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上海电力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调剂信息 

 

欢迎大家调剂报考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接受调剂专业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代码：080805 

智能电网信息与通信工程      代码：0808Z4 

2、学院及专业简介 

05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上海电力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是电子、通信、信息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

基地，目前设有通信系、信息工程系、电子系、实验中心、电子技术教研室等 5 个系部。学

院现有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等 4 个本科专业，拥有 1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1 个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5 个中央与地方共建

实验室。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拥有一支年富力强、学历层次高、发展后劲足的师资队伍，其中教

授、副教授 30 余人，有博士学位教师 40 余人。有多位教师先后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和上海市晨光计划。 

学院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目前承担着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

究重点项目、上海市科委“登山行动计划”产学研联盟专项、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

创新行动计划项目和电力企业委托科研项目。每年在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

表论文 200 多篇，其中被 SCI、EI 和 ISTP 收录论文近 100 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 项、国

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多项。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直接面向新兴的 IT 行业，依托电力行业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办学

之路，牢牢抓住智能电网的发展机遇，紧跟电力工业对信息技术的新需求，精心培养面向信

息技术及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打造一个电力特色明显、高水平的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近年来，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生就业前景良好。目前，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正在

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电力行业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为导向，以上海市学科内涵建设（085 工

程）为契机，朝着建设教学研究型创新学院的目标阔步前进！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属于工学门类，一级学科为电气工程（0808）。学科点的培养目

标是培养在电气工程学科内，能够牢固掌握电能质量优化与节能技术、电磁测量与电气设备

状态监测技术、电力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电力通信网络技术、新型传感器技术等基础理

论及新颖技术，具有严谨的科研态度并具备扎实的电气工程基础，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

工作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人才。 

学科点开设现代控制理论、现代电力系统导论、现代电磁测量技术、智能信息处理技术、

嵌入式系统与应用、电能计量与检测技术、数据库原理与设计等课程。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电力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电力系统通信技术及应用、电磁测量与电气设备状态监

测技术、电能质量优化与节能技术等。本硕士点毕业生可从事发电企业、供电企业和电气设

备制造公司等从事信息处理、信息通信、电能质量优化等科研工作。也可在电力设计院，电

力规划院，电力建设、跨国公司、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事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 

0808Z4 智能电网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电网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属于工学门类，一级学科为电气工程（0808）。本硕士点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智能电网通信技术、电气信号检测与信息处理、图像处理

与传输、电力用户侧智能控制与信息系统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技术工作的高级

专门人才。 

学科点开设现代控制理论、现代电力系统导论、现代信号处理技术、数字通信、电力系

统通信、计算机通信网、图像处理技术、高级电子系统设计等核心课程。学科的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 

1、智能电网通信技术 

随着智能电网建设的不断推进，电力系统对高速、可靠、灵活的通信网络性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本学科拟在该方向根据智能电网建设对信息网络的需求，围绕光纤通信网络、无

线传感器网络、电力线载波通信的关键技术开展相关进行研究，并注重研究成果在电力系统

中的应用。 

2、电气信号检测与信息处理 

先进的传感和检测技术、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先进的控制方法以及先进的决策支持系

统技术是实现智能电网可观测、可控制、完全自动化（可自适应并实现自愈）的重要保障。

本学科方向紧紧围绕信息融合、数据挖掘关键技术及其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进行攻关，以智



能电网信息化这一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开展电气信息好的监测与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研究及

应用。 

3、智能电网图像检测与识别技术 

本学科方向主要围绕图像处理与传输前沿技术及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开展研究，主要

研究内容包括：虹膜识别技术、运动姿态识别技术、视频流量检测技术、视频传输技术。研

究解决火力发电厂燃煤传输带上煤流量不均的问题，基于三维图像分析计算传输流量技术。 

4、电力用户侧智能控制与信息系统 

该学科方向以智能电网中电力用户对用电可靠性与信息化需求为背景开展研究。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有源电力滤波技术、混合滤波技术、电能质量信息技术、串级调速控制技术、电

力企业信息系统技术、高电压等级电缆敷设联动技术等。 

本硕士点毕业生可从事智能电网通信企业、电力公司和电气设备通信制造公司等从事信

息处理、信息通信等科研工作。也可在电力设计院，电力规划院，电力建设、跨国公司、高

校或科研院所从事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 

3、研究生就业情况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第一届电工理论与技术研究生（2012 级）毕业。2012 级 23 名毕

业生 100%完成就业，其中 2 人考入知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有 13 人（占总人数的 57%）进入电力系统工作，3 人进入高等院校工作，5 人进入其他

企事业单位（商飞、民航、西门子、邮政局等）工作。第二届电工理论与技术研究生（2013

级）46 名毕业生 100%就业，其中 40 人进入电力系统工作，6 人进入其他企事业单位。 

 

攻读博士, 2 

高校教师, 3 

电网公司, 
13 

其他单位, 5 

2015届毕业生就业单位 

攻读博士 高校教师 电网公司 其他单位 



 

4、学生待遇 

1.学费标准：每人每年 8000 元，每学年收一次。  

2.住宿费：每年 1200-1500 元。  

3.奖学金： 

一、二、三年级分别设立入学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科研奖学金（共三等）。新生

入学奖学金（主要参考初试成绩排名）一等比例为 20%(金额为 10000 元)，二等比例为

30%(金额为 8000 元),三等比例为 40%（金额为 6000 元）。此外，针对优秀学生还设立国

家奖学金（金额为 20000 元）、企业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企业奖学金有浙能、中天

科技、亚太财富等奖学金。  

4.生活津贴： 

国家助学金每人每年不低于 6000 元。  

 5.勤工俭学： 

设有助教、助管、助研等岗位。 

5、调剂要求 

（1）分数 

考生初试成绩总分及各单科分均达到国家规定的 A 类地区研究生复试分数线。 

（2）报考专业 

欢迎电子类、信息类、通信类、计算机类、电气类专业学生报考 

2016届毕业生就业单位 

电网公司 其他单位 



（3）注意事项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设立的 2017 年研招调剂服务系

统一经开通，请所有有意调剂考生第一时间登陆到网上调剂系统，按要求填报调剂至我

校的调剂志愿，否则调剂无效。 

6、复试时间及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120 分)和综合面试（150 分），专业课笔试科目不得与初

试专业课科目相同，专业课科目及参考书目见下表，专业课考试大纲见本校研究生处网

页。 

综合面试主要有英语听力、英语口语、专业英语和专家面试。 

复试时间：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开通后一周左右，预计 3 月底或 4 月初。 

 

学院代

码及名

称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

招

人

数 

初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复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050 

电子与

信息 

工程学

院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01. 电能质量优化与节能技术 

02. 现代电磁测量技术与智能仪

表 

03. 电气设备状态监测技术 

04. 电力系统新型传感技术 

05. 电力通信技术 

06. 电力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 

07. 电动汽车驱动控制技术 

3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10电路 

F011：单片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F012：算法与程序设

计基础 

F027：自动控制系统 

F009：电力系统分析 

（F011、F012、F027、

F009任选一科） 

0808Z4智能电网信息与通信工程 

01. 智能电网通信网络技术 

02. 电气信号检测与信息处理 

03. 智能用电与智能家居技术 

04. 电力传感网与物联网技术 

05. 智能电网信息物理安全 

06. 嵌入式技术及其应用 

07. 图像处理与多媒体通信 

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10电路 

F011：单片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F012：算法与程序设

计基础 

F027：自动控制系统 

F009：电力系统分析 

（F011、F012、F027、

F009任选一科） 

 

 



参考书目： 

F009 电力系统分析 
《电力系统分析》 

（上/下册）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何仰赞、  

温增银 

F011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张毅刚、彭

喜元、彭宇 

F012 算法与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结构》（C语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严蔚敏 

F027 自动控制系统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第 4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阮毅、陈伯

时 

7、联系方式 

单位代码：10256 

通讯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103号奋进楼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401室 

联系人：洪月好 老师 

电话：021－35303705     E-mail：shiepdxxy@126.com  

学院网址：http://dxxy.shiep.edu.cn/ 

所有招生专业介绍及目录、复试专业科目、考试大纲请参见我校 2017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