的光综

合交换 OIS 网络应用的 RPU 控

制协议 

高泽华 ZL 2007 1 0090977.7 2007-3-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9 

3 
支持WiMAX 多业务传输的基于

WDM 的光综合交换 OIS 网络 
高泽华 ZL 2007 1 0090978.1 2007-3-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 

4 一种 P2P 流量识别系统和方法 

裘晓峰；武穆清；

廖  青；靳  浩；

赵  粮；张春红；

朱新宁；马明辉 

ZL 2007 1 0098647.2 2007-4-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5 
电容和电感耦合的超高频 RFID

通用标签天线 
李秀萍；杜  挺 ZL 2007 1 0119187.7 2007-7-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0 

6 
一种多子信道的多输入多输出

预编码处理方法 

李立华；张  平；

武  平；陶小峰；

周  华 

ZL 2008 1 0055866.7 2008-1-10 
北京邮电大学 

富士通株式会社 
2013-1-30 

7 
一种实现网络选择的方法和装

置 

崔鸿雁；蔡云龙；

朱丽凤；严强君；

胡  波；高  原；

姜玮薇；李雨川；

吴  磊；刘  菁；

夏  斌 

ZL 2008 1 0134612.4 2008-7-2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27 

8 
向用户提供用户的设备参与的

会话的方法和装置 

卢美莲；韩传叶；

王立才；孙成振 
ZL 2008 1 0223270.3 2008-9-2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9 
基于势函数构造拥塞丢包隶属

度函数的方法 

苏  放；甄雁翔；

向慧侃；范英磊；

李智慧 

ZL 2008 1 0226993.9 2008-1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20 

10 
异构网络中不同丢包模式隶属

度函数的构建方法 

甄雁翔；苏  放；

向慧侃；范英磊；

李智慧 

ZL 2008 1 0240187.7 2008-12-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20 

11 
光的 OFDM 系统中单边带光信

号的调制方法和发射装置 

乔耀军；宁  婧；

刘学君；杜  晓；

纪越峰 

ZL 2009 1 0076418.X 2009-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1 

12 
一种光分组的全光交换方法、系

统及装置 

忻向军；张  琦；

余重秀；赵同刚；

桑新柱；王葵如；

马建新；李书文；

房  杰；王拥军 

ZL 2009 1 0076750.6 2009-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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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13 
一种多天线系统中的接收信号

处理方法和装置 

张建华；张炎炎； 

张志燕；张  平； 

刘宝玲 

ZL 2009 1 0078860.6 2009-3-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7 

14 
宽带移动通信中利用压缩感知

减少导频数的信道估计方法 

牛  凯；贺志强；

别志松，王东昊；

徐文波；董  超；

于光炜 

ZL 2009 1 0079441.4 2009-3-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15 
一种多天线系统中基于波束赋

形的数据传输方法和基站 

许晓东；李静雅；

陈  鑫；章  辉；

郝志洁；张忠起；

赵英宏；陶小峰；

张  平 

ZL 2009 1 0080049.1 2009-3-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7 

16 
用于多流数据的解调方法和系

统 

崔琪楣；陶小峰； 

杨  姗；徐月巧； 

张  平 

ZL 2009 1 0083091.9 2009-4-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17 
应用跨函数分析的软件测试方

法 

宫云战；金大海；

肖  庆；杨朝红；

陈俊亮 

ZL 2009 1 0084547.3 2009-5-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18 
一种认知无线电网络中的频谱

分配方法及装置 

纪  红；李希金；

李  屹；李  曦；

梅敬青；毛  旭；

王成金 

ZL 2009 1 0085346.5 2009-5-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0 

19 协作节点单元选择方法及装置 

许晓东；章  辉；

陶小峰；李静雅；

陈  鑫；张忠起；

郝志洁；赵英宏；

刘婧雯；张  平 

ZL 2009 1 0085705.7 2009-5-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13 

20 一种多小区联合传输方法 

李立华；张  平；

王  骥；冉  静； 

周  华 

ZL 2009 1 0149495.3 2009-6-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21 
一种无线接入网络的分布式自

愈方法和系统 

冯志勇；张  平；

范  典；谭  力；

黎文边；田  方；

张奇勋 

ZL 2009 1 0087974.7 2009-6-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22 
一种分布式网络路由选择方法

和路由设备 

田  辉；张  平；

江  帆；王稀君；

胡  铮 

ZL 2009 1 0087973.2 2009-6-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24 

23 Falcon 力反馈设备保护装置 
贾庆轩；于  洋；

高  欣；孙汉旭 
ZL 2009 1 0088009.1 2009-7-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24 
一种航空电信网的路由测试方

法及路由器虚拟机 
高占春；蒋砚军 ZL 2009 1 0150127.0 2009-7-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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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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协作通信中的下行传输预处理

方法及系统 

许晓东；章  辉；

李静雅；胡  丹；

汪  赛；陈  鑫；

张忠起；郝志洁；

赵英宏；陶小峰；

张  平 

ZL 2009 1 0088587.5 2009-7-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26 
一种服务器集群系统及负载均

衡方法 

程  渤；章  洋；

叶  波；黄丽婷；

陈俊亮；王  月；

刘习贺 

ZL 2009 1 0089304.9 2009-7-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27 

27 
一种多层多域分布式光网络并

行跨域故障恢复方法和装置 

李  慧；李曦烨；

乔耀军；纪越峰 
ZL 2009 1 0089461.X 2009-7-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28 
一种电信网络普通节目话务量

预测方法及其装置 

于艳华；张凤桥；

王海清；林春庭；

潘阳发 

ZL 2009 1 0089575.4 2009-7-24 
亿阳通信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29 
基于上行协作多点的数据合并

接收方法 

崔琪楣；徐月巧； 

杨  姗；李世渊； 

许晓东；陶小峰；

张  平 

ZL 2009 1 0164456.0 2009-8-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8 

30 
一种用于 OFDM 系统的联合编

码调制分集的方法 

吴湛击；王  旭；

郜云萌；王文博 
ZL 2009 1 0091163.4 2009-8-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20 

31 
一种分布式入侵检测方法、装置

和系统 

白  媛；覃健诚；

渠海峡；赵玉超；

张  波；张作富；

谷勇浩；辛  阳；

杨亚涛；谢垂益 

ZL 2009 1 0109363.8 2009-8-17 
华为技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8 

32 光通信控制装置 

金莎莎；赵毓斌；

李  慧；纪越峰；

张  娜；吉内英也 

ZL 2009 1 0171384.2 2009-8-31 
北京邮电大学 

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2013-8-14 

33 
下行数据流的预处理方法及系

统 

王  莹；张  平；

孙  锴；王  坦；

凌丽莎；石  聪 

ZL 2009 1 0092562.2 2009-9-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34 
卫星移动通信网络周期性位置

更新方法、系统和移动终端 

王  莹；张  平；

郑  磊；袁  俊；

刘  芳；曹光宇；

张  珂 

ZL 2009 1 0093901.9 2009-9-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35 
一种基于认知无线电技术进行

频谱切换的方法和系统 

许晓东；张  平； 

张忠起；汪  赛； 

陶小峰；郝志洁； 

张子萌；曲喜强；

崔琪楣 

ZL 2009 1 0236689.7 2009-10-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36 
多波长无源光网络系统、波长重

用的方法及光网络单元 

张  民；卢  炼；

陈  雪；张治国 
ZL 2009 1 0236737.2 2009-10-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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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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纳米线异质外延生长方法 

任晓敏；黄  辉；

郭经纬；叶  显；

王  琦；蔡世伟；

黄永清 

ZL 2009 1 0209480.1 2009-10-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38 异质纳米线制备方法 

黄  辉；任晓敏；

叶  显；郭经纬；

蔡世伟；黄永清；

王  琦 

ZL 2009 1 0237082.0 2009-11-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39 扰码重分配方法及装置 

赵良毕；啜  钢；

于志文；李秀欣；

王  超；王文博；

胡欲晓；李  勇；

李欣然 

ZL 2009 1 0237198.4 2009-11-1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40 光分组的提取装置和提取方法 
张  民；刘明涛；

李  青 
ZL 2009 1 0238068.2 2009-1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41 光分组的提取方法和提取装置 
张  民；刘明涛；

陈泽华；黄学田 
ZL 2009 1 0238067.8 2009-1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42 
一种确定基站天线角度的方法

及设备 

王  超；啜  钢；

王  波；张宝芝；

田俊刚；王文博；

胡欲晓；李  勇；

李欣然 

ZL 2009 1 0238403.9 2009-11-1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7 

43 一种信道估计方法及装置 

孙霏菲；刘丹谱； 

尹长川；郝建军； 

罗  涛；乐光新 

ZL 2009 1 0241248.6 2009-1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44 
一种光分组网络中多业务分级

驱动的二级标签转发方法 

王宏祥；骆淑云；

纪越峰 
ZL 2009 1 0242891.0 2009-12-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45 
无源光网络通信方法及系统、光

网络单元和光线路终端 

寿国础；胡怡红；

郭志刚；钱宗珏；

宁  帆；熊  伟； 

陶心一；曾  健 

ZL 2009 1 0259392.2 2009-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46 
一种基于分级业务的多天线数

据传输方法、系统及装置 

赵  慧；刘  洋；

周小平；王文博 
ZL 2009 1 0259480.2 2009-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47 
一种从全光移位异或结果中计

算原始数据的原理和方法 

孙咏梅；曲志坚；

柏  琳；纪越峰 
ZL 2009 1 0243000.3 2009-12-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48 
分布式网络中的编码资源自适

应调度算法 
柏  琳；王肖玲 ZL 2009 1 0242995.1 2009-12-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49 

一种基于小波包分解和模糊神

经网络的网络流量预测方法及

装置 

崔鸿雁；陈建亚；

刘韵洁；李  锐；

刘  翔 

ZL 2009 1 0243032.3 2009-12-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1 

50 
一种融合消息业务的会谈历史

记录处理方法和系统 

卢美莲；李凤军； 

周  星；杨  栋； 

曾玉冰；张永旺 

ZL 2009 1 0247037.3 2009-1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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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51 
一种在融合的 E-MBMS 系统中

提供 MBMS 业务的方法和装置 

靳  浩；彭木根；

王文博 
ZL 2010 1 0033957.8 2010-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52 
一种开放式的多媒体会议服务

系统及实现方法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刘传昌；

张士诚；胡潇潇 

ZL 2010 1 0033713.X 2010-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53 
一种多天线系统的信号处理方

法、系统和装置 

赵  慧；刘  洋；

吴  斌；周玉梅；

王文博 

ZL 2010 1 0000775.0 2010-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54 双频带平面微带多路功分器 

刘元安；刘  鑫；

黎淑兰；楼建全；

于翠屏；苏  明；

金景镇；武  杰；

吴利辉 

ZL 2010 1 0100793.6 2010-1-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5 

55 
面向服务环境中基于模板实现

BPEL 子流程复用的方法及系统 

程  渤；章  洋；

陈俊亮；邓  敏 
ZL 2010 1 0101686.5 2010-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56 
一种 SIP 网络与 P2PSIP 网络互

通的方法和系统 

张春红；纪  阳；

蒋旭昂 
ZL 2010 1 0102930.X 2010-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57 
一种 TD-SCDMA 增强演进系统

的下行传输方法 

彭木根；赵新洋；

张  翔；李  勇；

王文博 

ZL 2010 1 0102668.9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20 

58 
模块化 JAVA 应用软件在线更新

系统及方法 

张玉洁；孟祥武；

王  闯 
ZL 2010 1 0103226.6 2010-1-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13 

59 
一种 OFDM 系统中干扰余量的

获取方法和装置 

彭木根；韩  斌；

杨常青；王文博 
ZL 2010 1 0116888.7 2010-3-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60 
基于信任管理系统的 OSPF 路由

协议的可信改造方法 

孙  斌；谷利泽；

郑世慧；杨  榆；

陈  波；郭玲玲；

李道丰；钮心忻 

ZL 2010 1 0115699.8 2010-3-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24 

61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自治队列管

理的方法 

龚向阳；王文东； 

阙喜戎；李  岩； 

张海燕 

ZL 2010 1 0140514.9 2010-4-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62 
感知导频信道信息的收集、更新

方法和装置 

冯志勇；黄  标；

谭海峰；张  平；

田  方；李  乾；

张奇勋 

ZL 2010 1 0146498.4 2010-4-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25 

63 
一种文件实时监控和智能备份

的方法 

姚文斌；韩  司；

陈  钊；伍淳华；

王  枞；肖  达；

刘建毅；叶鹏迪 

ZL 2010 1 0169277.9 2010-5-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0 

64 
光组播网络中基于逻辑运算的

网络编码实现方法 

纪越峰；曲志坚；

柏琳 
ZL 2010 1 0163484.3 2010-5-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65 
应用在认知无线网络中的动态

频谱接入方法和系统 

冯志勇；张  平；

姚艳军；苗  丹；

刘  阳；张  妍；

张国翊 

ZL 2010 1 0176241.3 2010-5-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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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光 OFDM 系统中基于 SI 的光纤

非线性损伤补偿方法及装置 

纪越峰；刘学君；

乔耀军 
ZL 2010 1 0172004.X 2010-5-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1 

67 
基于多家乡主机扩展协议HIP实

现流分配和流重定向的方法 

李玉宏；时  岩； 

胡渭琦；炳佳楠；

侯云静 

ZL 2010 1 0193144.5 2010-5-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29 

68 
MIMO 中继系统中基于码书预

编码的信号发送方法 

李立华；张  平；

罗  元 
ZL 2010 1 0195626.4 2010-6-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29 

69 
一种 OFDM 中继网络干扰抑制

方法 

王  莹；李  根；

聂高峰；弓  风；

张  平 

ZL 2010 1 0215872.1 2010-6-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70 
多终端的多媒体会议控制系统

及实现方法 

刘传昌；程  渤；

章  洋；陈俊亮；

商彦磊；吴步丹；

李常宝；邓  娜 

ZL 2010 1 0208459.2 2010-6-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7 

71 
组播广播单频网中的多小区信

号的选择与软合并方法 

王晓湘；胡  静；

张鸿涛；王玉龙；

唐名威；李  松 

ZL 2010 1 0220983.1 2010-6-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7 

72 
一种跨网络、跨运营商的实现终

端切换的通信系统和方法 

赵  耀；邹  华； 

杨放春；贺  培； 

孙其博；刘志晗；

李静林；于晓燕 

ZL 2010 1 0221006.3 2010-6-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73 
认知数据库信息更新优化方法

及系统 

冯志勇；张  平；

聂博识；赵  琳；

刘  阳 

ZL 2010 1 0223951.7 2010-7-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9 

74 
基于中继协作传输的认知无线

电系统及其资源分配方法 

冯志勇；张  平；

何  春；张奇勋；

李  蓉；尹  鹏 

ZL 2010 1 0226346.5 2010-7-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75 
WDN 组播网络中基于网络编码

的波长冲突解决方法 

纪越峰；曲志坚；

柏  琳 
ZL 2010 1 0220536.6 2010-7-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26 

76 
基于单路单载波时分多址的卫

星通信系统的工作方法 

袁东明；白云飞；

李娟莉；刘元安；

唐碧华；胡鹤飞；

谢  刚；张洪光 

ZL 2010 1 0237293.7 2010-7-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77 
主服务小区和协作小区之间资

源分配的方法 

周文安；解  冰；

谭中一；陈  微 
ZL 2010 1 0236211.7 2010-7-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9 

78 
基于格基规约的 MIMO 检测的

软输出方法 

赵  慧；周小平；

王文博；吴  斌；

周玉梅 

ZL 2010 1 0242160.9 2010-7-30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 

2013-1-9 

79 
一种支持跨网络的实现多媒体

会话拆分的通信系统和方法 

赵  耀；邹  华； 

杨放春；贺  培； 

李静林；孙其博； 

刘志晗；于晓燕 

ZL 2010 1 0245410.4 2010-8-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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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一种家庭基站的干扰抑制方法 
彭木根；李  莉；

王文博 
ZL 2010 1 0249713.3 2010-8-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20 

81 
无线广播多播业务的协同传输

方法 

李立华；张  平；

杨  栀；宋  磊 
ZL 2010 1 0251179.X 2010-8-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82 
支持跨网络、跨终端实现多媒体

会话合并的通信系统和方法 

赵  耀；邹  华； 

杨放春；贺  培； 

李静林；孙其博； 

刘志晗；林荣恒 

ZL 2010 1 0265871.8 2010-8-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8 

83 
一种异构网络联合呼叫控制策

略的确定方法 

纪晓东；张昕然；

杨  旭；李  勇；

靳  浩 

ZL 2010 1 0270540.3 2010-9-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84 
一种基于时延和宽带资源的中

继选择方法 

武穆清；张超一；

栾林林；徐春秀；

原燕斌；陈玉焓；

苗建松；郑  凤；

申  京；张钦娟；

郭起霖；温景容 

ZL 2010 1 0270267.4 2010-9-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14 

85 
无线通信系统、中继选择方法、

无线中继设备和基站 

龙  航；王方向；

旷婧华；王文博；

吴  斌；周玉梅 

ZL 2010 1 0282967.5 2010-9-16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 

2013-8-7 

86 
一种数据传输处理方法、系统及

对应的 LED 显示系统 

孙  岩；罗  红；

陈  强；曹京伟 
ZL 2010 1 0287787.6 2010-9-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87 用户事件跟踪方法及系统 

于艳华；宋美娜；

邱  琳；鄂新华；

宋俊德；肖  山；

马晓琳；凌晓良；

姜海鸥；杨志放 

ZL 2010 1 0290106.1 2010-9-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6 

88 一种多信道 CSMA 接入方法 

刘元安；毛峻岭；

谢  刚；高锦春；

刘凯明；刘  芳；

袁东明；黎淑兰；

于翠屏 

ZL 2010 1 0505511.0 2010-10-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89 
一种调整车辆行驶状态信息发

送速率的方法及系统 

张  琳；刘  雨；

王  姿；杜英田；

任占阳 

ZL 2010 1 0514915.6 2010-10-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90 
认知无线网中多终端协作通信

方法 

胡  铮；张  平；

张国翊；李耿宇；

王灿如；田  辉；

苗  杰 

ZL 2010 1 0515809.X 2010-10-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24 

91 
一种克服弱散射的多天线码本

选择调制方法 

吴湛击；张力岭；

王文博 
ZL 2010 1 0525877.4 2010-10-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92 

一种应用于 MIMO-OFDM 系统

下克服弱散射的码本选择调制

方法 

吴湛击；张力岭；

王文博 
ZL 2010 1 0525868.5 2010-10-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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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多用户 MIMO 系统的预编码方

法 

李立华；张  平； 

王化磊；高向川；

宋  磊 

ZL 2010 1 0529044.5 2010-10-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29 

94 一种网络编码传输方法 

彭木根；赵中原；

谢信乾；蔡雯琦；

仝海威；王文博 

ZL 2010 1 0533192.4 2010-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6 

95 
MIMO 系统中宽度优先球形译

码检测方法 

李立华；张  平；

孙婉璐；宋  磊；

杨  桅；王  骥 

ZL 2010 1 0534651.0 2010-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9 

96 
宏小区与毫微微小区的混合组

网中的干扰抑制方法 

许晓东；张  平； 

李宏佳；胡  丹； 

陈  鑫；陶小峰； 

王  强；崔琪楣； 

尹  越；倪  捷 

ZL 2010 1 0537815.5 2010-1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97 
多用户 MIMO 系统的预编码方

法 

李立华；张  平；

高向川；宋  磊；

王化磊；王朝炜 

ZL 2010 1 0539846.4 2010-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9 

98 
协作多点通信中的协作小区集

合建立方法 

许晓东；张  平； 

陈  鑫；李宏佳；

王  强；陶小峰； 

崔琪楣；倪  捷 

ZL 2010 1 0544390.0 2010-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20 

99 
一种基于快速变极化的频谱感

知方法 

郭彩丽；刘芳芳；

冯春燕；曾志民；

魏  冬 

ZL 2010 1 0541081.8 2010-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100 
一种基于混沌理论的频谱感知

方法 

冯春燕；魏  冬；

曾志民；郭彩丽；

刘芳芳 

ZL 2010 1 0541090.7 2010-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24 

101 
一种实现无静默期频谱感知的

认知无线电系统 

郭彩丽；魏  冬；

曾志民；冯春燕；

刘芳芳 

ZL 2010 1 0541096.4 2010-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3 

102 
一种用于车载 Ad hoc 网络中部

署服务节点的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李元振；李彤红；

朱晓民；张  磊；

徐  童；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10 1 0546614.1 2010-11-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7 

103 
一种基于路径信息弹性分片的

跨域溯源方法及系统 

杨放春；王玉龙； 

李永辉；苏  森 
ZL 2010 1 0545712.3 2010-1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0 

104 

一种用于 TD-HSUPA 室内多用

户系统的用户调度及其配对方

法 

彭本根；张  翔；

陈明佳；李  勇；

王文博 

ZL 2010 1 0548298.1 2010-11-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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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光网络中基于 PCE 的路径计算

方法 

张  杰；赵永利；

邢建超；韩大海；

顾畹仪 

ZL 2010 1 0548468.6 2010-11-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106 LTE-A 系统中的随机接入方法 

周文安；卢宪祺；

何炜文；朱超平；

冯  艳 

ZL 2010 1 0548469.0 2010-11-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14 

107 
基于会话状态的 IP 多媒体子系

统脆弱性检测方法及系统 

王玉龙；苏  森； 

双  锴；徐  鹏； 

杨放春；于晓燕； 

张  博 

ZL 2010 1 0557738.X 2010-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3-27 

108 
IP 多媒体子系统分布式拒绝服

务脆弱性检测方法及系统 

苏  森；王玉龙； 

徐  鹏；双  锴； 

杨放春；于晓燕； 

杨  逸 

ZL 2010 1 0557756.8 2010-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3 

109 
一种基于两跳回复的 BGP 协议

改造方法 

孙  斌；谷利泽；

郑世慧；杨  榆；

赵  宸；李道丰；

杨义先 

ZL 2010 1 0559963.7 2010-1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24 

110 
用于数字预失真系统的信号延

迟时间的估计方法 

于翠屏；刘元安；

黎淑兰；孙  凯；

都天骄；吴永乐；

苏  明 

ZL 2010 1 0581258.7 2010-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111 
多输入输出通信系统的传输模

式切换的方法和装置 

李  曦；毛  旭；

谢人超；李  屹；

纪  红；李希金，

王成金 

ZL 2010 1 0581340.X 2010-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112 
协作多点传输网络中的资源分

配方法和装置 

纪  红；毛  旭；

谢人超；李  屹；

李  曦；李希金，

王成金 

ZL 2010 1 0581356.0 2010-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113 
一种基于耦合混沌映射的消息

完整性认证方法 

王世红；李  达；

胡  岗 
ZL 2010 1 0576336.4 2010-1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114 
一种网络编码的上下行中继传

输方法 

彭本根；赵中原；

蔡雯琦；王文博 
ZL 2010 1 0593859.X 2010-1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115 
时分双工系统参考信号接收功

率测量方法和装置 

冯春燕；夏  璐；

朱新宁；王海燕；

朵  灏；杨  旭；

来志京；果  敢 

ZL 2010 1 0586733.X 2010-12-14 

北京邮电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

输研究所 

2013-12-25 

116 
一种通信系统中分组调度的方

法、装置及系统 

纪  红；毛  旭；

葛文栋；李  曦；

李  屹；王成金；

李希金 

ZL 2010 1 0608051.4 2010-12-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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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一种网络用户行为预测的方法

和装置 

崔鸿雁；刘  翔； 

刘韵洁；蔡云龙； 

陈建亚；陈睿杰； 

冯  辰；周天君 

ZL 2010 1 0607788.4 2010-12-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118 
基于高斯滤波最小移频键控的

光无线融合系统和方法 

忻向军；刘  博；

尹霄丽；王拥军；

张  琦；赵同刚；

马建新；饶  岚；

张晓磊；张丽佳；

原全新；涂经纶；

刘  皎；张  星；

关  昕 

ZL 2010 1 0618453.2 2010-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24 

119 
LTE无线接入网中分布式物理小

区标识的分配方法 

李文璟；熊  翱；

刘艳光；芮兰兰；

王  颖；陈兴渝；

亓  峰 

ZL 2010 1 0618342.1 2010-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120 
蜂窝网络中频带资源协调调度

的方法及系统 

田  辉；张  平；

孙云翔；裴郁杉；

李宏彬 

ZL 2010 1 0618418.0 2010-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4 

121 
全光 OFDM 系统发射机装置、

OFDM 系统及处理信号的方法 

张  杰；赵永利；

韩  恩；顾畹仪 
ZL 2010 1 0621078.7 2010-12-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122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故障修复方

法 

邱雪松；陈兴渝；

关志丽；熊  翱；

高志鹏；黄日茂；

詹志强 

ZL 2010 1 0621077.2 2010-12-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7 

123 
基于位置标识和主机标识分离

的系统及其移动性管理方法 

李玉宏；侯云静；

卢美莲；王文东；

龚向阳；邹仕洪；

时  岩 

ZL 2010 1 0621862.8 2010-1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124 一种无线广播组播传播方法 

张  兴；李秦梓；

刘  洋；彭木根；

王文博 

ZL 2010 1 0606767.0 2010-1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125 
一种异构网络下分层流传输的

子层绑定方法及移动终端 

纪晓东；张昕然；

杨  旭；靳  浩；

李  勇；彭木根；

王文博 

ZL 2010 1 0606762.8 2010-1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126 
一种程序中不可达路径的静态

检测方法 

王雅文；宫云战；

肖  庆；杨朝红；

金大海；李青翠；

王思岚 

ZL 2010 1 0622214.4 2010-12-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127 时频二维混合 MAC 层接入方法 
康桂霞；张  平；

王  晶 
ZL 2010 1 0622521.2 2010-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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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一种基于代码静态分析的多线

程死锁检测方法及系统 

宫云战；杨朝红； 

王雅文；白哥乐； 

金大海；肖  庆； 

姚欣洪 

ZL 2010 1 0622570.6 2010-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129 
一种基于代码静态分析的数据

竞争检测方法及系统 

黄俊飞；宫云战；

杨朝红；金大海；

姚欣洪；王雅文；

肖  庆；白哥乐 

ZL 2010 1 0622730.7 2010-12-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130 
用于无线局域网的优化视频业

务传输的系统和方法 

龚向阳；王文东； 

阙喜戎；赵敏丞； 

王  楠；邹仕洪 

ZL 2010 1 0624456.7 2010-12-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131 
自适应改变测量周期的瞬时最

小化路测的实现方法 

彭木根；陈  华；

王文博 
ZL 2010 1 0624457.1 2010-12-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132 
上行功率控制方法、用户设备和

载波聚合系统 

崔琪楣；张  平；

黄雪晴；王  强；

陶小峰 

ZL 2010 1 0624035.4 2010-12-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9 

133 
一种网络协作学习系统和网络

协作学习方法 

兰丽娜；于翠波；

勾学荣；毛京丽；

张  勖；贺雅璇；

张嘉丽；卢  贺；

徐  鹏；王显贺；

王  正；王光磊 

ZL 2011 1 0002846.5 2011-1-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6 

134 
一种用于无线广播组播分层调

制的功率分配方法 

张  兴；李秦梓；

胡春静；刘  洋；

王文博 

ZL 2011 1 0007390.1 201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135 
一种多媒体广播组播业务单频

网优化自配置方法及装置 

靳  浩；张  涛；

彭木根；张  兴；

王文博 

ZL 2011 1 0007389.9 201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136 

在 IPv4 和 IPv6 混合网络环境支

持主机移动性的网络系统和方

法 

王文东；卢美莲； 

龚向阳；阙喜戎； 

贾亦辰；回全超； 

章碧云 

ZL 2011 1 0022091.5 2011-1-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137 
利用用户服务标识 USID 实施策

略标识与控制的方法 

黄小红；马  严；

杨  葳；罗  莎；

胡  林；孙  琼 

ZL 2011 1 0024163.X 201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14 

138 
经过 DHT 扩展的 DNS 映射系统

及其实现 DNS 安全的方法 

卢美莲；龚向阳； 

王文东；阙喜戎； 

张爱华；张晶晶 

ZL 2011 1 0026016.6 2011-1-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 

139 
PoC会话中对发言权进行分布式

队列控制的方法及系统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刘海鹏；朱晓民；

张  磊；徐  童；

张乐剑；沈奇威；

王敬宇；樊利民； 

程  莉 

ZL 2011 1 0024875.1 2011-1-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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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PoC会话中对发言权进行移动队

列控制的方法及系统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刘海鹏；朱晓民；

张  磊；徐  童；

张乐剑；沈奇威；

王敬宇；樊利民； 

程  莉 

ZL 2011 1 0024886.X 2011-1-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8 

141 
一种实现异构网络融合的智能

认知无线网络系统 

许文俊；邱  涛； 

郭  莉；贺志强； 

王  强；林家儒 

ZL 2011 1 0028811.9 2011-1-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142 
基于分布式哈希表 DHT 实现

IPv4 和 IPv6 互通的系统和方法 

王文东；龚向阳； 

阙喜戎；吕晓鹏； 

刘  浩；邹仕洪 

ZL 2011 1 0033545.9 2011-1-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7 

143 
一种在未知流量中识别P2P流媒

体流量的方法 

郑  璐；王洪波；

程时端 
ZL 2011 1 0043431.2 2011-2-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144 
认知无线网络系统及其认知流

的传输方法 

牛  凯；宋  涛； 

贺志强；许文俊； 

王  强，林家儒 

ZL 2011 1 0046090.4 2011-2-2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06-05 

145 
个域网终端协同中切换控制系

统和方法 

胡  铮；张  平；

胡陶军；田  辉；

关占旭；李耕宇 

ZL 2011 1 0047027.2 201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1 

146 
一种保障多类型业务服务质量

的网络系统及方法 

龚向阳；王文东； 

阙喜戎；上官明

乔；颜  玮 

ZL 2011 1 0047722.9 2011-2-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 

147 
用于异构网络融合下的业务流

分发的系统及方法 

田  辉；张  平； 

王灿如；苗  杰； 

孙  雷 

ZL 2011 1 0053329.0 2011-3-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148 
无线双向中继网络编码系统的

用户调度方法 

彭木根；张  翔；

李  勇；丰俊伟；

王文博 

ZL 2011 1 0055786.3 2011-3-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149 
一种基于球壳交集的无线传感

器网络三维定位方法 

孙咏梅；王照宇； 

纪越峰 
ZL 2011 1 0057517.0 2011-03-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3 

150 
一种基于多输入多输出无线通

信系统的调制方法 

吴湛击；吴迎宾；

高  翔；张力岭；

王文博 

ZL 2011 1 0059962.0 2011-3-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0 

151 多维信道参数提取方法 
张建华；黄程祥；

张  平；刘宝玲 
ZL 2011 1 0062183.6 2011-3-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29 

152 上行频谱共享方法及系统 

冯志勇；张  平； 

陈亚迷；李一喆； 

张奇勋 

ZL 2011 1 0063632.9 2011-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4 

153 
用于 IP 网络的云测量装置和测

量方法 

崔毅东；何  娜；

金跃辉；宋茂强；

丁海杰 

ZL 2011 1 0063235.1 2011-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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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动态频谱管理方法及系统 
冯志勇；张  平；

谭  力；陈亚迷 
ZL 2011 1 0063813.1 2011-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9 

155 
认知无线网络中跨层资源分配

系统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陈翼翼；陈  鑫；

张奇勋；王  莹；

许  颖 

ZL 2011 1 0069868.3 2011-3-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29 

156 
基于阻抗匹配的跨层优化系统

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李  蓉；尹  鹏； 

王  莹；李一喆 

ZL 2011 1 0069629.8 2011-3-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4 

157 
用于 MIMO 系统的基于格基规

约的重传合并方法 

赵  慧；周小平；

郑  斌；王文博 
ZL 2011 1 0070498.5 2011-3-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158 
一种无线局域网中 MAC 层的数

据传输方法 

李  勇；王维嘉；

靳  浩；纪晓东；

彭木根；王文博 

ZL 2011 1 0076156.4 2011-3-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159 
异构网络下的网络资源调度方

法和无线资源控制器 

纪晓东；张昕然；

靳  浩；李  勇；

彭木根；王文博 

ZL 2011 1 0076874.1 2011-3-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160 
优化嵌套网络路由的 MANEMO

移动网络系统及其优化方法 

刘元安；唐碧华；

马晓雷；吴  帆；

张  洁；贾锦涛 

ZL 2011 1 0084874.6 2011-4-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161 

单元化成品粮储备库移载穿梭

车系统、物流运输系统及仓储方

法 

周晓光；赵  岩；

吴子丹；周慧玲；

宋召卫；魏世民；

翟江临；刘玉坤；

苏志远；曹  阳；

赵会义；侯文庆；

王华英；邱  平；

吴国胜；刘继辉 

ZL 2011 1 0088054.4 2011-4-8 

北京邮电大学   

普天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粮食局科研院   

国贸工程设计院 

2013-8-28 

162 
基于重复编码和信道极化的编

码器及其编译码方法 
牛  凯；陈  凯 ZL 2011 1 0095258.0 2011-4-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163 
一种CoMP系统中基站间天线校

准方案和校准装置及基站 

黄  帆；耿  建；

王亚峰；裕华龙 
ZL 2011 1 0094985.5 2011-4-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4 

164 
一种用于协作多点系统的小区

间干扰协调方法 

崔琪楣；陶小峰；

杨  姗；张  平 
ZL 2011 1 0109593.1 2011-4-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8 

165 
电动汽车电池箱的快速换电站

及其电池箱更换方法 

魏世民；白国超；

宋洪舟 
ZL 2011 1 0108537.6 2011-4-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3 

166 
一种异构网系统资源复用的方

法 

王  莹；张  平；

张纬栋；马  楠；

石  聪；王  坦；

刘宝玲 

ZL 2011 1 0112961.8 2011-5-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9 

167 
联合中继选择与功率分配的系

统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陈翼翼；陈  鑫；

王  勋；谢锋林 

ZL 2011 1 0115815.0 2011-5-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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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一种三维小波视频编码中的视

频编码方法与设备 
魏  芳；蔡东琪 ZL 2011 1 0114778.1 2011-5-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14 

169 
基于 CNM 关键帧分类的分布式

视频编码及解码方法 

黄孝建；雷  彬；

杨  波；门爱东；

叶  锋；张鑫明；

邸金红；韩  睿；

肖  贺；李云鹏；

陈晓博；秦  雯；

郑  翊 

ZL 2011 1 0118327.5 2011-5-9 

松日数码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170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无源目

标测量模型的建立方法 

黄孝建；雷  彬；

杨  波；门爱东；

叶  锋；张鑫明；

邸金红；韩  睿；

肖  贺；李云鹏；

陈晓博；秦  雯；

郑  翊 

ZL 2011 1 0118230.4 2011-5-9 

松日数码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30 

171 
一种面向 WEB 服务的通用爬虫

引擎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赵  耀；邹  华； 

帖  晶；杨放春； 

刘志晗；李静林； 

林荣恒；孙其博 

ZL 2011 1 0120161.0 2011-5-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8 

172 波束搜索处理方法、装置和系统 
刘  培；李  斌；

邹卫霞 
ZL 2011 1 0120022.8 2011-5-1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1 

173 毫微微基站网络控制方法 

冯志勇；张  平；

李一喆；徐  鼎；

陈  施；张奇勋 

ZL 2011 1 0119964.4 2011-5-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174 小区接入控制方法 

王  莹；张  平； 

王  坦；石  聪；

张纬栋；姚文清；

张  珂；戴慧玲 

ZL 2011 1 0121416.5 2011-5-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4 

175 
一种端到端多链路并行传输的

负载分配方法 

王  莹；张  平；

袁  俊 
ZL 2011 1 0121399.5 2011-5-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9 

176 
连续相位调制信号实现迭代定

时同步的系统与方法 

牛  凯；郭  莉；

王寅峰；王  强 
ZL 2011 1 0130280.4 2011-5-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7 

177 
一种对呈现业务网络载荷进行

控制的系统和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王金柱；李彤红；

王敬宇；朱晓民； 

张  磊；徐  童； 

张乐剑；沈奇威； 

樊利民；程  莉 

ZL 2011 1 0130198.1 2011-5-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1 

178 
一种用户界面服务组合方法及

系统 

章  洋；程  渤；

吴步丹；陈俊亮；

陈宥余 

ZL 2011 1 0131710.4 2011-5-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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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一种报表生成系统及方法 

章  洋；吴步丹；

程  渤；陈俊亮；

黄丽婷 

ZL 2011 1 0133309.4 2011-5-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180 一种家庭基站的资源配置方法 
彭木根；陈  华；

王文博 
ZL 2011 1 0149842.X 2011-6-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181 
实现网络载荷优化的组合服务

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刘  阳；王敬宇；

朱晓民；张  磊；

徐  童；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11 1 0148538.3 2011-6-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4 

182 
一种基于投影仪-相机系统的多

投影大屏幕颜色校正方法 

贾庆轩；徐  卉；

宋荆洲；孙汉旭；

高  欣 

ZL 2011 1 0151109.1 2011-6-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18 

183 非连续接收控制方法 

田  辉；张  平； 

高松涛；田  鹏； 

张  军；黄  波 

ZL 2011 1 0152665.0 2011-6-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4 

184 
基于认知数据库和频谱检测结

合的无线接入系统及方法 

冯志勇；张  平；

张  第；薛剑韬；

彭立军 

ZL 2011 1 0156184.7 2011-6-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8 

185 
一种联合网络编码和用户配对

的资源调度方法 

彭木根；谢信乾；

赵中原；王文博 
ZL 2011 1 0157502.1 2011-6-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186 一种小区优化负载均衡的方法 

张  琳；刘  雨；

李文宇；王中方；

张梦茹 

ZL 2011 1 0157994.4 2011-6-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2 

187 
一种增值服务精细化运营系统

架构的实现方法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徐  童；朱晓民；

张  磊；张乐剑；

沈奇威；樊利民；

程  莉 

ZL 2011 1 0174577.0 2011-6-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1 

188 
基于网络编码的双向中继多用

户复杂配对的传输方法 

李永华；张晓光； 

金雨超；林家儒； 

郭  莉 

ZL 2011 1 0178749.1 2011-6-2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09-25 

189 超短脉冲光源产生装置 
伍  剑；嵇  誉；

李  岩 
ZL 2011 1 0182326.7 2011-6-3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7 

190 
一种 CCD 图像处理和传输方案

及其装置 
安中文；张永军 ZL 2011 1 0191817.8 2011-7-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191 
利用小磁钢建立的耦合单摆实

验装置及测量方法 

肖井华；李  昂；

杨胡江；曾静宜；

蒋达娅；代琼琳 

ZL 2011 1 0192797.6 2011-7-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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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基于 LED 发光摆球的轨迹测量

装置的测量方法 

肖井华；杨天宇；

仇  琛；杨胡江；

蒋达娅；代琼琳 

ZL 2011 1 0192618.9 2011-7-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4 

193 
移动通信网络中的基于位置测

量样本的群定位方法 

牛  凯；许文俊；

卢  臻；臧玉凤 
ZL 2011 1 0192635.2 2011-7-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16 

194 一种法向压力施加装置 
周怡琳；刘利彪；

许良军 
ZL 2011 1 0193695.6 2011-7-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5-8 

195 
一种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点目标

的计算方法 

姚文斌；陈  钊；

叶鹏迪；韩  司 
ZL 2011 1 0195600.4 2011-7-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9-25 

196 
一种基于图像简化分层模型的

实时图像去雾方法 

黄治同；陈  璐；

纪越峰 
ZL 2011 1 0196427.X 2011-7-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197 
一种基于放大转发的多流双向

中继传输方法 

吕铁军；高  晖； 

龙  伟 
ZL 2011 1 0200566.5 2011-7-18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198 
一种基于无线信道特征的身份

认证方法及系统 

彭岳星；卢向雨；

郑  侃；赵  慧；

龙  航；王文博 

ZL 2011 1 0204111.0 2011-7-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9 

199 
基于编码向量加密的安全网络

编码方法 

顾仁涛；张  林；

纪越峰；孙咏梅 
ZL 2011 1 0204763.4 2011-7-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21 

200 
异构无线网络下的动态资源分

配方法及其装置 

李  勇；黄  宇；

纪晓东；靳  浩；

彭木根；王文博 

ZL 2011 1 0219991.9 2011-8-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201 
一种 PaaS 云平台的资源调度方

法和系统 

徐  鹏；刘长延；

王玉龙；双  锴；

于晓燕；苏  森 

ZL 2011 1 0219673.2 2011-8-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202 
基于模糊集合解算的光网络多

故障恢复方法 

张  杰；黄善国； 

李  新；赵永利； 

顾畹仪 

ZL2011 1 0222282.6 2011-8-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25 

203 
一种数据库集群系统的负载均

衡实现方法和装置 

廖建新；王  晶； 

王  纯；李  炜； 

郑安根；朱晓民； 

张  磊；徐  童； 

张乐剑；沈奇威； 

樊利民；程  莉 

ZL 2011 1 0241232.2 2011-8-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14 

204 
移动协作网络中最优分布式干

扰源选择方法 

王  莉；宋  梅； 

魏翼飞；满  毅； 

滕颖蕾；柯腾辉； 

张  勇；马  跃；

俎云霄；戴  超； 

王英赫；王  萍 

ZL 2011 1 0241820.6 2011-8-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205 
多跳频方式与小区间信息交互

结合的干扰协调方法 

许晓东；张  平；

罗成金；陈  鑫；

李宏佳；胡  丹；

汪  赛；陶小峰；

崔琪楣 

ZL 2011 1 0243943.3 2011-8-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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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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一种基于边信息精化的分布式

视频编码及解码方法 

邸金红；门爱东；

杨  波；叶  锋；

张鑫明 

ZL 2011 1 0247616.5 2011-8-2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6 

207 
基于 DCT 的特征描述算子及优

化空间量化的图像匹配方法 

杨  波；陈晓峰；

邸金红；叶  峰；

张鑫明；肖  贺；

范曼曼；秦  雯 

ZL 2011 1 0263339.7 2011-9-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8 

208 
适用于马尔可夫业务模型的频

谱感知方法 

王  莹；张  平；

纪  鹏；李  根；

聂高峰；林文轩；

徐明月 

ZL 2011 1 0321742.0 2011-10-20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1 

209 
一种基于本体词法信息和语义

信息的本体匹配方法 

廖建新；戚  琦； 

王  纯；李  炜； 

刘秀磊；张  磊； 

沈奇威；樊利民 

ZL 2011 1 0330953.0 2011-10-27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9 

210 
用于双向中继通信系统的基于

符号的物理层网络编码方法 
吕铁军；曹若菡 ZL 2011 1 0340499.7 2011-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4 

211 
一种基于云的用户访问请求调

度方法 

姚文斌；叶鹏迪；

韩  司；张兰英 
ZL 2011 1 0346172.0 201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18 

212 
基于分成调制的无线中继安全

转发方法 

刘  洋；宋  梅；

张  勇；满  毅；

王  莉；魏翼飞 

ZL 2011 1 0358208.7 2011-11-1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4-10 

213 
一种多模无线终端进行小区选

择的方法 

吴  帆；周  杰；

张洪光；刘元安；

张立佳；唐碧华；

范文浩；黄  波 

ZL 2011 1 0371014.0 2011-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214 
基于平衡杆控制的刚柔耦合走

钢丝机器人 

郭  磊；魏世民；

卢光磊 
ZL 2011 1 0373133.X 2011-11-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3 

215 一种变结构自平衡两轮车 
郭  磊；魏世民；

孟祥珺 
ZL 2011 1 0392828.2 201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8-7 

216 
一种物理小区标识的自配置方

法 

彭木根；魏  垚；

闵仕君；王文博 
ZL 2011 1 0459879.2 2011-12-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0 

217 
面向大规模网络监测的虚拟化

部署系统和方法 

金跃辉；崔毅东；

张欣蕊；杨  谈；

宋茂强 

ZL 2012 1 0005028.5 2012-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13 

218 
用于复杂电波环境的可动态调

谐的微带天线及其调谐方法 

刘  芳；史信荣；

刘元安；吴永乐；

黎淑兰；于翠屏；

苏  明 

ZL 2012 1 0101489.2 2012-3-3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2-4 

219 一种物流定位认证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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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343528.5 2012-7-16 
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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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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一种物流颠簸监测取证系统 

苑春荟；李晓龙；

易  彬；马  蓉；

敖  灵；沈小娟；

汪  建；张力方；

刘  健；刘  杰；

彭  泉 

ZL 2012 2 0343409.X 2012-7-16 
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20 

221 一种酒类产品防伪装置 

苑春荟；李晓龙；

易  彬；赵新宇；

敖  灵；卢中明；

汪  建；张力方；

殷  莉 

ZL 2012 2 0344262.6 2012-7-16 
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2-20 

222 一种物流条码身份认证系统 

苑春荟；李晓龙；

易  彬；张  春；

夏  军；何  剑；

敖  灵；范  敏；

殷  莉；沈  勇；

陈  明；邹  晓 

ZL 2012 2 0344264.5 2012-7-16 
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223 一种物流货物定位通知系统 

苑春荟；李晓龙；

易  彬；卢中明；

赵新宇；马  蓉；

汪  建；张力方；

刘  健；刘  杰；

彭  泉 

ZL 2012 2 0343512.4 2012-7-16 
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5 

224 一种双面超小型 RFID 标签天线 李  莉；王霖川 ZL 2012 2 0542857.2 2012-10-23 北京邮电大学 2013-6-12 

225 主动式安全活动汽车头枕 曲昭伟；张  怡 ZL 2012 2 0617174.9 2012-11-21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10 

226 
一种低功耗无线可控唤醒的传

感节点 

周慧玲；张  弛；

钱荣荣；朱裕宏；

陈洪尧 

ZL 2013 2 0003921.4 2013-1-6 

北京邮电大学   

四川金叶生物防治 

有限公司 

2013-6-19 

227 
一种源于 ENG 材料的双面超小

型 UHF RFID 标签天线 
李  莉；王霖川 ZL 2013 2 0005150.2 2013-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7-3 

228 
一种基于分布式处理的可协作

软基站系统 

王鲁晗；路兆铭；

温向明；傅  彬；

邵  华；邓佳君；

王  刚；廖  青；

孙  勇 

ZL 2013 2 0021813.X 2013-1-16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13 

229 一种实时气象信息服务系统 

游向东；祁星寰；

张进年；张  丹；

范聚欢；姚路行 

ZL 2013 2 0428417.9 2013-7-15 北京邮电大学 2013-11-27 

230 异构网络切换的方法和装置 

崔鸿雁；蔡云龙；

严强君；胡  波；

朱丽凤；姜玮薇；

崔现东；王晓娟；

吴  磊；杨  振；

刘  箐 

ZL 2008 1 0210133.6 2008-8-2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20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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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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一种无线局域网上行带宽动态

分配方法 

张  民；陈  雪；

张  郭 
ZL 2008 1 0226576.4 2008-11-1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4 

232 
一种对等会话发起协议网络的

区域感知优化方法 

纪  阳；李漓春； 

张春红；裘晓峰； 

勾学荣；张  勖； 

于翠波；谷兰芝；

张永辉；马  涛 

ZL 2008 1 0241002.4 2008-12-24 北京邮电大学 2012-4-4 

233 
一种提高会话初始化协议会议

系统可靠性的实现方法 

纪  阳；王  尧； 

张春红；李漓春； 

裘晓峰；勾学荣；

张  勖；于翠波； 

郑  伟 

ZL 2009 1 0076658.X 2009-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10-3 

234 一种伽罗华域乘法器实现装置 

寿国础；胡怡红； 

宁  帆；郭志刚； 

霍  甲；屈善新； 

陆  阳；高泽华； 

钱宗珏 

ZL 2009 1 0081768.5 2009-4-10 北京邮电大学 2012-7-4 

235 
一种检测低速率拒绝服务攻击

的方法及装置 

赵玉超；张  波；

王  勇；白  媛；

谷勇浩；辛  阳；

杨亚涛；渠海峡；

谢垂益 

ZL 2009 1 0085344.6 2009-5-21 
北京邮电大学 

华为技术公司 
2012-1-25 

236 固定电话终端 

谢  刚；孙剑锋；

刘元安；高锦春；

黎淑兰；刘凯明；

袁东明；于翠屏；

曾令康 

ZL 2009 1 0222918.X 2009-11-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2 

237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汇聚节点在

移动时采集信息的方法 

谢东亮；蒋  挺；

王  彦；陈明星；

张  瑜 

ZL 2009 1 0237284.5 2009-11-1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5-30 

238 
一种接入网的流量识别方法和

装置 

寿国础；张  剑； 

胡怡红；郭志刚； 

钱宗珏；宁  帆 

ZL 2009 1 0259394.1 2009-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3-7 

239 
无源光网络通信方法及系统、光

网络单元和光线路终端 

寿国础；胡怡红；

郭志刚；钱宗珏；

杨立伟；郑志华； 

宁  帆 

ZL 2009 1 0259393.7 2009-12-22 北京邮电大学 2012-6-6 

240 
基于端点检测的无线音频传感

器网络音频媒体的同步方法 

罗  红；赵国涛；

马华东；孙  岩 
ZL 2010 1 0109204.0 2010-2-8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9 

241 
一种传感器网络的控制处理方

法 

罗  红；孙  岩；

张学荣；冯新强 
ZL 2010 1 0287780.4 2010-9-19 北京邮电大学 2012-9-5 

242 
用于高速网络数据的搅动加密

方法 

寿国础；白  岩； 

毛泽湘；陈祥花； 

胡怡红；郭志刚； 

宁  帆；钱宗珏 

ZL 2010 1 0584805.7 2010-12-13 北京邮电大学 201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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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 SCIE、EI、CPCI-S、SSCI 收录论文统计 

检索机构 SCIE（篇） EI（篇） CPCI-S（篇） SSCI（篇） 

收录论文数 586 902 379 16 

高校排名 62 34 32 ∕ 

 

2013 年度学术成果汇总表 

 

二 级 单 位 

 

单位总计 

其    中 

 

专著、译著（部） 

期刊论文（篇） 会议论文（篇） 

国 内 国 际 国 内 国 际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916 151 224 0 529 12 

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347 12 163 0 170 2 

网络技术研究院 343 62 136 18 126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84 83 89 22 79 11 

电子工程学院 263 42 92 20 105 4 

理学院 177 19 139 15 0 4 

人文学院 109 57 1 28 7 16 

经济管理学院 100 63 7 7 6 17 

自动化学院 82 32 20 6 22 2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公共管理）

学院） 

65 62 0 0 0 3 

网络教育学院 55 43 3 0 5 4 

软件学院 54 11 11 1 29 2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42 28 4 3 1 6 

图书馆 40 21 3 15 0 1 

体育部 24 21 0 1 0 2 

民族教育学院 24 16 0 0 0 8 

出版社 2 1 0 0 1 0 

教务处 1 1 0 0 0 0 

合  计 2928 725 892 136 108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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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服务的供应链企业间协同管理系统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林慧苹（北京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左兴权 

北邮课题组成员：左兴权，张天乐，贾雨田，武晓红，张国香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4Z120）。 

北邮课题组研究内容为“基于智能计算的供应链协同决策优化”。 

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供应链企业间需要联合协作，共同面对挑战。当前供应链

企业间协同通常采用简单的计算公式或依靠经验进行协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出现了

企业间协同平台，使得企业能作为用户登陆到平台上，在平台上与其他企业进行便捷的沟通。

但这种平台上只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环境，人仍然是协同决策的主体，还不能实现智能协

同决策。已有的企业间库存协同研究中，大多假定客户需求是确定的，这种假定需求确定的

协同决策方法获得的决策方案往往过于理想化，当被用于实际时，协同效果将变差。需求不

确定环境下的库存成本计算较复杂，若采用平均需求来简化计算，则难以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针对以上问题，该课题提出了两种智能协同决策方法来解决需求不确定下的供应链企业

间的库存协同决策问题。一种方法假定需求服从正态分布，把多目标优化方法引入到供应链

企业间的库存协同决策中，利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对两级供应链库存进行协同优化，以获得使

供应链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为了简化优化过程中的总成本计算，对需求不确定下总

成本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以更快速地获取协同决策方案。该方法能为供应商和零售商提供

多个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使供应商和零售商能根据对库存，订货和缺货成本的偏好来选择

最适合的决策方案。另一种方法把鲁棒优化技术引用到供应链协同决策中，来解决需求不确

定情况下的供应链企业间协同决策问题。鲁棒优化作为一种新的优化技术，能够解决具有各

种类型不确定性的优化问题，能够克服概率模型的某些缺陷，产生具有良好实用性和鲁棒性

的协同决策方案。该方法具有通用性，能适应各种类型的不确定需求。 

 

 

城际量子密钥分配网络的组网技术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一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陈  凯（中国科技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喻  松 

北邮课题组成员：喻  松，孙咏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24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A349）。 

该课题研究了城际量子密钥分配网络的组网关键技术，研制完成了基于偏振编码、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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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量子密钥分配系统（系统包括集成激光器、编解码器、探测器，光开关、波分复用器

等），并搭建了合肥-六安-舒城、合肥-巢湖-芜湖两条光纤距离超过 150km 的城际量子密钥

分配网络，可以实现城域、城际量子密钥分发，以及多媒体业务加密通信的功能。课题组还

对量子密钥系统的组网方案、以及与现有网络的结合及优化等技术进行了研究。  

课题研制的全通型光量子交换机，可以实现所有端口两两量子链路的连接；提出的利用

低频同步时钟实现通信双方同步的方法，可降低同步光对量子信号探测的影响；提出的波长

节约型波分复用全时全通光量子交换技术，可有效节省波长资源；探索了分组交换型网络和

电路交换型网络相结合的量子密钥分配网的组网技术，研究结果对实现规模组网具有参考价

值。 

 

射频识别应用中的通信测试技术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广东省无线电监测站，北京理工大学，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刘  岩（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李书芳 

北邮课题组成员：李书芳，洪卫军，杨旭东，侯文君，陈文成，陈德容，尹斯星， 

刘红杰，易  敏，周  庆，王仲旭，林君勉，杨美玲，邬铭罡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课题为国家“863”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6AA04A106 ）。 

课题组在 RFID 测试支撑远落后于应用发展的国际大势下，落足中国产业现状，放眼未

来物联网发展，完成了 RFID 设备、系统、应用测试领域的核心技术难题的攻关，自主研发

了多套具备普遍适用性的可动态重构的测试系统和测试应用平台，总结编制了大量的测试规

范，前瞻性地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方位支持 RFID 产品级功能特性测试、物理特性测试、

空口特性测试，系统级的性能特性测试和应用级评估的大型公共测试服务中心，为推动我国

RFID 产业标准化进程，为保障 RFID 产业快速、健康、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通过大量的技术研究和自主创新工作，在以下方面突破关键技术难题，取得重大进展： 

1.ID 测试技术理论体系与测试方法 

构建了针对 RFID 技术的一整套测试体系，并形成了支撑该体系与相关测试方法学的研

究报告 22 份，其中多份技术资料进一步转化为标准草案，课题组提交的 3 项国家标准草案：

“电子标签读写设备技术指标与测试方法”、“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词汇 第 4

部分：无线电通信”、“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词汇 第 3 部分：射频识别”、“信

息技术 射频识别设备性能测试方法 系统性能测试方法”皆以进入报批阶段。 

2.FID 标准测试设备与测试系统研发 

基于国际标准文件和测试技术研究，研发了针对 RFID 射频、空口协议、性能参数进行

快速、精确、全自动的测量评估的测试系统，该测试系统测试相比工程师手动测试的工作效

率提高了 10 倍。 

3.FID 多网共存技术研究与实验平台 

一方面结合实际通信系统的数学建模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使用 Matlab 的 simulink 工具

构建仿真平台进行仿真分析，另一方面使用自主研发的 RFID 信令单元、信号源、频谱仪、

GTEM 小室等设备构建实验平台，基于该平台能够实现对 RFID 系统与其他无线通信系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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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存状况下的相互干扰的评估。  

4.FID 应用解决方案评估方法与测试平台 

针对 RFID 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实施，课题组设计研制了一系列测试设备和测试环境，基

于这些测试环境测试能力的重构能够覆盖绝大多数 RFID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性能评估、问

题诊断与优化设计实现。 

 

 

高可信网络业务管控系统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陈庶樵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崔鸿雁  

北邮课题组成员：崔鸿雁，陈  光，孙晓川，蔡云龙，王振凯，陈建亚，刘  翔， 

张洪刚，徐蔚然，刘韵洁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30 日  

 

该课题为国家“863 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9AA01A346）。  

该课题组研制与开发的 5 套用户行为分析子系统将部署在试验网相应的 5 个节点上，每

个节点上配备一台用户行为数据库，主节点上配备用户行为分析服务器和用户行为数据库。

其中，用户行为分析数据库主要用来存储网络用户行为分析子系统所需的数据以及处理的数

据结果、参与完成数据预处理等功能，而用户行为分析服务器主要用来运行网络用户行为子

系统各功能模块的分析程序，提供相应结果显示的 web 服务等。  

该课题组所研制与开发的用户行为分析子系统能够对有关用户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与

分析，以获取其中有价值的信息，主要包括前端显示界面、后台服务程序、数据库三大部分： 

1.前端显示界面主要用来显示所分析的结果以及接收相应命令。 

2.后台服务程序主要完成本系统的各功能模块（数据采集、文本特征分析、热点话题分

析、用户分类、用户网络分析、用户行为预测、邮箱活跃状态统计）。 

3.该系统支持 6 万用户以上，可分类 89 个大类，200 多个小类。 

该课题研制的系统主要具备以下功能：  

（1）对用户所使用的业务类型进行分类，可以达到 89 个类别； 

（2）用户业务行为预测。对用户的历史使用记录进行分析，进而对用户的近期，及长

期的业务使用兴趣或爱好，进行预测。可以获得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用户将要使用的业务

类型，也可以看到用户在当前以及未来时间段内的业务使用趋势； 

（3）业务热点分析与审计。可以查询具备某一类特征的用户群和划分相同使用偏好的

用户群组； 

（4）对用户使用邮箱的活跃度分析。  

该系统的用户行为预测的方法基于复杂网络和神经网络理论，在预测精度和算法复杂度

上都优于现有方法。传统的神经网络预测方法大多数采用的是一种基于梯度下降的训练算

法，算法复杂且容易陷入局部极值。该系统采用的是一种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改进的 ESN

（Echo State Network, 回声状态网络）算法，该算法较传统的神经网络具有更强的泛化能力

和逼近能力，并且训练算法简单高效。另外，该算法较 ESN 算法具有复杂度小、预测精度

高、容错能力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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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联盟节点建设 
 

子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大学  

子项目负责人：张  蓓（北京大学） 

本课题承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 

本课题合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 

郑州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马  严  

北邮课题组成员：马  严，辛玲玲，张  燕，朱开明，丛  群，王振华，吴永娟， 

沈  昕，焦贝宁，何  滔，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7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 CNGI“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的子项

目“下一代互联网校园学习生活交流平台应用示范”中的课题，名称为“北京邮电大学联盟节

点建设”。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开放用户身份注册，支持高校身份认证联盟，实现对校园学习生活交流平台的网络访

问实名制。 

2.改造应用系统，支持用户使用本校校园网帐号访问他校平台资源。 

3.改造应用系统，支持联盟外高校用户使用联盟帐号访问我校平台资源。 

4.应用系统相关主要软件系统支持 IPv6，可在 CNGI 网络上运行。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以 CARSI 联盟为主体的下一代互联网校园学习生活交流平台已经

初见成效。但是，同其他国家的国家级教育科研身份认证联盟相比较，CARSI 联盟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国家级支持不足、缺乏强有力的运行机制保障。 

今后的工作将集中在两个方面： 

1.在部署和实施方面要争取不断地扩大规模，吸引更多的高校加入联盟，共享更多的资

源。 

2.在运行方面要研究国外成熟的运行机制，争取建立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高校联盟运

行体制，逐步将 CARSI 联盟从现在的试验系统过渡到实际运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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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IPv6 过渡系统测试与部署(A) 
 

子项目第一承担单位：清华大学 

本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马  严  

北邮课题组成员：马  严，赵  钦，王振华，张  燕，张晓冬，黄小红，吴  军， 

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7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 CNGI“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 项目的子项

目“IPv4/IPv6 过渡系统”中的课题，名称为“IPv4/IPv6 过渡系统测试与部署(A)”。 

该课题目的是针对 IPv4 地址池枯竭的情况，在校园网上进行 IPv4/IPv6 过渡系统的测试

与部署，以提供能与全世界 IPv4 和 IPv6 网络互联互通的 IPv4/IPv6 过渡解决方案。 

建设内容包括： 

1.参与 IPv4/IPv6 过渡系统的总体设计和标准化工作。 

2.协助校园网购置相关 IPv4/IPv6 过渡系统。 

3.协助校园网完成 IPv4/IPv6 过渡系统建设方案。 

4.协助校园网部署支持 4over6 软线和 IVI 地址转换的 IPv4/IPv6 过渡系统，并于骨干网

互联互通。 

5.指导完成校园网的测试报告、技术报告和用户报告。  

在这个课题中，北邮完成了 4over6 和 IVI 过渡系统的部署，具体如下： 

1.4over6 系统的部署。校园网从于 2011 年 5 月起在校园网使用了基于隧道技术的 4over6

过渡系统，使得校园网的纯 IPv6 用户可以在充分使用新建的 IPv6 网络资源同时，还能够和

IPv4 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4over6 过渡系统对上层应用透明，能够支持现有各种 IPv4 互联

网业务，可以访问全球 IPv4 资源。以有线/无线方式接入到本校园网 4over6 网络的用户普遍

反映体验良好，能够使用 http、p2p、流媒体等各种不同应用，乃至 Android 和 Apple store

中的各种应用，与校园网原有 IPv4 网络体验完全相同。 

2.IVI 系统的部署。校园网从于 2011 年 10 月起在校园网使用了翻译过渡系统

（IVI/NAT64），使得校园网的纯 IPv6用户可以和 IPv4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北邮新建纯 IPv6

网络，使用 IVI 过渡技术，使得纯 IPv6 服务器可以同时被 IPv6 互联网和 IPv4 互联网的用

户访问。 

 

 

高清视频会议系统部署和应用示范 

 

子项目承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本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马  严  

北邮课题组成员：马  严，赵  钦，王振华，张  燕，张晓冬，黄小红，吴  军， 

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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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 CNGI“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的子项

目“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应用示范”中的课题，名称为“高清视频会议系统

部署和应用示范”（课题编号：CNGI2008-118）。 

该课题目的是充分利用 CERNET2 的真实源地址认证技术，研制基于 IPv6 的面向新一

代互联网的高清会议系统，全面支持组播、QoS 和安全，在 CERNET2 上进行应用示范和试

商用。北京邮电大学需提供视频会议室，参与示范应用，配合甲方测试和应用示范。建设的

内容包括： 

1.提供视频会议室场地，按照课题要求进行节点建设：视频和图像质量达到 CIF、4CIF

及 720p 或以上，支持 SIP 通信协议、IPv6 和 IPv4 网络协议等。 

2.参与视频会议系统的部署、测试和应用示范。 

3.负责管理和维护设备，保证正常使用。  

在这个课题中，北邮完成了视频节点的建设，同时参与了视频会议系统的部署、测试和

应用示范，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会议室可容纳 20～30 人以内，音视频输出效果较好。 

2.会议室约 60 平方米左右，天花板高度大于 4m，噪声小于 37dB(A)，可保证视频会议

系统稳定运行；会议室地面采用吸音防火防静电地板；天花板采用纤维/吸音材料；窗帘采

用不反光浅色材料；摄像背景为浅色调。 

3.会议室顶灯提供全房间 300-500Lux，充分散射的光线；使用 4100K 色温的泛光灯，

使用吸顶式反射式的灯罩，提供散射的光线；不使用电子整流器或者使用高频电子整流器；

采用人工的冷光源，确保图像文字的清晰。 

4.会议室采用隔音装置，使用 40W *2 以上的音箱，可防止共振、回声现象。 

5.会议室采用两个高清显示器，显示器带 HDMI 接口、能达到 1920×1080 分辨率、大小

在 42 吋。 

6.会议室供电系统：布置两个单独回路 10A 墙座，每个墙插座配备一个 5 口万能插座拖

板,布局在视频会议系统的背后地面或墙壁上。为保证会议室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以减少

经电源途径带来的电气串扰，采用二套供电系统。 

7.电源线和网络传输线布到终端设备放置的地方，并且使用导管或墙内布线，保护线缆

及人身安全。电力约为 2000W，考虑余量，则取为:2000/0.7=2800W。 

 

 

下一代互联网无线宽带通信应用与移动视频研发 
 

子项目承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本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本课题合作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马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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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伟，丛  群，张  燕，霍玉嵩，孙  琼，林  檩，郭  亮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7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 CNGI“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的子项

目“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无线宽带通信应用示范”中的课题，名称为“下一代互联网无线宽带

通信应用与移动视频研发”（课题编号：CNGI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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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的主要目标是依托于已建成的 CNGI-CERNET2 主干网和校园无线网，开发面向

CNGI-CERNET2 的无线宽带通信业务的移动语音和移动视频系统，并面向 CNGI-CERNET2 

的 100 所高校部署使用。  

该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 

1.系统引入 SIP 协议和 P2P 协议，可以实现远程教学、视频点播、赛事广播等服务。 

2.利用 SIP 协议的安全、灵活特性实现用户注册认证从而解决 P2P 网络固有的安全和可

管可控问题。 

3.利用 P2P 网络中节点在获取服务的同时也提供服务的特性，大幅度提高了系统服务的

稳定性和系统的负载能力。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研发出的基于可信任互联网的多媒体通信应用支撑平台，已经在 CNGI-CERNET2 主

节点部署，注册用户超过 10 万，采用分级控制机制，提供多种终端类型的语音、视频、即

时消息等服务，开展了示范应用。  

2.该课题所研发部署的移动语音和移动视频系统，已经在教育网内 25 家节点单位部署，

注册用户数超过 10 万，利用该平台对教育网内用户提供了语音、视频位置等服务，已经形

成下一代宽带无线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示范平台，填补下一代宽带无线移动互联网乃至下一代

互联网应用的空白。  

 

 

工业服务机器人科研交流平台应用示范 
 

子项目承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马  严  

北邮课题组成员：马  严，贾庆轩，宋荆州，陈  钢，吴  军，赵  钦，黄小红， 

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8 日  

 

该课题为 CNGI“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的子项目“下一代互

联网虚拟现实科研交流平台应用示范”中的课题，名称为“工业服务机器人科研交流平台应用

示范”（课题编号：CNGI2008-123）。 

该课题目的是通过虚实混合的手段，使分布的用户可以共享同一个虚拟工作空间，并提

取其真人图像信息，实时叠加到该虚拟环境中，实现各参与者在同一个虚拟环境中进行可视

地交互。北京邮电大学利用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虚拟现实科研交流平台，通过建立虚拟模块

化工业机器人的三维模型及其虚拟工作场景环境，实现与异地的研究者在多自由度机器人路

径规划、双臂协调操作算法设计、机器人避障规划以及机器人动态避奇异、遥操作预测仿真

等方面展开充分的交流，也可以利用该共享虚拟环境，针对机械产品的装配和维修、高精产

品的在线检测等实际应用展开讨论、仿真研究等；同时还可以开展异地协同设计、机构或机

械产品的设计与装配等方面的课题研讨。  

在该课题中，课题组完成了工业服务机器人及其作业环境的三维建模，也实现了机器人

的生产线数字化仿真，研究内容如下： 

1.建立了工业服务机器人的三维数字化模型。包括工业服务机器人的几何模型、运动学

模型及动力学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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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了工业环境、机器人作业环境等三维数字化场景。包括工厂环境的场景建模、生

产线的数字化仿真、机器人作业仿真等。 

3.将模型集成到了虚拟现实科研交流平台，并结合机器人服务实际应用，进行工业服务

机器人运动规划等相关控制算法的远程协作开发与仿真验证实验研究。 

4.完成的平台已对下一代互联网 CERNET2 的单位共享，提供数据访问接口；以及作业

流程仿真建模等。 

 

 

下一代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应用示范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方滨兴 

课题组成员：方滨兴，杨义先，郭  军，李欲晓，马  严，刘  颖，陈  光， 

任乐毅，辛  阳，莫  茜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8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 CNGI 专项“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课题（项

目编号：CNGI2008-124）。 

针对网络舆情管理的业务需求，该项目在建设期内搭建了舆情信息获取平台、舆情信息

加工处理中心、信任体系、综合业务支撑平台、以及管理保障系统几大部分。该系统主要功

能如下： 

1.系统涵盖用户：目前系统中跟踪采集的高校超过 800 所，跟踪活跃板块大约 40000 个，

其中包括 IPv4 和 IPv6 网络。 

2.系统多源舆情数据采集中心：舆情信息获取平台提供面向全国高校互联网多通道网络

舆情信息源的主动获取能力，支持分布式部署和扩展，舆情监测的覆盖范围包括全国高校的

网络论坛（BBS），指定的社会网包括境外网新闻、论坛，主流博客、微博等。 

3.可对设定范围内指定内容进行定时定向采集监测，跟踪监测范围内最新发布的信息延

迟平均不超过 10 分钟。 

4.舆情信息控制中心：可以通过统一系统平台，对具备权限的论坛进行管理操作，实现

强制删帖，通过自动发帖回帖进行灌水稀释，通过 URL 过滤等方式进行有限控制。 

5.信任体系：建立针对教育网用户的信任度计算系统，及相应的计算评判规则，从而建

立针对教育网用户的信任档案和高校、论坛、板块信任档案。 

6.舆情信息加工处理中心：对教育网舆情数据提供大规模的集中存储与管理，并建立面

向全国高校的国家级舆情分析、预警和处置中心，具有可扩展、高性能、高效率的海量舆情

信息抽取、发现、分析与挖掘能力。 

7.综合业务支撑平台：根据业务部门的需求，基于系统所获取的舆情信息和分析结果，

提供全面、及时的全国高校互联网舆情监控、预警、热点追踪、信任管理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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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tor NRS 容灾产品产业化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周泽湘（同有飞骥）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姚文斌  

北邮课题组成员：姚文斌，叶鹏迪，韩  司，常静坤，陈  钊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3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信息安全专项产品产业化项目课题。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一种安全数据加密系统和一种基于删冗技术的云存储传输系统： 

（1）安全数据加密系统能够在用户的正常工件中对数据的加解密需求进行实时处理，

没有显示的加解密过程，也不产生临时文件； 

（2）基于删冗技术的云存储传输系统基于网络传输系统，旨在减少传输中传输的数据

量，它的工作方式是在数据传输前查找数据不同位置的重复可变大小数据块，重复的数据块

用指示符取代。 

2.主要实现的系统包括以下 2 个方面： 

（1）实现了一种安全数据加密系统 

实时加解密用户数据。在用户使用加密数据时动态向用户提交当前计算机微指令所需的

数据，从而满足 CPU 运行的正确数据需求。该课题所实现的安全传输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

需要调整加密方式。该系统为用户提供层次型的加密方式，初始过程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选择对称和非对称两类加密体制。在对称加密体制中，提供 DES、RC5、AES 等加密

算法，同时用户可以在相应的加密算法中选择加解密密钥的长度。在非对称密钥体制下，又

提供 RSA、Elgamal 等算法，同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当长度的加解密密钥。 

（2）实现了一种基于删冗技术的云存储传输 

系统实现的删冗系统将重复数据删除处理模块放到数据传输端，用于实现传输数据的分

块和数据去重，不但能去除大量冗余数据、增强系统扩展性和提高传输效率，而且还能大幅

度降低系统需求的存储容量，实现冗余数据删除过程和数据传输备份过程的分离。系统首先

对需要传输备份的数据进行分块，将数据分成有序的若干数据块，计算每个数据块的指纹，

生成传输数据的元数据，在恢复数据时根据传输数据的的元数据将数据块还原成传输数据。

在传输系统中设计了删除端指纹库，这样可以优化数据块指纹查询过程，提高重复数据块指

纹检索性能，也进一步降低了网络带宽。并且本系统针对已有系统无法清除空闲数据块的问

题，设计了引用管理机制，能够清除已经未被任何文件引用的数据块，释放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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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辰涉密电子文档打印复印的安全监控与审计  

系统及其产业化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杜大成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徐国爱  

北邮课题组成员：徐国爱，郭燕慧，李  祺，李承泽，董  枫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30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信息安全专项课题。  

涉密文档在政府、军队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大量存在，基于数字水印的涉密电子文档安全

管理平台能够安全快速的管理这些文档，对防止政府、军队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信息泄露，对

提高各单位工作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有： 

1.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对文档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全程防护，更加符合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的实际需求，既保证了涉密文档的安全性，又能够提高文档流转的效率，以及对文档泄

密后的有效追踪提供依据。 

2.首创了企业级涉密文档安全输出集成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对目前市场上的所有激光打

印机和数码复印机（RICOH、TOSHIBA、HP）等设备进行安全管理、统计管理与控制。 

3.实现了基于抗打印扫描数字水印的文档泄漏管理系统，无论从信息提取准确率还是从

系统处理速度，都已达到纸质文档泄密追溯管理实际应用的需求。 

4.提出了一系列水印算法，并设计了涉密文档的版权保护体系和基于水印技术的文档追

踪方案，突破了现有涉密文档安全管理的瓶颈问题。 

 

 

新一代安全一体化集中管理（SOC）系统产业化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  颖（网神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张  淼 

北邮课题组成员：张  淼，李  祺，郭燕慧，徐国爱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信息安全专项课题。 

新一代 SOC 实时不间断地对网络中包括网络设备、主机设备、安全设备、数据库、中

间件、应用、甚至机房动力环境在内的各类 IT 资源从业务连续性的角度进行实时运行监控，

快速定位故障点，并采集这些 IT 资源的日志和告警信息，进行安全事件归一化和实时关联

分析，并通过统一的控制台界面进行实时、可视化的呈现，协助安全管理人员迅速准确地识

别安全事故，进行安全审计。对于集中存储起来的海量信息，可以让审计人员借助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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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对日志进行深度挖掘、调查取证、证据保全。 

系统采用面向业务的运行监控与安全管理技术，通过业务建模和关键业务指标体系，实

现基于业务角度的系统健康状况监控和安全事件审计。 

系统支持声、光、电等各式告警方式，并能够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发出告警，能

够与客户网络中各种异构的网络设备和安全设备进行策略联动。 

系统为客户提供了丰富的报表，使得管理人员能够从各个角度对企业和组织的安全状况

进行分析，并自动、定期地产生报表。 

 

基于 TD-SCDMA 的移动 IPv6 多媒体终端解决方案     

研发及产业化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杨晓春（联芯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胡  博 

北邮课题组成员：胡  博，李保珠，张  瑶，符  饶，张良文，张晶晶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下一代互联网业务试商用及设备产业化专项（CNGI）”课题（项

目编号：CNGI-09-02-08）。 

该课题基于移动互联网建设和应用中面临的关键技术、应用技术和产品，自主研制并实

现 IPv6 产业链中的关键技术环节，结合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TD-SCDMA 移动通信系统，

重点突破支持 IPv6 的多媒体移动终端解决方案，实现 IPv6 协议栈、IPSec 等关键技术的开

发，并通过在 CNGI 示范网络上搭建 IPv6 测试实验环境进行验证，为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并使我国具备 IPv6 的移动终端产品化基础技术和产业化能力。 

该课题基于 TD-HSDPA/GSM/GPRS 双模协议栈技术和增强型终端省电技术，完成了两

套支持自动切换的双模智能终端解决方案的开发，支持 IPv6 协议栈，支持移动语音通信、

多媒体应用和个人信息管理，支持手机电视和视频通话等特色应用业务。该课题完成了基于

TD-HSDPA/GSM/GPRS 的 IPv6 协议栈开发和测试，达到了各项技术指标要求，提交了相应

技术文档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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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可信任互联网安全和网络服务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东南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 

课题负责人：龚  俭（东南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吴晓非 

北邮课题组成员：吴晓非，刘  芳，刘  枫，杨  洁，周文莉，何  刚，张  琳，雷振明， 

陈陆颖，窦伊男，张  琨，于  华，何大中，吴晓春，谢  芸 

结题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课题编号：2008BAH37B04）。 

北邮课题组研究“可信任条件下面向用户的主动网络测量与 QoS 监测系统”，实现了网

络测量基准器、网络测量客户端、网络服务质量监测系统。该系统采用了分布式的测量终端、

集中管控和数据呈现机制，并与可信任互联网身份认证、访问控制技术相结合。 

网络测量基准器和客户端都包括拓扑测量、性能测量功能。主动网络测量与 QoS 监测

系统提供拓扑测量服务和性能测量服务，其中拓扑测量服务可提供网络的拓扑结构、逻辑拓

扑关系图、以及具有地理信息的拓扑图；性能测量服务可提供带宽、时延、抖动、丢包率等

基本网络性能测量服务以及主流网络业务细化性能测量服务。 

测量终端在技术上实现了模拟互联网主流业务流程，并计算出能反映用户真实感受的质

量指标。与项目实施前互联网现有的同类测量技术相比，本系统提供了可信任的身份认证和

访问控制机制、更灵活的任意定制的测量方式、更能反映用户感知（QoE）的网络质量测度、

更易于部署和更节能的测量系统架构。 

上述系统提供网管界面和高级用户接口，用户可以在网管界面管理测量节点、测量目标、

测量任务，查看测量数据。用户访问过程基于本项目其他相关子课题中的身份认证子系统、

访问控制子系统实现可信任访问控制；网络管理子系统、被动测量子系统可以使用高级用户

接口向本子系统下发测量任务、查询测量数据。 

上述系统已经在 CERNET2 的网络中心（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主节点、西安交通大学

主节点、北京邮电大学主节点、重庆大学主节点、以及复旦大学主节点安装运行。 

 

 

搜索引擎蜘蛛及 Web 监管服务器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陈小盟（北京大正公司）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刘建毅 

北邮课题组成员：刘建毅，王  枞，伍淳华，张  茹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 课 题 为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重 大 项 目 子 项 目 委 托 课 题 （ 课 题 编 号 ：

2007BAH05B02-03 ）。 

该课题针对信息智能过滤器缺少集中监管的问题，研究和实现 Web 监管服务器，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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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监控控制台和过滤终端的基本信息和过滤日志为中心，提供了控制台多级管理（对过滤

端控制台实现多级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登录数字加密验证，权限管理）、控制台和过滤终

端的信息管理、远程管理、日志统计（对日志进行统计，实现报表和图表）、系统日志（记

录系统日志，并且支持查询）、报警（根据报警策略提供接口）和数据保护（数据安全加密

的传输）等功能，方便了管理员管理、监控、统计、查询所有控制台和过滤终端的过滤情况

以及报警情况。 

 

 

交通安全信息集成、分析及平台构建技术开发与示范
应用---跨部门交通安全综合评估模型研究 

 

子项目承担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子项目负责人：张遂征（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本课题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 王春露 

北邮课题组成员：王春露，吴建平，左兴权，钟睿明，张天乐，房玮睿，仇晨晔， 

靳茜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0 日  

 

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综合预防与处置集成技术开

发与示范应用”的子项目“交通安全信息集成、分析及平台构建技术开发与示范应用”中的课

题，名称为“跨部门交通安全综合评估模型研究”。 

该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跨部门交通安全数据的获取、交换、存储、融合以及查询、索引技术。 

2.研究跨部门交通安全数据特征自动获取、识别、统计分析技术，实现对各类数据进行

关联、融合和提取。 

3.研究跨部门交通安全数据的安全状况评估技术和方法。 

4.研究面向跨部门交通安全数据的应用主题构建技术，包括事故发生综合预测技术、交

通流量综合预测技术以及区域道路交通综合服务水平评价技术等。  

5.基于集成的各部门交通安全数据资源，通过深入了解交通安全决策支持需求，包括道

路事故致因综合支持、道路行车安全倾向性综合支持、区域道路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支持，提

出与之相应的交通安全决策支持具体功能，制订了跨部门交通安全决策支持指标体系。  

6.通过对跨部门交通安全相关数据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结合区域交通安全状态评估的

指标体系，构建常态和重大交通事件条件下的区域交通安全综合评估模型，实现对交通安全

状态的实时预测和交通安全水平的动态评估。  

7.通过对道路安全措施和技术手段及其相关交通安全事件进行分类研究，结合道路安全

措施和技术手段实施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等时空数据，分析交通事故成因和交通安全倾向

性，初步构建道路安全措施和技术手段的效果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道路安全措施和技术

手段的效果综合评估和评价模型，实现对道路安全措施和技术手段效果的综合评价。  

8.基于集成的各部门交通安全数据资源，结合跨部门交通安全决策支持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跨部门交通安全决策支持模型，实现基于集成的典型部门交通安全信息的交通安全辅助

决策支持，包括道路事故致因综合模型、道路行车安全倾向性综合预测模型、区域道路服务

水平综合动态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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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G 移动网络的情节互动式手机电影          

艺术形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贾云鹏  

课题组成员：贾云鹏，蔡东娜，何  亮，唐  微，李学明，戴宇新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课题（课题编号：09CC075）。 

该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信息科技推动下的新型电影艺术形态。从信息技术的发展、

传播媒介与传播环境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切入，探讨基于移动终端的情节互动式

手机电影艺术形态。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通过不断变迁的传播环境来切入，主要研究由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电影传播环境多元化

对整个大众电影视听叙事系统造成的影响与改变。 

2.探讨了基于计算机人机对话技术下交互性叙事的定义、形式、结构模型等，以及个体

的参与和表达所引起的新期待对互动式电影艺术形态的塑造。 

3.通过资料查找和已有的手机电影片例观摩，梳理并总结了手机电影所具有的基本特

征，归纳了适合手机载体的几种电影类型。 

4.展开了典型案例分析，在对案例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电影和游戏之间的异同。 

5.组织人员进行了实践创作，不仅将研究得到的理论成果应用到实践中，而且在实践中

检验和发现了理论部分的不足，从而为进一步完善最终的成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对整个项目做了总结与展望。项目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环

境的改变切入，深入探讨了交互性电影叙事的本质和未来发展方向。结合现有典型案例的分

析，通过市场调研和实验片的拍摄与制作，在基于两大主流移动平台的真机上实践了之前理

论研究的可能性，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下一代互联网大规模视频直播/点播系统应用示范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项目负责人：马  严 

北邮项目组成员：马  严，吴永娟，马  刚，吴  军，赵  钦，张  燕，沈  昕， 

王振华，张晓冬，黄小红，林昭文，胡  燕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17 日 

 

该项目为下一代互联网业务试商用及设备产业化专项“教育科研基础设施 IPv6 技术升

级和应用示范”项目的子项目（项目编号：CNGI2008-117）。 

该项目在 CNGI-CERNET2 基础上，提出建设“构建可管理、可运营的大规模高清 C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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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视频转播系统”，以实现在 CNGI 上可持续稳定运行的、可提供包括高清晰、标清

和支持移动设备接受的多种编码速率的学术讲座和精品课程实时转播与事后可点播的视频

播发系统，支持上万路并发视频流和局部范围内上千路并发高清视频流，解决其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并开展 100 所以上大学规模的覆盖与使用。 

该系统将结合 CNGI 相关系统的规划，利用已有成果和设施，减少重复投资，重点建设

以下软件系统的功能模块和必备的硬件设备，包括直播系统、点播系统、内容分发系统、大

容量缓存和存储系统、用户管理与视频资源保护系统、高清讲座视频播发系统、用户注册与

运营管理系统、基于 IPv6 的流媒体内容分发网络等。而大规模组播、服务质量监测与控制

等将结合相关项目进行，不单独建设投资。 

按照项目的设计和要求已经完成了全部项目内容的建设，并且以 video.edu.cn 为主域名

的门户服务器一直稳定运行至今，每日累计 IPv6 访问用户超过 1 万人，PV 量超过 20 万。 

用户分分布主要来至全国接入下一代互联网的高校、中科院研究机构，也有来自国外的 IPv

网络的用户。 

 

 

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 IPv6 技术升级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网络中心  

课题组负责人：马  严  

课题组成员：马  严，张  俊，贾  伟，张  燕，赵  钦，黄小红，王振华， 

吴  军，丛  群，张晓冬，杨建伟，焦贝宁，何  滔，沈  昕， 

吴永娟，马  刚，顾  宏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10 日  

 

该课题为教育部“2008 年下一代互联网业务试商用及设备产业化专项教育科研基础设

施 IPv6 技术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子项目（课题编号：CNGI2008-004）。  

为了落实国家下一代互联网战略，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向试商用发展，在本来就有的校园

网建设工作中，增加 IPv6 校园网升级建设内容。目标是到 2010 年底前，在高速接入 CERNET

和 CNGI-CERNET2 的基础上，将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升级到下一代互联网，建立安全、可

控、可管和可运营的下一代校园网试商用环境，实现校园网用户的 IPv6 普遍访问和校园网

信息资源的 IPv6 普遍服务，使其成为学校新一代先进的教学和科研信息基础设施，继续支

持下一代互联网的技术试验和应用示范。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核心交换机万兆连接、部分楼宇实现万兆连接、千兆接入。 

2.教学区十四栋、宿舍区十二栋楼宇范围双栈覆盖。 

3.在校内教学区的无线网络基础上,建设一个纯 IPv6 子网，已具有 300 以上用户规模；

实现客户终端能够从纯 IPv6 的网络中访问 IPv6 和 IPv4 的资源，为实验和科研提供理想的

环境。 

4.升级校内信息服务平台，使校内主要的信息服务支持 IPv6。 

5.校园网 IPv6 用户数达到 2 万以上。 

6.校园网重要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 IPv6升级 10个以上，为了引导师生对纯 IPv6的应用，

提供了纯 IPv6 环境下的如 IPTV、视频点播等的多媒体资源、校内公告系统等服务性信息资

源建设，为开展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试验和应用示范提供试验环境。  



38 

国拨经费和自筹经费按时到位，按照统一招标采购，采购了网络数通设备、网络安全设

备、服务器设备、信息系统改造和机房基础设施改造： 

（1）网络设备采购了国内主流厂家的设备：H3C、神码、锐捷、中兴等，设备全部安

装完毕，运行正常； 

（2）服务器设备采购了国内主流厂家的设备：联想、曙光等，服务器全部安装完毕，

运行稳定、状态良好。  

信息系统经过改造，不仅对 IPv4 业务运行稳定，还提供校内外用户 IPv6 的访问服务。

今后将不断增加和完善 IPv6 的应用和资源，引导和鼓励用户使用 IPv6，扩大 IPv6 的用户数。 

 

未来宽带无线接入关键技术研发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杨  旸（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张建华  

北邮课题组成员：张建华，冯志勇，刘  毅，李晓帆，徐  薇，詹  瞻，戚志超， 

张志燕，聂蔚青，王禹凝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6 日 

 

该课题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未来宽带无线接入关键技术研发”的子课题（课题

编号：2010DFB10410）。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建立了具有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特征的协作传输信道的模型。 

2.提出了多用户协作传输策略及其资源分配与优化方案。 

3.研究了多种性能约束条件下的协作传输策略、发送端与接收端联合优化处理、功率与

数据传输联合优化分配技术。 

4.建立了可支持分布组网、协作通信技术测试与验证的无线网络技术试验原型 1 套。 

5.给出了我国 TDD 频谱分配的建议。 

6.建立了 1 套 3 个接入点的未来无线接入演示验证环境。 

该项目在具有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特征的协作传输信道建模、多用户协作传输策略及其

资源分配与优化技术以及 TDD 物理层传输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通过国际合作，中方借鉴了芬方合作方赫尔辛基工作大学以及 Oulu 大学再频谱灵活使

用、协作传输、无线资源分配与优化、联合编码等方面的研究基础和工作积累，同时借助芬

兰诺基亚和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公司的雄厚积累开展合作研究开发，推动中方的研究与国际

领先水平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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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空间的公共领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郭玉锦 

课题组成员：郭玉锦，王  欢，陈  伟，唐  雨，冯婕春，王玉珏，臧传新，阿丽艳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07BSH040）。 

该研究主要探讨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构建和功能。由此映处网络社会空间在当代所

产生的公共领域意义。 

该研究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构成。（1）在理论上：从理解公共领域和网络公共领域的概

念界定，论证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可能；（2）在实践上：通过中国人网络公共参与发展和几个

主要场域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3）通过考察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构建

二重性、构建过程及其理论和情绪化程度讨论建构机制；（4）在功能上，重点分析了政治功

能、社会控制、资源动员和社会认同与建构功能；（5）指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

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该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 

1．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 

网络公共领域概念界定。该项目首先从讨论公共领域的相关概念来理解网络公共领域，

认为网络公共领域就是人们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自主讨论公共事务或社会事件的观点交流

的场域。网络公共领域是下面几个要素的集成：（1）公开交流（讨论、争论和辩论等）；（2）

批判（评价、评论、说三道四等）；（3）有限理性（提倡理性，但不能完全保证）；（4）部分

共识（公共性）；（5）影响公共决策和社会事件进程。 

2. 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 

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五个阶段。(1)在议题方面；(2)议题进入阶段；（3）议题辩论和讨

论阶段；（4）共识形成阶段；（5）议题消失阶段。 

3. 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分析 

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利益集合是全民利益的结晶，并源于全民利益。但是在

国家与社会实践发展中，原有的国家意志概念与现实中全社会的意志概念发生不一致，这种

不一致的发生是动态的社会发展中，人们的需求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这种

变化中的公共性并没有及时地“进入”到国家意志中，原有的国家意志与已经变化的“公共性”

协调。于是，人们在网络上提出批评，警示国家，让国家看到民众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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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选择性注意机理与语义特征提取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负责人：蔡安妮   

项目组成员：蔡安妮，周仁来，赵志诚，苏  菲，董  远，赵衍运，庄伯金， 

白雅娟，杨  萌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项目编号：90920001）。  

该项目在从事计算机视觉研究和从事视觉生理心理研究的两方面人员的紧密合作下，积

极寻找学科交叉点，在深入研究视觉认知机理的基础上，对视频内容理解的几个关键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在视频检索任务导向下，对视觉注意进行了一系列的特定条件下的眼动实验，获得了

若干心理学方面的成果；同时建立了首个具有自由观看、有正确指导语和错误指导语 3 种范

式的视频眼动数据集，正在筹备将其公开至互联网上，这对推动国内外视觉注意和视频搜索

等方面的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 

2.在视觉认知机理研究的驱动下，提出了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通路结合的视觉注意

模型引入语义视频搜索框架的新思想和实现方法，实现了自然语言理解、视频内容理解和视

频搜索的有机结合；同时提出了几个适合于视频搜索的显著性注意计算模型，例如模拟视觉

长期和短期记忆的适用于图像和视频的注意模型，这些模型相较于现有模型更符合眼动仪记

录的真实的眼动数据；连续 2 年在 TRECVID 视频搜索任务的国际评测中检验了所提框架和

方法的有效性，其搜索准确率的逐年上升并达到与文字检索可以相比较的程度，显示了所提

方法具备一定的突破当前语义视频搜索技术瓶颈的潜力。 

3.除了视频分析所涉及的视觉注意，在语义概念提取、目标检测、以及音视频协同处理

等方面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或改进的算法，尤其在特征稀疏表达方面取得了若

干有益的研究成果。 

 

 

句子语义的视觉表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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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鹏，刘咏彬，袁彩霞，刘海鹏，张春宇，张  珂， 

张碧川，李晓旭，任福继，谭咏梅，于立平，席妍妍，王乙宁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项目编号：90920006）。 

    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视觉通道的信息具有重要辅助作用，许

多语言信息源于视觉感知，即所谓语言的视觉接地。该项目研究在视觉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语

言的意义，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 

    1.提出了一个基于图像信息的词汇语义习得模型 ViMac。该模型建立了基于静态图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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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词汇意义习得和表示方法，该方法主要关注名词、形容词和方位词。模型的核心部分包

括基于 Hellinger 距离的语义关联度计算、基于混合度量的词聚类、基于多维 Hellinger 距离

的视觉特征选择以及空间方向关系的形式化描述与模糊判定，由此来实现视觉特征和语言词

汇的对应。进而，为了能对新图像特征值进行语言描述，提出了一种基于核心成分的视觉语

义表征，基于这种表征方法提出了面向新图像特征值描述的复合词生成算法，该算法可生成

训练数据中未出现到的复合词以描述训练集中未出现的新图像特征值。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一个为静态图像自动生成自然语言描述的系统。 

    2.提出了一个基于视频信息的动词词汇语义习得模型 ViMac-V。针对动词的特点，采用

框架+论元的语言学结构来构建基于视频特征的动词语义，利用框架来组织视频情景中运动

的各种认知属性，而论元则被框架支配来实现对具体运动属性的描述。首先基于视觉特征与

词共现信息、词性信息以及最小编辑距离进行论元的词类划分，并利用二元语法模型进行动

词框架的提取。进而，通过构建自组织神经网络组来实现动词语义与视频信息的关联。其中，

基于学习矢量量化的框架激活机制将视频所凸显的反映运动信息的各属性结构与动词框架

相关联；而对论元则通过 SOM 网络将其在视觉空间中范畴化。范畴化后的 SOM 网络连接

了高维视频特征分布和论元词汇，再通过框架支配各个带词汇化标签的 SOM 子网络，组成

不同的动词视觉语义。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个为视频自动生成自然语言描述的系统。 

    3.除了基于认知的语言接地的上述工作，基于语言意义习得的发展性，研究了基于儿童

语言习得机理的语言习得计算模型，提出了一种阶段性儿童语言习得模型。 

 

 

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作用机制与           

相关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人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方滨兴 

项目组成员：方滨兴，李欲晓，齐佳音，吴  斌，刘  颖，徐敬宏，任乐毅，张一文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项目编号：90924029）。 

该项目以网络舆情为突破点，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演变机制和事件信息处理分析方

法。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酝酿、爆发、演化三个客观阶段出发，基于网络舆情研究非常规突

发事件的预防、应急、恢复三个方面的管理机制，并针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预测、干预、评

估三类应对预案研究基于网络舆情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信息获取、研判与决策及重现可视分析

技术。项目以非常规突发事件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非常规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作用机制为

理论基础，网络舆情多源采集、清洗、融合、挖掘和可视分析方法研究为技术支撑，结合复

杂网络理论和社会计算方法，搭建一个非常规突发事件舆情作用机制仿真实验及技术验证平

台。 

该项目针对基于网络舆情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管理的三个科学问题（模式未知、信息

演化型与交互性和海量信息展示），在六项关键技术（事件模式挖掘、非常规突发事件中舆

情作用机制、舆情事件的发现与追踪、倾向性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关系挖掘、大规模事件

信息可视分析）上取得突破，形成基于舆情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管理的决策支持理论与关键技

术体系，开发了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的大规模网络舆情分析预警的验证示范系统，并在

每项关键技术中提出了相应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国家级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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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的无线资源管理与利用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负责人：纪  红 

项目组成员：纪  红，冯志勇，何  晨，李  曦，张奇勋，田  辉，李  屹， 

蒋铃鸽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0832009）。 

目前无线通信网络的频谱资源均采用固定的频谱划分和管理策略，虽然具有机制简单、

管理方便的优点，但随着对无线接入服务快速增长的需求，日益显示出其频谱利用率低下的

缺点，阻碍了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认知能力的引入能够促使通信元素感知周围环境，从而

实现无线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灵活管理。 

围绕上述问题，项目组对无线网络频谱检测和认知方法、分布式频谱分配和接入机制、

动态频谱共享方法、功率控制和分配策略、网络选择和功率重配置、联合自主的无线资源分

配和优化机制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设计并搭建了认知无线网络的验证演示及仿真

平台，实现了基于三区地理位置划分的认知数据库技术、频谱检测、频谱切换等功能，主要

指标如微弱信号检测、频谱检测效率、频谱切换时间等优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所提要求，

为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了技术验证和功能演示支持。 

 

 

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设计理论和关键技术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项目负责人：马华东 

项目组成员：马华东，刘允才，孙立峰，刘  亮，罗  红，赵  旭，孙  岩， 

明安龙，张海涛，段鹏瑞，李  雄，赵国涛，王  超，曾成斌， 

王俊强，王  智，傅慧源，赵  东，袁培燕，宋宇宁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0833009）。 

    该项目针对三维感知模型与覆盖控制策略、多媒体数据编码与传输方法、媒体流内/流

间同步机制、低质媒体信息增强与理解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

包括三维有向感知模型与网络覆盖控制机制、视频传感网络目标定位跟踪方法、基于空间数

据相关性的近似数据收集算法、基于网络编码的视频机会路由传输、基于信息量的信息可靠

传输策略、基于二分树的目标分类方法、不同摄像机视域迁移目标的识别与接力跟踪方法、

多视角高精度实时人员计数算法、基于社会网络用户传播的视频内容分发机理等。研制了多

种无线多媒体传感器节点和组网协议，实现了智能楼宇、智能安防、智能交通等多个应用原

型系统或验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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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通信网络新型慢光缓存器的机理、器件及     

应用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项目负责人：郭  弘（北京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喻  松 

北邮项目组成员：喻  松，顾畹仪，李巍海，左  勇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0837004）。 

该项目对慢光缓存器及其在光通信网络中的应用进行了理论与实验研究，在光缓存物理

机理和控制手段、基于微环结构的光缓存器件以及光缓存在光网络中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了进

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微波辅助相位控制的光速调控模型。通过微波场和光场的共同作用，可以利用

相位控制灵活调控介质的快慢光学特性，同时，该模型对于材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应

用于多种介质材料中。 

2.研究了脉冲形状对时延大小的影响，提出了控制方案并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应根据实际要求选择不同的脉冲形状以获得最好的延迟效果。同时，

项目组还给出了主要应用场景下的优化脉冲形式，并完成了实验验证。 

3.完成了有源微环群延迟特性的理论推导、器件制备和实验验证，实验测试表明，其群

折射率达到 200 以上。完成了无源微环群延迟特性的理论推导、器件制备和实验验证，微环

延时器件的时延可达 100ps@5Gbps。 

4.基于微环延时器，提出了一种新型十进制光缓存结构。该缓存使用一个控制单元和 3

个环路，可以实现从 1 倍到 999 倍最小缓存单元的可调谐时延。这种大动态范围，精细粒度

调谐的光缓存结构在光交换中非常具有应用价值。 

5.完成了具有光缓存器的分组交换光网络的仿真，并评估了缓存器的影响，提出了一种

基于慢光缓存的光突发交换信道调度方案，可提高光缓存器的使用效率。 

 

面向可重构 Gbps VLSI 的 MIMO 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吴  斌（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赵  慧 

项目组成员：吴  斌，赵  慧，刘  洋，包亚伟，周小平，郑  斌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6022）。 

该项目属于微电子与通信信号处理的交叉应用基础性课题，是对面向未来 4G 宽带通信

基带 SOC、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SOC 等基带 SOC 研究领域里的共性基础性预研工作，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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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单芯片 VLSI 实现的 MIMO 检测高性能、低复杂度算法设计，高吞吐率、可重构、低

功耗 VLSI 体系架构设计等方面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研究团队已有工作，研究高性能、低复杂度且复杂度固定的检索策略。选用 K-Best

算法后，提出应用 AS 策略降低复杂度并保证性能的方法；设计合理有效的电路设计实现

AS 策略的 K-Best 算法。研究通过检测前 LR 预处理操作改善检测性能、降低复杂度的方法，

提出在具有 LR 预处理操作下的软信息提取与低复杂度重传合并算法。将该 MIMO 检测方

案集成于团队完成的 802.11n 算法链路中，在标准信道仿真模型条件下，达到无线局域网的

误包率要求（4096 字节包长的误包率低于 10%）。建立基于 K-BEST 算法的定点仿真模型，

并建立了浮点与定点的混合仿真模式。 

2.研究多模配置下的统一检测算法。项目中对不同的天线配置模式，即 4X/3X/2X/1X 和

不同的传输方案，进行统一收发的浮点算法模型设计。针对 MIMO 两种不同的传输方案采

用统一的生成矩阵来实现复用和多速率空时编码的自适应传输。该方法需要构造一个统一的

母生成矩阵，传输时首先对发送数据流进行实虚部扩展，接着根据传输方案的不同，对母生

成矩阵进行删除相应的行向量来获得具体传输方案对应的生成矩阵，进而实现统一传输。对

于不同的传输方案，发送端采用了统一的生成矩阵，使得接收端可以采用相同检测算法进行

数据流检测，避免了对不同的空时编码形式设计相应的检测算法，进而降低设备和检测算法

的复杂度。 

 3.解决了面向单芯片 VLSI 实现的 MIMO 检测高性能、低复杂度算法设计，高吞吐率、

可重构、低功耗 VLSI 体系架构设计等方面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将有助于促进未来 4G 宽

带通信、下一代无线局域网的产业发展。 

 

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技术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罗海勇（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赵  方 

项目组成员：罗海勇，赵  方，徐勇军，张  波，林  权，韩  霜，郭红成， 

林以明，刘少帅，宋宇宁，雷地球，王  睿，徐俊俊，刘书静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873244）。 

在该项目实施的三年中，项目组依据任务书计划要点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

果： 

1.在环境自适应的动态定位测量模型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自适应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定

位测量动态模型（基于动态 Radio Map 的粒子滤波室内无线定位算法、基于线性插值和动态

指纹补偿的分布式定位算法）。 

2.在基于几何特征约束的节点定位技术研究方面，提出了基于网络局部拓扑特征的鲁棒

节点定位算法、基于时空相关性滤波的抗差节点定位算法和基于加权 Voronoi 图的分布式无

需测距节点定位算法。 

3.在基于优化目标代价函数的节点定位技术方面，提出了于软约束模式的分布式加权最

小二乘节点定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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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基于贝叶斯滤波技术的移动节点定位技术方面，提出了基于均值漂移和联合粒子滤

波的移动节点定位算法和基于 QR 分解的分布式移动节点定位算法。 

5.在基于智能优化的轻量级节点定位技术方面，提出了基于标记传递的低成本室内定位

算法。 

此外，该项目还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在基于网络密度分簇的移动信标辅助定位技术、

基于顽健估计的室内节点定位技术以及面向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基于视觉信息的传感器网

络定位技术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 

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已在该项目研发的基于超声波和基于低功耗 WiFi 的定位研究实验平

台上得到验证，并在实际系统中得到应用，目前正在进行市场化推广。 

 

面向精准农业的新型无线传感器网络体系结构    

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吴华瑞（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刘丹谱 

北邮项目组成员：刘丹谱，尹长川，罗  涛，李剑峰，郝建军，丁  杰，张雪芬， 

陈昌海，于  江，黄  振，左  罗，乔文静，张倩雯，傅延飞， 

张铠麟，黄  霁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871042）。 

针对未来精准农业生产的需求，该项目着重从适用于大规模农田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

结构和节省网络能耗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自组织架构、数据传输模式、物

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节能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联合优化、基于移动性的无线传感器网

络数据收集节能等关键技术，以为无线传感器网络在精准农业中的普及应用奠定基础。主要

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分簇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协作传输结构，使用簇头进行协作以形成虚

拟天线阵进行协作 MIMO 传输，从而节省簇头的能量消耗。根据所用分布式协作传输技术

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协作传输方案，即基于 V-BLAST 的 VCHCT 传输方案和基于

STBC 的协作传输方案，两种方案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应用场合。 

2.针对农业无线传感器网络规模较大、数据允许有一定时延的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汇

聚节点的移动 Sink 数据收集方案，即选取部分节点作为数据汇聚节点，移动 Sink 通过最短

路径访问各汇聚节点收集数据。该研究设计了一种联合考虑节点到汇聚节点路由和移动 Sink

路径的启发式优化算法，在保证数据时延性要求的条件下，降低了随机移动所导致的高延迟

和低效率以及传感器节点到汇聚节点的数据传输，从而节省能量。 

3.基于能量有效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提出一种分布式检测算法，依据源、目的节点间的信

道状态信息以及源端观测质量，选定部分节点传输数据，实现能量有效的功率分配方案。 

4.提出一种改进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MAC 层自适应占空比协议，根据网络负载自适应的

调整节点占空比，以适应当前网络的负载流量。该自适应算法可减少数据包端到端时延，从

而在节点能量和数据包时延之间取得理想的折中。 



46 

飞行员情境认知机理及其工效学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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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忠起，马  锐，袁修干，王  飞，徐晓慧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30970904）。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和目标来源于我国中长期航空工业战略规划需求，是 2005～200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飞行员视觉信息流认知机理及工效评定技术研究）的深化和延伸，

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我国航空领域的安全高效及未来飞机的研制提供必要技术支撑。 

    该研究的特色和创新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在飞行员情境认知机理方面有：飞行任务中的

感知运动、注意力分配及紧急情况下的决策机理研究；基于驾驶活动的运动绩效、工作负荷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在工效学应用方面有：通过对飞机人机交互接口技术的研究，提出相应

的人机工效评价准则及方法，确定新一代航电系统中的显示/ 控制、提示界面的设计指标和

依据；基于典型任务情境下飞行员的失误分析及对策研究。最终实现系统定量地分析飞行员

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及决策控制，确定提高其情境认知的基本方法和工效手段，进而形成一

套完整的飞行员/ 显示/ 控制作业的工效综合设计评价技术体系以供有关工程部门使用    

信息量过大环境使得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出现认知超载问题，并由此带来操作工效下降。

研究内容有： 

1.用中国民航人的失误分析系统(CN-HFACS)研究了人的失误各类别在运输飞行事故致

因因素中的重要程度。 

2.为实现飞行绩效的客观评价,利用眼动数据,建立了拓扑结构为 621423 型的 BP (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模型。 

3.通过自主开发的平视显示器仿真模型开展飞行模拟实验，研究了需要分配注意力的情

况下，信息显示界面内目标信息数量、信息呈现时间及间隔时间对信息探测绩效的影响。 

4.研究不同脑力负荷水平对被试者脑功能的影响。 

5.飞行任务相关的认知负荷对听觉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飞行员的情景认知及工效应用研究也是我国飞行员飞行

活动及新型飞机设计必然遇到的问题，该研究将有效地解决飞行安全及飞机座舱中人机交互

界面的优化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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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光子晶体纳米腔耦合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俞重远 

项目组成员：俞重远，芦鹏飞，韩利红，姚文杰，叶  寒，王东林，周  帅， 

曹  贵，辛  霞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1068）。 

该项目在量子点-光子晶体纳米腔中光子态与电子量子态之间的耦合相互作用、二维光

子晶体的结构优化设计和光学性质、量子点光电特性及生长控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并

对纳米线、量子环等纳米结构进行了拓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研究了单光子的产生和调控的物理机理，解决单光子的输出效率问题，为基于单光子

的量子光信息处理关键器件的研究和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支持。 

2.基于腔量子电动力学理论，建立了量子点-光子晶体微腔耦合系统的全量子模型，研

究了纯消相、非相干泵浦等对耦合系统的发光谱、单光子发射效率和纠缠光子对产生的影响，

探索了量子点-光子晶体微腔耦合系统操控的物理机制，提出了提高单光子发射效率、获得

高效稳定的固态单光子源和纠缠双光子源的方法。 

3.结合几何投影法和有限元方法，设计了高 Q 值、低有效模式体积的光子晶体微腔，Q

值达到 5×105，比现有报道提高了近一倍；设计了易于实际生产制备的宽带隙光子晶体结构，

绝对带隙达到 0.1735（2πc/a），高于现有报道最高值；设计的能带平坦慢光传输光子晶体波

导，群折射率达到 2335，远高于现有报道值。 

4.设计了具有高效宽带光衍射和汇集特性的二维梳状光子晶体结构和能量对称性高、定

向性好的二维光子晶体波导多束分束器。 

5.利用密度矩阵方法研究了量子点与光场耦合的线性光学特性以及杂质、量子点半径等

对应变量子点的线性和非线性光学特性的影响；利用有限差分时域方法研究了量子点与外场

耦合的激子极化激元效应及其产生的 Stokes 频移。 

6.利用连续弹性理论和有限元方法，改进了位错段应力解析公式，得到了 InAs/GaAs 量

子点中的优先成核位置和位错形成的临界条件。结合有限元方法和移动渐近线方法，发明了

一种计算快速且精度高的方法计算量子点的组份分布，并利用此方法研究了温度和邻近量子

点对组份分布的影响及图形衬底台面单量子点生长的临界尺寸问题。 

该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最终实现全光量子信息处理的重大需求以及更深层次理解和

掌握光子操控机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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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EM 小室对 EUT 辐射特性的影响及补偿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书芳 

项目组成员：李书芳，洪卫军，邢曙光，李  吉，刘晓阳，左中梁，李慧心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1069）。 

该项目针对用 GTEM 室做辐射 EMI 测试这一国际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工作： 

 1.以电偶极、磁偶极、螺旋天线为基本类型，以理论公式推导和计算为基础，结合 HFSS，

Semcad 仿真软件建立的完整仿真模型，并且搭建相对应的实验场景进行实验。归纳理论推

导，对比分析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已经在电偶极型天线，螺旋形天线方面得到了比较完善

的 GTEM 小室内阻抗变化规律。磁偶极型天线方面，通过建立仿真磁偶极模型，并且以磁

偶极周长变化、在 GTEM 小室的内部位置变化等为研究点，研究磁偶极子阻抗变化规律，

得到了初步的研究结论。 

 2.通过系统的了解和使用 HFSS 仿真软件，独创性地建立起完整的 GTEM 小室环境模

型。 

 3.通过对 GTEM 小室应用于辐射总功率测试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实验，论证了用 GTEM

小室测试辐射总功率的可行性，并发展了对实验结果通过|S11|参数进行补偿的方法。 

 4.在理论和实验上严格地论证和发展了用 GTEM 小室测试 RFID 标签方向性、RFID 系

统读写距离测试等方法，重点研究了 GTEM 小室测试 RFID 标签 Delta RCS 的理论可行性。

并且通过实验对比分析验证了此方法的实用性和优越性。 

 5.创新性地论证了用 GTEM 小室测量电小尺寸散射体 RCS 的可行性以及优越性，并通

过互易定理推导出对电小尺寸散射体的 RCS 与 GTEM 小室反射系数的关系式，并通过实验

论证了理论公式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整的验证性实验。 

 

车辆无线通信网络的跨层设计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剑峰 

项目组成员：李剑峰，罗  涛，尹长川，刘丹谱，郝建军，乐光新，李静叶， 

赵  明，张  磊，刘瑞娜，吕子茹，胡  淼，薛  京，王  昊， 

付广钰，路  正，雷亚星，温志刚，林  霏，娄  佳，虞贵财， 

唐菁敏，刘  蔚，陈昌海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1082）。 

近年来，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的蓬勃发展，人们对于高品质安全的车辆无线网络的需求愈

发庞大。在此背景下，该项目主要致力于开展车辆无线通信网络物理层、MAC 层和路由层

关键技术及跨层设计技术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分析了多普勒频移对车载通信系统性

能的影响，提出了基于导频辅助信道估计的多普勒分集技术；全面比较分析 FMT 与 OF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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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载波技术，并提出了一种线性插值 p-weighted 降噪算法；分析研究了影响车载无线通信网

络中 MAC 层系统吞吐量的主要因素；针对频谱移动性的挑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分布式

认知无线电网络单收发设备的多信道 MAC 协议，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脉冲型短导频类 MAC

协议 XY-MAC；研究了基于位置信息的路由选择协议及切换算法，并提出了基于 QoS 保障

的安全信息广播机制及基于辅助转发中心的改进型路由算法；研究了认知车载系统的资源分

配与共享技术，提出了一种可提高系统链路质量、资源利用率以及用户接入公平性等性能指

标的分配与共享算法，并联合物理层进行跨层设计与优化。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搭建

了基于 IEEE 802.11p 和 FPGA 的车辆通信原型机。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异构网络联合无线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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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铮，杨文川，卢美莲，孙  全，孙  雷，孙巧云， 

江  帆，徐海博，王稀君，沈东明，郑淑琴，王升东，苗  杰， 

黄  姚，张  军，黄  波，王灿如，高松涛，李耕宇，田  鹏， 

费文超，徐玲玲，李宏彬，连蓉蓉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1125）。 

当前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迅速，运营商网络面临极大的数据压力。如何通过多网络协同，

提升资源利用率以应对数据迅猛增长的挑战，成为学术界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

课题旨在抓住网络融合与协同发展的契机，将多网络的协同从业务层面推向无线接入层面，

提升多网络协同下的接入效率、资源效率及干扰控制，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

注重理论研究对实际应用的指导，推动该领域理论、技术的产学研用多环节联动发展。 

该项目利用空间向量模型，在揭示、表征异构无线资源的多维多域特征、完善联合无线

资源管理机制及技术方面形成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1.针对异构资源所呈现的构成多域性、耦合关系多维性及资源分配柔性灵活的特征，结

合异构环境下无线资源管理决策中多属性、多目标的独特本质，构建了具有多维属性及向量

间关系表征能力的向量空间模型。 

2.基于建立的具有异构无线资源特征的多维向量空间模型，提出异构网络场景下群体切

换的概念，并针对接入节点选择、终端协同聚合、群体切换决策等诸多难题进行研究，形成

了复杂网络环境、时变无线环境及多样业务环境下具有灵活、适变特征的联合接纳控制策略，

充分发挥了不同网络的承载特性，实现最优的用户接入。 

3.基于构建的异构无线资源向量空间模型，利用多目标决策、博弈论、排队论、最优化

理论等数学方法，结合业务 QoS 需求及不同网络的承载能力进行联合资源调度，解决了多

网络协同业务传输及各业务子流间的同步控制问题，提升了系统资源效率。 

4.在考虑网络整体异构资源间协同管理基础上，针对不同网络资源管理的差异性，从终

端协作、干扰协调、高能效通信、频谱感知等方面进行无线资源的局部优化机制研究，形成

了兼具全局统筹能力及局部灵活适配能力的柔性资源管理策略。 

该研究突破了异构网络环境中无线资源的多维多域特性、网络资源耦合关系表征以及柔

性适变的联合资源管理中所面临的难题，推动了相关理论、技术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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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几何理论的并存无线通信网络模型及    

传输容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尹长川 

项目组成员：尹长川，郝建军，刘丹谱，罗  涛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2073）。 

近年来，由于频谱资源的日益稀缺，并存网络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该课题利用随机

几何理论，研究具有不同频谱使用优先权的两个（或者多个）Ad hoc 网络并存时，其各自

的网络传输容量度量，研究二者之间的折衷关系，分析不同的传输策略（如功率控制、多天

线波束成形等）和不同的信道传输条件（如指数衰减、Rayleigh 衰落和阴影衰落等）对网络

传输容量的影响，提出新的传输策略以提高网络的频谱使用效率降低网络间的干扰，从而将

现有的容量分析结果由单个网络扩展至两个（或多个）网络并存时的情况。建立并存无线通

信网络仿真环境，为取得的理论结果进行仿真验证。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两个网络共享频谱时吞吐量与时延的“尺度变化律”。吞吐量和时延是大规模无

线通信网络重要的性能度量，分别定义为链路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数据包从源到目的节点平均

所需时间。采用尺度变化律方法，对共享频谱资源的两个无线 Ad hoc 网络在两种场景下的

吞吐量与时延进行了分析：（1）主、次网络各自独立进行数据传输；（2）次网络辅助主网络

进行数据传输。  

2.两个网络共享频谱时的传输容量分析: 传输容量被定义为中断概率受限时网络单位面

积上能够实现的成功通信的比特率，该参量可用于度量无线 Ad Hoc 网络的容量。该课题首

先对具有保护区域的单个无线通信网络的传输容量进行了创新性分析，其次利用随机几何理

论中的稳定分布理论、非齐次泊松点过程和双变量泊松点过程对并存 Ad Hoc 网络进行建模，

并研究了在此模型基础之上的并存通信网络的传输容量。 

3.并存无线通信网络的数据传输策略优化: 研究了当两个无线通信网络共存时，不同传

输策略，即：信道求逆(CI)功率控制、基于 SIR 的功率控制和机会频谱接入等策略，对并存

网络的传输容量及频谱接入覆盖概率等性能的优化。 

4.多天线与干扰抑制技术: 研究了采用多天线技术发送和接收时，无线通信中分集和复

用的折衷、分布式感知自适应波束成形算法以及多天线传输策略对无线网络性能的影响。 

5.并存网络仿真验证: 利用数学分析求解无线通信网络传输容量的闭式解非常困难。为

了对获得的理论结果进行验证，利用 MATLAB 语言搭建了 Ad Hoc 网络传输容量仿真平台，

对具有齐次和非齐次泊松点过程节点位置分布的无线通信网络的传输容量进行了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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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 检测与合并中的智能信号处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铁军 

项目组成员：吕铁军，高  晖，苏驷希，望育梅，曹若菡，杨少石，夏金环， 

张  长，任  远，龙非池，常鹏飞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2075）。 

多输入多输出 (MIMO) 技术凭借其在提高系统频谱利用率方面的卓越表现，已经成为

移动通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技术。MIMO 系统中的检测与合并技术都属于智能信息处理范

畴，该项目对多种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展开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智能信号处理方法的

MIMO 检测与合并算法，提高了 MIMO 无线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1.该项目从新的视角出发，把信号判别看成是一个不确定性推理过程，开创性地引入证

据理论 (DST)，提出广义软信息的概念，并充分利用这种软信息，建立决策规则模型，克

服经典贝叶斯理论对不确定性知识刻画不足的局限性，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和提出数种性

能优异的 MIMO 检测和合并算法。其次，研究了概率数据关联 (PDA) 算法的优化，及其在

干扰受限通信系统中的应用。研究了高阶 QAM-MIMO 系统的比特级符号检测问题，提出了

一种通用的比特级 PDA 检测方案。同时，研究了 PDA 算法在下一代无线通信网络中的应用，

针对多小区多用户 MIMO 蜂窝网路的上行链路，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基站协作的软合并辅助

的分布式 PDA 软接收方案。最后，研究了基于置信度传播 (BP) 的 MIMO 检测算法，分析

了 MIMO 信道和 VBLAST 结构的因子图模型，提出了多种低复杂度高性能的检测算法。 

2.该项目提出了多种基于智能信号处理技术的 MIMO 检测与合并算法，获得了重要结

果，包括：基于证据理论的 MIMO 检测算法，基于证据理论的 SISO-HARQ 系统下数据合

并算法，基于证据理论的 MIMO-HARQ 系统下数据合并算法，基于证据理论的多用户系统

调度算法，基于蚁群算法的高阶 MIMO 检测算法，高阶 QAM-MIMO 系统的通用比特级 PDA

检测算法，多用户多小区 MIMO 系统中基于基站协作的分布式 PDA 软接收方法，基于置信

度传播的 MIMO 迭代检测算法等。这些成果中的大多数都已发表在世界权威通信期刊或重

要国际会议上。通过对该项目的研究，加强了和国际同行的交流，扩大了项目组在 MIMO

检测与合并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同时培养了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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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多天线的协作广播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晓湘 

项目组成员：王晓湘，王玉龙，张鸿涛，沈振惠，李  松，卢  尧，唐名威， 

周  佳，陈  雷，李明明，王冬宇，胡  静，冯延钊，李兆宁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2076）。 

该项目研究了节点快速邻居发现机制、无线协作多播场景下的聚簇机制、虚拟 MIMO

形成机制、协作多播资源管理、资源优化及冲突控制、多播波束成型等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

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高效节点聚簇机制和虚拟 MIMO 形成机制、基于波束成形的协作多

播、协作多播的功率分配与控制。 

1.针对高效节点聚簇机制，在 Ad-Hoc 网络分簇算法实现方面提出了基于位置信息的分

簇算法和基于位置感应的簇头选择算法；在邻居发现和伙伴选择方面，提出了一种功率节省

的伙伴选择方案；并在对各类分簇算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基于节点聚簇的 MAC 层协

作广播机制；在虚拟 MIMO 建立机制方面，提出了基于 MBMS(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的节

点选择方案来实现发射端的分集增益；并分析了基于有限反馈波束成形的多天线中继系统的

性能。 

2.针对多播系统的波束成形技术，首先提出了基于有限反馈的多播波束成形算法和基于

波束成形的多播系统资源分配算法；然后针对不同信道环境，分析了采用机会中继和波束成

形方案进行信息传输的中继系统的性能。 

3.针对协作多播系统的功率分配与控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协作系统的功率分

配与控制、多播系统的功率分配与控制。在协作系统的功率分配与控制方面，首先提出了簇

内协作网络中有门限的动态资源分配算法；然后针对 OFDMA 的多用户协作网络，提出了

一种联合子载波和功率分配的资源分配策略以及基于神经网络的新型资源分配算法；最后针

对功率受限的协作系统，提出了功率约束条件下协作自适应资源分配方案。在多播系统的功

率分配与控制方面，首先针对多天线多播系统提出一种基于组间公平的资源分配方案；然后

针对 OFDMA 多播系统，提出了基于子载波协作的资源分配算法；最后针对 IMT-A 系统的

MBMS 业务，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的多小区 MBSFN(多播广播单频网)的资源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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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分析的网络流量检测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亚建 

项目组成员：周亚建，平  源，郭  春，赖裕平，刘  念，彭建芬，彭维平， 

孙  娜，薛  超，薛  凯，高  富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2077）。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为： 

1.基于 WinPcap 开源软件包和 Windows 平台，开发了一个网络流量收集分析实验平台。

该实验平台实现了将应用程序与其产生的数据包一一对应，能够统计分析 P2P 应用网络流

量的各种行为特征。 

2.分析了 P2P 应用的流量数据，从节点通信状态、节点交互的统计、传输层协议分布

和节点主机 TCP 端口状态等几个方面分析了 P2P 应用的行为特征。 

3.提出了一种基于端口特征的 P2P 应用识别方案，通过将 UDP 监听端口的统计特征进

行特征向量化，然后利用支持向量机对其进行分类，就能够识别出监听端口所属的 P2P 应

用。实验证明该方案能够准确有效地识别 P2P 应用，并且具有实时性。 

4.提出了一种基于 SVM 的 TCP 流量早期识别算法。该算法根据不同应用流的包到达

的实际情况，利用 TCP 流初期的三个数据包的载荷大小和服务器端口作为流量特征，利用

支持向量机的高斯径向基核函数进行一对一多类分类。 

5.为了提高 Karagiannis 等人提出的 P2P 流启发式算法的识别正确率，利用端口 4662、

有效数据流的计数原理、BitTorrent 对等协议握手消息数据包的载荷大小固定特点以及

Skype 流的包载荷特点对其进行改进，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快速 P2P 流量启发式识别算法。 

6.提出一种基于小波变换和回声状态网络的流量预测模型，首先将原始 P2P 流量分解

为不同尺度的高低频分量，再根据不同分量的流量特性匹配不同参数的ESN 模型分别预测，

最后将多路预测结果整合输出。通过对不同 P2P 软件的流量预测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流量

预测精度可达到 98%以上，显著优于传统的 ESN 模型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 

7.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的 CURE 聚类算法的无监督异常检测方法。在保证原有 CURE 

聚类算法性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改进获得更加理想的簇，也为建立正常行

为模型提供了更加纯净的正常行为数据。在建模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超矩形的正常

行为建模算法，该算法有助于迅速、准确的检测出入侵行为。 

8.提出一种基于行为的拒绝服务攻击检测方法。通过对单位时间内拒绝服务攻击所产生

的数据包连接情况、数据包长度分布特征、外部节点分布情况及端口分布情况等特征进行分

析，给出发生拒绝服务攻击时的七点流量异常表现，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数据包长

度范围、节点及端口的变化情况、上下行流量比例的变化情况、数据包间隙以及数据包内容

相似度等五点要素的拒绝服务攻击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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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序列偶的超宽带认知无线电系统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成林 

项目组成员：赵成林，周义明，石  磊，李兆彬，唐  亮，孙  静，李德建， 

王永兴，罗  勇，曹二皇，郭  雁，张学川，杨岩岩，张  琨， 

刘德强，赵建飞，张  伟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2079）。 

该项目研究了基于序列偶的认知无线电超宽带系统模型；MB-OFMD 超宽带系统的子

载波编码方法和增强频谱凹槽深度的子载波编码数学组合约束条件。取得以下研究成果： 

1.提出新的子载波编码技术--相邻子载波加权抵消编码方法。 

2.提出增加 MB-OFDM UWB 频谱凹槽深度的多项式干扰取消编码方法。 

3.研究了关闭不同的子载波个数时所形成频谱凹槽深度的变化。 

4.研究了 MB-OFMD UWB 频谱凹槽深度与编码算法复杂度之间的关系。 

5.提出了新的屏蔽二元互补序列偶的构造方法。 

6.提出了基于最大熵谱估计的频谱感知方法。 

7.提出了优化功率定位策略及算法，改善了在传输功率和干扰受到约束条件下的中断容

量和遍历容量。 

8.提出了一种基于传输预判与慢启动门限的自适应调整的传输层协议。 

9.对室内 UWB 无线系统设备与 3G 下行链路的合成干扰进行了研究,得到了系统间共存

的约束条件。 

10.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超宽带脉冲波形的设计方案。 

 

 

具重复数据删除大规模存储系统可靠性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春露 

项目组成员：王春露，刘川意，张  熙，张天乐，梁学森，林  杰，钟睿明， 

房玮睿，鲍  雨，王彦丞，陈芳芳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009）。 

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重复数据删除技术日益成为大规模存储系统中的一个通用组件。但

是，重复的数据被缩减成一份，从而降低了数据可靠性。因此如何保证高数据可靠性不可避

免的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 

该项目针对带重复数据删除的大规模存储系统的特殊特点，提出和设计了一种适用和高

效的数据高可靠性保证机制。该机制综合应用纠错码 ECC 和分布式编码及恢复算法，在保

证与现有算法差不多的可靠性同时更好利用存储空间，提高恢复速度。该项目设计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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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存储可靠性评价模拟器，对该项目提出的机制与现有主要高可靠性保证机制进行定量

测试、比较和评价。 

 

 

基于发射/接收频谱空洞分类的认知频谱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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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淑芳，张  帆，黄  哲，刘婧雯， 

刘  凯，王  犇，王首峰，王永涛，赵新蕾，历  明，李  凡， 

闫飞燕，胡  畔，叶  进，常馨月，邓素敏，杜  磊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2080）。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频谱资源越来越紧张，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 CR）

成为了该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然而在认知无线电技术研究中，隐蔽站/暴露站问题一直是

一个难点问题，该项目研究人员发现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从用户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

可用频谱空洞的差异性造成的。因此，项目组提出了频谱空洞分类方案，即将频谱空洞分为

“接收频谱空洞”和“发射频谱空洞”，根据这种分类提出多个新型频谱检测方案，提高了频谱

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度，解决了隐蔽站/暴露站问题。 

频谱空洞分类方案的研究是在已知频谱检测结果前提下展开的，频谱检测算法性能的优

劣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分类方案的性能，该项目对现有频谱检测算法的灵敏度和可靠度进行了

研究。为提高本地检测算法的灵敏度，分别从主用户角度和从用户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授权

频率映射机制和滞回门限检测算法；为提高检测算法的可靠性，对现有的协作检测算法进行

研究，提出了虚拟信息融合算法，提高了协作检测算法的可靠性。对频谱检测算法灵敏度与

可靠度的研究为频谱空洞分类方案奠定了基础。 

在上述频谱检测算法及频谱空洞分类方案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在已有的频谱空洞中选择

合适的频谱空洞接入也是该项目研究的重点。在频谱空洞选择时，频谱接入问题和频谱切换

问题是研究人员不可忽视的两个问题，为了选择最优的频谱空洞接入，分别针对这两个问题

提出了基于容量匹配的频谱空洞接入方案和基于信道预留思想及更新理论的频谱切换方案。

不同场景下频谱空洞选择所考虑的问题不同，针对认知无线电网络中的认知协作场景和集中

式网络场景这两种常用场景进行了研究，分别提出了联合考虑信道质量及检测结果可靠度的

方案及多信道时域识别集合的控制信道设计方案。 

为了对该项目提出的频谱空洞分类方案、频谱检测方案、最优频谱空洞检测算法进行验

证，搭建了认知无线电软件仿真平台及认知无线电硬件平台，对所提出的方案进行验证。通

过仿真结果可知，该项目所提出的各种方案能有效解决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升认知无电

网络传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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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驱动的 IT 服务故障诊断与影响分析模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邱雪松 

项目组成员：邱雪松，成  璐，李文璟，高志鹏，王智立，乔  焰，杨  杨， 

高  斐，庄爱民，张顺利，黄日茂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108）。 

该项目基于业务驱动的思想，综合主动探测和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 IT 服务故障诊断

与影响分析模型，构造了面向业务的管理信息模型，设计了 IT 服务故障探测、诊断关键算

法，提出了基于 Web Service 的网络管理动态协作机制，并实现了原型系统。该项目创新成

果如下： 

1.基于主动探测和关联分析的网络故障发现与诊断算法  

为了减少主动探测带来的成本和流量，提出了一种基于环境感知的自适应探测方法：在

算法中引入节点故障概率的影响，只选择故障概率最大的 n 个节点的探测包，发出探测并返

回结果后，更新各节点故障概率，重复上面的过程，直到所有节点的故障概率不再变化。 

2.主动探测中的探测优化选择方法 

主动探测方法在选择探测时根据备选探测集合中每个探测的信息量来选择信息量最大

的探测依次发送到网络中。在研究中发现探测之间是存在相互独立关系的，证明了主动探测

中探测选择过程是满足子模性的，应用探测独立关系，将业界已知的目前最好算法进行了改

进。 

3.基于主动探测的网络丢包率推理算法 

提出了一种能快速地找出所有可确定丢包率链路的方法，并将剩余不可确定链路划分为

若干链路序列，这些序列满足最小可确定性。在去除了所有可确定丢包率的链路后，再分别

利用非线性规划方法和基于链路之间独立性的方法推理剩余链路丢包率的最有可能解。 

4.基于 Web Service 的网络管理服务和管理对象定义方法 

在研究了通用网络管理服务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Web Service 的网络管理框架。使用

WSDL 和 XML Schema 给出了框架中网络管理所需的通知定购服务、通知接收服务、注册

服务、心跳服务、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的定义。提出了基于 Web-Services/XML 的被管对象和

管理接口定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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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动力学的散列函数和伪随机数发生器的  

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世红 

项目组成员：王世红，李海红，周  琥，胡  岗，李  达，刘  烨，梁仁夫，徐  融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109）。 

    该项目围绕混沌散列函数和伪随机数发生器的设计和分析开展了研究，其研究成果有助

于提高混沌密码的安全性和促进混沌密码的实际应用。 

    该项目从混沌动力学和算法的结构出发，对新近提出的有代表性三个混沌散列函数进行

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算法都存在安全上的漏洞。该项目的分析方法对一系列的混沌散

列函数的设计都有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基于改进的耦合映射格点系统的、带密钥的散列

函数算法，该算法具有强的安全性和软件实现处理速度快的特性。现有的散列函数大多以多

轮次的计算来加强其安全性，但在各轮次之间表面复杂的迭代中常常掩盖着一些可计算碰撞

的关联弱点。以耦合映射格子为模型，采用浮点运算和传统的比特操作相结合的方法，提出

了一种具有单轮次抗碰撞性的散列函数方法。 

随机数在蒙特卡罗计算、通信、密码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随机数发生器的研究

在统计物理和现代密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基于该项目，分析了一个基于时空混沌系统的伪

随机比特发生器的安全性，并提出了改进算法，改进后的算法安全性得到了加强；基于一维

耦合混沌映射系统，结合有限的、方便的比特操作，提出了一个伪随机比特发生器方案，输

出的序列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而且该方案适用于硬件平台，同时可用于并行输出；基于混

沌电路系统设计产生了一个多路随机信号发生器。 

 

自适应室内无线信号变化的低代价高精度        

定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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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勇，张  波，林  权，韩  霜，郭红成，林以明， 

刘少帅，宋宇宁，雷地球，王  睿，徐俊俊，刘书静，王国仕， 

张玲翠，田  克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110）。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基于空间位置滤波的概率匹配定位算法研究方面，提出了基于核函数法及马尔可夫

链的节点定位算法、基于公共信标集的高精度射频指纹定位算法、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射频指

纹排序定位算法。 

2.在基于图正则化的室内定位模型半监督训练算法研究方面，提出了基于图谱分解的无

线定位算法。 

3.在基于特征空间映射的定位模型迁移学习算法方面，提出了基于动态 Radio Map 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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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滤波室内无线定位算法。 

4.在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和选择性加权的多模融合定位技术方面，提出了基于 WI-FI 和

蓝牙融合的室内定位算法。 

5.在定位原型系统构建及验证方面，完成了基于 WiFi SoC 的室内定位节点设计与实现、

全空间 LBS 服务中间件软件的设计与实现（基于 PUB/SUB 机制的 LBS 应用服务软件的设

计与实现、基于发布者/订阅者模式和负载均衡机制的可扩展中间件的设计与实现）、基于

WiMap 的室内定位系统设计与实现。 

此外，该项目还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在基于 RSSI 测距的低成本高精度室内定位技

术、基于网络密度分簇的移动信标辅助定位技术以及面向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基于视觉信息

的传感器网络定位技术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 

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已在该项目研发的基于射频指纹图谱分析的定位研究实验平台

WinMap 上得到验证，并在北京市国贸大厦地下商城等实际系统中得到应用，目前正在进行

市场化推广。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信息分发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唐碧华 

项目组成员：唐碧华，吴  帆，张洪光，周  杰，范文浩，谢  刚，苏  明，刘元安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111）。 

该项目针对WSN中的发布/订阅机制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在发布/订阅机制WSN信息分发

体系、发布/订阅机制 WSN 信息分发路由算法、发布/订阅中间件的匹配算法、发布/订阅机

制 WSN 数据传输策略、分级 QoS 服务策略、WSN 信息分发体系试验平台建立等方面展开

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学术成果和验证平台为更深入的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网络实验

环境基础。取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WSN 信息分发体系结构：基于现有 WSN 双层的网络架构，将发布/订阅信息分发机

制应用于感知节点和汇聚节点的网络实体上，提出并建立了一种新的功能更完善、结构更合

理的 WSN 信息分发体系结构。 

2.WSN 信息分发路由算法：以避免基于内容的发布/订阅树结构的高维护开销为出发点，

充分发挥发布/订阅树高效事件转发性能，提出了一种基于发布/订阅机制的大规模移动 WSN

信息分发路由算法。 

3.WSN 发布/订阅中间件中信息匹配算法：提出了一种新的 WSN 发布/订阅中间件中信

息匹配算法，具有区分度高、算法复杂度低、实时性好的优点。 

4.基于发布/订阅机制的 WSN 数据传输策略：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基于发布/订阅机制的

WSN 数据传输策略，提高了 WSN 负载均衡度和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5.分级 QoS 服务策略在分级 QoS 服务策略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新的算法，不仅能够有

效地增加无线传感器网络生存时间，提高 WSN 能量有效性，还能够在网络整体性能和网络

的服务质量之间进行自动均衡。 

6.基于发布/订阅机制的 WSN 信息分发验证平台：搭建了基于发布/订阅机制的 WSN 信

息分发验证平台，验证和优化了网络体系结构，该平台具有很好的异构网络兼容性，支持多

种接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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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软件平台信任管理自动化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玉翠 

项目组成员：郭玉翠，王  枞，雷  敏，杨  榆，彭海鹏，徐淑奖，万  淼， 

张  虎，宫尚宝，赵淑琴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146）。 

该项目研究了数字系统信任的概念、信任的性质、信任的传递规律以及影响信任的因素

等；提出了计算直接信任度、间接信任（推荐信任）度和综合信任度的若干算法；提出了通

过信任度评估和确定网络节点是否交易和奖励积极结点的有效方法。从静态的信任度评估模

型入手，类比信息论中信息度量和传递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信任的度量和传递规律，提出

了利用有向图思想在推荐关系中寻求最小风险推荐链的算法、设计了利用分层有向加权图方

法计算复杂推荐网中推荐信任值的算法和基于 Shapley 熵的主观信任的算法等；考虑信任对

环境和时间的依赖性，建立数字系统中实体之间信任关系的三维动态模型。 

采用信息论、模糊数学、概率论、灰色预测理论和博弈论等数学方法，研究了数字系统

——P2P 网络、移动 ad-hoc 网络、网上虚拟社区、网上资源下载、网上节点交易等行为中

的信任及信任管理问题。提出了若干适于不同数字系统的信任管理模型：基于声誉的信任管

理系统，虚拟社区中基于声誉的信任评估模型，基于主观逻辑的信任模型，基于 H 指数的

声誉模型，移动 Ad-Hoc 网络中基于第三方观察机制的信任管理模型，MANETs 中有利于精

确描述节点声誉的信任管理模型，引入置信区间以提高推荐准确度的信任管理模型，处理具

有复杂推荐关系的信任管理模型，基于记忆原理的信任值更新模型，考虑交易时间间隔的信

任管理模型，网格中基于射线投影法的信任管理模型，基于资源评价的信任管理模型，基于

Shapley 熵的主观信任模型和多云环境下基于博弈论的用户行为分析模型等等。仿真结果证

明了这些模型的可用性和有效性，为实现数字系统信任管理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并探讨了

以信任度为基础对参与网络活动的节点进行奖励和惩罚的激励机制。 

 

 

辫群密码理论及关键算法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中国传媒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励成 

项目组成员：王励成，周  渊，潘  耘，李  剑，郑世慧，杨  榆，潘  平， 

孙  斌，陈秀波，谷利泽，甘元驹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3159）。 

该项目围绕辫群密码理论及关键算法的设计与分析展开研究，分析辫群密码安全密钥生

成问题，探索辫群密码抵抗已知量子攻击的机理等。此外，在基于其它非交换代数结构的公

钥密码系统设计、基于双线性配对和经典数论的新型密码系统设计及分析，以及量子密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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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一些探索。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辫群密码理论及相关算法研究方面，提出了辫群共轭连接问题，并实际了新型的辫

群签名方案，相比此前已有的辫群签名方案，签名及验证效率分别有显著提高。特别是，首

次细致对比了辫群签名算法和基于 RSA 的签名算法各自的优劣，明确得出了辫群签名算法

超高性能（比 RSA 签名算法快 3 万多倍）和密钥量略大（比 RSA 密钥长 16 倍）的特性；

从隐藏子群问题的量子求解算法研究进展的角度，首次明确分析了辫群密码抵抗量子算法攻

击的潜力，并于 2010 年受邀在德国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后量子密码会议上报告此成果；设计

了基于辫群的盲签名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基于辫群左自分配系统的新型密码学难题假设，进

而提出了新的辫群密钥协商协议和 CCA2 安全的加密系统。 

2.受辫群密码理论和设计思想启发，开展更广范围的非交换密码研究，特别是基于内自

同构群，设计了高效的变色龙哈希、一次签名、盲签名等。 

3.提出了基于离散对数问题的加法同态加密方案，该方案比著名的 Paillier 方案在性能

上有显著提升。 

 

 

OCDM 标记码在全光标记交换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余重秀 

项目组成员：余重秀，张  琦，马健新，王葵如，王拥军，颜玢玢，苑金辉，尹霄丽， 

张锦龙，张丽佳，忻向军，刘会师，师  严，陈剑波，邓福祥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7002）。 

该项目将光码分复用（OCDM）技术与光标记交换（OLS）技术相结合，提出以 OCDM

码作为光标记实现全光交换的方法，对 OCDM 标记交换系统的码字构造、信号传输以及在

全光交换中的应用等进行了研究。为了提高光标记交换系统的安全性以及光标记信号的性

能，项目组还增加了基于光混沌 OCDM 序列码的光标记交换系统，以及不同调制格式对光

标记交换系统的影响的研究内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构造了编码效率高、码字容量大、相关性能好的 OCDM 光标记码；设计了基于 OCDM

标记码的编/解码器，提出了基于时间堆栈的光正交 OLS 方案、基于 OCDM 光标记的无光

缓存器全光分组交换方案、基于两级编码的 OCDM 光标记全光分组交换方案，并搭建仿真

系统进行了相应的性能研究。 

2.提出了一种谱幅度编码（SAC）标记堆栈编码及基于四波混频（FWM）的标记识别

的方案，搭建了相应的仿真系统，并对其系统性能进行了研究；设计了显式 SAC 标记系统

的转发节点结构，搭建了 40Gbit/s 基于时间堆栈 SAC 标记的 OLS 仿真系统，并验证了利用

FWM 边带实现 SAC 标记识别的可行性。 

3.基于光混沌 OCDM 序列码，提出了相应的 OLS 方案，设计了混沌 OCDM 光标记码

的产生、提取、识别、擦除、重写与路由控制的方案，实现了光混沌 OCDM 码标记的识别

与转发等；提出了一种基于 SOA-FWM 效应实现 DPSK 标记擦除的方案，并进行了相关研

究。 

4.提出了一种新型 DPSK/PPM 正交调制光标记系统，将 PPM 调制格式引入到 DPSK 标

记系统中，利用 PPM 调制格式的固有特点解决 DPSK/ASK 正交调制的光标记系统中消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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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的问题；搭建了 40 Gbit/s DPSK/PPM 正交调制光标记系统的仿真模型并进行了相关性

能研究。 

5.提出了一种利用反转归零（IRZ）调制格式解决 ASK 净荷消光比受限的方案，并搭建

系统研究了经过 B2B 以及 96km SMF+DCF 传输后的系统性能；与同速率 FSK/ASK 标记系

统的消光比等性能进行了比较。  

该项目的研究开拓了 OCDM 技术的新应用， 其研究成果为 OLS 的全光实现提供了新

方法和实现途径，并为全光的 OLS 及其应用打下了一定基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基于交易者信用行为模式的 C-C 电子商务市场    

信用评级模型的改进与整合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彭  惠  

项目组成员：彭  惠，吴  洪，魏  芳，赵  妍，冯晓斌，王永瑞，张  磊，郭  斐， 

宋  阳，孙  敏，吴  利，于  乐，蒋英慧，宋倩倩，唐  雯，苏  晗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972122）。  

该项目探索了单个交易者的信用行为模式、诚信影响因子、信用动态变迁规律和市场群

体的信用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能抵御交易者针对现有交易制度和信用评级模型漏洞的策略

性行为、对交易者诚信表现及其变化具有足够的灵敏度的新的信用评价指标和信用评级模

型，并根据统一的评级模型对现有多个分立平台的评级模型进行有机地整合。该项目包括 4

大模块： 

1.C-C 电子商务市场中店铺的诚信影响因子、诚信行为模式与信用特征分析，提出买卖

方诚信的不对称性；诚信区间、诚信波动性、诚信变迁的概念及测度方法，分析了诚信度的

时间、空间变迁规律；探索了影响交易者诚信的因子，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店铺的诚信行为依

赖于商品属性的观点；基于对店铺各诚信指标及其变化值的聚类分析，归纳出店铺诚信行为

的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证实商品价格和价格差异对好评率、动态评分等诚信指标存在信用

溢价。 

2.分别从消费者选择店铺时的从众行为、买方的非诚信行为、买方评价行为等三个方面

研究了买方行为及其对市场的影响，为构建买方评级体系、建立多维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提供

基础。 

3.基于交易者诚信行为模式的信用评级模型研究。该课题从指标设置、信息揭示能力、

不对称导向、消费者信任度和信用炒作等方面论证了现有基于累积历史评分的评级体系存在

的信用信息失真现象，提出基于消费者风险感知规律和交易者诚信行为模式建立多维度动态

评价体系的构想。 

4.在分析平台利益对现有分立信用体系的信息揭示能力的制约、对电子商务市场长短期

均衡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第三方 C2C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的设计方案。 

该项目将市场诚信模式与评级模型研究结合起来，改变以往单纯侧重于交易机制设计的

研究思路，使对 C-C 电子商务的研究从注重宏观层次向微观层次研究延伸，从侧重技术视

角的研究向经济管理的视角拓展，促进了个人信用风险的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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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综合集成

研讨厅中组织知识集成优化管理和实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长峰 

项目组成员：王长峰，王化兰，王兆祥，陈 鹏，吕国良，檀程操，史志武，赵  迪， 

王志荣，满  颖，张宁英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972123）。 

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过程管理是一个复杂动态开放的巨系统，其解决方法是综合集成。

综合集成研讨厅是处理复杂动态环境下巨系统的方法论，也是特大型工程项目组织及跨组织

进行动态群体决策活动的重要场所,它由专家体系、知识信息体系和信息技术体系组成。决

策的知识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对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管理进行科学的决

策，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关键基础是研讨厅中组织及跨组织知识的时效性、准确性、集成

优化性。 

该项目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综合集成研讨厅中

组织内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理论研究、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综合集成研讨

厅中组织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力和成熟度理论研究、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管

理综合集成研讨厅中组织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的知识流程建模理论研究、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

型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综合集成研讨厅中跨组织（多平台异构）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理论研究，

以及实证研究。 

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综合集成研讨厅中组织及跨组织知识集成优

化管理和实证研究是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至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依然较少。该课题结

合实际项目，采用理论与实证、从定性到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重点研究了研讨厅中组织及跨

组织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组织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力及成熟度关键域、知识流程优化建模、

基于云计算思想的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异构组织知识集成云计算网络空

间联盟体系结构等相关问题，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创新性。 

这些成果基本解决了该课题中所设定的关键性问题，较好地达到了所要研究的相关目

标，经过检索国内相关文献，至今针对重大工程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

比较少，因为目前国内针对重大工程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

其研究成果的应用具有非常广泛的前景、持续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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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凸二次约束二次优化问题的理论与            

全局数值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艾文宝 

项目组成员：艾文宝，张树中，贺祖国，李道本，杨  星，向  文，范丽君，李业芳， 

黄梓馨，张  鑫，姜  纳，郭玉华，蔡红艳，薛玉山，扣彩霞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10971017）。 

由于二次约束二次优化模型在约束非线性规划模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且应用广泛。因

此，对二次约束二次优化的理论与数值方法的研究一直是约束非线性规划的理论与数值方法

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该项目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给出了三个 Hermit 矩阵方程和四个非全为零的 Hermit 矩阵方程有秩一解的充要条件

并且给出了构造性证明，该结果作用相当于 Farkars 引理或 S-引理，为三个二次约束的非凸

复二次优化问题的隐含凸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还给出了一些反例来纠正一些已经公开发

表的论文中的错误结论，由于证明是构造性的，所以将它设计成算法并在信号处理领域得到

应用，利用该结果可以轻松证明 Hausdorff 和 Brickman 发表的一些著名定理。 

2.给出了一类齐次二次 0-1-2 型规划模型的全局数值求解方法。 

3.提出了基于到达时间差的鲁棒性三维声源模型从而容许声源可以轻微晃动，证明了该

模型可以转化成一个凸优化问题从而可以精确求解。 

4.对一类基于接收信号强度的声源定位模型给出了新的全局性优化算法，仿真结果显示

新算法无论在计算效率上还是在求解精度（去噪效果）上都优于当前算法。 

5.对全光 WDM 网络中的一类多播路由与波长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多项式时间

的最优算法。 

6.提出了一个非线性的带有改进 Wolfe 线搜索方法的共轭梯度算法。 

7.提出并分析了一类最优合作投资策略。 

8.给出了光子晶体二次谐波增强的最优设计算法，为高效物理器件的实际设计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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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数学期望--条件 g-期望理论与应用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东华大学 

项目负责人：江  龙（中国矿业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周  清 

北邮项目组成员：周  清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10971220）。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g-期望在未定权益对冲上的应用。主要研究了完备市场上未定权益的多代理合作对

冲问题。 shortfall 风险用 g-期望刻划，当风险有界时，利用 g-概率下的 Neyman-Pearson 引

理，给出最优合作对冲策略的显式表达。在分数维布朗运动驱动的市场模型下，从动态线性

定价法则，导出动态资本资产定价。 

2.BSDE 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最优合作投资上的应用。在一般半鞅模型下，考虑了两个代

理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此时，合作投资对策是这样提出的：首先，把两个代理人的初

始资本集中在一起作为初始总资本，投资到一个交易策略。在某个中间时刻，一个代理人退

出合作终止投资，因此，他们要分配此时的财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另一个代理人要把

她的财富投资到一个新的交易策略。借助于随机优化方法和 BSDE 理论，给出了 Pareto 最

优合作策略的刻划，并且刻划了合作严格 Pareto 控制非合作的情况。 

3.Lévy 过程驱动的 BSDE，BSPDE 解的理论，反射时滞 BSDE 解的理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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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E）解的存在

唯一性定理； 

（2）给出了一类 Lévy 过程相关的 Teugel 鞅和独立布朗运动联合驱动的 BSPDEs 解

的存在唯一性定理，此类 Lévy 过程要满足一定的矩条件； 

（3）主要研究了一类依赖于时间、带 Poisson 跳和无限时间延迟的随机演化方程，在

非 Lipschitz 条件下证明了广义解的存在唯一性，并应用于带 Poisson 跳和无限时间延迟的

随机非线性波动方程； 

（4）研究了由 Lévy 过程驱动的单反射和双反射障碍的 BSDE 的解和比较定理。利用

Tanaka-Meyer 公式给出了单反射障碍的 BSDE 解的比较定理；利用 Snell envelope 理论给出

了 Mokobodski's 条件下，双反射障碍的 BSDE 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并给出其解的比较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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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M 光信息传输及信号处理基础理论和        

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湖南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陈  林（湖南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席丽霞  

北邮项目组成员：席丽霞，李建平，周  浩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60977049）。 

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FDM）是实现 Tb/s 及以上速率传输的重要复用技术之一。对于

OFDM 系统的实现，需要用到一个关键的器件，就是频率锁定的稳定的高信噪比的多载波

光源。该项目对基于循环频移技术（RFS）的频率锁定多载波光源展开了理论和实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建立了非理想条件下的调制器的传输模型，理论分析和数值仿真了调制器射频驱动电

压与谐波串扰的功率、光信噪比及所需产生的子载波数目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能实现高质量

多载波输出的关键条件和技术参数。这些结果为理解多载波光源的物理现象和实现机制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多载波光源的实验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指导。 

2.建立了基于单边带调制器的多载波光源的偏振特性模型，得到了相应的传输函数，并

进行了数值仿真，给出了各载波偏振态的变化情况，说明了偏振控制器在环路中的重要性；

同时，搭建了相应的实验系统进行实验验证，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吻合，证实了理论分析的

正确性。为光源的稳定性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3.在理论分析及数值仿真的基础之上，搭建了相应的实验平台，优化了实验设计方案及

实验参数，最终实验实现了低串扰（信号与串扰项之间的功率差 >35dB）、高平坦度（载波

间功率差值小于 1.5dB）、高光信噪比（大于 20dB）的稳定的频率锁定多载波光源输出。为

研制适用于太比特光纤传输系统实际可用的光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空间 X 射线和极紫外线 CCD 性能及电离损伤的实验

和仿真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课题负责人：彭吉龙（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刘玉敏  

北邮课题组成员：刘玉敏，刘高森，王东林，卢文娟，徐子欢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该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课题（课题编号：1097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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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深入探索了空间 X 射线和极紫外 CCD 性能的评估和筛选原则问题，实验搭建了 CCD

驱动电路，完成了紫外成像系统的采集工作。 

2.通过 CCD 图像采集为进一步分析 CCD 相关参数以及在特定辐照强度下，电力损伤导

致的 CCD 性能劣化提供了研究平台。 

3.通过理论建模，采用蒙特卡洛法分析了辐照情况下，辐照度，辐照时间等因素对 CCD

可能的引起的缺陷机制、缺陷类型和传播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4.通过理论建模、数值仿真、参数优化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具体 CCD 有

源层厚度、减薄工艺、界面环境等对辐照破坏的影响因素。 

该课题的相关工作为空间用 CCD 期间的参数要求、芯片筛选、乃至制作工艺方面提出

了相关要求，对于提高空间探测用 CCD 寿命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依据。  

 

 

未来认知异构网络的智能接入选择与            

动态服务质量保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宋  梅 

项目组成员：宋  梅，魏翼飞，滕颖蕾，马  跃，刘  洋，王  莉，张  勇， 

满  毅，王佳佳，谷  晨，马文静，陈广泉，王景尧，王英赫， 

王  萍，都晨辉，秦文聪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 60971083）。 

    该项目针对未来泛在的全 IP 异构融合网络的复杂性，结合认知网络技术的自感知、自

配置、自学习等智能特点，提出了认知异构网络架构，并在此基础上主要对认知网络异构环

境下的网络行为模型和具体业务行为模型、具有主动学习进行自适应调整的高效的接入选择

策略、具有认知特性的动态服务质量保障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突破进展。 

认知异构网络作为一种智能网络，其智能认知能力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侧，还反映在网络

中的各个节点。这些节点可以自主的根据周围通信环境以及网络状态的变化来计划、判断甚

至决策自己的通信行为。本项目提出了具有认知功能的网络节点 iNode 和移动终端 iMT，并

提出了认知异构网络架构及认知网络的分层行为模型，设计了此架构下的网元间的交互场景

和工作流程。为了充分利用异构网络的资源并保证服务质量，本项目对认知异构网络中的接

入选择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总结当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认知特性的多接入

选择参考模型，并基于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思想提出了几种具有认知特性的接入选择新算

法。所提方案能够主动感知环境，自适应的协调各个接入网络的资源，在优化网络性能的基

础上保证用户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获得最佳的网络服务。认知异构网络应该能够根据用

户行为、网络状况等情形自适应地进行 QoS 控制。为此，本项目提出了一种异构网络中具

有认知能力的动态 QoS 信令管理机制，实现了基于用户本身的一种资源调配，还能根据服

务器感知用户的网络状况行为来进行主动的 QoS 信令控制。在智能 QoS 路由研究方面，提

出了一种基于位置信息的智能多路径 QoS 路由方案，能够选择 QoS 性能较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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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用行为模型的实时业务流分类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罗  浩 

项目组成员：罗  浩，张树壮，颜靖华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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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3209 ）。 

该项目提出基于应用行为模型的业务流分类方法研究。从网络应用的行为出发，提取应

用的关键属性，建立应用的行为模型，然后以行为模型为基础提取参与业务流分类的关键属

性，从而解决业务流分类算法中属性选择盲目的问题。并依据行为模型建立网络协议与业务

流之间的映射关系，指导业务流分类。同时研究面向业务流分类的自学习方法，并针对自学

习过程中的早熟收敛现象进行优化。具体成果包括： 

1.提出了改进的动态时间弯折 DTW（Dynamic Time Warping）算法，刻画了网络应用行

为的数学模型，通过对经典 DTW 算法的松弛得到的 IDTW 算法，能够更好地应对网络流中

各种乱序情形。实验验证了算法及模型的可用性。 

2.提出了基于协同训练的网络流分类方法，该方法兼顾考虑实时网络流分类，分别使用

前几个包的包大小（ps）和包时间间隔(ipt)作为两个独立特征。这两个特征都能单独地对网

络流进行刻画，且是实时特征。该方法解决了业务流分类算法中的特征属性提取问题。 

3.提出了加权置信度集成学习网络流分类框架，实现了业务流分类自学习算法，并通过

实验证明了算法对于提高流分类准确率是有效的。 

4.基于改进的动态时间弯折 DTW（Dynamic Time Warping）算法和加权置信度集成学习

网络流分类框架实现了一个业务流分类原型系统。系统支持 http、https、ssh、skype、bittorrent、

edonkey、pop3、pop3s、netbios、smtp 等互联网协议，实验测试中单节点可以支持 2Gbps

以上流量的网络流实时分类，满足国内核心网的业务流分类性能要求。 

 

 

二分网络的动力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鹏 

项目组成员：张  鹏，成柏松，马红静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147119）。 

二分网络是复杂网络中一种重要的网络表现形式。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表明：社会、生

物、信息等实际系统都自然地呈现出二分的网络结构特性。临界、相变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

中的现象，它能透过个性，抓住共性，概括和说明那些最普遍、最本质的事情。研究二分网

上动力学临界行为可以帮助刻画二分网络的特有性质。同时正确认识和利用网络结构对动力

学行为的影响，对解决现实社会中：疾病传播控制、舆论形成等问题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本项目以靴襻渗流模型为例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该动力学过程在二分网络上的临界行

为和不同二分网络结构对其动力学临界行为的影响。进而带动对二分网络的结构和功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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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探讨，推进关于二分网络的理论研究。 

该项目主要得到了该动力学过程在二分网上呈现一级相变的临界行为，分别讨论了模型

参数和网络结构参数的变化对其的影响，观测到该动力学过程临界行为从有到无的不同参数

范围。完成了对靴襻渗流模型在二分网上的基本研究，结合之前做二分网络实证研究时发现

的部分二分网络中一类节点的度分布符合幂律分布，另一类节点度分布服从泊松分布的规

律，讨论并得到了在这类特殊的二分网络结构下靴襻渗流模型的临界行为和主要参数对其临

界行为的影响。在这类特殊的网络结构下，两类节点演化趋势不同，与度分布的形式不同有

关。服从泊松分布的节点在一定参数范围下存在一级相变的临界行为，而另一类节点则不存

在临界现象。 

除了上述工作，项目组成员还对一种与二分网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新型网络结构——

相互依存网络进行了调研，并重点对该网络的鲁棒性研究作了整理，形成了综述文章。 

 

 

一种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机构及其控制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延恒 

项目组成员：张延恒，褚  明，陈  刚，陈  斌，贾庆轩，张明伟，冯文龙，张鑫星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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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5019）。 

该项目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的结构优化设计：综合考虑了机器人的结构合理性、运动可靠性、

控制灵活性等方面的因素，确定方案，尤其是对导向装置和行走轮系统，分别设计了三套备

选方案，择优确定了最终方案，并完成了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的物理样机的研制。 

2.分析了机器人在管道中的运动学特性，对机器人在直线型管道、L 型管道、T 型管道

的运动能力和导向头在 L 型弯管的通过性进行了研究。并通过 ADAMS 软件对机器人的运

动特性进行仿真验证，实验结果证明了所设计的机器人能够满足预定的运动性能要求。  

3.开展了柔性管道机器人管内的动力学研究，分析了机器人管道内的受力情况，推导出

机器人蠕动行走的力学条件，对机器人的越障能力、牵引能力等进行分析并建立模型。对特

有的软轴结构进行研究，提出机器人蠕动运动失稳的概念，并根据机器人在直线型管道和 L

型弯管中不同的受力情况建立机器人软轴临界失稳条件，为下一步机器人的运动步距规划提

供理论支持。 

4.研制了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根据管道机器人的功能需要，提出了管道机

器人控制系统整体方案，对各个子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选型，主要包括主控制子系统、

执行子系统、传感器子系统、通讯子系统、电源子系统和控制端子系统。 

5.对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研制了物理样机，并搭建了测试平台。

先对管道机器人进行了定性实验，验证其在直线管道、L 型弯管和 T 型弯管中运动的可行性。

然后对管道机器人进行力学性能测试，测试其在管道中行走的牵引力、软轴效率和不同管道

环境中的失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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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复合搅拌方式提高机械搅拌混响室性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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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起柱，石  丹，陶洪波，杨慧春，李  莉，王文俭，  

王俊峰，康  宁，刁寅亮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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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1049）。 

该项目以提高传统机械搅拌混响室的性能为目标，对源搅拌、频率搅拌和机械搅拌混合

使用的问题进行研究，其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理清三种搅拌方式作用机理上的联系和区别，找到了三者互补并形成全新复合搅拌的

基本理论依据。传统的机械搅拌以“旋转搅拌器改变模式频率，进而改变模式组合”为原理，

作用效果受到模式密度和数量的影响，低频性能受限。源搅拌单独作用，仅改变模式权重，

效果不及机械搅拌；但作为改善低频特性的一种措施，它将加大模式组合的变化程度，提高

搅拌效果。源搅拌“通过改变工作频率以改变模式组合”的工作机理类似于机械搅拌，其具体

应用的限制因素很多，效果有限。三种搅拌方式虽有共通之处，但实现方式和作用机理各具

特点。机械搅拌和源搅拌在低频段具备很强的互补性，综合采用两种搅拌方式的新型复合搅

拌混响室，其性能会优于目前常用的机械搅拌混响室。 

2.完成了对高 Q 值金属谐振腔和天线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确定了

搅拌器的尺寸和激励天线的位置；形成了有关复合搅拌混响室的具体实现方案 。 

3.完成了针对电大尺寸混响室的电磁仿真和测试验证的工作，建立了可行、可信的仿真

软硬件平台。以“矩量法（MOM）结合快速多极子（MFLMM）算法”为核心、以 MATLAB

作为后台控制软件、以计算机工作站（DELL T7500）作为硬件所构成的平台在计算精度、

耗费时间和资源需求等方面能够取得较好的平衡，能够满足 1.2GHz 以内，尺寸为

（3.7m×2.8m×2.3m）的复合搅拌混响室的仿真分析工作。 

4.针对混响室场分布统计特性、各向异性系数、统计验证评价方法等问题开展研究；从

统计特性的角度完成了对项目研究结果的验证。 

研究工作从基本理论出发，依据相关研究结果，形成了基于复合搅拌思想的新型混响室

方案，建立了用于仿真分析的软硬件平台，积累了相关仿真测试数据。 

 

 

认知无线 Mesh 网络路由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学斌 

项目组成员：孙学斌，李  斌，郑长亮，文源盛，张  旭，王  虓，杨  帆， 

门  爽，王晓伟，李志高，毛  松，张玉荣，孙  靖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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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2046）。 

项目组在对认知无线 Mesh 网络的网络特性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针对认知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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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网络中路由相关的关键技术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探索。通过把传统的混合结构

Mesh 网络与认知无线电技术相结合，研究新型的认知无线 Mesh 网络结构及其拓扑管理和

路由机制、各节点之间频谱（信道）分配、分簇策略等问题；基于群智能在解决复杂分布式

问题上的优势，通过结合功率控制、频谱管理及拥塞控制，研究利用多种群智能算法在认知

无线 Mesh 中寻找最佳路由的方法以及路由维护机制；研究更适合认知网络的各层协议及

跨层融合机制。主要成果包括： 

1.提出了一种基于蚁群的聚簇算法 BACCA。 

2.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逻辑的非均匀分簇策略。 

3.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适于认知无线 Mesh 网络的 CI-AODV 路由协议。 

4.提出了一种最大化吞吐量的 AODV-COG 路由协议。 

5.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适用于认知无线 Mesh 网络的路由协议，结合路由选择和信道分配

来进行路由选择。 

6.提出了一种基于蚁群算法的分层图模型路由算法。 

7.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水滴算法的路由机制。 

8.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最大最小蚁群优化的簇间多跳路由策略。 

9.提出了一种基于路径优先级的多路径拥塞避免和控制算法。 

10.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大流段（MFS）的信道分配和路由机制。 

11.提出了一种基于拍卖机制的最大化收益的信道分配算法。 

12.提出了一种基于链路延迟分析的多信道频谱感知机会路由（MSAOR）算法。 

13.提出了一种认知无线 Mesh 网络中的新型协同频谱感知算法。 

14.提出了一种基于增强学习的自适应 SMAC 调度算法（RLMAC-Improved）。 

15.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认知无线 mesh 网络的基于跨层设计的 TCP-CReno 协议。 

16.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认知无线 mesh 网络的基于传输预判机制与慢启动门限值的自适

应调整 TCP-Cog 协议。 

17.提出了一种基于粒子群算法的认知超宽带波形设计方法。 

18.设计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认知超宽带频谱成形滤波器。 

19.设计了一种无线自组网节点定位方法及系统。 

 

 

极化域频谱感知理论与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彩丽 

项目组成员：郭彩丽，冯春燕，曾志民，夏海轮，刘芳芳，孙学康，魏  冬， 

厉东明，邓  喻，梁初阳，林  琳，吴晓彬，乔  荣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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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2047）。 

    为充分挖掘极化域潜在的频谱资源，该项目围绕极化域频谱机会的感知和利用展开，在

去极化效应分析及建模理论、瞬时极化状态识别与分析方法、授权信号极化状态的感知方法、

认知无线电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变极化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取得丰富研究成果。 

该项目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无线信道的去极化效应及模型，解析构建了极化相关信道模

型，推导出了接收极化状态的统计分布；针对极化状态受无线信道影响产生随机变化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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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无线通信中应用的现状，提出的低复杂度瞬时极化状态识别与分析方法有望解决这一难

题；通过理论推导创新性地发现，信号潜在的极化特征可用于识别授权用户的出现，在此基

础上提出的新型极化域频谱感知方法率先将检测与估值理论扩展到极化域。同时，为了能够

更好的考查和验证该项目所提出一系列理论与算法的实用性和先进性，将原计划搭建授权用

户与认知无线电用户极化域频谱资源共享系统的仿真平台工作，调整为搭建基于 USRP 射频

硬件和 GNU radio 程序开发软件套件的演示验证平台。开发了支持双极化通道的认知基站和

认知终端设备，并将项目所提出的新型极化域频谱感知理论与算法在演示验证系统中分别进

行了实现。目前已从认知用户对授权用户丢包率的影响、系统频谱利用率提升两个角度进行

了实际平台性能测试，得到了有价值的结论。 

该项目研究成果为缓解当前无线频谱资源紧缺现状，开发频谱资源提供了新的途径。 

 

 

非有限域上的广义低密度生成阵码理论与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别志松 

项目组成员：别志松，林雪红，徐文波，李  杨，张京席，张  睿，高  冰， 

谢  飞，党青青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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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2048）。 

该项目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联合编码调制方式：广义低密度生成阵码（GLDGM），将信

道编码和星座映射统一到一个框架之内，在欧式空间上直接进行信道编码。生成矩阵的稀疏

行决定了这种编码方式可以采用因子图上的低复杂度迭代算法逼近最优检测性能。项目重点

研究了三种类似的具有稀疏图结构的非有限域编码，分别是传统信道编码与叠加调制的结

合、低密度格码和直接在生成阵上进行优化的 GLDGM 码，针对这三种不同形式的非有限

域稀疏图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 

1.研究了非有限域稀疏图码的理论框架，包括其一般形式和稀疏图表示方法，对非线性

操作在非有限域编码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2.设计了一种适用于 LDLC 和 GLDGM 的基于混合高斯近似的简化译码算法，并基于这

种译码算法提出了相应的近似性能分析方法，为进一步进行码优化打下了基础。 

3.基于低复杂度译码算法和近似性能分析方法，针对 LDLC 和 GLDGM 设计了基于迭代

接收机收敛性的码优化算法。 

4.将所提出的码优化算法用于 AWGN 信道的 LDLC 和 GLDGM 码优化设计、用于 ISI

信道 LDLC 优化设计和用于衰落信道的 LDLC 优化设计，设计了适当的非线性成形方案。 

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形成了一套 GLDGM 码的优化设计理论，包括性能分析方法、

优化准则和优化方法。通过针对 AWGN 信道的优化，设计出接近仙农信道容量限的非有限

域稀疏图码。通过针对 ISI 信道的优化，设计出逼近给定 ISI 信道信息速率极限的非有限域

稀疏图码。通过针对衰落信道的优化，设计出既能够获得编码增益又能获得较大分集增益的

非有限域稀疏图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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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路由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鹤飞 

项目组成员：胡鹤飞，袁冬明，白云飞，段思睿，李  虎，刘小丽，彭清泉，易正利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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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2049）。 

 该项目针对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路由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在空天通信网络 MESH

组网结构，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路由仿真模型、空天通信网络先应式与反应式非对称路由技

术，非对称路由技术应用技术等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如下几方面研究成果。 

1.空天通信 MESH 网络组网架构。提出了空天通信 MESH 组网架构；从网络形式、网

络拓扑、网络目的、资源使用、网络运行要求、用户数、信息源、单个传输流容量、延时、

业务与网络关系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空天通信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存在主要区别；提出了空天

通信网络多层卫星组网模型。 

2.空天通信网络先应式非对称路由。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编码的空天通信网络先应式非

对称路由算法 NCLB-AIR 协议，并以减少网络中的控制开销、提高网络吞吐量为目标，提

出一种基于传统贪婪算法的优化算法；提出了适用于空天通信网络的非对称式 DSDV 路由

算法（A-DSDV），利用序列号避免了路由环路问题和无穷计数问题。 

3.空天通信网络反应式非对称路由。提出了适用于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特性的非对称

A-DSR 协议，在经典的 DSR 算法中添加了链路检测操作，网络中所有节点可以通过链路状

态检测过程获得链路状态信息，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新的 RREQ 消息洪泛过程。 

4.空天通信网络混合式非对称路由。提出了适用于空天通信网络混合非对称路由协议--

基于 Dijkstra 算法的高级数据结构优化算法，及其在空天组网控制系统中的应用。算法综合

考虑了先应式和反应式路由的优点，它能在尽量减少分组时延的前提下降低路由的开销。 

5.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路由应用技术。在搭建的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路由技术实验与验

证平台中，对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路由应用场景进行了仿真研究；研究了高速空间激光通信

系统在空天通信网络中的应用，提出了采用高速空间激光通信系统作为节点主要通信载荷的

双通信载荷结构，并设计了高速空间激光通信系统与组网载荷协调工作机制和协议模型。 

6.空天通信网络非对称仿真模型与实验平台研制。研究了空天通信网络仿真实验技术，

基于空天通信网络组网架构，建立了空天通信网络路由研究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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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效用最大化的 ICT 管理模型、算法和机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詹志强 

项目组成员：詹志强，刘会永，陈兴渝，芮兰兰，高  斐，时  浩，王  丹， 

李  翔，张丽丽，李昊辰，刘晓辰，郭  全，董  伟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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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2050）。 

为获得使商业效用最大化的 IT 服务管理能力，提出并建立基于 BDIM 的 IT 管理模型，

该模型通过探索复杂场景中 IT 服务与商业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化表达和算法，定量分析 IT

管理中 IT 设施、人员行为、服务流程、风险等因素对商业效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

若干 IT 服务管理流程中典型的管理问题，研究支持 IT 管理问题最优决策的量化评估算法和

机制，并通过数学计算、仿真以及决策支持工具的原型系统验证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代表性

成果如下： 

1.提出了面向商业效用的 IT 管理模型，包括：商业效用参数的选取方法；IT 服务技术

指标的选取方法；IT 服务技术指标与商业效用参数间的双向映射领域通用算法；映射算法

参数的取值方法；映射算法的应用框架。 

2.研究了面向商业效用的 IT 管理算法和机制，包括：事件管理流程中事件优先级分配

算法；变更管理流程中变更调度决策机制；服务级别管理流程中 SLA 优化设计机制；服务

持续性管理流程中基于风险定量评估的决策机制；基于商务的高效变更人力资源调度策略。 

3.进行了仿真实验，对各种基于 BDIM 的 IT 管理算法、机制进行仿真实验，推进算法

和方案的成熟，并验证模型、算法和机制的有效性。 

研究基于 BDIM 的 IT 管理模型、算法和机制，能够从理论和技术层面上解决现有 IT

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仅基于技术带来的次优决策问题，切实改善传统 IT 管理中难以最优化决

策的现状，指导和推动 IT 管理决策支持工具的研制和机制成熟，保障在新的关注商业的文

化下的 IT 管理能力，提高 IT 投资回报率。 

 

 

基于多宿主特性的新型网络多路径传输机制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敬宇 

项目组成员：王敬宇，廖建新，王  晶，朱晓民，徐  童，李  炜，戚  琦， 

李元振，刘  阳，刘海鹏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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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2051）。 

该项目建立了基于多宿主特性的多路径并发传输基础理论及其机制，包括完成了多路径

传输协议、多路径选择、多路径相关性的探测、多路径流量调度策略的研究。经过项目组全

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不仅顺利完成了预定计划，而且还发展了网络流理论在多路径环境下的

流量控制技术以及多路径间的相关性模型，并探讨了支持多路径传输的网络新型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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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支持多路径机制的广泛应用，提出了可实现的多路径参考模型，从理论和实践上

验证了多路径传输的效率与实用性；该研究首创了多路径间独立拥塞控制，联合流量控制的

新思路，推动了流量工程在多路径领域的纵深发展。针对该项目产生的理论、模型、技术与

方法，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交流，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汇报研究成果，在多路径传输方向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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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代表性成果如下： 

1.多路径的流量调度机制。研究了多路径传输机制的流量调度策略，设计全局统筹的效

用函数，获得最优的整体传输流量和资源分配方案。提出了一种 OSIA 的策略。由于路径间

性能（时延和带宽）上的差异，利用多路径进行数据传输势必会引发的数据包乱序问题。该

OSIA 方案在发送端打乱了数据包的发送顺序，实现在接收端的顺序接收。 

2.多路径的相关性选择机制。首创性地引入了研究多路径选择（Multipath Selection）问

题的必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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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网络路径参数和用户个性化需求，应用博弈论和 Nash 均衡策

略，提出实际应用价值的多路径选择算法。 

 

量子密码中的协议分析方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高  飞 

项目组成员：高  飞，林  崧，王天银，李文敏，张  璇，上官丽英，何淑娟， 

廖  鑫，宋婷婷，刘  斌，黄  伟，张可佳，武  霞，苏  琦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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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3152）。 

该项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在量子密码协议的分析方面：（1）分析了最近一类受到广泛关注的利用单光子的量子秘

密分享方案的安全性。首先给出了这类协议的一般安全模型，接着分析了该模型下抵抗目前

攻击的方法，最后给出了一种在该模型下设计安全协议的方法；（2）分析了具有仲裁的量子

签名协议，发现在这些协议中接收者 Bob 采用已知信息攻击方案对发送者的签名可以进行

存在性伪造。当协议用于签经典消息时，Bob 甚至可以进行一般性伪造。而且发送者 Alice 可

以通过简单的攻击成功地否认自己的签名，发现了此类协议的漏洞并给出了改进，详细地描

述了这些攻击方案并且给出这些协议改进的方法；（3）分析了测量设备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

协议（MDIQKD）的有限密钥安全性，且在相对频率的统计波动下得到最终密钥率的下界，

此密钥率值可被直接应用于低探测效率的探测器和高损耗信道的实际条件中；（4）分析了多

种不同类型量子安全直接通信（QSDC）的安全性，总结了针对各类型 QSDC 协议的攻击方

法以及在协议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5）分析了两个三方 QKD 的检测模式并对其提出了

密集编码攻击。 

在分析和改进量子密码协议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协议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安全性问题，设

计了不同类型的安全的量子密码协议，主要包括：（1）通过在一个著名的量子保密查询协议

中添加一个参数 θ，给出一种基于 QKD 的灵活的量子保密查询方案。该方案部件保持了原

协议的特点，并且在灵活性和可控性方面体现出很大优势；（2）提出了两个新颖的能够抵抗

不同种类集体噪声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协议；（3）在研究上文提到的两个三方 QKD 的检测

模式并给出相应攻击策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其不安全的原因，并改进了原协议，使得它

们能够抵抗密集编码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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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潜层特征抽取模型的演进式文本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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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军，肖  波，胡佳妮，刘瑞芳，杜  刚，王占一， 

李  思，张佳玥，李  岩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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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5017）。 

该项目研究针对短信、邮件和网页的演进式文本过滤。演进式过滤任务特点是：个性化

需求、变化的文本内容、变化的分类类别和更主动的功能要求等。项目组认为演进式过滤的

根本问题是训练样本不足，拟通过改善特征空间来解决该问题。该课题提出通过五个可直接

观测的维度(用户 U, 词 W, 文档 D, 类别 C, 时间 t)来抽取潜在的中间层特征 Z，从而改善特

征空间；根据训练样本的内容和数量，综合考虑可观测的和潜在的特征，构建各种训练样本

集下都能达到最高分类精度的识别算法。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基于无监督特征选择的 LDA。目的在于通过无监督学习来改进 LDA 模型的判别能力，

相关的维度包括 w,z,d 维度。理论分析表明一个潜在主题的判别能力主要由该主题的代表词

的判别能力所限定。而一个词的判别能力可以通过这个词用来区分不同主题时的信息增益

（IG）来衡量。利用每个词的判别能力可以区分出 LDA 主题中的“general word”和“special 

word”。然后，在 LDA 目标函数上加入潜在主题的判别能力约束条件，从而在限制“general 

word”的同时优先选择“special word”来表示潜在主题 z。最后用一种启发式的方法获得最终

解。这样就提高了 LDA 主题模型的判别能力。 

2.基于 Dual-PLSA 模型的潜在语义内容特征抽取。工作目的在于通过半监督学习，利用

最少的标注样本获得最快的分类器收敛性能，相关的维度包括 w,z,c,d 维度。考虑构造两个

PLSA 模型: 一个是标准的 PLSA 模型，用以通过无监督方式抽取语义内容特征；另一个是

c-w PLSA 模型，即类别和词语对应的 PLSA 模型；基于中间类别样本并通过少量监督训练

文本的撬动作用来抽取出语义内容特征 z。对两个模型联合求解，可以得到 Dual-PLSA 模型。

突发话题检测—时间维度特征抽取。研究时间维度 t 相关的特征抽取及应用算法，抽取出新

闻数据中突发话题。此外，还研究了基于激活力和亲和度的文本表示和分类；基于 WAF 的

动态规划分词与新词发现；以及产品比较关系抽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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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摄像机视频监控中的人物角色分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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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亮，傅慧源，宋桂岭，李朋杰，朱  睿，刘  超， 

张晓波，熊正祥，向  梅，朱晓蕊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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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3072）。 

监控场景中的动作聚类、事件解译以及人物角色分类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难点问题，目

前本领域的研究人员更多的是考虑低层语义信息，如物体检测、跟踪等。该项目研究视频监

控场景中的人物角色分类相关理论与关键技术，特别是针对所提取特征的多样性和异构性，

执行角色识别的模型选择。研究成果可为人物角色分类技术在实时视频监控、视频分析和检

索和视频数据挖掘等语义检索层面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进化多目标优化的无监督机器学习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石  川 

项目组成员：石  川，吴  斌，王  柏，邓小龙，蔡亚楠，钟  姹，吴广程， 

周  丹，刘  刚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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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5025）。  

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研究领域，机器学习已经成为智能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基于单个

评价标准的机器学习研究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很多机器学习问题本质上是多目标优化问

题。进化算法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具有潜在的优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项目利用进化多

目标优化方法解决具有多目标特性的机器学习问题，探索多个评价标准对机器学习的影响。

深入研究目标函数对机器学习的影响机理和模型选择机制,分析总结进化多目标机器学习算

法设计的一般规律和指导原则。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高效的进化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进化

多目标聚类和分类算法研究；基于多目标框架的复杂网络中社团发现与演化研究；进化多目

标机器学习算法在电信数据挖掘领域的应用研究。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完善占优树理论，提出了高效的基于占优树的多目标进化算法，分析了占优树的时间

复杂度和动态变化规律,并将其应用于多关键字检索。 

2.深入研究了多目标聚类和社团发现问题，提出了多目标社团发现算法和模型选择方

法，系统分析了复杂网络中的不同的目标函数对社团划分效果的影响。 

3.将多目标优化应用于多标签分类问题，提出了多标签集成学习算法和多目标多标签学

习算法,深入分析了多目标优化对分类性能的影响。 

4.研究了异质信息网络中的相似性度量和聚类问题，提出了 HeteSim 标准用于度量异质

信息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的相关性，并应用于语义推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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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微结构对异变外延生长中贯穿位错抑制机理的

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玉敏 

项目组成员：刘玉敏，俞重远，叶  寒，王东林，周  帅，冯  昊，贾博雍， 

陈智辉，闫海峰，姚文杰，赵  伟，徐子欢，卢文娟，倪  丁， 

辛  霞，曹  贵，沈  阅，袁桂芳，张  璐，宋  鑫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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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8028）。 

该项目深入探索了异变外延材料中贯穿位错的产生、传播、抑制等相关的物理机理。通

过理论建模、数值仿真、参数优化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基于纳米微结构控制贯

穿位错密度的有效途径，利用纳米微结构的非均匀应变场和界面环境等与位错之间相互作

用，改变贯穿位错的传播路径，降低有源区的贯穿位错密度。为研制适用于光通信半导体激

光器的高质量异变外延材料，以及深层次理解和掌握位错的控制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情况如下： 

分析了量子点和纳米结构的应变场，量子点引入界面位错时的临界尺寸；研究了异变外

延中位错的空间分布对应变弛豫的影响；研究了纳米微结构应变场和位错的应变场之间的相

互作用。建立了纳米微结构和位错的相互作用模型，从力平衡和能量平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纳米微结构改变贯穿位错传播方向的临界条件；研究了影响贯穿位错传播方向改变的

纳米微结构相关参数（主要包括纳米微结构的形状、大小、面密度和微结构的层数等），分

析得出了纳米微结构参数对贯穿位错过滤的影响规律；在此基础上，理论得到了纳米微结构

用于过滤位错的结构参数。利用动力学蒙特卡罗方法，分别对纳米微结构的生长过程进行了

动力学仿真，分析了生长条件对纳米微结构生长质量的影响，从理论角度对生长条件进行了

优化。研究了应变因素和组分混合熵共同作用下量子点的平衡组分，讨论了平衡组分对量子

点平衡形态的影响；分析了量子点的组分对量子点应变场的影响；在组分平衡的条件下，分

析了量子点应变场和各种位错场的相互作用，得到了量子点将贯穿位错转化为界面位错的临

界条件以及产生位错时量子点的临界尺寸和真实组份下的量子点对刃位错过滤的最佳参数。 

 

 

社会网络环境下的客户行为预测模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晓航 

项目组成员：张晓航，王  琦，石文华，陈  飞，杨学成，徐树华，杜  瑜，刘佳奇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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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01009）。 

该项目旨在分析社会网络环境下的客户行为特点，了解影响客户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而

构造客户行为预测模型。课题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1）影响客户行为的网络属性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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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与效果分析；（2）客户行为角色的分类和角色识别模型研究；（3）基于网络属性、客户

主体特征及客户角色相集成的客户行为预测模型研究。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网络属性分类及客户流失行为影响因素研究，采用了影响客户行为的传统属性和网络

属性，并进行了两类属性的单独和组合验证。 

2.社会网络环境下的客户行为预测模型研究。预测模型的构建采用传统属性和网络属性

相结合，机器学习方法和信息扩散模型相结合。基于实际数据的实验表明提出的模型与传统

模型相比，较大地提高了预测准确度。 

3.客户在产品信息扩散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分析了网络属性对信息扩散的影响，并构造

了客户信息扩散作用评估模型。 

4.加权社会网络的骨干结构抽取模型和骨干结构特征研究，提出了一个基于边权对社会

网络进行层次分解的方法，并针对基于移动通信数据所构造的社会网络的骨干结构进行了分

析。 

5.针对具有社团结构的复杂网络信息扩散关键节点识别方法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

独立层叠信息扩散模型、键渗逾过程和 k-medoid 聚类算法相结合的关键节点识别方法。实

验结果表明，这个方法有较高的准确率。 

6.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企业运营指标网络研究，提出了企业运营监控指标网络的概

念，并基于指标网络与复杂网络的相关知识，分析了指标网络中节点的属性。 

7.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时序数据聚类模型研究，提出了一个针对时间序列数据波形相似

的聚类算法。这个算法利用了复杂网络的基本原理，在不降低聚类效果的前提下，能够较大

地提升聚类的效率。 

 

 

大规模二次系统的模型降阶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钱  江 

项目组成员：钱  江，庄伯金，卢  欣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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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24）。 

该项目讨论了两类特殊的二次系统，即螺旋式二次系统和回文式二次系统，的特殊结构

和性质, 给出了他们的谱分解，即其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所具有的特殊结构与性质，以及系数

矩阵与这些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求解大规模二次系统模型降阶问题的

拟 Arnoldi 方法，这也属于 Krylov 子空间类型方法，即将原系统投影到一个较低维数的子空

间上，从而达到对模型的降阶。一种重要的度量投影类模型降阶方法的精度就是矩匹配的数

目。与一般的 Krylov 子空间类型方法相比，该拟 Arnoldi 方法能够得到更多的矩匹配。具体

来讲，如果降阶后的二次系统的维数为 k，一般的 Krylov 子空间类型方法得到的降阶后的

模型与原模型的前 k 阶矩相同，即矩匹配的数目为 k，而该项目的拟 Arnoldi 方法得到的降

阶后的模型的前 2k 阶矩相同，即矩匹配的数目为 2k。这样，该项目的拟 Arnoldi 方法得到

的降阶后的模型与原模型之间的误差一般会比已有方法小。数值试验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些结

论。当原二次系统是对称系统时，即系数矩阵都是对称矩阵时，自然希望降阶后的二次系统

仍然是对称系统。而上述的拟 Arnoldi 方法得到的降阶后的二次系统一般都会失去对称性。

针对这种情况，该项目利用 totally decoupling 技巧把降阶后的二次系统转化会一个另一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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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二次系统，而且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仍然保持 2k 个矩匹配。 

该项目给出了两个求解二次甚至更高阶对称系统的鲁棒性部分极点配置问题的算法， 

与已有的算法相比，这两个算法能达到类似的计算精度，但是所需的运算量确要少得多。大

量数值试验表明这样得到的近似优化解与已有算法的精度相当。该项目还给出了一个求解阻

尼螺旋系统的特征值反问题的数值方法，可以递推的计算出一个阻尼螺旋系统的系数矩阵， 

使得该系统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刚好是事先给定的。在一些较弱的条件下，该反问题的解刚

好有 n 个自由度。如果给定的特征值都是单的实特征值，还给出了一种求解该反问题的算法，

使得首项系数矩阵 M 是正定矩阵。 

 

 

随机分析与计算机通信网络中的排队模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永江 

项目组成员：郭永江，杨建奎，黄军飞，崔妮琳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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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23）。 

该项目研究计算机通信网络中的排队网络模型的行为分析。与其他研究者关注的侧重点

不同，该项目主要考虑到达间隔时间和服务时间都服从一般分布的、带有计算机通信网络特

点的排队网络。基于通信网络的 TCP/IP 协议，研究了几类随机排队网络模型：非强占优先

权服务规则下运行的随机排队网络，休假机制下的随机排队网络，具有无限供应源的随机排

队网络，传统的随机排队网络（比如 GI/G/n 排队，re-entrant line 排队网络）等等。 

针对上述几类排队网络，重点研究了流逼近及其收敛速度，扩散逼近，稳定性，强逼近

和渐近优化等问题。首先，以随机过程极限为基础，以排队模型中涌现的随机过程为研究对

象，建立一套流体逼近及其收敛速度和扩散逼近的分析方法。然后利用流逼近将离散的随机

排队网络逼近成为连续的、确定的流模型网络；利用扩散逼近将其逼近为连续的布朗运动网

络；利用收敛速度分析方法得到排队系统指标的指数收敛速度。其次，利用流模型方法，得

到了一些系统稳定的充分条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得到的具有无限供应源的 re-entrant line

排队网络的稳定性条件为刻画其渐近其行为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论基础。最后，利用扩

散逼近结果，分析了一些排队模型的渐近优化问题。此外，还利用强极限理论分析了经典的

排队网络的渐近行为，得到了优先权服务规则下的 re-entrant line 排队网络的强逼近。作为

强逼近的应用，利用强逼近结果刻画了 GI/G/1 排队系统指标的泛函重对数率，为强逼近方

法在更一般的排队网络中的应用打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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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研究：       

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 

 

项目第一单位：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苗艳青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陈文晶  

北邮项目组成员：陈文晶，龚振炜，张红娜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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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03006）。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利用 2008 年山西省调研数据，运用 Grossman 模型分析了两种空气污染物 PM10 和 SO2

对居民健康需求的影响，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揭示环境污染对健康的经济学影响。研究的

主要发现是：两种空气污染物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需求都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并且 PM10 对居

民健康需求的不利影响更大。研究还发现，这种不利影响只是发生在那些处在社会较低阶层

的群体身上；除空气污染外，年龄也是影响处于社会较低阶层居民健康需求的重要因素；采

取避免污染行为能显著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如果不考虑避免污染行为，空气污

染对健康需求的影响就会有偏。  

2.从现代消费选择理论出发，建立改厕支付意愿模型，运用 Logit 模型、Tobit 模型和江

苏、陕西、山西三个省份的微观调研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改厕支付意愿以及影响因素，

试图从农村居民改厕支付意愿角度来解释我国政府财政投入改厕效果低的问题。研究的主要

发现是：相对于当前的改厕成本，我国农村居民的改厕支付意愿较低，面临着较大的资金缺

口。虽然东部省份的平均支付意愿高于中西部省份，但是西部省份比东部和中部省份有更高

的改厕需求；农村居民改厕支付意愿的概率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知识、态

度、个人卫生行为的体现，这些非经济变量对农村居民改厕支付意愿概率和数量都有非常显

著的正向影响。 

 

 

协同多用户 MIMO 通信网络中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立华 

项目组成员：李立华，王朝炜，冉  静，宋  磊，高向川，杨  桅，孙琬璐， 

罗  元，王  骥，靳  进，孙  奇，王化磊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项目编号：60911130512）。 

该项目主要研究了协同多用户 MIMO 通信网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项目组从协

同跨层设计传输，协同干扰消除和协同多用户预编码三个方面对协同多用户通信网络中的关

键技术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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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了协同跨层传输理论，针对系统多用户系统中协同节点的协作及多用户中的干扰

等新问题，提出了协同中继链路自适应传输理论，提出了将中继选择与链路自适应相结合的

方案。另外，提出一种基于 HARQ 的网络编码方案，所提方案将 HARQ 技术有效的结合于

网络编码策略中，能够有效的提高系统的容量并且降低系统的误码率。并进一步针对协同中

继系统中的频率，中继节点等资源，提出了一种能够有效的提高系统的吞吐量并且保证多用

户之间的公平性的资源分配方案。 

2.研究了协同干扰消除理论，充分挖掘了协同多用户 MIMO 系统的干扰消除的新思路，

针对下行多用户 MIMO 系统提出了一种结合 WMMSE 和最小泄露加噪声的混合方案，能够

在降低运算复杂度的同时有效的抑制多用户传输干扰。并且，研究了基于中继簇的多用户干

扰消除及基于协同中继链路互易性和少量反馈的自适应中继干扰消除理论。针对三节点中继

系统，提出了中一种新型的传输模式，通过传输模式的自适应选择达到与干扰消除相似的效

果，改善系统性能并降低了接收端的复杂度，提升了此传输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  

3.研究了协同多用户 MIMO 的预编码理论，提出了通用的、可适用于多种环境的低复

杂度的多用户 MIMO 预编码设计方法，及中继 MIMO 系统的码书设计方法和基于二进制的

码本设计方案。 

该项目的研究能够有效的解决协同多用户 MIMO 通信网络中存在的干扰等问题，提高

协同多用户 MIMO 通信网络中的空间和频率资源效率，提升系统容量和频谱效率。 

 

 

数字家庭网络安全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依托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冯久超，徐国爱，余卫宇，张  淼，刘凡凡，冯  博， 

陈爱国，陈宏滨，王世元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U0835001）。 

数字家庭网络的安全保障是数字家庭网络运维的关键问题，如何针对家庭网络组成和应

用的特殊性，研究数字家庭网络安全保障关键技术，设计适合其应用的网络安全管理架构和

数字内容版权保护体系，并针对广东数字家庭网络的特点（岭南模式），建立以数字电视为

中心的数字家庭网络的安全保障模型，重点保障各类互动操作（服务）的可用性、机密性和

完整性是这一方面所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该项目针对数字家庭网络安全管理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具体研究难点包括多级和多重

用户身份管理模型研究、独立于服务的统一授权管理模型研究、选择性数据传输加密机制及

算法研究、多媒体授权管理理论与技术和基于盲分析的隐蔽信息通用检测模型研究。 

该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用于产品化并进行了产业化推广。此外，项目组通过积极参与

相关领域主流国际会议、邀请国外专家访问等方式，与国外同行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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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用对 GDP 影响的定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宇  

项目组成员：刘  宇，孙  明，徐  缓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工业与信息化部委托项目。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扩展，互联网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该项目的研究任务

就是要定量测算和分析互联网应用对 GDP 的贡献，以期能够比较科学、全面地把握互联网

应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为制定互联网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该研究采用的测算方法为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研究成果包括： 

1.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扩展，互联网各种应用类别对 GDP 的贡献都在稳步上升，其中，

B2B 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对 GDP 贡献的上升幅度最明显。2010 年和 2009 年相比，B2B 电

子商务对 GDP 的贡献上升了 1.8 个百分点，网络购物对 GDP 的贡献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

由于网络游戏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网络游戏对GDP贡献的上升幅度最小，2010年相比2009

年，网络游戏对 GDP 的贡献只上升了 0.003 个百分点。 

2.该研究中涉及的各种互联网应用类型中，B2B 电子商务对 GDP 的贡献程度最大，2010

年为 7.9%；其次为网络购物，2010 年为 1.35%；其他的互联网应用类型对 GDP 的贡献都不

到 1%。 

3.互联网应用对 GDP 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种，前者指的是互联网应用本对

GDP 的贡献，后者指的是互联网应用所引发的其他产业的经济活动对 GDP 的贡献。该研究

所涉及的各种互联网应用类型中，互联网基础服务和信息服务、网络游戏、网络购物对 GDP

的直接贡献高于间接贡献，网络广告、B2B 电子商务对 GDP 的间接贡献高于直接贡献。说

明网络广告、B2B 电子商务引发其他产业形成增加值的能力要强于自身经济活动形成增加

值的能力，网络广告、B2B 电子商务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更显著。 

4.在该研究中，将互联网应用分为两类，一是互联网部门的经济活动，二是基于互联网

平台的经济活动。可以看出，作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互联网应用（包括互联网基础服务和信

息服务、网络游戏）对 GDP 的贡献目前还很弱。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经济活动（包括网络广

告、网络购物和 B2B 电子商务）中，网络购物和 B2B 电子商务对 GDP 的贡献比较大，B2B

电子商务对 GDP 的贡献尤其突出。 

5.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应用的新领域，目前移动互联网对 GDP 的贡献还很弱，但表现

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逐步增强的势头。在移动互联网的应用类别中，流量收入对 GDP 的贡

献最大，信息服务对 GDP 的贡献次之，移动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广告对 GDP 的贡献远远

低于前两项；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流量收入对 GDP 的贡献开始下降，信息服务、移动电子

商务和移动互联网广告对 GDP 的贡献开始上升，其中，尤其以移动电子商务对 GDP 贡献的

上升势头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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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信息安全法律比较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谢永江 

项目组成员：谢永江，马  荔，黄  方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介绍了美国有

关网络隐私、网络犯罪、数据安全、网络信息管制、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机构等方面的法律和

制度，并对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和监管提出法律建议。研究报告包括五部分内容： 

1.“网络隐私”。以网络隐私侵权软件和案件为研究素材，分析目前网络隐私保护存在的

问题。在分析网络隐私侵权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保护网络隐私的

有关法律规定。 

2.“网络犯罪和数据安全”。在网络犯罪方面，分别以《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电子通

信隐私法》、《经济间谍法》等法律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法律对计算机欺诈、侵犯个人电子

通信的隐私自由权、以及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等网络违法犯罪问题做出的相应规定和相关司法

判例；在数据安全方面，主要研究互联网安全、网络过失帮助犯罪、自身过失等有关数据安

全保护的理论或原则。 

3.“网络信息管制”。主要以美国等国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国家对网络言论、

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商业秘密、国家机密等网络信息的管制原则和具体规定。 

4.“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机构”。以美国一系列监管网络信息安全的机构为研究对象，如总

统、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网络犯罪中心等，系统地介绍美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机构体系。 

5.“启示和借鉴”。在综合介绍美国等国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借鉴

这些国家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

法律制度的建议。建议主要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首先，在立法方面：（1）完善传统立

法，将传统立法延伸适用于网络空间。可以根据网络空间的特点，对传统立法进行适当地修

改和完善。同时，法官在审理案件无法可依时，可以灵活地解释和运用传统立法，并为以后

处理类似的案件提供参考；（2）对于传统立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制定专门的网络立法，做到

有法可依。针对我国目前网络安全领域立法少而旧以及立法层级低的特点，应尽快制定网络

信息安全基本法律；（3）网络管理有国界，网络空间有主权，网络立法应符合国情、网情。

针对我国网民数量大、文化程度不高的特点，建立必要的信息审查制度，加大对违法信息的

惩处力度；其次，在执法方面：完善执法监管体制，建立有效的执法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集中与多元并存的管理机制，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与国务院其他部门分工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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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与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爱华 

项目组成员：张爱华，郑  凤，黄逸珺，闫  强，车培荣，彭若弘，钟丽芳， 

靳艳雪，徐  卿，闫  莎，赵崇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项目为工业与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项目主要从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信息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ICT 产业发展情况

以及国内外信息化政策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 

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主要包含中国信息化目前取得的成就、区域比较、国际比较和行业

比较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信息化在过去的十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2．信息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信息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从信息化对产业结构、企业绩效、企业创新能力和

企业竞争力四个方面展开。首先，信息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研究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指

数以及细分指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式，深刻阐述了信息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以及实证分析了信息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

响。其次，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信息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产率和财务绩效两

个方面的影响，并且很多宏微观因素都会影响到信息化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实证研

究，分析了信息化对中国三大产业和各行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现状。再次，信息化对企业创

新能力的影响，主要采用了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发现，信息化会影响企业的技

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信息化促进中国各行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的途径。最后，信息化对企

业竞争力的影响，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总结了信息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

响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信息化与三大产业及各行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量化关系。 

3．ICT 产业研究 

ICT 产业研究主要对 ICT 的产业链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数据包络分析。研

究对象是 ICT 产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业下面各个子行业分析各子行业的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发现产业链中哪些环节存在优势和劣势，进而提出进一步发展建议。 

4．国内外信息化政策研究 

首先，该研究选取了美国、韩国、印度和日本四个国家，分析其信息化发展政策，作为

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经验借鉴。其次，又从政策环境、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人才培养四个方

面总结了国内的信息化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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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在通信网络演进发展中应用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  俊 

项目组成员：吴  俊，屠希思，孙  孟，刁政欣，尚  颖，张梦雯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通过对计算模式演变历程的分析，总结云计算相对网络计算、效用计算的区别，并从

云计算的服务提供方式、部署方式等不同视角总结云计算的技术特征。在此基础上依据不同

用户的 ICT 需求及通信业的业务发展现状，分析了云计算在通信业的关键应用领域。 

2.通过分析通信话务网和数据网技术和业务的发展历程，总结云计算对通信网络的技术

结构、业务管理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基于云计算技术并深度融合通信网和计算机

网特征的新型通信网络特征及其上所承载的新兴业态类型，归纳得出通信网络应用云计算技

术的促进及阻碍因素。 

3.提出了适应新型通信网络结构的云计算监管模式及相应政策措施建议。 

 

 

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旭 

项目组成员：杨  旭，彭  扬，张爱华，潘  峰，杜肖海，张泱博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的为：研究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的发展情况与趋势分析、总体应用模式

设计和关键技术分析，即在对国内外研究实践、行业参与者与用户进行广泛的分析研究的基

础上，总结其典型应用、揭示其发展规律，结合移动互联网、泛在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结合移动教育的需求，对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的总体模式进行研究设计，对其关键技术和典

型应用进行分析验证，并为相关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提出建议、确保其良性发展。 

该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如下： 

1.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行业分析：移动教育属于移动互联网与教育信息化相结合的新业

态，创新性强、涉及面广，需要对国内外研究实践、行业参与者与用户进行广泛的文献分析

和调研工作，总结其典型应用，揭示其发展规律。 

2.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应用模式研究：基于移动互联网、泛在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结合移动教育的需求，对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的总体模式进行分析和设计。 

3.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应用关键技术分析：对移动互联网泛在教育应用的关键技术和典

型应用进行分析。 

4.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根据分析评价结果进行系统整理，同时结合行业良性发展需求，

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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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发展及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飞 

项目组成员：陈  飞，岳  欣，杨学成，王  宁，胡晓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项目通过大量资料检索、收集、调研，再充分整理国际、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和电子

商务税收政策的基础上，从电子商务条件下税收理论、税收原则的完善、税收征管模式的变

革、国际税收问题的处理等角度研究了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 

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总结了全球互联网行业和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特点、趋势。并分析了世界各国发展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技术特点、发展现状和趋势。 

2.根据贸易全球化、交易虚拟性、无纸化、迅捷性等这些电子商务技术特征和特点，分

析了电子商务对税收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导致纳税主体难以认定、课税对象的性质难以界

定、纳税地点难以确定、纳税环节难以适用等问题。而且分析了电子商务对企业所得税、营

业税、增值税、关税和印花税等这些现行税种的影响，以及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的影响和电

子商务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3.收集并分析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印度、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处理电子商务税收

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分析美国为代表免税派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征税派分歧原因，以

及各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共识，为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可借鉴意义。 

4.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构建提出了符合

实际并且可行的建议。通过给出了产品销售、特许权转让、提供应税劳务这三种数字化商品

在线交易的性质认定基础上，然后对各个税种方案调整提出的策略建议。包括：不开征新税，

暂缓或推迟征收关税，重新明确增值税、营业税的征管范围。企业所得税的补充和完善，电

子商务税收征管模式的构建，应该结合 Ipv6 技术特点，完善税务登记制度，建立的电子发

票使用制度，主管机构建立和完成统一的 CA 认证系统。 

这些政策对于我国国家既能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又可以保护国家税收不流失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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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网与物联网节能技术与能耗评估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天魁 

项目组成员：张天魁，朱禹涛，康  甜，安  璐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研究概述了物联网定义与技术特点，对当前我国物联网应用发展与标准化工作进行了

总结与分析；并结合物联网的发展现状，指出物联网中节能技术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按照物

联网的三个层次对物联网的能耗构成进行了详细分析；在通信网络中节能技术与能耗评估方

法广泛调研与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物联网节能技术的发展路线，总结归纳了物联

网不同层次上潜在的节能技术，并借鉴通信网络能耗评估方法给出了物联网能耗评价准则与

评估方法，为产业界实现绿色物联网提供了有益参考。 

考虑物联网的应用特点与物联网关键技术，潜在的物联网节能技术包括：高能效电源；

低功耗电路设计；绿色通信技术；网络设施节能等方面。其中，高能效电源相对于物联网节

能技术是独立的技术，因此，物联网节能重点应该考虑低功耗电路设计技术、绿色通信技术、

网络设施节能三方面。 

借助于针对绿色通信网络的能效度量方法和指标的研究，该报告提出相应的物联网能效

度量指标。对应于物联网的三个层次，物联网能效度量方式可以分为三个级别：感知/延伸

级别、网络级别和应用级别；与之对应，分别给出了三个级别设备（系统、网络）的能效评

估方法。对泛在网与物联网中各个通信单元进行能耗分析与能耗建模，定义能量效率并给出

能量效率评估准则，网络能耗评估指标与方法，为产业发展规划与标准化提供参考依据。 

 

 

 

国外邮政立法和改革情况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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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国家邮政局课题研究项目。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邮政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邮政正经历

着外部环境的冲击和挑战，各国原有的邮政法律制度已不适应这一变化。为此，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多数国家都踏上了邮政改革和邮政市场开放的历程，并相应修改完善了本国的

邮政立法。  

该项目以信息专报形式，对国外典型国家邮政立法与改革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研究内

容涉及越南、韩国、印尼、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十余个国家。 

该项目对相关国家邮政立法与改革进行跟踪研究，了解相关背景，立法改革目的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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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涉及欧美亚，选择的国家或与我国经济发展相近，或是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我国，这

些国家的邮政立法改革的研究，为我国邮政立法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支撑。 

我国邮政立法改革刚刚完成，很多法律体系有待建立与完善，后续研究工作需借鉴国外

相关国家立法改革经验，此项目的完成，具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共信息安全管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  飞 

项目组成员：陈  飞，岳  欣，杨学成，王  宁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公共信息安全做了全面的梳理，给出了概念界定，并且做了分类。根据公共信息安

全管制的对象及管制主体的不同，将公共信息安全管制的演进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并阐述了各

自的其特点。研究发现随着产业边界的扩展，运营商对不良信息的监管范围逐步扩大，且对

不同类型业务的监管责任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 

2.对不良信息传播模型进行了系统仿真分析，研究了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效果。研究发

现：政府、信息源以及运营商不监管的情况下，不良信息感染的消费者数量呈现爆炸式的发

展。受环境影响，当政府事后信源治理能力达到一定上限很难进一步增长时，提升客户素质，

可以有效控制不良信息的扩散速度。 

3.从不存在政府监管和存在政府监管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了运营商在不良信息监管中的

成本问题，并进行了博弈分析比较。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监管力度的增加将有助于推动运

营商不断加强监管，且监管强度存在上限。并且从公共信息安全管制的运作机制出发，通过

研究各类企业的级联成本，研究了主体之间的产业共生关系下如何实现对有效监控不良信息

的传播。 

4.在全面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信息安全管制动态管理体系构建和公共信息安全

管制对策提出了符合实际并且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我国政府部门建立适应网络融合发

展趋势、服务于信息服务大行业的管理体制，形成统一协调的政策措施，综合提升国家互联

网公共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89 

邮政业职业分类大典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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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庄君，王宏原，张  倩，朱  丽， 

束海峰，王建艺，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2 日 

 

该项目为国家邮政局课题研究项目。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制发的《关于

做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55 号），对《大典》修订工作从指

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到工作步骤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邮政局作为邮政行业管理

部门，根据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任务书，承担包括 3 项参与、14 项承担计 17 项的工

作任务。17 项任务从框架体系上分成邮政服务与快递服务两大部分。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提出邮政业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快递服务部分职业修订的技术方案及技术路线。 

2.按要求采集相关信息。 

3.汇总采集的相关信息，通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平台进行数据录入。 

4.根据数据资源及掌握的相关信息，分析研究整理，提出快递服务部分的职业分类意见、

建议及修订职业描述信息建议。 

5.汇总邮政服务和快递服务两部分职业分类修订意见、建议及职业描述信息建议，形成

邮政业职业分类建议文本。 

6.形成邮政业职业发展研究报告。 

 

 

邮政行业 2010 年不变单价测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司亚清  

课题组成员：司亚清，苏  静，郑文富，张  杞，刘一鹏，马媛媛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25 日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的省部级纵向课题（课题编号：7-3-2 ）。  

邮政行业的传统邮政业务和快递业务的不变单价是某一特定时期各类邮政及快递产品

业务量和邮政及快递产品量的分类平均价格。用不变单价与相应的业务量相乘积计算出来的

“业务总量”，可以消除实际价格变动的影响，保证同一指标在同一段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

可比性。  

现行计算邮政行业业务总量的不变单价于 2000 年测算，10 年来邮政行业的市场体制、

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市场布局、业务构成和业务价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项业务的业

务总量与业务收入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尤其是快递业务，经营主体、市场结构、价格、业务

量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公司的差异性，使得其不变单价

的测算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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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是根据当前全国邮政及快递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依据“不变单价”的测算原理，

对 2010 年的各项快递业务的不变单价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历史各年的快递业务总

量数据，为宏观决策、行业管理和市场分析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 

 

 

 

快递专业技术资格制度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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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红，王宏原，杨海荣，张  倩，朱  丽， 

束海峰，王建艺，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2 日 

 

该项目为国家邮政局课题研究项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反映先进生产服务技术的新职业

不断涌现，快递服务即为突出代表。但由于快递服务发展的特殊性，其通用专业技术人员的

专业资格一般是按属地原则考试及评审。为加强对快递服务的人才管理，需建立专业技术资

格制度，从快递专业技术资格制度的系统性、政策性及规范性上进行研究，为快递服务作为

独立专业系列组织评价，提供充分准备，服务于快递服务的大发展。 

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包括：  

1.论证快递服务作为独立专业系列技术资格评价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2.论证快递服务的专业属性、知识结构及工作内容体系。 

3.提出开展快递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评价工作的实施办法、评审等级、资格条件及适

用范围等相关配套措施。  

4.开展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前瞻性研究，建立管理框架体系，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制

定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办法，建立完善邮政业专业技术人员评价制度。 

 

 

 

邮政行业统计管理办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苏  静  

课题组成员：苏  静，司亚清，刘一鹏，杜晨光，任连嘉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25 日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的省部级纵向课题。  

《邮政统计管理办法》是调整邮政统计部门在管理统计工作、进行统计活动过程中与其

他相关各方发生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它是关于邮政统计活动的行为准则。  

以往，邮政统计机构在管理统计工作、规范邮政统计行为等方面，主要的依据是《统计

法》及其《实施细则》，而这些法律依据并不能完全与邮政业发展的特点和变化情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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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根据邮政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来制定本行业的统计管理规定，推动邮政统计工

作的开展。  

伴随着速递归于邮政业，邮政统计面对的市场主体不断增多，邮政统计的难度相应加大，

这就对依法行政、加大邮政统计的管理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管理办法》为全面

推行邮政统计工作的开展，更好的发挥邮政统计的作用提供法律保障。 

 

 

 

 

2012 年平常信函时限监测工作实施与数据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19 日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的省部级纵向课题。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下简称《邮政法》），《邮

政法》第二十条明确要求邮政企业寄递邮件，应当符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寄递时限

和服务规范。因此，邮件时限监测是邮政管理部门履行政府职责，依法监督邮政普遍服务质

量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科学、客观评价邮政普遍服务质量，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用邮权益

的重要手段。 

该课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邮政普遍服务标

准》YZ/T 0129-2009《关于公布特快专递和信函全程时限标准的通知》（国邮[2002]433 号）

等为监测依据，对邮政企业执行国内平常信函全程时限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监测平

常信函全程时限是否符合规定。  

该课题的研究内容有： 

1.在全国 60 个地市、县选取监测样本点。 

2.平常信函投入指定信筒（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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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课题的测算指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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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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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印刷品包裹时限监测工作实施与数据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19 日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的省部级纵向课题。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下简称《邮政法》），《邮

政法》第二十条明确要求邮政企业寄递邮件，应当符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寄递时限

和服务规范。因此，邮件时限监测是邮政管理部门履行政府职责，依法监督邮政普遍服务质

量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科学、客观评价邮政普遍服务质量，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用邮权益

的重要手段。  

该课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邮政普遍服务标

准》YZ/T 0129-2009 等为监测依据，对邮政企业执行国内普通包裹全程时限标准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监测印刷品和包裹全程时限是否符合规定。 该课题的研究包括： 

1.在全国 60 个地市、县选取监测样本点。 

2.60 个城市间互寄印刷品和包裹并在指定邮政局所交寄。 

3.每个监测城市每天向参加监测的 60 个城市分别寄发印刷品或包裹 1 件，即每天寄发

印刷品或包裹 60 件，连续寄发 2 天共 120 件，60 个城市共寄发印刷品或包裹 7200 件。 

该课题的测算指标有：邮件全程时限达标率、邮件损失率、收寄日戳合格率、投递日戳

合格率。  

 

邮票发行监督管理数据库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国君  

课题组成员：赵国君，赵国锋，杨海荣，王云鹏，范  琴，韩同富，束海峰， 

朱  丽，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30 日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的省部级纵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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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课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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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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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由八大功能模块构成，并与现有邮票选题查询系统对接，实现邮票发行、印制、

销售等各方面的信息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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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业报表制度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司亚清  

课题组成员：司亚清，苏  静，石  刚，李晓勇，张  杞，韦利媛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15 日  

 

该课题为国家邮政局的省部级纵向课题（课题编号：7-3-2 ）。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开始于2009年对全国1000多家规模以上的快递服务企业要求按

期上报统计年报和月报，以及时、准确、客观地了解全国速递行业的主要状况。为了了解规

模以下企业（指 2008 年年收入在 200 万元以下、成立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快递服务业法人企

业）的经营发展情况及其相关信息，并与定期统计报表得到的规模以上企业的信息形成互补，

国家邮政局决定对全国 2200 多家规模以下的快递服务企业，实施抽样调查。  

该次抽样调查包括以下四个内容： 

1.以 2008 年的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每个省进行了抽样，并根据所得的数据对全国规模以

下快递服务业的相关总量指标进行推断与评价。 

2.根据样本抽取的情况制定了实施抽样的具体步骤，为邮政局政策法规司统计处抽样调

查工作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指导。 

3.通过对全国规模以下的快递服务业法人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及时推测各省市规模以下

快递服务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和经营规模。 

4.在此基础上，及时推测全国规模以下快递服务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和经营规模。  

该调查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要推断估计的指标除了规模以下企业的年总收入外，还有业务量等指标，所以在进行

抽样设计时所选择的辅助变量指标有多种可能。 

2.企业数量较多，分布比较离散，为减少工作量，要求抽取的样本量较少，所以需要设

法对总体进行子总体的划分，提高抽样的代表性，减少抽取的样本量。 

3.该项调查为定期连续的抽样调查。 

4.规模以下的企业在以后的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破产、被合并，或者有新的企业成立等

现象。 

考虑到第三和第四个特点，在进行抽样设计时要考虑样本轮换问题，即考虑轮换组的抽

选和换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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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级生心理健康状况与个案治疗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学生事务管理处 

项目负责人：陶  琳 

项目组成员：陶  琳，杜玉春，赵晓晔，赵剑峰，王艺霖，周秋红，卢烨陶， 

赵  丹，张可心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许多留级大学生在自我认可、时间管理、学业压力、生涯规划、人际交往、亲子沟通、

精神信仰等方面存在问题，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恶性循环网络。留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从纵

向上概括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四个不同的层级。要解决留级大学

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最根本之处就是在为他们提供各种保护因素并减少风险因素的同时，充

分激发和激活他们自身本来所具有的保护因素。箱庭疗法有利于激活留级大学生生自身的保

护性因素。 

该项目以系统论为视角，应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同时结合横向和纵向两个

方面展开分析。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四个不同层级对留级大学生心

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激发留级大学生自身的潜能。高校

管理者不能只关注他们的问题和风险因素，更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者和建构者，

多给他们鼓励，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潜能。 

该项目避免只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高校留级生的问题，而是从宏观的视野进行分析，

强调从系统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因此拓宽了解决问题的视野和思路，为高校的留级生管理工

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也为高校留级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拓宽了思路。高校要更多地注

重与家长的沟通，充分调动高校、家长、社会等多种资源，调动高校留级生自身的资源，最

终达到促进留级生问题解决和自我成长的目的。 

 

发挥高校 BBS 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中重要作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项目负责人：辛玲玲 

项目组成员：辛玲玲，朱开明，任雄飞，许  飞，吴  昊，安则熙，刘  桐，葛明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项目编号：10JDSZ2067）。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国内外高校 BBS 发展现状。总结了国内外高校 BBS 的整体发展状况，总结出高校 BBS

的传播流程及特点，对高校 BBS 与 SNS 社区和微博进行了比较，通过高校 BBS 的特色来

阐述高校 BBS 发展现状。 

2.目前高校 BBS 建设管理中存在不少的严重问题，如两项措施落实不到位，重视程度

不高，管理制度不健全，建设投入不足，主动引导不够。这些管理问题的产生，究其根源在

于未能正确认识和发高校 BBS 的重要作用。 

3.高校 BBS 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高校 BBS 作为大学生学习、表达、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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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平台，在服务学生、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和抓早抓小消除影响高校稳定的苗头性隐患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有：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的重要渠道；校内师生员工交

流的重要平台；联系校友与母校情感的重要纽带；高校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高校文化积淀

传播的重要载体；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的重要途等。 

4.在对高校 BBS 建设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调

研分析，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加强制度建设是长效保障；加强条件保障是工作基础； 

加强舆情研判是必要手段；加强有效引导是有力措施；培养意见领袖是重要抓手；建立信用

体系是有效保障。  

5.通过对北邮人 BBS 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一方面论证 BBS 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北邮人 BBS 在建设发展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包括对突发事件的议程

设置、舆论领袖的引导等；另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论证本项目对于发挥高校 BBS 促进和谐

校园建设对策的可行性与操作性。 

 

工程类院校实验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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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璐妮，唐  轶，王  菡，夏海兰，孙洪祥， 

            龚  燕，金红莲，许业河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

10JDGC109）。 

该项目立足工程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把实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来研

究，建立新型实验教学体系，构建了工程类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理论框架，提出工程类院校实

验教师发展策略，从而促进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模式。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确立实验教师队伍地位及作用。从工程类院校实验教师队伍的现状及实验教师在实验

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论证改革实验教师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构建合理实验教师队伍。对实验教师进行合理规划，给出清晰的定位。打破过去将之

笼统地归为“教辅人员”的一刀切做法。 

3.完善工程类院校实验教师队伍评价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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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制定薪酬制度和考评标准，建立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和科学的评

价机制。 

4.建立新型实验教学体系。加大和规范实验教学的比重、增加独立实验课程、整合实验

内容，建立多层次、多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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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程类院校实验教师发展策略。建立规范高效的实验教学运行机制和激励的政策

环境，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和优化实验教师发展平台。 

项目组率先在实验中心明确了创新型实验教师队伍的科学构成，并就如何构建语言实验

教学体系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贯通、三个结合、四项功能、五个掌握、六个转变”的实验

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新体系。在语言实验教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有效推进了实验教师队伍

的建设与发展，对我国理工类高校实验教师队伍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产生了积极

的社会效益，所倡导的实验教学体系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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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法合成三元及多组份Ⅱ-Ⅵ族半导体一维纳米  

结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符秀丽 

项目组成员：符秀丽，吴志培，冯  海，李  旦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该项目采用固态烧结方法，结合三元体系相图规则，对具有高热稳定性的 ZnO 基纳米

粉体材料进行了掺杂研究与探索，获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在 ZnO-Pr6O11-Fe2O3 系压敏电阻材料中，Fe2O3 掺杂使晶粒细小，有利于烧结体密度

的提高。少量 Fe2O3 掺杂时，Fe 原子固溶到 ZnO 晶粒内，提供额外的载流子和氧气，使 α

和 E 增大，IL减小；但是大量 Fe2O3 掺杂会使晶界处偏析的 Fe 原子增多，降低晶界的电阻

率，破坏材料的电学性能。Pr6O11在烧结过程中与 Fe 原子发生反应生成 PrFeO3 相，抑制晶

粒生长。Pr6O11 掺杂量增多时将生成大量的晶间相，使晶界模糊。随着 Pr6O11掺杂量的增多，

α和 E 先增大后减小，IL先减小后增大。在所设计的组成范围内，所得材料最佳电学性能：

E 为 801 V/mm，α为 32.4，IL为 0.04 mA/cm
2。 

2.在 ZnO-Pr6O11-TiO2基压敏电阻材料中，TiO2 在烧结过程中具有抑制晶粒长大的作用。

在 TiO2 掺杂含量不超过 1.0 mol%时，TiO2掺杂可提高样品压敏电压，提高样品非线性系数，

降低漏电流。在 Pr6O11 掺杂含量不超过 2.0 mol%时 Pr6O11含量增加可提高样品压敏电压；

在 Pr6O11掺杂含量不超过 1.5 mol%时，增大 Pr6O11掺杂含量可提高样品非线性系数，降低

漏电流。在试验范围内所得到材料的最佳性能为：压敏电压 381 V/mm，非线性系数 91，漏

电流 27 μA/cm
2。 

3.在 ZnO-Pr6O11-SnO2 基压敏电阻材料中，SnO2的掺杂不利于样品烧结，烧结过程中对

ZnO 晶粒生长起到抑制作用。在 SnO2掺杂含量不超过 1.0 mol%时，SnO2 掺杂可提高样品压

敏电压。在 SnO2 掺杂含量不超过 0.5 mol%时，SnO2的掺杂可提高样品非线性系数，降低漏

电流。在 Pr6O11 掺杂含量不超过 1.5 mol%时，Pr6O11 掺杂可提高样品压敏电压。在 Pr6O11

掺杂含量不超过 1.0 mol%时，Pr6O11 掺杂可提高样品非线性系数，降低漏电流。在试验范围

内所得到的材料的最佳性能为：压敏电压为 700 V/mm，非线性系数为 29，漏电流为 16 

μA/cm
2。 

4.采用“一步合成法”制得的不同 Pr6O11掺杂量的 Ni-Zn 铁氧体除形成尖晶石相外，还具

有第二相 PrFeO3 相。随着 Pr6O11掺杂量的增大，Ms减小，Hc增大，Tc在 308℃～320 ℃之

间波动。Pr6O11掺杂后，μ′和 μ″都有所下降，fr 增大，高频运用范围增大；在频率段 1 MHz

到 400 MHz 之间，tanδ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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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管理的决策理论及决策支持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齐佳音  

项目组成员：齐佳音，屈启兴，刘  荣，赵宛婧，马  君，郭玉连，苏  赫， 

肖丽妍，蔡  瑞 

验收时间：2013 年 6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 -10-0241）。 

该项目探讨组织客户价值评价、组织客户终生价值计算以及针对组织客户的营销资源优

化配置等理论问题，其成果对于企业进行有效的组织客户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该研究主要取得以下标志性成果： 

1.组织客户的价值评价模型：构建组织客户价值指标体系，并提出合理性测试方法，构

建了组织客户价值指标体系；提出适用于电信业的组织客户评价体系，同时通过实地调研，

证明数据收集切实可行。 

2.基于组织客户价值评价的组织客户动态分级管理模型：提出管理分级、营销分级、服

务分级和授信分级的组织客户分级管理策略；同时还提出基于组织客户价值评价的大客户动

态管理实施方法。 

3.个人客户与组织客户的价值评价对比：通过分析个人客户与组织客户的特征，构建了

改进的个人客户与组织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讨论两者区别的同时对于客户网络价值这一

新兴领域进行深入讨论，并建立了客户网络价值测量模型。 

4.组织客户成本构成及核算方案：基于企业价值链活动及组织客户消费行为特征，构建

了组织客户成本体系，提出组织客户成本核算的一般流程；提出针对电信组织客户的成本核

算模型及核算流程首先梳理电信企业当前的成本体系结构。 

5.组织客户终生价值（CLV）模型：将组织客户的续约概率与衰退性风险量化后的结果

联系起来，建立了组织客户价值模型。应用北京某电信运营商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

到了较好的结果。 

6.客户风险度模型量及考虑组织客户风险修正的 CLV 模型：筛选出影响 CLV 模型的风

险类型，并且给出各类风险的度量方法；通过改良贝叶斯网络方法，研究各类风险之间的关

系，并最终计算客户的风险得分；借鉴 Beta 风险的思想，对 CLV 模型进行风险修正。 

7.考虑 QoS 的组织客户营销资源双目标优化模型：基于项目中企业营销资源的分类，构

建了企业效益和客户效用双目标最优化资源配置模型，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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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柔性机器人动力学/控制耦合系统的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项目负责人：贾庆轩 

项目组成员：贾庆轩，褚  明，陈  钢，叶  平，张延恒，高志慧，孙汉旭，贠  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 

该项目以应用于航天工程领域的空间柔性机器人为研究对象，重点突破了动力学/控制

耦合系统中的多项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基于多柔体动力学和反馈

约束理论，提出了一种空间柔性机器人动力学/控制耦合系统理论模型的构建方法；采用动

力奇异分析方法得到了空间柔性机器人的稳定运动条件；基于可控局部自由度理论提出了一

种空间柔性机器人的振动抑制方法；提出了一种柔性关节的智能控制策略，解决了低速条件

下空间柔性机器人的高精度轨迹跟踪问题；建立了空间柔性机器人的运动方程，提出了一种

适合在轨实时运动的滑模控制算法，解决了空间柔性机器人的非同位残余振动控制问题；最

后研制了空间柔性机器人地面模拟实验平台，完成了空间柔性机器人在轨操作任务的典型实

验。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多柔体系统的动力学本质和实现其稳定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工程应用价值。 

 

 

生物群体行为模式及最优化算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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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绯，高  博，赵大伟，侯海霞，万  淼， 

杨义先，罗  群 

验收时间：2013 年 6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239）。 

    为完成对混沌理论、群体智能及其相关应用关键理论的研究，该项目的创新研究工作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了基于混沌蚂蚁群算法的组合优化问题协同求解算法，提出了扰动混沌蚂蚁群算

法减少协同个体之间交互的计算量及通信量，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蚂蚁混沌行为的聚类算

法，提出基于随机索引的用户建模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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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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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蓄意攻击和随机故障策略下，揭示了 Scale-free 网络、ER 随机网和 WS 小世界网络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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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带有

社团结构的复杂网络中的故障级联时涌现出的传播动力学特性。 

3.提出了一种次最优的复杂网络连接策略，在网络节点的非线性函数不确定，但满足

Lipschitz 条件的情况下，给出了网络同步的耦合函数设计公式。引入子系统这一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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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群体在系统不同的参数设置以及系统参数未知的情况下群体行为具有的内在运行规

律和机制。用搜寻者优化算法解决混沌系统的参数辨识问题。 

4.依据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了一个具有两类节点（传感节点和汇聚节点）局部范围的无

线传感网络模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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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应

用中针对非结构化的对等网络，提出两种具有记忆功能的度搜索算法：记忆功能的最大节点

度的算法和记忆功能的偏好节点度算法。 

 

  

统一 IMS 网络管理体系结构与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文璟 

项目组成员：李文璟，喻  鹏，丰  雷，李富强，姜又琳，杨  洋，王永亮 

验收时间：2013 年 6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240）。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统一 IMS 网络管理体系结构与关键技术研究，包括：统一 IMS 网络管理体系结构研

究；统一 IMS 网络管理的建模方法及其信息模型研究。 

2.无线接入网自组织网络管理体系结构与关键技术研究，包括：无线接入网自组织网络

（SON）管理体系结构研究；SON 自配置、自优化和自治愈通用流程研究；无线接入网自

组织网络（SON）覆盖自优化和自治愈机制研究。 

3.无线接入网自主节能管理关键技术研究，包括：无线接入网自主节能管理架构研究；

无线接入网能耗模型研究；无线接入网自主节能管理机制研究。 

 

 

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 

项目负责人：周  晔 

项目组成员：周  晔，方滨兴，李欲晓，曾剑秋，许叶萍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项目编号：11JD710063）。 

当今文化激荡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激荡，社会思潮空前活跃，社会思

潮就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反映某一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以某种理论为主导，从而得

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社会思潮通常以一定的思想

或是理论为主导作为表现形式，同时社会思潮又不仅仅等同于思想和理论，单一的理论或者

思想并不可能形成社会思潮，它还需要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可。 

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从本质上看是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对所处

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态的再现。由于社会思潮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价值取向，为了更好的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着眼于民情民意的实际调查和研究，通过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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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的分析和研究，体察民情，善解民意，从社会思潮中获取信息，寻找社会改革的方案。

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属于一个社会体系中的“观念上层建筑”。它是对一定社

会经济形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做出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

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同。 

在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

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展示了长期以来中

国共产党探索思想道德建设规律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是标志着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创新

建设的成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党理论创新的时代性成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的集中表现，有利于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共同组成。这四个方面层次逐渐深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指导

意义，反映了中国特殊时期国民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我党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

思想文化方面科学的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新阶段，经济体制的

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

同时，当代社会思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冲击和挑战，

削弱民众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度，扭曲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当代

社会思潮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民主社会

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以及借“普世价值论”鼓吹西

方多党制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是无法避免的，要将其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

但是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引导其服务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是当代中国各种

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趋势。 

针对以上有关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该项目结合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对

以上有关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结合问卷

调查的方式获取有关我国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深刻分析得出结

论。 

 

 

IMT-Advanced 系统主动式多小区多用户干扰     

协调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莹 

项目组成员：王  莹，张纬栋，林文轩，戴慧玲，徐明月，姚文清 

验收时间：2013 年 6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242）。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首先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分部（ ITU-R）关于第四代无线通信系统

IMT-Advanced的系统需求与评估指南带领项目组搭建了完整的TDD/FDD LTE-ADVANCED

系统的上/下行平台。该仿真平台为后续基于认知的小区间干扰理论的研究和仿真验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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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针对边缘频谱效率的更高要求，深入研究了多天线蜂窝网络架构下的小区间干扰抑

制算法，提出了多用户 MIMO（MU-MIMO）迭代式的小区间干扰协调技术。 

2.在对未来移动通信性能提升关注点由频谱资源转向频谱效率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了合

理的干扰抑制技术，通过提出新型的多小区干扰环境下传输层数选择算法；在 LTE 干扰受

限场景下，优化的传输层数选择算法；在家庭基站异构网络中，自适应选择最优的频率复用

策略来达到干扰抑制的算法等等，在干扰协调抑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3.针对干扰受限的频谱共享网络，研究能够保证不同次用户 QoS 的跨层资源分配算法。

为了解决研究工作中的跨层优化问题，利用凸优化理论提出了两种跨层优化算法，相比于传

统算法提升了鲁棒性，并且获取了更大的系统性能。另外，在该研究领域，项目组还提出了

一种新的频谱感知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了主用户业务发生的相关性获取了主用户状态的变

化特性，结果表明，该方法提升了感知结果的可靠性和感知系统的鲁棒性。 

 

 

高效率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的制备及其          

在光纤通信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喻  松 

项目组成员：喻  松，蒋天炜，吴国华，顾畹仪，申  静 

验收时间：2013 年 6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243 ）。 

该项目围绕激光信号的传输、检测、转换和处理进行研究，在全光信号处理、大气湍流

抑制、低复杂度数字相干光通信和光-毫米波大动态范围转换 4 个方面，取得了多项研究成

果，具体如下： 

1.对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PPLN）的制备及其在光通信中应用做出了创新性的工作。

基于 PPLN 波导级联，提出了全光全加器的实现方案，并基于 PPLN 波导提出了新颖的高速

时域解复用和光参量放大方案。 

2.针对大气激光通信的需求，研究了在非 Kolmogorov 谱条件下湍流对激光信号传输的

影响，基于空间分集接收、大孔径接收和部分相干光，提出了抑制湍流效应的有效方法。 

3.研究了数字相干检测的损伤补偿算法，提出了利用频率偏移的频域特征进行频率偏移

估计的方法，对信号的调制格式透明，适用范围广，计算复杂度低。根据光纤通信系统噪声

慢变的特性，提出了采用滑动窗口进行相位补偿的方法，可以大大降低计算的复杂度。 

4.基于 MZ 调制器的非线性调制特性，提出了两种无光滤波六倍频高纯度毫米波信号产

生方法，并提出了可实现高消光比、高线性的光-毫米波转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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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通信网的手机文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王  欢  

课题组成员：王  欢，郭玉锦，张  静，祝  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8 日 

 

该课题为 200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课题（课题编号：08JA840003）。 

该项目主要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和文化的时代特性，从学理的高度审视移动信息

化时代的社会物质与精神变革，深入探究手机文化的内在规律及本质，探索手机文化和移动

信息服务的发展方向，制定新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评价标准，研究通过手机媒体促进先进文化

传播的新模式和新途径，进一步探索移动信息安全管理的有效途径并完善管理的长效机制。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1.手机对人们的工作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具有一定

社会性的行为与习惯和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手机的影响力 

（1）从物质层面来说：从没有手机到手机刚刚兴再到手机的普及，从起无到有，手机“飞

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它的价格由天价变到任何一个有基本收入的

人都能买得起，都能支付得起手机的费用。人们一改以前使用书信、电话等方式与他人进行

沟通与交流，直接利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保持联系，了解各种最新信息，无论是交

往的范围，还是了解的广度，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 

（2）从目前手机的发展速度来说：无论是从手机的物质外观上看，还是从手机的功能运用

上来看，其更新换代的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3）手机技术与运用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使得其可拓展的空间不断减少，不再具有大众化，

受众只会越来越窄，它所面对的人群的知识与能力更新速度无法与手机的发展速度相适应，

使手机的一些新的应用与创新对于大多数社会公众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品，而不具有普遍性，

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进而影响其市场前景与发展。 

2.对于处于社会发展中的手机文化来说，它同样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1）手机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使得手机在运营方面不再仅仅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它所关注

的重点会从表及里，从物质到精神，从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

更加关注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消费习惯等，所以未来手机的发展空间不再仅仅局限于各种形式

上的创新与技术方面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理念与内容的创新，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从

文化的角度入手，从精神层面出发，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从这个方面来看，手

机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内容将会是其关注的焦点，这就使得手机

文化必然会融入主流文化，并对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2）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在 3G、4G 时代里，移动通信技术和手机通信技术将

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对于手机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与发展可以让手机的性能更好，功能更加强大，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于手机的个性化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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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bps 光突发交换网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洪小斌  

课题组成员：洪小斌，刘  雷，王占硕，齐改燕，迟舒丽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8 日 

 

该课题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项目课题。  

随着各种新型多媒体业务的出现，用户对带宽的需求又有新的飞跃，虽然目前密集波分

复用技术（DWDM）在骨干网上承载的业务量足以满足这种需求，但目前的用户接入技术

和交换技术却难以满足要求。如果光通信能够效仿传统的电路分组和交换技术实现光分组交

换和分组接入，在接入和交换的带宽瓶颈就能的到解决。因此人们对新一代光网络技术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并期待技术的更大突破。光突发交换（OBS）结合了光分组交换（OPS）和光

电路交换（OCS）的优点，已成为下一代网络研究中的重要备选技术，目前正在成为国内外

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与热点。  

该课题研究 10Gbps 光突发交换网的关键技术主要成果包括包括： 

1.设计了完成了 10Gbps 的高速光突发分组产生、突发接收技术、突发同步技术。 

2.设计了完成了快速可调谐的波长变换技术，实现了波长切换时间小于 20ns 的快速波

长变换技术。 

3.设计了实现了突发交换信令协议以及各节点信令时钟同步实现方法。 

4.建立一套适合于 10Gbps OBS 系统的交换节点之间信令时钟同步技术。  

 

 

面向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基础资源和多媒体
网络科研服务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刘  杰  

课题组成员：刘  杰，张英海，安  杰，孙  岩，孙其博，林昭文，高志鹏， 

范春晓，温志刚，张晓莹，邹俊伟，吴岳辛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4 日  

 

该课题为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教学、科研建设项目（课题编号：2-5-2）。 

该课题建设了北京邮电大学智慧校园平台，内容包括： 

1.在基础软件平台部分，形成了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认证平台、数据交换平台、基础数

据平台、信息门户平台等软件平台。 

2.构建了信息资源标准体系，实现了安全测试和性能测试。 

3.在一卡通应用平台部分，构建了北邮通系统平台，包括建设了北邮通专网、北邮通管

理平台、自助查询平台、消费管理系统、水控系统、门禁系统等各类基础平台和应用系统。    

4.建设了北邮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区，展项包括智能会议室数字城市展项、移动

资产管理、智能家居、楼宇感知部署、室内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4G 无线新技术、livinglab

系统等 20 项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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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信息传播理论的团购营销策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课题负责人：宁连举  

课题组成员：宁连举，刘  茜，傅四保，冯  鑫，商  浩，夏  文，张莹莹， 

张欣欣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23 日 

 

该课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11YJA630081）。 

该课题在现有的信息传播的研究基础上，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对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团购

信息的传播机制进行研究，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洞察到了团购的本质，探讨了如何利用网络信

息传播机制和特点来指导网络团购的营销策略。 

该课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和决策中的偏好研究。 

2.影响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冲动购买过程分析、影响冲动购买的

因素和模型研究等。 

3.消费者在线体验价值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消费者视角，建立了消费者购买决策中产品

体验的价值模型。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揭示了网络环境中信息传播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归纳总结了团购模式下的信息传播模

型特征维度，为网络环境信息传播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构建了网络团购模式下影响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着重研究了影响消

费者冲动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产品特征、情景特征以及消费者个性特征等均与

网络团购中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呈正相关，其中产品特征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3.基于产品价值理论，从团购产品的功能、情感、社会环境和网络价值出发，立足于消

费者视角，建立消费者购买决策中产品体验的价值模型。研究发现，在网络团购中，消费者

的产品体验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通过实证发现，产品的功能、社会价值和网络价值

对购买决策的影响较为显著，说明互联网特性及产品功能、社会性因素在网络购买中承担了

重要的作用。 

4.运用联合分析法探讨了网络团购中消费者购买选择行为偏好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消费群体在网络团购时最关注的是团购价格，其次依次为

团购商品的种类、到达所需时间、有效期限和折扣。此外还发现，女性消费者主要依据产品

的团购价格作出购买决策，男性消费者主要依据商品种类作出购买决策。同时，我们还对团

购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进行了分析，为团购网站和商家在设计团购产品、制定营销策略方面提

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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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系统认知与优化理论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林家儒 

项目组成员：林家儒，牛  凯，贺志强，许文俊，徐文波，吴联海，徐兴坤， 

王  雷，程  铭，李明明，王思野，关海勃、刘  茜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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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03）。 

该项目基于认知无线网络具备的认知能力，研究了使无线网络从静态工作模式发展到各

层信息动态交互的自适应工作模式，从单一封闭式网络发展到异构融合网络，以提高网络的

认知能力、自主能力和适变能力；在系统认知架构、认知信息统一表征和网络整体优化三个

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认知无线网络框架，提出了一种认知信息统一表征方法，

提出了三类认知无线网络跨层、分布式以及异构的整体性能优化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一个网络架构：本项目提出的认知网络框架相比其它的更能充分体现认知无线网络的

认知能力、自主能力和适变能力。所提框架设计了新的功能单元和网络结构，引入了多域主

动认知、高效异构网络资源管理以及网络/终端重构等功能，拓展了网络认知能力、自主能

力和适变能力，实现了异构网络融合和频谱资源高效利用，提升了认知无线网络的全局性能。 

2.一种表征方法：认知信息的研究以知识表示方式、逻辑推理、机器学习、模糊数学等

理论为指导，以认知无线网络系统框架为研究基础，提出了认知信息的获取、表达、传递、

共享和预测方法，提出了认知信息统一表征方法，通过统一的描述语言对抽象化的认知信息

进行描述，实现了不同无线网络间认知信息的互联互通。 

3.三类优化方法： 认知无线网络整体优化的研究以认知无线网络框架和认知信息统一

表征为基础，考虑到可用资源约束条件，兼顾各种网络性能指标，分别从跨层优化、分布式

优化以及异构网络优化三个方面，针对各种不同的无线网络场景建立优化模型并提出了三类

优化方法。提高了认知无线网络整体性能和容量，促进了认知无线网络资源共享和异构网络

之间融合。 

 

 

对等网络文件共享系统中激励一致性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双  锴 

项目组成员：双  锴，陈  炜，陈  才，曲  磊，申文武，丛  鑫，柳  旭， 

王  超，渠  娜，杨  寅，闫亚莉，台  璇，于  洁，周  梅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 新教师类项目（项目编号：

20090005120012）。 

在 P2P 文件共享系统的激励机制研究中，传统方法需要借助复杂的基础设施，从而带

来庞大的开销。针对这一问题，该项目研究了 P2P 文件共享系统中轻量级激励一致性的相

关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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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了基于互惠贡献能力的网络拓扑调整优化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节点自主行为特

性以及传输能力，突出资源交易时间特性和交易连续性对互惠贡献能力的放大影响，达到更

快识别自私、恶意节点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周期性、分布式、自调整拓扑优化

算法。实验证明，该算法降低了自私节点对网络性能的影响，与现有网络拓扑调整方法相比

较，有效缩短了资源查询定位跳数，提高了资源分发效率，并具有更小的网络开销。 

2.提出了基于节点贡献和贡献意愿的带宽资源分配方法。以往的带宽分配研究或者没有

考虑节点贡献进行随机等量分配，或者按照节点绝对贡献进行比例分配，忽视了节点异构能

力在贡献中起到的作用。该项目提出了一个两阶段带宽资源分配算法，实现了具有激励性质

的公平带宽资源分配。基于社会效用最大化原理，按照节点的贡献量进行比例分配。然后基

于第一阶段分配结果，再针对节点贡献意愿进行带宽微调整。实验证明，整个算法在较少调

整迭代次数内，实现了公平、高效的带宽分配。 

3.提出了一种基于信念更新的节点消息转发合作策略。将消息转发过程建模为重复博弈

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网络噪音和误判情形下的基于信念更新的节点消息转发合作策略。节

点根据自身的私有收益历史信息和不完美观测结果，利用贝叶斯规则更新自己对手节点采取

合作策略的信念，并独立做出是否合作的决策，最大化长期收益。 

4.提出了一个基于缓冲区中下载点的节点合作策略，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下载方案，最少

优先方案能够达到系统全局的最优化，但是会使数据请求付出的代价较大；贪婪策略能够保

证节点本身能够达到最优化，但对系统是不利的。分布式线性税收方案的提出使服务器从繁

忙的计算中解放出来。利用节点本身和其邻居节点的信息，完成税收策略过程，达到利用高

能力节点辅助低能力节点进行数据共享的目的。 

 

 

异构环境下基于自主控制的移动切换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胡  博 

项目组成员：胡  博，李保珠，胡章丰，叶武迪，张良文，宋  浩，符  饶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 新教师类项目（项目编号：

20090005120013）。 

面向异构多接入无线网络环境下的移动性管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研究中的关键技术之

一，该项目旨在探讨异构环境下基于自主控制的移动终端切换策略，分析异构环境下移动终

端切换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在对异构环境下移动终端切换算法的设计中引入

自主控制思想，研究基于自主控制的移动切换策略选择方法，根据不同网络在覆盖范围、传

输能力等方面的特点和差异，依据移动终端当前切换策略的执行效果，实现对切换策略的调

整和优化，提高移动终端的切换性能；研究基于自主控制的移动多接口选择方法，通过设计

移动终端上多个接口的协同工作机制，实现对多个接口的移动性管理，以及多接口间网络资

源共享、传输负载分担，提高移动终端的通信能力。 

该项目在对自主控制技术和网络接入选择技术进行了系统跟踪、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

择典型泛在多接入网络环境作为切入点，从两种技术的结合优势和互补性出发，重点研究了

基于自主控制的多接口主机通信、终端移动切换和数据迁移、多宿主（Multihoming）主机

的标识映射和数据转发等共性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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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材料科学中的高阶抛物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秀卿 

项目组成员：陈秀卿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 新教师类项目（项目编号 : 

20090005120009）。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建立了两个非线性紧性定理，这是对经典的 Aubin-Lion-Dubinskii-Simon 引理的推广，

在研究双退化篇微分方程中有广泛的应用，同时可以用于研究某些 Fokker-Planck 方程与

Navier-Stokes 方程耦合的方程组。  

2.系统研究了由美国纽约大学克朗研究所教授M.Shelley 及其合作者提出的一个主要用

于描述细菌颗粒悬浮液的流体力学模型，建立了大初值整体弱熵解的存在性和某些情况下的

唯一性。  

3.探讨了一类用于描述 Hookean 和 FENE 型聚合物流体的 Fokker-Planck 方程和

Navier-Stokes 方程耦合的方程组，得到了源于相对熵估计的权空间上一些连续和紧嵌入定

理，这些嵌入结果的条件是恰好的。对于带有质量中心扩散项和超线性弹性势的 Hookean

型聚合物系统,得到了整体弱解的存在性。 

     

 

多组分纠缠态量子通信及量子通信网络的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川 

项目组成员：王  川，杨  静，曹  聪，张传林，何玲燕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 新教师类项目（项目编号：

20090005120008）。 

该项目完成了基于纠缠态的抗噪声量子通信的方案设计，提出了基于实际物理系统的固

态比特量子纠缠的保持和增强，提出了基于多组分纠缠态的量子中继方案。具体研究内容如

下： 

1.针对量子通信中信道噪声对量子信号的影响，提出了利用双光子编码量子态的方法实

现对于量子直接安全通信的抗噪声方案；针对实验中测量基准的误差，设计了激光模式编码

的量子通信方案，给出了任意维度量子密钥分配的六态编码模式，构造了激光拉盖尔高斯模

式编码的量子密钥协议。 

2.针对量子通信中光信号储存的问题，提出了利用量子点微腔系统实现电子-电子之间

的纠缠产生，利用辅助光子的宇称检测实现了电子纠缠保持和增强；进一步将这种方法应用

到光子-电子杂化纠缠态，以及其他人工原子系统中，提出了多种纠缠纯化和纠缠浓缩的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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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了利用多组分超纠缠态实现的量子中继方案，其信道容量和通信效率都相比以前

的方案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种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延恒 

项目组成员：张延恒，张明伟，冯文龙，张鑫星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 新教师类项目（项目编号：

20090005120006）。 

该项目完成的主要内容有： 

1.完成了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的结构优化设计：综合考虑了机器人的结构合理性、运动

可靠性、控制灵活性等方面的因素，确定方案，尤其是对导向装置和行走轮系统，分别设计

了三套备选方案，择优确定了最终方案，并完成了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物理样机的研制和性

能测试实验。 

2.研究了机器人的运动学特性，对机器人在直线型、L 型和 T 型管道中的通过性进行了

研究。并通过 ADAMS 软件对机器人的运动特性进行仿真验证，实验结果证明了所设计的

机器人能够满足预定的运动性能要求。  

3.开展了柔性管道机器人管内的动力学研究，分析了机器人管道内的受力情况，推导出

机器人蠕动行走的力学条件，对机器人的越障能力、牵引能力等进行分析并建立模型。对特

有的软轴结构进行研究，提出机器人蠕动运动失稳的概念，并根据机器人在直线型管道和 L

型弯管中不同的受力情况建立机器人软轴临界失稳条件，为机器人的运动步距规划提供理论

支持。 

4.研制了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的手持控制系统。为方便操作，采用无线传输方式，通过

手持控制器对机器人进行控制，同时机器人能够将检测到的管内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等）

及时传输给控制端。 

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所研制的柔性蠕动管道机器人达到了如下预定的运动性能指标： 

（1） 蠕动行走速度能够达到。 

（2） 能够顺利通过 T 型弯管。 

（3） 对变径管道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分集-速率-复杂度优化设计的线性扩散码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  慧 

项目组成员：赵  慧，彭岳星，刘  洋，杨云川，尹兴良，周小平，辛海洋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 新教师类项目（项目编号：



109 

20090005120002）。 

   该项目从理论研究、方案设计、系统应用三个层面对以工程可实现的复杂度为前提下的

分集-速率-复杂度优化的空时编码设计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提出了统一的线性扩散空时编码理论和相应的等效信道矩阵分析理论，作为该项目

的基础设计思路。然后结合信道编码的分集特性分析理论，提出了一种满分集高编码增益的

非满扩散空时编码方案。 

1. 针对 R≤1 的低速率方案，提出一种高维度满速率准正交空时分组码

（HDFR-QOSTBC），和相应的具有单符号线性译码复杂度(1RSD)的无反馈要求的预处理传

输机制，适用于在 MBMS 业务传输场景中多个基站进行协同多天线的空时编码来增强传输

可靠性。 

2.针对 1<R<Nt 的中速率方案设计，提出了具有不等错误保护特征的 STBC 设计

（UEP-STBC），由于不同组扩散矩阵对应的符号分集度不同，从而可以实现不等错误保护

传输，比较适用于具有分级特征的 SVC 编码后的信源数据的传输。 

3.针对 R=Nt 的高速率方案设计，提出了一种 MMSE 线性检测的最优线性空时编码

（LO-STBC），进一步的，通过证明基于 LO-STBC 的各符号检测后信干噪比均相同，从而

提出一种针对闭环系统的单码流自适应调制编码（AMC）策略，相比于传统每天线速率控

制（PARC）系统计算复杂度明显降低。 

实际系统中通常采用的自适应传输机制有自适应编码调制、预编码技术等，其中预编码

也可以看成是对广义信道矩阵的自适应调整。该项目提出了在空时编码后加一个进行相位旋

转的预编码矩阵（对角元素都是单位模值的旋转角度因子）并根据衰落信道进行自适应调整，

最终迫使符号间干扰值减小的方案。 

该项目还将等效信道矩阵分析方法用于双向中继网络的 Beamforming 设计和干扰网络

中进行干扰对齐的 Beamforming 设计。 

 

 

基于本体的装配情境感知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福兴 

项目组成员：杨福兴，李金泉，侯文君，吕美玉，靳  宇，陈  军，李铁萌，樊玲玲， 

潘  浩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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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15）。 

该项目通过对虚拟装配、本体论应用与研究的现状分析，并结合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

3DVR-CAPP 虚拟装配系统，针对虚拟装配技术应用的不足，从提高虚拟装配系统智能化水

平的角度出发，在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 

1．构建多层次装配模型的语义信息框架 

首先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做出改进，提出多细节层的装配模型建模方法。对机械装配结构

组织性进行了研究，并对典型机械装配结构（子装配体）、零件和特征等进行描述。在此基

础上，通过语义对装配体信息进行描述，表示装配零部件间存在的定位约束、装配规则与装

配动作，为模型的本体表示提供语义基础。 

2．装配本体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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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更加有效的利用本体论的知识，结合机械装配结构的特点和该项目研究问题

的性质，在该研究的领域内对本体进行定义; 

（2）知识本体构建原则。一般认为，Gruber 在 1995 年提出的 5 条知识本体构建原则、

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也更具指导价值; 

（3）知识本体构建方法。基于 Gruber 提出的本体构建原则，参考一些已有的构建方法，

结合本领域内知识的特点，并尽量符合 IEEE 1074-1995 标准，提出构建机械装配结构知识

本体时所遵循的方法，称为 MFSO（Mechanical Function Structure Ontology）法。 

3．情境感知机制研究 

（1）该项目借鉴自组织理论中的“沙堆模型”，提出多维沙堆空间理论; 

（2）在基于多 Agent 理论提出的虚拟装配环境的体系结构及其中的消息响应模式的基

础上，提出情境感知机制和相关算法; 

（3）提出了一种基于商空间粒度计算的虚拟装配情境感知方法; 

（4）基于启发式的装配知识提出了一种装配序列规划遗传算法; 

（5）提出了基于改进 Slope One 算法的装配序列规划方法。 

 

 

仿生机器人的装配自组织机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汉旭 

项目组成员：孙汉旭，侯文君，孔志刚，李铁萌，孙  炜，陈  军，兰  清，刘昌华， 

靳  宇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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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14）。 

该项目以自组织理论为指导，以机械装配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机械装配结构的概念

设计智能化和自动化提供了理论论证和技术支持，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装配关系网络的概念，证明了装配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距离和较大的集群系

数，符合小世界网络特性。 

2.在静态拓扑特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装配网络动态增长模型，将该关系作为网络

增长停止的判断条件进行演化仿真，对装配关系网络的集群系数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3.建立了装配结构知识本体，并利用框架表示法建立装配结构本体模型，提出了基于多

维沙堆空间的知识存储机制。 

4.基于装配的分割本质论述了装配结构的组织性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的观点，并提出

了装配功能基的概念，最后给出功能基的组织变换原理。 

5.从系统开放性、远离平衡态特性、非线性作用和涨落特性等方面验证了机械装配结构

粒度下机械产品具有自组织发生的环境和条件，建立了机械装配结构的自组织演化机制。 

6.给出了装配系统范畴的自组织概念，进而提出了装配的功能基因理论和结构耗散理

论，构造了装配基因的控制模式，并给出了装配基因的中心法则。 

7.给出了装配结构耗散的基本思路，提出装配结构成型中的开放作用和结构微分方法，

设计了装配结构的耗散过程模型，并给出了系统元素间的作用规则。 

8.建立了装配网络分析和生成系统、装配结构知识本体构建系统、以及装配结构自组织

概念设计系统，初步实现了智能化的装配结构的自组织概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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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层组播路由的光网络冲突感知资源预留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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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 

项目组成员：张  杰，赵永利，韩大海，高冠军，赵冬岩，曹  畅，王  颖，王道斌， 

张佳玮，韩佳巍，陈伯文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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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13）。 

下一代动态灵活的光网络技术是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该项目研究基

于多层组播路由的冲突感知资源预留机制，对提高光网络连接建立成功率和资源利用率，具

有重要学术意义。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建立了动态光网络阻塞率分析模型，设计了有效的

阻塞抑制策略，实现了光网络中跨层优化关键技术并进行了协议扩展，提出了基于路径计算

单元架构的组播选路与资源分配方案，搭建了一个大规模多层多域光网络的组网实验平台，

并有效验证了所提出的各种新机制、新算法和新协议。 

 

 

基于光子晶体光纤的高速模数转换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学院 

项目负责人：余重秀 

项目组成员：余重秀，尹霄丽，颜玢玢，苑金辉，王葵如，桑新柱，忻向军，滕  云， 

李  莎，陈静轩，康  哲，谢兴纲，涂泾伦，陈雨露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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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12）。 

该项目深入研究了光子晶体光纤（POF）的结构、色散、非线性等特性及基于它的超连

续谱产生、时域展宽、全光采样/量化/接收等机理及其实现技术，研究了相应系统的性能和

改进方案等，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一种采用高非线性 POF 与传统光纤组合产生超连续谱的系统方案，建立仿真

系统、分析其性能，结果表明该系统可产生带宽为 的超连续谱脉冲，同时降低了系统的实

现成本。 

2.利用二阶色散系数高、高阶色散系数低及非线性系数小的 POF，研究并实现了基于超

连续谱短脉冲的时域展宽，分析了系统的带宽特性、线性度及输出信号的功率分布等特性。 

3.提出了一种基于相位调制-相干探测的 POF 时域展宽系统方案，仿真分析了系统性能，

结果表明该系统提高了接收信号的功率和抗噪声性能，克服了由于超连续谱的不平坦性引入

的失真。 

4.研究并提出了基于时域展宽和四波混频效应的高速全光采样、量化系统方案，分析、

探索了其实现系统的相关问题。 

5.研究了一种基于光脉冲整形技术的伪毫米波信号产生方式，该信号作为高速电信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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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到光域中进行时域展宽，对展宽的光信号进行光电探测并进行模数转换，用于验证采用

POF 的时域展宽模数转换系统方案。 

该项目研究内容是 POF 在全光模数转换中的新应用，其研究成果为光域中实现时域展

宽、模数转换技术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并为全光模数转换技术的应用打下了一定基础。 

 

 

量子密码学中的关键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温巧燕 

项目组成员：温巧燕，郭奋卓，高  飞，秦素娟，张  劼，张  华，林  崧， 

王天银，孙  莹，贾恒越，上官丽英，宋婷婷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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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10）。 

该项目将研究各种量子密码协议的设计，并重点研究协议的安全性分析，主要成果如下： 

1.分析了有限资源下诱骗态 QKD 的安全性，并通过引入发送 k-光子脉冲概率和量子态

错误率的偏差给出实际实现的密钥安全界。最后还在观测参数的合理估值下，对密钥界进行

模拟。与之前工作相比，该成果给出的安全界更紧致。 

2.分析了设备受限的 QKD 的有限密钥安全性，且在相对频率的统计波动下得到最终密

钥率的下界，此密钥率值可被直接应用于低探测效率的探测器和高损耗信道的实际条件中。

另外，在可观测参数的合理取值下，得到了密钥率的模拟结果。结果显示当筛选后的比特数

为 1010 时，协议的安全距离接近 10km。 

3.分析并改进了两个三方量子密钥分配协议（QKDPs）。指出他们很容易受到一种简单

而有效的攻击，即密集编码攻击。通过向 Alice 发送纠缠态，并在 Alice 编码后进行联合测

量，窃听者 Eve 可以完全获得 Alice 的会话密钥。 

4.提出了一个半容忍损失的掷币协议，跟以前容忍损失的掷币协议相比:（1）协议使用

了 EPR 对，其作用是在降低协议偏的同时保证协议半容忍噪声；（2）使用了量子存储器并

且讨论了其可能的损失；（3）协议的偏随着存储器损失率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证明存在对损

失敏感的量子掷币协议。和以前容忍损失的协议比较，协议的最低偏移 0.3536，该值小于目

前所有方案的偏。 

5.基于 “拟星形 cluster 态”设计两个有效的 DQSS 方案。分别讨论了 Alice 和她的代理组

共享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的情况。基于 cluster 态的可扩展性，可以在 Alice 和她的代理组之

间建立一个动态的量子网络，在不同的阶段添加或者删除代理成员。在初始化阶段结束后分

配阶段之前，Alice 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改变 cluster 态的结构，使得代理组成员变更只需要

Alice 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在分配阶段结束后秘密恢复开始前，成员退出只要得到 Alice 的

许可就可以，但是成员加入还必须有代理组原始成员的推荐。成员的加入或者离开可以一个

一个处理，在成员任务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还可以并行处理以提高效率。 

                                          

 

 



113 

基于视觉信息分汉语词汇表示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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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咏彬，鲁  鹏，刘海鹏，张碧川，张  蔚，余  昊， 

张春宇，于立平，袁  录，周  珊，王乙宁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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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005110005）。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人类认知机理建立语言习得与表达的计算模型。其一是基于语言接地机理研究基

于视觉信息的词汇语义建模方法，实现了几种基于视觉信息(图像、视频)的语言知识习得、

表达和处理的计算模型。其二是基于儿童语言习得的发展机理研究语言习得的计算语言模

型，实现了一种阶段式语言能力发展的计算模型。 

    2.首次将一维 Hellinger 距离推广到高维 Hellinger，在词范畴习得和图像特征提取等连

接视觉和语言信息的关键技术中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基于此，实现了一个能为简单图形

自动生成自然语言描述的系统 Vimac；首次提出了一种基于框架语义学的动词的视觉表征，

从而将动词与视觉信息关联的问题分解为动词框架及论元与视觉信息关联的问题，并基于

SOM 实现了这种关联，基于此，实现了一个能为简单图形自动生成自然语言描述的系统

Vimac-V。首次将儿童语言习得的阶段性发展认知机制引入计算模型，提出了一个基于增量

词汇范畴习得的阶段性句法习得模型 LEXSAM。 

    3.关注基于视觉信息的语言意义习得与表达，对于促进视觉和语言信息融合的信息处理

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机器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互相

促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该研究成果对于目前综合文本信息进行图像检索的网络信息服务、用语音对视觉残疾人

士进行功能辅助等应用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高速、高饱和功率集成平衡光探测器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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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兵 

项目组成员：程远兵，伍  剑，姚  辰，赖伟江，林金桐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平衡探测器作为相干检测的核心器件，广泛应用于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同时，平衡探测

器可以应用于基于稳定、可靠的链路性能的新的调制码型技术，例如差分相移键控(QPSK)、

差分正交相移键控（DQPSK）等。 

该项目建立了平衡探测器的等效电路模型，同时考虑了探测器的 RC 限制和渡越时间限

制效应，通过实验数据拟合出电路中各种参数，模拟分析平衡探测器的性能以及漏电等影响

器件光电响应的因素。发现当串扰漏电电流为 5nA 时，漏电电流的对平衡探测器的影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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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可以忽略；当串扰电流达到 2 µA 级别时，其影响不能忽略。串扰电流的存在，使得平

衡探测器的低频增益有所下降，串扰越大，对低频和高频增益的影响越大。由于传统的波导

型探测器对光的吸收是极不均匀的，容易在端面处饱和，难以同时实现高速和高饱和功率工

作。通过在探测器的前端集成一段多横模无源波导，结合模式耦合理论和束传播方法，设计

出 3dB 带宽大于 40 GHz,外量子效率为 81%的倏逝波耦合波导探测器。在该探测器中，光逐

渐从底层的无源波导耦合进入光匹配层和光吸收层，并且由于波导中存在多个模式，光场周

期性的在无源波导和吸收波导中振荡的分布，使得光的吸收更为均匀，另一方面由于无源波

导的受光面积较大，增大了光场，从而降低光纤和光波导间的模式失配，增加了光纤耦合效

率。相比于传统波导结构探测器，该探测器克服了 RC 时间限制，可以同时实现高速和高饱

和功率下工作。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指导研制应用于空间光通信和新的调制码型技术高速、高

饱和功率平衡探测器。 

 

 

高速、高饱和功率集成平衡光探测器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程远兵 

项目组成员：程远兵，伍  剑，姚  辰，赖伟江，林金桐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随着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在相干接收机中实现相位和偏振的管理成为可能。相干

检测与数字信号处理的结合，即所谓的数字相干接收技术，能补偿光纤传输的各种损伤，成

为当前通信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相比于直接检测系统，数字相干检测具有更高的检测灵敏

度、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速率，数字相干检测不仅能线性恢复光信号的幅度信息，还能恢复

相位信息，施加在光复振幅上的任意传输函数都可以通过检测后在基带实现。 

该项目推导出探测器的光电流和响应度，得出了影响探测器响应度的因素，并对探测器

的动态性能进行了分析。提出并设计了一种单片集成的正交平衡光探测器。该平衡探测器集

成了两个能探测 TE、TM 偏振光的双平衡偏振光探测器及其偏置电路，不需要使用大体积

的偏振分束器，极大减小器件体积、提高器件稳定性和降低成本，能够采用传统的半导体光

电子工艺制作出该器件。正交平衡检测技术的提出使得相干检测技术的实用性大大提高，进

一步促进相干检测技术的发展。采用 GaAs/Ge 作为探测器的有源区材料，采用金属有机气

象化学沉积技术生长出了高质量的 GaAs/Ge 探测器材料，显著的抑制了 GaAs/Ge 界面处的

反相畴缺陷以及 Ga、As、Ge 原子的互扩散。研制出能同时探测 850nm、1310nm 和 1550nm

等多个通信波长的探测器，进一步减小平衡探测器的成本。该探测器在 850nm 波长响应度

为 6.6A/W，1310nm 响应度为 3.5A/W，1550nm 响应度为 2.6A/W，5V 偏振电压下器件漏电

电流小于 10nA，3dB 带宽大于 15GHz。该探测器易于与硅集成，同时能够充分利用 GaAs

基材料在 850 nm 波长和 Ge 材料在 1310nm 和 1550nm 具有较强的光电转换效率的优势，具

有极强的应用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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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中的跨网认证与密钥建立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文敏 

项目组成员: 李文敏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16 日 

 

该项目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M530561）。  

该项目组以物联网实际业务需求为驱动，密切关注产业动态，跟踪国内外一些高水平刊

物和会议上发表的认证、密钥建立和物联网安全的论文，及时跟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研究成果包括：  

1.物联网应用面临的安全问题定义 

（1）定义了较强的终端跨域通信时端到端的安全模型，详细说明了该模型是如何刻画

前向安全、口令泄露模仿攻击和未知密钥共享攻击等性质； 

（2）在考虑量子敌手能力的环境中，研究了量子通信中的中间人攻击、截获重发攻击

以及参与者攻击等攻击手段、以及量子签名的不可伪造性与不可抵赖性等性质的刻画与定

义。  

2.终端漫游认证与密钥建立方案设计 

（1）利用椭圆曲线密码学的知识设计了一个适用于终端漫游场景的匿名口令认证密钥

协商协议，具有密钥长度小、节省带宽和快速实现等特点； 

（2）基于自验证公钥，给出了终端漫游环境下的无对的匿名认证方案，能够实现保护

终端用户隐私的认证； 

（3）利用口令、智能卡和生物特征三个认证因素设计出一个安全的远程终端认证方案，

实现了分布式系统中用户友好和隐私保护的远程终端用户身份认证，并提供了扩展功能和灵

活的认证模式选择； 

（4）构造了一个基于身份密码学和生物特征实现认证的终端漫游场景下的认证和密钥

建立方案，将预认证信息与随机数结合使用，进而保护了终端的匿名性和不可追踪性； 

（5）分析了量子通信场景下能够有效实现认证的三类签名方案，对一个弱仲裁的量子

签名方案找出了一种中间人攻击方法，分别给出了基于量子隐形传态的群组签名和基于双态

向量形式的量子盲签名协议的内部攻击及相应的改进方案。  

3.终端跨域认证与密钥建立 

（1）基于二次剩余，构造了一个新的跨域的端到端的口令认证密钥协商协议，利用数

论技术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假设； 

（2）基于无证书的端到端的隐私保护和密钥管理的方法和装置，实现端到端的安全通

信； 

（3）适用于远程医疗的基于生物特征的批量认证的方法及服务器，解决了个人健康管

理系统中认证代价较高，以及认证令牌或者口令容易丢失遗忘的问题。 

 

 

 



116 

划转院校的历史沿革及发展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亚杰  

项目组成员：王亚杰，吕廷杰，孙启明，陈  岩，沈湘平，李秀峰，刘春惠， 

方增泉，陈丽媛，谢苗峰，杨学成，邵文杰，付湘玲，周  洪， 

唐一薇，崔  娜，魏国伟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建设计划项目。  

该项目总结了划转院校的形成与特征： 

1.院校划转涉及的中央业务部门范围广、院校数量众多。 

2.划转的行业高等院校涉及的地域广泛。 

3.划转行业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本科办学层次。 

4.隶属关系调整力度大，以划转地方为主。 

5.划转涉及的学科专业面广泛。  

该项目分析了划转院校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1）办学定位有待明确的问题；

（2）划转院校办学特色丧失的问题；（3）行业划转院办学经费短缺的问题；（4）划归地方

管理后存在的问题；（5）大学扩招给划转院校带来的问题；（6）合理处理行业划转院校角色

定位与转换问题。  

该项目就世界上具有典型意义的高水平学科特色型大学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划转院校

对国外特色办学经验的借鉴： 

1.合而不并成为可选择的方式。 

2.清晰学科定位突出特色和优势。 

3.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和宗旨。 

4.建立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5.发挥政府的调控与导向作用。 

6.充分利用产学研优势，丰富教学资源与手段。 

7.积极探索培养行业亟需的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  

该项目对划转院校的发展模式展开创新性研究，提出对我国划转院校教育改革的启示：

（1）重塑课程模块体系；（2）开展通识性工程教育；（3）发展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4）

面向技术前沿；（5）加强产学研合作；（6）完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  

该项目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促进划转院校科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1.明确行业划转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2.在国家层面制定灵活适用的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环境。 

3.研究建立对行业划转院校投入的新渠道、新机制。 

4.认真落实分类指导的政策措施，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 

5.建立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机制，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6.构建更高层次与相关行业紧密联系的新机制。 

7.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增强行业支撑能力。 

8.引导行业划转院校向特色型大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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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型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亚杰  

项目组成员：王亚杰，黄  侃，刘晓明，宋映泉，沈阿强，谢苗峰，刘春惠， 

贾  伟，杜  亮，邵文杰，唐一薇，于晓龙，吴  淼，海晓东， 

杜惠英，宁雪兰，丁  玮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建设计划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通过对比国内外大学的分类和评价体系，分析我国评价体系的优缺点，对如何构建科

学的大学评价体系提出建议，指出大学评价体系需构建多元评价主体、注重效益评价指标、

实施分学科评价、开展分门类评价。  

2.建立了特色型大学与区域社会互动的“三角协调模式”，明确了政府在其中的重要引领

作用，认为政府应该充分重视行业特色型大学的作用，主动扶持行业特色型大学优势学科群

的建设，努力保持行业特色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特色学科、产学研融合、品牌资源、校友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维护行业特色型大学与相关行业鱼水相依的紧密关系。  

3.借鉴学科群的原子团簇模式，构建了行业特色型大学学科群的建设模式，对行业特色

型大学的学科群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认为行业特色型大学学科群建设应明确以下几

点：    

（1）固本强基，始终保持优势学科的领先地位和突出特色； 

（2）科学布局，建立学科之间的稳固关系，构建学科支持体系； 

（3）融合创新，瞄准外部需求，促进新兴学科发展。  

4.构建了行业特色型大学与区域社会在功能需求层面的互动机制，分析了大学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与城市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创新、环境保护、社会事业

等管理方面的互动，就行业特色型大学如何推动北京市的发展、如何服务中国绿色发展提出

指导意见。  

5.就北京市政府如何推动行业特色型大学战略转型提出了建议： 

（1）北京市政府应该积极推动行业特色型大学在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面向北京市

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逐渐延展学科覆盖，努力实现单一优势学科向具有整体优势与竞争

力的特色学科群的转变； 

（2）北京市政府应该加强对行业特色型大学的指导，给予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更加

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有力的扶持力度，促使其为北京各行各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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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互联网网络行为预警系统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  枞 

北邮项目组成员：王  枞，刘建毅，伍淳华，陈  钊，万  淼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新一代互联网网络行为预警系统，运用流量分析挖掘算法，综合分析网络数据的时间、

空间和协议特性，定性/定量评估不同协议/不同应用的流量分布、时间分布、流量的位置分

布与发展趋势、网络拥塞和流量控制机制，确定网络内部流量、外部流量及其分布和网络中

流量的特征，建立了不同协议层次、不同业务的流量模型。 

该系统建立了网络性能模型。明确网络的吞吐量和实际带宽、网络内最大可用带宽、带

宽的性能临界点、网络流量动态流动的拓扑结构、系统容量耗散趋势、协议数据关节点分布

等，正确评估网络系统资源容量，为系统升级扩容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 

该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互联网网络设备运行状态、路由、性能与承载业务特征，建立了

Internet 网络与业务安全行为预警模型，突破了大规模信息的捕获、分析、判定、处置等核

心技术，形成了具有通用接口、完成产品化封装的针对网络安全事件预警与管理需求的核心

系统。 

 

 

实时多媒体业务性能监测分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龚向阳 

项目组成员：龚向阳，阙喜戎，王文东，蒋砚军，高占春，刘  涛，贾亦辰， 

王  磊，孙立顺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1.对实时多媒体传输技术进行研究，提出一个可支持实时业务性能测量的实时多媒体传

输系统架构。 

2.研究应用层、网络层等不同层次上实时多媒体应用的性能评估方法。重点解决实时多

媒体应用性能指标的定义，以及如何运用性能测量结果进行业务优化。 

3.对业务性能测量技术和相关参数的测量算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针对实时多媒体业

务传输流程、业务性能参数测量、测量数据处理和显示等的设计方案。 

4.在上述研究工作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实时多媒体业务性能检测分析系统”，该系统支

持 VOD 视频点播业务的性能监测分析功能。课题搭建测试环境，对该系统进行测试和验证。

课题构建了一个 VOD 视频点播服务系统，在 VOD 服务系统内实现了针对实时 VOD 业务的

时延、时延抖动、丢包率和可用带宽性能参数的测量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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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及 IMS 示范应用业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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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勇，郑  伟，路兆铭，卢放鸣，马文敏，张志才， 

杨  燕，景文鹏，张海君，李  伟，郭晓花，吕广娜，张静静，王  刚， 

仝  怡，刘  振，姜懿恒，陆振平，史新贵，王鲁晗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7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LTE 与 IMS 是下一代移动通信、软交换与 Internet 技术进一步融合的产物，它具有下一

代网络技术的典型特征：基于 IP 技术、全开放的网络体系结构。 

该项目基于理论研究，采用“业务驱动型网络”的思想，将协议设计和原型实现相结合，

对 LTE/IMS 业务需求和应用模式，以及 IMS 平台系统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最终通过协

议栈设计及系统研发，完成了 LTE/IMS 示范应用业务平台的开发。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1.研发的LTE/IMS示范应用业务平台包括了面向 LTE/IMS的核心网系统和客户端系统。

核心网系统采用了 OpenIMS Core 进行搭建，并进行功能开发和个性化配置。主要开发和配

置的功能实体有Home Subscriber Server (HSS)、Proxy-CSCF (P-CSCF)、Inquiry-CSCF (I-CSCF) 

和 Serving-CSCF (S-CSCF) 。客户端系统主要开发了基于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的 PC 客户

端和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客户端。 

2.业务研发基于 3GPP IMS/RCS 的 doubango 框架进行开发，实现了短信、语音、文件

传输、视频通话和媒体共享等业务，其中重点研发了高速流媒体业务（实时视频业务为代表）

和媒体共享业务（文件和视频共享为代表）。针对高速流媒体业务和媒体共享业务，制定了

业务流程、业务接口、业务规范、技术实施方案，同时完成了符合企业标准的业务规范和技

术实施规范，为业务的实用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在 LTE/IMS 示范应用业务平台上， 该项目对 IMS 业务的功能和性能，以及定制流媒

体业务、媒体共享业务规范和技术实施条件等进行了反复试验，为业务验证、实用化和规范

制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已在中国联通技术部及中国联通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推广，下一步将

结合实际网络应用进行进一步合作。 

 

 

感知反应网络在智慧楼宇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  岩 

项目组成员：孙  岩，罗  红，王若思，孙  维，陈  聪，陈  也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该项目以多媒体传感器网络为背景，研究感知网络、控制网络与互联网之间，感知网络

内部异构传感器节点之间、传感器节点内部异构感知模块之间的协调工作机制。针对单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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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辨率低、准确度差、易被篡改、信噪比低等问题，以信息可信度为目标，研究在分级

数据融合网络中采用多流选择性聚合的数据融合机制提高上报信息的精度和准度、降低各种

环境和网络噪声影响的方法。为了促进感知反应网络的实用化，以智慧楼宇为对象，实现感

知反应网络的若干示范应用。该系统通过感知网络接收采集到的多媒体信息，准确了解事件

地点和目标的状态变化，预测楼内人员的需求，应用控制网络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实现全

方位的楼宇节能控制、安全保护以及人性化服务。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基于协同的感知反应网络协作框架。提出多模式、异构性、可管理的服务提供体系结

构，基于扩展 pub/sub 的统一通信模式，构建了分布式、层次化的服务管理框架，以适应多

媒体传感器网络资源受限和区域自治性强的特点。 

2.基于时空相关性的网内信息融合技术。基于时间相关性计算节点的自信度，基于空间

相关性确定节点互信度，汇聚节点按照 Josang 的信任模型，利用信任传递计算对下级节点

上报数据的可信度，从而降低错误数据的影响，实现局部容错。汇聚节点在进行数据汇聚时，

通过信任合并重新计算该汇聚数据的自信度，逐级上报，直到 Sink 节点。在数据不断汇聚

上报的过程中，错误数据的影响被显著消弱，同时汇聚结果的可信程度也有效地反映在了报

告的数据中，方便用户进行事件的判别和分析。 

3.感知反应网络在智慧楼宇中的示范应用。系统通过感知节点采集周围环境变量值，通

过 ZigBee 无线通信协议将数据发给相应的感控网关。感控网关将数据通过 WLAN 无线接入

方式传递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对采集来的环境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需要控制的设备则通

过 WLAN 发消息给感控网关的控制模块，控制模块通过 ZigBee 无线通信协议发指令到控制

节点，控制相关设备的开闭。 

 

 

 

突发事件中公共信息网络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张英海  

课题组成员：张英海，王卫东，谢智勇，王朝炜，余  阳，张万芳，闫飞燕， 

曹明霞，孟  蕊，王  帅，张  骁，邓素敏，杜  磊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9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课题研究项目。 

该课题研究采用“前期调研→事件分析→对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重点研究社会公共安全

类突发事件中公共信息网络的影响以及相应对策。在分析近年各国突发事件中公共信息网络

管制效果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研究突发事件发生时，对公共信息网络该如何

进行管制，并对突发事件中公共信息网络管制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分析，为政府

正确判断、提前预防和全面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政策建议，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公共信息网络

的控制、应急预警机制的建设、相应替代机制的加强和专用网络的重要作用。 

该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突发事件及公共信息网络概念、分类做出简要介绍的基础上，深入调研近几年来

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分析事件中公共信息网络所起的作用和其带来的影响、管理部门对

网络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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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突发事件中，各国政府对公共信息网络都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其中埃及革命中

的网络管制最具有代表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对公共信息网络采取管制措施，

虽然可以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其不良影响也不可忽略，因此本册报告还

分析了在突发事件中公共信息网络管制可能带来的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3.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北京出现社会公共安全类的突发事件，

后果不堪设想。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北京市政府保证对网络的控制力方面，预警机制、替代

机制和专用网络的建设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在技术和行政两个层面建立更加完善的

突发事件防范预警制度及应对措施，针对不同类别和等级的突发事件，提出公共信息网络预

警和防范措施建议，以防患于未然，也是本册研究报告的重点内容。 

 

 

 

北京市“十二五”信息基础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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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俊，车培荣，彭若弘，张爱华，黄逸珺，杨  旭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2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项目。 

该项目立足于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和信息通信技

术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世界城市”、“智慧北京”为目标，深入剖析北京市在信息基础设施发

展方面与世界城市存在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世界城市的信息化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ICT 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 

（1）ICT 技术在网络层面向高融合、高带宽、高速率以及高智能和泛在化的方向发展； 

（2）ICT 技术在终端层面向融合化和移动化的方向发展； 

（3）ICT 技术在业务层面向普适、泛在化的方向发展。 

2.对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重点、难点、亮点问题进行分析，分别从城市运行、居民生活、

文化、经济、国际交往、信息安全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北京市信息化应用存在的主要矛盾、发

展趋势以及相应的实施手段。 

3.《信息化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技术、经济、社会、网络和文化五个维度。每个维

度设有相应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并给出具体的指标名称、指标解释和相应的计算方法。

此外，对于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了“十二五”期间关键时间节点的

具体目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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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基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      

信息化应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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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俊，杨  旭，孙其博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项目。 

    该项目立足于北京市基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应用现状和潜在的应用需求，分析北

京市信息化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先进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用的成功经验，提出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基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应用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发展路径。 

    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资料查询、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明确“十一五”期间信息化应用

的现状，结合北京市与世界城市的对比分析结果，形成《北京市基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信息

化应用现状与需求分析》、《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与世界城市对比分析》。 

    2.以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信息化应用需求为基础，考虑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

2012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信息基础设施所应具备的服务能力和支撑能力，形成《关键时间

节点信息基础设施应具备的服务及支撑能力》。 

    3.分析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同作用，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和信息

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形成《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信息化应用的发展目标、任务与路径》。 

    4.定性和定量分析基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应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发

展目标为准绳，以主要任务的实现为路径，形成《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信息化应用的综合效

益分析及保障措施》。 

 

 

大型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宁， 

项目组成员：李  宁，徐连明，邓中亮，杨  磊，席  岳，刘  晨，徐  涛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项目。 

该项目针对大型场馆的室内外高精度定位与导航、监控进行需求分析、关键技术研究和

模型开发，支撑北京市大型建筑和场馆应急与管理服务工作。为大型建筑信息化与应急服务

管理提供重要参考。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型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应用调研 

项目组通过对物联网的历史背景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同时结合国家的政策方略，对大型

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应用的市场及关键技术进行调研分析。 

通过调研，可以预见物联网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今后的一段时期将会得到国家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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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家政策明确指示推动典型物联网应用示范，通过应用引导和技术研发的互动式发展，

带动物联网的产业发展。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针对大型场馆公共安全的问题将会是物联网应

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型公共建筑物面向公众、人流量大、安全要求高，不仅涉及人员的管

理，还包含对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变配电系统、供热系统等系统的监控，增强对室内警

情的实时监控。 

目前，大型场馆内的室内定位导航及监控物联网的应用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例如，

对于室内定位，需要克服室内信号严重的多径效应，室内物体移动对信号分布的影响等；对

于监控预警，室内各功能系统如空调系统、供热系统等各自独立，对室内综合的监控预警带

来难度。因此，如何解决由室内复杂环境带来的技术难题，整合室内定位导航技术与资源，

构建开放式、标准化、具备异构集成能力和强扩展性的综合性物联网应用服务平台将是该领

域未来研究和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 

2.大型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应用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大型公共场馆发展迅速。大型场馆室内空

间大、结构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定位监控物联网技术有望在这一领域得到快速发展。项目

组针对大型场馆的特点需求，研究大型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系统的系统架构及设计方案，

并对关键技术进行分析凝练。关键技术包含：（1）大型复杂建筑室内精确定位与导航技术； 

（2）大型复杂建筑多系统集成监控预警技术。 

对基于大型复杂建筑物室内外定位监控系统进行了功能设计、架构设计、数据库设计和

网络设计。 

3.大型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应用 Demo 软件的开发 

通过对大型建筑物定位监控物联网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了基于无线传感网的大型建筑

物定位监控系统 demo 软件。Demo 软件包含手持终端物联网应用软件和资产管理软件两个

部分组成。主要实现定位导航和监控预警两大功能功能，通过在大型建筑物内部部署无线局

域网、无线传感器网等终端通信支撑网络，达到融合多种定位与监控技术的目的，提高大型

复杂建筑物管理水平，并在国家大剧院具体实现。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厅》建设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  立 

项目组成员：高  立，高  盟，黄小红，苏  菲，宋美娜，孙  岩，张永军， 

任维政，马  严，徐连明，陶小峰，任旭鹏，杨旭东，孙咏梅， 

桑新柱，李  昕，吉雅泰，李盼盼，闫俊涛 

验收时间：2013 年 1 月 15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普项目（社会征集类）（项目编号：Z11111005561107）。 

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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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展厅》面积 700 余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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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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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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厅展陈内容的主题为：信息通信动态新技术科普知识。展厅设计将充分体现网络无所

不在、智能无所不在、沟通无所不在的概念，目标是实现通信、信息新技术、物联网及相关

新技术的操作及体验。  

展厅规划将分为北邮通信科研史话，北邮科研今朝，引领未来信息通信概念三部分。并

设有智能会议室、机房、控制室、茶歇及合影区、证书奖杯陈列墙等设施。首期规划的 20

个以物联网技术为主题的展项将以 4 条技术主线和 2 处高智能区域串联。主线设为：基于

RFID 的系列、基于 4G/移动网络/WiFi 的系列、基于智能楼宇的系列、基于图像处理的系列。

高智能区域为：智能机房、感知会议室。 

为了适应物联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展项全部采用“共性平台 + 应用子集”的模式进行全

面的技术应用展示，并预留有实时动态新技术半永久区，能够将新技术随时扩充性接入系统

的共性平台，也可使其成为尚未成熟的技术提供试验床和测试床。同时，为了做到新技术滚

动实时，展厅预计 10 个月为一滚动周期，实时地将北邮最新成果以产学研的形式亮相于世

人。 

 

 

 

现代化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技术及系统示范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张英海  

课题组成员：张英海，高志鹏，孙  岩，杨旭东，康桂霞，苏  菲，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20 日 

 

该项目为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资金支持项目（项目编号：11BJ126026）。  

该项目以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化校园为背景，建设了具有示范意义的面向生活管理的智慧

社区物联网服务环境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完成了智慧社区基础网络设施、智慧社区

重点人群无线远程健康监护及综合服务系统、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车辆管理及智能停车场

系统、基于物联网的新一代增强型智慧社区应急联动系统、基于感知反应网络的低碳智能楼

宇监管应用系统和智慧社区综合管理监控系统等。  

该项目基于物联网技术，建设了社区环境下的智慧医疗、智能楼宇、车辆管理、综合监

控和应急联动等系统，为社区管理的信息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方案，部分解决了看病难等

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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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智能监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2011 年阶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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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22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技专项项目（项目编号：Z111106055311098）。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城市安全生产监控对象细粒度数据结构分析 

（1）完成了安全生产档案的数据结构分析和系统设计，开发了客户端和管理端安全档

案监管软件； 

（2）通过建立监控对象安全档案，实现精细化、定制化安全生产监管； 

（3）通过精细化安全档案，实现执法检查、自查自报、职业危害因素申报、工业标准

化等离散业务的关联和集成。  

2.城市安全生产数据挖掘技术研究 

（1）收集了全国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业数据，包括基础数据、执法数据、自查自报数

据、事故数据，甚至是安全领域技术交易等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回归、时间序列、聚类、

频繁模式等数据挖掘分析，得出了可用于指导安全生产监管的规律性结论。主要包括：对

2009 年全国主要省市地区的各类事故死亡人数进行聚类分析，采用 K-means 聚类方法，对

于结果进行异常值检测，得到的事故量比较突出的省份列表如下表； 

（2）通过北京区县安全生产事故星状图和安全生产事故雷达图，对各区县的安全生产

结构组成进行分析； 

（3）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对安全生产事故的趋势分析和预测。  

3.收集整理了相关国家法律 24 部、行政法规 25 部、部门规章 55 个、北京市地方法规

33 个，收集整理安全生产相关国家标准 900 余个、行业标准 1500 余个；研究整理 3977 类

危险化学品，对其理化特性、储存办法、应急处置进行梳理研究；对涉及 106 类职业病的

156 种行业进行研究梳理，研究在各行业中造成各种职业病的操作过程及职业危害因素。 

4.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报管理系统先后在顺义区、北京市试点成功后，目前已全面向全

行业进行推广应用，成为安监行业第一个行业推广的产品。其中，仅在北京市范围内便覆盖

生产经营单位不少于 18 万家，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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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第四代移动通信）终端测试仪表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唐晓晟  

课题组成员：唐晓晟，邓  钢，张轶凡，林  啸，刘  汶，申  丹，周  琼， 

牛  丹，陈  旭，耿金伶，王  莹，张菲菲，田  菲，庞  飞， 

冯志勇，陈亚迷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17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支撑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项目的课题（课题编号：

Z101101055010002）。  

该课题研究成果即硬件指标及测试功能来讲达到了世界同类产品水平，全球仅有 3 家国

外公司能够提供类似仪表。从国内看，该仪表是国内推出最早，功能最全面，与厂家调试最

多互通性最好的 LTE 终端测试仪表。  

该课题的研究作用包括： 

1.该研究能够使 LTE 技术的芯片测试、终端测试、以及数据卡测试提供完善的测试支持，

保障终端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2.能够共同促进整个 LTE 测试仪表环节覆盖的全面性。 

3.使得我国 LTE 技术产业链更加完整，提高了我国在 LTE 技术方面的实力。 

4.推动了 LTE 技术的研发、实现和产业化工作，对 LTE 研发与产业化起到了积极促进

作用。 

 

 

新一代智能交通管理技术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科研所，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王春露 

北邮课题组成员：王春露，左兴权，张天乐，刘川意，杨  飞，钟睿明，仇晨晔， 

项  菲，靳  彬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4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委科技计划项目“新一代智能交通技术研究及应用”中的课题（课题编

号：D101106049710005）。 

该课题分析和研究了北京市道路事故成因和安全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治策略

和建议，以提高北京市交通安全水平。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利用关联规则来分析交通事故成因。当前北京市交管局使用统计方法来分析交通事

故。本项目用关联规则来发现道路交通事故数据中各种属性间的关联，特别是驾驶员属性、

车辆属性、道路属性、天气属性、时间属性、事故类型与事故原因之间的关联规则，从而发

现导致交通事故的原因。 

2.利用回归模型来分析重大事故的成因。为了分析各种因素（包括人、车、路）对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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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的影响，采用 Logistic 回归来分析各种不同因素对事故严重程度的作用，得到了一

些结论，据此提出了减少重大交通事故的合理化建议。 

3.基于 GIS 的交通事故多发点特征分析。该项目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交通事故多

发点（黑点）的特征，采用 8 个数据字段来标识道路事故多发点的 GIS 空间特征，包括防

护设施，隔离设施，横断面位置，路面情况，道路横断面，道路类型，道路线形，路口类型。

该模型充分利用了 GIS 的信息，对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的 GIS 空间特征进行挖掘，其结果

具有实用价值。 

4.道路交通事故的宏观分布。该项目通过对 2005—2010 年间的交通事故数据进行宏观

统计，揭示出北京市各城区的交通事故特征，从宏观上对交通事故的特征以及成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建议。 

5.道路交通安全态势评估。该项目利用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数据，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

体系和评估模型，来评估北京市各城区历年来交通安全水平，给出具体交通安全等级，为交

通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6.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流程的优化。基于以上研究，对现有的事故处理流程提出改进

意见，以优化交通事故快速处置流程，最大程度降低事故损失和人员伤亡。 

 

 

农业物联网信息传输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北京派得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村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陈立平（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尹长川  

北邮课题组成员：尹长川，郝建军，刘丹谱，罗  涛，张雪芬，高  静，刘  旸， 

李  迪，白夫文，陈  枫，赵玛丽，秦晓鑫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6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科技计划“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项目的课题“农业物联

网关键技术集成（D111100001011002）”中的子课题，名称为“农业物联网信息传输关键技术

研究”。 

该课题组围绕物联网在农产品/农资流通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核心问题，开展农业物

联网信息传输技术集成研究。主要对面向农产品产地环境中能量受限条件下的无线传感器网

络分布式图像压缩算法、分簇传感器网络估计算法、面向农产品仓储运输环节的智能气体浓

度监测系统与气体扩散模型等进行了研究。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分布式图像压缩算法研究。能量的有限性是农田环境中传感器网络

性能的主要限制，针对以上特点，课题组提出了一种 LEACH-C 分布式图像压缩传输方案，

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各节点任务共享，提高了能量效率。通过 NS2 仿真平台模拟图像数

据在网络中的压缩传输，验证了该算法的能量有效性。与未添加路由树的 LEACH-C 方案相

比，本文方案可节省总能耗约 50%。 

2.一种基于选择区域的路由协议。课题组分析了基于选择区域的路由协议和定向天线的



128 

多跳无线网络端到端时延性能。通过使用排队论和随机几何工具，推导出端到端时延的上下

界，并求得了使得端到端时延最小的最佳参考距离。 

3.无线传感器网络簇内分布式估计算法研究。该分布式估计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簇内的

每个节点看为独立的学习单元，每个独立的单元执行自身的估计任务。该算法避免了普通节

点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换过程，和将簇内所有节点信息发送至汇聚中心的分布式估计方式相

比，避免了普通节点与汇聚中心的通信，节约了能量。 

4.智能气体浓度监测系统中气体扩散模型定位算法。针对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有害

气体泄露源的定位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了智能气体监测系统的基本架构，提出了一种基于高

斯扩散模型的气体泄漏源定位算法。与已有算法相比，该算法的定位精确度和稳定性有较大

提升。  

 

 

 

10G PON 核心芯片与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纪越峰 

项目组成员：纪越峰，王立芊，顾仁涛，陈  雪，王志国，魏  培，李西聪， 

岑  翼，曹盈盈，王  震，庄  稼，任乙广，彭  庭，周御峰 

验收时间：2013 年 3 月 21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宽带光接入网对未来信息网络发展与应用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其中的重要基础是核心

芯片与关键技术，该项目紧密围绕 10G EPON 系统，攻克了支持 QoS 保证的多点控制协议

和动态带宽分配等 10G EPON 系统关键技术，提出了高速并行 10G EPON FEC 解码、优化

的动态缓存管理策略、灵活的深度报文检测和业务识别等创新技术，完成了功能符合

IEEE802.3av 10G EPON 国际标准的 10G EPON 用户端核心芯片原型（GW8200），在基于该

芯片原型的测试平台上实现了实验验证。并且基于本芯片的终端设备已经进行了现场应用验

证。 

项目组完成的主要工作与取得的重要成果为： 

1.突破了芯片关键技术，设计并开发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G EPON 用户端核

心原型芯片，符合 IEEE802.3av 10G EPON 国际标准和国内相关标准通过第三方测试表明本

芯片原型支持以下功能：（1）符合 IEEE802.3av 10G EPON 国际标准相关规定；（2）支持 10G 

EPON 上联接口，上下行线路速率为 10Gbit/s；（3）支持 10/100/1000BASE-T（MII/GMII）

用户侧接口，达到了考核指标的要求。 

2.研究并重点攻克了高速并行 10G EPON FEC 解码等 10G EPON 光接入网关键技术。 

3.研发成果已在相关设备和宽带等接入网络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对提升宽带光纤接入网

的研发能力与应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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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ANN）基微波射频有源无源器件        

建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秀萍 

项目组成员：李秀萍，李玉山，李  南，王惠生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编号:2008A050）。 

该项目针对微波射频器件，包括有源器件中的 InP 基 pHEMT，HBT 器件和 CMOS 工

艺 MOSFET 器件；无源器件中的滤波器，结合神经网络技术对器件建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具体成果描述如下： 

1.在神经网络建模技术方面，为了建立统一的可以准确预测器件大信号和小信号特性的

神经网络基模型，神经网络函数的积分技术和微分技术是必须的，该项目对感知机神经网络

的积分和微分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导出可以直接用于非线性建模的三层神经网络积分

和微分技术。 

2.在焊盘建模方面，针对 III-V 和硅基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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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 InP 基 pHEMT 器件建模方面，基于 0.25µm 工艺的 AlGaAs / InGaAs /GaAs PHEMT 

器件结构，基于方向截止偏置方法精确的提取了器件小信号等效电路模型参数，模型与测量

结果吻合很好。利用神经网络基建模技术可以很好的弥补传统 Pucel 噪声模型的局限，提出

的神经网络基噪声等效电路模型结合神经网络建模技术和等效电路模型技术的优势，改善传

统噪声等效电路模型的精度。 

4.针对 InP 基 HBT 器件的建模，InP 基 HBT 有很好的微波和噪声特性，在低噪声放大

器、混频器、振荡器和其他射频子系统器件等毫米波和光电子应用中很受欢迎。提出微波

HBT 器件的简单有效的转换技术，该技术基于等效电路模型和信号/噪声矩阵变换技术。共

基和共集电极结构的信号和噪声参数可以由一组简单的计算公式获得，所有的公式为三种结

构的特性变换提供了桥梁。 

 

 

LTE 系统多用户协同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俎云霄 

项目组成员：俎云霄，李巍海，侯  宾，张  勇，刘  刚，宋  梅，张健明， 

陈自强，贾  越，毛识博，蒋于岸，高  婧，李  喆，钟昕诚， 

郑建涛，丁俊杰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Z111100066511007）。 

该项目对 LTE 系统的协同关键技术展开研究，重点对资源分配、功率分配和 LTE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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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平台方面进行研究。 

1. 在资源分配和功率分配方面，分别对有中继和无中继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对于有中继的 LTE 系统，研究由中继节点组成一个虚拟天线阵列，利用虚拟天线分集，增

加系统容量的问题，提出了在一定误码率基础上最大化系统吞吐量的算法，以及在总功率一

定情况下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应功率分配和中继选择策略。仿真结果表明，在引入中继节点

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资源分配方法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吞吐量，提出的最优功率分配策略大

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并得出如下结论：即使未被选择的中继不进行直接的数据传输，也会

遵循机会协作的原则，从而降低系统的中断概率。 

对于无中继的 LTE 系统，项目组研究了 OFDM 系统中多用户共存、且各用户速率成比

例约束情况下的资源分配和功率分配问题。在资源分配方面，提出了以最大化系统吞吐量为

目标的基于贪婪遗传算法混合的二次分配算法，以及在总传输功率一定情况下基于蚁群算法

的提高系统传输速率、降低误码率的算法——优化蚁群算法，仿真结果表明，二次分配算法

比普通遗传算法的吞吐量提高，更接近于最优算法，在相同误码率的情况下比遗传算法节约

0.5dB；而优化蚁群算法在收敛速度方面远远优于普通遗传算法。在功率分配方面，提出了

一种在考虑比例公平速率约束条件下的基于遗传算法的子信道和功率分配方案，仿真结果表

明，在满足速率比例公平的情况下，提出的算法可达到理论最大系统容量的 95%，同时系

统中各用户的速率比例可自由设定。 

2. 根据 3GPP 协议的 R10，搭建了仿真平台 

根据 3GPP 协议 R10 的规定和相关建议，提出了基于 LTE 协议的中继传输仿真方案，

搭建了多用户 LTE 中继仿真平台，实现了系统级和链路级两部分仿真功能，并对平台进行

了改造，完成了平台的分布式并行计算功能。 

仿真平台支持多用户、多调制编码方式、多调度模式、在大运算量下支持分布式并行计

算，可以实现对环境变量、传输模式、运算模式等重要参数的配置，支持模块化调用。采用

不同的参数和环境设置，对仿真平台进行了链路级和系统级的测试，并与理论情况下的结果

进行比较，验证了平台的正确性、可行性。 

设计开发了网络平台界面，将远程网络访问结合到仿真平台中，为用户使用创造了良好

的环境。用户可通过远程登陆平台网站进行页面友好而简单的参数配置，提交后在短期内即

可返回相应的仿真结果，大大降低了用户使用的复杂度，减轻了对用户的专业性要求和终端

配置要求，提升了平台的可用性和完整性，使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面向微博的实时热点话题检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肖  波 

项目组成员：肖  波，汪  浩，徐雅静，徐蔚然，肖  斌，刘惠民，刘佳鑫， 

南江霞，方  婷，蒋佩文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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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102）。 

该项目针对微博短文本信息，采用数据挖掘方法进行实时热点话题检测技术研究，提出

一套高效准确的实时热点话题检测方法，构建了相应原型系统，并以此原型系统开发了多套

实际应用系统。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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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分析热点话题检测的一般模型，构建基于微博信息进行实时热点话题检测的技术

架构；研究海量微博信息的感知、有效采集策略和实时采集技术；研究面向微博短文本的实

时热点话题检测技术，采用极大准团挖掘方法结合现有方法进行处理；针对海量实时微博短

文本，提出分布式高效存储方案。 

2.通过对微博信息实时采集和挖掘，解决了热点话题实时准确检测难题，为微博信息采

集、存储和短文本流下的热点话题检测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开发原型系统 1 套，可以实时采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各类信息。在原型系统的基础上，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功能删减、优化，开发了多套实际应用系统。 

 

 

复杂室内环境下的目标定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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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勇（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赵  方  

北邮课题组成员：赵  方，牛  琨，贾红娓，李朝晖，苏  帅，张  稷，卞合善， 

孙启金，蒋  超，许  强，赵  辉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9 日 

 

该课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课题编号：60973110）。  

该课题的主要内容包括： 

1.基于空间位置滤波的概率匹配定位算法研究方面：提出了基于核函数法及马尔可夫链

的节点定位算法、基于公共信标集的高精度射频指纹定位算法、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射频指纹

排序定位算法。 

2.基于图正则化的室内定位模型半监督训练算法研究方面：提出了基于图谱分解的无线

定位算法。 

3.基于特征空间映射的定位模型迁移学习算法方面：提出了基于动态 Radio Map 的粒子

滤波室内无线定位算法。 

4.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和选择性加权的多模融合定位技术方面:提出了基于 WI-FI和蓝

牙融合的室内定位算法。 

5.定位原型系统构建及验证方面：完成了基于 WiFi SoC的室内定位节点设计与实现、

全空间 LBS服务中间件软件的设计与实现（基于 PUB/SUB机制的 LBS应用服务软件的设计与

实现、基于发布者/订阅者模式和负载均衡机制的可扩展中间件的设计与实现）、基于 WiMap

的室内定位系统设计与实现。  

此外，该课题还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在基于 RSSI测距的低成本高精度室内定位技

术、基于网络密度分簇的移动信标辅助定位技术以及面向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基于视觉信息

的传感器网络定位技术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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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线中继网络中基于群体行为模型的         

协作组播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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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曦，李  屹，毛  旭，李希金，谢人超，葛文栋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02044）。 

该项目围绕两个主要研究点，即认知无线中继网络中的中继节点选择机制和信道共享策

略，展开深入了研究，完成任务书中的各项考核指标要求。完成了支持流媒体组播业务的无

线中继网络仿真平台的搭建工作，这为验证所提出的各项算法和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  

项目组研究设计了在认知无线中继网络中的协作组播关键算法及模型，通过引入相应的

数学工具，如联合博弈模型、支持向量机、离散随机优化模型、赌博机模型等，重点解决无

线组播中的中继选择和信道共享两类关键问题，以达到扩大组播覆盖范围、提高组播效率和

成功率、改善系统吞吐量和用户服务质量的目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动认知无线中继网络

中资源管理算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将为实现认知无线中继网络中公平、高效、

灵活、智能的组播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此外，研究成果还具有一定的市场应用价值，可以指

导中继网络的部署、流媒体组播业务的开发等，有利于推进首都无线通信产业建设和社会发

展。 

 

 

支持 VCR 的移动 P2P 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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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长桥 

项目组成员：许长桥，关建峰，张宏科，贾世杰，张  能，曹远龙，权  伟， 

赵付涛，刘天骄，黎卓锋，文  新，杜艳峰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02064）。 

该项目分别从 MP2P-VoD 网络模型研究，流媒体分发策略研究，资源搜索与分布式存

储策略研究，单路径/多路径并行传输机制优化与性能对比分析，SCTP 移动场景中多路径传

输动态路径管理，SCTP 移动场景中多路径传输路径选择策略等方面展开理论研究与设计，

并研制 MP2P-VoD 动态仿真平台，对所提出的技术及方案进行评价。提出了移动自组织网

络下基于网格划分的 MP2P-VoD 系统、多宿异构车载网络下支持 VoD 服务的 MP2P 网络体

系结构、多宿异构无线网络下基于路径感知与数据调度的多路传输方案等重要的研究成果。 

为了使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转化成为具有较高可行性、推广价值、经济价值的产品，项

目组将移动自组织网络(MANETs)和车载自组织网络(VANETs)作为研究内容主要部署的移

动场景。在移动自组织网中成功部署 P2P-VoD 系统，可以将该系统成功移植到地铁、广场、

购物中心以及居民社区等区域，为用户营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数字社区。车载网络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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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趋势之一，在车载网络中成功部署 P2P-VoD 系统，不仅能够以低成本、

低消耗的代价实现大规模城域数字多媒体服务，也为数字北京的建设提供理论及技术上的支

持。 

 

 

 

基于空间谱估计的认知无线电联合频谱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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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穆清 

项目组成员：武穆清，徐春秀，马  伟，郭起霖，李冠男，尚翠丽，高  虎，吴倩倩， 

柳  青，张存义，马国栋，张婷婷，郝晓芳，姜  淼，张梦书，刘翠杰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02043）。 

该项目致力于认知无线电系统频谱联合感知技术的研究，对不同场景不同应用条件下的

频谱感知进行分析，并分别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为提高认知用户的频谱使用效率,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来波探测的干扰温度估计算

法。新算法有效提高主用户端的接收信干比，降低干扰温度值，使干扰温度估计与实际通信

的电波传播环境一致。 

2.针对频谱空洞检测中的奇异值分解的多纸方式（MTM-SVD）算法中空域复矩阵的系

数计算问题提出创新。在判决系数时利用阵列信号处理，通过多信号分类算法计算得到干扰

源的方向。同时通过采用多感知器，可以估计得到干扰源位置，MTM-SVD 的系数也可更精

确的获知，进而可以更精确的得到干扰温度值。 

3.提出了自适应权值的 MTM 方式（AW-MTM），统计结果表明该方案比传统 MTM 方

式取得更好的系统性能，检测更有效和稳健。采用阵列信号处理的方式得到干扰源信息，通

过区域几何特征计算得到自由空间传播模型下的空间干扰温度值，并计算得到干扰等温线

（ITC）。 

4.针对一个主用户和处于不同环境的多个认知用户提出优化的融合方法，全面改善系统

检测性能，有效解决阴影终端等问题。比较不同的融合准则并实现，同时比较不同融合检测

结构，有效提高系统检测概率和灵敏度。 

5.针对集中式协同频谱感知中认知用户感知性能参差不齐的情况，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

网络的置信度预测算法，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单信道协同频谱感知方

案。 

6.针对宽带频谱感知中待感知频段数量众多而认知用户感知能力受限的情况，设计了一

种基于业务需求与置信度的待感知频段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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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配送系统关键技术及设备的研发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贵阳普通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课题负责人：赵汝雄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周晓光  

北邮课题组成员：周晓光，刘玉坤，苏志远，杨  军，周慧玲，王军峰，付  玉， 

高丽杰，李珊珊，梁珍珍，王晓宁，丘岳峰，于  泷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7 日  

 

该课题为贵州省科技厅重大专项计划项目课题（课题编号：【2007】6017）。 

该课题包括两个子课题： 

1.配送中心规划设计与运作管理仿真平台研发 

（1）基于 AutoMod 软件开发了适用于多行业物流配送中心规划设计及运作管理仿真

平台； 

（2）研究基于烟草、邮政、图书三个典型行业提出了模块化仿真建模框架，开发了三

个行业五个模块化参考模型，包括 23 个通用模块与 9 个专用模块，平台还提供了 7 类 17 个

三维静态与 22 个三维动态设备单元； 

（3）研究扩展应用到冷链物流和机械零部件类行业。核心理论方法成果是基于AutoMod 

的模块化仿真建模方法和七步骤的仿真全程参与模式，为在该平台上开发良好可移植性模块

以及更好服务于仿真决策支持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操作方法； 

（4）完成了双作业单元自动化立体仓库储位分配策略、一字型两穿梭车的任务调度与

避让策略和立体仓库出入库任务调度算法的研究。案例研究表明，对于物流模式较固定的行

业，建模效率可提高 5~6 倍，对于物流模式差异极大的行业，效率提高不确定。五个行业

应用结果显示，该平台能有效发挥仿真作用，减少设计漏洞与隐形瓶颈。 

2.可重构物流配送中心管理信息系统研发 

（1）在对烟草、邮政、图书 三个典型行业的物流作业管理模式、作业流程、信息系统

的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管理模式、作业流程的共性模块划分标准，建立了这三个行业

的不同粒度的基础模式和基础流程； 

（2）基于 SOA 和 JAVA 技术开发了自适应多行业的物流配送中心信息系统自动生成

平台原型、自动测试平台原型和自动发布平台原型，提供了不同层次构件生成技术标准原型，

框架原型，提供了烟草、邮政、图书三个典型行业的不同层次的基础构件、通用构件和专用

构件，提供了基于这些构件的流程设计平台系统和代码自动生成工具； 

（3）基于该研究成果的项目实施表明，该平台能有效降低系统的开发难度、减少开发

工作量和测试工作量，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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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网络安全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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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江，徐敬宏，姜淑丽，孟庆顺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目。 

该报告提出了加强国家网络安全管理的政策建议，并对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澳

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网络安全立法与管理政策和措施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还对我国的网络

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以供决策参考。 

1.建议 

对比国外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应对措施，我国目前网络安全管理的突出问题是管理机构不

健全、相关法律层级低、网络安全风险的常态、系统化应对机制尚未建立、网络技术风险严

重失控、公民对网络安全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明显不足，这些导致我们在面临网络突发事

件时往往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该项目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与对策：（1）健全机构、

建立国家网络安全管理体制;（2）完善立法，尽快研究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法》及相关法律。

（3）统筹规划，加大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的力度;（4）鼓励自主创新，加强标准和规范

的制订，形成良好的网络安全国际环境;（5）普及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公众的网络

安全防护水平和能力。 

2.世界主要国家网络安全监管概况 

（1）美国。在机构设置方面，美国层级分明，责任明晰，有专门机构协调各部门之间

矛盾。在立法方面，美国联邦已经制定了较完备的网络安全法律，包括《计算机安全法》、

《在线隐私保护法》、《网络空间电子安全法》、《电子签名商法》、《爱国者法》、《国土安全法》、

《关键基础设施信息法》、《网络安全研究和发展法》、《强化网路与信息技术研究法》、《反垃

圾邮件法》等; 

（2）欧盟。欧盟从 1999 年开始实施为期 5 年的第一个网络安全计划，耗资 3800 万欧

元。2005 年，欧盟开始实施第二个网络安全计划（2005 年至 2008 年），投资 4500 万欧元。

2008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第三个网络安全计划，并提交欧洲议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批

准。欧洲议会已于 10 月份批准该计划并于 2009 年 1 月开始实施； 

（3）俄罗斯。在监管机构方面，主要有俄罗斯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家信息政策委员会、

俄罗斯通信和信息化部、国家信息化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联邦政府通讯与信息资源署

等机构; 

（4）日本。日本为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建立了比较健全和统一的组织机构体系。2005 年，

日本在内阁官房下设了“内阁官房信息安全中心”（中心长由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担任），在

IT 战略总部下设了“信息安全政策会议”（议长为内阁官房长官），采取双轮驱动模式，构成

日本信息安全政策机构的核心。负责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基本战略等重大根本问题。此外，对

网络安全负有责任的部门还有警察厅、防卫省、总务省、经济产业省等; 

（5）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注重将政府、企业和家庭的网络安全通

盘考虑，以为私人和公共领域建立一个值得信任、安全可靠的电子交易环境; 

（6）新加坡。在预防和处理与信息网络安全相关事件上，新加坡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新加坡是最早建立了计算机紧急事件应急反应小组的国家之一，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公共

密钥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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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搜索引擎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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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淑丽，李忠妹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目。 

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信息与知识的占有和利用程度，越来越成为衡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搜索引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网络工具，甚至

是一种网络资源。但是在搜索引擎行业发展中存在一些法律问题，例如搜索在带来便捷和高

效的同时，也具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任何搜索引擎都是有立场和倾向性的，此时可能会危害国

家安全，损害公共利益。 

搜索引擎需要承担社会公德并接受法律的规范，但是在我国搜索引擎的监督仅限于敏感

字眼的监督，而对搜索引擎的高度垄断、恶意竞争等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和处罚。目前，我

国搜索引擎行业的监管存在监管机构众多、缺乏责任机制保障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现有的

监管模式缺乏协调性和执行力，监管效率不高。 

结合国外关于搜索引擎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提出了今后完善搜索引擎行业的法律规制的

建议：一是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二是加强行业监管，科学设置管理机

构，建立有效的行业监管机制，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管理措施，构建搜索引擎关键

词广告规范体系，从而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推动行业自律；三是保障公民法人的

合法民事权益，明确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和责任限制条款，加强个人数据保护

和隐私保护，控制和处理不良、违法信息。保证中国的搜索引擎能够在互联网行业竞争中充

分发挥作用。 

 

 

网络存储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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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毅，王  枞，伍淳华，姚文斌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研究与标准制定工作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20111621-T-469 ）。 

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IP 网络存储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针对 IP 网络存储技术

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求，规定了利用 IPSec 与 IKE 为 IP 存储协议（包括 iSCSI、iFCP、FCIP）

以及因特网存储名称服务（iSNS）提供安全机制的技术要求，为 IP 数据包提供安全数据来

源身份认证、数据保密、数据完整性的保护机制。 

该标准适用于与 IP 存储网络有关设备的研制、生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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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推进三网融合提高新媒体传播力的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赵  玲 

项目组成员：赵  玲，胡  春，任乐毅，徐敬宏，李全喜，周慧琴，齐英艳， 

杨艳萍，李  钢，王文宏，方明东，陈  伟，彭世畦，侯琳琦，   

王  哲，白  岩，袁  茵，王  冰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项目为国家广电总局社科研究项目重大课题（项目编号：GD10008 ）。                                             

    广电系统加快推进三网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于全面推进我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需

要，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三网融合既是广电新媒体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广电通

过三网融合提高新媒体传播力提出了新的重大任务。本课题在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广电推进三网融合, 提高新媒体传播力的对策。 

三网融合背景下提升广电新媒体传播力，实际上就是指通过各种传播方式的组合，将信

息扩散、导致产生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报告首先对广电三网融合提升新媒体传播力

的战略地位、战略目标和战略对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其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战略对策的

四方面，即三网融合下广电新媒体管理机制创新、广电市场主体创新、广电业态创新和广电

服务战略创新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总结并阐明了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矛盾及解决方法；

最后，提出了三网融合下广电提高新媒体传播力的其他五方面的对策。 

目前，广电在三网融合过程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广电系

统需要从多方努力，提升自身的传播力，承担起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使命，

使三网融合新的传播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建

设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物联网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李书芳  

课题组成员：李书芳，尹斯星，洪卫军，尹  良，梁雨菲，姚  远，赵海娇， 

任培源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4 日 

 

该课题为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院进行的“物联网发展战略规划研究”项目的课题（课

题编号：7-3-1）。  

物流是贯穿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全局的重要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融入全

球经济的步伐加快，发达国家正在通过现代物流的全球布局争夺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国物

流行业已经逐步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加快提高我国物流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是提高企业和

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优化国家产业战略

布局、应对未来竞争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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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 

1.分析了我国物流领域物联网应用需求、潜在规模以及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 

2.论述了我国物流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水平、各领域物流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优势与

差距。 

3.提出了我国“十二五”期间智能物流产业的发展思路及原则。 

4.探讨了我国智能物流发展的战略重点，并为保障我国智能物流业持续稳步发展提出了

建议。 

 

 

数字家庭无线互联网络中心控制站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广州飞瑞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徐  坤 

北邮项目组成员：徐  坤，李建强，戴一堂，尹飞飞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B010600007） 

1.该项目主要研究家庭无线互联广播系统，包括家庭无线互联广播基站、WiFi 电视适配

器和嵌入式 WiFi&Web 服务器： 

（1）家庭无线互联广播基站构建家庭内部 WiFi 高速无线局域网，操作、监督和管理

整个网路；实现外部电视信号、IP 数据和电信信号接入：处理、转换和转发数字电视信号、

网络数据和通信数据； 

（2）WiFi 电视适配器实现与家庭无线基站的通信和电视信号的处理； 

（3）嵌入式 WiFi&Web 服务器实现家用设备的远程遥控、监督和管理；其主要创新点

在于融合有线电视、有线互联网、WiFi 无线互联网和电信网，构建家庭无线互联广播系统，

实现三网融合和 3C 融合。 

2.该项目的创新性体现在： 

（1）、项目研发的数字化家庭无线互联广播系统充分利用以 WiFi 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网

络平台，把 HFC 有线电视网、IP 互联网、移动通信网、信息家电终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广播系统、通信系统、互联系统和控制系统达到无缝融合和高度集成化； 

（2）系统综合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使各类软硬件资源在整个家庭范围内达到最佳配

置，最终实现语音、视频和数据信号的交换、传输、分布等功能的一体化，控制系统和管理

系统的智能化； 

（3）系统基于 HFC 有线电视网和 IEEE 802.11a 和 802.11g WiFi 无线局域网标准，可

充分利用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 

项目成果在广东省造纸研究所、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制中心建立

了应用示范基地，实现了三网融合和 3C（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融合以及工业电子、

高校应用等融合，产品较其他类似产品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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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融合的 3G 音视频协同工作环境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发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广州乐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五邑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张  琳 

北邮项目组成员：张  琳，李  蕾，李  斌，黄  鹤，王  娟，展  欣，赵世震，雷  霆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 

 

该项目为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项目编号：2010B090400136）。 

在该项目中，北京邮电大学主要负责针对真实场景的音视频跟踪配准及真实场景与虚构

对象的融合算法，形成扩增音视频的研发工作，主要关注针对移动互联网增强现实应用的音

视频编码算法的解析与性能提升。  

1.针对传统地图服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校园街

景服务系统。该系统包括采集设备的选取和使用控制、图像的采集和制作、服务器的设计和

实现、Google Earth 的二次开发、GPS 信息的采集和使用、以及此服务在手机终端的展示和

操作部分。此系统不但能给用户提供传统的移动地图服务，还可以向用户展示其所在位置的

全景图，这种以全景图的方式向用户呈现地图是比传统的二维地图更直观更明了的位置信息

展示方式，增强了移动地图服务的智能化和人性化。该系统在客户端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这一

点，基于开放灵活的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开发，借助于性能优良的平台以及设计实现上的

优化，系统客户端具有良好的响应速度、用户体验和美观的用户界面。 

2.研究了 DVC 分布式视频编码到 H.264 的转码实现。DVC 分布式视频编码算法建立在

Slepian-Wolf (1973)的无损分布式编码理论和 Wyner-Ziv(1976)的有损分布式编码理论的基础

上，在移动终端等硬件计算能力相对薄弱的设备上应用广泛。H.264 是 ITU-T 于 2003 年 3

月在国际上正式颁布的视频压缩编码标准。由于 H.264 具有比 MPEG 和 H.263 等传统视频

编码算法更优异的压缩性能，因而其在数字电视广播、视频实时通信以及网络视频流媒体等

多个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DVC 分布式视频编码的基本特点是编码中舍弃掉复杂的帧间预

测过程，因而其计算过程相对简单，编码耗时相对较短，对硬件环境不做太多要求，但编码

压缩率相对一般；另一方面，H.264 的视频编码过程大量应用帧间预测编码算法，所以计算

过程复杂，编码耗时较长，对硬件要求较高，但编码压缩率更优异。基于两种视频编码算法

的特点，从 DVC 分布式视频编码到 H.264 的转码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得到良好的性

能，因而在现实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现了从 DVC 到 H.264 的转码项目的系统架构中

各个模块的实现细节；从四个不同的软硬件环境中评估其转码性能。实验结果表明，该项目

提供的 DVC 到 H.264 的转码实现具备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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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十二五”产业发展风险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茶洪旺  

北邮项目组成员：茶洪旺，闫  强，和  云，吴  俊，刘  宇，胡江华，张新海， 

曾智泽，唐  勇，牛  一，明崧磊，夏晨芳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30 日 

 

该项目为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 

该研究通过对云南省“十二五”以来重点产业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分析，认为云南经济发展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

方向发展，但是云南作为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

市场竞争中，产业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风险与机遇同在，并潜在

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抓不住机遇就是风险，规避了风险就获得了发展先机，只有增强防范风

险意识、提高规避风险能力，才能成功地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突破产业发展的

低端锁定状态，加快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该项目立足云南省重点产业发展现状，从市场、技术、政策、融资、管理、人才等多方

面，重点分析对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石油炼化产业带来的影响，针对存在的风险提

出了总体思路、基本原则、规避产业发展风险重点及相应的措施建议，力求为省委、省政府

决策提供决策参考，确保“十二五”期间云南省产业能够规避或减少风险的影响，取得更大的

发展，加快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发的重要桥头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数字化系统信任度动态评估理论及模型的研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山东省计算中心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王英龙（山东省计算中心）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郭玉翠 

北邮项目组成员：郭玉翠，徐淑奖，王  枞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项目为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该项目开展了动态信任度评估理论及模型的研究工作，针对推荐信任对于交易过程和信

任度量的影响，研究信任的传递和信任链等问题，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信任模型。解决了信

任的主客观评价以及信任的传递等问题。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考虑到推荐信任度对交易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引用置信区间的信任模型，该

模型在节点进行推荐的过程中引用置信区间计算允许节点不成功推荐次数的范围，使其推荐

更加合理和精确；同时根据节点自身的实际要求，对其他节点提供的推荐信任度进行重新计

算，使推荐信任度拥有更实际的参考价值；此外，当某节点的不成功推荐次数累加到某一阀

值时，对该节点启用惩罚机制。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将更有效得使用其他节点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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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考虑交易中的各项数据，促进交易的安全进行。 

   2.针对 P2P 网络中交易的信任度量和推荐链问题，提出一个考虑交易时间间隔的信任模

型，模型在基于声誉的信任管理模型的基础上对信任度的度量给出了一种以时间间隔为主要

因子的计算方法，同时在推荐链的筛选方面采用变进制数作为权重值。理论分析表明，该模

型能够对 P2P 网络中不良行为起到很好的遏制作用，也体现了交易的时效性，可以用来提

高信任度量的准确性和动态适应能力。 

    3.针对 P2P 网络中交易的安全性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资源评价的信任管理模型，首先

给出了评价节点行为信任的好评度的概念，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计算节点对交易的单次好

评度,每次交易后的交易记录表由提供资源的节点的母节点进行管理和存储；当节点选择提

供资源的节点时，不仅考虑对目标节点的直接信任度还考虑此次交易资源的总好评度，在计

算直接信任度时考虑了时效性和交易资源的重要程度两个因素, 交易资源的总好评度的计

算数据来源于该资源的评价节点给出的以往评价；最后引入了基于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可

以有效地提高节点参与的积极性。仿真实验表明，该模型能有效抵制恶意节点的攻击，提高

网络交易的成功率。 

     

 

Wi-Fi 家庭无线互联广播系统的研制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广州飞瑞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徐  坤 

北邮项目组成员：徐  坤，戴一堂，李建强，尹飞飞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项目编号：2010B090400112）。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该项目主要研究家庭无线互联广播系统，包括家庭无线互联广播基站、WiFi 电视适配

器和嵌入式 WiFi&Web 服务器。 

（1）家庭无线互联广播基站构建家庭内部 WiFi 高速无线局域网，操作、监督和管理

整个网路；实现外部电视信号、IP 数据和电信信号接入：处理、转换和转发数字电视信号、

网络数据和通信数据； 

（2）WiFi 电视适配器实现与家庭无线基站的通信和电视信号的处理； 

（3）嵌入式 WiFi&Web 服务器实现家用设备的远程遥控、监督和管理；其主要创新点

在于融合有线电视、有线互联网、WiFi 无线互联网和电信网，构建家庭无线互联广播系统，

实现三网融合和 3C 融合。 

2.系统采用混合的模拟光纤-同轴电缆-WiFi 信号分布结构连接家庭基站、各类终端设备

和远端控制中心站；系统基于 HFC 有线电视网和 WiFi 无线局域网标准，充分利用现有的有

线电视网络；系统通过以 WiFi 家庭基站为中心的无线局域网将各种信息传送到个人电脑和

信息家电中，实现在家庭内部的信息共享、信息家电的自动控制、管理和监测；系统采用标

准的 TCP/IP 网络通信协议将家用电子设备融合为一个整体，实现了终端设备之间安全、可

靠、无缝的大容量网络互联；系统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完成信号的统一处理以及系统的

整体操作与管理；系统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在操作系统软件的管理下，应用软件协助

基带信号处理器和 WiFi 单元完成通信协议处理、基带信号处理、进行统一的网络监控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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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认证控制及安全策略、流量控制、事故诊断、资源配置等。 

项目成果在广东省造纸研究所、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制中心建立

了应用示范基地，实现了三网融合和 3C（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融合以及工业电子、

高校应用等融合。 

 

 

信息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调查问卷报告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舒华英  

课题组成员：舒华英，毕春丽，赵  荔，赵占军，罗明伟，奚加荣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6 日 

 

该课题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资助课题。 

该课题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信息技术领域中企业对标准与知识产权的认知、认

可和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以及对外合作或贸易中的纠纷等情况，特对电子、通信等领域中的

信息技术企业进行标准与知识产权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查。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如下： 

1.分析了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专利发展态势和信息技术标准中知识产权问题执行情况；

总结了当前信息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现状和创新能力。 

    2.收集来的数据材料从信息技术企业对标准与知识产权的认知度、企业面临的标准与知

识产权的只要困难、企业在政策层面对政府的期望、企业自身如何更好的进行创新等维度进

行了归纳和分类。 

3.总结出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拥有的状况企业参与标准化及知识产权的程度、企业在标

准与知识产权中出现的问题、企业对政府的期望等调查结论。  

 

 

身份与位置分离的新型路由体系中大规模地址映射

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课题合作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课题负责人：王文东  

课题组成员：王文东，龚向阳，阙喜戎，卢美莲，吕晓鹏，回全超，阮绍臣， 

张爱华，樊  华，苏广学，章碧云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3 日  

 

该课题为广东省的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课题（课题编号：2009B090300315）。  

该课题的目标是： 

1.在分析现有网络路由寻址架构存在的问题及相关解决方案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围绕未

来网络和业务通信需求，结合自治通信、可信通信等领域的相关技术，研究基于身份标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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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标识分离的新型路由寻址体系结构模型。 

2.研究身份与位置标识的设计，以及能够快速、可扩展地实现身份与位置的映射和解析

系统模型。 

3.通过原型实现验证和测试模型的可行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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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可扩展性、流量工程以及多归属等方面问题的一种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具有潜在的产业

化前景。 

主要完成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 

1.提出了一种身份与位置标识分离的新型 Internet 路由寻址体系架构模型 RANGI。 

2.提出一种 ID 空间与 Locator 空间的命名和分配方案。 

3.设计实现了一套 ID/Locator 映射原型系统。 

4.设计实现了一种支持身份与位置分离技术的主机原型系统。 

5.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研究所完成了原型系统的功能测试。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准精农业综合信息支撑系统

算法研究 
 

课题第一单位：内蒙古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刘永信（内蒙古大学） 

北邮课题组负责人：谢东亮  

北邮课题组成员：谢东亮，时  岩，张  雷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9 日 

 

该课题为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0711020103 ）。 

该课题将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关键技术与综合信息分析、智能服务系统进行密切的结

合，以“精准农业”为应用背景，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理论算法研究更密切地和具体实际应用

相结合，为“精准农业”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的信息管理与服务。该课题首先将传感器网

络与移动信息服务相融合，建立了一个“异构传感器网络和移动信息服务交互融合的泛在信

息基础环境”，实现智能化监控和管理。其中，智能传感器部署在农作物大棚中以实现对综

合生态信息的无人监控，利用无线通信单元将结果通过接入节点传给综合信息处理平台。一

方面可以实现对潜在的农作物生态环境实时预警，另一方面当感应到环境指标偏离最佳作物

生长曲线时，可以立刻通知人员赶赴现场处理。  

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1.无线传感器网络平台及其核心技术的前沿性研究。 

2.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即：一方面研究具有 Zigbee 和 GPRS（或 WLAN）多模通

信能力的移动 Sink 无线传感器组网模式，并针对具有移动 Sink 的异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路

由、安全以及组播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及算法仿真；另一方面，将理论研究成果与

环境监测实际应用密切结合，在无线传感器试验原型系统上，实现、验证相应的协议和算法，

并开发中等规模异构无线传感器网络管理系统。 

该课题取得具体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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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概率覆盖模型和计算几何理论寻找覆盖冗余的节点。 

2.基于移动预测技术和集中式拓扑管理技术完成动态拓扑管理。 

3.基于定向扩散路由协议，利用中间节点的逐跳拥塞反馈和 SINK 的速率调节完成拥塞

与速率控制。 

4.通过优化探测分组扩散的广度和深度，缩小传播范围，降低周期性的扩散对数据分组

的影响，减小了分组端到端时延，提高 sink 端的接收质量。 

5.利用层间协调的方式优化传感器网络的性能。 

 

 

基于 MIMO-OFDM 的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分集

同步方法的研究 

 

课题第一承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课题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课题负责人：彭端（广东工业大学） 

北邮课题负责人：尹长川  

北邮课题组成员：尹长川，乐光新，黄  海，禹  杰，秦升平，池  潇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6 日 

 

该课题为广州市科技计划课题（课题编号：2006J1-C0331）。  

该课题针对未来的基于 MIMO-OFDM 的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物理层分集同步方

法进行了深入，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零前缀 OFDM（ZP-OFDM）系统中的符号同步方法研究：ZP-OFDM 技术是在传统

OFDM 技术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技术。针对 ZP-OFDM 系统提出了一种利用滑动窗口检测接

收信号能量分布来完成符号同步的新方法，推导了在加性高斯白噪声（AWGN）信道下接收

信号能量的分布特性，算法在 AWGN 信道下的性能，以及窗口数目与同步性能的关系；在

多径信道条件下，提出利用子空间算法，根据信号子空间和噪声子空间的特性估计多径信道

的径数，以此来调整滑动窗口长度完成 ZP-OFDM 系统符号同步的算法。 

2.ZP-OFDM 系统中的载波频偏估计：载波频率偏差主要是由发送端和接收端振荡器的

不匹配、多普勒频移和传输信道的信道噪声引起的。该课题提出了一种在 ZP-OFDM 系统中

改进的小数倍载波频偏估计算法，它利用一个在时域上具有相同两个部分的训练符号进行相

关的方法。在高信噪比（SNR）条件下我们所提出的频偏估计算法性能均好于 SCA 算法，

并且更加逼近于 Cramer-Rao 下界。 

3.基于序列蒙特卡罗(也称粒子滤波)理论的 OFDM 系统符号同步算法：提出了一种新的

OFDM 系统下的符号同步跟踪算法，即基于序列蒙特卡罗(SMC，也称粒子滤波)的 OFDM

系统符号同步算法。仿真结果显示，此算法可以较好的获取和跟踪 OFDM 符号偏差；并且

相比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有更好的性能。 

4.MIMO-OFDM 系统中的导频序列设计：在该课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训练序列，这个

训练序列仅在最好信道条件的天线的一个载波上发送，同时设计了一种基于 Schenk 算法的

频偏估计方法。仿真结果显示，所提出的算法在各种条件的信道下都有较好的性能，并且性

能相比于 Schenk 的算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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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发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保国 

项目组成员：赵保国，安  佳，王丽巍，张  议，衣  倩，韩东阳，张  伟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的是弄清离岸与在岸市场各自的地位与职责，并在借鉴国外离岸市场产

生与发展的经验前提下，对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阐明

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的关系，以及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相互地位。并对现已存

在的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和结售汇远期汇率，以及香港离岸即期汇率和 NDF 汇率的关系，

进行了计量分析，以确定汇率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市场。 

    该项目由三部分构成： 

    1.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主要探讨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主旨是从离岸与

在岸中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的本质特征，以及主要

存在的风险，并根据可能的风险，探讨监管措施。 

    2.离岸金融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原因

的阐述，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的分析，阐明了香港离岸市场的建立只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

中的暂时步骤，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对香港市场现状的分析也表明，香港市场的人

民币来源不稳定，暂时无法满足离岸金融市场的基本要求。 

    3.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关系分析。主要分析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关系，目的

是在两个市场中寻找主导市场，从而确定人民币的定价权由哪个市场主导。报告分成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关系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前相关文献中的

市场关系分析，为确定那两个市场具有相关性寻找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采用计量分析法，对

相关市场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查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是否与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具有相关性，因此探讨引导资本流入流出的主要因素。 

 

 

面向创新服务机构技术服务应用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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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红岩，杜  耕，苏  瑞，黄武汉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4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一般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构建一个面向企业服务机构的企业服务支撑平台：支持租赁模式和

自助服务功能；支持平台分布式部署、平台间数据互联资源互通；支持服务商统一结算、统

一服务资源库管理等业务开展。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完成了运营级数据库同步机制研究及其相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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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了一套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高效率，安全传输保证的数据同步机制。 

3.在技术上实现可用于实际运行的系统原型，系统原型能够实现各分布式数据点之间的

数据自动、手动同步操作，并且能够处理数据安全验证，事务回滚等要求。 

4.完成了平台系统的测试工作。 

 

 

贫困大学生就业弱势剖析与援助模式探索        

——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学生事务管理处 

项目负责人：陆若然 

项目组成员：陆若然，宋  娟，高  鹏，姜海洋，陈秋红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高校毕业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激烈的大

学生就业竞争中，由于经济基础差、社会资源匮乏、家庭负担重、心理准备不足等方面的原

因，贫困大学生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贫困大学生的求职之路可谓举步维艰。近年来，贫困大

学生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就业困难成为影响贫困大学生发展的严重问题，进而成为

影响社会人力资源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的重要因素。 

该项目经过对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年的毕业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对贫困大学生

的深度辅导，最终提出创建一套包括人生指导、学业指导、心理指导、择业指导、就业指导

的贫困大学生就业“全程指导”绿色通道援助模式，按照贫困生入校的不同学习阶段顺次开

展。此模式将大学生活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树立各阶段的预期目标、辅导方案及辅

导效果。这对改进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以及学生管理工作方面都起到

了较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对分析和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深入探索大学生就业指导

和就业心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维护和提高大学生的

就业水平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京市昌平区“十二五”融资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逄金玉 

项目组成员：逄金玉，蒋三庚，樊懿德，赵宏涛，薛  菁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作为北京市昌平区“十二五”专项规划之一，该项目深入研究与分析了北京市昌平区的金

融发展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金融市场、融资主体建设、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融资模式

的设计等，不仅有助于昌平区“十二五”期间的产业发展与功能区建设提供资金上的保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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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昌平区金融业实现跨跃式发展与融资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对昌平区提出如下发展目标建议：近期目标包括完善政府投融资平台，推进融资

平台改革；突出发展科技金融，打造科技商务金融品牌；创新文化金融，支持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积极利用银行授信额度，支持重点项目及功能区建设；大力发展各类投资基金，引进

股权投资。远期目标包括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搭建新型融资服务平台；推进城乡金融综合改

革，支持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制定政策引入社会资本投资，推进投融资的改革与发展。并

对昌平区“十二五”融资模式进行了设计，最后提出融资规划的保障措施建议。 

 

 

 

中央电信企业 3G 网络演进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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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智，陈  霞，石文华，王  琦，杨学成，齐一飞， 

沈  骏，张念照，姚  菲，柳  青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项目取得以下成果： 

1.该研究介绍了国外典型运营商的 3G 和 4G 网络发展的演进情况，总结出各国发展 LTE

的各种原因，介绍了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3G 运营的现状和 TD-LTE 技术试验、规模试验和

扩大规模试验的情况，介绍了全球和我国 LTE 系统及 LTE FDD 与 TD-LTE 多模终端发展的

现状。 

2.梳理了从第一代移动通信（1G）到第四代移动通信（4G）各类通信制式之间的继承

关系；对 2G/3G/4G 的速度、成本和频谱利用率进行了比较，从而显示了 LTE 的巨大优势；

分析了三大运营商各自在 3G 阶段的优势与劣势，和在 4G 阶段将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从

各运营商的成本和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已有频率、2G/3G 制式、国际漫游、现有用户数、现有

基站数、现有固定宽带网络、多模终端及其产业链等各种因素，对于运营 LTE FDD 或 TD-LTE

的各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大运营商，在各自选择不同的 LTE 制式后，可能发生

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选择发展 4G 时机的各类因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建议三大运营商积极做好 4G 的准备，正确选择 LTE 的主要支撑

网络，恰当把握 2G/3G/4G 的演进与用户迁移的节奏，在 TD-LTE 发展初期，降低对双模手

机的要求，区别对待手机语音与数据业务的代际自动切换问题，统筹考虑高、低频率和大、

小蜂窝的运用，综合设计 4G 网络；为国资委提供了在考虑三大运营商向 4G 均衡演进过程

中应该统筹考虑的各项因素及其作用；向国家提出了 4G 牌照的发放时机、具体组合、频率

配置和支持政策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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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研究（B）     

——国内互联网治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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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守廉，陈  霞，张  翼，苏  静，吕  亮，郭龙飞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一般纵向项目。 

该研究在分析互联网面临的挑战及我国互联网治理现状基础上，从法律、管理、技术、

经济、伦理五个层面深入挖掘面临挑战的机理，并提出互联网治理应对策略。 

该研究的核心观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通过对“互联网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双管齐下的治理，才能够更有效地治理互联网。 

2.互联网治理的主导思想应倡导“以疏为主，以堵为辅”。 

3.政府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强与民众沟通并接受民众舆论监督，可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民

主改革。 

4.建立在民众中有影响力的互联网舆论平台，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引导舆情，提高媒体公

信力和政府公信力。 

5.加强“社会伦理”和“网络伦理”的建设，可从根源上应对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挑战。 

6.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价值观的传承有助于“社会伦理”和“网络伦理”的提升。 

7.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的技术优势，应是网络法的价值所在。 

8.成立一个最高监管协调机构，结合“依法监管”和“疏导治理”观念，建立一套有效的监

管体制。 

该研究建议通过“五个系统”的合力建设，应对互联网挑战： 

1.治理时间系统：互联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分别制订短

期、中期、长期治理策略，滚动调整，常抓不懈。 

2.治理空间系统：互联网作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已形成

统一整体。因此，应把互联网治理问题放到社会治理大系统中加以考虑，而不是割裂开来。 

3.治理内容系统：应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国际六个维度进行综合治理。

其中、网络的无边界特点与法律的属地化性质相互矛盾，相应的对策应作为重点专题加以研

究，以减少国际摩擦与纷争对我方利益和形象的损害。 

4.治理主体系统：互联网治理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政府主导，行业

协同、企业带头和个人自律。各主体的行为准则是依法上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

法规建设。 

5.治理方法系统：封堵和疏导“两手抓、两手硬”。法律、审查等刚性方法与引导、教育

等柔性方法并用。倡导高尚的网络伦理和文明上网行为。通过让实名制网民享受更多网络权

益等手段，建立有约束力的网络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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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手机软件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孟祥武 

项目组成员：孟祥武，张玉洁，刘晓鸿，杨剑青，杨丝喻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30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一般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包括： 

1.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研究、应用，构建新型手机软件平台，实现软件的跨平台特性。 

2.完成以移动引擎为主的面向通信协议的支撑组件，屏蔽通信协议的差异，提供统一的

API 接口，实现 Mobile Internet 移动互联网访问技术，实现多个面向数据业务的互联网支撑

组件。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研究了国产智能手机软件平台技术。 

2.完成了基于 HMAP 的应用软件研发工作。 

3.完成了第三方软件移植中的技术支持。 

4.基于 Mobile Internet 技术，适配和测试了互联网站点。 

 

 

3G 数字音乐开发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汉铭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贺  雪 

北邮项目组负责人：邓  芳 

北邮项目组成员：邓  芳，刘  辰，杨正球，修佳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11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一般项目。 

3G 数字音乐是 3G 数据业务的核心内容，能否为 3G 用户提供流畅、高质量的 3G 数字

音乐，对于 3G 网络音乐增值业务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项目的研究目标为研究支

撑 3G 数字音乐业务的媒体融合应用服务器引擎的框架结构，为 3G 数字音乐业务的开展奠

定理论和技术的基础。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在对 3G 数字音乐支撑技术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媒体融合应用服务器引擎的系统

建设需求，设计 3G 数字音乐媒体融合应用服务器引擎的框架结构。 

2.论证框架结构的合理性：研究系统服务提供模式，系统与其他相关系统的接口模式，

并按照框架设计的结果，对原型系统进行了开发实现。 

3.为了更加清晰地体现网络数据服务情况，系统还设计了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对用户数

据和业务数据进行分析，以图形化的方式为运营商呈现业务分析结果。 

该系统主要采用了 J2EE、SIP、WebService 等技术，完成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过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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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研究成果为 3G 数字音乐业务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 

 

 

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 2011-2012 年度用户满意度

测评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闫  强  

项目组成员：闫  强，温向明，郑  伟，孙婷婷，邵  帅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北京市政务网络管理中心项目（项目编号：BjNAC-25-2011）。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结合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原服务质量评估体系进行了调整、

优化，对考核标准进行局部修订。 

2.无线政务网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采用电子版的形式进行发放，其中终端用户满意度测

评问卷共回收 812 份，管理单位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共回收 30 份。经过筛选，终端用户满

意度测评问卷中有效问卷为 679 份，管理单位用户满意度测评问卷中有效问卷为 26 份。 

3.通过数据分析，北京市 800 兆无线政务网用户满意度测评得分为 80.73，通信服务质

量测评得分为 94.7。 

 

 

全市电子政务项目意向库管理办法及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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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强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24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信息化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北京市电子政务项目意向库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是为加强对电子政务项目统

筹管理、提高电子政务项目投资效益和应用绩效，推动电子政务集约化发展而制定，其中明

确了北京市电子政务项目意向库管理办法的重要意义，准确定义了该办法中电子政务项目和

项目单位的范围和内容；并严格按照项目操作规范，阐述了电子政务项目各环节、流程、工

作内容和对应职责部门。 

2.《项目意向书模版》：由各项目单位提交，各单位新业务发展需求或已有业务拓展产

生的新需求，形成新建项目意向或已有系统升级改造（功能扩展）的意向，在做好前期工作

的基础上，论证并确定需要新建或升级改造项目的名称、内容范围、目标方向、资金规模和

大致的启动时间，形成项目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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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议书模版》、《项目升级改造申报书模版》：项目单位提交的项目意向书通过

审核后进入项目意向库，对于进入项目意向库的项目，项目单位应专门组织进一步细化需求、

清晰目标和考核指标、充实技术方案，形成项目建议书或升级改造申报书，报送市信息办进

行前置性审查。 

4.《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模版》：对于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重大新建项目或项目建议

书批复要求进一步做可行性研究的新建项目，项目单位应该根据项目建议书审查和批复意

见，在修改完善项目建议书的基础上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送市发改委。 

 

 

 

量子隐蔽通信协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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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奖，王明明，宿  愿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研究了 QSS 协议的分析与设计，利用三粒子 GHZ 纠缠态为信道，提出了一个三方

QSS 协议；分析了刘等人的协议不能抵抗合谋攻击，同时也分析了刘等人的改进协议依然

是不安全的，不诚实的参与方和外部攻击者可以得到一半或全部的秘密消息；给出了一个改

进的安全的多方 QSS 协议。 

2.研究了量子安全私有比较(QPC)协议。基于四粒子簇态的 QPC 协议，给出了量子通信

中合理而有意义的半诚实 TP 模型；研究了一个基于单光子的高效 QPC 协议，给出了一类

基于联合相位阻尼噪声信道的 QPC 协议；分析了一个封闭的量子投标协议，任一不诚实的

投标人都可以以很高的概率获得其他投标人的报价。 

3.设计并分析了四个量子签名(QS)协议。提出一个带仲裁的 QS 协议，用于经典信息的

签名。该协议保留了原始的基于量子纠缠的 QS 协议的优点，并能提供更好的传输效率和执

行复杂度；以三粒子 GHZ 纠缠态为信道，提出了一个高效的量子盲签名（QBS）协议；基

于两个态向量形式和考虑不诚实第三方分别分析并改进了一些 QBS 协议。 

4.研究了 RSP 协议。以 Brown 态作为信道提出了任意 2 粒子态和任意 3 粒子态的控制

型 RSP 协议；设计了两个经由不同纠缠资源作为量子信道的远程制备四粒子(六粒子)纠缠簇

类态的方案；研究了如何让多个发送方联合制备一些量子态给多个远距离接收方的 RSP 协

议；基于经典的 Hurwitz 定理，提出了一个忠诚的确定性 RSP 协议的理论框架，并给出了

一些具有不同特性的 RSP 方案；使用六粒子簇态作为共享的量子资源，提出了一个新的二

粒子确定性 RSP 协议，并利用 POVM 测量代替投影测量将其拓展到非最大纠缠信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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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隐藏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钮心忻  

项目组成员：钮心忻，张  茹，刘建毅，曹晨磊，李  慧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19 日 

 

该项目为信息安全与保密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2008006）。 

该项目以信息对抗为需求背景，主要研究目标有： 

1.信息隐藏技术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信息隐藏信息论与信息隐藏通信模型。 

2.研究安全性和评价信息隐藏算法性能的方法。 

3.研究信息隐藏算法设计理论和通用分析方法。 

具体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了一种信息隐藏数学模型约束，对透明性具体攻击的数学描述、信道同步问题研

究、度量和评测进行了研究。 

2.利用格理论分析了一类特殊的信息隐藏模型的容量，该模型的载体服从高斯分布，攻

击信道是简单的加性攻击，信息提取者不知道载体的信息。 

3.信息隐藏安全性研究。从评价因特网隐蔽通信的防检测、防容量估计、防去除和防利

用四项环节来制定了安全策略、划分安全级别，设计安全评估方案。 

4.抽象算法模型研究。研究了基于对称和基于非对称技术的多种隐藏方法；从信息论角

度出发，用熵和互信息原理分析替换、匹配和块替换等隐藏方法对载体熵值的影响，构建各

类隐藏算法的信息论和概率统计特征函数。 

5.智能化通用盲检测方法研究。对所建立的检测特征集应用方差分析、SFS（Sequential 

Floating Search）算法等方法，对检测特征集进行优化，研发了智能化检测目标分类器。 

 

全网环境下的安全防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义先  

项目组成员：杨义先，张  茹，刘建毅，曹晨磊，李  慧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0 日 

 

该项目为信息安全与保密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FHT200802）。  

该项目研究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防御、蠕虫攻击的防御、安全路由的攻击与防御技

术、网络认证与授权技术的攻击与防御以及多方安全计算在网络安全与防御技术上的研究。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在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防御上，分析了现有 DDoS 防御方案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有

效的网络级统一安全防御方案，并研究了可靠的网络级安全防御平台和安全管理中心设计方

案，解决电信级 IP 承载网的安全问题。  

2.在蠕虫攻击的防御上，针对通用蠕虫的特征检测方法，首先研了究蠕虫存在时的网络

特征，提取共有的行为特证，然后分析现有检测方法的优点和不足，最后对得出的检测方法

进行分析验证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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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安全路由的攻击与防御技术上，针对对等网络的安全路由进行研究，特别对 Mesh

网的安全路由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安全路由的攻击与防御方案。  

4.在网络认证与授权技术的攻击与防御上，研究了 ECC、IBC（身份密码）、门限机制、

信任模型等相关方向，分析、设计相关的认证、授权和密钥管理协议。  

5.在多方安全计算在网络安全与防御技术上的研究方面，研究了多方安全计算技术在电

子商务中、电子选票、电子选举上的应用，解决现在电子商务存在的漏洞以及不高效的问题。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与话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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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欢，杨军彦，米薛帅，常  榕，胡  欣，袁文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9 日 

 

该项目为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支持项目（项目编号：BJSZ2012ZC26）。  

该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在网络时代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创新，推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更加有序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该项目将

在认真研读相关资料和必要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话语

困境，并对网络时代话语困境的根源进行探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创新的具体举措，丰富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 

该项目主要研究的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表征及其根源，网络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内容及创新路径。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概况是： 

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状况方面：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主要是在“大一”和“大二”阶段开设； 

（2）大一大二阶段学生党员数量不多； 

（3）网络时代大学生对开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整体评价基本良好； 

（4）网络时代大学生对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缺少内部主动因素； 

（5）当前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评价不高； 

（6）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与学生课下沟通交流较少。 

2.在困境表征方面： 

（1）当前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单一，缺乏情感语言，与学生的实际认知有

差距，课堂缺乏吸引力； 

（2）当前一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不善于联系实际，话语内容多为

直接转述教材语言； 

（3）当前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递缺乏交互性，仍然以灌输作为主要方式； 

（4）网络空间的现实延伸，冲击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库。 

3.在话语困境根源方面： 

（1）网络时代交往方式的复杂化与虚拟化、西方话语霸权的渗透、现代性变革是网络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的重要因素； 

（2）一些高校教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认识偏颇； 

（3）功能主义思想的肆虐； 

（4）教育方式方法的守旧与个体信息能力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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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结构化金融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秀娟  

项目组成员：赵秀娟，张  文，李米隆，饶悦谦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1 日 

 

该项目为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的开放项目（项目编号：K2010006）。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基于 Copula 思想对多金融资产的结构化理财产品的风险评价和度量方法进行研究，

建立合理的 Copula 模型准确描述了各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关性结构，并进行相应的 VaR 推导

和研究，提出新的风险评价指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特定政策条件下结构化金融衍生品

的风险评价问题。随着中国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不断拓宽，投资品种越来越多样化，尤

其是在不久的将来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的加入，以及海外证券投资业务的开展，将使得中

国结构化金融理财产品评价和风险管理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2.鉴于边缘风险建模的理论和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两金融资产的相关结构研究也积累了

一些成果，该项目提出了结构化金融理财产品的风险评价指标，深入研究了金融市场和资产

间的相关结构,充分考虑了现实金融市场中金融资产收益率联合分布中存在的两种非对称现

象，以及各类金融资产各自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期限特征和实际分布规律，在若干实证分

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符合我国理财产品投资特点和实证规律的 Copula 模型，并进一步对该联

合分布下的 VaR 进行推导和研究，为投资渠道拓宽后的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支

持和科学工具。  

3.在新的风险评价指标下，考虑了结构化金融理财金管理者有限理性、羊群倾向等心理、

行为特征，结合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组合理论提出了新的投资组合管理模型，以指

导基金管理者的投资决策。 

4.利用理财品金融资产间非线性相关结构创新现代投资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市场中多

资产的投资组合问题进行了风险分析，并给出了不同置信水平下的最小 VaR 值及其对应的

最优组合权重系数；根据所构建的联合分布函数研究了度量收益率的实际分布和相关性对资

产组合选择的影响。 

 

 

粒子群优化混合算法研究与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新超  

项目组成员：赵新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30 日 

 

该项目为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2011 年开放项目（项目编号：

KFKT2011B22）。 

该项目针对 web 服务的选择与组合问题，提出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求解方法: 

1.提出一种待选服务局部性能指标与总体方案全局性能平衡的数学方法，然后基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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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策略、全局最优方案扰动策略等具体算法设计思路，最终提出一种混合的粒子群算法求

解方案，该结果发表于 SCI 期刊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提出一种负选择的免疫优化算法，这是负选择免疫优化首次被引入服务选择问题的研

究之中，该结果即将发表于 SCI 期刊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为研究无约束优化问题求解，利用不同的差分产新策略设计一种多策略混合的差分变异

策略来平衡群体优化算法的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性能，该项目得

到了以下成果： 

1.针对算法的特点算法融合了模拟退火策略和克隆免疫策略，在不同维度上的搜索步长

依赖于算法获取的启发式信息，该结果已经被 SCI 期刊 Computers and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接收。 

2.提出了基于多 Agent 系统协作的群体优化算法，定义了 Agent 之间的竞争和协作规则

以及 Agent 的自增强策略，该结果发表于 EI 期刊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3.针对多目标优化问题，该项目提出一种对位学习的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在群体初

始化和进化过程中加入对位学习的策略，与 NSGA-II 的对比验证对位 MOPSO 的有效性，

该结果发表于 EI 期刊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4.其他的几种研究结果为：约束优化求解的随机排序选择方法研究，无约束优化的免疫

差分方法研究，主成分分析和一维搜索的粒子群优化算法等。 

 

 

 

 

片上众核处理器的低功耗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建明 

项目组成员：黄建明，韩  可，陈  哲，肖荣荣，张勇慧, 张克满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4 日 

 

该项目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项目编号：ICT-ARCH201007）。 

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有: 

1.针对众核处理器功耗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包括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并对典型算法

的能量效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建立了功耗评估模型。 

2.在多核功耗建模的基础上,对众核互连部件如交叉开关（crossbar）、路由器（router）、

缓冲器（buffer）等都需要进行单独的功耗建模。 

3.最后提出了新型的功耗管理方式，通过变频变压的控制方式对单个处理器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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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秦素娟  

项目组成员：秦素娟，贾恒越，苏  琦，宋婷婷，刘  斌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4 日 

 

该项目为中科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项目编号：K2011010）。  

该项目从密码学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了量子保密通信协议的安全性分析。该项目充分

利用信息论、密码学、矩阵理论、纠错码理论等工具对量子密码协议分析做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特别是量子秘密共享和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安全性分析和攻击。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利用纠缠交换原理攻击了基于联合检测量子秘密共享协议。 

2.利用该攻击不诚实代理者可以独自获取全部信息。 

3.利用纠缠附加粒子攻击，发现一篇可控 QSDC 协议中控制者者可以获得发送的秘密信

息。 

4.分析量子保密比较协议，发现半诚实的第三方可以获得参与双方的部分秘密信息，并

对此给出了改进协议。 

5.研究协议设计，利用单粒子和联合检测策略设计了量子保密比较协议、量子百万富翁

协议和两个量子水印协议。 

 

物联网知识校园行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冯甦中  

项目组成员：冯甦中，王  楠，赵国安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海淀区科委科普项目（项目编号：10kp02012）。 

该活动面向海淀区所属中学的学生、教师、学生家长及相关知识的爱好者。计算机仿真

技术研究室作为该项目团队，选择了北京市八一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中学，在

两所学校完成了一系列的物联网知识宣传活动，围绕物联网的基本知识、发展现状、典型应

用等多方面科普内容，利用网络兴趣小组、校园海报、广播等多种宣传形式开展物联网知识

宣传，并结合八一中学第十一届科技节、北师大第三附中科技节开展以“物联网知识校园行”

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达到了预期项目目标。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此次活动设计充分结合网络媒体及校园传统媒体。通过在网络上

建立“物联网知识校园行”的兴趣小组，对此知识感兴趣的同学及教师都可以加入，学习知识

参与讨论；同时配合在学校宣传班张贴宣传海报，主要是使没有时间上网查资料的同学也可

以比价系统的了解物联网知识，利用学校教学楼前的电子显示屏播放物联网的宣传短片。同

时，“物联网知识校园行”活动作为八一中学今年十月份举办第十一届科技节，北师大第三附

属中学在十一月份举办的科技节活动的重要部分，举办了“物联网知识竞赛”进一步普及物联

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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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知识科普基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冯甦中  

项目组成员：冯甦中，赵国安，王  楠，董跃武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28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海淀区科委科普项目（项目编号：10kp03003）。 

为适应主要参观群体，该项目组在设计和研发时运用了认知心理学、教学设计、互动设

计等理论，使本展示项目具有更多适合中学生层面的兴趣和爱好。整个展区分布在北京市八

一中学科技楼一层，展示内容依托于三面建筑墙体，由三部分组成：通信基础知识展区、移

动通信知识展区以及未来社会展区，实现了设计时提出的“制作成具有浓厚的知识性、趣味

性和参与性的数字科普展厅，展厅的内容可复制、可移动性强”的目标。  

展示项目运用动画制作通信信息知识和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手机组装，实现了基于三

维动画技术制作的移动通信的技术名词和接续过程，将通信信息知识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参观

者。参观者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收看动画获得信息与通信的发展历史、通信基础知识、移动

通信的知识以及对未来信息社会的展望，具有很高的知识性和观赏性。同时用现代媒体技术

来展示难懂的专业知识吸引中学生在参观中学习知识，制作难度很高。  

 

 

首届两岸和平论坛视觉识别系统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项目合作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盛  卿  

项目组成员：盛  卿，李昊天，许  腾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1 日  

 

该项目为北京市一般人文社科项目。 

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鼓励支持下，海峡两岸 14 家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于今年在

上海共同举办首届两岸和平论坛，论坛主题为“两岸和平，共同发展”。该项目组应中共中央

台湾工作办公室研究局委托进行首届两岸和平论坛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认真学习两岸关系的基本含义，提出了符合两岸关系特征的视觉表达要求。大陆和台

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主权的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所以，两岸关

系呈现出显著的复杂又简单的特征，而这种特征要求图形表达既有简单明了的效果，又必须

包含深远厚重的意蕴。 

2.认真领会有关两岸关系的最新纲领性精神，整体分析了论坛举办的实际形势，归纳了

两岸和平论坛标识的视觉表达特点。“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大陆将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秉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牢牢把握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推动两岸关系有序、稳定、良性的发展。秉承“十二五”规划纲要

精神，考虑会议在上海召开，台方做客、我方为主的具体情况，标识设计必须充分体现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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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度，充分顾及台方的感受，落实到图形表达就是明言“两制”，内蕴“统一”。 

3.准确地用图形语言诠释了“两岸和平，共同发展”的论坛主题，并有效地将主题形象运

用于论坛会场实际展示设计之中。该项目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两岸和平的根基是共同的中华

文化，因此选择以传统文化元素为设计突破口。经过多次头脑风暴、设计实验，该项目组选

定了篆体汉字“和”进行分解重构得出主标识。该标识寓意两岸携手、共创和平，中心部分可

以看作是一个“口”字，寓意“同声同气”，也可以看作一个“互”字，寓意“互信”、“互助”、“互

惠”。主标识之外，该项目组还进行了主席台背景板、参会证、参会手册、会议论文集、论

坛纸品、会场指示系统等展示设计工作，为两岸和平论坛的顺利召开贡献了一份力量。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裴晓军  

项目组成员：裴晓军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22）。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作为科学共产主义重要纲领性文献之一，成稿至今已经 137

年了，该项目正是以最新的版本为依托展开相关研究工作。  

该研究的成果为编著，全书分为历史考证、中外研究、当代解读、原著选编和附录五个

部分。五部分一改传统研究读本的编写体例，增加了《哥达纲领批判》传播史的研究以及相

关研究文献选编等内容。不仅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陈述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给予客观评价，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我

国的实践做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  

该书的拓展研究包括： 

1.沿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划分以及过渡期

的安排，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打破了长期以往固守的五

阶段学说，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前提下，更多地探讨了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过程的复

杂性与多样性，更加符合历史与现实。 

2.摒弃了传统上对《哥达纲领批判》研究的重点放在分配领域，而用更多地笔墨从所有

制关系来分析现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相关制度安排。 

这些研究成果为广大从事马列经典研究的学者专家提供参考；同时该项研究成果对与我

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也提供了相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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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网络的流量控制与优化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洪波 

项目组成员：王洪波，程时端，张  鹏，李阳阳，董健康，杨华卫，杨  贺， 

赵  靖，岳  婷，邬贺铨，陈山枝，王亚宏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项目为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 

该项目针对数据中心网络的流量控制与优化、虚拟机放置优化及迁移、数据中心原型建

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  

1.拥塞控制和多路径路由相结合的流量控制和优化算法 

在深入分析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数据中心网络 TCP-RED 稳定性，并提出了基于

博弈论非合作博弈模型的数据中心网络带宽分配方法；针对数据中心网络的扩展性问题，基

于最小割理论，提出了最小割多路径（MCMP）路由算法；研究了拥塞控制和基于分组的多

路径路由相结合的流量控制算法，并分析了新算法对数据中心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的综合优

化效果。 

2.基于调整虚拟服务器位置的流量控制和优化算法 

在深入研究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及数据中心网络体系架构的基础上，提出了虚拟机全系统

实时迁移方法以及基于虚拟机的多种资源（CPU、内存、磁盘、网络带宽）综合约束的虚拟

机放置方法。 

3.数据中心原型及其网络流量特性测量研究 

自建了数据中心原型，并根据数据中心网络的固有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测量方法，

对原型数据中心的原始流量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数据中心内在线视频

及搜索业务的可靠性和扩展性。 

 

 

增强现实装配系统中虚实对象感知机制与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汉旭 

项目组成员：孙汉旭，宋荆洲，程  涛，张金玲，刘亚辉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项目为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如下： 

1.提出了一种基于直接线性变换法的实时高精度注册标定算法，用于为操作人员提供实

时可靠的视觉融合注册信息。 

2.提出了一种基于双目立体匹配的虚实遮挡检测算法，该算法利用空间点的投影位置与

其遮挡关系之间的联系判断虚实点间的深度关系，避免了深度重构计算，有效地提高了遮挡

检测的效率。 

3.提出了一种基于相机标定和相位相关法相结合的图像配准拼接算法，利用相机标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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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傅立叶变换的平移特性实现了一定场景深度范围的多路视频流间实时高精度无缝拼接，

从而增大视觉跟踪注册方法的跟踪范围，并提高增强视频场景的分辨率。 

4.针对增强现实装配中虚实对象碰撞的多相机视觉检测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影共面

点的多摄像机标定算法，该标定算法能降低计算量，标定精度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5.提出了一种基于 CPN 的装配过程建模方法，增加了基于场景图结构的增强现实装配

环境对用户操作意图的感知能力。 

6.构搭建了一个增强现实装配原型系统平台，并在增强现实环境下实现了虚拟零件之间

的装配、以及虚拟零件和真实零件之间的装配定位等初步功能。 

该项目研究成果将为增强现实辅助产品设计技术的应用提供技术基础。 

 

 

 

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人机交互技术知识产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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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霞，王朝炜，崔高峰，杨  露，邹  珣，唐明环， 

陈鼎奇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随着移动通信系统和移动终端的发展，移动用户通过移动终端获取更多服务的需求大幅

增加，同时用户对人机交互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移动通信系统由原来的只提供话音业务

发展到现在的视频、网页、即时通信等各种业务，移动终端也由原来的按键形式发展成为现

在以触屏为主导的形式，操作方法更加复杂多变。移动终端不再是简单的通信工具，它的功

能已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加综合和强大。  

移动用户对移动终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同时也更加注重移动终端的智能化、人性化、

体验的真实性、服务的多样性等。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现如今的移动终端内置了多种传感器、

提供了多样的个性服务，用户信息在移动终端的承载量越来越大，移动终端中的信息安全性

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该项目着眼于移动终端人机交互技术的创新及移动终端信息的安全性，经各方面调研、

讨论及与合作方交流，最终完成三项专利的申请： 

1.移动终端及其操作处理方法。 

2.一种基于柔性屏幕的终端设备控制方法。 

3.对智能终端中的信息进行保护的方法及智能终端、切换页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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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Imag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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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伯金，赵衍运，易  军，梁孟醒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近年来人脸跟踪与识别已发展成为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随着智

能监控、人机交互、视频会议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要求能够在复杂背景下实时地进行全

自动人脸识别，这也就要求人脸检测和识别技术能够克服多姿态、复杂环境等技术难题，实

现不可控环境下的人脸识别。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针对姿态估计问题，提出了一种结合 Lasso 模型和鲁棒主成分分析法的凸正则稀疏回

归算法。 

2.针对人脸识别算法，提出了一种正则的半监督流形学习算法，能够构建反映数据本质

的低维流形结构，取得了较好的识别效果。 

 

 

可配置 MiMO 天线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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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天宇，余  洋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设计一款能够应用于工业生产线上的双极化双向天线。 

该项目的具体要求为： 

设计天线可以覆盖 2.4GHz 的 WLAN 频段，具有双极化特性，双向辐射方向图，且双

向的最大增益大于 10dBi。基于项目要求，项目组设计了一款新型双向双极化偶极子天线，

该款天线结构简单，且同时可以实现较好的双极化和双向辐射特性。加工后的测试结果表明

该天线可以完全覆盖 2.4GHz 附近的 WLAN 频段，且有较好的双向辐射特性，完全满足西

门子的工业化要求，该天线得到了加工测试。  

双极化天线由于可以应用于 MIMO 等多信道通信系统中，并显著提高数据的传输速率，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基站等无线通信设备中。双向天线由于其对称的双向辐射特性，因此特别

适合应用于道路、走廊等直线信号覆盖情况下。在目前研发和应用的双极化天线中，多数为

全向辐射或单向辐射天线；而双向天线大多只能实现单一极化方式。该项目研发的双极化双

向天线结构简易，并可以同时实现双极化和双向辐射特性。 

在该项目中，设计的天线由正交偶极子和层叠引向器两部分构成： 

1.正交偶极子由两对相互垂直的偶极子构成，其结构简单，隔离度高，并可以较好的实

现双极化辐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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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叠引向器由四片印制于介质板上的金属片组成，该引向器对称分布于正交偶极子两

侧，可以显著影响天线的辐射方向。  

该天线设计的成果如下： 

1.双向双极化天线结构简易，尺寸较小，可以同时实现双极化和双向特性，并实现了加

工与测试。 

2.测试结果显示：天线的带宽（S11<-10dB）为 130MHz（2.37-2.5GHz），可以完全覆盖

2.4GHz 的 WLAN 频段范围。 

3.天线实现了对称的辐射方向图，并且最大增益值为 9.8dBi。 

4.设计天线测试性能良好，天线可以同时实现双极化、双向特性。 

 

 

MM 推荐中的大数据应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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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秦素娟，金正平，李文敏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重点研究 MM 推荐大数据应用核心算法应用组件，研究内容具体如下： 

1.基于隐语义的推荐算法：算法基于协同过滤推荐的思想，综合基于内容推荐的技术特

性，设计了云计算平台上运行的混合推荐算法。 

2.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的推荐算法：算法采用主流的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的推荐思想，设计

了云计算平台上运行的推荐算法。 

3.基于隐语义的推荐算法：算法采用主流的基于隐语义推荐的思想，利用矩阵分解的方

式，设计了云计算平台上运行的推荐算法。 

4.原型设计：原型采用了分布式、并行计算的模式实现；采用 NOSQL 数据库或者分布

式文件系统作为中间计算结果的存储平台。原型具备高效、易扩展性、高可靠性和可达性，

能够处理海量大数据信息，能够满足推荐系统性能。 

 

 

楼宇安全监控平台之告警管理和配置管理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金正平  

项目组成员：金正平，温巧燕，张  华，高  飞，秦素娟，李文敏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重点研究基于统一平台的楼宇安全监控系统之告警管理和配置管理核心应用组

件，研究内容如下： 

1.智能楼宇配置管理：配置管理系统对配置被管理设备的基本信息、设备厂商、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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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维护信息等相关信息存储在统一的数据库中，通过更先进的资产管理和自动化流

程，建立跨系统的数据管理关联，从而最终推动跨越功能的业务整合。 

2.集中告警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根据设备类型及预设的告警点，根据告警类型、业务范

畴、地域等因素进行告警处理。平台系统可以预设告警分类及级别，例如：一般信息、警告、

故障、致命错误等；并且根据不同信息类型给与管理员不同的警示显示，管理员也可根据业

务实际需要对警示信息定义告警动作。 

3.原型设计：对上述功能进行原型设计，并进行测试。 

 

 

 

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Key Techniques for 

3GPP LTE-Advanced（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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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娜， 

付  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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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砾琦，王  萌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31 日  

 

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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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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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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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部客户满意度驱动的信息化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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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艳，张爱华，张  晨，邵  帅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结合当前满意度测评研究的相关理论和信息化部门的实际状况，该项目形成了适应于

MSS 系统内部客户的满意度分层评价体系。该体系的构建为企业内部客户信息化满意度测

量提供了量表，可方便企业了解内部客户对当前信息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在该体系的指导下，

该项目通过专家打分和问卷调查，获得企业内部的信息化满意度情况，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

模糊综合评判法得到湖南移动内部客户满意度各指标的满意度分值、总评分值及评分等级。

这一评价结果使得企业对内部客户对于信息化服务水平的满意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同

时，评价结果指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关键所在，为挖掘影响客户满意度的因素并得出湖南

移动信息化系统与服务管理的优化重点提供了依据，为湖南移动企业内部信息化系统与服务

管理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 IT 应用之基于 IT 手段的楼宇能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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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并开发基于 IT 技术的楼宇自动控制系统节能模型，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完成了典型楼宇自动系统能源需求分析：研究了典型的楼宇控制系统能源需求和现

状，分析各自动控制系统关联性，并调研典型场景和目标用户企业架构。 

2.完成了基于 IT 手段的楼宇自动系统数据采集： 

（1）楼控业务系统中主要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状态、参数和报警信息，如冷机参数、

风机参数，楼宇环境的物理参数等的实时查看和记录； 

（2）门禁系统管理的各个控制器状态，门的开关状态，门禁刷卡信息等的实时监测； 

（3）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图像； 

（4）来自安防报警系统的报警信号实时获取； 

（5）来自消防报警系统的报警信号实时获取； 

（6）设备实时运行数据，例如温度，电量，湿度，电压等。 

3.研制了节能模型原型： 

（1）能耗分项：对各级能耗组成进行划分和归类，为实时能耗监控与能耗数据统计分

析提供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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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浏览：提供用户不同粒度的能耗组成查看功能，用户可以查看能耗的概括，

也可以选择更细的粒度查看各部分能耗具体组成； 

（3）能耗追踪：系统会根据模型的相关配置参数来判断模型中各项能耗是否存在不合

理情况，并标识出不合理能耗分项的路径，提供用户自顶向下追踪不合理能耗分项的功能。 

 

 

工业病毒行为分析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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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和开发基于行为和模型化的工业反病毒和恶意代码技术，项目的主要研究内

容如下： 

1.工业病毒技术分析。调研和研究常见的病毒分析与检测技术，完成了 50 种针对工业

环境或移动网络环境的病毒的特征分析与研究，调研常见的病毒的恶意 URL、主控站点等。       

2.工业病毒行为分析和建模。对关键病毒给出了分析结果和检测方法，对常见病毒传播

行为、攻击行为与主控行为进行了建模。 

3.原型设计。设计了 10 多种工业已知或未知病毒特征 checklist 和源代码，并支持和西

门子 anti-malware 平台接口，实现动态挂接。 

4.IDs。完成了三个创新 IDs 报告和原型。 

 

 

高效多点无线通信协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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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东，刘奕彤，屠方泽，卫  敏，巩  冰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在部署有多个节点的分布式无线网络，研究如何实现高效通信的问题，主要

研究成果如下： 

1.针对多点分布式无线网络，研究了基于集中式分配的网络时隙分配问题。假设每个节

点有一个数据包，网络中有一个信息汇集点，系统调度器有网络的全局信息。在此条件下，

针对任意拓扑结构和任意节点数，分析了集中式分配方法最小所需时隙数的上界和下界。 

2.针对多点分布式无线网络，利用着色原理，研究了集中式时隙分配问题。针对各节点

数据到达情况的不同（恒定速率规则到达、泊松随机到达）等情形，研究了不同调度方式下

的时隙数、数据时延、队列长度等性能。在对节点进行着色分组之后，通过仿真分析研究了

不同的调度方式在时隙总数、平均时延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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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多点分布式无线网络，研究了基于预约资源保留的分布式时隙分配方法。该方法

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中，所有节点通过信令预约时隙；在第二阶段，各节点按照预

约结果进行传输数据。通过仿真分析了不同的拓扑结构、网络负荷、预约规则对时隙数、数

据时延、节点队列长度等的关系。 

4.针对多点分布式无线网络，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的时隙分配方法。该方法考虑了两跳干

扰，将时隙资源排成 4×N 的矩阵，将用户分为四个复用组，同组节点预约自己的时隙，不

同组节点按时隙标号转发。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所需时隙数可以小于节点总数的 4 倍。 

 

 

Soft LTE and Ope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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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岳星，张俊龙，王任远，瞿  欢，王海波，信雪梅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关注基于软件无线电（SDR）技术的 LTE 系统原型机探索和开发。同时，

调研与软件定义网络（SDN）相关技术，并给出建议和结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需要对

LTE 高层协议（主要是 MAC 层）进行相应的开发，并与已有的物理层及硬件平台进行结合。

相关的接口必须是开放，并能够支持 SDR 以及 SDN 的概念。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如下： 

1.技术现况调研。 

2.LTE MAC 层协议的开发实现。 

3.开发网络的概念论证。 

4.Small Cell 相关技术的研究。 

 

 

手机病毒数据挖掘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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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艳华，李  劼，宋俊德，鄂海红，许  可，付  宇， 

崔文亮，王  旭，孟  德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研发手机病毒数据挖掘引擎，基于该引擎可以根据特征集对网络数据进行病

毒挖掘。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模块的功能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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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给定的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并且根据需求添加一些统计属性； 

（2）将实际数据映射到相应的整数值上。 

2.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模块的功能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建模功能：应用关联规则算法产生对应的关联规则； 

（2）更新功能：应用增量算法更新已产生的关联规则模型； 

（3）检测功能：根据关联规则模型对给定的数据进行判断。 

3.序列挖掘 

序列挖掘模块主要分为三个功能： 

（1）映射功能：根据序列挖掘需要，将数据进行映射； 

（2）建模功能：使用序列挖掘算法，对映射后的数据进行挖掘，得到闭频繁序列模式

集； 

（3）判断功能：使用闭频繁序列模式集，对给定的数据进行判断。 

4.聚类 

聚类模块的功能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建模功能、更新功能、检测功能。 

5.朴素贝叶斯模块 

朴素贝叶斯模块的功能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应用朴素贝叶斯建模、根据统计模型对数据

进行判断。 

 

 

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人机交互技术知识产权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  卓  

项目组成员：孙  卓，陈  达，马笑笑，吴  岸，孙建书，刘思爰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终端中应用的人机交互技术方向，进行开放性研究，在

课题完成后，输出并申请了三项国内/国际发明专利： 

1.一种终端设备及其应用程序的关联显示方法 

（1）终端设备启动对应于当前显示应用预设的关联应用； 

（2）从当前显示应用中获取输出关联信息，根据该信息内容确定所述关联应用的显示内

容，并与所述当前显示应用同时显示在屏幕上； 

（3）接收用户对所述当前显示应用/关联应用中输出关联信息的修改，根据修改后的输

出关联信息，更新所述关联应用/当前显示应用的显示内容。应用本申请，能够实现应用程

序间的关联显示和操作。 

2.一种终端设备及其应用程序的切换方法 

（1）终端设备接收激活切换界面的指令，弹出切换界面，并获取当前处于运行状态的所

有应用程序/指定应用程序的所有标签和/或预设时间内打开且当前已关闭的应用程序/指定

应用程序的标签，建立对应的循环队列； 

（2）将循环队列中的连续 N 个应用/标签对应的指示标识以半透明状态显示在弹出的切

换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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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端设备接收对切换界面上显示的任一指示标识的操作，并执行与该操作对应的切

换或关闭动作。 

应用该申请，能够高效地进行应用程序的切换。 

3.一种移动终端及其分组处理方法 

（1）当新增了一个数据信息时，自动地按照预设分组方法将该数据信息添加到对应分

组，其中数据信息包括：联系人、图书、图片、视频和音乐； 

（2）当感应到操作物对数据信息应用图标执行特定操作时，通过界面显示各个分组的

图标； 

（3）当感应到操作物对一个分组的图标执行特定操作时，通过界面显示该分组内的各

个数据信息的图标。 

应用该申请，当用户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系人、图片等数据信息时，移动终端会自动调用

预设的分组方法（或算法），自行地将该新的数据信息添加到对应的分组中，无需用户手动

创建分组并将新的联系人等数据信息手动地添加到对应分组中，可以极大地提高用户操作速

度。 

 

 

 

大陆移动基站绿色监控系统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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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智，陈  霞，张念照，李军伟，姚  菲，柳  青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松下电器公司在日本已经研发了整套的移动基站绿色监控系统，并在 NTT 公司获得了

大量应用。松下松下电器公司的移动基站绿色监控系统包括：电源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太阳能与风力发电控制系统、地质信息传感器网络、温湿度、尘埃传感器网络、蓄电池充放

电控制、燃料电池、空调通风控制系统，远程无线传输系统。中国电信运营商正在由以前的

单一注重语音业务，向现在的数据业务、云计算、物联网、3G、4G 等方面全面转型。在此

期间松下能否抓住时机，以更好的系统控制、电源、空调和节能相关产品切入市场，在绿色

节能领域一展身手，是摆在松下电器公司面前的一个挑战。 

该项目取得如下成果：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电信行业基站发展的现状和动向，了解在绿

色能源革命的新形势下，电信运营商对于基站监控、电源、空调和节能相关产品的实际需求，

调查在电信行业市场上现存基站监控、电源、空调和节能相关领域的竞争态势，分析在国内

电信市场上，适合松下移动基站绿色监控、电源、空调和节能相关系统发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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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ing of Solar Radiation via Semi- supervised 

Manifold Learning with L1-Graph Reg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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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晖，蔡东琪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由于云的分布变化对太阳辐照度的影响，对天空中云的分布进行预测是保证光伏电场稳

定利用太阳能发电的重要环节。同时，云图的准确预测对气象分析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利用气象学研究成果对图像进行预测计算复杂度高，需要高性能计算机支持，因此不适合用

于短时间内的云图预测。而结合计算机视觉知识对云图进行观测分析实时性高，近年来受到

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该项目基于 L1-图正则化半监督流形学习的方法对太阳辐射量进行预测

和分析，重点针对镜头的校正算法、云的检测、匹配、跟踪预测算法进行了研究和实现。该

项成果已经在合作单位应用。 

 

 

 

M2M 技术研究及验证方法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卫东 

项目组成员：王卫东，王朝炜，张丁宇，周礼颖，彭飞龙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该项目对当前 M2M（Machine to Machine）技术的发展现状、关键技术、相关标准及

在物联网中的应用进行了整体的调研及分析。 

2.针对移动 M2M 业务的优化技术进行了重点探讨。首先，通过对传感器网络和移动通

信的特性进行分析，调查并研究适合 M2M 业务流量建模方法，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优化方向

的预测及规划，并调研和分析了一些优化技术方案。另外，也对 3GPP 在 M2M 优化技术方

面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跟踪调研和相关分析。 

3.围绕 M2M 功能架构与安全问题，对相关标准化协会关于 M2M 系统的安全需求，如

机密性、完整性、身份认证以及授权批准等进行了调研。并对运营商提出的无线 M2M 通信

协议(Wireless M2M Protocol,简称 WMMP)的相关内容，如报文结构、通信方式、安全机制

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此协议，给出了对其进行一致性测试的平台基本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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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development for SDR based           

LTE FDD Up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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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炜，张丁宇，王  程，周礼颖，彭飞龙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任务是，基于软件无线电的技术，开发出符合 3GPP 规范的 LTE 物理层链路，

并在此基础上添加视频传输的应用，完成一个 LTE 的演示系统。该演示系统由两台 PC 机和

两个 OPRA（Orange Portable Radio）构成，可以实时地传输流媒体视频。 

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1.对开源代码 openair 进行调试及测试，将代码中的 bug 及不符合规范处进行修改主。 

2.设计并用软件实现物理随机接入信道。 

3.完成 eNodeB 与 UE 两端的收发处理流程，并完成模块测试，提交相关代码文档。 

4.完成在硬件平台上的实时测试。 

5.编写测试脚本文件对代码进行自动测试，并提交相关的测试结果及文档。 

6.对下行控制信道的代码进行调试和测试。 

7.完成最终的包含上行与下行链路的演示系统。 

该项目实现了一个符合 LTE 规范的演示系统。该项目对在通用处理器上实现通信协议

栈并使用软件无线电外设作为射频单元来搭建通信系统的可行性进行了有力的探索。 

 

 

IRC 技术与 RRM 算法对 LTE 系统共存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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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炜，王佩佩，王  程，宗  恺，李  祥，彭飞龙， 

周礼颖，张丁宇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IRC 属于接收分集技术，在接收天线数目大于 1 的条件下实现，利用一个权值矩阵对不

同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线性合并，抑制信道相关性导致的干扰，接收天线越多，其消除干

扰的能力越强。IRC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上行信号的接收质量，特别是对于“掉话率”、“指

派成功率”等指标的改善明显。 

从用户感知的角度来说，IRC 技术应用提升了上行质量，上行传输速率普遍得到提高，

特别是在进行大数据量上传时，用户体验感知明显得到改善。 

从运营商的角度来说，IRC 技术的应用可提升小区内平均数据的吞吐率，特别是对于小

区边缘的改善，同时由于 IRC 技术基于直视径，因此 IRC 比较适合干扰用户相对集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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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建筑物相对简单的室外场景，而不太适合室内分布的场景。 

RRM 为无线资源管理算法，采取不同的算法会对系统的性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干扰

共存系统中，则除了对自身性能的影响还会涉及到对其他系统的性能影响。 

 

 

频域非线性效应估计方法的验证和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乔耀军 

项目组成员：乔耀军，纪越峰，徐艳飞，王  哲，杨秋虹，李  明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光纤中的线性损伤，包括色散以及偏振模色散都能被接收端的数字信号处理部分进行有

效补偿，所以光纤非线性成为制约长距离传输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该项目研究的主题是基

于 Nyquist-WDM 系统平台的单信道与多信道系统下频域非线性效应估计方法的正确性与准

确性，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基于 QPSK 与 16QAM 调制格式搭建了基于偏振复用的 Nyquist 单信道系统仿真平台

并验证了系统的正确性。 

2.搭建并校验了Nyquist-WDM多信道系统仿真平台并研究了在 3种光通信系统参数（入

纤功率，色散系数，色散补偿率），3 种 Nyquist-WDM 设计参数（信号总带宽，信道间隔，

调制星座）下频域非线性效应估计方法的效果。为进一步理解非线性的作用机理，完善非线

性的理论估计模型奠定了基础。 

 

 

IPv6 过渡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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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钦，马  严，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针对 IPv6 过渡技术进行研究，同时搭建实验平台，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PCP 技术设计和实现。基于上期项目实现的工作进行进一步升级和测试，包括 PCP I-D

和更新；PCP-UPnP 功能升级。针对上述功能，提交代码设计文档。 

2.组播 DS-Lite 功能实现。针对 IETF 的标准提案，实现组播 DS-Lite 功能，同时在法电

已有的平台中进行部署，提交代码设计文档。 

3.VoIP 实现。针对如下功能进行实现：SDP ALTC 的属性；ALTC 用户案例；SIP 类型

属性。提交代码设计文档。 

4.测试和实验。设计测试例，对 IPv6 过渡技术进行验证，提交测试规范和报告，同时

更新法电的 IPv6 过渡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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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ue Optic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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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松，赵永利，韩佳巍，张  楷，滕  野，邓刘娇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短距离光通信技术是实现网络“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与骨干网络的设计思

路不同，短距离光传输系统主要应用于面向用户侧的接入网，成本是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

素，而光纤传输过程对信号性能的影响，以及光放大中继等问题不是分析的重点。该项目针

对短距离光通信的应用需求，提出了基于垂直腔激光器（VCSEL）和多模光纤的系统实现

方案。主要成果包括：提出了 VCSEL 静态和动态设计模型，可有效用于评测 VCSEL 光源

的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建立了短距离多模光纤传输数学模型，完成了性能仿真验证；最终

实现了 VCSEL 激光器和多模光纤系统的联合调试等。 

该项目开发了 VCSEL 激光器、多模光纤、PIN 接收机等 3 类软件功能模块，编写程序

代码 2 万余行，提交了 VCSEL 激光器设计、VCSEL 激光器测试、多模光纤设计、多模光

纤测试、PIN 接收机设计、PIN 接收机测试等 6 份技术报告，完成了功能测试与联合调试，

实现了所开发的软件模块嵌入到合作单位的设备仿真系统中，为企业相关产品市场化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Research on IOT Markets and Demands for IOT Tools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齐佳音 

项目组成员：齐佳音，傅湘玲，洪卫军，张栋凯，熊苗苗，李  丹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任务是对中国的 IOT 市场现状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网络资料搜集整理以及

对产业链代表企业的访谈，分析总结出中国 IOT 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最 IOT 在中国

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报告首先介绍了此次调研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确定了总体研究设计的

技术路线图。 

2.在确定总体技术路线以后，主要通过网络资料收集分析了当前我国智能手机应用和智

能家居 IOT 的现状，分别从我国智能手机应用和智能家居 IOT 的典型机型测试情况和目前

存在的问题方面入手，验证了我国智能手机应用和智能家居 IOT 的必要性。 

3.根据中国智能手机和智能家居产业链的构成，对产业链中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深入

的调研与访谈。 

4.提出了中国 IOT 发展方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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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系统性能研究和系统级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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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东，刘奕彤，聂文召，唐  雪，付有奇 

结题时间：2012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了 LTE 系统方面的性能和关键技术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根据 3GPP TR36.814 等技术规范和提案的场景假设，设计并实现 LTE-Advanced 中继

系统级仿真平台。 

2.对中继系统中 Backhaul 链路的资源分配和 Relay 数目对系统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并从用户信噪比（SINR）、系统吞吐量和边缘用户吞吐量三方面进行了仿真分析；为了降低

Relay 的干扰对系统的影响，提出了一种资源分配方案来协调中继的干扰，通过仿真验证了

该资源分配方案对系统性能的提升。 

3.针对链路级和系统级的仿真接口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判决域方法的 L2S 接口方法，

并仿真分析了该方法的性能。 

4.研究了非均匀 UE 分布情况下，蜂窝系统中上行及下行 SINR 的分布，建立了相应的

干扰分布模型。 

5.研究了 AAS 垂直扇区化的性能，根据 3GPP TR25.814、TR36.814 等技术规范和提案

设计实现了系统级仿真平台，通过仿真研究了容量和覆盖特性，并针对垂直扇区化系统提出

了一种相邻内外部小区资源调度方法。 

 

 

多天线传输中的自适应预编码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鸿文 

项目组成员：杨鸿文，李卫东，刘奕彤，段宝栋，刘成浴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在多天线系统中采用预编码技术可以改善多天线通信的可靠性，提高系统容量。该项目

研究自适应的预编码的方式。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针对多发一收的 MISO 系统，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的基于码本的预编码方案。该方案不

改变现有的码本设计和 PMI 反馈设计，而是利用 PMI 反馈来控制发送的波束成形向量。UE

跟前前一时隙的预编码向量和当前的信道向量推算移动方向，用 PMI 反馈来指示移动方向。

仿真表明，所提方法和传统方法相比可获得 1dB～2dB 的增益。 

2.针对采用了预编码的 MISO 系统研究了 LDPC 码的性能，通过仿真对 LDPC 译码后各

分段的差错关联性进行了统计观察。结果表明，各分段差错的相关性与信噪比和分段长度有

密切关系。这个特性对研究预编码 MISO 系统中的译码及 HARQ 设计有一定参考价值。 

    3.针对多天线多载波系统，提出了一种通过酉变换将发送数据进行预编码的方法。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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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后的数据流通过 OFDM 传输的方法。酉阵的各个正交列起到正交码分复用的作用，每个

RB 上的数据检测可实现无符号间干扰。在多小区环境中，不同小区之间的干扰经过酉阵变

换后可以达到干扰匀化的效果。 

 

Web Based Text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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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彩霞，韩  伟，刘静雯，穆  琼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针对大规模网络文本数据，构建了一套网页自动抓取、清洗、索引平台。实现了基于

视觉与文本上下文信息的通用网页清洗算法。在 Delicious、Sina、Yahoo！、byr 论坛等网站

上的测试表明，该清洗算法具有良好的鲁棒性、可移植性，参数易于根据不同的网站结构进

行灵活配置。 

2.针对大规模文本数据的组织管理，提出了一种基于支撑向量机的层次多分类算法。该

算法根据样本数据，通过聚类及逐步优化的方式修改类别层次结构，然后利用新的类别层次

树对文档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类，并且根据原类别层次树和新类别层次树之间的结点映射关

系，得到文档在原类别层次树中的类别。在 Newsgroup 及 RVC 上的实验表明，该算法的 F1

值达到 0.93。 

3.实现了面向网络文本的人名实体识别及属性抽取，进一步基于人名属性构建了人名歧

义消解系统。 

 

基于依存图模型的实时查询扩展算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袁彩霞 

项目组成员：袁彩霞，王小捷，邹佳奇，韩  伟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以 ehow 90 万个网页为数据样本，以依存文法为指导，构建了一个包含 8 万多对“动

词-修饰词-名词依存网络”，实现动词与名词的双向扩展和检索。 

2.实现了一个基于依存网络的用户查询意图分析算法。与以往的基于海量查询日志的扩

展算法不同，该算法通过全局的动名词依存关系，分析用户的查询意图。将该算法用于为用

户提供实时性的查询扩展，实验表明，扩展正确率达 84%，nDCG 指标达 88.95%，有效地

提升了检索效率，节约了用户的查询输入。 

3.实现了一个查询实时扩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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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D LTE-Advanced 小型基地局技术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立华 

项目组成员：李立华，靳  进，孙  奇，王  骥，张  恒，王艺菲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LTE-Advanced 系统是 3GPP 组织联合全球的设备商、运营商和学术团体等共同商讨发

布的第四代无线通信系统标准。TDD 是指时分双工，TDD LTE-Advanced 系统和标准是我国

政府主推的标准。针对 TDD LTE-Advanced 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利用不同的信道状态信息提升基于码本的多用户 MIMO 的性能。 

2.异构网下抑制共信道干扰的线性收发机设计。 

3.CB 场景中考虑校准误差的鲁棒性预编码方法。 

4.下行多用户系统总 MSE 优化方法。 

5.协作通信中联合码本与非码本技术等。 

 

 

3GPP LTE-Advanced 关键技术研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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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辉，李晓娜，张映霓，李世渊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尽管 3GPP LTE 已经具有相当明显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特征，但是从指标上来讲，

3GPP LTE 与 IMT-A 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因此，LTE-Advanced 在 LTE 的基础上进行增强

以便满足 IMT-A 的要求。协作多点传输（CoMP）技术作为 LTE-Advanced 的关键技术之一，

在 3GPP RAN1 #54 次会议中被纳入到 LTE-Advanced 的关键技术框架中。MU-MIMO 在 R11

中的增强成为提高小区平铺效率的另一关键技术，重点在于对 MU-MIMO 反馈的改善。另

外，在 R11 中，为支持诸如 CoMP、增强 MU-MIMO、CA 等先进技术，必须提高下行控制

信道的容量。 

该项目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3GPP LTE-A 关键技术的反馈增强：对 MU-MIMO 中场景 A 和场景 C 的 CQI 反馈增

强，并搭建 MU-MIMO 仿真平台，对所提出的反馈增强方案进行性能评估；对 R11 CoMP

的 CQI 反馈增强，并搭建 CoMP 仿真平台，对所提出的反馈增强方案进行性能评估。 

2.提出 R11ePDCCH（下行增强控制信道）的 eCCE 配置及不同 DCI（下行控制信息）

复用方案。 

3.CoMP 系统中的干扰协调方案研究，并搭建相关 CoMP 干扰协调仿真平台，对所提出

的干扰协调方案进行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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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频 RFID 智能天线阵消除读取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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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东，孙仲远，朱  华，吉  翔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 UHF RFID 远场天线阵设计的延伸，针对 UHF RFID 远场读写器天线在三面

金属包围腔中读取情况，对 UHF RFID 远场读写器天线阵设计进行改进，设计一款能够应用

于工业生轮询波束扫描远场天线阵：满足在 1.2m×1.2m×1.2m 的金属腔中，天线实现无空洞

读取。项目组设计了一款轮询波束扫描天线阵，加工后的测试结果表明该天线阵的在金属腔

中读取率为 100%，完全满足西门子的工业化要求，该天线得到了产业化加工。 

简述超高频 RFID 智能天线阵消除空洞成果如下：针对复杂应用环境下 RFID 读写器系

统进行研究，对天线阵增益、极化等影响 RFID 读写器在金属腔中读取的参数进行仿真和测

试分析，提出采用轮询扫描读写器天线阵解决 RFID 读取空洞问题，满足稳定覆盖应用空间。

该读写器天线的设计包括：2×2 天线阵单元，轮询控制装置。为了满足读写器天线阵有限尺

寸空间的需求，天线单元采用双短路平面倒 F 天线结构，以减小天线尺寸，同时采用 2×2

螺旋平面天线阵，达到双极化和波束扫描效果。轮询控制装置以通用的低成本处理器作为基

带控制，设计低损耗的轮询开关阵列单元，通过轮询控制天线单元轮询时间。该款轮询天线

阵测试和仿真吻合良好，易于集成，能有效消除金属腔读取空洞，提高 RFID 读取稳定性。 

 

 

基于互联网的声学模型训练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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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志明，秦  敏，梁  静，邵俊尧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为： 

1.开发了一套音频语料采集整理工具。包括语音截幅检测、连续音频流中的采样率自动

检测、音频分割及语音提取、性别识别、文本标注校正等工具，其性能均达到实用水平。同

时也对说话人语音分割、场景分类、说话人自动标注工具进行了研究和开发。 

2.开发了一个大数据量的具有良好标注的基于互联网的美语语音语料库。语音语料来自

于美剧和美语电影，提取后的语音长度为纯语音的时长(即去除前后静音和语音中间的静

音)，共完成至少 1050 小时的美语语音数据。其中包括 200 小时新闻及听力数据，650 小时

美剧及电影语音数据，200 小时双声道数据(来自于美剧和电影)。16k 采样，16bit 量化，wav

格式存储，每个 wav 都有相应的文本标注、性别标注、说话人信息标注(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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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安全评估平台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朱洪亮 

项目组成员：朱洪亮，刘  璇，张  翔，徐  京，徐  璐，付堂欢，张培明， 

李  康，周  伟，罗  彤，许维龙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传统电信业务具有业务复杂，承载系统繁多，可靠性要求高，单纯的人工评

估同样有工作量巨大、对目标系统可能造成影响等问题，同时传统的安全评估手段缺乏对通

讯领域的网络和协议缺乏独到的认识，使得评估的方法和结果均不理想。采用科学的方法论

对电信业务系统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研发一个电信业务系统（GPRS、WAP）的自动检查

工具。该工具能够远程和本地对 IT 设备进行安全配置的检查，对电信业务系统进行自动安

全评估，实现完全基于运营商现有的设备配置要求规范和电信业务系统的安全要求规范，有

友好的人机界面和丰富的报表系统，实现安全检查的智能化、自动化。为运营商的 IT 设备

和电信业务系统的例行安全巡检、系统上线安全检查等提供有力的支撑。 

 

 

行业智能信息技术之流程模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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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并开发流程配置管理模块、流程环境配置管理模块。 

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流程配置管理完成了流程环节模板配置、流程表单模板配置、流程规则模板配置、流

程角色模板配置、具体流程配置。流程环节模板配置用于配置常用的流程环节模板，可以是

子流程模板，同时也可以是完整流程框架。流程表单模板配置，用于配置常用的流程表单展

现样式以及对应的流程环节数据库结构。流程规则模板配置用于配置常用的流程流转业务规

则。流程角色模板配置用于配置不同流程的角色层级、关系模板，如用户、组织等上下文信

息。具体流程配置基于流程环节模板、流程表单模板、流程规则模板进行组合配置构建具体

的业务流程。 

2.流程环境配置管理完成了流程仿真调试、流程配置导出、模板库权限管理、模板库版

本控制。流程仿真调试提供流程的仿真及调试环境用于流程配置过程中的开发验证。流程配

置导出使用流程引擎所支持的规范将配置好的流程导入流程引擎。模板库权限管理用于对流

程模板的访问范围进行授权。模板库版本控制配置环境中的模板及具体业务流程的变更均带

有版本标示，保留历史变更记录，同时对多人同时编辑同一模板或流程进行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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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数据的水印技术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袁开国 

项目组成员：袁开国，杨义先，伍淳华，席敏超，王  龙，马玉洁，张  瑜， 

张哲铭，魏  杰，蒋  敏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当前的数字视频水印算法，只能抵抗上述的一两种攻击，无法满足实际应用中版权保护

的需求。该项目的目标是研发出可以抵抗上述所有攻击的鲁棒数字视频水印算法，其主要研

究内容如下： 

1.将数字视频水印算法分为三类：编码前视频水印（WMBC）、编码中视频水印（WMIC）

和编码后视频水印（WMAC）。针对这三类水印算法，进行了专项调研，详细分析了每种算

法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三种视频水印方案：编码前视频水印嵌入方案、编码中视频

水印嵌入方案、编码后视频水印嵌入方案。同时，该课题还研发了一种 3D 视频水印算法。 

2.经过对现有的视频版权保护应用的调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逆水印的编码前视频水印

方案。测试结果显示，此方案能够有效预防高清视频影像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版权侵犯问题。 

3.编码中视频水印算法是一种基于 H.264 视频编码标准的水印算法。这种算法结合

H.264 编码器，在视频被编码器进行压缩的同时，向压缩后的视频流中添加预设的水印信息。 

4.编码后视频水印算法和编码中方案类似，也基于 H.264 视频编码标准。这种算法通过

解析输入的 H.264 视频流，将视频图像数据进行部分解码，向解码后的数据中嵌入水印信息，

再将其重新编码，即可完成水印信息的嵌入过程。该嵌入方案克服了常见编码中方案中出现

的帧图像漂移的难题，嵌入和提取速度快，水印鲁棒性强，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水印

方案。 

5.3D 视频水印方案，通过向视频的两个分量中嵌入对应的两组水印，利用水印的差异

进行信息的存储，能够有效抵抗多种常见的视频攻击和处理。 

 

 

中国手机市场技术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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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琦，张晓航，梁  婷，金  雪，李军伟， 

李婷婷，林  理，郝晓烨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调研中国手机市场现状，分析近三年中国手机市场发展特点，发掘市场规律，

包含手机销售台数动向、手机销售市场动向、终端零售商的动向、手机零售界平均员工费用

及房租租金动向、三大运营商的补贴/渠道政策等方面，了解影响手机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并对未来四年手机市场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中，课题组分别从手机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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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运营商、终端生产厂商选取有代表性的公司进行深入调查，采用现场或电话的方式

对不同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综合访谈结果并进行数据处理。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对三大运营商的用户数市场份额业绩和 ARPU 值进行了深入剖析及预测，其中包含整

体、2G、3G、4G 的用户数及 ARPU 值。 

2.对三家运营商的 31 省市用户数情况进行对比。 

3.详细对全部手机、3G/非 3G 手机、智能/非智能手机的销售量数据进行了统计及预测，

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深度分析销售量变化的原因。 

4.运营商的补贴政策和合约机情况也是该课题调研分析的重点之一，通过对整个产业链

流通情况的掌握并分析，将补贴政策的类型和运作模式数字化具体化。 

5.另外还针对手机零售商中的标志性公司的手机销售等情况做了较为深入地调查，并进

行对比分析。 

该项目的调查结果对开拓手机行业市场、手机行业相关企业的运营、员工管理有切实的

指导意义，并能够帮助企业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及时发现手机市场的商机和风险，提高企业

应变多变手机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基于三星智能手机的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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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可，刘  雨，亓秀萍，杨晓敏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手机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项必需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手机带来了更丰富的功

能，手机已不仅仅是发短信、打电话的工具。手机聊天软件、微博、各类社交网站的崛起使

智能手机深入人心，它们都需要手机输入法的支持，所以，手机输入法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统计表明，不管是计算机还是手机上，在各种汉字输入法中，拼音输入法的用户占压倒性优

势。开发一款输入效率高又易学易用的手机拼音输入法，不仅可以迎合手机用户的迫切需求，

也会对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对汉语拼音的研究，发现对于所有的合法拼音，只有有限的 10 个字母可以在拼音

中作为非首字母出现。该课题利用拼音的这一特点，为触屏手机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拼

音输入方式： 

1.用户在输入拼音首字母后，该输入法弹出一个圆盘，圆盘根据用户已有输入判定接下

来可能输入的字母，用户只需在圆盘上不抬起地滑动手指，就可以输入一个完整的拼音。 

2.中文输入方面除了单字全拼，该输入法还支持单字简拼、多字全拼、多字简拼、预想

输入等功能。 

3.该输入法也实现了英文输入、数字、符号和表情输入。 

除了输入方式的创新，该课题对影响拼音输入法输入效率的词频统计算法和词库搜索算

法这两大最重要的算法做出改进。此外，不同用户有不同的输入习惯和表达用语，该输入法

还允许用户建立自己的自定义字库，在音字转换时，输入法先对候选字进行一次优先排序，

进一步提高汉字输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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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3G 路由器系统与应用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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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可，刘  雨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根据通信行业标准《宽带速率测试方法 固定宽带接入》和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标准《宽带速率测试方法 用户上网体验》实现如下功能： 

1.开发了一个基于 3G WiFi Router 的系统仿真与测试平台，并且对功率优化方案进行了

测试和评估。在 ARM Linux 嵌入式平台上，开发实现 3G WiFi Router 的基本功能；针对上

网行为提出了两个 3G WiFi Router 系统功率优化方案，并完成了软硬件开发实现；完成了

3G WiFi Router 系统功率优化方案的测试与评估，并提出进一步的优化。 

2.开发基于 Android 智能终端的大规模实时移动网络测速新应用，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

端。调研并评估相关针对移动数据网络与应用性能进行实时测量的解决方案；设计新的测量

功能模块，在 Android 智能终端上进行开发实现；智能终端上的测速模块可以实现单次测试

或多次测试后取平均值，也可分时段进行测试，如每日早晚进行，测试取平均值。测试时智

能终端上的测速模块可以提示关闭其它正在运行中的网络应用程序（例如 QQ、FTP、防火

墙）以提高测试准确度；或者在不关闭其他网络应用程序的情况下，分类别测试不同应用的

网速。针对测试结果会受用户计算机性能、资源使用情况、网络高峰期、网站服务能力、线

路等因素影响, 智能终端上的测速模块可以实时比较当前网速与以往空间时间上其他测速

结果。搭建支持该应用的业务架构与流程，并且完成相关客户端与服务器的设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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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衍运，庄伯金，姜文晖，蔡东琪 

结题时间：2013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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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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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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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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成果已经在合作单

位应用。 

 

 

物联网标识管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松林 

项目组成员：孙松林，黄  飞，罗  素，鞠延宏，蔡  霖，李星星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移动物联网环境中，搭建稳定的设备身份标识认证与管理系统，通过先进的密

码分发管理与双向认证等信息安全技术，实现了恶意攻击屏蔽、设备安全认证与授权信息的

有效传递等功能。系统模块与功能包含以下几点： 

1.系统平台端：平台端为系统的核心管理组件。 

（1）平台端首先实现对系统设备身份标识的授权及管理工作。新设备首次申请加入系

统时向平台请求授权验证，经过双向认证后设备获得平台分发的授权标识。平台对所有已授

权的标识进行管理，已授权的设备再次登录时即可通过该标识完成身份验证； 

（2）系统平台同时也对网络应用进行管理。作为中间管理部门，通过分别与网络应用

及设备进行身份管理，平台可以避免恶意攻击篡改或伪造设备信息数据，以及避免加密信息

被截取，保障了物联网中信息的安全传输分发； 

（3）系统平台端实现了智能信息管理。针对不同设备的身份标识与上传数据特征，平

台中进行智能分类存储以及有效管理。 

2.网络应用端：网络应用端模拟了身份标识管理系统的具体应用，增强了该系统在移动

物联网中的实用性以及针对性。网络应用端包含汽车 4S 店管理系统以及汽车保险公司信息

管理系统。4S 店应用主要包含汽车故障时自动上传所处位置与故障详情，地图实时显示故

障信息等功能。保险店应用主要包含汽车驾驶状况上传，记录并管理汽车驾驶行为以及智能

信息查询等功能。 

3.移动设备端：在智能移动终端上实现了系统认证交互流程。设备自动上传位置等信息

至平台端，实现了请求身份验证与获取授权并安全有效进行数据交互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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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智能信息技术之企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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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IT 规划工作辅助功能模块 

基于 Web 的形式提供对规划流程、规划工具、规划角色、规划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发布

功能，完成规划工具的下载，规划成果的上传、下载和浏览，以及提供在线问卷调查填写和

统计报表方面的功能。 

2.企业架构基本建模功能模块 

完成了 Web 方式的管理不同类型企业架构模型的设计和建模，完成基本建模操作的支

持和各类模型元素的管理。 

3.多类型架构模型关联支撑功能模块 

完成了支持 Web 方式下某企业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架构的 IT 规划工具，包括业务架构

（涵盖业务流程和业务数据视图）、应用架构（涵盖系统视图、集成视图和接口视图）以及

基础设施架构（涵盖信息安全视图、计算资源视图和服务管控视图）。 

4.企业架构建模扩展功能模块 

在基本建模功能模块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些高级的和扩展性的建模支持能力。 

 

行业智能信息技术之云计算 IT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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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并行计算行业 IT 应用 

引入云计算技术体系中的分布式及并行计算理念和模型，构建行业 IT 系统统一并行计

算环境，并完善了 MapReduce 框架对计算密集型任务的支撑。 

2．云存储应用 

基于典型 IT 系统的应用现状及存储需求，结合云存储技术特点与发展现状，进行云存

储在行业信息系统的应用方案设计及试点应用的方案验证，并开展与应用特点结合的可靠性

提升研究，为集中化架构中存储资源池的建设提供参考和支撑。以系统可靠性为指标，对云

存储集群的两种主流架构（去中心架构及主从架构）进行建模、分析和比较。 

3．典型云计算行业应用 

数据服务应用研究，行业服务应用研究等，提供了三个行业应用原型。 



183 

北京雅驿欣科技有限公司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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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智，高  丛，陈  卓，李军伟，魏红硕，王伟鑫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雅驿欣是绿色节能的室内空气质量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和服务商。雅驿欣专注于对通

信运营商机房、基站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洁净度等环境因素进行优化，改善空气质量和

设备健康水平，保障设备的性能稳定和使用寿命，打造绿色节能的机房和基站室内环境。雅

驿欣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具有 500 多服务网点的服务体系，具备了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能

力，建立了能源计量系统的开发团队，形成了研发、服务、营销相互促进的高效商业模式。

然而，雅驿欣目前的主要产品仍是代理产品, 虽然基站舒适空调的利润率仍然较高，但是由

于其民用背景, 它的可靠性较低，只有单一的调温作用，节能效果较低。雅驿欣正在着力设

计和研发更加节能环保的机房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和自主产品。 

该研究在全球绿色环保革命的新形势下，深刻分析国内外经济、政策、社会、技术环境

条件，分析了雅驿欣在现有市场环境下的竞争优势、劣势、机遇、挑战与核心竞争力，描绘

了雅驿欣的发展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公司业务发展新的商业模式，

给出了公司各类产品在人、财、物、产、供、销、研发、服务等各个方面为实现公司总体目

标应采取的重要战略措施。 

 

射频器件小型化、多频、可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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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手持终端上的天线和移相器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首先提出了 1.5 次模式理论，此理论可有效解决多频段终端天线小型化的问题。 

2.设计出了两款小型化、多频段手机天线。可同时覆盖 GSM、DCS、PCS、LTE 等无线

通信系统应用。通过测量发现，这两款天线性能均达到合同指标要求。 

3.利用左手材料理论设计出了一款超宽带移相器应用于合作方的设备中。 

左手材料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已经被证明有很多独特的性质可用来设计高性

能的微波器件。项目组在总结、归纳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工业界常用的一些元器件

组成了左手材料，并以此实现了一款超宽带移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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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inux 和 mesh 无线通信接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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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才，梁美珠，张  昱，郭岩岭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该系统主要基于软件工程开发目标、需求和任务，研究开发了包括基于嵌入式系统的

无线网络配置管理功能、开发了基于嵌入式芯片的硬件平台。 

2.基于 linux 的系统软件程序，基于 mesh 的相关应用程序。基于 PCI 总线的无线网卡驱

动程序设计是实现无线 Mesh 网络及其应用的关键环节。 

3.研究了基于 MIPS 硬件平台和 uClinux 环境下 RT2860 无线网卡驱动程序的实现。 

4.结合 802.11 无线通信协议，着重研究无线网卡初始化、打开，数据包的发送和接受，

以及中断的处理。并对该 Mesh 网络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性能进行进行测试。 

 

 

新浪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微乐汇”1.5 版本客户端软

件系统更新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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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晖，陶  睿，张玲翠，张晨辰，苏  帅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微乐汇”是一款让移动设备用户方便获取购物优惠的软件。这种全新的打折方式，可以

让顾客只需要在商场内使用手机扫描一下商家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这家商品的折扣。主要

成果为如下几个方面： 

1.依托产品原 V1.0 版本代码结构，完成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微乐汇”1.5 版本的产品升

级。 

2.完成了主界面、登录界面、登陆后主界面、商家信息、商家寄予、微博编辑、收藏夹、

设置界面的开发及客户端业务流程的优化。 

3.使用缓存技术完成了图片的异步加载，手机端可以通过 2G、3G、无线连接服务器，

实现了网络环境的优化。 

基于 Android 平台新浪“微乐汇”1.5 版本完成了测试工作，并配合完成了该终端软件的

上线测试。系统安装容易，操作方便，系统在正常连接后，界面优美流畅，用户体验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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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信息处理模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唐  进 

项目组成员：唐  进，刘学海，唐  望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专用测试设备对集成化信息处理机进行测试，并用于集成化信息处理机的调

试试验、验收与交付，为甲方提供集成化信息处理模块两套，包括该模块的硬件设计及搭建，

上位机软件程序开发，完成设计评审，配套交付文档，并负责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质

量和技术问题。该项目开发的信息处理模块能模拟集成化信息处理机所有外部接口连接的设

备，与集成化信息处理机进行通讯、控制及数据交换；按一定的帧频模拟产生具有特定运动

目标特性的视频图像信号、测试 RS-485 接口收发数据并显示结果、图像数据记录存储的视

频图像等。该设备满足甲方技术指标要求，并能对甲方自有被测设备输出的各种信号进行测

试。 

 

 

基于 IMS 的群组管理设计及功能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成文 

项目组成员：张成文，贾  坤，徐宝华，李凯鹏，曹  旭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发了 IMS 统一群组数据管理平台，主要内容包括群组数据访问控制、群组数

据查询、群组订阅管理、文档订阅管理、群组信息管理等。 

该平台的群组管理功能以 IMS 网络通用能力部件的形式实现，采用的通用能力部件可

以为多种业务应用提供基础的、通用的业务能力，可以向第三方应用开发者、业务提供者和

业务能力部件提供一个灵活的、可扩展的结构，为 IMS 网络中的业务能力复用提供基础。 

在实际系统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业务应用所需要的业务能力稍有差异，在设计开发群组

管理能力部件时，需要对其基本能力和可能的差异化部分进行区分，尽量保持基本业务能力

的通用性以及多业务应用的适应性，同时又使系统具备一定的可定制性，以此达到最大化的

能力复用目的。 

采用群组管理业务能力部件层向上为业务系统的各种应用服务器提供接口，便于应用服

务器调用群组管理能力部件以完成业务提供，实现群组管理能力部件的功能重用；向下的接

口可以实现底层资源功能的调用，实现各种业务能力的整合；群组管理业务能力部件与其他

能力部件之间可通过标准的功能接口进行功能重用。  

所采用的可复用群组管理通用业务能力部件技术可以向第三方业务开发者提供一个完

整的具有互操作性的环境，可以将群组管理通用能力部件向更好的集成结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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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门户网站规划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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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鹏，吉福生，迟  蕾，冯  鑫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成了大兴安岭信息门口系统的后台功能开发以及前台界面设计。整个项目包含

功能模块的实现和 UI 界面的设计，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内容管理。内容管理主要包括栏目管理，文档管理，图集管理，视频管理，在线调查，

建言献策，依申请公开和征集留言等板块，充分满足当地政府电子政务的各项需求，有助于

办公效率和效果的提升。 

2.前台设置。前台设置主要有首页美工设置，走进兴安，政务公开和兴安旅游等板块，

该板块设计结合兴安当地地理人文风情，充分体现兴安地方特色，特色鲜明的页面设计有助

于提升地方政府形象。 

 

 

网络流量综合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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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项目组成员：王  雷，付  玉，陈  杰，曹顺超，余双成，张  帅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所研发的系统可用于了解网络流量的各方面特征。除常规分析功能外，该系统具

备异常流量的发现与跟踪、网络应用的拓扑结构的发现与跟踪等特定功能。 

该系统支持数据来源、数据采集频率和数据采集方式的动态定义，可在拨号、宽带、移

动及无线等多种网络接入方式下，完成各层主流协议的截获与分析。 

在协议分析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基本分析内容包括：底层网络拓扑结构的重建、流量空

间分布情况的统计、流量时间分布情况的统计、特定应用会话到达过程的统计、会话特征的

提取、会话内容的重建及分类等。 

该系统的特定功能包括：网络应用拓扑结构的发现与跟踪、异常流量的发现与跟踪。在

应用拓扑结构的发现与跟踪方面，以数据驱动和用户驱动的方式展开分析任务，完成了拓扑

结构重建与动态调整；同时，应用社交网络分析技术，充分挖掘拓扑结构的基本特性，判断

拓扑结构中的关键节点，进而完成社团结构的挖掘。在异常流量的发现与跟踪方面，应用数

据挖掘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密度聚类算法为基础，设计并实现了应用层 DDoS 攻击的

检测机制。 

针对 HTTP 应用的多样性，就其典型业务（如微博、论坛、搜索引擎和网页邮件等），

在流量特征定义、流量快速识别和数据还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并

实现了 Web 应用的漏洞检测机制，微博数据的全文检索及动态分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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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无线互联网视频业务用户体验质量指标及其    

主客观评价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魏  芳 

项目组成员：魏  芳，许佳琦，王  雨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制定视频 QoE 指标体系架构，归纳筛选出能直观反映用户感知业务质量的指标集合，

主要分为模糊度、块效应等与内容源制作相关的指标以及马赛克、跳帧等与网络传输相关的

指标两大类。 

2.制定视频 QoE 指标的主观测试方案，包括三个方面：选取带隐藏参考的绝对等级评

分（ACR-HR）作为主观测试的评测方法；利用 LIVE 数据库中的标准素材制作用于测试的

各种损伤视频样例；分析用户主观测试的结果。 

3.研究了终端侧视频 QoE 指标空间域无参考评测算法，主要包含模糊评价算法和块效

应评价算法。模糊度方面研究了以下三种复杂度由低到高、效果从差到好的算法：平均边缘

宽度、边缘轮廓梯度统计和局部峰态统计；块效应方面研究了以下三种复杂度由低到高、效

果从差到好的算法：块效应级别分类统计、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块边界差异评测以及基于局部

块差异与 HVS 的块效应评价。 

4.提出了一种视频 QoE 指标终端侧时间域无参考评测算法，分析了冻结、抖动、鬼影

三种视频时间域失真的三种表现形式，以及不同失真时的视频帧间运动特性，创新性地提出

针对三种失真识别的显著运动面积比例概念，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针对时间域失真的两步分析

法。该方法突出了运动性以及视频内容对视频质量的影响，提高了评价结果与主观感受的接

近程度，扩展了视频时间域失真的评价体系，降低了误判发生的概率。 

5.提出了一种网络侧实时视频业务质量在线监测算法，综合对视频源编码质量和网络损

伤进行了评价。源编码质量引入了基准帧概念，衡量时综合考虑了量化参数、时间和空间复

杂度、帧编码类型等多个因素，同时考虑了错误传播的影响。同时考虑丢包和时延抖动带来

的视频损伤，考虑丢包损伤时，使用了实时平均丢包率的概念；考虑时延抖动时，利用实时

平均帧率差值的线性模型来衡量，进一步提高了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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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法下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探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师庆刚 

项目组成员：师庆刚，吕  敏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借助于使用上海外教社的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探讨在大学英语

课堂上如何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和掌握英语语法知识，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更重

要的是以任务型教学法的模式让学生在完成任务和交际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自然习得语法

知识。我们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法、描述法和教学实验，通过对比和分析数据和对学生进行访

谈，最终得出结论：在任务型教学法下可以进行有效和生动的语法内容的教学，学生非常受

益，运用语言和交际能力得到明显提高，英语的整体水平也有大幅的提升。 

    该项目突破了传统的英语教学中对于语法知识教与学，传统的方式是老师灌输语法知

识，学生被动的接受，内容枯燥，课堂形式死板，教学效果不好，导致学生对语法产生畏惧

感和厌烦感。采用交际法和任务型教学法，让学生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语言的运用来熟悉语

言的使用，了解语法规则，平衡好语法知识的教学问题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问题。 

 

 

 

 “行讯通” iOS 客户端软件(一期、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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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晖，张  磊，王国仕，张  稷，卞合善，张  博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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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Objective-C 语言，使用 Mac OS 下的 Xcode 软件编写 iOS 程序，与后台服务器

进行交互，完成软件功能的开发工作。 

2.实现了路况信息、实时公交、停车服务、的士查询、出行规划、地铁信息、航班信息、

铁路信息、客运信息、驾培信息、咨询信息和个人设置 12 个功能。 

3.在合作方“沃”iOS 行讯通一期项目基础上完成天翼界面的整改；二期项目界面的调整，

增加全新的收藏夹和换肤功能，以及几个模块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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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版本“行讯通”iOS 客户端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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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晖，张  磊，张  稷，卞合善，张  博， 

结题时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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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Objective-C 语言，使用 Mac OS 下的 Xcode 软件编写 iOS 程序，与后台服务器

进行交互，完成软件功能的开发工作。 

2.实现了路况信息、实时公交、停车服务、的士查询、出行规划、地铁信息、航班信息、

铁路信息、客运信息、驾培信息、咨询信息和个人设置 12 个功能。 

3.为中国交通控股公司“行讯通”沃版本 iOS 客户端软件。 

 

 

 

教学材料设计与开发在科技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丽 

项目组成员：刘  丽，乔明选，王健刚，陈  钢，蔡红霞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研究主要针对科技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需求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先进的教

学理念作指导，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制定出选材的原则，在学生的参与下，遴选出一些教学

材料。在实际的教学中，利用遴选出的教学材料，去粗取精，验证其对教学活动的影响。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面对科技英语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发现的棘手问题，从教学材料入手，提供了一条解决

问题的途径。 

2.在研究和实验中，项目组阅读了国内外大量有关科技英语教学的理论书籍和实证研

究，教学中引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继承又摈弃。 

3.该研究除了理论上的探索外，更多的侧重在实用性的研究上，即如何通过教学材料的

设计与开发真正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促进学生课外学习和提高科技英语的教学水平。同时，

参加该研究的皆为从事科技英语教学的重点大学的一线教师，参加的学生人数众多，且水平

各异，有很强的代表性，研究的结果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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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平台虚拟环绕声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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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昌 

项目组成员：刘书昌，李学明，梁洪亮，顾杰诗，张  欣，邱文杰，王继哲， 

佘海波，王进军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研究人类听觉空间感知原理，以及分析 Android 多媒体框架源代码的基础上，

设计完成了基于 Android 平台的虚拟环绕声系统的关键算法，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实现虚

拟环绕声的效果，可有效提高原始音频的主观听觉感受。 

具体研究成果包括： 

1.完成 Android 虚拟环绕声系统开发平台的搭建，通过阅读分析 Android 系统源代码，

确定系统实现机制以及代码定制接口。 

2.依据虚拟环绕声相关的声学理论，如双耳效应、优先效应、头部相关传递函数以及音

频分离算法等，设计并实现了面向移动终端的虚拟环绕声技术方案。 

3.采用真人主观测试方法，对实现系统进行了性能验证；同时还进行了算法复杂性理论

分析和功耗测试实验。 

 

LTE/LTE-A 仿真平台建设及网络性能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牛  凯 

项目组成员：牛  凯，许文俊，贺志强，梁  林，黄莹沛，杨  蓓，秦  岭， 

李云杰，金雨超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完成 LTE 系统的链路级与系统级仿真平台搭建。 

1.在链路级仿真平台方面，实现如下功能： 

（1）PDSCH、PDCCH、PUSCH、PBCH、PUCCH、PRACH 等物理信道的性能校准；

（2）评估所有 MCS 等级门限与网络规划解调门限，测试与链路预算用例仿真；（3）仿真

得到信道估计 MSE，可为系统级建模提供支持；（4）实际估计与理想估计 BLER 差距的理

论评估与仿真验证；（5）大码块方案 AWGN 与衰落信道下的性能评估；（6）VoIP 增强方案

性能仿真；（7）AMC 下 TTIbundling 吞吐量性能仿真。 

2.在系统级仿真平台方面，实现如下功能： 

（1）宏蜂窝上下行、宏蜂窝+微微蜂窝的 HetNet 场景校准；（2）FullBuffer 与 FTP 业

务源校准；（3）TM1/2/4/8/9 系统级平台测试用例性能仿真；（4）上行功控性能分析与评估；

（5）理想信道估计与非理想信道估计性能评估与分析；（6）异构网络 eICIC 性能评估；（7）

多用户 MIMO 检测算法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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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同声”Beta 版本客户端软件   

系统更新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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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红娓，陶  睿，张晨辰，吴一龙，赵  辉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更新并开发了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同声”Beta 版本，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完成了客户端应用启动、用户注册/登录界面、联系人显示/搜索及默认头像设置效果、

好友呈现及头像叠加效果、选择联系人/好友加入会议界面、发送邀请短信、发起会议、参

加会议、消息盒子及下拉展示效果、会议界面等客户端业务流程的开发与改进。 

2.完成了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测试，系统安装容易，操作方便，系统在正常连接后，界面

优美流畅，用户体验极佳。 

 

 

智慧医疗产品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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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红娓，缪仁国，陈俊辑，范浩杰，马传兴，张  兰， 

罗莹莹，郭  爽，高  静，丑  亮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为基于 iPhone 移动客户端的疾病/健康管理系统等智慧医疗软件系统的开发。基

于该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软件来管理自己的健康信息，就像是随身带着健康档案一样。

同时，可通过该系统获得健康建议。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采用自顶向下，逐步求精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需求分析，采用 C/S 和 B/S 相结合的方

式，完成了系统总体结构、功能模块、服务器与客户端交互接口、数据库、手机客户端、服

务器端总体的设计。 

2.采用 Java 开发技术（WebService、Java 数据库等）等完成了服务器的开发和系统网站

的开发，实现了对客户端请求（HTTPS）的响应和数据传输（JSON）、等功能，管理员实现

了对用户信息的管理，系统网站对管理员的操作页面进行优化，使管理员操作简单方便，对

用户的管理更加高效。 

3.采用了 MYSQL、ORACLE 数据库完成了数据库的开发和维护，对用户基本信息、用

户设备信息（用以实现隐式登陆、注册功能）、用户的健康信息、用户个人任务、系统对用

户的健康建议等进行存储和管理。 

4.完成了多种客户端软件（iOS、Android）开发，实现了用户的隐式登陆、注册、查看

并修改用户信息、获取用户健康档案（统计图或统计表形式）、个人任务、获取健康建议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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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        

——分布式 P2P 重叠网软件部署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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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针对现阶段三网融合的需求，对传统的电信业务控制网络架构带来了冲击，也为我们改

变现状、解决固有问题带来了机遇。中国电信作为曾经的固定网络运营商，在接收了 CDMA

网络之后将逐渐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演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目前的固定、移动和 IP

网络，也将渐渐走向融合。 

面对现有电信业务控制网络不能满足新型移动互联网业务需求这一实际情况，有必要研

究如何构建一种新的、开放的、易于扩展的、既满足传统电信业务需求、又适合于新型移动

业务的核心控制网络。随着 3G 牌照发放及 3G 网络的部署和发展，未来通信业务的使用将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便捷时代；随着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和应用，未来基于互联网享受的业务

将更加丰富。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设立了重大专项《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项目，

中国电信作为全业务运营商，同时拥有移动与固定两大类网络，面对移动互联网业务的普及

和发展，也需要研究实现适合互联网业务快速开展的下一代核心控制网络，因此中国电信和

联合单位承接了该项目，该项目针对项目目标要求中国电信承担的任务展开了研究。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发              

——基于 AMS 操作系统的 WIDGET 引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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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为基于 AMS 操作系统的 Widget 引擎提供测试规范，并规约自动测试软件要

求测试的内容包括：功能测试，性能测试，管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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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AMS）研发              

——天翼云应用开发环境测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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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需对天翼云应用开发环境进行测试，测试内容如下： 

1.评估和验证“HTML5/Widget 应用开发系统”。（1）验证在 Android 模拟平台、IOS 模

拟平台和 Windows OS 模拟环境下的 HTML5/Widget 应用开发框架，包括 Web 项目的设计、

开发、配置和管理；（2）验证上述环境下的应用编译环境；（3）验证可视化的开发界面的可

用性和易用性；（4）验证应用上述环境下的加载和运行过程。 

2.评估和验证“HTML5/Widget 应用测试系统”。（1）验证应用上载过程；（2）验证应用

在 Android 模拟平台、IOS 模拟平台和 Windows OS 模拟环境的加载和运行过程；（3）验证

手工测试的可靠度及易用度；（4）验证自动测试的脚本录入和定义工具、测试计划的制定和

运行、运行过程的录制、程序异常的错误截屏和断点记录；（5）验证功能测试的脚本编辑和

保存；（6）验证压力测试的脚本编辑和保存；（7）验证手机类终端、平板类终端和电脑类终

端库的建立。 

3.评估和验证“HTML5/Widget 代码测试系统”。（1）源代码规则分析工具验证；（2）链

接测试工具验证；（3）框架测试工具验证；（4）表格测试测试工具验证；（5）图形测试工具

验证；（6）表单验证工具测试。 

 

 

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        

——现网环境部署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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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面对现有电信业务控制网络不能满足新型移动互联网业务需求这一实际情况，有必要研

究如何构建一种新的、开放的、易于扩展的、既满足传统电信业务需求、又适合于新型移动

业务的核心控制网络。随着 3G 牌照发放及 3G 网络的部署和发展，未来通信业务的使用将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便捷时代；随着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和应用，未来基于互联网享受的业务

将更加丰富。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体系架构研究；（2）新型移动业

务控制网络体系架构研究；（3）服务资源管理平台关键技术研究；（4）基于 P2P 的海量分

布式数据存储关键技术研究；（5）分布式虚拟化计算技术研究；（6）重叠网自组织组网技术

研究；（7）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评价测试体系研究；（8）和传统电信业务网的融合。 



194 

三网融合环境下的新型通信与信息服务融合应用  

研发及示范——DSN 调研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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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包括 NGN、IT/Web 在内的各种传统网络得到了长足

的进步，为广大网络用户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网络服务。人们在享受这些多彩多样的网络服务

的同时，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但是，不同的网络提供的服务，往往是相互隔离的。

人们总是希望能将不同的网络融合在一起，以便更为便利快捷的方式获得不同网络提供的服

务。例如，通过电视网络或电信网络，既能获取传统的电视节目、电话服务，又能享受互联

网业务带来的好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多网融合显得尤为迫切。 

从技术层面而言，无论是传统的 silo 模型，还是目前国外运营商倡导的 IMS、SDA、SDP

等等，其资源利用率非常低。每当需要引入新的网络服务时，网络/服务提供者，都要从硬

件到软件资源重复地进行部署，资源的重用率很低，部署效率也不高。IMS 作为一种移动业

务的支撑平台，具有分布式特点、接入无关的特性。相对于互联网业务构架的简易性和低成

本，IMS 本身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接口多导致交互复杂、互操作难、维护繁琐等，导

致基于 IMS 的应用推出迟缓，难以满足用户的迫切需求。其他传统的控制网络架构，如 SDA、

SDP 等等，也同样存在资源利用率低、缺乏监管机制、运营性差等缺点。 

因此，针对现有电信业务控制网络不能满足新型移动互联网业务需求这一实际情况，有

必要研究如何构建一种新的、开放的、易于扩展的、既满足传统电信业务需求、又适合于新

型移动业务的核心控制网络。随着 3G 牌照发放及 3G 网络的部署和发展，未来通信业务的

使用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便捷时代；随着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和应用，未来基于互联网享受

的业务将更加丰富。中国电信作为全业务运营商，同时拥有移动与固定两大类网络，面对移

动互联网业务的普及和发展，也需要研究实现适合互联网业务快速开展的下一代核心控制网

络。 

 

 

下一代移动承载网络回传网体系架构及          

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莉  

项目组成员：李  莉，陈建亚，崔鸿雁，邹尚岐，宋  辉，张晶晶，董  娜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下一代移动通信回传网体系架构及其中的关键技术。研究如何将基于

MPLS-TP 的 PTN 技术与 Mesh 网络技术相结合，构建网络架构灵活，支持自组织和动态资

源配置、动态路由，并能够满足电信级业务承载要求的 LTE 回传网。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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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了 LTE 回传网网络架构。对 LTE 基站 Mesh 组网的可行性进行了广泛调研，输出

了 LTE 回传拓朴组网技术、组网可靠性保护技术、QOS 解决方案、端到端 OAM 方案及为

基站提供同步的解决方案。 

2.研究了 PTN 用于承载 LTE 基站的解决方案。结合移动回传的需求特征与 PTN、PWE3

的技术特征，给出 PTN 和 PWE3 技术改进与扩展的总体策略；对现有 PTN 和 PWE3 的传输

效率、带宽管理、QOS 优化、OAM、组网拓朴、可靠性保障、同步提供与传递、路由交换

等关键技术提出了评估意见。 

3.研究了 Mesh 网络架构下的智能化无线资源管理方法。输出了适用于具有扁平性、自

组织特性、动态变化的网络的资源调度管理技术及多基站之间的资源调度管理技术。 

4.研究了适用于 LTE 回传网的负载均衡的路由机制。输出了满足可靠性组网保护与互

助、考虑差异化业务体验、满足资源利用率最优的移动回传网端到端路由机制。 

 

电子收费专用短程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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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华，吴  军，林昭文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基于 TTCN-3 语言，开发协议一致性测试软件，包括测试套的实现、

计算机与仿真器的接口和编解码模块、测试报表。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于协议规范，设计协议测试规范，定义测试功能和相应的测试例子。 

2.基于 TTCN-3 语言，设计抽象测试套。 

3.设计适配器模块，实现测试工具和被测设备的通信。 

4.设计编解码模块，实现测试数据的编码和解码。 

5.设计外部函数，实现长度计算、加解密等功能。 

6.设计人机界面。 

7.设计测试日志模块，提供测试数据的解析和记录。 

8.测试和调整。 

 

舆情监测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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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王  琼，孙晓华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建立垂直搜索爬虫有针对性地对于百度帖吧、天涯和猫扑等特定综合社区站

点集中进行数据抓取更新，对抓取到的帖子进行过滤、跟踪、入库存储、自然语言处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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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情感性分析，最终得出大众对所评价帖子的情感分布并通过图形化形式展示出来。在舆情

过热并且出现情感极端化地表现的情况下，自动发送邮件到设定的负责人。 

该项目的特色在于： 

1.新增信息的更新速度要明显快于通用搜索引擎更新数据的速度。 

2.对于网页只抽取其中有用的信息存入数据库中，节省了存留信息的磁盘消耗。 

3.更新线程可以根据抓取的新增回帖的数量对相应的帖吧进行打分，在不断的训练中可

以优先对热门帖吧的帖子进行抓取更新，获取的数据更能快速及时的反映网络舆论中的热点

话题。 

4.后台情感分析模块自动分析回帖的情感倾向性，最终统计出大众对于评价帖子的情感

分布并以图形化地形式表现出来。 

5.在帖子达到系统设定的回复数或者浏览量并且情感出现极端化地表现的情况下，自动

发送邮件到相关负责人。 

6.发挥了程序监测的功能。 

 

智能视频内容综合处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洪刚 

项目组成员：张洪刚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实现了一个智能视频内容综合处理系统，系统的主要功能有：目标跟踪及人数计

数功能，视频摘要系统，视频内容检索功能，图片内容检索功能，视频编辑处理。不仅仅局

限于提供视频画面，能主动对视频信息进行智能分析，识别和区分物体，自定义事件类型，

异常行为及时自动预警。在罪犯可能实施犯罪之前自动识别犯罪征兆，并完成现场警告、警

示和预警；系统对视频监控下的可疑行为实时标记并存储，从中识别并提取出有用的关键信

息。事后按照事件进行检索查询方便快捷；系统不仅只是针对监控中心正在监视的视频进行

智能分析，可以对所有视频进行智能行为分析；系统在摄像头稳定、视觉角度理想、图像清

晰的情况下，该系统在视野内的人数统计正确率>90%，区域内人员密度计算正确率>85%，

误报率<10%。 

 

campost 邮政综合处理系统投递子系统通信接口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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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当今社会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迅速发展，campost（喀麦隆邮

电部）也认识到了 ICT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积极寻求各种途径发展邮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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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实现向现代邮政业务的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 

邮件综合处理信息系统是邮政企业为了促进邮件业务（包括 EMS、包裹和挂号邮件等）

的发展、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提高邮件内部处理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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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该项目研究开发投递子系统通信接口（含营业收寄部分

及投递部分）。 

     1.营业收寄部分：运行在邮政营业网点，营业收寄部分被分成前台和后台两个部分。

前台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邮局的工作人员进行收寄作业，包括对 EMS、函件和包裹等各

种上门揽件和网点收件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处理，如运输方式选择、资费区选择、称重、资费

计算、保价的处理、特殊服务的选择、相关单据打印等，还有对整个网点的日终资金账务结

算以及营业日报和月报等业务报表的统计生成、打印等功能。后台的目标主要满足收件后的

开拆和封发操作，此处涉及到与分拣转运模块的通信接口问题，在考虑各网点配置不同的情

况下，需设计出一个高效、兼容的接口。还有对后台的业务量和工作量统计等管理功能。 

     2.投递部分：投递部分主要运行于邮政支局，按投递方式分为窗口投递和按址投递。

窗口投递即邮局工作人员通知收件人直接去该邮局领取，并对逾期未领取和其他异常情况进

行处理。按址投递是邮局将自己负责的区域分为几个投递段，每个投递员负责一个或多个投

递段，每天外出投递完之后，将邮件的投递反馈信息录入到系统中去，并采取相应的下一步

处理措施。该部分涉及到的通信接口主要是邮件从分拣转运到投递环节的开拆和封发以及改

寄退回邮件从投递环节到分拣转运的开拆和封发。 

 

 

 

统一用户管理与单点登录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旭东 

项目组成员：杨旭东，马龙飞，郭书源 ，邓  芳，杨瑞萍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企业业务系统的不断发展，导致系统维护工作量增大，用户使用多系统越来越困难，需

要一个统一的安全平台，单点登陆系统是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技术。 

单点登陆系统将分散到多个应用系统中的用户信息集中管理，方便维护人员对多个应用

子系统的用户信息维护，同时为用户提供一次登陆使用企业信息系统，考虑的多业务系统在

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上的差异，单点登陆系统添加了异构业务系统组织机构统一管理的功

能，从而实现异构业务系统在部门管理方面的“单点”。 

应用单点登陆可以使用户在一次登陆后，就可以访问企业内部有访问权限的子系统，而

不需要再次登录，后续系统会自动获取用户信息，从而识别出该用户具有访问权限。基本具

有用户单点登陆、异构系统用户统一管理、异构系统统一管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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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应用开发环境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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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WebRTC 是一项基于浏览器的实时音频、视频通信技术。当前市场上，音视频通信服务

一般采用私有技术，需要通过客户端或安装插件来实现通信功能，存在开发成本高、用户体

验差等缺点。而 WebRTC 技术集成了最佳的音频、视频引擎，包含了使用 STUN、TURN、

ICE、RTP-over-TCP 的 NAT 和防火墙穿越技术，并支持代理模式，是一个通用、高质量、

完整的音视频通信解决方案。 

该项目完成的基于 Web 的实时通信系统实现了如下功能： 

1.IM（instant messaging）即时消息功能，支持基于 XMPP 协议的用户收发文本消息功

能，支持离线消息功能。 

2.Presence（用户状态呈现），支持用户上线、下线实时状态呈现功能。 

3.私网穿越功能，支持基于 ICE 的 NAT 和防火墙穿越功能。 

4.音视频通信，支持基于 WebRTC 技术的媒体协商功能，支持基于 P2P 的实时音视频

通信功能。 

5.会话管理和控制，支持多媒体会话状态机管理功能，支持消息的分发和路由功能。 

6.连接管理功能，支持客户端、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通信功能。 

7.好友列表，支持好友列表管理维护功能，支持好友模糊搜索功能，支持好友列表发起

通话功能。 

8.通信录，支持通讯录的管理维护功能，支持通讯录发起通话功能。 

 

 

中医温病整体医案相似度计算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忠明 

项目组成员：李忠明，张经天，苏益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对古今中医温病类医案的已加工数据，根据“专家打分表”，采用层次分析法对

医案加工信息进行数据项筛选和权重处理。综合采用多种相似度计算方法，包括集合相似度

算法、本体相似度算法等，分别处理不同的医案数据项，从中筛选结果较为合理的相似度计

算方法，对古今温病医案数据进行相似计算。该成果已经对入库的三千多条现代温病（以手

足口病为例）临床数据和古籍温病医案数据进行了相似度计算。分别形成了病因、症状、证

候、治法和方药的医案相似度计算结果，并进行加权处理，完成了古今温病整体医案相似度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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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应用中间件开发（管理部分）  

——云资源调度中间件部署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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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项目组向合作单位提供云资源调度中间件。云资源调度中间件针对旧有计算平台“软件

资源重用度低下”、“硬件资产大量闲置”，“平台管理复杂”等问题而进行研发。对外提供应

用托管、开放式的能力提供，虚拟机的托管已经全方位的管理能力。应用托管目前支持 J2EE

应用的托管，并且基于“提交->审核->应用”的托管认证机制。开放式的能力托管包括提供多

种能力，比如数据库、统一的用户认证，以及支持（第三方）的能力发布，并且提供基于“签

约->订购->使用”的能力提供机制。虚拟机托管提供比托管应用更高的灵活性，能够满足更

多的应用场景。提供基于“签约->订购->使用”的虚拟机托管机制。此外，平台级应用还提供

高可用性支持，应用部署时自动在多台物理设备中为应用部署多个副本；平台自动监测各个

实例的运行状态，如果发现实例失效，则选择其他物理设备创建新的应用副本；平台级应用

高可扩展性支持；平台自动监测各个应用流量，如果流量突发，则选择“较空闲”设备创建新

的应用副本，提高应用的并发处理能力。 

 

 

动态参数测试和模拟设备研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唐  进 

项目组成员：唐  进，雷全胜，刘学海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开发专用动态参数测试和模拟设备，包括该设备的硬件系统设计及搭建，软

件程序开发，完成设计评审，配套交付文档，并负责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质量和

技术问题。参数测试和模拟设备光学系统焦距大于 500mm，口径大于 85mm，反光镜可

调，位置精度小于 0.5mm，满足辐射特性 3µm～5µm，温度范围为室温～600K，连续可

调；大小为 Φ0.2mm～2mm，设备旋臂转动范围 360º，频率 0～0.5Hz，最低角速度小于

0.02 º/s 且角位置不准确度小于 10”，旋臂长度 0.2m～0.5m 且传感器采样率大于 1kHz，

地面至转轴中心 1mm～1.5mm，调平精度小于 10”。该设备满足甲方技术指标要求，并

能对甲方自有被测设备输出的各种信号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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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架构及关键技术        

——IMS P2P 升级改造部署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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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广州电信的新型移动业务控制网络的具体需求，克服了传统 VoIP 系统的集

中式、负载重及扩展性差的缺陷，充分利用 P2P 技术的高可靠性、高可扩展性及低成本的

优势实现一个接入无关、应用无关的分布式核心控制系统。该系统通过在核心网引入 P2P

的路由选择、数据备份和负载均衡能力来增强对传统电信业务和主流应用的支持，实现均质

化、健壮性、自组织性和负荷分担的目标。 

该项目的主要实现手段在于通过采用标准的 RELOAD（Resource Location and 

Discovery）协议来替代原有 P2P 网络中私有的通信协议，构建一个开放的 VoIP 系统。 

该项目完成的 IMS P2P 系统实现了如下功能： 

1.音视频通话、即时消息功能。支持纯 sip 终端之间的音视频通话、即时消息功能，并

支持离线消息功能。 

2.与 IMS 域互通功能。支持与现有的 IMS 系统互通，并提供互通方案，包括语音互通

和即时消息的互通。 

3.OAM 监控管理功能。通过提供一个用户界面友好的 OAM 系统，支持对系统整体运

行情况进行监控、查询和配置的功能。 

4.负荷分担功能。系统采用一致性哈希算法保证用户分布的均匀性，避免可能出现的单

点故障。 

5.容灾能力。每个 IMS P2P 核心网节点以它的后继和后后继作为备份节点，能够在部分

节点失效时自动调整网络拓扑，维护网络的连通性，具有一定的容灾能力。 

 

LTE 异构网的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林雪红 

项目组成员：林雪红，许文俊，王丽丽，刘长美，陆维阳，李胜钰，曹丽娟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围绕 LTE-A 异构网络中干扰协调及多点协作等问题展开研究，分析异构网中的

干扰场景、UE 移动管理以及异频小区切换等问题，研究小区间干扰协调、UE 速度测量、

异频小区发现等关键技术。针对异构网络中层间小区的公共搜索空间 CSS 干扰问题，通过

CSS 资源的协调配置，有效降低层间 CSS 干扰；针对异频切换过程中的小区发现问题，对

比现有异频小区发现过程分析了新机制的优点；针对异构网络用户测速，通过 Matlab 仿真

从 UE 的运动状态和 UE 运动速度两个方面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另外，研究了 LTE-A

系统异构网络方面的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形成了相关的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分析。对

LTE-A 系统异构网络技术路线选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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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空间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采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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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龙，马世甲，袁桂芳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空间数据采集处理系统采集版本开发工作，全面、准

确采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实施方案》规定的各类水利普查对象的空

间数据，有效集成了水事活动相关的资源环境、水利工程和社会经济等水利普查基础信息，

建立水利普查成果综合数据库。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完成了水利普查对象数据存储方案。基于点、线、面基本数据类型的存储功能，将不

同类型的数据存储在不同类型的图层中，从而提出了针对河流湖泊、水利工程、河湖开发治

理保护、水土保持等水利普查对象数据的存储方案。 

2.设计了水利普查对象之间的业务关系与空间关系模型。将水利普查数据之间存在的相

互关系正确对应到图层数据之间的关系上，设计图层关系模型全面反映了水利普查对象基于

属性或业务的关联关系和基于位置的拓扑关系。 

3.完成了水利普查对象数据质量检测与数据安全机制。通过对比标绘数据和名录数据属

性，筛选出不合格数据，确保数据的标绘精度；通过数据关系的检查，发现不符合规定的数

据关系，确保数据空间关系与业务关系的准确性。 

 

智能情报分析软件包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蕾 

项目组成员：李  蕾，王小捷，王博远，衡  伟，黄玉光，富卫军，王  婵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智能情报分析系统。系统定时对情报数据库记录进行摘要，并配合本项目的数据库结

构对数据表进行调整，以便可以在一个通用的数据输出和输入接口上工作。 

2.摘要系统的模块化。提供动态库或 jar 包，使得集成的时候，能够通过简单的接口调

用实现。从而通过调用接口实现“北京科技信息网”中人工录入数据的摘编。 

3.摘要系统的单机程序。使得情报工作者能够在单机有效使用摘编功能。 

4.分类系统的自我训练：由于“北京科技信息网”网站的栏目随时可能变更，所以不能固

定栏目训练，而需要用户自己能够进行训练，使得可以对新类数据进行分类。 

5.部分去噪声：能够去掉需要摘编的文档的部分 html 码等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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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能力测评和矫正开放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林荣恒 

项目组成员：林荣恒，邹  华，赵  耀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儿童学习能力测评和矫正的测试平台。该平台运行于 Linux、

windows 平台，可通过 IE9.0 等多种浏览器进行访问。系统采用 JAVA 语言进行设计与实现，

主要功能模块包括试题、试卷、考试、评阅的创建和维护。 

1.试题支持的总类超过 15 种，是目前现有类似测评系统中对试题支持较为全面的一个。 

2.试卷的在线生成则包括了试卷动态组卷、试卷和答案的动态绑定、试卷中试题维度的

绑定等，有效的支持了各类试卷的需求。 

3.在线考试支持 200 以上的用户同时进行考试，支持语音、视频等多媒体题目等。 

4.试题的评阅部分支持试题自动评分和人工辅助评分等方式，这些方式可有效的为未来

复杂题型评分提供支持。 

5.报告的生成功能则可在线和离线生成预定模板的个体和群体报告，这些报告可为测评

用户、测评专家、系统管理员等提供考试的全貌理解。 

系统采用分层及 MVC 的设计理念， Control 层负责界面与逻辑之间传递控制信息，分

派界面事件，响应网络侧事件，连接 Presentation 和 Model，调度 Presentation 和 Model 的交

互。Presentation 层负责向用户提供一个友好的图形界面，是用户使用本系统能力，进行操

作的面向用户的接口。Model 层实现系统逻辑功能，由 Control 调用其向系统提供满足需求

的功能。 

 

日韩企业科技创新专利跟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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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毅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围绕日本、韩国地区的专利申请情况，以北京市八大重点发展行业领域（即：节

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

为分析对象，利用先进的专利检索工具和分析平台，评估分析日韩地区热点技术的主要用途、

产业链中的地位、对技术发展和产品的影响，从而掌握最新的技术趋势、市场趋势、产业链

和关注度分布等信息，继而为深化日后项目促进工作，有效提升项目对接精准度提供有益参

考，并对比国内企业具有热点技术情况和国内热点技术的地域分布，为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

提供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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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标签天线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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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琴，马雪丽，董  佳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设计一款能够应用于金属酒盒顶部的远场标签天线：在读写器功率 30dBm、

远场读写器天线增益 8dbi 的情况下，满足标签远场读取距离 10cm。相较于普通的标签天线

设计，金属表面的标签天线在设计时需要将金属背景也进行仿真和设计，除此之外，设计时

根据性能变化而进行的结构和尺寸参数的调整与优化等方法都与普通标签天线的设计仿真

理论相同。项目组设计了一款弯折偶极子环形天线，使用 HFSS 软件对设计模型进行仿真，

并使用 Friss 公式计算得到的理论读距为 12cm。对模型进行加工后的测试结果表明该天线的

读取距离超过了 10cm，完全满足了甲方的设计要求，该天线的性能稳定性使之具有产业化

加工的可能性。 

项目组还针对远场标签天线的特点给出了一种阻抗测量的方法。由于 UHF 或微波系统

的开发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功率传输和阻抗匹配问题，因此在设计 UHF 频段标签天线的时

候需要特别关注标签天线与相应封装芯片的阻抗匹配问题。由于天线加工使用的方法是烫印

工艺，烫印加工过程中不需要薄膜基材，而是直接将天线烫印在基材上，故可能使天线的阻

抗变化，因此匹配之后天线带宽非常窄，因此利用电磁软件仿真的阻抗值的一点点误差会导

致匹配效果的不理想。基于以上分析，利用一种加了巴伦结构的同轴线系统对天线 S 参数

进行测量，然后通过 de-embedding 技术得到天线的测量阻抗值，利用该方法得到了测量结

果和仿真结果的良好吻合。 

 

 

CM-IMS 关键技术及铁通网改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苏  森 

项目组成员：苏  森，双  锴，徐  鹏，王玉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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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 IMS 的顺利部署与运用，该项目针对 IMS 中的如下方面进行详尽的测试，具体

包括：SBC 与 P-CSCF 合设研究与测试；SBC 支持 STG 研究与测试；动态编解码测试；在

线计费研究与测试；终端安全、接入设备安全和业务平台安全研究与测试。每个测试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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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的测试报告。 

通过中国移动 IMS 系统测试项目，项目组加强了和中国移动的合作、熟悉了中国移动

的测试流程和方法。通过测试项目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项目组成员对 ITU-T、3GPP、IETF

和 ETSI 所制定的与 IMS 相关的标准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 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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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S 安全研究项目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 

 

 

车联网技术应用展示系统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志晗 

项目组成员：刘志晗，杨放春，李静林，王尚广，刘志飘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调研了当前车联网产业领域的发展现状，厘定了车联网概念，提出了车联网的总

体网络体系架构，总结了车联网的技术体系、服务体系和标准体系，为车联网技术的深入研

究奠定了基础。整合了车联网实验室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设计和实现了

车联网技术成果的展示系统，给用户以直观的体验。策划了车联网应用推广宣传片，完成了

宣传短片的摄制工作。编制了《中国车联网产业白皮书（2011）》，提交的相关文档、视频光

盘齐全、规范。 

 

 

智能 PushMail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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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  晖，李小勇，宋俊杰，李  彧，吴荣焕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成了智能 PushMail 网关的开发，在无需移动网络运营商的支持、无需额外付

费的前提下，能自动将邮件服务器接收的邮件按用户设定的人性化规则推送到手机上，实现

邮件的即时推送。 

该网关支持 POP3 邮件协议和 ActiveSync 推送协议标准；实现基于高速 3G 互联网实时

推送邮件；能同步手机的日历、任务和通讯录。此外，还集成了邮件服务器的功能，并具备

企业级协同工作软件的若干功能。通过该软件可以收发邮件、共享联系人、组织会议、指派

任务，达到了协同工作的目的。采用 ExtJS 和 PHP-MAPI 开发了用户数据的统一管理模块，

实现了对系统用户的查看、添加、编辑、删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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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相干光通信用 QAM 发送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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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强 

项目组成员：李建强，尹飞飞，华  宸，赵子昕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近年来，随着高质量视频，社交网络服务及云存储等新业务的流行及高速高容量接入网

的持续推动，对带宽的需求持续快速的增长。基于 DP-QPSK 调制格式的 100G 相干通信系

统已经开始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商用，更高速的下一代 400G 和 1T 技术已经被业界普遍关注。

下一代高速光纤通信系统将采用相干接收方式和高阶调制格式，如何高性能产生高阶调制格

式成为重中之重。 

基于此背景，该项目研制了一台高速相干光通信系统用 QAM 发送机，发送机主要内置

了 2 支 32GHz 宽带线性放大器和一支 28GHz 光 IQ 铌酸锂调制器，适用于产生符号速率高

达 32GBaud 的高阶调制格式，例如 QPSK，16QAM 等。此发送机设有一路光输入端口和一

路光输出端口（FC/PC 接头类型）、2 路 V 型接头的射频输入端口、3 路开关、7 个电压调节

旋钮和 7 个电压显示 LED 模块。三路开关分别控制光 IQ 调制器的偏置电压和 2 支 32GHz

宽带线性放大器电源；7 个电压调节旋钮分别控制光 IQ 调制器的三路直流偏置，以及 2 支

32GHz 宽带线性放大器的增益和线性度。该项目解决了电源在负载过大情况下供给电压不

稳的问题，并通过电路设计将 7 路偏置电压的调整和显示精度提高到 0.01V。最终，利用此

QAM 发送机，实验产生了 28GBaud 的 QPSK 和 16QAM 光调制信号，并通过示波器评估了

产生信号的质量。 

 

 

中国民生银行外网教育培训平台安全解决方案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康锋 

项目组成员：郑康锋，武  斌，张冬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全面评估民生银行培训中心信息系统面临的安全威胁，存在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

术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安全改进建议。评估的结果有助于辅助管理层决策，降低风险和管理

成本，为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该项目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资产识别。对民生银行培训中心信息资产进行识别和统计，建立资产清单，以便对信

息资产进行管理。 

2.威胁识别。识别民生银行培训中心信息系统可能面临的威胁，并对威胁的基本特性进

行评价。 

3.脆弱性识别。识别民生银行培训中心信息系统存在的脆弱性，并对脆弱性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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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 

4.安全措施识别。识别民生银行培训中心信息系统现有的安全措施，并对安全措施的有

效性进行验证。 

5.风险评估。对民生银行培训中心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 

6.风险处理。明确风险是否可接受，对不可接受的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处理方案。 

7.规划设计的风险评估。对民生银行培训中心的信息化规划设计方案进行风险评估。 

 

 

网上考试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建伟 

项目组成员：李建伟，李领康，李  娜，张建康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网上考试系统的开发基于 Java 语言和 Oracle 数据库，采用 J2EE 框架的三层设计模式，

表示层采用 Struts2 框架 ，业务层采用 Spring 框架，数据持久层采用 Hibernate 框架。 

网上考试系统的功能模块有： 

1.系统管理模块：教师管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学习中心管理。 

2.课程管理模块：专业管理。 

3.招生管理模块：制定招生计划、申报招生计划、机考管理、批改试卷、管理成绩。 

4.题库系统：知识点管理、题库管理、试卷策略管理。 

5.考务管理模块和学生考试客户端。 

该系统可以承载 1000 人同时在线考试。 

 

 

某网络监管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袁玉宇 

项目组成员：袁玉宇，王  枞，吴  旭，张天乐，张  熙，刘川意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 BT、eMule 等主流 P2P 系统的流量测量技术及污染技术进行了研究。主要

包括 P2P 流量测量的关键算法、基于流量特征的被动测量方法和基于受控节点的主动测量

方法、DHT 污染技术、针对 tracker 服务器的污染技术、针对 P2P 系统客户端的污染技术。  

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开发了 P2P 流量测量原型系统和污染及其验证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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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aLili 网站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泽华 

项目组成员：高泽华，卢先宁，徐永驰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哈哈莉莉（www.hahalili.com）是青少年导航网站，为青少年群体提供健康、安全、方

便的教育导航服务。网站采用 Linux+Nginx+Mysql+PHP 的系统架构。程序开发按照 MVC

的模式，能够预防常见的 XSS 攻击、SQL 注入等安全入侵。站点运行在万网的独立主机上，

万网 IC 机房提供了防火墙服务。该站点前台包括以下部分：头部，banner 区，快捷导航，

分栏目导航，尾部： 

1.头部：头部包含了天气预报插件，日期显示，实用小工具（腾讯 QQ、淘宝、计算器、

新华字典等），设为首页，加入收藏等。 

2.Banner 区：提供了搜索引擎的快捷方式，支持百度、google、有道、sogou、bing 等，

并实时统计实用量，邮箱登录方便接收、发送邮件，广告展示为商家做推广服务。 

3.快捷导航：该部分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了常用的快捷导航，名站包含了常用的网站如国

家教育部等；游戏包含了一些益智游戏；全国比赛包含了常见的比赛链接；日记本采用 cookie

记录用户的日志信息。 

4.分栏目导航：是按照多级分类的模式进行划分的，管理系统可以方便地调节链接所属

的分类级别。同时，展示的链接都是人工精选的站点，相对安全、可靠。 

5.尾部：包含了友情链接和常用的安装软件。 

6.其他：提供了网站的免费接入，便于汇集优质资源，接入的站点经过人工审核后方可

显示出来。 

网站后台管理系统提供了完善的站点管理功能，如站点配置、管理员管理、分类管理、

文章管理、数据库备份、系统日志等。 

 

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 2012 年中高端客户满意度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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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玫，邸广帮，王亚宁，高  羽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根据甲方的质量管控需求，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湖北省 17 个地市中高端客户

满意度测评方案和问卷的设计，对通话及上网质量、客户经理服务质量、中高端客户回馈活

动内容及形式等项目进行了调查分析，同时根据质量要求执行了湖北省中高端客户满意度的

电话访问等工作，并对所有调查数据进行质量审核，通过对湖北省电信公司中高端客户满意

度的调查和分析，计算出 2012 年湖北省各分公司的中高端客户满意度排名，提供湖北电信

中高端客户满意度分析报告及各类调查数据的汇总整理，为提升湖北电信中高端客户服务维

系水平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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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行业中营销人员培养发展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赵  玲 

项目组成员：赵  玲，董正浩 

结题时间：2012 年 10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物流是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在社会进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现代物流科学的发展，

为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我国物流科学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物流高级化还远未普及，企业物流蕴含的巨大效益潜力还远未充分发

挥，众多企业的物流依然处于潜隐状态，可以预见，物流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

经济增长点，发展物流事业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广阔市场。其中物流行业中的营销人员培养更

是重中之重，好的营销人员可以促进物流行业的大力发展，所以对营销人员的培养是很有必

要的。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从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发展的环境及背景、我国第三方汽车物流融入全球化市场、公

司能力介绍、公司物流系统现状等四方面出发，开展北京金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物流系统现

状分析。 

2.从库存车停放区域的合理性、PDI 计划的及时性和协调性、把握好入库检验关和出库

质量关、做好商品车的日常维护工作、以一体化管理来促进仓储物流规划的实现等五部分分

析研究北京金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物流发展规划。 

3.最后从抓好员工队伍建设，提高员工的素质、继续推进一体化管理、确保收、发、存

各环节满足客户需求等方面出发，制定公司 2013 年物流发展目标。 

 

 

手机射频自动测试系统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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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全国无线电设备检测工作，满足用户对手机射频自动测试系统整体解

决方案的研发需求，针对全国无线电设备检测市场，与委托方联合完成了手机射频自动测试

系统的集成开发。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提供了先进的检测理论、系统构架设计理念、及研发人员培训等技术支持。 

2.根据国际、国内标准及甲方提出的手机终端射频测试方法，编写了现有的第二、三代

公众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射频自动测试系统源代码。 

3.针对相关仪表进行底层驱动程序开发。 

4.协助委托方完成了射频接口箱的产品研发工作，设计了相应的射频切换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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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了测试界面、建立了测试结果数据库。 

6.提供了第二、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射频自动测试系统检测技术理论支持。 

7.提供了第二、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射频自动测试系统技术支持。 

 

 

图库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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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图库能够为设计人员提供图库资源的统一管理，划分权限、优化、分类、搜索、预览等

解决方案，帮助广大设计人员快速完成设计，使封片卡设计，报审、印制等环节规范化，便

于各个管理部门监控管理，它也是封片卡业务发展的强力助手。图库系统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提供强大的权限管理和资源分配功能，将图库的存储、权限分配和使用分开，以保证

图库资源的安全性。 

2.对同一个图片文件能进行多重分类，保证通过多种途径快速检索到它。 

3.除了给图片文件设置图片主题外，还应该能预设图片文件的关键字，这样就可以规范

文件的属性信息，还方便以后对文件进行快速检索。 

4.拥有强大的搜索功能是图库建设成功的关键，搜索能够依据图片文件属性信息中的关

键字进行模糊查询，而且可以指定搜索范围和搜索文件类型。 

5.访问日志功能。管理员可选择需要记录的事件，用户对图库的操作可相应的记录下来，

管理员就可以查看某一时刻某一用户对图库做的操作。 

 

 

QAM 调制码型的数字相干接收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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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华，李敏良，杨  杰，冷海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 

1.研究了 PDM-16-QAM 调制码型的相干接收算法，包括但不限于偏振解复用、频率估

计、相位估计、非线性补偿算法。 

2.设计了相干接收算法，仿真系统传输性能，分析算法复杂度；考虑了 ADC 采样速率、

关键光/电器件参数、算法关键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3.在非线性补偿、相位估计算法中提出了新方法，能降低计算复杂度或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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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件分拣机载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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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包件分拣机载运系统是新型分拣机驱动装置，该项目采用包件分拣机系统的三维建模，

包括上包机、分拣机驱动、载运小车以及卸载用的滑槽等装置，选择 solidworks 2010 对每

个部件进行三维立体建模，生成局部零件进行组装，最后建立整个包件分拣机载运系统的三

维模型。利用虚拟样机技术，对分拣机载运系统进行物流分拣过程仿真，计算分析每个环节

所消耗的动力及功率，以及在不同载运条件下的流程仿真，从而得到载运系统在设置条件下

运行时所需要的详细参数及运行数据。 

包件分拣机载运系统的开发，可以带来以下便利： 

1.为包件分拣机系统设计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在企业单位设计分拣机时，可根据预

定的目标调节分拣系统所需装置及具体参数。 

2.方便设计装置零件参数的修改，采用三维建模可以在出现设计错误时轻松进行修改。 

3.用系统仿真进行物流分拣流程仿真，根据仿真与实践试验的结果改进系统设备装置，

对其以后的生产制造以及后期投入的使用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有助于研发提高和客户招

引，给分拣机系统的物流设备生产商带来更大的效益。 

4.利用虚拟样机技术进行设计和仿真，节约了系统设备制造和改进的生产成本，还可以

启发新的思想或产生新的策略，暴露出原有系统设计中隐藏着的一些问题，以便及时解决。 

 

 

视频背景制作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泽华 

项目组成员：高泽华，秦文超，刘  鑫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某私人企业发展历程，在其建立的展厅中利用三维影片及幻影成像的方式展

示。主要研究了该企业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更好的呈现及宣传；研究了在不同的展览展示应用

场景下，企业发展的变迁的展示方法和技术手段；分析并明确了企业文化在虚拟现实环境中

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及技术手段；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三维影片的方法去实现企业

的发展历程并与背景融合，创造出幻影成像的效果。其中，利用到了很多媒体技术、展示技

术等，具体包括三维影片脚本、设计、制作及实施等方面的技术；包括幻影成像方面的展示

技术等；还包括了有关三维影片及幻影成像现状的调研及有关企业发展里程的调研和展示的

各种技术手段的调研相关的技术；并对甲方提供的运行环境进行相关建议性评估，使展示的

环境和相关三维影片更好的融合。 



211 

西北化工销售公司创新服务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保国  

项目组成员：赵保国，崔  正，杨浩雄，王  勇，吕  萌，张梦楠，程红晶，成颖慧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项目组通过实地调研，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的综合采集，对公司整体情况进行了摸底，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行业特点、组织特点、业务特点有针对性的从实际出发，对西北化工

销售公司的创新服务工作进行了理论解析。结合调研结果和对公司整体工作框架的认识，为

公司设计了更为科学的创新服务客户动态分级管理业务流程。同时，针对动态分级管理工作

的展开设计工作测评体系。 

项目组结合公司现有的客户管理体系，从新设计了更为贴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客户关系管

理工作流程及制度，具体包括：客户管理考核评价模型、客户关系维护流程、客户维护办法

与工作模板、客户关系管理方案顾客分级管理实施办法（各业务处室）。项目组对公司现有

客户的客户满意度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分析深入了解了公司战略合作伙伴类客户和经销商

类客户对公司产品及服务的不同要求侧重，同时设计并固化了公司的公司客户满意度数据收

集和数据分析工具，算法，数据解释方法，并结合公司实际工作情况，编写完成数据分析程

序。 

 

 

 

生物特征加密中的指纹盲对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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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伯金，曹  睿，冯知音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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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传统的加密技术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生物

数据的安全，但密钥的管理和存储本身又会引来新的麻烦。开发隐私保护型生物认证技术已

经迫在眉睫。这些新技术要克服传统生物认证技术的缺陷。本项目通过研发指纹盲对齐算法，

在不泄露特征点的前提下完成生物特征加密中的查询指纹和模板指纹的对齐。通过在指纹细

化图上搜寻辅助数据，然后根据迭代最近点的方法进行辅助数据的配准,得到比对指纹和模

板指纹之间的旋转平移的参数，来实现指纹自动对齐的目的。该项成果已经在合作单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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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视频监控客户端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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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静，胡  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已部署在企业内网及公网上移动流媒体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开发基于

Windows Mobile 平台的智能手机客户端软件，支持包括如下功能：良好用户体验的 UI 用户

界面、监控点摄像头云台控制、现场监控图像实时观看、查看监控录像等功能。具体实现包

括：UI 用户界面设计；与监控平台服务器的通信接口模块；用户登录及设备管理模块；云

台控制模块；录像流化回放模块等功能。 

该项目遵循软件工程标准流程，进行了前期调研、需求分析、软件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分模块详细设计、编码及调试、运行环境测试、维护等。完成了甲方需求规格说明书要求的

全部功能，并实现了相关技术指标，包括开放性：支持 RTP/RTSP 标准协议，基于跨平台开

源的 SDL 和 FFMPEG 多媒体开发组件，提供通用客户端开放接口；实时性：采用压缩效率

更高的 H.264 视频编解码格式，流媒体播放具有实时性；高效性：本系统避免了客户端和服

务器端之间的频繁交互，仅传递必要信息，以减轻服务器压力和客户端延迟，且减少网络流

量；可靠性：客户端软件提供各级界面的返回功能，且系统在出现运行故障时能够安全关闭

并能及时重启，不影响手机正常使用；安全性：系统在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包括

用户权限设置、密码设置、设备管理权限设置、查看监控录像权限设置等机制；易用性：客

户端提供简洁、易用的 UI 操作界面，以适应不同手机用户的操作，使功能的使用更便捷更

人性化，具有良好用户体验；可扩展性：可根据需要，利用软件设计预留的开发接口对客户

端软件进行更新和扩充。 

 

 

TD-LTE 高铁组网干扰抑制关键技术研究及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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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秉君，张海涛，齐一飞，张  阳，温公渭，宋瓷婷，张  帅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针对 TD-LTE 高铁组网，综合考虑拓扑结构及天线选型、

列车天线的位置，并从相关物理层相关技术中筛选出有效、可行的干扰抑制方案进行针对性

的研究，同时还考虑高铁相关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研究了经济合理、可行性高的

干扰规避方案。项目研究了 TD-LTE 高铁试验网相关干扰抑制方法性能评估的场景和解决方

案；根据共存场景及参数需求对解决方案进行确定性分析，并搭建系统级仿真平台以及通过

链路级仿真对提出的不同层面的方案有效性进行评估，给出了评估结果和干扰抑制方案或规

避建议；并结合实际测试情况，对提出算法在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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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润区权力运行电子监控系统开发（第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蔺志青 

项目组成员：蔺志青，张  闯，张  彬，邓永国，余秋宏，胡保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第一期成果的基础上，新增、优化了如下行政权力运行和监控方面的功能：三

重一大"表决器"功能、厅内预接件/其他接件/外网申报/乡镇预审等多渠道接件统一受理功

能、区级上报市级办件功能增强、区级市级信息上报功能、跨局上报审批、利用触摸屏自助

受理办件、人工集中受理相关功能、乡镇草稿件管理、短信功能增强、分析图表、报表、纪

委监察局所监察的部门的权限管理（数据范围设定功能）、部门领导（局长等）监察权的管

理、厅内接件、外网接件、乡镇初审、其他接件等分类查询、办件详情查看要件错误提示功

能（办公平台也有此功能）、基于互联网的网上审批服务（办事大厅及相关功能）、手写签名

软件及控制、数据范围设定功能增强、组织机构管理增强、后台管理日志增强、市级区级各

类数据交换、内网导出数据到 U 盘、外网导出数据到 U 盘、内网从 U 盘导入外网数据、外

网从 U 盘导入内网数据。 

该项目的创新点包括： 

1.具有厅内集中预接件、多媒体触摸屏接件、部门窗口接件、其他接件、外网申报、乡

镇预审等多渠道统一接件受理功能，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排队时间，提升了政府形

象。 

2.实现了市、县区两级数据交换和联动，网上可完成报批和报备件的办理流程。 

3.基于互联网的网上审批服务扩展了行政权力网上审批的渠道。 

 

 

移动互联网安全测试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邓  芳 

项目组成员：邓  芳，张嘉宾，李  跃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以目前流行的 Android 和苹果系统的应用软件为入手点，通过研究各类应用软

件的行为，参考当前恶意软件的攻击模式，确定应用软件的恶意行为，例如窃取用户短信，

监听用户通话等，不同的恶意行为有不同的风险级别。对于一款待测软件，通过工具测试其

是否有恶意行为，并通过其包含的恶意行为数量和风险级别最终确定应用的安全级别。 

1.第一阶段是对 Android 和苹果系统的近百款各类别流行软件进行了行为研究，结合当

前恶意应用的攻击模式，总结出了安装运行，功能和数据，调用操作系统接口，网络通信四

类应用软件的主要行为，并对每一大类进行了细化。 

2.第二阶段是设计合适的方法对第一阶段总结的行为进行测试。通过厂商的调研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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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际测试比较，最终确定了静态代码检查和动态行为检测的测试方法。项目提出的安全

评测点已经确定，配套的安全测试自动化工具也已经完成。项目确立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安

全评测方案已经投入使用，主要应用场景是为移动应用软件的线上商店提供应用上架前的批

量安全评测。 

 

 

基于 WebService 方式的融合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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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中国电信基于 WebService 方式的融合通信功能需求，设计了一种广泛支持

的、形式友好的、易于实现的 WebService API 接口，通过屏蔽呼叫控制、短信等复杂的控

制逻辑，保证用户终端无需设计开发新的 SIP 协议栈，只需交小的改动就能够接入 IMS 网

络，降低融合通信客户端开发门槛。 

该项目设计了一种融合通信服务控制器，该控制器提供 WebService 服务供终端访问，

以支持发起呼叫、取消呼叫、终止呼叫等呼叫控制服务。同时，融合通信服务控制器通过

IMS SIP 协议接入 IMS 网络，提供多个 IMS 终端的仿真功能，保证不同用户能够以不同的

身份注册到 IMS 核心网，并正常拨打和接纳呼叫。融合通信服务控制器通过 WebService 服

务控制 API 与 IMS SIP 呼叫的状态映射，实现 IMS 终端与 Web 终端的信令协商，从而实现

基于 WebService 方式的融合通信服务。 

 

 

基于 XEN 的虚拟机备份技术研究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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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星，刘  旺，严  艇，尹文涛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对基于 XEN 的虚拟机备份原理、体系架构及行业内相关主流厂商虚拟机备

份产品的功能进行分析；并研究提出高效可行的虚拟机备份设计方案，并进行软件实现和测

试。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对当前主流厂商发布的虚拟机备份产品的实现原理架构及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

析，包括 vmware vSphere VDR 的原理和体系架构，PHD 对 vmware 和 citrix 研发的备份产

品功能特性(备份策略，备份速率，备份数据量等指标。 

2.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了高效可行的基于委托方现有虚拟化产品的虚拟机备份设计方案，

并进行代码实现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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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扼流圈卫星接收天线设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袁开国 

项目组成员：袁开国，伍淳华，席敏超，王  龙，马玉洁，张  瑜，张哲铭， 

魏  杰，蒋  敏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低噪声放大器设计：采用 Agilent 公司的 ATF54143 芯片进行电路设计，主要包括电路

的拓扑结构确定、偏置单元电路、输入输出匹配电路等的设计，在单元电路设计的基础上进

行整体电路的优化并确保系统稳定，最终达到预定的设计值。 

2.天线设计：为了能够满足需求，预计设计的天线为超宽带或者为双频天线，频段包括

GPS/GLONASS 的 L1/L2。拟采用的方案有两种：（1）采用 L 型探针馈电技术设计超宽带

天线，同时包括上述频段；（2）采用共面波导馈电技术设计双频天线，满足设计指标。我们

会通过对试制天线的测试来确定最终采用何种方案。以上两种方案进行设计时，均会将天线

设计与扼流圈设计一起考虑，确保天线的相位中心不随卫星的运动而变化，实现天线的电学

相位中心与天线的几何中心重合，以提高其精度。 

 

 

 

基于云计算的垂直搜索引擎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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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波，陈  勇，王  婷，黄永军，林祖新，张永霞， 

丁  阳，杨  娜，姜  莹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根据甲方所面对的客户领域及信息检索需求，研究、设计、开发一套高效的

垂直搜索引擎。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研究、设计及开发了智能、轻量级垂直搜索爬虫子系统，高弹性、可定制的信息提取

子模块，专用的信息索引及排序子系统，以及专家子系统。 

2.在以上模块基础上，研发了一套高效的垂直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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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齐佳音 

项目组成员：齐佳音，傅湘玲，吴  斌，吴  晔  张  鹏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微博作为 web2.0 时代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无论从时间、地域、接入设备等各个方

面都极大地解放了民众的话语，不仅开创了人际传播的新模式，还开辟了信息传播和“企业

—用户”沟通的网络阵地。同时，要求企业对微博舆情信息应对必须做到：迅速反应、动态

应对和实时监测。 

该项目以舆情事件为核心的“话题—态势—影响力—风险”舆情管理逻辑，首先确定了微

博舆情热度计算、危度计算算法。给出了企业网络舆情态势指标量化规则；微博预警功能判

断准则及相关参数设定原理；意见领袖区分及分级标准；意见领袖状态定义及参数说明，包

括建模原理；企业或产品声誉度定义及参数说明；声誉度变化模型建模；传播链中关键节点

分析方案设计及各量化指标详细说明。 

 

 

 

基于 OpenStack 的云资源管理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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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涛，严  艇，金  星，董健康，李阳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研究和分析 OpenStack 源代码的基础上，根据甲方在云资源管理方面的需

求，对 OpenStack 进行二次开发，研发出一套产品化的云资源管理系统。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结合分析 OpenSatck 源代码，研究了 OpenSatck 体系架构及主要模块（包括 OpenStack 

Compute，OpenStack Object Storage，以及 OpenStack Image Service）的实现原理。 

2.深入分析了 OpenStack 现有部署机制的实现技术细节，开发和设计了新的虚拟机部署

算法，并在 OpenStack 上实现了智能化部署的功能模块。 

3.设计和开发了云资源实时监控及统计模块、虚拟机管理集成技术，最终研发出一套云

资源管理系统。 

 

 

 



217 

雷达通信一体化（网络分系统）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勖 

项目组成员：张  勖，于翠波，勾学荣，董跃武，刘  勇，毛京丽，黎晓波， 

尚  飞，王显贺，李河欣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网络分系统在雷达通信一体化机中的作用是实现基于 IP 协议的高速移动自组织路由功

能、当网内成员较多时对节点进行分簇、完成节点的入网认证及出网等网络管理操作、转发

来自总控分系统的情报消息、与通信分系统配合实现分组的发送与接收。系统基本功能模块

包括：分簇、路由发现、建立、维护、消息转发；扩充功能模块包括：认证入网、出网、工

作模式通知、通信容量动态分配、部分网管功能。 

网络分系统设计方案特点是：具有高抗毁性的网络结构；当网络遭到攻击或自身运动而

被破坏时有自动愈合的功能；在进行路由发现时能够抑制广播风暴的出现；当转发用户数据

时能够解决隐藏终端和暴露终端的问题；接口结构合理，能为应用层和链路层提供通畅的数

据传输功能；支持多跳转发。 

链路层的硬件选型需要兼顾与通信分系统（物理层接口）和自身逻辑功能的实现，采用

FPGA 完成接口功能（因为帧结构等都是自定义的）和帧处理，逻辑控制等功能编程实现，

运行于嵌入式 Linux 之上。基于以上考虑，硬件设计方案中主要的芯片是网络处理器和

FPGA。 

 

 

 

兼容 Amazon S3 的云存储平台研究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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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涛，金  星，严  艇，姜  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对当前云存储体系架构、关键技术及行业内相关主流厂商产品进行研究和分

析；基于研究提出高效可行的云存储平台设计方案，并进行软件实现和测试。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对当前主流厂商发布的云存储产品的实现原理架构及功能进行了研究分析，包括

Amazon S3 的原理和体系架构；微软 SkyDrive、苹果 iCloud 的云存储产品功能特性。 

2.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了高效可行的兼容 Amazon S3 的云存储平台设计方案，并进行了代

码实现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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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通信中间件原型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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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菁，谢  轶，侯俐至，李文韵，肖念春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通过调研对比了相关开源分布式通信中间件系统，包括：rabbit mq, hedwig, kafka 等，

确定以 hedwig 作为原型开发的基础。 

2.设计了一套适用于分布式信息通信系统的发布订阅模型到生产消费模型的转换方案，

在 hedwig4.0 版本的基础上，编码实现了这套转换方案，并且进行了性能测试。性能测试表

明：基于 hedwig 客户端的转换方案存在效率问题，当客户端增多，消息量增大（超过 100

条/s）时，性能有明显下降。 

3.针对前述方案，设计了一种在 hedwig 服务器端源码基础上进行开发和修改的方法，

针对消息缓存、消息分发流程等模块进行了功能修改，使得客户端无需做复杂改动即可使用

hedwig 进行生产消费类型的消息传递。同时利用 hedwig 提供的服务器端代码测试框架，开

发了针对消息处理流程、消息分发性能等方面的测试用例和测试代码，对原型系统进行了初

步测试。 

 

室内业务建模、数据挖掘及数据库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松林 

项目组成员：孙松林，王世良，于舒婷，黄  飞，鞠延宏 

结题时间：2012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针对话单进行加密开发，并提供加密程序。 

2.对 2011 年 3 月～5 月的 CS 域和 PS 域的话单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全网业务量的特性、

全网用户业务模型和典型区域（密集城区、一般城区和其他区域）用户业务模型，其中业务

模型包括得出按照贡献业务量高低对用户的分类标准，各等级用户的分配比例和各等级用户

平均贡献的业务量。 

3.对 2011 年 8 月 24 小时的网管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全网和典型区域（密集城区、

一般城区和其他区域）业务量的冗余特性，包括表征不同天之间业务量波动性的波动性系数

和表征一天 24 小时之内业务量不均衡性的不均衡系数。 

4.对从 2010 年 4 月到 2011 年 3 月忙时的网管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全网及典型区域

（密集城区、一般城区和其他区域）业务量的预测，即采用指数平滑、ARIMA、GM 模型

对业务量以周为单位进行了拟合并进行了对比，最后用指数平滑法对业务量进行了预测。 

5.按照话务模型、冗余和业务量预测模型分析结果，给出了业务总量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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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星评审专家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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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燕，楮卫艳，时志芳，刘  建，吴世良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为合作方建立相关的科技新星评审专家库，包括基于专家库的评价指标选择，

以及相关的支持程序。该工具为北京市科技新星评审提供服务和支持，提供科技新星评审的

数据收集、数据上报和统计工作，以及科技新星评价指标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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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格式烦杂，众多，数据采集标准不一，系统采用了最新的数据仓库 ETL 等

最新技术来处理。系统实现了对现有的科技发展相关信息和文档中，与科技发展相关的数据，

迁移入科技新星源数据库；实现了从科技新星人才数据库中，抽取对科技新星管理有重要指

导作用的相关数据。 

 

 

“IMT-Advanced 新型无线资源管理研究及验证”   

项目第三方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许晓东 

项目组成员：许晓东，王  强，王  莹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就华中科技大学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IMT-Advanced 新型无线资源管

理研究及验证”进行第三方测试，项目成果包含以下内容： 

1.简化版 IMT-A 系统无线资源管理与调度测试：用户终端可以在异构网络环境下自由接

入到相关的无线网络系统中，满足多业务 QoS 保障。 

2.WLAN 802.11a 无线资源管理测试：采用全 IP 传输设计思想，将 IP 技术和无线传输

技术紧密结合，基于统计复用技术(PSMA)，对整体无线资源进行调度和管理，提高无线资

源的利用率和传输效率，同时进行多用户、多业务的 QoS 保障。 

3.异构融合与异构切换测试：根据空中接口 MAC 层通用化的思想，基于 L2 over IP 技

术，在协议栈的数据链路层划分一个通用 MAC 层进行异构融合，以适配不同标准的空口物

理层，使得上层架构对异构模式同等对待，有效地处理各种类型载体的 QoS 要求。终端能

够通过简化版 IMT-A 或者 WLAN 接入异构网络，进行异构切换，保证异构模式下的多业务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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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绑定管理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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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明，曹博纬，刘瑞娜，仲梓源，陈  哲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为合作方建立相关的号码绑定管理数据库，开发号码绑定管理数据库，将相关

的信息资源整合成为一个共享平台，建设号码绑定数据采集、处理、发布系统；并在整合过

程中确保号码绑定数据库系统良好运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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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服务。 

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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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电信增值业务运营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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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明，曹博纬，刘瑞娜，仲梓源，陈  哲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3G 电信增值业务运营支持系统实现了主要的 3G 电信增值业务系统，以及对各数据源

的了解、分析，实现了系统的功能编码，完成了系统研发工作的流程优化，其中主要设计实

现系统模块架构，实现了相关的主要功能，提高了整个系统的集成度，实现了对 3G 电信增

值业务系统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技术支撑环境建设方案, 主要为采集 3G 电信增值业务系

统资源、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技术服务,能够提供可靠的数据运行管理和冗灾备份与应急管理，

并面向最终用户及应用系统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服务；信息系统开发包括：建立 3G 电信

增值业务系统采集、信息实时发布、信息智能分析等；提供对包括对 3G 电信增值业务信息

采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信息智能分析等方面的服务。 

该项目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形成计划的产品，产品的稳定性符合对方质量部门的

要求。功能上得到用户的认可。系统的核心功能形成了完善的可重用模块，并在产品化过程

中得到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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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Advanced 多址技术研发”项目             

第三方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许晓东 

项目组成员：许晓东，王  强 

结题时间：2012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就上海交通大学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IMT-Advanced 多址技术研发”进

行第三方测试，研究成果包含以下内容： 

1.OT-GMC 多址性能测试 1-链路级性能，测试条目包含：上行链路 DFT_S_OFDM 的

BLER 和 BER vs. SNR 测试；上行链路 OT_GMC 的 BLER 和 BER vs. SNR 测试；上行链路

OT_GMC 和 C-DFT-S-OFDM 的 PAPR 测试；上行链路 OT_GMC 的 AMC 测试。 

2.OT-GMC 多址性能测试 2-系统级性能，测试条目包含：基准配置性能: 基准配置上行

链路小区频谱效率和边缘 UE 频谱效率测试；MIMO 配置性能: MIMO 配置上行链路小区频

谱效率和边缘 UE 频谱效率测试；峰值频谱效率: 上行链路用户峰值频谱效率测试。 

3.关键技术性能测试——动态频谱资源分配，测试条目包含：SU 的 bidding 策略收敛性

测试、算法收敛性：不同 SU 数量下对 PO 均衡期望定价测试。 

4.关键技术性能测试，测试条目包括：导频信号不均匀放置的压缩感知信道估计有效性

测试与资源分配方法性能测试。 

5.多址方案演示系统性能，测试条目包括：小区建立、小区删除、PUSCH 自适应调制

编码、上行分布式资源分配、PAPR 性能测试、星座图测试、数据速率测试以及 BLER 测试。 

 

 

雷电电磁信号波形特征实时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海婴 

项目组成员：王海婴，刘立著，严  元，李  贤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雷电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密集时的雷电形成雷暴，雷暴会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

极大危害。在雷电定位系统中，根据雷电信号的时域波形特征实时得出雷电发生、发展趋势

至关重要。该项目设计实现了集雷电信号高速采集、云地闪波形鉴别、云地闪电特征参数提

取及闪电波形实时显示等功能于一体的雷电电磁信号波形特征实时分析系统。系统基于云地

闪电磁信号的波形特征，对采集到的雷电数据以雷电脉冲持续时间、雷电脉冲时间间隔以及

相对能量大小为基本特征，进行电场波形峰值及持续时间、电场波形前沿时间、电场波形下

降沿过零时间、回击放电电荷量等计算，并对电场信号中的多峰和反峰等干扰信号进行滤出，

最终实现对云地闪信号的准确判定及特征参数的求解；对鉴别出的云地闪信号进行回击计数

并对回击波形进行实时显示及回击数据文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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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云计算关键技术研究与业务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  铮 

项目组成员：胡  铮，唐晓晟，张春红，王  庆，王  明，施  驭，于  磊，张观良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面向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关于移动云计算关键技术的研究，

并以 HTML5 技术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业务技术研究。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内容包括研究云计算关键技术和发展状况。 

2.云计算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趋势。 

3.移动云计算关键技术，包括 html5.0、webos 等。 

4.Webapp 发展前景研究。 

5.Webapp 模式下，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发展策略。 

同时，基于 HTML5 video 播放器的属性和方法的开放型封装，进行了移动云计算 Web 

APP 的应用原型研发。该应用能够方便地控制和调用 HTML5 视频播放服务，并且得以更个

性化设置播放器界面、使用备用播放等各项功能。 

 

 

 

多终端协同通信业务控制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胡  铮 

项目组成员：胡  铮，田  辉，唐晓晟，王  明，林  枫，周  典，胡陶军 

结题时间：2012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对多终端协同业务控制技术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多终端协同场景、终

端的聚合管理、网络实体间的交互进行了分析，并充分考虑在提出的业务架构下支持终端的

聚合管理、网络业务环境的协同传输、会话与资源控制等功能，秉承控制与承载相分离的网

络架构设计思想，对多终端协同网络控制技术进行了研究。 

在基于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完成了面向电信运营商的多终端协同通信业务控制技术方

案研究报告，并设计实现了一套多终端协同下载系统。多终端协同下载系统由服务器、手机

客户端、PC 客户端组成，其可支持 PC 与 PC 间、手机与 PC 间、手机与手机间的协同下载。

它的实现克服了单终端下载能力的局限性，使其能够有效地利用附近其他终端的空闲网络资

源来协同服务有下载需求的终端，从而大幅提高了其下载速度，使用户能够获得更高速的下

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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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电信 2.0 的咨询数据库管理平台（一）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春燕 

项目组成员：周春燕，张  雷，肖  丁，方  维，黄  海 

结题时间：2012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知识密集型企业文档众多、人员流动造成知识资产流失、知识资产不方便共

享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构建知识库平台，重点实现文档的有效管理，以及隐性知识的

交流和共享。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知识体系梳理方法。该方法以企业的业务流程为主线，对每个流程

结点涉及的关键文档进行梳理和整理，得到了需要被管理的关键文档范围。 

2.电信规划设计院文档分类体系。在对设计院的业务流程、文档内容进行理解基础上，

对文档进行分类，得到了层次化的文档分类体系。 

3.咨询数据库管理平台软件。该平台基于微软的 SharePoint 2010 平台，通过配置和客户

化开发，实现了显性知识的管理（即文档管理，包括文档的上传、下载、版本管理、签入签

出、订阅、推送、收藏、在线浏览、评分、留言、标签管理等关键功能）、隐性知识的交流

和管理（包括企业维基、员工个人博客、讨论区、个人主页）和企业综合搜索。实现了知识

管理的第一步。 

 

 

面向电信 2.0 的咨询数据库管理平台 (二)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春燕 

项目组成员：周春燕，肖  丁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在一期项目中，实现了以文档为单位的粗粒度知识管理。二期项目进一步实现以知识点

为单位的细粒度知识管理，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知识体系梳理方法的提炼。 

2.电信规划设计院知识体系的梳理。包括提取知识点、设计知识点的分类层次、整理各

类知识点的属性（元数据）、设计各类知识点的内容模板等。 

3.实现了知识点全生命周期管理。以 Wiki 词条作为知识点体现形式，实现了知识点的

创建、编辑、提交、审核、发布和删除。 

4.探索了企业知识地图的具体应用场景，得到了企业知识地图的构建和更新方案。该方

案基于知识点元数据和规则，可以灵活地得到企业知识地图，大大减轻了知识地图定义和维

护的成本。 

5.实现了知识点的共享。通过知识地图、自定义课程学习，实现知识点的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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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培训学院信息化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周春燕 

项目组成员：周春燕，王  柏，张艳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在对中国民生银行培训学院信息化现状进行调研基础上，对现有信息系统的功能、数

据进行梳理，对现有系统支持的流程、以及系统尚未支持的流程进行整理和描述。 

2.针对中国民生银行培训学院建立虚拟大学的业务目标，描述了学院将来在教学、教务、

科研、人事、总务六个方面要支持的 32 个业务流程。 

3.在分析中国民生银行培训学院信息化需求基础上，对业务功能架构、系统架构、数据

架构、集成架构、基础设施架构进行了设计，分析了信息化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距，提出了

系统建设的演进路线。 

4.给出了将来数据的概念模型、逻辑模型和数据管理规则。 

5.描述了将来各系统之间的交互接口，包括接口功能、接口数据源和目标，接口信息流。 

6.给出了信息化管控的目标，描述了信息化管控的现状，分析了信息化管控的差距，最

后给出了信息化管控建设的演进路线。 

 

 

 

2009 年中国联通河南原综合营帐应用软件         

更新改造工程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卢  山 

项目组成员：卢  山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东软是以软件技术为核心，通过软件与服务，制造的结合，技术与行业管理能力的结合，

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产品工程解决方案以及相关软件产品、平台及服务。 

目前，实际的软件研发周期、预期目标符合原定计划的要求。软件质量合格，达到原目

标要求。软件工程相 关技术档案齐全，归档完整，表述明确。软件工程总体质量良好，能

够投入试运营，以顺利完成软件讲解和培训工作。软件项目进度符合合同进度规范，软件质

量符合合同规范书的要求，无遗留问题，该项目已经顺利通过东软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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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业务监管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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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江，米铁男，王亦澎，毕  聪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分析了美国、欧盟部分国家、俄罗斯、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对谷歌

公司及其业务监管的法律、政策和案例，发现谷歌在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信息安全、版权保

护、公平竞争、违法和不良信息控制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实践均受到各国法律和政府的质疑，

谷歌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和辩护，并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改进，以满足当地法律和政府的要

求，例如修改隐私权政策、与版权人进行谈判并给予补偿、消除违法代码、消除涉隐私信息

等。此外，谷歌还在其母国采取游说、赞助、资助等方式影响美国网络立法，维护自身利益。 

百度在中文网络市场的地位与谷歌在英文网络市场的地位相似。因此谷歌在世界各国的遭遇

是百度的最好前车之鉴。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对于网络企业的发展来讲，除了较少的市场管制外，还有赖于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投资

建设的发达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大力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和升级，就是对网络企业

的极大支持。因此，中国网络企业可以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三网融合”等基本政策方面与

政府进行多方位的沟通，加快其发展建设进程，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2.百度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企业之一，应当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主要是版权）、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控制和处理违法不良信息方面做出表率；同

时，应加强与政府的沟通，通过自身的实践促进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版权保护、网络市场竞

争、网络安全等领域网络立法的完善，进而促成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环境。 

3.网络企业还应在遵守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寻求企业自身发展和维护公众利益的平衡，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GPON 网络服务质量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勇 

项目组成员：刘  勇，杜海清，袁宝库，徐静涛，亓玉娇，王永峰，叶艳珂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研究 GPON 网络传输的基础上，建立了承载网络服务质量分析模型，据此设

计了服务质量映射模型,根据 GPON 网络特点，设计了网络传输的数据监控点，开发了相应

的服务质量监控软件,设计实现了服务质量的QoS和资源利用的数据库,根据设计进行了相应

的系统软件和数据库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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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TE-Advanced 增强多天线技术研究与         

标准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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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超，郑  健，陈宇劢，严  康，郭昕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3GPP 已经启动 LTE-A R11 的标准化工作，LTE-A 标准的关键技术包括：协作多点传输

CoMP 技术、上下行导频技术、上下行 MIMO 技术、异构网络技术、频谱聚合技术等。为

了更加准确判断未来技术的演进路线，对各种场景下的 LTE-A 增强多天线技术方案进行设

计、评估和标准化推动。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了 C-RAN 架构下的 LTE-A 增强多天线技术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系统级评估结果。 

2.研究了异构网络下的 LTE-A 增强多天线技术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系统级评估结果。 

3.研究了分布式天线系统下的 LTE-A 增强多天线技术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系统级评估结

果。 

4.研究室内系统中的 LTE-A 增强多天线技术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系统级评估结果。 

 

视听新媒体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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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江，米铁男，熊  莺，张  阳，姜文军，黄  方， 

李忠妹，武海霞，黄亚丽，杨晓波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搜集整理了国内外视听新媒体的发展状况、法律制度等最新的数据资料。在立足

我国新媒体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的治理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新媒体监管法律

制度的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提供参考。其研究报告包括四部分内容： 

1.主要研究视听新媒体的基本范畴，包括概念、特点、业务形态（IP 电视、网络电视、

手机电视、网络广播以及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国内外新媒体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等，明

确项目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2.从美欧亚洲和大洋洲分别选取了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新加坡、韩

国这 7 个国家或地区的新媒体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国家的立法、监管机构等监

管政策，并对其监管政策进行客观的评价。 

3.研究我国对视听新媒体采取的产业发展政策、立法措施和监管机构等管理策略。在此

基础上，剖析我国目前在新媒体监管法律制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使后文的完善建议更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对新媒体有益的监管经验，针对我国目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

题，从立法、执法、行业发展政策、行业自律、监管能力、网络安全意识等方面提出完善我

国视听新媒体法律制度的建议。此外，报告还针对广电总局第 39 号、第 56 号令提出了富有

创造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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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移动传感器网络仿真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闯  

项目组成员：张  闯，张  彬，史学敏，许  淼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构建了用于无线传感网络安全研究的仿真平台，能够对底层 OS 进行加载，实现

了基础传感节点的组网和对节点进行系统移植，实现了系统的联调并测试，完成了数据获取

模块的设计与开发，实现了远端数据的获取和整合。仿真平台主要用于网络认证和加密的模

拟和验证研究，包括无线传感节点、控制终端和无线通信模块、管理平台等构件。主要研究

成果如下： 

1.对备选仿真平台 TOSSIM、SensorSim、SENSE、OMNET++、EmStar 等从接口、可用

模块、可移动性、图形界面支持、使用许可、重用性、用户支持、可扩展性、硬件仿真等多

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 

2.基于 TOSSIM 仿真平台，开发和实现了针对不同加密算法进行仿真研究的解决方案 

基于 TOSSIM 仿真平台，开发和实现了针对不同广播认证方案进行仿真研究的解决方案。 

3.将加密与广播认证的选择依据作为无线传感网安全方法选择的标准，建立行业规范，

进而形成未来无线传感网的安全标准；并结合已有的研发结果，可以研制专门的无线传感网

领域的安全产品，量产后作为通用化的产品模块配合物联网的规模化应用。 

4.基于传感网络仿真平台搭建了“智能家居”应用平台，可实现远程抄表、远程温度查询

和空调控制。仿真实验平台可以作为物联网演示的最小系统，也可以作为家庭环境监测服务

的原型系统，同时在演示系统中涉及到对能耗的监控，未来可以推广为节能减排的监控侧解

决方案。 

 

 

古今中医温病整体医案信息处理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忠明 

项目组成员：李忠明，张经天，苏益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对古今中医温病类医案的文本数据进行采集、清洗和规范化处理为研究目的，

主要开发了温病医案数据采集系统工具和清洗工具嵌入到温病医案数据库中，对温病医案文

本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并对采集到的医案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去除数据杂音。再针对古代

和现代的温病医案的病因、疾病、症状、证候、治法、中药的数据清洗处理工具，以国标-

诊疗术语（疾病、证候、治法）等作为规范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药物规范标

准，开发温病医案数据规范系统工具，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规范整理。最后对规范后的数据

进行测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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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已经对入库的两千多条现代温病（以手足口病为例）临床数据和古籍温病医案数

据进行的采集清洗和规范化处理，形成结构化的规范数据，尤其是对古籍温病医案数据中大

量的冗余杂音进行了有效的消除，不规范的描述用语进行了相对规范的处理，以满足计算机

计算处理的需求。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针对中医温病类医案数据的处理方法。 

 

 

中山移动传感器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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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  

项目组成员：张  闯，张  彬，史学敏，许  淼，胡保祥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依据移动物联网应用的特点，并根据不同加密算法的特点，选择适用于传感器不

同应用场景的加密算法并通过评价因子对其进行评价；选择好的加密技术和广播认证协议，

并使两部分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满足传感网广播认证方案的设计原则；实现了智能家居中

典型的应用场景：远程抄表、温度查询和空调控制。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解决了传感网加密技术在应用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提供了选择适用于传感器节点的加

密技术，保障传感网应用的安全性，并降低能耗，节约投入成本，降低应用风险。 

    2.解决了大规模传感网中认证困难的问题，并实现网关与节点的双向认证问题，提高传

感器网络的安全性能，并节约资源，降低成本。 

    3.研究并提出了传感器网络加密和认证 2 项关键技术点的决策建议。 

    4.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对加密技术和认证技术的研究以及专利成果，保障企业在传感网

应用加密及真正技术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保障网络安全性，且最大限度节约节点各项开销；

应用平台的搭建，为企业建立大规模传感器网络应用提供了示范及技术可行性验证，为传感

网应用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视频相关技术演示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徐雅静 

项目组成员：徐雅静，周国钢，高  哲，孟繁宇，吴  桐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的研究目标是研究视频相关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涉及的技术内容包括视频采

集技术、视频传输技术、视频技术在无线传输领域的应用等。采用的技术方法和路线是调研

目前视频应用的行业、领域、前沿趋势，使用 C++编程语言对相关视频采集技术、传输技术

编写演示系统。通过该演示系统的研发，将各种视频采集、视频传输技术融为一体，可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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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展示各种技术的指标、优点、适用范围、实际传输质量等。尤其是在无线传输视频的领

域，结合无线信道的特点，将实时视频传输在无线信道的传输特性一一测量、仿真和改进，

能够将不同编码、幁率、格式、大小的视频真实的放在该演示系统上进行性能展示，达到系

统预期设计目标。 

 

 

基于网络演算的多业务无线网络容量配置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高月红 

项目组成员：高月红，张  欣，桑  林，蒋文婷，李职杜，陈  冠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依据网络演算的数学方法，对 GSM 网络话音业务、EDGE/GPRS 数据业务和

TD-SCDMA 数据业务的拥塞率计算进行了建模，其中话音业务通过泊松过程建模，数据业

务通过多个并行 ON/OFF 过程等效为高斯过程。在服务模型方面，也结合不同网络的服务

速率、资源分配方法等内容，对系统服务特性进行了建模研究。在完成数学建模之后，进行

了理论模型与现网参数的映射，并通过大量现网数据，对理论模型的运算结果进行了匹配验

证。良好的匹配结果证明了理论建模方法和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拥塞率模型基础上，

进一步给出了相应的载波调整算法。之后，基于 C#语言，开发出了相应动态载波调整软件

程序。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未来网络部署前的容量预测和网络部署后的载波调整具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有助于运营商更好的配置网络资源，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降低网络拥塞率，

提高用户的使用感受，降低用户投诉率等。 

 

 

跨层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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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利，高冠军，杨  辉，吕春晖，杨  宇，陈浩然，周  婷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业务与应用的发展，面向数据中心光互联的新型宽带网络架构受

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数据中心应用资源和光层网络资源的最优利用，该项目提

出了一种支持网络和应用资源联合的跨层优化新架构，由用户平面、应用平面和服务平面组

成。其中服务平面和应用平面分别维护网络和应用资源并完成网络资源虚拟化抽象、服务感

知的增强路径计算单元算法以及基于跨层优化的全局负载均衡算法。在上述架构基础上，设

计并研制了新型光即服务 OaaS 实验平台，开发了核心模块并且扩展了接口功能。在实验平

台上完成了按需带宽提供、按需视频提供、虚拟迁移、虚拟机维护等服务演示，实现了网络



230 

与应用资源的跨层优化控制和可视化呈现。 

该项目研制的光即服务实验平台，能够有效解决面向数据中心应用的光网络动态带宽提

供问题，创新性强，应用前景广阔。同时在控制平面和应用服务控制器的部署上采用了虚拟

机实现技术，能够支持对系统规模的灵活扩展。 

 

 

供应链的定量风险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  旭 

项目组成员：杨  旭，闻  捷，闫  蕾，葛成楷，潘  峰，陈  洋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致力于建立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框架并对其加以量化，从而在确保供应链的性能和

成本有效性的同时应对不确定性和潜在损失。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对物流业的典型供应链技术与运作风险进行识别，针对供应链的风险因素进行了

量化评估，在成本约束下进行供应链策略、计划的数学模型，最终完成了量化的供应链风险

管理系统的原型设计。 

2.设计了基于上述体系架构的供应链风险量化算法，并加以测试和验证。 

3.该成果用于 IBM 供应链优化解决方案，产生了较好的商业价值。 

 

 

中国移动南方基地投资管理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车培荣 

项目组成员：车培荣，魏苏娟，周  欣，李嘉宇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中国移动南方基地在资源配置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挖掘，并通过

对问题的分析得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随着南方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业务复杂程度升高、需求把控难度加大，集中化及移

动互联网战略对资源配置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营成本也随之显著增加，需要进一步思

考应如何进行资源配置。 

2.中国移动南方基地目前存在的问题有：（1）当前的资源配置体系中，投资计划与财务

成本管理互相独立，并行开展，几乎没有交叉，难以做到 Capex 与 Opex 的一体化管理，实

现高效资源配置；（2）制定投资计划时，业务需求描述不清晰，决策的科学性有待提高；（3）

缺乏成本标杆，成本预算依据不充分。 

3.通过业务需求标准化探索及 Capex 与 Opex 之间相关关系研究，以投资立项环节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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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把 COPEX 管理模式落地到整个资源配置流程，从 COPEX 一体化的角度为整个资源

配置流程与组织体系提供优化建议。在资源配置的关键点如规划、计划、评估等环节，构建

包括业务部门与计财室在内的虚拟团队，为 COPEX 一体化资源配置流程提供组织保障，提

升整体效率。 

 

 

实时海量数据分析关键技术及其工具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赵  耀 

项目组成员：赵  耀，宋颖莹，彭书凯，邹志勇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具体技术内容包括： 

1.分布式流计算平台上节点管理，调度和故障管理：实现机器处理节点的动态增加，减

少；实现故障管理和流数据动态故障转移。  

2.分布式流计算平台上 I/O 吞吐和响应时间的优化，仿真和算法实现：研究大规模集群

(>10 Servers)情况下负载均衡机制和事件流路由机制；对现有事件处理队列的优化调度算法

仿真和实现；对多机分布式情况下已有开源系统 Adapter 的替换和实现。 

3.在机器过载情况下 QoS 的控制：研究过载情况下处理流优先级的判断机制；研究和实

现过载情况下的控制算法；对提出的机制和算法实现仿真验证。  

4.开发基于海量实时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分布式流计算平台，要求该平台具有低响应时

延，大吞吐量，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5.基于该平台的应用实现：实现电信网络故障定界定位应用。 

针对以上研究内容，该项目组完成了分布式流计算平台的关键算法和系统设计等文档，

并开发完成分布式流计算平台原型系统。 

 

 

光通信关键技术及器件发展趋势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惠英 

项目组成员：黄惠英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全光网络中的关键技术：光纤技术、光交换技术、光复用/去复用技术等。 

2.器件：光纤、光发射机、光接收机、WDM 传输系统中的波分复用器/解复用器、光放

大器、光再生器、波长变换器、光开关、全光通信中的光分插复用器(OAD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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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干扰 QoE 评估与测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杜海清 

项目组成员：杜海清，刘  勇，徐静涛，叶艳珂，亓玉娇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项目组在 QoS、QoE 评估及测试等方面研究优势，对甲方干扰 QoS 评估与测

试相关研究给予指导与支持。通过对通信系统的用户体验、干扰程度、可靠性等因素的分析，

建立了通信干扰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整个系统进行了

综合评判。这种方法较好地解决了通信干扰系统指标权值取值的科学性问题，使通信干扰系

统效能评估更加科学合理，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用友 U8 &TurboCRM Android 平台移动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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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莉萍，李  菁，葛高飞，吴希龙，李文韵，肖念春， 

陈  超，严国娇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 Android 平台开发用友 U8MA2.0 移动应用客户端软件和 TurboCRM2.0 移动

应用客户端软件，按照 U8MA2.0 和 TurboCRM2.0 产品定义、需求文档和开发计划等文档，

在 Android 平台上开发客户端两套应用软件： 

1.TurboCRM——在原有 Android 平台 1.0 版本需求规格说明书、源码基础上，参照新的

需求文档与 UE 设计，完成 Android 平台 2.0 版本的升级。 

2.U8MA2.0——在 Android 平台上根据甲方提供的需求规格说明书与 UE 设计，完成移

动应用客户端 5 个应用软件新功能的开发和测试，输出测试文档以及源代码。 

所实现技术指标包括： 

1.功能方面完成了《需求规格说明书》系列文档中功能点描述的内容。 

2.性能方面完成了： 

（1）易用性：提供简洁、易用的界面，操作更便捷更人性化，具有良好用户体验，实

现友好的应用软件交互方式； 

（2）可靠性：系统应保证在用户无意识点击、网络环境不稳定等情况下，仍能提供友

好的处理方式和必要的容错机制； 

（3）兼容性：Android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Android 2.2～4.0.x。支持分辨率 U8MA2.0

为 480×800、480×854、1280×720；TurboCRM 为 800×480、12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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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用户新增的

业务需求，并提供开发接口，以方便支持系统新功能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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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U8MA-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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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韵，肖念春，熊  健，李  灼， 

胡仁强，许  强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针对用友公司U8移动应用客户端软件，基于 iOS版本进行功能迁移，开发基于Android

平台的、满足用户业务功能需求的、具有良好用户体验的客户端软件。 

2.依据需求规格说明书，完成了 Android 平台的用友 U8 移动应用客户端软件开发，输

出了应用软件、需求文档、设计文档、测试文档，以及源代码等。 

3.遵循目前主流互联网移动应用软件的开发模式，采用基于快速迭代的开发方式，前期

进行了深入调研和需求分析。 

除功能性指标完成了《需求规格说明书》中功能点描述的内容外，在性能方面，实现了： 

1.易用性：提供简洁、易用的界面。 

2.可靠性：系统应保证在用户无意识点击、网络环境不稳定等情况下，仍能提供友好的

处理方式和必要的容错机制。 

3.兼容性：用户界面应满足不同分辨率的 Android 手机屏幕，包括 320x480、480x800、

540x96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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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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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干部成长、成才、成功的规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许叶萍  

项目组成员：许叶萍，李丽娟，卢兴斌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央国家机关的女干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1.国家机关的职责由计划指令向宏观调控转变，对女干部的要求从“参加”到“发挥”转

变。 

2.女干部的属性从“工农分子”到“知识分子”转变，女干部的要求从“解放”到“发展”转变。 

新形势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国家机关中无论是党的部门还是行政部门、妇女工作部

门，都迫切需要了解新情况，明确新问题，探讨新规律，制定新政策，采取新举措。 

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发展

规律研究”，北京邮电大学项目组承担了其中的子项目，包括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所

属单位调查女干部的成长、成才和成功的现实情况，整理问卷并进行数据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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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定位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罗新龙  

项目组成员：罗新龙，陈  德，肖登坤，崔  杰，李  汐，朱江波，张  涛，  

吴泳彤，刘劲楠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美国无线通信协会 E-911 要求北美的无线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紧急位置服务

的定位精度需求在 100m 时达到 67%，在 300m 时达到 95%。由于存在多径和码间多址干扰

的原因，基站与终端之间的实际测量距离误差达到 156m，甚至 234m，现有的三边定位方

法和非线性最小二乘定位算法难以达到 E-911 的定位需求。因此，该项目研究了新的定位算

法和处理思路，使得基于 UMTS 的网络定位算法达到 E-911 的定位需求，以便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位置普适服务。根据双曲线逼近算法在只有三个基站参与定位时会引入模糊解这一

弱点，项目组利用终端与服务基站的测量时延消除模糊解，改进了双曲线定位算法，此算法

对实际的 UMTS 系统测试数据的定位精度在 150m 时达到 67%，在 300m 时达到 95%。更进

一步，利用基站对网络环境的感知特性，提出了测量时延误差补偿算法，结合改进的双曲线

定位算法，对于 UMTS 系统的测试数据（日本大阪、日本东京、上海联通），定位概率 67%

时，定位精度从 150m 提升到 95m；定位概率 95%时，定位精度从 300m 提升到 200m。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探索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春萍 

项目组成员：郑春萍，李  楠，徐  玮，刘淑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总结和归纳国内外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界关于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主要研究成

果，进行比较和述评。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教育技术学的“整合研究”理论、教育学

的“生态化研究”理论及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输入”与“输出”理论，采用“学教并重”的教学设

计模式，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下大学英语教学体系进行创新型地设计研究，构建其理论框

架与体系结构。同时，该研究将通过实证研究和调查问卷、访谈等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大

学英语课程中形成性评估体系的有效性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更加高效的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采用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方法，进行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团队协作，进行全国首套创新类语言教程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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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流量分析控制系统的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何  刚 

项目组成员：何  刚，于德晨，吴晓春，阎  庆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发局域网网络综合管理平台中的流量分析和控制子系统，其主要功能如下： 

1.支持 X86 和 ARM 硬件平台的 100M/1000M 网卡上流量的采集功能，为了提升采集效

率，采用了多线程驱动技术。 

2.预处理模块支持多种常见局域网协议的解包分析，包括 802.3、VLAN 和 PPPoE 等。 

3.自主编写了 TCP 流重组代码，相较常见的基于系统协议栈的重组技术，效率更高，

内存占用更小。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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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支持 IM、电子邮件、远程控制、在线视频、文件传输等非 WEB 类业务的业务还原，

关键信息提取和入库。 

6.针对如上入库的审计信息进行多关键字联合检索，并通过 J2EE 架构的页面系统予以

展示。 

7.可以制定针对员工、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访问控制策略，对局域网访问公网的流量

予以阻断、放行。 

8.可以针对单个微机或微机群进行带宽管理，并使用多级 CBQ 树，实现对群体的总体

控制以及同时对群内个体实施带宽限制和保证。 

 

 

WCDMA 系统的信令及业务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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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东，余  阳，王  程，张万芳，张  骁，王  帅，翟昶亮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数据的完整性保护在 WCDMA 中是针对在空中接口上传输的信令而言的，是指在数据

的接收端和发送端之间检验数据是否正确传输的一种机制。一般而言，在发送端根据完整性

保护算法将完整性检查的信息加入到数据中进行发送，在接收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中含有的

完整性保护信息对接收到的数据本身进行检查。通过这种方法防止接收端接收的数据被非法

用户篡改，即根据数据传输中信令数据的内容使用特定的数据完整性保护算法（WCDMA

而言是 f9 算法），在信令中添加上完整性保护域，在接收端可以通过对完整性保护域的检查

以确认该信令消息是否合法。通过信令的完整性保护机制，可以有效避免来自第三方的恶意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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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着眼于 WCDMA 空中接口信令传输技术，最终完成了针对 WCDMA 移动通信系统的

信令、家庭基站以及相应协议栈的研究。 

2.开发了能够有效分析其信息和数据处理过程的软硬件综合平台。 

3.对 HNB 的关键技术、HNB GATEWAY 协议开发实现及配置参数、WCDMA 上行信号

测量技术研究与实现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开发。 

 

 

运营商促销礼品派发 APP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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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文，杨天长，崔浩亮，贾明磊，史成洁，秦晓桦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成了基于 Android 平台的 APP 开发，提供运营商用户通过 Android 手机进行促

销礼品领取的应用功能及其相关的管理功能。 

Android APP 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手机端子系统：提供指定 Android 操作系统下的客户端应用功能。 

2.WEB SERVICE 子系统：提供客户端与后台数据库交互所必需的服务功能。 

技术方法和路线为：在手机端支持原生 Android 800*480 、1280*800 、960*540 屏幕

版本，服务器端通过 WEB SERVICE 提供服务。 

 

 

星载处理与交换及星地一体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晓湘  

项目组成员：王晓湘，魏  鹏，陈  雷，黄子甲，王小龙，原  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通过对铱星和全球星（2 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国内外研究现状调研，提出了基于 IP

的大容量交换的星上处理技术，包括设计出了空间通信数据链路协议，数据传输协议和数据

包结构。 

2.在分析 GEO 卫星移动通信特点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卫星网络和地面无线通信网络间

的切换策略和切换流程，包括针对不同切换类型场景的卫星—地面网络切换策略和切换流

程。 

3.设计了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网络与现有的其他通信网络互连互通的通用的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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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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魁  

项目组成员：张天魁，胡志蕊，赵晶晶，葛安盟，周  乐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首先针对 TD-LTE 网络系统级仿真技术研究，主要对 TD-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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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LTE 下行物理层关键技术仿真实现进行研究，设计相应功能模块实现方案，

提供下行 CQI-MCS 映射表格，实现链路级与系统级仿真对接。 

3.设计实现仿真平台，并对 TD-LTE 网络性能仿真进行仿真验证。 

4.提交 TD-LTE 网络 19 个小区 wraparound 场景的多小区蜂窝系统下行传输仿真结果。  

项目以标准文档“3GPP Self-evaluation Methodology and Results”为依据，给出了 TD-LTE

网络仿真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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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8 基本功能（DL 4*2 MIMO）仿真结果，验证 Rel-8 性能与 3GPP 一致，要满足

大部分 ITU-R 的要求。 

 

 

 

中国电信 2012 年渠道服务质量测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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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逸珺，陈文晶，赵国龙，孙  杨，张嘉宁，武鹏飞， 

陈  曲，李明杰，王文婕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从服务规范性和用户体验感知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中国电信三大类渠道的服务

质量进行了测评，梳理和总结了中国电信各渠道的服务短板。 

1.实体渠道方面： 

（1）以服务质量监督考核为目标重点检查了营业厅服务的规范性，通过同业比较对服

务短板进行了梳理； 

（2）引入以客户体验感知为切入点的服务质量提升探索性研究，挖掘营业厅服务服务

界面上的真实感知，总结梳理影响用户体验的触点。 

2.电子渠道方面：针对 10000 号和网上营业厅的功能健全性、流程便捷性和服务规范性，

通过规范性穿越测试和同业对比分析总结了服务劣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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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公司和产品基地方面：通过流程穿越体验和电话调研等方式分析了支付公司和基

地客服的服务能力。  

基于中国电信渠道服务质量水平的现状和中国电信“服务领先”的战略要求，针对性地提

出了各渠道服务提升建议： 

1.以对服务短板的梳理和总结为基础，结合营业厅客户体验感知触点研究，创新性地提

出了基于客户感知为核心的营业厅服务质量提升建议。 

2.以行业标杆企业为基准，提出了针对 10000 号功能的优化方案，以电子商务行业标杆

为参考标准，提出了以服务感知为重心的网上营业厅改善方案。 

3.从中国电信客户服务标准出发，以服务现状为基础，提出了针对专业公司和产品基地

客服的服务质量提升建议。 

4.从支撑中国电信“服务领先”战略下的全渠道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GPRS Gb 接口信令分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廖  青  

项目组成员：廖  青，赵晶玲，王  达，甄  鹏，王  彬，杨  武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信令分析平台，对移动通信网 GPRS 的 Gb 接口的信令进行采

集、分析，研究内容包括：  

1.将运营商移动通信网汇聚来的Gb接口数据通过高性能高速采集卡实现 1000M以上线

速采集，将采集的数据接收下来，用 Gb 接口网络服务协议 NS、BSS GPRS 协议（BSSGP）、

逻辑链路控制层 LLC、子网汇聚协议层 SNDCP、GPRS 移动管理协议 GMM、会话管理协

议 SM 等协议对数据进行解码分析，获得 Gb 接口每个小区用户的 Attach 成功或失败的情况、

PDP 激活成功或失败的情况、RA（路由区更新）更新的情况、小区情况和用户行为的情况。  

2.针对 Gb 接口数据流量大、多用户多业务的情况，整个平台基于采用多 CPU 的高性能

计算机，基于 LINUX，开发实时多任务多进程的应用程序，对采集的数据按小区、按用户、

按流量通过分配程序分配到不同进程上，完成数据的实时动态分配处理，处理程序采用分层

次分平面多进程的并行处理方式，以移动用户为单位，同时处理多个用户，同时输出多条记

录，各个进程绑定 CPU，追求整个系统高性能、高可靠性。 

 

 



239 

LTE 设备网管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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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程，翟昶亮，王  帅，张  骁，张万芳，孙  思， 

周  帆，徐  俊，刘志强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是由 3GPP 组织制定的 UMTS 技术标准的长期演

进，于 2004 年 12 月 3GPP 多伦多 TSG RAN#26 会议上正式立项并启动。LTE 系统引入了

OFDM 和多天线 MIMO 等关键传输技术，显著增加了频谱效率和数据传输速率（峰值速率

能够达到上行 50Mbit/s,下行 100Mbit/s），并支持多种带宽分配。频谱分配更加灵活，系统容

量和覆盖显著提升。LTE 无线网络架构更加扁平化，减小了系统时延，降低了建网成本和维

护成本。LTE 系统支持与其他 3GPP 系统互操作。FDD-LTE 已成为当前世界上采用的国家

及地区最广泛的，终端种类最丰富的一种 4G 标准。LTE-TDD 即将成为中国移动主推的 4G

标准。  

为了更好的实现 LTE 的功能，需要对 LTE 的网管接口进行检测，以确保网管系统能够

正常使用。 

 

 

2012 年 LTE 设备网管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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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程，林侃成，唐明环，蔡  渃，王  建，孟  蕊， 

刘帅军，曹明霞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是由 3GPP 组织制定的 UMTS 技术标准的长期演

进，于 2004 年 12 月 3GPP 多伦多 TSG RAN#26 会议上正式立项并启动。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LTE 系统引入了 OFDM 和多天线 MIMO 等关键传输技术，显著增加了频谱效率和数

据传输速率（峰值速率能够达到上行 50Mbit/s,下行 100Mbit/s），并支持多种带宽分配。 

2.频谱分配更加灵活，系统容量和覆盖显著提升。 

3.LTE 无线网络架构更加扁平化，减小了系统时延，降低了建网成本和维护成本。 

4.LTE 系统支持与其他 3GPP 系统互操作。 

FDD-LTE 已成为当前世界上采用的国家及地区最广泛的，终端种类最丰富的一种 4G

标准。LTE-TDD 即将成为中国移动主推的 4G 标准。为了更好的实现 LTE 的功能，需要对

LTE 的网管接口进行检测，以确保网管系统能够正常使用。该项目着眼于 LTE 设备网管接

口的功能规范测试，经项目组支持，最终完成 2012 年 LTE 设备网管接口的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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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新型关键技术测试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金跃辉  

项目组成员：金跃辉，杨  谈，崔毅东，陈莉萍，荣自瞻，肖  波，陈  啸， 

常  晶，蒋鹏程，蒋毓逸，刘孟欣，陈希宏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1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相关资料收集分析以及技术调研，完成了对终端新型关键技术的研究，实施

了对终端新型关键技术方案的测试验证工作，研究成果包括： 

1.提交了《HSPA+/LTE 终端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报告》、《基于 Android 的安全技术

实现及发展现状研究报告》、《HTML5 协议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报告》和《双卡双待双

通终端射频互干扰技术研究报告》四份研究报告。 

2.提交了《双卡双待终端技术实现方案的测试验证报告》、《行业定制平板终端技术实现

方案的测试验证报告》、《移动终端 web 应用运行环境技术实现方案的测试验证报告》、

《HSPA+/LTE 终端技术实现方案的测试验证报告》、《M2M UICC 技术实现方案的测试验证

报告》和《支持统一连接管理的数据卡及终端技术实现方案的测试验证报告》六份测试验证

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建设研究              

— —以宁波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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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英艳  

项目组成员：齐英艳，刘雅坤，张宏跃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1.从国内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及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已经迈上一个大台阶。 

2.从国际来看，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已经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世界纷纷聚焦中国道路，探讨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

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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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电视服务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志谦  

项目组成员：王志谦，李  青，王庆海，李永涛，胡  朋，索妮尔，杨  超， 

宫伟俊，王照旗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参考美国 COMCAST 公司提出的 Next Generation On Demand（NGOD）v2.0 协

议框架，研究开发出一套可用于广播电视交互电视服务的后台服务系统（BackOffice），该

技术功能包括： 

1.符合 NGOD 架构，具备视频点播（VOD）、回看（Start Over）、时移电视（TSTV）

等高级交互电视服务功能。 

2.提供媒资注入（Assert Insertion）、用户管理（User Management）、计费服务（Billing）、

电子节目菜单（EPG）接口。 

3.提供系统管理功能。 

4.具备不小于 1000 个标清 MPEG-2 并发流的服务能力，单节目流响应时间不大于 6 秒。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信息传输与发布技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孟祥武  

项目组成员：孟祥武，张玉洁，左启阳，马连超，王  凡  

结题时间：2013 月 11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容量信息实时传输技术：通过 2G 和 3G（包括 GSM、CDMA2000、

TD-SCDMA、WCDMA、WIFI 等接入方式），实现由高清电子警察获取的大容量视频图像

信息的实时传输。大容量信息的传输能根据带宽动态调节图像帧数、分辨率，并同时满足《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2009）中的要求。 

2.面向移动终端用户的实时交通信息发布技术：通过 2G 和 3G（包括 GSM、CDMA2000、

TD-SCDMA、WCDMA、WIFI 等接入方式），实现交通服务信息（包括短信、彩信以及网

页等信息类型）在手机上的发布，支持 Windows Mobile、Android、苹果 OS 系统等操作系

统。 

3.开发试验系统：开发 C/S 架构的 C/C++/C#环境下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信息传输

与发布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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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监控视频信息智能分析与应用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电子技术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王卫东  

项目组成员：王卫东，王朝伟，彭宏玉，乔举义，王  娟，秦  浩，邢国英， 

申喜芹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作为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公路交通运输状况的窗口，并且是对公路

交通进行监测和指挥的主要设施。该项目目的是从海量视频信息中分析、整理出有用信息，

实现视频监控技术的智能化。 

该项目组根据河南省交通厅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目前技术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智能化视频信息检测技术。 

2.反对交通异常事件的自动响应。 

3.缺乏对交通信息的智能化数据分析。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项目组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1.交通视频信息采集与检测模块：通过部署在各路段的摄像头，将采集到的监控视频信

息回传至本系统事件检测模块，实时检测出交通异常事件，并将相关信息传送于交通异常事

件自动响应模块。 

2.交通异常事件自动响应模块：该模块的功能是对事件感知模块得到的初步结果进行二

次处理，对不同类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交通事件通过感知在 GIS 地图予以分类标记

告警以便管理部门能够快速实时了解交通异常事件信息，并且将检测到的交通事件信息以短

信实时通知部门负责人以保证交通事件得以及时有效响应。该模块具有分类告警、弹框提示、

滚动显示等功能，可以为相关管理人员提供更为便利的管理功能，最后将所有相关信息传递

给交通异常事件统计与分析模块。 

3.交通异常事件统计与分析模块：此模块能够对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采集的视频信息

进行综合统计与分析，提取出潜在的有价值的交通信息，为道路的规划和决策提供可靠的数

据支持。 

4.智能交通后台信息管理系统：该模块提供了智能短信告警、异常事件照片和视频存储、

数据信息以 EXCEL 的格式导出、也能够用饼状图进行统计分析等功能，并且提供了管理员

管理、责任人管理、单位部门管理、监控探头管理、报警信息统计等管理和统计模式。 

该系统通过检测实时采集到的交通视频，分析出异常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类

型，并且能够自动存储异常事件图像和视频片段，具有智能化检测、效率高、易操作等特点。 

该项目具有以下创新点： 

1.智能感知构建高速公路物联网。 

2.基于大数据技术高速视频分析云平台。 

3.高速公路异常事件只能应急响应与处理等。 

因此，该项目开展的交通事件检测技术、交通事件预处理与评估技术和交通事件应急发

布技术等研究，能够有效加强公路交通事件的管理能力，并能有效提高监控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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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饮酒展项软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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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  

项目组成员：高  盟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为李白故居提供展项中数字内容的艺术设计与技术服务。 

2.完成李白饮酒动画短片以及配套交互软件一套。 

 

 

电子通信行业研究和风险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生太  

项目组成员：张生太，杨  旭，朱宏淼，李瑾颉 ，金  丹，宁  璐，沈振文， 

杜肖海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大型通信运营商、“核高基”生产厂商的危险源、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自然灾

害和意外风险因素加以深入研究，形成系统、详细、科学的行业研究和风险评估报告，使业

务人员、核保人员更有效认知电子通信行业风险和市场情况，组织资源和力量开发优质业务，

拓展行业保险市场、提高承保质量。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如下： 

1.我国电子通信行业的特点、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1）行业总体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2）大型通信运营商的通信网络和及其各专业领域建设、维护、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分

析； 

（3）“核高基”主要产品的研发、生产、物流等全部环节分析； 

（4）电子通信行业的风险特征及涉及的风险点分析。 

2.电子通信行业财产保险现状分析：大型通信运营商、行业地位突出的大型集团的保险

业务现状、市场竞争趋势、业务增长点分析。 

3.大型通信运营商、“核高基”生产厂商的风险分析： 

（1）针对电子通信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潜在客户，分析其风险类型及风险特征，

所涉及的危险源、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自然灾害和意外风险因素的研究和分析； 

（2） 结合以往承保和损失案例加以重点研究和深度挖掘，发现其承保模式与经验教训。 

4.承保理赔策略与建议： 

（1）给出了针对我国电子通信行业的保险产品设计策略； 

（2）承保中应注意的要素和环节、承保理赔方法等； 

（3）提出事故的防范管控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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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中心办公自动化系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苏志远  

项目组成员：苏志远，翁  迅，李忠明，张龙文，刘海雷，吴凤娇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采用 Internet/Intranet 技术，基于工作流管理开源框架为基础，采用构件化软件架

构技术，为农产品加工中心开发了一套全智能化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实现了农产品加工中心

各部门间的全面、快速、正确地收集、整理、加工、存储和使用农产品加工中心各种信息，

极大方便了中心内部人员快捷共享信息，高效协同工作，改变了过去复杂、低效的手工办公

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 

 

 

 

 

全国农产品加工预警信息直报与汇总综合管理与服

务平台（汇总统计模块）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苏志远  

项目组成员：苏志远，翁  迅，李忠明，张龙文，刘海雷，吴凤娇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系统采用 B/S 模式，Smart Logistics 技术框架和多代理技术以及集成了 Fusion chart

图表控件，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全国农产品加工预警信息的网上在线直报、离线导入。 

2.全国农产品加工相关数据智能分析、图形化直观显示以及相关结果的下载。 

3.大容量数据存储与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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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MHz 频段 WCDMA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及
1800MHz 频段 LTE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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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炜，崔高峰，李秀华，张英海，王  犇，王  程， 

刘  浩，周  帆，邓素敏，刘帅军，汪  宇，李寒卉，孙家印， 

詹志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伴随着迅速发展的移动用户群和多样化的移动业务需求，新一代的宽带数字移动通信系

统对带宽的需求愈显突出。目前 900MHz 频段上 WCDMA 与 GSM 共存，1800MHz 频段上

LTE 系统也将与现有的 GSM 系统共存，而发射机和接收机滤波器的非理想特性会导致系统

间干扰，影响系统的性能。因此，900MHz 频段 WCDMA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及 1800MHz

频段 LTE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该项目着眼于 900MHz 频段 WCDMA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及 1800MHz 频段 LTE 与

GSM 干扰共存研究，最终完成了一套干扰共存仿真平台：一套仿真平台、仿真平台程序设

计、仿真平台功能设计。 

 

UHF 频段 FDD-LTE 与 TDD-LTE 系统间干扰共存研
究及 LTE（LTE-Advanced）与数字广播电视

（DTMB）干扰共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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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高峰，王朝炜，李秀华，张英海，王  犇，王  程， 

刘  浩，周  帆，邓素敏，刘帅军，汪  宇，李寒卉，孙家印， 

詹志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伴随着迅速发展的移动用户群和多样化的移动业务需求，新一代的宽带数字移动通信系

统对带宽的需求愈显突出。目前 UHF 频段上多种通信系统共存，而发射机和接收机滤波器

的非理想特性会导致系统间干扰，影响系统的性能。 

LTE(Long Term Evolution)作为 3G 的演进技术，是目前研究前景最广的一种无线接入技

术。LTE 的设计目标是提供下行 100Mbps 和上行 50Mbps 的传输速率。LTE 标准支持 TDD

和 FDD 两种双工模式，研究 FDD-LTE 和 TDD-LTE 系统间的干扰共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

意义。  

该项目着眼于 UHF 频段 FDD-LTE 与 TDD-LTE 系统间干扰共存研究及 LTE

（LTE-Advanced）与数字广播电视（DTMB）干扰共存研究，最终完成了一套干扰共存仿真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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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MA R99 综测仪关键技术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徐文波  

项目组成员：徐文波，李丹青，曹英培，曹  坤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高性能 FPGA 和多核 DSP 的硬件平台上，开发剪裁信令模式下 WCDMA 手机

终端测试仪所需的物理层和上层代码，能够实现 WCDMA 手机的注册流程，具体包括： 

1.WCDMA R99 版本物理层下行发送链路的 FPGA 代码开发。 

2.WCDMA R99 版本物理层上行接收链路的 FPGA 代码开发。 

3.WCDMA 手机注册流程所需的 MAC、RLC 和 RRC 所需的必要协议栈开发。 

4.WCDMA 手机注册流程所需的 NAS 层消息开发。 

5.相关上层代码的 DSP 平台移植。 

6.所有代码在硬件平台上的验证，包括代码功能验证、一致性验证以及性能验证。 

实现板卡与 WCDMA 手机的注册流程，完成广播消息发送、接收并响应 RRC Connection 

Request、发送 RRC Connection Setup、接收并响应 RRC Connection Complete、接收并响应

上行初始直传等系统消息。 

 

 

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公司移动介质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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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修订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的 windows server2008R2 的安全基线，给出修复步骤，针

对其中的部分修复步骤给出修复工具。 

2.修订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的 SQL Server 2008 R2 的安全基线，给出修复步骤，针对

其中的部分修复步骤给出修复工具。 

3.修订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的 windows 7 和 windows XP 的安全基线，给出修复步骤，

针对其中的部分修复步骤给出修复工具。 

4.修订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的 cisco 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安全基线，给出修复步骤。 

5.定制阿姆河公司的 TSM（终端安全管理）制度。 

6.定制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的 DSM（文档安全管理）制度。 

7.定制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的堡垒主机管理规定。 

8.制定中油国际(土库曼斯坦)公司的网络安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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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免集团信息化规划及电子商务模式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杨学成  

项目组成员：杨学成，岳  欣，陈  飞，张  翼，王  宁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中免集团战略发展要求，结合行业特点，站在中免集团总部的角度，同时兼

顾下属企业的实际情况，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进行项目内容、实施方案设计和管理制度框

架的撰写，研究内容包括： 

1.“中免集团信息规划”专题： 

（1）根据中免信息化建设的实施要求，结合中免集团实际情况，梳理中免现有信息系

统的详细内容； 

（2）研究各部门现有信息系统的使用现状； 

（3）挖掘各部门的信息化需求； 

（4）搭建中免信息化规划蓝图； 

（5）找到符合中免的信息化规划方式； 

（6）制定信息化建设项目工作的方案； 

（7）设计了相对应的实施流程，拟定相关的管理制度框架。 

2.“中免集团电子商务模式研究”专题： 

（1）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要求，结合中免集团的实际情况，进行中免集团开展电

子商务的可行性分析； 

（2）挖掘符合中免集团的电子商务模式； 

（3）评估中免集团电子商务的准备度； 

（4）制定电子商务平台搭建规划； 

（5）提出相应的实施与保障策略。 

 

 

数据存储加密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晖  

项目组成员：李  晖，王  珺，刘文龙，金东勋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有： 

1.针对数据的存储安全问题，设计和实现一套可用于服务器端的数据存储加密系统，可

以完成对文件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避免由于服务器端存储介质丢失而引起敏感

信息的泄露。具体内容包括认证与存储服务的服务器后台软件、服务器端管理软件和移动终

端安全客户端软 0 件 

2.对透明服务器数据存储加密技术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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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标签天线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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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丽，林建锋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设计一款与芯片 impinjM4 匹配的远场标签天线： 

（1）天线版图尺寸为 58mm*12mm，在读写器功率 30dBm、远场读写器天线增益 8dbi

的情况下，满足标签远场读取距离 3m； 

（2）相较普通的标签天线设计，有特殊形状限制和线宽要求的标签天线在设计时需要

将形状尺寸和线条宽度也进行仿真和设计，同时，还要考虑到端口连接方式和金属材料方阻； 

该项目组设计了一款弯折偶极子环形天线，理论读距为 3.5m。对设计模型进行加工后的测

试结果表明该天线的读取距离超过了 3m; 

（3）根据标签天线的实际读距（由武汉威杜信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测得）进行分组; 

（4）在分组基础上，该实验室对全自动封装的芯片阻抗进行测试，从而得出读距与接

触阻抗的对应关系，以及封装技术和测量技术对实测阻抗的影响。 

该项目完全满足了武汉威杜信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设计要求，该天线的性能稳定性使

之具有产业化加工的可能性。  

2.设计一款应用于酒瓶瓶口的远场标签天线：因为设计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圆柱形基材载

体、玻璃的瓶口内壁、塑料瓶盖和纸质标签等相关限制因素，给仿真设计的实现带来了一定

的挑战，但项目组还是在标签尺寸为 35mm*22mm、天线尺寸 33mm*20mm 的限制范围内，

实现了读取距离为 5cm。 

3.针对远场标签天线的特点给出一种阻抗测量的方法：由于 UHF 或微波系统的开发中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功率传输效率问题，而传输效率又是由阻抗匹配程度决定的，因此在设计

UHF 频段标签天线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标签天线与相应封装芯片的阻抗匹配问题。由于天

线加工使用的方法是烫印工艺，烫印加工过程中不需要薄膜基材，而是直接将天线烫印在基

材上，故可能使天线的阻抗变化，因此匹配之后天线带宽非常窄，因此利用电磁软件仿真的

阻抗值的一点点误差会导致匹配效果的不理想。基于以上分析，该项目组利用一种加了巴伦

结构的同轴线系统对天线 S 参数进行测量，然后通过 de-embedding 技术得到天线的测量阻

抗值，利用该方法得到了测量结果和仿真结果的良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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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信息管理系统项目技术服务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培植  

项目组成员：刘培植，霍  庆，张志钦，侍芯蕊，卢左军，朱哲明，尹  云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与合作单位共同研究了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系统框架设计、计算机网络及通讯网

络的组网方式、信息安全、管理技术及方案。在应用平台、安全认证、保密算法、搜索引擎、

应用流程等方面取得相关研究成果并将继续合作研究。 

 

 

 

物联网应用生成环境（MAGE）研发-素材及模板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成林  

项目组成员：赵成林，李  斌，姚海鹏，张永军，邹  斌，沈振华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物联网应用生成环境（MAGE）是中国移动推出的面向物联网用户，在实现终端统一接

入的前提下，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降低业务开发和部署成本，加速业务开发和部署过程，

利用能力开放和应用集成技术，通过图形化业务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业务开发、运行和管理

的集成应用平台。 

该项目的目标是针对网络汽车、感知环境、家庭安防等典型行业应用开发行业模板，整

合物联网开发流程，实现物联网应用的快速开发和部署。 

该项目根据《中国移动 MAGE 平台功能组件规范》、《中国移动 MAGE 平台原子服务打

包规范》、《中国移动物联网应用生成环境总体技术要求》以及《中国移动 MAGE 平台 SDE

业务打包规范》，开发了平台侧基础素材、车行无忧应用素材及应用模板： 

1.平台侧基础素材包括：base64 编码素材、base64 解码素材、时间获取素材、字符串素

材、计算素材、二维码素材、终端位置素材。 

2.车行无忧应用素材包括：定位素材、位置跟踪素材、状态查询素材、报警素材、远程

监听素材。 

3.车行无忧应用模板包括：立即定位流程、跟踪定位流程、取消定位流程、远程监听流

程、终端上报流程。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MAGE 平台侧基础素材。 

2.车行无忧相关素材及车行无忧流程模板等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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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信息管理系统项目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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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植  

项目组成员：刘培植，王  密，武德港，胡小玉，鲁家钰，梁勇超，高浩楠， 

余昀锦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与合作单位共同研究了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系统框架设计、计算机网络及通讯网

络的组网方式、信息安全、管理技术及方案。在应用平台、安全认证、保密算法、搜索引擎、

应用流程等方面取得相关研究成果并应用于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系统中。 

 

 

安防管理系统联动协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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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录，杜丹青，孟高洁，毛雪飞，乔明阳，张诗荟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设计和开发安防综合管理系统中的联动协议，实现门禁、报警和视

频监控三个子系统在紧急事件突发时的模块联动，能够根据预先设计好的流程触发相应的预

案对异常事件进行及时处理。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  

1.安防管理系统的子系统数学建模：对现有的门禁、报警和视频监控三个子系统进行调

研，分析系统的通讯接口和协议要求，设计安防集成平台的框架。对安防管理系统中的三大

子系统进行抽象，将各子系统可以提供的事件以及控制方法进行统一的函数表达，规范性地

描述了输入和输出信息，解决了子系统设备的类型和功能的差别所带来的联动协调问题。  

2.安防管理系统中联动事件的分析与明确：联动是当安防系统检测到某一事件发生状态

改变后，进行的针对这个事件的操作。事件包括：门禁系统发出的有关门的操作事件、其他

装置发出的异常报警事件、定时事件等。当系统检测到事件的发生后，触发一系列的命令来

做出响应。命令操作包括：向屏幕打印一段文本、调用一段图像、启动某子系统的功能等。  

3.联动协议的设计与测试：对安防联动的整体方案进行规划，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要求，

提出多种联动方式，具体设计各模块之间的通讯接口协议，包括：一对一联动、一对多联动、

有条件的联动、带有延时的联动、基于时间的联动控制等。  

4.安防集成系统的模块管理：系统集成界面能够灵活地配置、访问、监督和操控当前平

台中的各个子系统，通过地图中代表控制点的符号，可以清晰、实时地了解到系统中各个门

以及报警装置的状态，并进行可视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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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地全成本管理体系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车培荣  

项目组成员：车培荣，张泱博，于秀娟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为适应新的服务模式和确保“加快发展、规模发展、价值发展”路径的有效实施，南方基

地在现有业务基础上，梳理南方基地产品和服务目录，以期对外部客户提供南方基地可实现

产品和服务的指引。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为保证南方基地价值的增长及战略目标的实现，南方基地梳理形成以 e-Tom 方法论为

基础、以客户为导向的层次化、视图化的产品体系以及“产品-业务-资源”占用框架，全面系

统化、标准化、模块化了南基的产品、资源及其占用关系，并最终形成基于全成本视角的产

品体系，输出服务目录和业务目录，搭建了从外部用户需求满足到内部资源配置管理的桥梁。  

2.为进一步明确南方基地各项服务与资源的占用关系，南方基地以服务为对象，利用作

业成本法，开展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全成本核算，为未来资源配置奠定基础。 

3.南方基地大胆探索了投资与成本一体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构建以服务目录为基础的业

财核算体系和结算定价体系，以产品为“共同语言”进行投资与成本一体化资源配置管理，促

进业财融合，助力南方基地整体价值持续增长。 

 

健康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分析与诊断指标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车培荣  

项目组成员：车培荣，孙春书，王蜀霖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近年来随着运营环境的变化，业务增长点的转移等，中国电信运营企业资源配置面临的

挑战前所未有，资源配置面临的难度和风险急剧增加。资源管理工作需由经验型管理向分析

型精细化管理转变。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在于对数据的定量分析，这要求电信运营企业构建一

套涵盖投资效益、资源配置等指标的分析评价体系，使其能够服务于规划、计划、投资、后

评估等多个环节，为企业资源配置管理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该项目研究提出了健康导向的资源配置理念，并从投资管理在电信运营企业中的作用出

发，通过分析投资如何驱动收入的增长，资源配置的专业结构、成本造价控制又如何影响企

业的投资效益，从理论上构建了一套健康导向的资源配置评估与诊断指标体系，希望通过对

该体系中指标的分析，实现对企业资源配置的评估、监控，并指导企业的资源配置工作。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以 ROA 为核心，从收入质量、资产管理效率、现金流健康度、发展潜力对投资效益

进行整体评估。 

2.投资诊断分析：以木桶理论为基础，从业务需求满足度、投资造价与效率、各专业匹

配度对投资控制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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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TE 规模部署和应用阶段发展关键问题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闫  强  

项目组成员：闫  强，杨  旭，吴  俊，王正媛，王秦英，邵  帅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采用扎根理论对文献进行梳理，借助实证分析进行验证，构建了 TD-LTE 对国民

经济的影响作用体系。基于该研究建立的 TD-LTE 拉动国民经济作用体系，政府可通过宏观

调控作用于所述七点，从而实现 TD-LTE 对国民经济的有效促进。就宏观调控而言，相关政

策和措施可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创新、投资三点，从而引导 TD-LTE 的发展。  

以产业结构、创新及投资三点为调控点，通过战略规划、总量调控、结构管理、资源协

调、产业扶持五个维度的策略，实现 TD-LTE 对国民经济的有效拉动力。 

1.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滚动调整规划等从宏

观上指引 TD-LTE 产业的发展方向。 

2.从总量调控的角度，政府可以对运营规模、产业链中各环节的规模等进行调控，鼓励

国内企业进入 TD-LTE 产业内，支持并调控国外企业的进驻等。 

3.从结构管理方面，政府可以从区域布局、产业布局、产业链优化等方面引导产业集群

的形成，从而推动产业发展壮大。 

4.从资源协调的角度，政府可给予 TD-LTE 产业一定的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等，比如直

接的资金投入、通过进出口信贷间接的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人才引进计划、专项人才培养计

划等。 

5.从产业扶持的角度，政府可以指定社会资源导向等政策，从而引导社会资源向 TD-LTE

产业投入，推动技术改造资金向产业倾斜。 

 

 

数字音频 AM/FM 广播系统及算法仿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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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植  

项目组成员：刘培植，侯  珏，王贝贝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对中国数字广播标准的系统及技术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音频 AM/FM

广播系统的系统技术方案及算法建立仿真平台、研究算法模型，通过仿真结果验证算法特点

和性能，为系统和算法的改进以及测试提供依据。该项目为第二期研究。针对中国数字音频

AM/FM 广播系统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算法，建立了计算机仿真平台，完成了仿真建模和

算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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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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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铁男，谢永江，邓小龙，姜淑丽，田松林，毕  聪， 

武海霞，崔  耀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2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全面总结和梳理了国内外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情况，并针对一些前沿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有： 

1.从制度层面构建了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综合体系，以专门立法为主导，行业自律为辅助，

同时设计构思了专门的统一监管机构，以及专门的隐私保护认证机构，以此作为中国加入世

界隐私保护框架的基础。 

2.设计了基于规则体系的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系统，以及对网络身份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论证。 

3.研究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的审查义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在线收集的法律规制问题，

以及数字图书馆的跨境隐私数据保护问题等，此外，项目组还提交了关于构建隐私保护环境

以及建立电子身份认证体系的专家建议。 

上述研究对于论证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属性、完善公民权利的基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该项目的研究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为国家建立网络隐私保护的

基本框架提供思路，对于在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实现隐私保护、创造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保

护未成年人在线隐私权利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四川移动 2012 年基于客户的运营效益评价体系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黄逸珺  

项目组成员：黄逸珺，彭若弘，杨  旭，孟  跃，武娟丽，宁  璐，刘璟钰， 

赵  萌，热米娜，张文佳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客户价值为切入点对营销活动进行评估，主要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1.创新性地从经济价值和战略价两个方面构建了价值评估体。 

2.针对德阳和泸州两个试点公司的情况进行了三个专题的营销活动的专题分析：终端营

销活动、其他营销活动、渠道体系分析。 

3.评估方法模板固化。 

4.管理建议：从两方面（财务管理和市场运营）三个层次（战略层、资源配置层、运营

层）总结提炼出三项研究发现、八项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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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统计行业网站中的数据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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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华伟，张立栋，武成洁，张显龙，李奕峦 

项目组成员: 芦鹏飞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政府的内部网络，建立电子政务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全新的信

息化服务方式，在各级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促进管理科学化、服务快捷化，

办公透明化，从而达到树立良好的门头沟统计局政府形象、提高门头沟统计局整体服务水平，

向外界形象生动地展示门头沟统计局相关情况。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所建设网站系统与所购 OA 平台的对接。 

2.设计同子网共享数据的关系模型。 

3.建立了多个后台管理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机制。 

4.建设北京市门头沟统计局门户网站系统，并合理的部署在防篡改系统上。 

 

 

 

开发“EVDO 系统业务性能动态仿真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  欣  

项目组成员：张  欣，韩秉君，张  萌，付昱霖，宋瓷婷，谢春蕾，李伊婕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设计并开发了 EVDO 系统动态仿真平台。 

2.利用仿真平台对移动互联网典型业务对 EVDO 网络的影响进行分析。 

3.通过对现网实际采集的业务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动态仿真，对典型数据业务占用不同

资源的情况予以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参数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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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量监测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陈陆颖  

项目组成员：陈陆颖，雷振明，张  琨，周文莉，刘  芳，窦伊男，于  华， 

何大中，吴晓春，谢  芸，刘  枫，阎  庆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在了解运营商和网络用户对于网络流量监测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与技术研

究，开发出一套网络流量监测系统。 

2.该系统对离线报文进行解析，进而分析数据包的确定特征、单流特征、多流特征及周

期性通信行为特征，并对网络流量进行分类判决，同时识别出其中异常部分。  

3.该系统支持多种封装格式报文的解析，如 PPP、HDLC、MAC、VLAN、GRE、L2TP

封装等。 

4.基于 DPI 技术和改进的 AutoSig 算法，自动提取报文的确定特征，并根据报文指纹结

合特征库进行流量识别。 

5.基于 DFI 技术，统计网络报文的单流特征、多流特征及周期性通信行为特征，综合使

用 Bayes 网络、朴素 Bayes、决策树等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多分类器融合判决，对网络

流量进行分类判决。 

6.分类判决结果将累积到系统自构建维护的特征库中，为后续的流量识别提供帮助。 

7.通过加载僵木蠕特征库分类器，该系统还可以对僵尸网络等恶意程序所产生的异常网

络流量进行检测。 

8.在数据呈现方面，该系统基于 WEB2.0 技术，以简介友好的界面，通过图形和报表等

展示形式，为用户供网络流量监测及分类结果。 

 

 

智能巡检系统 PDA 终端应用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曹  静  

项目组成员：曹  静，任维政，赵文深，黄建明，龚潘晶，杨尚照，王二元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1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包括： 

1.设计外操巡检客户端系统，实现巡检信息自动上传，巡检工作内容录入功能，实现对

漏检、脱岗等异常巡检信息的联机监控、报警、原因反馈，实现对巡检异常问题的及时提报。 

2.开发 PDA 专用巡检软件，实现智能化的企业巡检方式。 

3.通过开发 PC 端客户端软件，实现自动上传电子巡检数据，实现对脱岗及漏检的原因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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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技术包括开发电子外操巡检监控分析系统六大功能套件（监控报警套件、统计

分析套件、巡检计划套件、巡检配置套件、PDA 套件及系统管理套件）中的 PDA 套件、监

控报警套件及巡检配置套件： 

1.PDA 套件主要功能为：巡检提醒、巡检计划查询、任务执行（包括计划任务、应急任

务、临时任务）、巡检报警、报警原因恢复、巡检点数据初始化和数据传输。 

2.监控报警套件主要功能为：巡检提醒、漏检监控、脱岗监控、监控报警和作业报警。 

3.巡检配置套件主要功能为：巡检点配置、巡检器配置。  

技术方法和路线：系统以 Windows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为基础，采用

VS2008+Mobile 6.5 SDK +SQL CE 的技术路线开发 PDA 终端应用程序，实现巡检提醒、巡

检计划查询、任务执行（包括计划任务、应急任务、临时任务）、巡检报警、报警原因回复、

巡检点数据初始化和数据传输功能。PC 终端应用采用 Microsoft.Net 技术进行开发，实现巡

检提醒、漏检监控、脱岗监控、监控报警、作业报警、巡检点及巡检器初始化功能。 

 

 

 

高铁运行列车对广播电视的电磁辐射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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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芳，谢  刚，张洪光，于翠屏，吴永乐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调研我国高铁的发展现状、中长期和长远发展规划。 

2.调研国内外电气化铁路运行列车电磁辐射影响的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研究技术水平

现状。 

3.配合广播电视规划院开展了高铁运行列车电磁辐射衰减特性测量场地评估及现场测

量试验的相关工作。 

4.对随机脉冲信号、简单调制信号（BPSK 和 QPSK）和高铁运行列车的电磁辐射，APD、

PEAK 和 QPK 检波方式测量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以仿真或试验的方式研究三者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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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北京经济圈的构建及首都优势产业跨区域合
作咨询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启明 

项目组成员：孙启明，陈雅雯，盛建楠，孙君晟，韦结余，姚启昌，李瑾颉，  

贾立学，雷  霆，陈云波，李  哲，付  超，谷  暮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背景下，基于北京政治中心、科教文卫中心等诸

多优势和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世界 500 强总部之都的显赫地位，同时，结合北京在发展中存

在的发展腹地不足、内外交通不顺、资源紧缺三大问题，提出在未来 10-20 年的中长期规划

中将北京建设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影响力最大的全球首位城市作为目标，从现在就

着手规划一个“立足京津冀，携手陕晋蒙，辐射鲁豫辽”的横跨九省区的大北京经济圈。 

该项目研究提出如下观点： 

1.京津两市联合才能成就世界最大城市的目标。 

2.在大北京规划范围内，逐渐实现北京优势资源和产业的星形辐射与网格化覆盖相叠加

的战略布局。 

3.以北京的总部经济和智慧产业为龙头，形成梯度辐射，把仓储、运输、生产制造等微

笑曲线的低端部分配置到现在的北京远郊区县和河北省，乃至全国各地。 

4.将设计、资讯类高端服务业和终端销售等微笑曲线的高端部分留在京津、针对北京优

势产业探索设计工业走廊、大医疗、大教育等跨区域合作模式。 

 

安全评估体系研究、规范制定及工具开发-自定义系统
漏洞扫描工具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苏  森  

项目组成员：苏  森，王玉龙，双  锴，徐  鹏，郭  京，王  栋，滕一平， 

王锋锋，牛敏姝，李  楠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自定义系统漏洞扫描工具作为 S3 项目的子项目，将支持 S3 的漏洞挖掘子项目中发现

的自定义的系统漏洞，支持扫描代理用于对隔离网络的扫描，因此需要有自主研发的系统漏

洞扫描工具，逐步丰富自定义的系统漏洞，以掌握漏洞扫描的部分核心技术。同时支持云计

算的技术，可以通过系统漏洞扫描器统一管理平台，在云上进行弹性部署。  

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包括： 

1.完成了自定义系统漏洞扫描工具的开发。 

2.完成了代理程序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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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了接口系统的开发和系统漏洞扫描器统一管理平台的联调。 

4.完成了相应的设计、开发和测试文档。  

该项目的开发成果支持对 S3 项目的漏洞发掘系统发现的漏洞进行扫描，支持云平台上

的虚拟化部署，适用于对大规模扫描目标的扫描，能够应用于 NAT 私网中目标主机的漏洞

扫描。 

该项目成果达到了如下指标： 

1.能够根据扫描策略库和漏洞知识库，通过调用漏洞扫描插件执行安全漏洞扫描任务，

将扫描存储在结果数据库中。 

2.能够按功能分基本信息探测、端口扫描、漏洞扫描(包括弱口令、后门、溢出等高危

漏洞)，并对扫描过程进行动态控制。 

3.开发了一定数量的基于漏洞知识库的漏洞扫描插件，支持扫描器以插件形式调用。 

4.对于因网络环境不能扫描到的目标主机，能够通过在目标网络中安装代理的方式，使

扫描器可以扫描到目标网络中的目标设备。 

5.支持 Xen 或 VMWare 等虚拟化环境。 

6.提交了完整的需求分析、设计和测试文档以及全部软件源代码。 

 

大学英语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金  梅  

项目组成员：金  梅，王保令，王笑施，龚庆华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大学英语实验教程》是一套全新理念的英语语言实验教程，第 2 册和相应的光盘的编

写秉承《大学英语实验教程》的编撰宗旨，在第 1 册基础上，新增了复述、图片描述、访谈

和新闻报道四个实验项目，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与第 1 册形成一定的梯度，以

便更好地契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并能有效开发学生的各项能力，其中： 

1.“复述”实验训练学生在听力中把握主要细节的能力，并能够运用重述和释义对语言进

行重组。 

2.“图片描述”有助培养学生语言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3.“访谈”和“新闻报道”实验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人际交流在本册的编写过程中，

更多的教师和学生通过实践切实地了解了此套教程的理念，不仅提高了大学和结合观察、评

论的能力等，英语实验教学团队的建设，又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平台。  

第 2 册在实验提示和参考模板等方面从量和质上都有很大的改进，同时较详细的实验步

骤突破了以往简单的词汇与语句模式，对学生的思维有不错的指导意义。  

该册教材的优势包括： 

1.该实验教学既注重学习者集体合作能力的培养，同时实验项目的设计可以使学习者的

个人学习有发展和锻炼的空间，由此更加促进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创造性。 

2.开放的项目不仅从语言上为学习者提供了平台，而且锻炼了他们的心智和学习外的能

力，如调研、查阅、合作、创作等多方面。 

3.学习者通过科学设计的语言实验，可以体验、记录自己语言实验的过程，并能够在任

何时候改进、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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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中速）安全加密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晖  

项目组成员：李  晖，施腾飞，程琳静，刘  迪，白  云，徐  超，金东勋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成果如下： 

1.该项目针对集群通信系统中需要解决端到端通信安全问题，实现了端到端加密密钥管

理系统软件，该软件针对群组端到端通信分发通信密钥，通过三级密钥管理，完成管理密钥

和通信密钥的分配和自动密钥加载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用于管理基于集群系统或其

他通信系统的端到端加密密钥，是各种端到端加密系统的安全核心。 

2.制定完整的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中速）安全加密子系统测试方案，设计并实现了集

群通信安全加密子系统的测试软件，包括对鉴权算法、鉴权协议、根密钥管理、端到端密钥

管理等的功能与性能测试代码。利用这些测试代码对集群通信安全加密子系统进行了系统测

试，以保证集群通信安全加密子系统的安全功能可以满足用户要求。 

 

 

 

中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 2012 年客户综合满意度及服
务触点感知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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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玫，邸广帮，王亚宁，高  羽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根据甲方的质量管控需求，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对黑龙江省 13 个地市客户综合

满意度及服务触点感知测评方案和问卷的设计，同时根据质量要求执行黑龙江省客户综合满

意度及服务触点感知的电话访问等工作。 

2.对所有调查数据进行质量审核，通过对黑龙江省电信公司客户综合满意度及服务触点

感知的调查和分析，计算 2012 年黑龙江省各分公司的客户综合满意度排名。 

3.对电子渠道、实体渠道、上门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测评。 

4.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对比分析，发掘黑龙江电信的优势和不足。 

5.提供黑龙江电信客户综合满意度及服务触点感知分析报告及各类调查数据的汇总整

理，为黑龙江电信 2012 年底对全省 13 个地市服务 KPI 考核和 2012 年服务工作改进提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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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通信安全仿真系统软件转让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晖  

项目组成员：李  晖，陈佳康，陈  乐，白  云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2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自主开发了数字集群通信安全仿真软件，该软件实现了数字集群系统的仿真鉴权中

心、仿真基站和仿真加密终端，仿真鉴权中心能够依据数字集群系统的认证协议对仿真加密

终端进行认证，仿真基站负责转发仿真加密终端和仿真鉴权中心之间的消息，仿真加密终端

除了可对仿真鉴权中心的认证请求进行响应外，还可以利用端到端密钥实现加密通信。  

2.将该套软件应用到了专业数字集群系统安全子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利用该软件对所开

发的特定鉴权中心和端到端安全系统进行流程验证与测试。 

3.对该套仿真系统进行了二次开发，完善了认证协议和密钥管理相关功能，其中仿真鉴

权中心采用了多线程架构，实现了监听请求与响应并行处理，具有高可靠性和处理速度，可

直接移植到包括集群通信系统在内的各种移动通信系统中。 

 

 

宽带无线接入技术业务发展及其监管政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湛击  

项目组成员：吴湛击，高  翔，王悦超，史永涛，吴广豪，化龙飞，刘君鹏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针对目前处于标准成型关键阶段的高吞吐高速率的无线局域网标准，积极推

动无线局域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致力于相关标准化工作。 

该项目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高吞吐高速率的无线局域网传输技术，低功耗方案，高可

靠更大覆盖范围的无线局域网技术、网络安全以及与其他无线网络之间的融合等方面，项目

完成了以下工作： 

1.为进一步降低功耗，扩大覆盖范围，IEEE 802.11ah 提出 1MHz MCS0 重传传输方案。

为此提出利用1/4兼容码率卷积码传输方案代替MCS0重传方案，该方案仅引入较小复杂度，

可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降低功耗。 

2.提出了适用于有保护子载波的OFDM系统的快速信道估计算法是对 fast LMMSE信道

估计算法的改进，无需知道信道的功率谱分布即可较精确地计算出信道的自相关矩阵，计算

复杂度低，并且适用于有保护子载波的 OFDM 系统，解决了 fast LMMSE 算法中能量扩散

的问题。 

3.提出适用于高速无线局域网的双向中继二时隙物理层网络编码方案，提出技术相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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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译码转发（DF）方案和三时隙网络编码方案，分别可以提升 100%和 33%的系统吞吐量。

以上方案可以进一步提升目前无线局域网频谱效率和系统吞吐，降低功耗，符合未来无线局

域网发展需求。  

 

 

 

中国总会计师队伍文化建设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傅四保  

项目组成员：傅四保，李秀峰，江柳乐，李美林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对文化内涵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总会计师队伍文化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 

1.总会计师文化的职业文化属性。 

2.总会计师文化与会计文化的关系。 

基于上述问题的认识，项目组构建了中国总会计师队伍文化建设研究总体框架，即从中

国总会计师的职业素质与能力和中国总会计师的职能、角色与定位角度，去认识中国总会计

师在精神层面文化、行为层面文化、制度层面文化和物质层面文化等文化特征，进而提出中

国总会计师队伍文化建设的措施、途径等建议。  

根据研究总体框架，项目组设计调查问卷向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所属的会员进行问卷调

查，通过结果分析，项目组概括出中国总会计师的职业文化特征与表现有： 

1.诚实、守信是中国总会计师职业的核心价值观。 

2.为企业做出贡献、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是中国总会计师们的职业追求。 

3.做事稳健、讲逻辑、重事实是中国总会计师们的职业行为倾向。 

4.有责任感、讲原则是中国总会计师们的职业性格特征。 

5.不回避问题、从全局角度看问题是中国总会计师们的职业文化体现。 

最后，该项目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了中国总会计师队伍文化建设的措施与途径： 

1.树立中国中会计师的职业理念与道德。 

2.弘扬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总会计师职业行为。 

3.完善有效的中国总会计师制度体系。 

4.构建适合中国总会计师职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5.营造中国总会计师职业文化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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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物联网的移动核心网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冯春燕  

项目组成员：冯春燕，曾志民，袁超伟，高泽华，宋  梅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介绍了物联网的概念及其关键技术，指出物联网产业链可以细分为信息标识及采集、

信息传送、信息处理三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关键技术分别为 RFID 和传感器、无线接入及承

载网络、业务应用平台及应用软件。 

2.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物联网发展脉络、产业政策进行了描述，然后重点介绍

了国内的产业化政策、市场概况、技术及产业发展趋势等，并对三大运营商的物联网发展现

状进行了总结。 

3.对 ETSI、3GPP、ITU-T、CCSA、WGSN 等国际国内标准组织中有关物联网的标准进

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研究趋势。 

4.总结了国际国内有关物联网应用的现状，并对一些重点的行业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5.指出物联网业务平台主要以统一平台的方式接入和管理网关和各种终端设备。业务平

台按照功能划分为 QoS 控制、路由寻址、认证授权、安全、计费、签约管理、数据管理、

业务控制、终端设备管理以及应用接入控制几个部分。  

6.对物联网应用的特点进行了归类，分为通用业务特性和特定业务特性两种： 

（1）通用业务特性（适用于所有物联网业务的特性）：包括终端触发、地址分配、标识

分配、计费、安全等； 

（2）特定业务特性（适用于部分业务的特性）：包括低移动性、在特定时间段进行业务、

对时间不敏感、小数据传输、只由终端发起业务等等。 

该项目分析了各业务特性对物联网的需求，基于这些需求，项目组逐一提出了相应的一

个或多个解决方案。  

在针对物联网的各个需求实施网络改造或建设时，该项目建议从下面几方面进行考虑：

对现有网络设备的改动情况；是否具备长期使用的价值；是否会增加网络的负荷；所耗费的

资金和时间。 

对于现有 3G 网络，该项目建议分阶段建设支持物联网应用的核心网： 

1.初期：为物联网建设专门的 HLR 和 GGSN，使“人与人通信”与“物联网通信”相互隔离，

对现有网络影响小；开放 PCRF 接口，便于物联网平台对物联网用户与业务的策略控制。 

2.中期：结合物联网应用特点，优化核心网业务流程与处理机制。 

3.远期：建设独立的 SGSN，使物联网应用是完全的一个独立网络，从而可以充分使用

各种优化方案。 

对于新建 EPC 网络，则建议“人与人通信”与“物联网通信”综合考虑，建设统一的共享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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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恢复实训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修佳鹏  

项目组成员：修佳鹏，杨正球，刘  辰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在线学习是指用户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等设备，通过互联网在网站上进行学习、练习、

考试等活动。对于企业，在线培训是员工培训的一种主流形式，在各院校中，在线学习也逐

渐成为课堂学习之外的主要辅助学习考核手段。  

该项目开发了专为高职院校数据恢复专业进行在线学习的实训系统，该系统支持以下三

类用户： 

1.管理员：进行机构管理、用户管理、课件管理等工作。 

2.教师：实现在线课件编辑、在线试题管理、在线出题、在线答疑等工作。 

3.学生：登录后可以实现在线考试、在线提问、在线学习、在线练习等功能。 

系统采用 MVC 架构，使用 SSH 技术，Mysql 数据库开发，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基于 GIS 的装维管理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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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刚，侯  宾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基于 GIS 的装维管理系统软件为受某省电信运营商委托开发的为协助电信固话用户维

护管理而用的软件。在电信运营维护过程中，固定电话和宽带用户的设备安装维护是重要一

环，由于用户数量庞大，运营时间长，许多用户终端和相关设备的地点安装位置往往记录描

述不清。 

该项目主要解决在用户报装，设备安装，设备维修时的地点登记，位置说明等问题，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 

1.基于 LAMP 开发模式，就是所谓 Linux+Apache+Mysql+Perl/PHP/Python 用来搭建动

态网站或者服务器的开源软件，这四样软件是各自独立的程序，但是因为常被放在一起使用，

拥有了较高的兼容度，并且该软件开发的项目在软件方面的投资成本较低，因此为项目所采

用。  

2.系统的主题功能有用户报装时的位置指定，用户和设备位置地图的查询，设备照片的

上传和查询等功能。 

3.通过 Google 地图和 GPS 定位等方式在原来的文字记录街道门牌号的基础上增加记录

经纬度和照片信息，使得再维护时更加容易找到用户位置。  

4.系统包含了服务器软件和手机终端软件。 

5.营业厅通过 web 页面访问系统进行用户位置预定。 

6.维护施工人员在手机上安装终端软件，用于维护位置信息和上传设备周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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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视频智能分析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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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华，金  凯，王  琳，陶万杰，黄  东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实现了对 H.264 网络压缩视频流的智能分析，包括： 

1.安防类 

（1）移动侦测：可以设定检测区域，检测区域内有移动物体，则触发报警； 

（2）绊线：划一条线，可选定方向为单向或双向，一旦检测有物体以设置方向绊线或

穿越，则触发告警； 

（3）周界防范：划定一个区域，可选定方向为进、出或双向，一旦检测有物体以指定

的方向进出区域，则触发告警； 

（4）车牌识别：识别车牌、车牌颜色、车体颜色、（车型号）； 

（5）人脸抓拍：选定区域内所有人脸抓拍为一个个小位图图像； 

（6）人数统计：选定区域内人数，达到一定数值触发告警。 划定一条线，对两个方向

通过该线的人数进行统计。 划定一个区域，对进出该区域的人数进行统计； 

（7）盗移：划定一个区域，对该区域有物体被盗移时，触发告警； 

（8）滞留：划定一个区域，对有物体被遗留在该区域时触发告警； 

（9）徘徊：划定一个区域，对有人员在该区域徘徊时触发告警； 

（10）异常聚集：画面内人群突然异常聚集到某处时，触发告警。 

2.高速类 

（1）慢驶：划定一个区域，当有机动车在该区域慢速行驶时，触发告警； 

（2）停车：划定一个区域，当有机动车在该区域非法停车时，触发告警； 

（3）逆行：划定一个区域，当有机动车在该区域逆行时，触发告警； 

（4）行人动物或非机动车闯入：划定一个区域，当有行人或非机动车闯入时，触发告

警； 

（5）烟雾：划定的区域有烟雾时，可见度严重下降时，触发告警； 

（6）火灾：视野中有火灾时，触发告警； 

（7）车速：划定两条线，给出大体距离，对通过该两条线的车辆速度进行测量,结果上

报； 

（8）流量：单位时间内通过某线的车辆数量（按大中小分别统计）。 

在 Linux 环境下运行和 windows 环境下运行，准确率大于 90%。同时处理视频路数大

于 2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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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智能视频管理平台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马  跃  

项目组成员：马  跃，徐塞虹，王  莉，都晨辉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参加高清智能视频管理平台的研究与开发，完成本地播放器软件设计与实现以及远程

点播软件设计与实现，其中包括软件的目标架构、功能架构、技术架构、数据架构等的设计，

各功能模块以及各模块间的接口的设计与实现等。 

2.根据要求完成各模块的功能测试以及系统联调。 

 

 

 

物流风险管控体系—供应商管理库存统一运作模式
与实施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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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剑，范羽佳，连  艺，杨舒惠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供应商管理库存(VMI)是一种在供应商合作伙伴中，强调信息共享、利益共享、风险分

担的库存管理模式。在电信行业激烈竞争的环境下，通过供应商管理库存实现更快的物资响

应、更前向的需求预测以及更有效的风险控制，以最小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最优的产品和服务，

对于企业的库存运营效率与供应链价值提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目前供应商管理库存在操作

模式与管控流程上仍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指导，因此，为了保障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协同状态

的健康和稳定，确保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有效执行和落实，加强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有必要

对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及其实施风险进行深入研究，为企业实施供应商管理库存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参考。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结合中国电信物流工作实际情况，基于供应链管理、风险管理等基本理论，并采用问

卷调查、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调研先进省份供应商管理库存的现有运营模式与发展经验。 

2.通过建立先进规范的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体系以及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加强各节点

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计划、协调和控制，实现供应商管理库存有效的实施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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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库构建与开发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谭咏梅  

项目组成员：谭咏梅，杨  雪，梁海峰，吴  坤，王志浩，朱  鹏，王  睿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从大规模语料中自动抽取出选择倾向。 

2.从大规模语料中自动抽取出复述。 

3.为流程的各个环节开发了相应的辅助工具。  

该项目涉及的主要特色技术如下： 

1.语料通过依存分析，得到的三元组结构。 

2.使用 LinkLDA (Link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和 MDL(Minimum Description Length)

方法获得最终的选择倾向库。 

3.采用搜索引擎、双语语料和相似度计算的方法来识别出语料库中的复述候选，最后再

通过相似度方法得到最终的复述库。 

 

 

 

移动互联网数据转换网关数据分析系统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笑燕  

项目组成员：张笑燕，杜晓峰，韩万江，陆天波，董林鹏，夏  羽，章轶群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移动互联网数据转换网关完成的功能是实时地将 WEB 页面转换为 WAP 页面，可以使

手机直接访问海量的 WEB 站点。该系统属于网关支撑平台部分，为管理人员提供友好的产

品运维、管理和调优。  

该系统的主体功能包括：网关系统的日志预处理、业务分析、个性化分析、性能分析、

结果页面生成、数据报表生成等，供网关的管理人员对网关的性能、业务、安全等进行监控

和调整。  

该项目实现了数据分析系统，系统基于 linux 系统，具体版本为 Ubuntu 8.04.2，开发语

言采用 Java 语言，部分性能要求高的模块采用 C 语言，同时对数据分析的性能进行了优化，

达到了对海量日志分析时对网关系统运行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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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终端市场竞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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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琳，柴  进，王  朋，游  怡，王雅男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国内 2013 年 1、2 季度移动整机销量与竞争结构分析：研究中国移动终端市场销售情

况，分析移动终端产品的销售状况，并与其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寻找薄弱市场、薄弱渠道和

薄弱领域，为提升天翼公司的终端销售工作提供借鉴。 

（1）国内移动整机销量总体情况及竞争结构； 

（2）智能手机（iOS、Android、WP 等）、非智能手机销量及竞争结构； 

（3）全国及各省市场上 2G、3G 各制式手机的销量及销售额情况及竞争结构； 

（4）国内外品牌手机销量及竞争结构。 

2.国内 2013 年 1、2 季度移动终端主要元器件市场分析：移动终端呈现出 PC 化趋势，

消费者在选购手机时越来越关注芯片处理速率、内存大小、显示屏尺寸、摄像头像素等指标。

这四类元器件成本占到我国整机制造硬件总成本的 70％以上。 

（1）核心芯片规格与竞争结构分析（射频、基带和应用处理）； 

（2）显示屏规格与竞争结构分析； 

（3）存储芯片规格与竞争结构分析； 

（4）摄像头规格与竞争结构分析。 

3.国内 2013 年 1、2 季度移动终端主流配置分析：分析不同价位手机中占主流的芯片处

理速率、内存大小、显示屏尺寸、摄像头像素及其他配置。  

该项目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1.从理论上讲，研究中国移动终端市场销售情况，分析移动终端产品的销售状况，对于

拓展企业经营决策和市场竞争结构理论的适用范围、形成新的理论创新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 

2.从实践应用角度来讲，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天翼公司与其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寻

找薄弱市场、薄弱渠道和薄弱领域，为提升天翼公司的终端销售工作提供借鉴，并为其完善

其企业经营模式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有助于提高天翼公司的运营管理水平及销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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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L 系列产品的界面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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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露，李霜燕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成果为 AICL 系列产品的相关视觉元素的设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 AICL 系列产品中功能按钮的 icon（约 60 个）进行优化设计。 

2.对 AICL5 个系列产品进行 logo 的设计，针对每个产品的进行具有其产品特色的 logo

设计，同时所有 logo 保持同一系列产品的视觉家族感。 

3.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个产品确定的视觉形象，对 AICL 系列产品的登陆页面、banner

和欢迎页面等其他视觉元素进行设计，并给出界面布局的设计改进建议。 

 

 

 

民用智能 IC 卡表和燃气泄漏报警远程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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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彬，陈寅生，翟  宇，袁  野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内容有： 

1.数据服务中心的配置及管理界面的设计：建立一个包含用户各类相关信息的数据库，

配置数据库与数据服务中心的相关软硬件。利用 WebAccess 工具，连接和操作数据库，并

开发专用的操作界面，用于数据服务中心的管理和对数据的分析展示以及提示报警信息，并

可利用操作终端对其进行查询和权限内的操作。 

2.采集器与集中器的硬件开发与组网：设计开发应用在现场的采集器和汇集并集中转发

采集器信息的集中器，配置采集器和集中器组成无线网络。 

（1）采集器的主要功能包括：采集智能燃气表的输出量（取决于燃气表输出信号的类

型和方式），采集现场的燃气浓度并将以上数据通过无线方式发送至集中器；燃气浓度超标

时，在现场发出报警，向集中器发送报警信息，并控制智能燃气表的通断（取决于燃气表的

类型）；  

（2）集中器的主要功能包括：接受采集器发送的信息，并进行集中转发；向采集器发

送控制信号，控制智能燃气表的通断（取决于燃气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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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丹丹  

项目组成员：孙丹丹，张洪欣，吴  刊，申  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1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项目组通过认真研究设备级电磁兼容试验的国家军用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等相关

标准和要求，总结出影响设备电磁兼容试验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 

当前国家质量监督部门要求电子电机设备相关产品必须符合辐射干扰与传导干扰发射

规格，以及辐射耐受性与传导耐受性规格。为了验证电子电机设备电磁兼容设计是否良好，

必须在研发之整个过程中，对各种电磁干扰源之发射干扰、传输特性及受干扰设备能否负荷

耐受性测试，验证设备是否符合相关电磁兼容性标准和规范，这就对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试验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天然气加气站站用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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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燕，徐德龙，胡婷婷，邱宏宇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天然气加气站站用管理系统主要包含了两个分系统：现场数据采集系统、现场显示与

报警系统。两个系统通过 RS485 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交互，从而实现现场采集的数据到显示

器的动态现场显示的过程。通过该系统还能实现预警与报警的功能。  

2.现场数据采集系统能够通过 EM231 模块接收现场传感器发送的模拟信号，并转换为

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同时可以通过 PPI 数据通讯协议与上位机的组态王软件进行数据交互，

完成数据的动态界面显示。  

3.现场显示与报警系统主要由 3 部分组成： 

（1）显示与报警子系统：主要模拟了加气站的实际设备以及运转流程，并实时显示检测

数据。通过观察界面中的数字就可以了解现场设备的运行情况。主界面下方为实时报警显示

区，当数据异常时产生报警并显示在表格中，同时红色警报会亮起。管理员勘察现场异常情

况并做出处理后可以点击“报警确认”解除报警，此报警数据会添加到“报警查询”数据表中以

向用户提供报警查询的操作； 

（2）数据及报警记录查询子系统：表格中记录了系统开始运行时间之后的所有报警

信息； 

（3）实时数据曲线显示子系统：可实时显示采集数据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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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数据网设备网管接口测试平台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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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翼飞，马  跃，王  莉，张  勇，刘  洋，满  毅， 

宋  梅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研究新型数据网设备网管接口技术及测试方法，开发新型数据网设备网管接口测试平

台。 

2.补充完善测试软件 IPv6 测试环境。 

3.协助甲方完成中国移动多种数据设备的网管接口入网测试。 

 

 

ARM11 微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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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向东，姚  燕，韩  晔，袁  野，张  栩， 

王慧洋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完成了基于 ARM11 处理器 S3C6410 芯片为核心的，加气机电控系统的设计和制作，

主要成果形式为一款基于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 ARM11 微机板。 

2.ARM11 微机板硬件采用核心板+接口底板的形式设计和制作，其中核心板为 8 层 PCB

设计，集成了 ARM11 核心处理器芯片 S3C6410、2GB 的 NAND Flash 存储器芯片

K9F2G08UOC、512MB 的 DRAM 芯片 K4X1G163。核心板和接口底板的连接采用双排 2mm

插针的形式，这不仅利于 8 层高速电路和 2 层低速 PCB 电路板的分开设计和制作、避免 EMC

干扰，又有利于核心板和接口底板的分别调试、重复利用、升级换代和故障排除。 

3.接口底板采用 2 层 PCB 设计，其中的电路包括常用的电源模块、4 路 UART 串口、7

寸 LCD 接口、触摸屏接口、10M/100M 网口、蜂鸣器、USB 接口、USB-hub 电路、SD 卡

接口、声卡及耳麦接口。同时，根据加气机电控系统的实际需要，增加新的硬件，包括 RS485

接口、电磁阀接口、流量计接口、压力信号接口、脉冲信号接口、外接显示板、外接键盘、

SPI Flash 模块。 

4.该课题还完成了加气机电控系统新添硬件电路的驱动程序设计和实现，包括：S3C6410

核心板 GPIO 驱动、中断 GPIO 型键盘的驱动、开关量 GPIO 输入输出驱动、EEPROM 驱动、

串行 LCD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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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运行安全监测管理信息平台标准制定合同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宁  

项目组成员：李  宁，邓中亮，林文亮，水  土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3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承担了《电梯运行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标准中的第 5 部分（传输网

络）和第 6 部分（监测数据存储要求）的标准制定工作。 

1.传输网络是电梯物联网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电梯物联网数据的传输通道，是电梯物联

网标准的重要内容。该标准制定了电梯运行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传输网络结构、技术要

求、网络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传输网络的检测、验收判定规则。  

2.监测数据存储标准部分规定了电梯运行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中监测数据的存储要

求，对数据存储的功能指标和技术参数进行了标准制定。为电梯物联网的监测数据存储系统

建设提供了标准依据。该标准的制定，使得在电梯物联网中，电梯基础数据、运行数据和故

障数据等能及时可靠地得以保存，并能及时、方便地支持不同用户对相应数据的调用。  

 

 

基站和机房能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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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剑，沈振文，张雪莱，李  阳  

结题时间：2012 年 11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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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耗主要体现在通信机房和基站两个部分。因

此本研究主要通过构建和完善基站动态能耗仿真模型研究基站能耗以及通过建立机房理论

能耗模型研究 PUE 的极限值，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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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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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机房能效分析通过采用工程上的经验公式结合实际测量数据验证的方法，建立机房

理论能耗模型。 

3.基于模型分析机房 PUE 的极限情况，总结出机房节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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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天线 FDTD 算法计算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丹丹  

项目组成员：孙丹丹，张洪欣，吴  刊，申  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通过 FDTD 算法对 TD-SCDMA 原型天线阵开展仿真计算，成功运用左手材料优化了

仿真模型，完成了仿真计算。 

2.经过对仿真结果的深入分析，得出了阵列天线输入阻抗、驻波比、回波损耗、方向图

与方向性系数、前后比和副瓣电平、增益、波瓣宽度、电流分布和耦合系数等仿真结果，圆

满完成了委托方的计算要求。 

3.通过项目的开展，分析了智能天线阵列在设计中应考虑的阵元间的互耦问题，解决了

不同方向的入射波产生不同的电流分布，继而产生不同的互耦作用的分析方法，为成功解决

多天线技术中的互耦问题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阵列方向图综合方法并没有考虑互耦的作用，由于阵元间的互耦会改变各个单元

的方向性，尤其以阵列末端处的阵元的方向图畸变较大，故最终会改变综合的阵列方向图。

在给定的天线孔径下，当天线数目增多时，随之增大的互耦作用将改变本征模式的正交特性，

使不同的传输模式间产生耦合。项目组通过阵列信号处理时采用各种互耦补偿方法，验证了

基于人工复合媒质材料的天线阵元的设计方法用来抑制天线阵列的互耦效应，并为实现智能

天线的小型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数据挖掘和协同过滤的个性化推荐          

技术和平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卢美莲  

项目组成员：卢美莲，刘金亮，曹一鸣，李佳珊  

结题时间：2013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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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聚类技术、协同过滤技术、主题模型和个性化新闻推荐相关技术和算法进行研

究，完成了相应的研究报告，为后续个性化新闻推荐平台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2.提出了一种新闻聚类算法，完成了基于该算法的新闻聚类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并完成

了相应的设计开发文档。 

3.提出了一种基于协同过滤的个性化新闻推荐方法，并完成了基于该方法的个性化新闻

推荐平台的开发和线上部署。 

4.提出了一种基于主题模型的新闻推荐方法，完成了基于该方法的个性化新闻推荐平台

的开发和线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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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满意度测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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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宁，王  琳，高  羽，龚  雪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为科学客观反映电信用户服务感知，在行业对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感知短板、

提升客户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根据甲方的质量管控需求，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对江西省 11 个地市移动宽带业

务（铁通宽带）客户综合满意度测评方案和问卷的设计。 

2.根据质量要求执行江西省移动宽带业务（铁通宽带）客户综合满意度感知的电话访问

等工作，并对所有调查数据进行质量审核。 

3.通过对江西省移动宽带业务（铁通宽带）客户综合满意度感知的调查和分析，计算江

西省各分公司的移动宽带业务（铁通宽带）客户综合满意度排名。 

4.通过与江西电信宽带业务客户综合满意度的对比分析，发掘江西电信的优势和不足。 

5.提供江西移动宽带业务（铁通宽带）客户综合满意度感知分析报告及各类调查数据的

汇总整理，为江西电信的服务工作改进提出建议。  

 

 

客户消费行为管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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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理，苑  辰，梁  婷，唐玲淑，王亚宁， 

邸广帮，宋  玫，纪  晨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通过调查明确电信服务中客户消费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找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

素，分析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感知因素。 

2.掌握中国电信客户感知服务的现状，与标杆进行比较，找出影响客户感知的服务问题。 

3.剖析服务短板，制定服务优化路径和提升方案。 

基于甲方需求，提出以下调查目标： 

1.分析和研究移动互联网时代影响客户消费行为的关键感知因素。 

2.对标国内外先进电信运营商和电商，针对服务接触点，强化日常服务分析预警，分析

在整个客户生命周期中中国电信各类业务的客户感知问题。 

3.补齐服务短板，巩固服务优势，制定中国电信客户服务的优化路径和提升方案，协同

前后端解决热点/难点服务问题，规避潜在服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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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执行过程中实地穿测体验是客户消费行为分析的核心方法，为分析中国电信各类

业务和服务存在的短板和问题，追溯问题的深层次机制问题提供事实基础，穿测竞争对手服

务为中国电信客户服务提升提供足够的外部信息支撑。 

 

 

 

科技情报辅助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李  蕾  

项目组成员：李  蕾，王小捷，衡  伟，王明印，王博远，王志青，王  骏， 

林  鑫，于  佳，刘  宇，万淑红，翟  悦，高芷乔，张凯伦， 

赵开明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开发了一个科技人物关系演示系统，采集处理特定人物的中文新闻信息，对

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识别，并以图形化展示；构建适当的底层期刊数据库，为未来构建大规

模领域知识库和过程数据库等提供有利的数据支持。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科技人物相关新闻的实时自动获取与数据清洗技术。目前，网络上开放的新闻数据日

益增多，但是同时又夹杂不少噪声信息，获取这些资料，并去除噪声，获得干净的内容，是

开展人物关系挖掘的基础。 

2.人物名字识别技术。人名存在长短名字冲突，并且随着数据的增多，不断有新的人物

出现，要正确理解人物间的关系，必须正确识别出该新闻中的人名。 

3.人物关系识别技术。在人物名称识别的基础上，综合文本其他关键特征，包括题目、

正文等，利用句法分析获取句子范围内特定人物与其他人物间的关系，并通过一个关系集合

表示出来。 

4.演示系统界面。将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按时间顺序显示，以一种更友好易理解的图

形化展示，考虑良好的可移植性。 

5.数据库设计。为高效的读写大规模数据创建数据表，表的结构尽量做到既节省空间又

不损失数据。 

6.具有增量爬取、断点续传等功能的爬虫技术，构建大规模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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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GM-70/70-A 型控制力矩陀螺本体力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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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春  

项目组成员：汪晓春，王  飞，王晓文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利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完成了某型号的控制力矩陀螺仪的转子、转子组

件、框架等的力学分析，力学分析，主要包括模态分析和响应分析两个方面： 

1.模态分析用于确定陀螺的振动特性，包括固有频率和振型，它取决于结构的刚度、质

量分布和边界条件。 

2.响应分析是计算陀螺对给定动载荷下的各种响应特性，包括位移、速度、加速度以及

应力应变等。 

 

 

 

证券业关键业务系统代码质量保证检查          

方法与工具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金大海  

项目组成员：金大海，董玉坤，张大林，宋晓莉，张海龙，覃奋翔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9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首先确定证券业关键业务系统的代码质量保证方法，通过代码缺陷静态检测技术提高

其代码质量。 

2.通过研究《航天嵌入式软件开发规范》、《欧洲汽车行业 C 程序代码开发规范》、《建设

银行代码安全开发规范》、《上证所代码开发检查规范》中确定的规范，以及针对 Klocwork、

Fortify、pc-lint、pmd 等商用及开源工具中规定的开发规范的研究，总结其中的优点及不足，

整理出适用于证券业的代码质量检查规范报告。 

3.通过对现有检测技术的应用及扩展，基于北邮自主研发的缺陷检测工具 DTS，开发了

证券业代码质量保证检查工具原型－DTSS，实现了检查报告中的 28%的规则，35%的规则

可扩展后实现，5%的规则可通过规则自定制实现，18%的规则可通过直接检查源代码实现。 

4.利用工具 DTSS，对上交所的部分关键业务系统的 7 个工程进行测试，共检测出 17868

个缺陷，其中涉及运行时问题及错误 294 个，安全隐患 665 个，其他规则违反情况 1690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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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MIMO 相关标准及下行配对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  莹 

项目组成员：王  莹，袁  苑，彭  菲，李沛龙，黄  岩，李鹏韬，张纬栋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针对 LTE中 DL MIMO 增强技术以及 DL-UL干扰管理/业务自适应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

热点，该项目的重点研究内容包括： 

1.LTE-A DL-MIMO 增强技术：针对第一个方面，该项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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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O 技术的增强方案，通过 PMI 陪同子集和

MU-CQI 的反馈，减少了反馈负荷，提升了系统的整体性能。仿真结果表明基于 PMI 陪同

子集和 MU-CQI 技术的增强方案，无论在室内场景或室外场景都获得了较好的边缘增益，

并且充分保证了小区的平均频谱效率。 

2.TDD LTE 的 DL-UL 干扰管理和业务自适应策略：对第二个方面，为了减少 DL 子帧

与 UL 子帧之间的小区间干扰，该项目研究了在 TDD LTE 网络中通过为不同小区灵活配置

DL/UL 子帧配比以实现业务自适应的机制，解决了 LTE 系统中上下行子帧配比重配后

PDSCH 进行反馈时上下行子帧冲突的问题。 

3.基于 R10 版本的下行 MU-MIMO 用户配对算法：针针对第三个方面，为了达到系统

吞吐量的最大化以及带宽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并给出适用且实现复杂度低的用户配对算法

解决方案，并与最新的技术标准兼容。最后，完成了下行 MU-MIMO 用户配对算法的性能

分析研究，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 MU-MIMO 多用户配对算法获得了系统性能的提升。  

 

 

 

LTE-A TDD 增强技术的链路级性能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  侃  

项目组成员：郑  侃，赵  慧，赵  龙，张诚诚，李文芳，张静星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重点针对 LTE-A TDD 增强技术的链路级性能进行研究和评估，包括评估需求分

析、评估场景设计、评估参数选取以及链路性能仿真，侧重于依据 3GPP 标准进展，仿真评

估 R11 阶段进一步增强的干扰消除技术和 inter-band CA 在传输信道、反馈信道方面的性能，

以及 FeICIC 中增强的接收机性能，并给出各条链路的终端解调性能指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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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数控机床智能光控单元样机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晨升  

项目组成员：王晨升，杨  光，李  磊，寇星源，陈  亮，刘磊磊，武花容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针对物联网机床技术需求，从数控加工中控制信息化与加工自动化的融合入手，针对

复杂加工环境下光学影像的精密测量技术，包括影像高效能滤波、高精度影像校正、亚像素

测量等算法。 

2.加工工艺参数专家知识库的建立与自适应加工优化策略。 

3.机床集群管理策略与负荷动态规划算法 

4.故障预警知识库的建立与远程诊断算法设计。 

5.基于 Internet 的机床实时高效信息通讯技术等技术开展研究，通过产学研联合研发和

集成创新，开发出智能数控单元及装备智能数控单元智能数控机床样机。  

 

安全软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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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聪聪，田松林，杨晓波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16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安全软件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网络用户的权益无法获得有效保障，一方面与网络企业的

强势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相关立法的滞后以及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传统的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在网络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立法的

滞后已无法对相关市场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准确定性，尤其是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

竞争或垄断行为的判断，再加上有效市场监管的缺失以及低违法成本，使得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的不当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因此，网络社会不仅需要保护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规则，也需

要规范网络企业公平竞争的规则，更需要规范网络监管机构履行职责的规则。 

为完善我国安全软件市场监管及立法，该项目建议： 

1.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恶意评测、故意不兼容、破坏其他软件的正常功能等新

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反法的规制范围。 

2.强化网络用户基本权利保护，强化信息披露，禁止恶意不兼容、捆绑安装以及通过威

胁、警告性的通知或不予通知直接操作等方式强迫用户停止或进行下载、安装、运行、升级

其他软件产品或对其他软件进行修改、卸载或删除等行为，保障网络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

择权。 

3.建立独立的软件评测机构。 

4.强化对安全软件市场监管，完善行业自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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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Advanced 基带算法研究及平台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  侃  

项目组成员：郑  侃，赵  慧，赵  龙，曾陟维，王  静，张诚诚，杨居沃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重点研究 LTE－Advanced 通信系统中的各项物理层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包括：

多址技术、预编码技术、自适应传输和信道估计与导频设计等技术。并且，利用 MATLAB

等软件工具，搭建数据共享信道的 LTE－Advanced 宽带通信系统仿真验证平台。（包括上行

和下行)。该仿真平台将基于可重用思想，采用模块化设计，对各项关键技术进行链路级的

仿真及研究。 

 

 

 

LTE 的电磁兼容性能与电磁辐射性能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石  丹  

项目组成员：石  丹，高攸纲，刘  飚，王文秀，刘丽玲，焦  健，梁高光  

结题时间：2013 年 8 月 2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我国的无线通信事业正在飞速发展，尤其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正在深入应用。第三代

移动通信系统增加了众多的服务项目，内容涉及话音、图像及多媒体等业务，这就对系统的

容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无线信道存在的多径衰落、频谱拥挤、噪声干扰等问

题大大影响着通信系统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无线通信系统是通过电磁波在媒介空间传播来实现信息传输的，其性能直接受到无线信

道环境的影响。无线通信系统的电磁辐射特性决定了无线通信系统的发射和接收性能，直接

关系到通信质量的优劣，体现着通信系统的有效性。同时,无线通信系统中基站的对外辐射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针对采用智能天线技术及 MIMO 技术的基站天线，其电磁辐射测试方

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能包括系统对外界产生的干扰以及系统的抗干扰能

力，也是无线通信系统另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信息通信业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通信设备的大

量开发与应用，其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电磁兼容性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随着 MIMO

技术的应用，对 MIMO 测试的发展必须能够跟上 MIMO 技术发展的步伐。在电磁兼容测试

中传统的单天线收发信机测试的设备和方法将难以满足 MIMO 系统测试的要求，需要寻求

新的测量技术对 MIMO 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能进行合理评估。 

该项目制定了 MIMO 技术测量方案，并且向 IEC、3GPP 等标准组织提出了测试方法提

案，参与会议讨论并改进了测试方法，填补了 MIMO EMC 测试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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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力感应触摸屏的人机交互技术研究与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文明  

项目组成员：郭文明，关  玮，边  婷，李良辰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按照成都吉锐触摸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需要，通过对触摸屏的工作原理及触摸屏

能够提供的属性值的研究，结合声波触摸屏可以提供触摸力度及触摸面积的特性，取得如下

研究成果： 

1.提出了由触摸点的数量、触摸点的面积、触摸时间、触摸点的力度及触摸手势的轨迹

五个维度组成的触摸手势模型，对该模型进行详细的形式化表述。 

2.详细阐述了五个维度各自的取值范围，及每种取值的判定识别方法。 

3.通过大量实验验证，对手势识别过程中用到的差异化参数给予科学准确的赋值。 

4.基于触摸手势模型，清晰合理地分类别提出多种可行、可用的触摸手势。 

5.将一些可识别的触摸手势及相应的触摸手势识别算法封装成触摸手势包，供开发者所

使用。 

6.应用触摸手势包，开发了一个简单地图片编辑软件，通过触摸手势进行操作，实现图

片处理过程。 

7.开发了基于力感应触摸屏的网球游戏软件，针对声波触摸屏的接口获得的触点参数，

模拟现实的网球击打动作，使得传统的网球游戏从单一的运动转换为含有手势和力度在内的

3D 游戏，模拟真实的网球运动场景。 

8.开发了基于力感应触摸屏的素描板软件,用户可以选择画笔的粗细，设置力度与深度的

映射，通过指尖在屏幕界面绘画区域的按压，从而显示出素描的笔迹。  

 

 

国米万年贡品牌价值延伸与增值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王欢  

项目组成员：王欢，祝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国米万年源自世界稻作文化发祥地——江西万年县，选用明正德皇帝钦定的“代代耕作、

岁岁纳贡”的万年原生稻种，精心生产“万年贡”牌系列礼品米和高档米、优质米。“贵在传奇，

贵是难得可贵，传奇是历史传奇、种植传奇、管理与营销传奇。”就是这些“传奇”，让万年

贡米集团成为江西省粮食加工龙头企业之一。 

面对万年贡米集团的发展传奇和日益壮大的品牌规模，品牌价值的提升与增值又是其面

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品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最新形式，是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的方向标，同时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制定长期的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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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在我国大米行业饱和的状态下，万年贡米集团要注重品牌的差异化，贡米品牌和大众

品牌是寻求万年贡米集团发展的两种方式。 

2.在中国市场，国际品牌的价值远远高于中国本土品牌；而在国际市场，米业市场几乎

是一个空白，外国大型食品连锁跨国公司业没有投身中国米业的竞争中来。国米集团应当抓

住机会，在国内高端米市场站稳脚跟，进而向其他米的方向延伸。  

3.作为一个依靠大米起家的企业，万年贡米集团应当认真考虑从源头到市场的产业链的

品牌延伸问题，否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困难。 

该项目从大米行业、品牌形成与发展的背景出发，依据大米行业、食品行业的发展现状，

结合国米的背景，从国米品牌价值的保值到品牌价值的增值，提出了从企业自身品牌提升的

策略出发，将大米品牌进行行业内和行业外的延伸，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增加国米的知名度

与美誉度。经过发展产业链的万年贡米集团，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以销售大米为主要业务的

公司，万年贡米集团旗下，将会有更多的与原来业务相关的业务，公司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

抗风险能力，使得公司的综合能力进一步增强。 

 

 

 

压缩感知无线终端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雨  

项目组成员：刘  雨，李  庆，赖冠宏，范念飞，汪  泉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 WSN 和 LTE 系统实际应用场景中的信号稀疏性，将压缩感知算法的特性与

其结合，设计完成了两个将压缩感知应用于 LTE 系统，以及一个压缩感知与 WSN 结合的发

明专利。  

发明成果包括： 

1.利用 CS 与模拟网络编码进行 WSN 中的数据传输，利用压缩感知对具有稀疏性的探

测数据的压缩性和信号重构能力，以及模拟网络编码的数据在无线信道上同时传输的优势，

进行稀疏数据的传输，以降低传输消耗的时隙开销，提高抗噪声能力。即在数据的压缩处理

上，采用压缩感知技术；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采用模拟网络编码的思想实现并行传输。  

2.利用 CS 进行 LTE 中的信道反馈和接入控制。利用阈值选择法，选择最有可能获得资

源的少数用户反馈其 CSI，以构造稀疏信号，以减少反馈量；利用压缩感知编码过程中需要

对数据进行加和的特点，让所有参与反馈的用户在同一个资源上并行传输，使信号碰撞，基

站直接接收和信号，降低系统识别反馈用户、调度反馈资源的复杂度。 

3.提出了一种基于 CS 的终端设备定位方法，可以为不具有 GNSS 模块或者 GNSS 定位

方法失效的终端设备提供高精度的定位信息。引入压缩感知，由需要定位的终端设备周围的

设备对其进行辅助测量并上报服务小区，小区利用压缩感知恢复算法，根据收到的测量值计

算出终端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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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调制下的联合信道编码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吴湛击  

项目组成员：吴湛击，吴广豪，陈  翔，刘君鹏，范志明，何  生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其目标是在 400G 光纤传输系统中，研究光

纤网的高阶调制编码方案，使其开销小于 35%，用 4bit 量化信息(指对应到每个码字 bit 的初

始输入软信息是 4bit 量化)输入仿真性能纠前 BER 达到 5e-2@5.75dB，纠后 BER 为 1e-15；

且方案的 ASIC 实现复杂度低(< 6000 万门@200G 业务净荷)。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多元 LDPC 码的度优化与译码算法研究。 

2.基于二元 LDPC 码的 MLC-ID 方案的研究。 

3.二元 LDPC 码的度优化与降低错误平层算法的研究。 

4.对解调的量化算法优化和适合硬件实现的 LDPC 译码算法的研究，并同时实现了

AWGN 信道下的浮点和定点光纤传输仿真系统的搭建。 

5.使用 LDPC 码级联超高码率的 BCH 码与 BICM-ID 系统相结合，找到了性能最好的一

种编码调制方案。 

6.使用 EXIT 图对接收端迭代译码的性能进行预测，并对 LDPC 码在差分迭代系统下的

度分布进行了度优化，采用超高码率的 BCH 码来进一步降低错误平层。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最终向华为提交的 400G 高速光纤网的高阶调制编码的性能已达到

了任务合同书的要求： 

1.提供了基于 16QAM 的 FEC 编码调制方案。 

2.提供了结合 FEC 方案降低错误平层的算法，实现了方案的高性能与低错误平层。 

3.完成了项目的挑战目标，通过度优化、调制星座的研究、译码算法的优化，超过了项

目预期指标。  

 

 

窄带电力线通信研究项目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赵  慧  

项目组成员：赵  慧，赵  龙，王  静，李广威，陈  影，曾陟维，李文芳， 

杨云川，龙  航，郑  侃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 G.HNEM 与 P1901.2 协议，进行了各种技术（包括符号定时与频偏估计算

法、信道估计算法、信道级联编码、抗窄带干扰和抑制突发干扰算法）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比

较，并对接收端的检测技术进行复杂度和性能的评估。此外，对 NB-PLC 信道环境也进行

了分析研究与系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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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运用和语言获得及其应用价值的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琳琪  

项目组成员：刘琳琪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5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通过调研，访谈等形式，采用案例分析法，包括具体案例分析法，启发案例

分析法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全面考察了语言在企业中的意义和角色。 

研究发现，语言具有三种功能： 

1.工具功能：包括信息传递的载体，协调工作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工作形式。 

2.认知功能：除了帮助人们共建知识，主要用来描述或评论工作。 

3.社会功能：主要用于建立情感，成为有效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交际是增进

相互了解、加深彼此感情、建立双方信任的重要途径。 

该项目通过实际调研，帮助企业建设具有企业特色的语言管理平台，企业根据自己的产

品特征、市场分布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将企业语言管理平台与企

业资源计划系统紧密集成，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建筑物雷电流分流 3D 显示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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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亮，涂山山，张  文，韩继登，黄艳丽，贾明磊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建筑物雷电流分流 3D 显示软件开发项目参考了需参考 Solid-works、ATP-EMTP、IES

三种软件功能。 

2.基于 Solid-works 进行作图，并简化其操作界面，适用于雷电风险评估中构建筑物 3D

模型重建。 

3.开发的建筑物雷电流分流 3D 显示软件能确保 3D 图形输出与 IES 软件兼容，即可读

并可二次计算。 

3.所开发的软件实现了三维图形中的分段导体分布参数的计算（包括电感值、电容值、

互感值、互容值、阻抗值、互阻值），即能自动将建筑物结构转化为等效电路图。 

4.实现了 ATP-EMTP 软件进行雷电流的分流的计算功能，并确保雷电流分流参数在 3D

模型中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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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高尔夫训练娱乐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项目负责人：贾庆轩  

项目组成员：贾庆轩，宋荆洲，李旭龙，胡  欢，邓小园，伍   雄，魏  莱， 

王祖新，廖裕宁，张红彬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虚拟高尔夫训练娱乐系统，通过计算机图形技术将高尔夫球场模型及数据载入系统，实

时动态生成逼真的虚拟高尔夫景观，实时显示在投影幕上。通过传感技术测量技术，实时测

量真实高尔夫球的线速度、角速度等参数，实时计算和仿真其在虚拟场景中的飞行轨迹、飞

行距离、弹道和落点，实时绘制显示。 

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有：  

1.图形引擎、物理引擎等相结合技术研究成果。通过 OpenSceneGraph 图形引擎、CEGUI

界面库、物理引擎 Bullet、海洋视景仿真库 OsgOcean 以及 OpenAL 声音库等相结合的方式，

搭建整个系统框架，完成高效、可复用的虚拟现实平台搭建。 

2.高逼真度自然景观仿真中关键问题研究成果。课题对树木动画模拟、水模拟，包括海

洋、瀑布、河流、湖泊等，以及对雾特效等自然场景的实时仿真进行了深入研究，解决了大

规模自然场景渲染中树木、海洋动态仿真的实时性问题，并应用于系统开发中，取得较好仿

真逼真度。 

3.高精度物理仿真关键技术研究成果。虚拟高尔夫系统可以应用于球员辅助训练，因此

高尔夫球飞行过程物理仿真是系统的另一个重点。课题重点研究和解决了多材质实时碰撞检

测与响应、高尔夫球飞行过程空气动力学分析与模拟、不同地形高尔夫球滚动运动学分析与

模拟、实时碰撞音效模拟等关键问题。其中，为了仿真高尔夫球飞行轨迹与飞行距离，课题

基于真实测量高尔夫飞行空气动力学实验数据，分析和研究球形目标物体飞行中空气动力学

模型参数辨识方法，提出一种基于分层优化求解策略的球形物体马格努斯力系数和阻力系数

的辨识方法，并应于本系统中，实现高尔夫球飞行轨迹高精度仿真。 

 

 

基于 XEN 的分布式虚拟交换机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王洪波  

项目组成员：王洪波，尹文涛，严  艇，金  星，姜  莹，王建建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22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研究、分析及对比基于 XEN 的标准虚拟交换机和分布式虚拟交换机的原理、

体系架构及功能；提出高效可行的分布式虚拟交换机控制平台的设计方案，并进行软件实现

及测试。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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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分析了基于标准虚拟交换机 vSphere 以及 Open vSwitch 的原理及体系架构。 

2.研究分析了基于 XEN 的分布式虚拟交换机实现原理及较标准虚拟交换机新增功能特

性，提出了基于 XEN 的分布式虚拟交换机的增强功能。 

3.设计了高效可行的分布式虚拟交换机控制平台的技术方案，并进行了软件实现和测

试。 

 

 

海淀园国际化人才实训评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丹  

项目组成员：刘  丹，曹建彤，濮林峰，陈建名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有： 

1.从课程的针对性、教学内容、教师讲解、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五个方面，对国家化人

才实训班课程讲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评估。 

2.从培训方案、培训实施、培训保障和培训效果等方面，对国际化实训班的整体培训水

平进行了综合性评估。 

3.形成相应的实训评估报告，并对国际化人才实训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两期评估的结果显示，实训班授课教师都具有优秀的教学能力，并且实训班能够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中国食品技术网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玉翠  

项目组成员：郭玉翠，雷  敏，刘思奇，李  丹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2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江西省美德食品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技术开发项目，按照合同要求，

课题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 

1.开发并实现了基于 B/S 模式的中国食品技术网网站新闻管理和发布系统。 

2.实现了系统关于用户管理、新闻发布、新闻编辑、新闻管理、新闻分类和栏目设定等

功能。  

主要技术成果包括： 

1.ASP 技术和 Access 数据库的开发和使用。 

2.使用 Adobe Dreamweaver、Wicrosoft Access、Adobe Photoshop、Internet Information 

System 等软件组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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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并使用 Windows 2003 server 服务器。 

4.网站架构模式选择：B/S 模式。 

5.编码为 UTF-8 格式。 

6.网站兼容多种浏览器内核，包括：IE6、IE7、IE8、Firefox 和 Chorme 等。 

 

 

高性能 IPv4/IPv6 无缝融合系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赵  钦  

项目组成员：赵  钦，马  严，王振华，张晓冬，黄小红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2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目前主流的商用内容服务器是基于 IPv4 技术进行内容发布，由于目前 IPv6 用户占比非

常小，大量增加内容服务器来实现基于 IPv6 的内容发布并不现实。  

该项目通过自主研发，开发了无状态协议地址翻译子系统和有状态协议地址翻译子系

统，通过将两个子系统相结合的方法，将网络层数据包报头的相关字段在 IPv4 与 IPv6 之间

进行转换，并对应用层的 DNS 协议数据进行 A 记录与 AAAA 记录的转换，从而实现了 IPv6

用户对 IPv4 数据源的访问。  

有状态协议地址翻译子系统作为服务端软件子系统，无状态协议地址翻译子系统作为接

入端软件子系统，可以为 IPv6 网络用户提供无缝访问 IPv4/IPv6 内容服务的服务，单一系统

的吞吐能力达到万兆级别，且与国际标准同步，进一步的推动了 IPv6 的商用。 

 

 

交际主体的语言形式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与提升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琳琪  

项目组成员：刘琳琪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鉴于语言对文化的塑造作用，巧妙合理的利用企业语言来创建并支持企业文化。

通过不同交际主体的语言形式来指导商业决策和商业活动，从而塑造和创新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1）企业哲学；（2）企业精神；（3）企业目标；

（4）企业道德；（5）企业风尚；（6）企业民主；（7）企业形象；（8）企业价值观；（9）企

业素质；（10）企业行为规范。 

和谐企业文化在语言表述时，一要在语义内容上合企业和谐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二

要在语言形式上追求品味高雅、简洁凝炼、易于传播、特色突出。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企

业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充分发挥文化力的潜规则导向作用，为推动企业和

谐发展提供价值准则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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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创业板上市法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潘修平  

项目组成员：潘修平，赵乐静，杨雪婷，赵维军，燕林琪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24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研究结果包括： 

1.上市难点： 

上市分为三大阶段： 

（1）上市前的准备工作； 

（2）境内外申请工作； 

（3）招股挂牌及上市后的持续工作。  

2.难点分析： 

（1）从市场环境来看，如何降低市场风险成为首要难题； 

（2）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改制重组，特别是明晰产权、优化股权结构将直接关系到企业

的后续发展； 

（3）从市场监管来看，内地和香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公司证券的调整方式、调整内容、

调整重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限制了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 

（4）从上市程序二、三阶段的难点描述可以看出，缺乏必要的信息及对上市障碍的充分

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3.解决途径： 

（1）政府适当扶持，加强两地监管合作，放宽环境上的条件； 

（2）政府建立和完善跨国经营方面的宏观财政政策，鼓励境内企业走出去，到海外经营

并发展业务； 

（3）积极培养和利用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大力培育中介机构，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上市

过程中的财务顾问（或保荐人、承销商）的作用； 

（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其公信力。 

 

 

手机阅读 BI 架构调研及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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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琳，王  朋，游  怡，张  颖，王雅男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17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目的是结合手机阅读平台数字图书的特点和消费者行为，分析、调研以在

线推荐系统为核心的 BI 产品体系架构，努力探索数字图书在线推荐系统的优化方案，并提

出有效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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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对互联网以在线推荐为核心的 BI 产品体系架构进行调研，为分析、完善手机阅读 B I

架构提供技术支撑： 

（1）分析比较知名互联网厂商（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亚马逊、google 等）BI 产

品技术特点，包括系统整体架构分析，网络结构分析，业务功能分析，数据仓库、ETL、数

据分析挖掘模型等核心技术分析等； 

（2）对互联网 BI 产品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后给出互联网 BI 产品发展趋势

预判。 

2.针对手机阅读平台，结合消费者行为和数字图书的具体特点来进行个性化图书推荐优

化，为手机阅读在线推荐系统的优化提供了对策建议： 

（1）根据消费者行为深度与喜好态度强弱之间的关系，构建回归模型； 

（2）利用用户阅读图书深度到达的难度来量化用户的阅读行为，形成用户阅读行为中

的各个关键行为节点的评测权重； 

（3）提出一种基于用户阅读行为的图书评分的自动评测算法。 

从理论上讲，该项目研究消费者的阅读行为规律，对于拓展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态度理论

的适用范围、形成新的理论创新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实践应用角度来看，研究成果有

助于企业掌握手机阅读 BI 产品体系架构的演变趋势，并为其完善数字图书推荐系统提供新

思路、新方法，有助于提高手机阅读数字图书运营管理水平及销量收入。 

 

 

 

 

天翼手机网 O2O 商业模式及运营方案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吕廷杰 

项目组成员：吕廷杰，胡  桃，王  琦，车  颖，尧  舜，郭亦涵，刘  坤，沈  莉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文献与案例调研、企业访谈、驻地了解等方法，了解天翼手机网发展现状和

创新运营需求，分析国内 O2O 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明确天翼电信终端公司在 O2O 领域的

机遇与挑战，研究天翼手机网的 O2O 商业模式，制定相应运营方案，包括设计天翼手机网

O2O 明星产品商业模式，提出天翼手机网 O2O 信息支撑系统建设方案，制定天翼手机网

O2O 运营管理规范及激励机制，策划 O2O 营销推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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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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光，徐  龙，张  滔，刘  锴， 

刘  壮，曾  力  

结题时间：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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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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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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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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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有专利分析完毕后，形成详细的评估报表交付甲方审查。  

 

 

非线性预编码技术研究和性能分析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郑  凤  

项目组成员：郑  凤，孙严智，卢国仙，陈润芊，张婷婷，刘建明，刘翠杰， 

周  思，庄  雯  

结题时间：2013 年 9 月 28 日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非线性预编码技术研究和性能分析，一共分成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每个阶段都

是对非线性预编码在不同条件下的研究和性能分析。  

1.第一阶段重点研究分析了 MU-MIMO 非线性预编码中的模代数预编码对信道信息精

度的需求，研究了基于两种不同制式通信系统信道状态信息获取方法的模代数预编码性能： 

（1）对于 FDD 系统，主要研究了反馈内容（包括反馈整个信道矩阵、只反馈信道方向

信息、反馈信道的协方差、下行用户多天线下的反馈内容等）及量化方法（矢量量化和标量

量化），并根据两者的组合分别研究并评估了基于矢量量化有限反馈方案以及基于标量量化

有限反馈方案； 

（2）对于 TDD 系统，则可直接利用信道互易性原理使得基站端能够比较容易获得信道

状态信息，该系统下重点考虑了信道时变性及射频器件不对称对发射端获得的信道信息准确

度的影响。 

2.第二阶段又分为两个部分： 

（1）一部分以室内热点场景下模代数预编码的优化作为主线，首先调研了室内热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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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标准和文献，总结归纳了其信道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模代数预编码在室内热点场景下

应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创新点； 

（2）另一部分是非线性预编码发射机、接收机性能优化研究。提出了一种鲁棒的非线性

预编码，该预编码算法对发送端信道的不完美具有很强的鲁棒性，这是因为在设计预编码算

法时考虑了估计误差、量化误差以及缺少信道瞬时幅值信息的影响。仿真结果说明了该算法

的优越性。  

3.第三阶段是对非线性预编码下用户配对性能的研究，是一个简化的系统级仿真，要求

系统能够实现理想的 AMC，SU/MU 自适应，层数自适应等功能： 

（1）研究了多用户多输入多输出预编码系统的设计方案，包括线性方案和非线性方案，

具体为 BD-SVD 和 BD-GMD-THP； 

（2）进一步研究在存在信道量化误差的情况下，用户所能获得的实际信道容量； 

（3）根据 BD-GMD-THP 系统的特殊性质，通过添加用户排序算法，进一步完善其性能，

然后研究了流减少技术，以实现层数自适应功能，该思想同样可以运用到 BD-SVD 系统中； 

（4）最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系统仿真，验证了平台的功能并且对比了线性方案和非线性方

案的系统性能，以及存在信道量化误差的情况下系统性能的损失。  

 

 

全球电信运营企业发展报告（2011-2012）：         

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何  瑛 

项目组成员：何  瑛，赵育梅，李  玲，周  访，郝雪阳，李  娇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经营目标的反思，价值管理理论经历了从股东价值管理、利益

相关者价值管理到市值管理的变迁过程。报告分析了电信运营企业价值驱动要素，构建了价

值管理模型，并基于市值管理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价值管理与提升战略。 

2.目前国内外对企业财务竞争力的研究多处于概念界定和理论阐述阶段，尚未建立起规

范可行的财务竞争力评价体系。报告基于价值导向从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视角构建了电信运营

企业财务竞争力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模糊矩阵评价法对 2011 年进入世界 500 强的 20

家电信运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1）基于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视角的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

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价值创造能力（EVA 率）与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3）股价与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3.从 2011 年进入世界 500 强的 20 家电信运营企业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12 家分别

从十个方面对其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概述研究，为电信运营企业的国际化拓展提供了有价值

的信息。 

4.报告呈现的全球电信运营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横向比较、纵向趋势、均值数据、分

洲数据），为电信运营企业的标杆管理、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以参照的依据和有价值的基础

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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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数字化教育与研究基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爱军 

项目组成员：刘爱军，范姣莲，王健刚，郑春萍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自 2011 年以来，北邮积极开展大学英语实验教学研究，约 9900 人使用 5.0 版新理念网

络教学系统，完成第一课堂听说及部分综合课程 1.5 万余课时；自主教学模式 2 万余机时。

随着新理念版本升级，在 2012 年，新的测试版本在程序调用方面、测试题库方面、测试灵

活度方面，与以前的全新版有了很大的不同，听说教程使用全新版第二版，学习内容更加丰

富；管理员部分更新了学生名单导入时可以把任课教师一起导入的功能；单元测试部分采用

全新的测试方式，更加贴近计算机考试；增加了口语考试项目，使学生的测试更加多元丰富，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听说能力。2012 年 9 月，所有单元的测试包都已经升级完成，学生都

可以用新的测试方式来测试，而且新的测试是每个单元都有测试，每个测试都包含四套题库，

使学生们能通过测试，更好地知道自己对本单元的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自 2011 年 2 月至

2013 年 1 月，北邮共对全国 40 多所高校进行关于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与咨询交流，

内容涉及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的各个方面，包括： 

1.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的发展。 

2.基于新理念教学系统的大学英语实验教学学术研讨。 

3.支持网络教学的硬件设施建设与维护。 

4.网络教学中技术人员的配置。 

5.自主开放情况。 

    

 

通信运营支撑系统测试相关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滕颖蕾 

项目组成员：滕颖蕾，马  跃，魏翼飞，宋  梅，满  毅，王  莉，张  勇，刘  洋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对通信信息化总体规划及运营支撑系统测试及相关进行研究，包括未来通信网络的系

统需求、架构需求、功能定义及用例说明。 

2.3G 及后 3G 所需的电信业务支持和管理需求、功能架构需求等功能测试。 

3.对 QoE 的影响因素分类总结，并提出新型 QoE 的分析模型。 

4.对系统总体演进性和兼容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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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化的网络环境分析方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滕颖蕾 

项目组成员：滕颖蕾，满  毅，魏翼飞，马  跃，王  莉，张  勇，刘  洋，宋  梅 

结题时间：2012 年 8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完成一种基于区域化的网络环境分析方法研究平台架构的设计方法，根据网络运行的

实际情况来撰写“一种基于区域化的网络环境分析方法研究”相关文档。 

2.将行业最佳实践和黑龙江移动目前采集系统的现状进行分析比较，整理出相关的文

档。 

3.确定黑龙江移动“一种基于区域化的网络环境分析方法研究”建设的远景目标，规划出

“一种基于区域化的网络环境分析方法研究”建设的原则及总体战略思路、未来黑龙江移动的

宏观应用系统架构以及主要应用系统的定位及主要功能描述。 

 

北京联通 2012 居民小区 WCDMA 覆盖评估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孙松林 

项目组成员：孙松林，李金洋，李金圻，王  博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为居民小区无线传播环境的分类、数据处理、数学建模，数据分析，研究成果包

括： 

1.完成了居民小区无线传播环境的分类。根据 WCDMA 无线信号的传播特点，并结合

居民小区的自然环境和电磁环境。把北京市的居民小区分为：六层平行板楼小区、高层板楼

小区、高层塔楼小区、不规则小区（内高外低，外高内低）五种不同的传播环境。 

2.针对每种居民小区的无线传播环境，进行现场的实地勘察。并确定影响此种传播环境

的关键因素。比如对于六层平行的板楼，就确定了如下 14 种因素：基站高度 、基站方位角、

基站下倾角、基站到测量点的距离、基站到测量点距离与小区的夹角、小区中心到基站的距

离、小区中心与基站连线与小区的夹角、小区楼高、小区楼面间距 、小区楼侧间距、小区

长 、小区宽 、楼宽、楼长。 

3.进行了 navgaitor 测试软件进行了大量的数据采集，针对于每一种无线传播环境。测试

了 5～7 个居民小区。几乎覆盖小区内部所有路径，采集的信息有 RSCP，EcIo，PSC，测量

点的经纬度等。鉴于数据量庞大，并需要是适应于后期的数据分析软件。编写了 EXCEL 的

VBA 代码进行了数据的初步处理。 

4.使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针对于已经初步处理好的数据进行了数据分析，首先对于每

一种关键因素进行数据分类变形。其次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完成无线传播环境的数学建模，

自变量为信号的衰减，因变量为影响传播环境的关键因素。 

5.完成了模型验证，每一种传播环境都有一个小区作为验证模型。使用回归分析推到出

来的公式，计算验证小区的信号衰减，并与实际作对比。得出残差的标准差小于等于 8，符

合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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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营业厅转型规划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克选 

项目组成员：刘克选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合作方要求的电信营业厅转型规划咨询提交了方案报告，提出了电信营业厅服

务业务提升的可操作性方案。 

该项目总体上帮助合作方发现电信营业厅服务业务需要改进的各个因素，识别客户不同

类别的需求，并通过分析研究结果，为合作方的电信营业厅转型规划项目提供了业务服务提

升方案，有利于其电信营业厅服务业务未来的发展。具体来说，为合作方分析了之前服务项

目的客户评价，研究挖掘了客户的潜在需求，提出了服务业务改进方案，设计了服务业务流

程和相关职能岗位的管理优化等。 

 

 

分布式联合处理系统的信号处理及资源调度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天魁 

项目组成员：张天魁，胡志蕊，李  博，赵晶晶，王  巍，曹金龙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从以下 3 个方面开展研究：多用户联合处理的预编码算法研究；多用户联合资源

调度算法研究；分布式联合处理的有限反馈方案研究。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 

1.提出了一种基于干扰对齐技术的预编码算法与功率优化算法。在协作区域内利用干扰

对齐思想来设计协作区域内的预编码，即通过将干扰用户的信号限制到一定的空间内，将剩

余的无干扰的空间用于数据传输，同时结合最大化和速率的功率优化方式，提高系统吞吐量。 

2.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重叠分簇思想的协作区域生成算法。对于簇边缘用户，采用与主

协作区域分簇图案重叠的其他协作区域（重叠区域分簇图案）进行 JP 传输，将主协作区域

分簇图案内的簇边缘用户转换为其他重叠区域内的簇中心用户，提高这部分用户的传输速

率。 

3.提出了一种基于信道相关性的多小区联合调度算法。在优先保证比例公平的基础上，

加入了对不同用户之间信道相关性的考虑，提出了一个新的用户调度权重因子，并且按照调

度权重的大小，依次进行调度。 

在 CoMP 的 JP 场景下，研究最优反馈比特分配机制，实现最大化系统容量的上行反馈

信息的自适应分配。根据信道信息的不同，在不增加反馈比特总数的条件下，为服务基站和

协作基站分配不同的信息反馈比特，最大程度减小有限反馈带来的性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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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容管理平台 DRM 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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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晨磊，狄春云，刘  烨，陈康康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1.该项目实现了一种基于移动智能终端的 DRM 数字内容保护系统，即在 OMA DRM 1.0

权利证书协议的基础上实现在移动智能终端上的 DRM 数字内容保护系统。主要是通过对数

字内容进行加密，并且附加使用规则对数字内容进行保护。在 DRM 服务器端对数字内容进

行加密，然后下载到移动智能终端，智能终端使用客户端程序读取数字内容文件头，对数字

内容进行解密，然后读取证书，检验数字内容的使用权限，然后打开数字内容。 

2.适用于云系统的身份认证技术，该项目将基于 IBC 算法理论设计一种基于可信第三方

的分层式云安全架构模型，以组建云实体间的信任传递通道。同时，基于该模型提出了用户

接入认证与密钥交换协议，以实现云实体间的互认证及数据共享业务。 

3.针对于移动智能终端的 DRM 数字内容保护系统，该项目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解

决方案，完成了系统结构设计，将较为复杂的系统实现内容差分为 5 个相互独立的功能模块

（移动设备与 Web 服务器的通信模块、数字内容解析模块、数字证书管理模块、数字证书

解析模块、数字内容播放模块），以降低系统的开发风险，提高系统开发效率。 

 

 

物联网感知汇聚接入和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及其     

产业化应用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张永军 

项目组成员：张永军，顾畹仪，孙淑娟，陈  龙，寇家瑞，曲仁军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物联网全面感知技术、汇聚接入技术和信息智能处理技术等技术、以及工程应

用和产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用物联网技术，完成了一个现代化工厂厂区的智能化升级改

造。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厂区环境自动采集和警示系统：通过在各个区域和厂房设置的以太网接口，将门禁、

传感器、摄像机等终端设备的数据利用公司内部局域网传回监控系统平台服务器，对数据进

行实时分类、分析和处理。当安防系统、报警系统发生异常状况时，相应设备报警，同时对

事件通过终端向相关人员短信通知。对仓库和车间内部环境监控，如果环境指标超出预设值

时，系统自动告警，同时下发短信至相关工作人员。 

2.厂区参观引导系统：厂区智能导航系统是在当今电子信息智能化高速发展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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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主流的电子产品 iPad 相结合，采用最新的 GPS 定位技术、多点触控等技术，实现厂

区概况介绍、厂区自动导航、车间信息语音播报、来访者留言互动等主要功能，意在加快企

业的智能化进程，树立企业良好的公共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大

背景中孕育而生的。厂区智能导航系统具有精度高、应用广、操作便捷、节约资源等特点。 

3.现场图像识别系统：开发了基于 ARM 平台的图像识别技术，完成了厂区内传统指针

仪表的自动读数识别系统，识别的数值上传到系统，必要的时候才传输现场图片，降低了对

传输带宽的需求。 

 

 

UMTS 测试终端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林家儒 

项目组成员：林家儒，别志松，许文俊，牛  凯，贺志强，徐文波，董  超 

结题时间：2013 年 1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制定了总体方案，给出了各部分原理方框图、技术原理、各种性能理论分析等。 

2.按照总体方案,完成了硬件实现方案，搭建了仿真验证平台，对各种功能和性能进行了

浮点和定点仿真验证；仿真结果用于指导硬件实现及实际测试。 

3.按照硬件实现方案，完成了 FPGA 和 DSP 硬件语言编写工作，在 FPGA 和 DSP 硬件

平台上实现了各种功能及性能指标。 

4.完成了各种功能和性能测试，并经过了多方测试验证。 

 

 

移动网络小数据量业务优化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冯春燕 

项目组成员：冯春燕，张天魁，夏海轮，韩  锐，吴  炯，周  宇，徐  宇， 

杜  聪，曹  玉，李  琦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利用系统级仿真分析 LTE 网络由于大量小数据业务的引入所带来的信令开销、

终端耗电和网络性能，针对小数据业务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并通过仿真验证方案的性

能。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针对小数据业务优化的系统级仿真平台。 

2.利用系统级仿真平台评估了小数据业务场景下 RRC 连接信令开销，考虑了不用 UE

移动速度下的切换对 RRC 信令开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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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系统级仿真平台评估了小数据业务场景下不同 RRC 释放机制的性能，重点关注

不同 RRC 释放机制对 RRC 信令开销的影响。 

4.利用系统级仿真平台评估了小数据业务场景下 DRX 机制性能，重点关注不同 DRX 参

数对终端能耗与业务时延的影响。 

5.研究面向小数据业务的 DRX 优化机制，提出了一种自适应 DRX 技术方案，该方案能

根据业务状态自适应调整 DRX 机制参数，保证业务 QoS 要求并减小能量开销。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通信行业职业分类修订二期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项目负责人：曾志民 

项目组成员：曾志民，王晓军，温  玫，尚娅娜，童莉莉，马  丽，毛京丽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运用科学的分类方法与技术，按照《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信息采集方案》、《职业分

类的原则和方法》、《国家职业大典修订工作实施方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通信行业分类修

订工作实施方案》等人保部制定的关于职业分类大典修订的相关文件规范要求，对甲方提供

的信息采集表进行整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原通信行业分类中的职业和工种进行增删，

对职业、工种定义和工作内容进行修订，形成完整的分类方案，使新的分类能够客观反映现

阶段我国通信行业分工现实状况，体现通信行业发展趋势。 

 

 

LTE 覆盖及覆盖增强技术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曾志民 

项目组成员：曾志民，夏海轮，张天魁，韩  锐，周  宇，吴  炯，徐  宇， 

杜  聪，曹  玉，李  琦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究 LTE 物理信道的覆盖性能，分析 LTE 上行覆盖受限的因素并评估相关覆盖

增强技术性能，提出覆盖增强的解决方案，同时还研究 CoMP 系统中减小 CSI 反馈开销的

上报机制。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实现了 LTE 系统的链路级平台，并对 LTE 系统各物理信道覆盖性能进行了仿真评估。 

2.针对 PUSCH 进行覆盖增强技术研究，重点关注基于 TTI 绑定的覆盖增强技术，并对

中速率和 VoIP 两种业务下的 TTI bundling 覆盖性能进行评估。 

3.设计了一种基于增强 TTI bundling 的 VoIP 覆盖增强方案并进行相应的性能评估，该

方案对小区边缘用户通过Enhanced TTI bundling的方式，将VoIP数据包首先进行RLC 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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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每个分片以不同的冗余版本在不连续的若干个 TTI（称为一个 bundle）中重复传输。改

方案在不影响系统中 VoIP 容量的同时，提高了 VoIP 业务在小区边缘的覆盖性能。 

4.提出一种自适应调整 CQI 反馈周期的方法，该方法利用时域相关性进行 CQI 反馈压

缩，首先基站端计算出前后两个 CQI 的差值，然后建立一个差值和反馈周期的关系，依据

CQI 差值动态调整 CQI 反馈周期，使得周期控制更加精细，并消除乒乓效应，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减小反馈开销。 

 

 

 

大学英语多媒体素材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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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范二鹏，张璐妮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探索大学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原则、方法和模式，按照以网

络平台为基础，以硬件环境为依托，以系统开发为支撑，以资源建设为中心，以课程开发为

突破口，以师资培训为保障，以教学应用为目标，全面开展教育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全方

位促进语言教学的建设发展思路，在资源积累、课程建设、应用系统开发等方面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 

主要研究成果有： 

1.建设了以大学英语主干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大学英语精品课程录像、电子教

案和相关资源库，并实际投入教学使用且效果优良。 

2.针对北京邮电大学外语网络化教学信息化的特点，构建了多媒体语言技能训练平台、

新理念外语网络教学平台、远程交互学习平台等六大教学平台，以及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

网络终端管理系统、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等五大信息管理系统，构成立体数字化教学支撑环境。 

3.建设外语资源服务平台，为广大师生提供在线点播及下载各种外语学习资源，包括文

本类素材 35G 以上、图形（图像）类素材 600G 以上、音频类素材 400G 以上、视频类素材

4000G 以上、动画类素材 2000G 以上，总容量 8TB。 

4.通过多媒体素材管理系统，从海量资源中截取并编辑用于实际课堂教学应用的 32 个

主题约 2000 条大学英语多媒体素材，投入课堂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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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服务（第五期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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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范二鹏，张璐妮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成立了“新理念”网络教学技术培训中心，负责北方地区的技术支持，

从技术应用层面上对新理念各个版本的各项功能进行全面的测试和实践教学的运用研究，取

得了大量翔实的研究数据和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具体体现在： 

    1.探索出了“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以学生为中心，集师生互动、同伴互动、自主操练听

说技能为一体的互动授课模式”。 

2.促进了教师观、教学观、学生观、媒体观的转变，实现了教学模式的创新，逐步走出

了“偏知识传授, 轻交际能力培养”的语言教学困境，着力解决学生开口说英语难，自由表达

难，交际能力提高难的实际问题。 

3.通过网络教学技术支持服务，探索出服务促进教学、教学推动科研、科研引领教学、

教学过程科研化的教学科研融合之路，逐渐形成了以网络教学为主线而展开的科研项目的研

究、教学模式的实验、学术论文的发表等一系列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循环过程，形成了教学

科研的良性循环。 

4.网络教学技术支持辐射力强、影响面广：中心主要成员为几十所院校进行技术支持和

技术培训，并在国内外多种教学研讨会上与广大高校教师交流，介绍教学成果与教学模式，

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全国几十所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经验，在大学英语教改中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异构网络及组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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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欣，高月红，韩秉君，隗合建，付昱霖，谢文睿， 

杨延辉，余  鑫，雷双龙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理论分析和仿真，研究了异构网络共存中 ACIR 建模研究及快速计算方法、

确定性分析快速计算、LTE/LTE-A 系统中异构网络增强型干扰协调技术（eICIC）、和射线追

踪模型中建筑物建模的方法，并搭建了相应的仿真平台。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在 ACIR 建模研究及快速计算方面，整理了多种 ACIR 建模的思路并研究新的方案；

开发出友好界面的 ACIR 计算工具一个。 

2.在确定性分析快速计算方面，建立了杂散、阻塞、互调干方面扰指标的协议库，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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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友好界面的确定性分析计算工具。 

    3.在 LTE LTE-A 系统中异构网络增强型干扰协调技术（eICIC）研究方面，设计并通过

仿真评估时域/频域干扰协调方案的性能（包括 ABS 技术、MBSFN 技术等），采用理论分析

的方法分析了协议机制对控制信道的影响（如 HARQ，接入等）；针对 Macro+Femtocell 等

场景，设计并评估干扰协调及功控方案的性能。 

4.在建筑物建模方面，给出射线跟踪技术应用中室内场景的有效场景建模方案，能够提

升射线跟踪技术应用的方便性和精确性，并开发了室内场景建模工具包的用户交互界面。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技术支持服务（第五期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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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飞，范二鹏，张璐妮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项目组通过对“新理念网络教学系统V5.0”的全面测试以及对网络教学的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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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以下丰硕成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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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媒体技能训练系统”，并在 2011 级 2012 级中经过了各种大小规模的试验，

为广大外语教师的实证研究积累了大量有效数据。  

2.开创了“课堂导学+网络自主学习+项目驱动”多维交互的教学模式；将形成性评估与终

结性评估相结合，构建了量规化、多元化的教学评估体系。 

3.针对北京邮电大学外语网络化教学信息化的特点，构建了六大网络教学平台，五大信

息管理系统的立体数字化教学支撑环境。   

 

 

国家规定报刊投递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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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荣，朱  丽，束海峰，赵志敏，张  群，王陈雪，苏  炜 

结题时间：2012 年 9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通过函调方式，选取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00 个城市（含直辖市

郊县）作为样本点，调查对象为各级行政区域的人民政府，根据调查结果，给出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从全国总体、不同行政区划、距分印点距离、投递服务质量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人

民日报》投递服务情况，并从总体见报水平、早报早投率、不同行政区划间服务水平等五个

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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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恶意代码查杀及网络信息安全系列技术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马兆丰 

项目组成员：马兆丰，李烨昊，王媛园，李天博，徐庆达，曹  啸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完成情况如下：  

1.完成了恶意代码查杀工具设计、开发、测试与发布工作。 

2.完成了恶意代码查杀工具的总体设计、概要设计、详细设计。 

3.完成了恶意代码查杀工具核心技术开发，包括：恶意代码查杀工具的扫描技术开发；

恶意代码查杀工具特征提取技术开发；恶意代码查杀工具检测技术开发；恶意代码查杀工具

查杀技术开发；恶意代码查杀工具有效性验证技术开发。 

4.完成了恶意代码查杀引擎接口封装、调用、集成和验证测试。 

5.完成了恶意代码查杀工具集成、测试和发布工作。 

在该项目研究过程中，根据当前国内外网络信息安全最新态势，项目组还完成了最新恶

意代码（木马、病毒）样本收集工作。完成了特种恶意代码的静态属性特征分析、特种恶意

代码特征分析、通信特征分析与逆向工程工作。研究分析了特种恶意代码生存性和抗查杀技

术。 

该项目完成的研发工作，对网络恶意代码的执行过程、通信机制、生存性、免疫性等有

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对网络恶意代码防护有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提高信息安全专业人才

在解决具有较大信息安全技术难度的技术问题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无源 MIMO 天线性能的关键指标研究和有源 MIMO

天线的测试方法研究及试验验证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曲昭伟 

项目组成员：曲昭伟，忻向军，张丽佳，刘  博，肖  雳，许琼来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从提高吞吐量的角度出发，研究 MIMO 技术的理论基础，分析其性能上界以及相关

的 MIMO 天线技术。理论联系实际发挥 MIMO 技术的优势，实现 2 根天线或 4 根天线的空

分复用技术。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提升吞吐量性能。 

2.理论分析 MIMO 天线电参数的关键参数以及不同的参数取值对于天线性能的影响分

析。在天线设计的过程中，其多天线隔离度、方向性、效率和干扰问题都是目前还有待解决

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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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仿真分析多种空间信道模型特性，尤其是相关信道模型、SCME 信道模型和 Winner

信道模型等标准模型在不同参数配置下的性能。研究空间信道对于多天线设备的影响，分析

单簇信道模型和多簇信道模型在区分不同多天线设备的能力。进而分析研究在不同信道场景

下的吞吐量变化，尤其是城区宏小区和城区微小区等典型场景。 

4.研究天线相关系数等参数对于多天线设备吞吐量性能的影响。根据其参数特点对

MIMO 天线的设计提出指导性建议，并根据以上建议设计出一套 MIMO 天线原型。 

5.研究 MIMO 天线的有源测试方法，进一步提出多天线设备基于暗室的空间射频辐射

特性测量方法。 

6.在提出的 MIMO 天线测试方法的环境中，对设计的 MIMO 天线过程中某些电参数的

天线进行试验验证，并得到相关结论。 

 

 

 

依托网络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莫  茜 

项目组成员：莫  茜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成为衡量大国文化地位和国际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全球

范围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文化产业的比重日益增大，文化产业大国正在向文化产业强

国发展,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该项目研究适应了当今文

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具有前沿性。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集中研究了网络时代我国传统文化产业及新兴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前景

以及管理政策等问题。 

2.对国内著名的网络文化企业的发展历程、成功经验乃至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较为深入、

系统的探讨。 

3.指出了目前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制约并分析了原因所在。 

4.针对中国在网络时代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和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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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视频质量诊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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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利，吴国华，杨  松，邱  谦，陈  锐 

结题时间：2012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 

1.详细调研了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和成果，基于视频图像对比算法，完成视频信号丢失

和画面冻结两种故障的信息诊断及代码实现。实验结果显示，诊断准确率超过 93%。 

2.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完成图像模糊、图像亮度异常、图像偏色、图像雪花、图像扭曲变

形和云台失控等视频信号故障诊断，及代码实现，部分算法具有较大创新性。实验结果显示，

诊断准确率超过 95%。 

 

 

三维有限差分网格的大规模显示算法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余  文 

项目组成员：余  文，张  敏，张  琦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针对爆炸与冲击问题并行仿真计算软件 PMMIC-3D 的计算网格为正交六面体网格的特

点,开发与 PMMIC-3D 接口统一的三维有限差分网格的大规模显示算法，为了取得对于三维

图形良好的视觉效果和图形质量，需要进行消隐处理，消隐包括不可见面（线）和可见面（线）

消隐： 

    可见网格面（线）的消隐算法采用基于 OpenGL 深度缓存的三维图形消隐：深度缓存保

存每个像素的深度值，深度通常用视点到物体的距离来度量，这样带有较大深度值的像素就

会被带有较小深度值的像素替代。不可见网格面（线）的消隐算法利用直角六面体网格的拓

扑关系，提出剔除三维有限差分网格内部完全不可见网格面（线）的消隐算法。 

针对大规模网格显示缓慢的问题，在网格显示部分引入多线程技术，将网格显示串行算

法并行化。为计算域里的每一个实体分配一个线程，每个线程在各自的 RC（Render context）

中绘制对应实体的网格，待所有子线程工作结束后，主线程 RC 共享各子线程 RC，从而实

现所有实体网格的绘制。 

主要研究工作如下:  

1.给出三维有限差分网格的消隐算法。算法具备三维六面体网格的网格面（线）的消隐

功能。 

2.给出了三维有限差分网格大规模绘制及显示算法，算法具备三维有限差分网格的绘

制、显示功能。 

3.提供完整的程序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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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方案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立华 

项目组成员：张立华，姜亮亮，曲爱妮，钟露露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 

1.该系统利用电子地图的方式，直观展示各级政府所辖区域内安全生产监管企业的位

置、厂区内部布局平面图、交通道路、周边环境等，并能对危险源信息进行查询、定位，以

及最佳路径、救援方案、区域统计等功能。 

2.企业通过网络进行企业信息和安全生产信息的上报，尤其是重大危险源信息的定时登

记、上报。安监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能对这些信息进行审核、查询、统计、分析，对安全

生产情况进行检查，并借以辅助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理。 

3.系统借助信息的定时登记上报，能够实现对企业危险源的准实时监控；同时，也可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监控硬件设备实现目标的状态实时监控和预警。 

4.实现政府（安监部门）的网上监督检查和业务办理，包括企业信息管理、行政许可管

理、行政执法监察、视频和实时监控报警、信息查询统计、事故应急救援、宣传培训教育、

法律法规标准、公告公文、安评中介机构管理等功能，建立政府部门内部的安全生产管理系

统，满足日常的安全工作检查及监督需求。 

5.实现企业的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包括企业信息、厂区地图信息、危险源信息的编辑与

上报，以及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安全机构、人员配备、安全培训教育等。 

由此，从企业信息、危险源管理、安全管理、安全法规、应急预案等角度为企业建立科

学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在应急预案管理中，政府能够在重大事故发生后，借助网络通讯功

能，及时按预案实施救援，采用科学的方法规定在事故救援中各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与行动

计划，实时的远程指挥、调度救援力量和配备救援所需的装备、器材等，组织、协调各方进

行救援工作的实施。 

 

云安全管理平台及终端安全管理辅助研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马兆丰 

项目组成员：马兆丰，许艳萍，徐庆达，孔  丹，孟金凤，单  凯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传统安全管理平台在管理对象、管理模式、管理纬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

云计算模式、采用分布并行多核处理架构，完成了基于云模式的安全管理平台相关理论与技

术研究，对云安全管理平台资产管理、事件管理、脆弱性管理、风险管理、预警管理、响应

管理等核心业务内容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了对应的业务处理模型、算法和效能改进方式。 

该项目完成的云安全管理平台，具备三权分立安全管理能力，可实现多级、分层安全管

理与配置，不同与传统安全管理平台。该项目实现的安全管理平台可实现对业务终端的深度

安全管理，具备双向安全管理能力，支持超大规模终端安全接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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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界面优化及 Openflow 协议实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海旸  

项目组成员：张海旸，伊文杰，石文鹏，刘  克，王南洋，徐  钊，翁彬彬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在于开发出 Openflow 1.3 版的协议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以实现控制平面和

各种数据平面间的数据交互，并完成控制平面与用户的交互界面的开发。 

主要完成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1.完成了云业务相关 Web 界面优化工作，对合作方已有实现进行美观和 Web 操作的优

化，包括简版的 VPN 绑定云业务的界面优化和简版增值业务平台的界面优化。 

2.完成 Openflow1.3 协议的 C 语言代码实现，能够完成协议中各部分的功能，并完成调

试，最终建立起符合 Openflow1.3 协议要求的虚拟交换机，并对整个系统进行验证；此外，

对所开发代码的规范性进行了检查和修正。 

3.完成增值业务平台和 VPN 相关 Web 界面的开发和优化工作，主要包括：增值业务平

台界面的加强开发，完成增值业务平台的 Web 配置界面。 

 

 

天线美化罩损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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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明，于翠屏，刘元安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是为了研究当对基站天线添加玻璃钢外罩时对天线传输功率的损耗值。由于天线

的性能由其辐射体上的电流分布来确定，电流分布会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尤其

是当在较近距离存在金属或者介质时，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基站天线的辐射性能对移动通信

通信质量有较大影响，因此，对于基站天线外加天线罩时的辐射性能加以研究十分重要。 

该项目仅针对其损耗性能进行测试研究。基站的制式多种多样，为了评估天线罩的损耗

特性，项目组在 870 MHz～960MHz、1710 MHz～1880 MHz、1900 MHz～2170 MHz 频段

内，每隔 5MHz 频段，测试了天线罩的损耗。 

测试方法如下： 

1.在上述频段内对标准天线进行测试，转动天线，获得整个球面上各点天线的辐射性能

E1。 

2.然后再把天线罩扣在标准天线上，重复上述过程，获得外加天线罩以后整个球面上各

点天线的辐射性能 E2，则 E1 和 E2 的差值即为天线罩的损耗值。 

经过测试表明该型玻璃钢天线罩引入的损耗在正负 1dB 以内，具备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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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各类终端的视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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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彦磊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研制了一个面向各类终端的视频服务平台，通过对不同格式的视频进行统一编

码、压缩处理，实现了不同智能手机平台和 PC 平台相互之间的视频互播和分享，并基于该

平台实现了一款为移动用户提供移动互联网个性展示空间，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即

拍即编即传即分享，并具有编辑选秀类活动支撑功能的移动互联网社交产品。 

具体包括： 

1.iPhone 客户端，供 iPhone 用户分享视频和参与活动。 

2.Android 客户端，供 android 用户分享视频和参与活动。 

3.PC 客户端，供 PC 用户分享视频和参与活动。 

4.系统后台管理平台，提供分级管理权限进行系统用户、作品、活动的综合管理，包括

敏感词过滤、视频审核、热点设置、排行榜设置、短信推荐、系统整体运行指标统计以及与

运营商的内容、计费等有关接口进行对接。 

 

 

 

手机视频系统软件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张笑燕 

项目组成员：张笑燕，杜晓峰，陆天波，韩万江，董林鹏，夏  羽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随着 3G 技术和智能手机技术愈发成熟，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移动智能终

端，目前在电脑上使用的很多应用均可以移植到手机中去。该项目实现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 手机操作系统下的视频系统软件，完成手机用户之间的视频语音通信和视频会议功

能，使用户不仅能完成通话功能，更能看到对方的视频，能实现多人在线的视频会议功能。 

该系统的主体功能是实现手机视频通信手机侧软件的开发，主要模块包括：视频通信软

件的界面模块，视频编解码算法模块，语音编解码算法模块，与服务器侧的数据库通信模块，

联系人模块，好友及黑名单模块等。 

该项目实现了手机侧软件，并针对数据流量进行了优化，能实现高效的多人在线的视频

会议功能，达到了合作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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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基层服务机构免费上网工程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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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琪，李明杰，何  猛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指标中提出，“十二五”期末残疾人享有 1-2 项

信息化服务的人数达到 11 万人，主要任务之一，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信息化服务，提升残

疾人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2012 年市残联决定在 400 个温馨家园和残疾人服务机构建立网

络服务中心，就近就便为残疾人提供免费上网服务，方便残疾人通过互联网平等获取信息和

文化资源,查询政策和服务信息，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进一步明确全市免费上网服务机构资产、运管和上网行为等管理

制度建设，为残疾人提供规范、优质、长效地上网服务，信息中心提出建设残疾人服务机构

免费上网工程制度，通过对全市基层服务机构资产管理、人员管理、服务流程以及残疾人上

网需求进行研究，编制建立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包括对软硬件系统和终端设备的使用规定、

资产管理规定和运维管理制度，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规范要求，对上网用户的行为管理规定，

对运维单位的工作要求等各方面的配套管理制度。 

 

 

 

2012 年总体投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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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培荣，彭若弘，赵  荔，张泱博，闫  莎，赵国龙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投资效益为导向对总体投资进行后评估，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1.整体投资后评估：采用资本开支、各专业网投资规模占比等指标分析投资规模；从投

资效益、资产效益、能力效益、成本效益和专业效益等方面进行投资效益评估；从业务量构

成、网络利用率及忙时规律和建设成本等方面评估投资效果。 

2.分业务线投资后评估：以 EVA 为核心的效益指标体系对各业务线分析；以前一年各

业务线业务量、成本、收入、资产为基础，以单位业务量收入、单位业务量成本、单位业务

量资产为中间环节，根据三年滚动规划中业务量预测，计算各业务线今后三年的收入规模、

成本规模、资产规模；基于 EVA 对各业务线业务量进行敏感性分析。 

3.资源配置流程评估：采用偏离度评估专业规划与计划之间偏离程度；采用资本开支进

度等指标分析主业投资与实际投资的偏离程度；采用转资率等指标分析资本开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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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are V7 FCoE 协议二期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尹长川 

项目组成员：尹长川，刘丹谱，郝建军，罗  涛，李剑峰，王晓东，张  琰，李  晨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在数据中心交换机平台软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FC 及

FCoE 协议栈的部分特性。包括 FC 管理服务，FIP Snooping，FC 链路聚合等特性： 

1.FC 管理服务主要实现 FC 网络的拓扑发现，包括交换机设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的发

现，设备管理，端口和链路管理等一系列的网络发现及管理功能。通过 FC 管理服务特性，

网管软件可以方便的发现 FC 网络拓扑并实现 FC 网络的管理功能。 

2.FIP Snooping 特性是通过 FIP 协议报文的交互，增加了对 FCoE 流量转发的安全性检

查，增强了 FCoE 网络的安全性，保证网络的接入安全。FIP Snooping 特性工作在 FCoE 交

换机的各种工作模式下，保证非法的 FCoE 流量不会注入到数据中心网络中。 

3.FC 链路聚合实现 FC 物理链路的聚合功能，可以将多条 FC 链路聚合成一条聚合链路

使用，从而增加设备间的链路带宽，提高链路和网络的性能和高可靠性，为用户提供更高效

稳定的 FC 网络。 

 

 

Comware LIPC over IP 的技术开发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项目负责人：尹长川 

项目组成员：尹长川，罗  涛，刘丹谱，郝建军，李剑峰，宋敬海，段晓颖， 

代青青，宋  侃，王  怡，侯和悦，甘  辉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在当前 WLAN AC 架构中，用户上线在 AC 插卡上完成，用户认证在 IAG 插卡上完成。

两块 IAG 插卡采用 VRRP 形成主备，对外呈现一个 NAS-IP。这种构架带来的问题是，随着

AC 插卡的增多和用户容量的增大，IAG 插卡成为性能瓶颈。在 WLAN AC 分布式完成之前，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采用 Master AC-BAS AC 架构，即将 AC 进一步地划分为 MAC 和

BAC。在无线的组网环境内，其组网方式是一台 MAC，下面会连接多台 BAC。在数据通讯

层面上，BAC 是 Client，MAC 是 Server；BAC 发起数据通讯连接，MAC 等待数据通讯连

接。BAC 和 MAC 建立通讯连接以后， 数据是双向的，运行数据可能由 BAC 报给 MAC，

配置由 MAC 主动下给 BAC。MAC 和 BAC 上需要通过 IP 进行通讯。为了统一应用模块的

编程接口，需要将 MAC 和 BAC 之间的 IP 通讯包装到 LIPC 协议上。也就是说，MAC 上的

应用模块采用 LIPC 的方式来监听 BAC 的连接请求，以 LIPC STCP 的方式和 BAC 进行数

据通讯。 

该项目实现 MAC 上 IP 通讯到 LIPC 通讯的转换，数据传输；同时在 BAC 实现与 MAC

的通讯机制。此套底层通信机制，为无线 BAC 和 MAC 通信等上层应用提供了数据通信的

平台。同时也为后期可能用到此类组网方式的人提供了一条有效且可靠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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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3GMODEM,E1,T1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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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长川 

项目组成员：尹长川，罗  涛，刘丹谱，郝建军，李剑峰，帅小娟，代青青， 

王  怡，宋  侃，侯和悦，蔡剑兴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在 COMWARE LEOPARD 平台上实现基于 SNMP 协议支持多个 MIB 功能，完

成了5个MIB：HH3C-E1-MIB、HH3C-T1-MIB、HH3C-E1T1VI-MIB、HH3C-3GMODEM-MIB、

HH3C-INFOCENTER-MIB。本项目涉及的模块多，背景知识和组网比较复杂，包括基础的

SYSLOG 日志功能，以及 MSR 系列路由器支持的数据和语音相关 MIB 功能和 3GMODEM

应用。通过该项目的开发过程，项目成员在技术上对于 UNIX 环境编程，以及 SNMP 协议

的应用有了一定实践经验，在软件工程方面，通过一个 A 类项目的完整流程项目组成员对

于 CMM 流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新风热回收智能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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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光，王一帆，房  安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新风热回收智能监控系统主要由人机界面、PLC200 控制柜、传感器及变频器组成。在

新风热回收运行过程中，该系统可对新风风机、回风风机等设备进行控制，对处理前后的新、

回风温度以及风机的主要运行参数进行监测，并将运行数据进行显示与保存。 

PLC200 电柜用于完成对新、回风风机的启停控制、以及风机变频器输出频率检测、风

机运行状态检测、处理前后新回风温度检测。利用 RPGS 模块可将现场数据远传的监控计算

机。 

采用西门子 S7-200PLC 完成监控系统的检测与控制，其中 S7-200PLC 的热电阻 RTD 模

块用于完成现场温度检测，D/A 模块完成对两路风机变频器的转速控制，A/D 模块用于监测

变频器频率输出反馈。利用 GPRS 无线数据通信模块，将温度数据及风机运行状态远传到监

控计算机。现场监控系统可通过人机界面进行操作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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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图书馆新馆建设可行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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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锋，杜慰纯，王  茜，田  华，陈嘉勇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作为海淀区唯一的区级图书馆，海淀图书馆发挥着区域公共图书馆系统中心的责任，是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海淀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有与

其匹配的文化载体来承担。但海淀区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很容易笼罩在国家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和科研院所图书馆的“光辉”之中，成为“阳光下的阴影”。 

论证报告从“海淀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格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逐层聚焦，论证了海淀图书馆在城市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和区域图书馆网络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新馆建设方案上，则进行逆向扩散思维，要求海淀图书馆新馆要具有更为宏大的视野，

以“国内一流水平图书馆”为目标推动中心新馆建设、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为指向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突出“新环境 新地标 新服务 新格局”的特点。海淀

图书馆新馆要建设成为海淀区居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全民免费大书房、第二起居室、第三空

间和文化认同载体，通过文化新地标的作用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手机 Key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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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文，吴翰明，朱文彩，申  磊，乔艳飞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完成了手机 Key 系统中密钥管理 Web 子系统的后期开发、测试，智能卡生产子

系统的开发、测试，以及手机 Key 驱动程序的开发、测试。 

1.密钥管理 Web 系统的功能主要是支持管理员对密钥管理系统的管理、审计功能。 

2.智能卡生产系统的功能主要是支持智能卡生产的整个过程以及审计功能。 

3.手机 Key 驱动程序的功能是支持 PC 与智能手机之间通过 USB 数据线进行进程通信，

完成北京银行的 CA 接口，支持 S60、PPC 和 Android 三个智能手机平台。 

密钥管理 Web 系统采用 PHP+MySQL+Apache+ICE 的架构，智能卡生产系统采用 J2EE

的 SSH 架构，手机 Key 驱动程序采用共享文件的方式实现进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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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评估优化分析系统配套功能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项目负责人：叶  文 

项目组成员：叶  文，刘  夏，回艳玲 

结题时间：2012 年 12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针对实际运行中的 GSM 网络，研究开发成果包括： 

1.在网络指定目标区域内，以按照最大连通簇原则得到的簇为分析对象，研究在给定载

频配置情况、小区相互之间同邻频干扰因子、可用频点资源下等约束条件下，采用多目标优

化遗传算法，计算簇内各小区在最小干扰话务量意义下的最优排频，计算得到理论上簇内小

区的总的最低干扰话务量，为后续网络结构优化评估提供决策依据。 

2.利用道路扫频数据进行 NCS 干扰模型的修正。基于 NCS 测量报告可以计算得出小区

相关关系，但由于小区每个测量周期仅能上传 6 个最强邻区的测量数据，因此，基于 NCS

测量报告可能会低估实际的小区相关关系。高精度扫频数据可以同时测量大量邻区关系，有

效修正 NCS 低估小区关系的问题，但是 DT 扫频只能反映道路的测量结果，且受行车速度、

测试区域等限制。为此，开发了 NCS 干扰模型的修正算法，利用高精度扫频数据对 NCS 测

量的小区相关关系进行修正。算法包括 3 个步骤：采样点修正、分布性修正、相关性映射修

正。 

 

 

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研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思路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  宇 

项目组成员：刘  宇，孙  明，王晓玲 

结题时间：2013 年 3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有： 

1.国际半导体市场发展现状：2010 年以来，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经历了 2009 年上半年深

度衰退之后快速反弹，市场需求强烈，全球半导体产业大幅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2010 年，我国半导体市场一路保持较快的增长。半导体

产业销售额创历史新高，达到 2575.6 亿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国产集成电路销售额占

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 8.6%。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除了能设计加工数

字电视芯片、平板电脑核心芯片、移动通信终端核心芯片等一批中高端电路外，存储器

（DRAM 和 Flash）产业也实现突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IC

设计业、芯片制造业和封装测试业所占比重不断优化。 

3.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 

（1）市场需求。在市场应用结构方面，计算机领域依然是中国集成电路市场最大的应

用领域，市场份额占 45%；网络通讯和消费类电子领域市场增速很快。整体看来，PC 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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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所消耗的集成电路产品超过整体市场的一半。在产品结构方面，存储器是份额最大的产品，

占 24.1%。对于分立器件市场，功率晶体管的份额最高； 

（2）发展预测。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进一

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发布，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将持续看好，

新兴市场的快速启动、内需的持续拉动以及创业板的推动作用，都将积极推动中国半导体市

场的繁荣和产业的快速发展。从集成电路市场来看，除了手机、PC、液晶电视外，以移动

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应用市场，

将成为继计算机、网络通信、消费电子之后，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满洲里电子口岸通关平台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项目负责人：王军平 

项目组成员：王军平，赵  方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按照合同书的要求，解决了满洲里电子口岸平台不同应用系统、数据库之间的数

据交换和融合问题，使得各个分系统间不兼容的数据格式的数据能够相互转换，同时支持在

TCP/IP 基础上运行的最常用的协议，如 FTP、OFTP 、MQ Service、HTTP、HTTPS、E-mail

（SMTP/POP3）等，并且能够设计多个部门同时进行数据交换的流程，使得不同部门的系

统发生改变时，无需重新开发数据交换系统而可以很方便地修改业务流程的综合通关业务办

理平台。具体包括服务内容: 一套满洲里电子口岸统一门户解决方案及其服务；一套满洲电

子口岸安全消息处理平台解决方案及其服务；一套一单两报应用系统解决方案及其服务；一

套陆路通关信息全程服务应用系统解决方案及其服务。 

 

 

财务管理学科前沿报告 2011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项目负责人：何  瑛 

项目组成员：何  瑛，周  访，李  娇，郝雪阳 

结题时间：2013 年 5 月 

 

该项目为横向合作项目。 

该项目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国内外研究述评、期刊论文精选、出版图书精选、会议综

述和文献索引。创新之处包括： 

1.迄今为止，国内外对财务管理学科前沿进行综述的文章和书籍较少，对国内外成果进

行对比分析研究的更是乏善可陈，该报告首次以 2010 年国内外高水平专业期刊发表的财务

管理理论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成果在既定理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

评，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客观反映了国内外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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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心和差异。 

2.以既定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为划分基础，对 2010 年国内外与财务管理理论相关的期

刊论文和图书进行梳理和内容划分，并考虑到财务管理理论发展的系统性、前瞻性、融合性、

实用性等方面的要求，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通过财务管理专家团队的

一致评选，评选出中、英文期刊优秀论文各 15 篇，中、英文优秀图书各 15 本，为财务管理

专业的学者和实践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3.对 2010 年国内与财务管理学科相关的会议进行梳理，并对会议内容进行综述，让财

务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对学科最新信息一览无余。 

4.将 2010 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所有与财务管理学科相关的期刊论文目录进行索引，为

财务管理专业的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资料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 

课题负责人：李全喜 

课题组成员：李全喜，王美玲，秦银萍，马莎莎 

结题时间：2013 年 12 月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11BS04）。 

该课题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观及其当代价值作为研究的最大使命。课题组通

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思想，有助于修正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观

的错误认识，丰富和完善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观研究的内容。同时为解决当前农

民政治参与问题、当前农民流动问题、农民教育培训问题等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 

1.经济利益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文化素质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基层政

治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制度建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农民政治参与思想的主要内容。 

2.指出关切农民的经济利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规范农村的基层自治和完善国家的

制度建设是其当代价值。在此基础上，把农村图书馆建设与农民政治参与结合起来进行耦合

思考。 

3.指出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农民流动的重要前提和先决条件、城市化是化解农民流动难题

的重要路径、本地转化和异地转移是农民流动的两种重要形式、农民有序流动是未来农民流

动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流动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依据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农民流动思想，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中的信息融合与信息短缺问题以及新生代

农民工流动对农村反贫困的意义进行深入探析。 

4.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教育

思想体现在革命发展、社会建设、巩固政权的客观需要、加强农民政治思想教育是教育农民

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民技能素质，助推新型农民出现是农民教育的重要指向、学历教育、

技能培训是农民教育的重要形式等方面。其当代价值体现在需要长期关注农民教育问题、把

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做好人力资源反哺，提高农民的技能素质、建立健全

农民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实践参与的制度。 

该课题成果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民观研究的领域，促进学界对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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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典作家农民问题形成整体性、逻辑性、立体性认识。同时深入探究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对

解决当前中国农民相关问题探索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后勤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国际学院  

课题负责人：王宏原  

课题组成员：王宏原，程  祥，刘  刚，简  贞，张  艺，吴培君  

结题时间：2013 年 11 月 5 日  

 

该课题为校定自筹课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而学校后勤管理不仅

是对师生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学校优质教学质量的保障，关系到学校的稳定和学生的全面

发展。使用计算机对后勤信息进行管理，具有有利于学校后勤工作的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

北京邮电大学后勤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集行政办公自动化、业务处理网络化、管理决策

智能化、后勤服务信息化于一体的“数字化后勤”，使学校后勤的服务水平、管理效率提高到

一个新的层次。  

后勤信息化平台主要分为后勤门户网站和一些具体的后勤服务系统。 

1.建立对外交流沟通的窗口--后勤门户网站，是我校当前后勤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第一

步。后勤门户网站作为整个信息化的入口，突出常用功能链接，简化操作流陈沟通过预留接

口待未来合适的条件下石霞其他子系统的系统集成。 

2.后勤门户网站的日常更新包括后勤处向外公布的新闻，公告，活动等，以及对后勤内

部员工可见的会议计划，文件下载，组织安排等，考虑到后勤处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性以及信

息化服务固有的进化型，门户网站将不断集成具体的服务功能系统，包括协同帮工系统，人

力资源系统，财务管理系统，餐饮管理系统，学生公寓管理系统，商业网点经营管理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车队管理系统，校医院管理系统，幼教管理系统等。 

3.整体架构采用 asp 技术架构：系统客户端无需安装特定的系统软件，利用通用的浏览

器软件，如 ie 等，以 web 形式通过 web 服务器访问数据服务器。B/S 方式传送的数据方式

多样化，采用通用的通信协议具有品尼高太无关性，整个系统的开放性和可移植性好，界面

统一，易学易用，维护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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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驻地网接入问题的法律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负责人：娄耀雄 

项目组成员：娄耀雄 

结题时间：2013 年 6 月 

 

该项目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由电信网络接入问题引发的思考使得驻地网络接入问题进入立法界的视线。很多学者将

电信通路全归入地役权，但此观点不仅虚构了“需役地”并且忽视了其不具备地役权从属性特

征；在保证电信建设效率方面，这种观点并不比将电信通路权看作强制租赁更有优势。将电

信通路权视为强制租赁权，不仅符合租赁的法理，并且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电信法吻合；

从方法上讲，只需在即将出台的《电信法》中明确这种租赁权的强制性，并建立合意失败后

的救济即可，这种方案可以仿效我国已建立的强制接入制度。 

建立电信通路权制度，关键在于如何平衡被用物权利人的利益和电信网络建设者的利

益。如果过分保护前者，将导致电信建设的谈判成本畸高、效率低下；如果过分保护后者，

被用物权利人的私权利将难以保证。我国近年来电信建设争议时有发生，被用物权利人与电

信建设者就是否可以穿越土地或搭建基站、以及补偿数额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在搭

建无线基站发射装置时，无论电信建设者支付多少补偿金或如何证明辐射远小于国家标准，

被用物权利人仍然以辐射有害健康为由拒绝电信建设者使用其不动产。由于我国没有行政仲

裁机构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判决此类纠纷，而诉至法院，诉讼效率又难以满足电信建设的进

度需求，于是当纠纷发生后，电信网络建设者往往只能放弃此路线，改用成本更高的其他不

动产穿越或搭建电信设施。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在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电信通路权制度，无法清晰界定电信建设

者和被用物权利人的权利边界，也没有建立纠纷产生后的行政救济制度；而现有的有关电信

建设的规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不仅如此，我国现有的《物业管理条例》与《电信条

例》相关规定间还存在着冲突。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 11 条第 5 项、第 12 条规定，涉及

“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需得到二分之一以上有投票权的业

主参加才能召开业主大会，只有与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投票权业主的同意，业主大会才能做出

决议。而《电信条例》第 47 条规定：“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小型天

线、移动通信基站等公用电信设施，但需要事先通知建筑物产权人或者使用人，并按照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向该建筑物的产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支付使用费用。”

同时该《电信条例》第 52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阻止或妨碍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依

法从事电信设施建设和向电信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可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穿越或

使用不动产须经业主同意，而《电信条例》仅要求通知补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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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战略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题负责人：纪越峰  

课题组成员：纪越峰，王宏祥，李  慧，田慧平，乔耀军  

结题时间：2013 年 7 月 18 日 

 

该课题为北京邮电大学校定课题。  

光通信网对未来信息网络发展与应用意义重大，前景广阔，课题组完成的主要工作为： 

1.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普及和各种宽带业务的不断涌现，宽带业务量和通信网络容量

持续快速增长，给作为信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光通信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承载压力。本项目

重点从 3 个发展方向和 2 个研究案例，给出了发展需求、国内外研究现状、重点任务和核心

技术等。 

2.主要围绕灵活可变的动态全光网、数据中心光互连、微波光波融合、高速宽带光互联

网、高速以太网无源光网络等发展方向，并结合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完成了相关技术的发展

分析与核心技术分析。 

 

 

 

 

面向物联网服务的传感器节点故障容忍机制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高志鹏 

项目组成员：高志鹏，王  颖 

结题时间：2013 年 4 月 

 

该项目为校级科研项目。 

该项目对无线传感器网络故障管理的机制与算法进行了研究：针对故障探测所带来额外

负载问题，综合考虑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点分布状况及故障分布特性，提出基于简单随机抽

样的故障探测机制；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以数据为中心的特点，提出集中式的基于邻居数据

分析的故障检测方法；在节点可移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某些节点的故障会导致网络分成

几个互不相连的区域，为此提出一种基于节点移动的故障恢复机制，选择特定节点移动到故

障节点位置来恢复网络的连接；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故障恢复以保证数据服务不受影响为目

标的特点，提出一种基于数据恢复的故障恢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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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领导人才胜任力研究 

 

研究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组织部 

项目负责人：王亚杰 

项目组成员：王亚杰，曲昭伟，庄育锋，牟承碧,许琼来，李振鹏，张  怡，常  征 

结题时间：2013年 4 月 

 

该项目为校级项目。 

高校领导人才能力素质是高校的领导人才与高校的战略目标和岗位要求所匹配的能力

特征，包括领导人才的能力、知识、价值取向及心理素质等。高校领导人才能力素质是多维

度、多层次、跨职业的，遵循“人员-职位-组织”匹配的原则，并受到高校战略、高校文化、

高层管理风格的影响。该研究探讨的正是在高校这一特定环境下领导人才所应具备的胜任岗

位要求的能力素质。 

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构建高校领导人才能力素质模型，高校领导人才胜任力包括

五个方面： 

1.“专业技能”因素：关注学生生活、教育研究能力、关注学生就业、学科理解、解决

问题、教育研究、成果转化、政治素质、教育理论与应用、制度建设、校企合作、学校运营、

学校战略。 

2. “个人特质”因素：公正、奉献精神、影响力、诚信、亲和力、责任感、成就导向、

服务意识、热情、概念思维、自信。 

3.“一般能力”因素：创新性、持续学习、自我管理、洞察力、灵活性、解决问题、执

行力。 

4.“领导力”因素：培养他人、团队领导、决策力、冲突管理、危机管理、资源管理、

绩效评估。 

5.“人际关系”因素：包容、说服、倾听、沟通、公共关系。 

在此胜任力研究基础上，为了多层次、多角度、科学系统地对领导干部进行考察评定，

构建了包括考评机构、考评内容、考评标准、考评程序、考评反馈五部分内容的学校党政领

导干部业绩考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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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青年科研创新计划专项课题一览表 

                                                                                      结项时间:   2013-12-31 

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二级单位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1  人才培育项目 
物联网中多源数据隐私保护技术的研

究 
计算机学院 谷勇浩 

谷勇浩，王延鹏，孙振华，

王建凯，胡  敏，潘小龙，

苑晓琳 

2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Wiki 的企业知识库建设若干关键

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周春燕 

周春燕，王  柏，肖  丁，

蒋泽明，裴  育，谭  政，

孟晓峰，许萍娥 

3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异质网络数据挖掘平台

研究与开发 
计算机学院 石  川 

石  川，吴  斌，杨  娟，

张  峰，黄  佳，葛欣欣，

孟晓峰 

4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网络编码的无线网络协议研究 计算机学院 王尊亮 
王尊亮，张金利，张  鹏，

司小海 

5  人才培育项目 
云计算中流媒体的多径服务关键技术

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杨  震 

杨  震，柳  兴，曹  旭，

石文鹏 

6  人才培育项目 空间多源数据融合中关键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肖  晨 

肖  晨，闻  雄，回艳玲，

刘可可，郝会娟，申  林，

李  洁 

7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云计算的可信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李小勇 

李小勇，邝  坚，吴  琨，

张  玲，陈  诚，巴麒龙，

龚  昊 

8  人才培育项目 
物联网环境可视媒体计算关键技术研

究与实现 
计算机学院 刘  亮 

刘  亮，傅慧源，高一鸿，

魏汪洋，张  莫，杨天昊，

左  佳，李  昂 

9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非结构化文本的实体识别及事件

抽取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袁彩霞 

袁彩霞，李  蕾，王  婵，

刘  松，房冠南，季成晖，

孙  励，周  雪 

10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视觉和语音双通道的学习认知系

统 
计算机学院 刘咏彬 

刘咏彬，鲁  鹏，谭咏梅，

郭海儒，李晓旭，吴  兴，

易  炼，冯方向 

11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图像渲染的多视点 3D 视频自适

应水印关键技术研究 
计算机学院 袁开国 

袁开国，伍淳华，马兆丰，

张  茹，席敏超，糜怀钱，

王  龙，蒋  敏 

12  人才培育项目 
云存储中数据安全关键技术及其基于

三方协同的实现方法 
计算机学院 肖  达 

肖  达，孙  斌，安宝宇，

李雪林，王俊龙，张再东 

13  人才培育项目 量子密码协议的理论研究 计算机学院 陈秀波 
陈秀波，徐  刚，徐淑奖，

王  枞，窦  钊 

14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web2.0 的移动业务个性化推荐理

论及实证研究 
软件学院 傅湘玲 

傅湘玲，刘  旭，高贇贇，

李恩惠，吴培君，宗佳骏 

15  人才培育项目 
甲方软件生命周期优化与软件过程改

进的研究 
软件学院 张笑燕 

张笑燕，刘  禾，杜晓峰，

韩万江，陆天波，章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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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二级单位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16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移动车联网的服务组合算法研究 软件学院 夏亚梅 
夏亚梅，孙文琪，杨  帆，

罗  漩，张志超，陈  晨 

1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微博传播模式的公共信息发布机

制研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任乐毅 任乐毅，张晓瑞，闫  坤 

18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环境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

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梁  刚 

梁  刚，黄晓武，李  鹏，

于  正 

19  人才培育项目 裸眼立体电视内容创作研究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高  盟 

高  盟，李学明，刘晨羽，

李  昕 

20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教学

与研究中心 
齐英艳 齐英艳，刘雅坤，张宏越 

21  人才培育项目 
大学生科学道德认知状况与培养模式

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学

与研究中心 
陈  伟 陈  伟，延  可，郭  君 

22  人才培育项目 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霍煜梅 

霍煜梅，刘晓康，陈楚华，

巴斯淇，高  锐，刘云超，

方  堃 

23  人才培育项目 
不确定条件下网上消费者序贯决策行

为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王  琦 

王  琦，张兴萍，邵雪娇，

张  颖，王雅男，王  琳 

24  人才培育项目 
WEB2.0 环境下交易型社区用户参与

行为模式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闫  强 

闫  强，齐佳音，吴联仁，

陈鹤杰，郑  兰，王  月，

尤  婷，张  晨，赵志阳，

王秦英，武娟丽，孟  跃，

王君珺，田雨晴 

25  人才培育项目 
新形势下服务营销理论的若干问题研

究 
经济管理学院 石文华 

石文华，张  策，张  莹，

马建梅，纪  晨，宋  玫，

唐玲淑 

26  人才培育项目 
ICT 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创新及其扩散

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张  静 

张  静，谢  虹，周  魏，

李  沛，韦甲星 

27  人才培育项目 
中国企业集团实施财务共享服务的关

键因素及有效性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何  瑛 

何  瑛，曾剑秋，周  访，

李  娇，郝雪阳 

28  人才培育项目 高性能视频编码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李江军 

李江军，张  颖，赵连讯，

林达辉 

29  人才培育项目 
认知无线网络中联合信源信道编码的

设计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林雪红 

林雪红，刘长美，陆维阳，

孙玉婷 

30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无线特征的物理层安全理论与方

法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彭岳星 

彭岳星，李广威，卢向雨，

吴晓华，康  鑫，王任远 

31  人才培育项目 
UWB 低复杂度接收技术及优化算法

的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孙学斌 

孙学斌，李  斌，章  扬，

孙梦巍，侯  猛，黄绍建，

孙珊珊，张梦阳，刘洋侨 

32  人才培育项目 
综合环境、交互和网络三种因素的

QoE 优化机制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  欣 

张  欣，韩秉君，宋瓷婷，

谢春蕾，赵希鹏，王贤凌，

文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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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二级单位 课题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33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中继网络能量高效传输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天魁 

张天魁，黄  蓉，赵  嵩，

康  甜，吴朝安，王  巍，

曹金龙 

34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协同通信中继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苗建松 

苗建松，张超一，马  琳，

楚金金，邱慧敏，曹  静 

35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应用交互特征的 Internet流量识别

方法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禹  可 

禹  可，苏驷希，吴晓非，

张馨予，狄佳玺，刘宇隆 

36  人才培育项目 高维模式分析与学习问题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李春光 

李春光，齐宪标，齐勇刚，

柴伦绍 

37  人才培育项目 
稀疏表示理论及其在人脸识别中的应

用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邓伟洪 

邓伟洪，胡佳妮，董明智，

阴  凉，刘  柳，张  驰，

李  俊，崔周丛 

38  人才培育项目 
60GHz 无线高清视频传输系统的设计

与优化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丹谱 

刘丹谱，蔡  冉，张志龙，

郝  东，闫光灿，莫新强，

张  蔚，宋  侃，张铠麟，

赵剑雄，黄  霁 

39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OFDM 的无线通信系统中网络层

节能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许文俊 

许文俊，冯远方，郜学敏，

卢晓梅，欧  蓉，田雨静，

李博雅，宋  锋，王  翔 

40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通信系统级仿真中的快速仿真方

法与可信度评估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梁  栋 

梁  栋，赵  慧，闫  实，

丁  淦，刘书龙，李  岩，

李  玥，薛文倩，毕  真 

41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实际环境的射线跟踪模型及其加

速算法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韦再雪 

韦再雪，耿  建，李南希，

朱  晨，洪翠云，余  鑫，

雷双龙，丁浩洋，陈  超，

韦  丹，马恒彪，于  海，

汪  彬，唐秋月 

42  人才培育项目 认知无线网络的定位技术与应用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罗新龙 

罗新龙，张  涛，朱江波，

吴泳彤，王  融，左  辰，

李  虎，王耀辉，孙启明，

陈  德，崔  杰，肖登坤，

李  汐，刘劲楠 

43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下一代无线网络的干扰对齐技术

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赵  慧 

赵  慧，杨云川，赵  龙，

曾陟维，夏行宇，张晓然，

陈  影 

44  人才培育项目 室内可见光通信组网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黄治同 

黄治同，李建锋，丁举鹏，

刘让龙，张馨跃，张汝岐，

姜  萌 

45  人才培育项目 
下一代异构无线融合网络中 Fuzzy 多

目标决策模型的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苏  放 

苏  放，李  静，李海龙，

赵亦珍，张冉冉，鲍崴崴，

颜  翔，黄  洋，路  放，

肖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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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才培育项目 
高速移动通信环境下 LTE 系统中频偏

估计算法研究与实现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郑  凤 郑  凤，唐  云，刘  航 

4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IP RAN的LTE回传网网络架构

与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李  莉 

李  莉，张晶晶，宋  辉，

董  娜，刘  莹，吴  为，

李  澜 

48  人才培育项目 
分布式并行化海量网络流量日志数据

处理和分析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窦伊男 

窦伊男，刘  芳，周文莉，

陈陆颖，吴晓春，何大中，

董  超，乔媛媛，郭敏杰，

王怡萱，张  硕 

49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IMT-A中Femtocell的自组织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郑  伟 

郑  伟，李  伟，张海君，

马文敏，苏  涛，李林燕，

谢元宝，刘京芳，王喜东，

刘  卉，刘德丽，凌大兵 

50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网络质量监测与用

户体验优化平台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洪卫军 

洪卫军，尹  良，冯波涛，

王  帅，包  巍，张  旭，

任培源，李慧心，钱逸超，

王正也 

51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光正交频分复用的波分复用光传

输系统中非线性作用机理和补偿算法

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乔耀军 

乔耀军，钱文辉，王  哲，

徐艳飞，王  蕾，杨秋虹，

李  明，于  倩 

52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互联网业务质量监测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  枫 

刘  枫，雷振明，张  琨，

于  华，阎  庆，吴晓春，

张庆寅，方树凤，邹晓颖，

王祥众，丁丹飞 

53  人才培育项目 
认知核心网中基于神经动态规划的资

源管理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李  屹 

李  屹，李  曦，赵宜升，

张鹤立，张晓亮，王  睿，

单宝堃，王永斌，翟兰杰，

吴旭光 

54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校园网的特定对象搜索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瑞芳 

刘瑞芳，徐蔚然，许桂平，

李  岩，洪立印，罗睿阳 

55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几何和语义的三维模型检索技术

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黄  海 

黄  海，陈  娜，陶  磊，

郭耀耀，付  静，李  帅，

黄  飞 

56  人才培育项目 
社会网络中基于广义关系倾向的信息

交互模型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  闯 

张  闯，张  彬，谢建军，

肖文君 

57  人才培育项目 图像检索中语义哈希的构造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洪刚 

张洪刚，李  群，柴伦绍，

齐勇刚，杨俊勇，张  林，

闫月娥，张文杰 

58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微博的实时热点话题检测技术研

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肖  波 

肖  波，陈  光，汪  浩，

肖  斌，周  念，刘惠民，

蒋佩文 

59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海量短文本数据的实时分析、存

储与检索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汪  浩 

汪  浩，邹  杨，莫  骁，

张永田，徐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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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人才培育项目 高效分布式视频压缩感知编码算法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庄伯金 

庄伯金，赵衍运，田  虎，

董海丰，张  杨 

61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分布式信源编码的交互式多视点

视频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望育梅 

望育梅，李  斌，殷  慧，

孙孟尧 

62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压缩感知的无线视频组播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刘  雨 

刘  雨，范念飞，赖冠宏，

汪  泉，李  庆 

63  人才培育项目 高性能立体视频编码和传输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魏  芳 

魏  芳，蔡东琪，陆晓晗，

陈芳民，李  晔，孙笑一 

64  人才培育项目 
浓缩监控视频目标再辨识关键技术研

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赵志诚 

赵志诚，苏  菲，赵衍运，

庄伯金，郭  鑫，花  妍，

刘  凯，董婷婷，吴思远，

王  雯，万乘德 

65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博弈论的无线移动环境下多媒体

编码技术的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孙松林 

孙松林，王世良，于舒婷，

鞠延宏，罗  素，张卓良，

任冶冰 

66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扩频通信的无线光接入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袁学光 

袁学光，张阳安，陶金晶，

李宇鹏，郝  宁，吴  刚，

徐  蕾，林一鸣 

67  人才培育项目 
高速光纤通信系统中低功耗高谱效调

制技术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张锦南 

张锦南，陶金晶，李宇鹏，

林  密，徐  蕾，彭真真，

丁  丁，李德强 

68  人才培育项目 紫外光通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左  勇 

左  勇，李  蔚，肖后飞，

张文博，徐浩然，范  成，

吴朝烨 

69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新型调制格式的相干正交频分复

用传输系统中非线性损伤改善技术研

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李  岩 

李  岩，王  慧，范素洁，

孔德明，张方正，张新平，

舒  能，杜文涛，张  鑫 

70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光性能监测的认知全光网络技术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郭宏翔 

郭宏翔，李兰兰，张东旭，

洪林峰，宋  茜，张新平，

麦松涛，王雨生 

71  人才培育项目 
碲化铋纳米热电材料的结构设计与性

能优化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芦鹏飞 

芦鹏飞，赵  龙，马世甲，

曹华伟，张立栋，武成洁，

丁  路 

72  人才培育项目 石墨烯超颖材料的光电特性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光

通信研究院 
韩利红 

韩利红，王东林，罗  潇，

梁培利，郭  璇，赵慧杰，

刘立明，林本龙 

73  人才培育项目 
量子点微控系统中的表面等离激元调

控 
理学院 金光生 金光生，王  川，张  勇 

74  人才培育项目 场增强表面等离激元超小全光开关 理学院 陈建军 陈建军 

75  人才培育项目 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研究 理学院 代琼琳 代琼琳，李海红，程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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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人才培育项目 光脉冲压缩技术的若干解析研究 理学院 刘文军 刘文军，单文锐，李  鹤 

77  人才培育项目 相互依存网络的鲁棒性及保护 理学院 张  鹏 
张  鹏，石  霞，成柏松，

李国颖 

78  人才培育项目 
通信系统的因果网络图以及相关的统

计推断 
理学院 王学丽 

王学丽，李亚杰，王亚伟，

梦  晓 

79  人才培育项目 
最优化与随机分析的相关问题及其在

通信网络和金融市场中的应用 
理学院 帅天平 帅天平，卓新建，周  清 

80  人才培育项目 现代密码学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理学院 朱  萍 朱  萍，张  劼，郭奋卓 

81  人才培育项目 随机游动及概率基础理论研究 理学院 张  琳 
张  琳，张丽华，李晓华，

余翊华 

82  人才培育项目 
若干解析符号计算方法与光通信、流

体等领域中若干孤子结构 
理学院 李  鹤 

李  鹤，单文锐，田  播，

江  彦，孙文荣，默会霞，

甄慧玲 

83  人才培育项目 量子密码协议中若干关键问题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  飞 

高  飞，温巧燕，秦素娟，

张  华，金正平，苏  琦，

宋婷婷，刘  斌，黄  伟，

张可佳，张伟伟，王庆乐 

84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 Ad hoc 的车联网寻路关键技术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志鹏 
高志鹏，杨  杨，杨树春，

金  梦，陈  琳 

85  人才培育项目 无证书加密方案的设计与分析 网络技术研究院 高  飞 

高  飞，金正平，张  华，

李文敏，郭  瑞，孙海燕，

成  林 

86  人才培育项目 SIP 网络过载控制机制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王  晶 

王  晶，王金柱，罗嗣彬，

唐安琪，仲  晓，李小康，

陈  岑 

87  人才培育项目 
认知移动互联网的资源分发和传输技

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许长桥 

许长桥，关建峰，贾世杰，

张明川，曹远龙，权  伟，

刘天娇，杜艳峰，黎卓峰，

张译丹，赵付涛 

88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传感器网络效用最大化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院 谢东亮 
谢东亮，时  岩，张  雷，

魏文平，王风华，赖永芳 

89  人才培育项目 无线接入网小区中断补偿机制及算法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文璟 
李文璟，喻  鹏，姜正昕，

苏玉林 

90  人才培育项目 
新型广义 Bagley Polygon 功率分配器

研究与设计 
电子工程学院 吴永乐 

吴永乐，刘  强，李久超，

沈俊宇，梁立明，张伟伟 

91  人才培育项目 
用于微波与红外制导的波束合成器电

磁仿真技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刘绍华 

刘绍华，曾庆豪，汪国辉，

陆晓尉，汪星荷，曾  铭 

92  人才培育项目 认知无线多跳网络中的频谱分配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侯  宾 

侯  宾，俎云霄，刘  刚，

丁俊杰，胡东晶，张  超，

陈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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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人才培育项目 
面向多信息传感处理的可重构系统芯

片设计方法 
电子工程学院 韩  可 

韩  可，万  能，席  岳，

杨  磊，余彦培，詹中伟，

孙晓飞，肖延南，董  慧 

94  人才培育项目 
新型认知无线电中多维度接入技术研

究 
电子工程学院 滕颖蕾 

滕颖蕾，李元锋，翁  航，

都晨辉，秦文聪，袁得嵛，

王颂阳，于  帅，崔玲龙，

李  治，刘媛媛，徐浩漫，

施  莹，肖亚楠 

95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分形的高维度数据挖掘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吴岳辛 

吴岳辛，范春晓，张晓莹，

董  挺，许宏伟，宁柯琳，

黄长霞 

96  人才培育项目 下行多点协同干扰对齐技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王朝炜 

王朝炜，余  阳，王  程，

张万芳，王  帅，张  骁，

曹明霞，蔡  添，张艺怀 

97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多维多阶正交调制的大容量光接

入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张丽佳 

张丽佳，刘  博，忻向军，

张  琦，王拥军，田清华 

98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光纤激光器的三维成像系统的研

究和实现 
电子工程学院 赵同刚 

赵同刚，任建华，张志强，

于  淼，徐爱梅，喻  超 

99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认知无线电的 UWB（超宽带）频

谱结构设计技术的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张  轶 张  轶，王卫东 

100  人才培育项目 
情感语料库的构建及情感语义韵律模

式研究  
人文学院 崔晓玲 

崔晓玲，张钫炜，吴梦雅， 

包那日苏 

101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环境下翻译的出路及走向  人文学院 陈  谊 陈  谊 

102  人才培育项目 
公共哲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世思想史研

究  
人文学院 左汉卿 左汉卿  

103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危险言论规制的法理  人文学院 时  飞 时  飞  

104  人才培育项目 
电信法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摆脱规制

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方法 
人文学院 娄耀雄 娄耀雄 

105  人才培育项目 手机动漫的内容研究 人文学院 刘胜枝 
刘胜枝，赵树繁，郑晓慧，

柳  颖 

106  人才培育项目 网络传播中的隐私侵权问题研究 人文学院 徐敬宏 
徐敬宏，李欲晓，刘  锐，

李  萍，蒋秋兰，杨  红 

107  人才培育项目 

非结构化环境下遥操作机器人避障规

划方法及其共享控制的力反馈技术研

究 

自动化学院 高  欣 

高  欣，贾庆轩，陈  钢，

褚  明，宋荆洲，孙汉旭，

叶  平，张延恒 

108  人才培育项目 
智能感知的无线传感网络与控制方法

以及在安全储粮中的应用 
自动化学院 钱荣荣 

钱荣荣，刘景云，张  驰，

陈  瀚，杜  萍，陈柳江，

徐  洋，房  安，徐  菲，

姚文超，唐继荣，陈斯祎 

109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智能手机的蔬菜安全供给预警系

统关键技术研究 
自动化学院 苏志远 

苏志远，翁  迅，张龙文，

宋代建，罗  坤，袁  威，

李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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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人才培育项目 自适应混合频谱感知技术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姬艳丽 
姬艳丽，刘  勇，毛京丽，

邓素敏，余  阳，王  犇 

111  人才培育项目 虚拟大学发展路径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曾爱波 

曾爱波，马焕新，葛子刚，

杨丽华，苏  静，李向明，

赵中凯，吴国英，曾  瑶，

勾学荣，吴合文，张海军 

112  人才培育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移动多媒体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李建伟 

李建伟，李  青，苏占玖，

赵鹏羽、席剑霄，柴  淞 

113  人才培育项目 CPS 中控制单元的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董跃武 

董跃武，张  勖，于翠波，

张碧玲，刘  勇，李河欣，

沈  骏，宋晓佳 

114  人才培育项目 
职业技术考试测评系统模型方法与关

键技术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高大永 

高大永，张文辉，范春梅，

赵国安，王  辉，贾妙珍，

驰  骋，刘  芸，冯丽芹 

115  人才培育项目 知识可视化建模与关键技术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王  楠 

王  楠，李  青，刘洪沛，

冯甦中，刘  燕，李亚男，

岳  钢，赵佳男 

116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校园移动门户系统的研制和开发 网络教育学院 张志青 张志青，李  青，李江涛 

117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基于云存储的信息通信基础资源共享

与管理平台 
电子工程学院 吴岳辛 

吴岳辛，林昭文，苏  飞，

胡  睿，胡延楠，汪  迎，

李俊义 

118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大学校园信息化平台及门户的可用性

评价 

数字媒体与设计

艺术学院 
汪晓春 汪晓春，马  倩，王  丹 

119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感知实验室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电子工程学院 任维政 
任维政，桑  林，宋  梅，

徐连明，赵文深，高  英 

120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开放移动资产管理示范平台 计算机学院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鄂新华，

刘廉如，闭  强，曲晓林，

孙冰清，陈  强 

121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面向精准农业的物联网环境信息采集

与智能决策系统开发及示范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院 
郝建军 

郝建军，尹长川，陈  枫，

白夫文，张  利，郭小溪，

程  萍 

122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基于校园一卡通的智能学生信息管理

系统 
网络技术研究院 黄俊飞 

黄俊飞，辛玲玲，朱开明，

肖  炜，李子超，高  鹏 

123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技术及展示总体组 网络技术研究院 孙其博 

孙其博，黎  羴，孙  岩，

林昭文，邹俊伟，高志鹏，

明安龙 

124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大学校园信息化平台及门户评价体系 经济管理学院 沈阿强 
沈阿强，宋  娟，徐  卿，

孙春书，郭家萌，杨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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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校园统一安全认证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网络技术研究院 李静林 李静林，孙其博 

126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应用服务虚拟化管理平台 网络技术研究院 吴  军 
吴  军，从  群，徐承波，

陈  贺，周征晟，邹世宇 

127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新一代增强型

应急联动系统 
网络技术研究院 谢东亮 

谢东亮，张  雷，时  岩，

庞传晓，耿晓阳，路召希 

128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基于物联网的出租车智能叫车服务系

统 
计算机学院 王春露 

王春露，张天乐，刘川意，

钟瑞明，王彦丞，鲍  雨 

129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基于海量资源的通用教学平台的实现

与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兰丽娜 

兰丽娜，李建伟，苏占玖，

邵  蕾，杨  曼，娄秋艳 

130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基于可视信息感知的人员计数、入侵

和徘徊检测应用示范 
计算机学院 明安龙 

明安龙，刘  亮，傅慧源，

向  梅，熊正祥 

131  

科研基础条件

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开放式虚拟实验室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网络教育学院 范春梅 

范春梅，孙燕莲，文福安，

陈美松，王  军，薛凌鸿，

林永军，党伯纬，袁  臻，

王  啸 

132  校长基金项目 

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两年制本

科预科英语教学及自主学习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一期） 

民族教育学院 杨京鹏 

杨京鹏，托  娅，何  杨，

龙慧玲，张耀忠，夏增艳，

李  俊，付慧琳，李智远，

王丽丽 

133  校长基金项目 

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两年制本

科预科英语教学及自主学习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二期） 

民族教育学院 杨京鹏 

杨京鹏，托  娅，何  杨，

龙慧玲，张耀忠，夏增艳，

李  俊，付慧琳，李智远，

王丽丽 

134  校长基金项目 
基于网络化学习的 MHK（民族汉考）

词库建设（一期） 
民族教育学院 孙海军 

孙海军，乌丽亚，常桂兰，

李千驹，刘  剑，钟  华，

陈  曲 

135  校长基金项目 
基于网络化学习的 MHK（民族汉考）

词库建设（二期） 
民族教育学院 孙海军 

孙海军，乌丽亚，李千驹，

刘  剑，钟  华，陈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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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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11 年第一届 IEEE 云计算与智

能系统国际会议 
计算机学院 杜军平 杜军平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11 年移动自组织与传感器网

络国际会议 
计算机学院 马华东 马华东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12 第八届拟人系统国际会议

（ICHS2012） 
计算机学院 杜军平 杜军平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12 年 IEEE 通信、信号处理和

系统国际会议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赵成林 赵成林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12 年第三届 IEEE 网络基础设

施与数字内容国际会议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杨  洁 杨  洁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异构网络高能效低成本的无线

组网理论及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崔琪楣 崔琪楣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 

新一代网络的互操作性测试方

法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

院 
黄小红 

黄小红，赵  钦，苏玉洁，

查杰熙，柴  华，汤  俊 

8 

国家“973 计划”项目

课题委托(个人名义参

加) 

基于网格的数学机械化软件开

发 
自动化学院 廖啟征 

廖啟征，魏世民，周晓光，

张秦艳，李端玲，庄育锋，

郭  磊，王  品，甘东明，

黄昔光，徐  强，乔曙光，

李小唐 

9 

国家“973 计划”项目

课题委托(个人名义参

加) 

密码理论的安全计算问题研究 计算机学院 郑世慧 郑世慧 

10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 

东北微型民营企业生存基点及

对政策的敏感度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孙启明 孙启明 

11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点项

目子课题 

信号控制系统配时方案-CBD 地

区 
计算机学院 吴建平 

吴建平，左兴权，王春露，

张天乐 

1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点项

目子课题 

信号控制系统配时方案-望京地

区 
计算机学院 吴建平 

吴建平，左兴权，王春露，

张天乐 

1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点项

目子课题 

用于信息发布的旅行时间检测

系统整体方案研究与设计 
计算机学院 吴建平 

吴建平，左兴权，王春露，

张天乐 

14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点项

目子课题 

奥运交通管理指挥调度系统---

辅助决策系统交通安全影响评

价 

计算机学院 王春露 

王春露，左兴权，张天乐，

钟瑞明，房玮睿，仇晨晔，

靳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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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大项

目子课题 

现代服务业接口技术及其符合

性测试平台的研发---计费管理

服务接口规范 

计算机学院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皮人杰，

许  可，于艳华，宋俊德，

黎  燕，王  谦 

16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大项

目子课题委托 

人工智能的机制主义研究方法

与应用 
计算机学院 钟义信 

钟义信，王小捷，周延泉，

李  蕾，刘建毅，王  枞 

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抗毁自愈路由及动态业务分级

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

院 
李玉宏 

李玉宏，李  昕，时  岩，

吕美玉，肖宇峰，王  芳， 

金  晶，潘淑文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合作） 

基于下一代广播网的可伸缩视

频编码技术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杨  波 

杨  波，门爱东，阎  金，

朱  江，魏  培，常  侃，

宗晓飞，韩  钰，张文豪 

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合作） 

非线性数学期望---g-期望理论

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 
理学院 周  清 周  清 

20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

目（合作） 

Ad Hoc、传感器、Mesh 网络及

协作网络: 自组织无线接入网

关键技术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宋  梅 

宋  梅，张  勇，王  莉，

满  毅，魏翼飞，滕颖蕾，

陈广泉，戴  超，王景尧，

马文静，王佳佳，谷  晨 

21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

托项目 
“三网融合”相关问题研究 

计算机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方滨兴 

方滨兴，曾剑秋，苏少林，

罗小布，方  刚，周  晔，

李欲晓 

22 
国家“863 计划”探索

导向项目课题(合作) 
新型综合通信型业务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

院 
胡  博 

胡  博，时  岩，袁  韬，

胡章丰，孙钦雪，蒋晓燕， 

叶武迪，张晶晶 

2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大项

目子课题委托 

安全生产企业端监管系统的开

发 
自动化学院 胡燕祝 

胡燕祝，庄育锋，艾新波，

高  宁，许良军，宋  晴，

张洪欣 

24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攻关计划）重大项

目课题 

新一代无线移动互联网应用 
网络技术研究

院 
马  严 

马  严，吴  军，黄小红，

林昭文，赵  钦，张晓东，

王振华，杨建伟，霍玉嵩，

孙  琼，赵海军，李巍海，

蒋  伟，田  旭，程  旭，

冯  忆，刘文凯，张  沛，

苗  杰，林  檩，郭  亮，

陈  贺 

25 
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

目 
宽带发展政策体系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梁雄健 

梁雄健，张  静，黄秀清，

王旭辉，霍煜梅，谢  虹，

祝婷婷，刘  颖，卢晓慧，

方  刚 

26 
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

目 

三网融合条件下通信资费管制

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梁雄健 

梁雄健，黄秀清，张  静，

王旭辉， 刘  颖，黄静怡，

薛  菁，刘  路 

27 
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

目 
绿色信息化战略规划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梁雄健 

梁雄健，张  静， 王旭辉，

霍煜梅，黄秀清，谢  虹，  

祝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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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

目 

信息通信知识产权研究——知

识产权战略和策略相关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舒华英 

舒华英，黄逸珺，赵  荔，

胡一闻，彭  扬，闻  捷，

董舒翼，赵雪峰，贾晓辉，

张一文，毕春丽，刘  荣 

29 
信息产业部软科学项

目 

通信业推动两化融合的相关举

措和政策体系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吴  俊 

吴  俊，张安伟，徐  溟，

屠希思，王正媛，陈  晴 

30 信息产业部其他项目 后 3G 网络框架设计与验证 电子工程学院 刘元安 
刘元安，唐碧华，马晓雷，

高锦春，王春江 

31 
其他省、市、自治区

产学研项目 

3G 时代移动通信用户心里动机

与消费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童莉莉 童莉莉，舒华英 

32 

教育部博士点学科专

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

金项目 

智能光网络中的多粒度域间生

存性研究 

信息光子学与

光通信研究院 
黄善国 

黄善国，顾畹仪，尹  珊，

李  彬，邓  宇，罗  沛，

郭秉礼，连伟华，郭  熹，

张  弦，李玉萍，戍永兴，

刘  爱 

33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项目 

基于 OGSA 的电信网络管理新

体系结构的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

院 
邱雪松 邱雪松 

34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项目 
科技新星 A 宋美娜 计算机学院 宋美娜 

宋美娜，鄂海红，宋俊德，

黎  燕，韩  晶，马  琳 

35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合作） 

重要粉虱类害虫信息网络平台

及发生趋势预报模型的研究 
电子工程学院 邓中亮 邓中亮，赵明宇 

36 北京市科委项目 

IMT-ADvanced( 第四代移动通

信）干扰抑制网络架构关键技术

研究及标准化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张  平 

张  平，陶小峰，许晓东，

温向明，崔琪楣，王  强，

郑  伟，陈德荣，卢放鸣，

焦胜才，孙  勇，章  辉，

王  轶，郝志洁，张忠起，

李静雅，陈子雄，袁  俊，

胡国娜，黄  晶，俞欣旻，

石明洋，孙  雷，冯  媛，

周如峰，王  波，刘中军，

苏东明，路兆铭，张  华，

张泽鹏，赵百泉，蔡木勇，

王  希，黄  东，刘跟涛 

37 一般纵向 
基于知识的电子信息技术转移

平台的研究 
软件学院 吴国仕 

吴国仕，傅湘玲，李  晶，

孙鹏飞 

38 一般纵向 
基于金属背景的 RFID 标签天线

优化设计及测试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李秀萍 

李秀萍，张  宁，廖剑锟，

李文勋，邹  琴 

39 一般纵向 
《汉语精读教程》多媒体课件制

作 
民族教育学院 

乌丽亚•米

吉提 

乌丽亚• 米吉提，朱建平，

钟  华，李千驹，孙海军 

40 一般纵向 
宗教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成才的

影响 
民族教育学院 张国云 

张国云，严梦春， 

特木尔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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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般纵向 

高等教育强国背景下少数民族

高层次骨干理工类人才基础培

训模式研究 

理学院            

民族教育学院 
张  茹 

张  茹，林  锋，樊  玲，

刘志鹏，王学严，刘丽娜，

刘  学，吴  岚 

42 一般纵向 

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硕士研究

生培训班英语课程及评估体系

的构建 

民族教育学院 托  娅 

托  娅，杨京鹏，李  俊，

李智远，武  永，夏增艳，

付慧琳 

43 一般纵向 
少数民族本科预科英语课程标

准的构建 
民族教育学院 朱建平 

朱建平，张耀忠，龙慧玲，

祝东枚，王丽丽，李  俊，

付慧琳，夏增艳 

44 一般纵向 
我国电子垃圾处理问题研究之

废旧手机处理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牟焕森 

牟焕森，宁连举，曲昭伟，

杨  舰 

45 一般纵向 
中国科协联合国咨商信息专业

委员会网站建立 
计算机学院 杜军平 

杜军平，郑金鑫，孙  波，

林  俊，徐  峰，颜志伟 

46 一般纵向 
利用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的新

风系统中控制系统的研究 
自动化学院 杨  军 

杨  军，周晓光，周慧玲，

王丽丽，龙  蔚，肖爱林，

王金亮 

47 一般纵向 
基于盲信号处理的计算机信息

泄漏特征信息提取与识别 
电子工程学院 张洪欣 

张洪欣，张培玲，张金玲，

孙丹丹，赵同刚，张  燊，

阳  彪，王海侠 

48 一般纵向 
地方政府部门绩效评估暨公务

员绩效考核体系建设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吴  洪 

吴  洪，高  勇，孟庆华，

赵建华，方  铁，方引青 

49 一般纵向 无线城市的运行模式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 阚凯力 

阚凯力，杨培芳，何  霞，

戴建华，孟详粤，李  嘉，

陈阳升，刘光浩 

50 一般纵向 
十字花科蔬菜害虫的数字化识

别技术软件开发 
电子工程学院 邓中亮 邓中亮，梁国政 

51 一般纵向 
2012 年保密通信和信息安全科

普活动 
理学院 郭玉翠 

郭玉翠，雷  敏，李  丹，

马素芹，刘思奇，薛  琼 

52 横向合作 
自然场景文本抽取和识别技术

的调研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张洪刚 张洪刚 

53 横向合作 全媒体可行性研究与原型开发 计算机学院 周文安 
周文安，贾  睿，陈达伟，

常  洁，李亚宁 

54 横向合作 测试领域技术服务 软件学院 张笑燕 

张笑燕，杜晓峰，韩万江，

陆天波，柳  婷，黄可山，

马世翀 

55 横向合作 
全国分县综合文档采集建库（二

期） 
自动化学院 庄育锋 庄育锋，余  瑾，杨  桄 

56 横向合作 软件系统集成测试 自动化学院 余  瑾 
余  瑾，桂照斌，关文婷，

王志玮 

57 横向合作 
三维灾情快速评估应用服务系

统测试 
自动化学院 余  瑾 

余  瑾，桂照斌，关文婷，

王志玮 

58 横向合作 
基于移动客户端的图书馆微型

服务系统研究 
图书馆 郭文丽 

郭文丽，赵雅馨，严潮斌，

吴  旭 

59 校  级 传感器网络中的能量有效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孙咏梅 

孙咏梅，纪越峰，骆淑云，

王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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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校  级 基于语料库的网络语篇分析 人文学院 崔晓玲 崔晓玲，张钫炜 

61 校  级 
IPv6 环境下互联网资源管理策

略研究 
人文学院 任乐毅 任乐毅 

62 校  级 
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问题

研究 
人文学院 谢永江 谢永江，袁  媛，纪凡凯 

63 校  级 
对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网络考

试项目的评估与研究 
人文学院 王海波 

王海波，范姣莲，张璐妮，

卢志鸿，霍亚玲，郑春萍，

王健刚 

64 校  级 
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口语练习

模式研究 
人文学院 王保令 王保令，秦美芳 

65 校  级 
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视角看中日

网络语言的构词差异 
人文学院 温丽军 温丽军 

66 校  级 域名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人文学院 丁  颖 丁  颖 

67 校  级 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及其保护 人文学院 徐敬宏 徐敬宏 

68 校  级 
高性能校园网搜索引擎的研究

与实现 
计算机学院 周延泉 周延泉 

69 校  级 
校园统一信息门户的设计与实

现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刘丹谱 

刘丹谱，胡  燕，徐凕鲲，

宋海荣，杜  喆，余文龙，

赵  心 

70 校  级 
面向智慧北邮的数据交换共享

平台的设计与研究 

网络技术研究

院 
戚  琦 

戚  琦，吴永娟，张  燕，

陈  曦，马  红，王  皓，

贾婷婷 

71 校  级 智能感知桌面会议/办公系统 网络教育学院 高  立 
高  立，任旭鹏，李  昕，

李盼盼，吉雅泰 

72 校  级 
物联网节点定位关键技术及特

定人员/物品位置服务应用示范 
软件学院 雷友珣 

雷友珣，赵  方，林昭文，

韩祥斌，孙鹏飞，谢建行，

刘红义，赵  静，吴一鸣，

彭  凯，马千里，王  斌 

73 校  级 
面向校园门户文件服务管理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计算机学院 谷勇浩 

谷勇浩，吴伟明，商芳娜，

吴  莎，张雪冰 

74 校  级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停车场系统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罗  涛 

罗  涛，李剑峰，路  正，

王  昊，宁秀梅，雷亚星，

胡  淼，吕子茹 

75 校  级 
学生参与北邮校园信息化创新

项目方案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裘晓峰 

裘晓峰，纪  阳，张春红，

孙  岩，郭  莉，张瑞芹，

吴振宇，成  城，贾金斗，

沙  晶，昌煦超，李鹏飞，

高  磊，李玲玲，郝明阳，

鹿海磊，王  一 

76 校  级 
智慧北邮移动泛在业务平台及

应用示范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纪  阳 

纪  阳，张春红，吴振宇，

蒋旭昂，徐  青，贾金斗，

卢文凯，沙  晶 

77 校  级 
“十二五”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

领域人才培养战略研究 
网络教育学院 勾学荣 

勾学荣，曾志民，李  青，

刘洪沛，廖德生，胡怡红，

王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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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校  级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预科汉语教

学研究 
民族教育学院 张国云 张国云，薛风燕，张玉萍 

79 校  级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

研究生基础培训模式的探究 
民族教育学院 朱建平 

朱建平，林  锋，张  茹，

张国云，巴  根，严梦春，

刘  剑，常桂兰，樊  玲，

刘志鹏，杨京鹏 

80 校  级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数学题库的

研究 

理学院             

民族教育学院 
张  茹 

张  茹，林  锋，朱建平，

王学严，刘  学，樊  玲，

刘丽娜，刘志鹏，杜  鹏 

81 校  级 
现代化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师资

培训研究 
民族教育学院 林  锋 

林  锋，陈  曦，王学严，

朱建平，张国云，夏增艳， 

樊  玲，何  杨 

82 校  级 
串联机器人位置逆解通用算法

及软件关键技术研究 
自动化学院 廖啟征 

廖啟征，魏世民，黄昔光，

甘东明，乔曙光，李端玲，

郭  磊，倪振松 

83 
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

提升类项目 

网络媒体科技传播的影响力研

究 
经济管理学院 郭  琳 

郭  琳，周  添，陈玉瑶，

武宇飞，何  地，王艺蒙 

84 
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

提升类项目 

媒介融合环境下新一代互联网

对科普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王志荣 王志荣，王化兰，史志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