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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
程学院（以下简称“自动化学院”）始建于
1954 年 8 月，前身是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备
系。六十多年来，自动化学院教师秉承学院奠基
者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钩深致远的师者风范，

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学院作为主要

完成单位曾先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

“北京一号”，第一架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靶

机、蜜蜂系列轻型飞机，第一架共轴式双旋翼直

升机，第一台歼击机、民用飞机飞行模拟器等，

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

自动化学院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航空航天自动

化领域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学院以学科

建设为主线、以创新人才引育为核心、以科研创

新为引领、以教学创新为根本、以创新基地建设

为基础、以机制创新为驱动、以国际合作交流为

参照、以加强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为保障，

努力打造空天信融合特色的国际知名自动化学

院。

近年，学院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6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省部级一等奖

16 项，其他奖励百余项。近五年，学院发表 SCI

检索论文近千篇，其中高被引论文 52 篇。近年

学院年均到款科研经费 1.5 亿元以上。

自动化学院现有教授 47 人，副教授 81 人，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1 人，IEEE Fellow 1 人，SCS 

Fellow 1 人，IEEE 会刊共同主编 1 人，国家级突

出贡献专家 2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

群体学术带头人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9 人、

“杰青”基金获得者 7 人，万人领军 3 人，国防

卓青 1 人，中国青年科技奖 2 人，北京市教学名

师 1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6 人，“四青”人才

（不计重）11 人次。

学院概况

2018 年学院开展了人事制度改革，进入改

革系列的教师 35 人。学院承载 3 个一级学科和

9 个二级学科，其中 2 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

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拥有 7 个博士点、9 个硕

士点和一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点。荣获国家教

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北京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

欢迎优秀学子来我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学院教职员工将竭诚为同学们提供优良的教学、

科研和学习等服务，为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自动化学院和国际一流学科而共同努力！

李伯虎 名誉院长

胡晓光 党委书记

吕金虎 院长 / 党委副书记

王艳东 党委副书记

李    阳 本科教学副院长

郑　征 科研副院长

尚耀星 行政副院长

王　磊 研究生副院长

          我院 101 岁教授、中国第一架无人机“北京
五号”的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北航自动化科学与
电气工程学院及控制学科创建人之一、航空航天
控制与系统仿真著名专家 / 中国仿真学会创始人、
北航“立德树人成就奖”获得者文传源先生。

张　海 301 主任

袁海文 302 主任

刘永光 303 主任

丁晓峰 304 主任

吴云洁 305 主任

富　立 306 主任

徐　东 307 主任

王江云 308 主任



　　学院承载 3 个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 9 个二级学科，拥有 3 个
博士后流动站、7 个博士点、9 个硕士点和 1 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点。其中控制科学与工程在 2012
年全国学科评估排名并列第 4，2017 年位列 A 类，同时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 备注

控制科学
与工程

（国家重
点一级学
科，2012
年全国学
科评估排
名并列第

4）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程

·鲁棒、自适应、抗干扰及容错控制理论及应用
·非线性控制系统理论及应用
·智能控制、智能结构控制理论及应用
·智能交通关键技术
·惯性导航、组合导航与视觉导航技术
·航天器姿态确定与控制

国家重点学科
国防重点学科

北京市重点学科

导航制导
与控制

·飞行器控制、决策与管 理技术
·先进仿真技术、导航与精确制导技术
·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智能控制
·复杂系统控制

国家重点学科
国防重点学科

检测技术
与自动化装置

·自动检测与嵌入式技术
·智能仪器与智能机器人
·虚拟仪器与自动测试系统
·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与分布测控系统
·智能测试信息处理、故障诊断与故障预测

国家重点学科
国防重点学科

模式识别
与智能系统

·脑机工程与人工智能
·图象处理与机器视觉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嵌入式系统与智能信息处理
·复杂环境下的目标检测、识别与跟踪
·复杂巨系统的智能优化管控与人工计算实验

国家重点学科

建模理论
与仿真技术

·计算机仿真与虚拟现实
·复杂系统构架与智能制造

博士点

机械工程
（国家重
点一级学

科）

机械电子工程

·复杂电液系统与装备
·新概念飞行器设计与控制
·飞行器容错控制与可靠性
·智能装备与特种机器人
·气动节能与检测

国家重点
一级学科

电气工程
( 国家一级
学科博士
点、博士

后流动站）

电机与电器
·电磁场理论及其应用
·特种电机及其控制
·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
·电气系统测试与仿真
·无线电能传输
·电力线谐波与电离层相互作用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
·飞行器独立供电系统
·电磁无损检测
·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发电
·智能电器

博士点
硕士点

电工理论
与新技术

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动

研究生培养学科及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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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境外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
北航 - 丹麦奥尔堡大学博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北航 - 台湾中兴大学博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北航 - 台湾成功大学博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北航 - 意大利米兰理工博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硕士研究生境外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
北航 - 意大利米兰理工硕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北航 -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硕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

境外博士 / 硕士双学位培养计划

　　自动化学院长期与欧、美、日等国际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科
研合作，每年均选派优秀研究生赴国外进行联合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

　　目前学院已和境外大学签订了 6 个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该计划每年招收一批优秀的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者将同时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和境外大学学位。



实验基地名称 级别

飞行器控制一体化技术（主依托）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机械与控制工程国家级虚拟教学实验室（共建）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 国家重点实验室

复杂产品先进制造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依托）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气动热力储能与供能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依托）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卫星导航应用分中心 国家工程中心分中心

智能感知与控制一体化技术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电工电子中心 北京市教学示范中心

先进仿真技术 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精确制导 国防科工局技术中心

研究生培养基地 　　学院具有多个国家及北京市实验室（研究中心）、教学
示范中心。在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工程应用、人才培养与
引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个方面成果卓著。同时，也为研
究生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双重培养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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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知与控制一体化技术

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014 年—2016 年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http://dept3.buaa.edu.cn
欢迎报考北航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学院拥有一支包括多名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国务
院批准博导、“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国家优秀
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在内的优秀
研究生指导导师队伍，拥有博
士生导师 52 名、硕士生导师
161 人。

研究生指导导师队伍

吕金虎 / 院长、学院党委副书记
IEEE Fellow

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
杰青、万人领军人才

胡晓光 / 学院党委书记
北京市教学名师

郭雷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组部万人计划创新人才

陈文华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胡庆雷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蔡茂林

国家特聘专家

郭宏

电气工程学科责任教授

高庆

国家特聘专家

龚光红

现代仿真与虚拟技术学科
责任教授

李伯虎 / 名誉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学院知名学者（按拼音排序）

http://dept3.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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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伟

国务院批准博导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

责任教授

蔡开元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导航制导与控制学科责任教授

段海滨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中组部万人计划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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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李运华

长聘教授

周锐

长聘教授

陶飞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尚耀星

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石岩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张霖

 SCS Fellow
国家 863 主题项目首席专家

长聘教授

余翔

国家特聘专家

贾英民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袁海文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学科
责任教授

焦宗夏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杰青、“973”首席

机械电子工程学科责任教授

任章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责任教授

吴淮宁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

严亮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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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名录

学科 博导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控制科学与工
程

李伯虎 院　士 系统仿真及智能云制造（308） bohuli@moon.bjnet.edu.cn

白成刚 教　授 软件可靠性、软件测试，贝叶斯方法、数据挖掘（305） bcg@buaa.edu.cn

蔡开元 教　授 软件和系统可信性，可靠飞行控制、软件控制论 （305） kycai@buaa.edu.cn

戴树岭 研究员 虚拟现实，飞行仿真（305） sldai@yeah.net

段海滨 教　授 无人机集群自主飞行控制，仿生智能感知与计算（305） hbduan@buaa.edu.cn

龚光红 教　授 智能行为建模与仿真，虚拟现实（308） ggh@buaa.edu.cn 

郭　雷 教　授 空间智能自主系统、抗干扰控制、仿生导航（301） lguo@buaa.edu.cn

郝　飞 教　授 网络系统控制、多智能体系统协调控制、鲁棒控制（301） fhao@buaa.edu.cn

胡庆雷 教　授 飞行控制（301） huql_buaa@buaa.edu.cn

胡晓光 教　授 智能检测和处理技术，现代集成仿真技术（307） xiaoguang@buaa.edu.cn

霍　伟 教　授 无人飞行器、航天器控制理论及应用（301） weihuo@buaa.edu.cn

贾英民 教　授 鲁棒控制、智能控制、跨尺度控制（301） jia5198@126.com

李　妮 教　授 多学科虚拟样机 , 虚拟 / 增强 / 混合现实（308） lini@buaa.edu.cn

李　阳 教　授 模式识别、机器学习（301） liyang@buaa.edu.cn

刘金琨 教　授 智能控制、滑模控制 （301） ljk@buaa.edu.cn

吕金虎 教　授 群体智能，系统理论，网络与大数据（305） lvjinhu@buaa.edu.cn

马保离 教　授 非线性系统控制、机器人控制（301） mabaoli@buaa.edu.cn

任　章 教　授 飞行器导航制导控制系统设计及群体智能研究（305） renzhang@buaa.edu.cn

陶　飞 教　授 数字孪生技术与应用（308） ftao@buaa.edu.cn

王　青 教　授 飞行器智能控制，精确制导，控制系统故障诊断（305） wangqing@buaa.edu.cn

王　勇 研究员 飞行控制理论与工程，高适应性飞行控制（305） wy_buaa@sina.com

王宏伦 研究员 无人机智能自主控制，高超飞行器制导与控制（305） hl_wang_2002@126.com

王卫红 教　授 先进飞行控制，机器人控制（305） wwh2005@buaa.edu.cn

王养柱 研究员 智能感知与导航，无人机智能控制（305） wyz_buaa@sohu.com

王英勋 研究员 无人系统总体设计，智能自主导航控制（305） wangyx@buaa.edu.cn

吴淮宁 教　授 鲁棒、容错、智能控制（301） whn@buaa.edu.cn

吴云洁 教　授 飞行器制导控制，智能识别（305） wyjmip@buaa.edu.cn

余　翔 研究员 安全飞行控制（301） yanpeng@buaa.edu.cn

袁海文 教　授 现代前沿检测技术研究，先进自动化装置研制（302） yhw@buaa.edu.cn

张　霖 教　授 智能制造与建模仿真（308） johnlin9999@163.com   

赵　龙 教　授 融合导航室内外定位、视觉导航、无人机导航（301） zhanghai@buaa.edu.cn

郑　红 教　授 信号处理（301） julyanna@vip.sina.com

郑　征 教　授 无人机智能系统测试，机载软件大数据分析（305） zhengz@buaa.edu.cn

周　锐 教　授 自主控制、任务规划，协同控制与制导、智能决策（305） zhr@buaa.edu.cn

孟德元 * 副教授 迭代学习控制 , 多智能体系统和观点动力学（301） dymeng23@126.com

宋　晓 副教授 工业互联网 , 智能化知识图谱（308） songxiao@buaa.edu.cn

王　磊 副教授 复杂网络，数据驱动建模、分析与控制（301） lwang@buaa.edu.cn

王　薇 副教授 信息物理系统安全控制（301） w.wang@buaa.edu.cn

张　海 副教授 线性、非线性自适应 Kalman 滤波理论 , 惯性导航（301） xiangyu_buaa@buaa.edu.cn

诸　兵 副教授 模型预测控制，无人机控制（301） flylong@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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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学院部分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录

◎  自动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名录

学科 博导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

程）

蔡茂林 教　授 气动系统精密检测，智能控制（303） caimaolin@buaa.edu.cn

焦宗夏 教　授 航空电液伺服控制，多电飞机机载机电系统（303） zxjiao@buaa.edu.cn

李运华 教　授 液压与机电控制，网络控制，运动体机械智能化（303） yhli@buaa.edu.cn

裴忠才 教　授 机电控制与机器人技术（303） peizc@buaa.edu.cn

王　亮 教　授 机电系统与机器人技术，人机控制与辅助操纵（303） wangliang@buaa.edu.cn

王少萍 教　授 机电控制，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大数据精准医疗（303） shaopingwang@vip.sina.com

严　亮 教　授 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装配，高性能电磁驱动（303） lyan1991@gmail.com

电气工程 
（电机与电气）

郭　宏 教　授 特种电机及其驱动控制，电机稳健设计理论与方法（304） guohong@buaa.edu.cn 

马齐爽 教　授 电机控制，电磁场分析，电气系统电磁兼容（304） qsma304@buaa.edu.cn

武建文 教　授 电器及其智能控制，开关电弧理论（304） wujianwen@vip.sina.com

学科 硕导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控制科学与工
程

富　立 教　授 导航与控制，拟人智能，自动化安全（306） fuli@buaa.edu.cn

杨　波 教　授 传感网络与信息融合（302） boyang@buaa.edu.cn

蔡志浩 副教授 无人机智能导航与控制（305） caizhihao@buaa.edu.cn

陈胜功 副教授 实时控制系统及应用（305） shanechen62@163.com

董希旺 副教授 无人集群系统协同控制（305） xwdong@buaa.edu.cn

董卓宁 副研究员 协同控制与智能决策（305） dongzhuoning@buaa.edu.cn

郭玉柱 副教授 智能信息处理与临床疾病辅助诊断（301） yuzhuguo@buaa.edu.cn

扈宏杰 副教授 导航制导与控制 + 工控（305） hhj@buaa.edu.cn

江加和 副教授 飞行控制与制导（305） jiangjiahe@buaa.edu.cn

蒋　宏 副教授 导航技术（306） jianghong2006@buaa.edu.cn

雷小永 副教授 虚拟现实，飞行仿真（305） buaaleixy@163.com

李宝安 副教授 无人机测控技术（302） superlba@163.com

李大伟 副教授 无人机设计，飞控设计（305） david@buaa.edu.cn

李文玲 副教授 多源信息融合，多目标跟踪（301） lwlmath@buaa.edu.cn

刘　丽 副教授 系统建模与仿真（308） liuli@buaa.edu.cn

刘　杨 副教授 多智能系统，鲁棒控制（301） ylbuaa@163.com

刘正华 副教授 运动控制，控制制导一体化（305） lzh@buaa.edu.cn

秦曾昌 副教授 机器学习（301） zcqin@buaa.edu.cn

全　权 副教授 无人机可靠飞行控制（305） qq_buaa@buaa.edu.cn

任　磊 副教授 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308） renlei@buaa.edu.cn

宋　华 副教授 故障诊断，容错控制（301） songhua@buaa.edu.cn 

苏善伟 副教授 无人机飞行控制（305） sushanwei@buaa.edu.cn

铁　林 副教授 非线性控制理论与应用（305） tielin@buaa.edu.cn

万九卿 副教授 先进视觉检测与感知（302） wanjiuqing@buaa.edu.cn

注 1：* 长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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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硕导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控制科学与工
程

王　岩 副教授 视觉 SLAM, 健康状态分析（301） w-yan@buaa.edu.cn

王江云 副教授 飞行仿真及环境仿真（308） wangjiangyun@buaa.edu.cn

王玲玲 副教授 自主导航与机器人控制（306） Wangling0908@buaa.edu.cn

王秋生 副教授 深度学习，图像处理（306） wangqiusheng@buaa.edu.cn

王艳东 副教授 飞行器控制，制导与仿真（301） yandongw@buaa.edu.cn

魏　晨 副教授 多智能体，非线性，模糊（305） weichen@buaa.edu.cn

吴　江 副教授 智能控制决策，自主协调（305） wujiang@buaa.edu.cn

奚知宇 副教授 网络控制系统理论（305） z.xi@buaa.edu.cn

夏　洁 副教授 飞行控制与任务规划（305） xiaj@buaa.edu.cn

肖　瑾 副教授 机器视觉，无人机集群（307） xiaojin@buaa.edu.cn

闫　蓓 副教授 视线追踪，无损检测（302） yanbei@buaa.edu.cn

杨　静 副教授 多源融合导航与智能决策（301） jing.yang@buaa.edu.cn

杨凌宇 副教授 综合飞控，容错，室内定位（305） yanglingyu@buaa.edu.cn

于劲松 副教授 智能测试，诊断预测（302） yujs@buaa.edu.cn

袁　梅 副教授 智能感知，信息处理（302） yuanm@buaa.edu.cn

袁海斌 副教授 网络化测控，大数据与智能信息处理（307） yuanhb@buaa.edu.cn

张宝昌 * 副教授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301） bczhang@buaa.edu.cn

张国峰 副教授 鲁棒飞控，飞行模拟器（305） gfzhang@buaa.edu.cn

张庆振 副教授 先进飞行器制导与控制（305） zhangqz@buaa.edu.cn

郑建英 副教授 多自主系统（301） zjying@buaa.edu.cn

左宗玉 副教授 非线性控制，自适应控制（301） zzybobby@buaa.edu.cn

崔　勇 讲　师 物联网，电磁环境，检测技术（306） cuiyong@buaa.edu.cn

邓亦敏 讲　师 智能感知与自主控制（305） ymdeng@buaa.edu.cn

高占宝 讲　师 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302） gaozhanbao@buaa.edu.cn

赖李媛君 讲　师 制造系统建模，仿真优化（308） lailiyuanjun@buaa.edu.cn

李明星 讲　师 无人车控制，鲁棒控制（301） lmx196@126.com

李清东 讲　师 导航制导控制系统设计（305） liqingdong@buaa.edu.cn

梁　旭 讲　师 无人机测控技术（302） atephm@163.com

林　新 讲　师 系统仿真技术与应用（306） lx@buaa.edu.cn

刘克新 讲　师 协同控制（305） kxliu@buaa.edu.cn

刘颖异 讲　师 虚拟仿真，检测技术（302） liuyingyi@buaa.edu.cn

吕建勋 讲　师 数据处理与智能检测（302） lvjianxun@buaa.edu.cn

马耀飞 讲　师 智能行为建模仿真（308） mayaofeibuaa@163.com

彭朝琴 讲　师 图像处理，智能检测（302） pengzhaoqin@buaa.edu.cn

乔建忠 讲　师 飞行器导航，制导与控制（301） qiaojianzhong83@163.com

沈晓蓉 讲　师 多源组合导航，惯性导航（301） sarah_shen@buaa.edu.cn

唐荻音 讲　师 传感器数据挖掘与建模（302） tangdiyin@buaa.edu.cn

王　田 讲　师 人工智能，模式识别（301） wangtian@buaa.edu.cn

王陈亮 讲　师 自适应控制，容错控制（301） wangcl@buaa.edu.cn

徐　萍 讲　师 电机控制，电气系统电磁兼容，可靠性（307） xu_ping@buaa.edu.cn

◎  自动化学院部分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录



09 / 10

注 1：* 长聘副教授

学科 硕导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控制科学与工
程

殷蓓蓓 讲　师 飞控软件可靠性与测试（305） yinbeibei@buaa.edu.cn

岳昊嵩 讲　师 人工智能，机器人视觉（307） yuehaosong@buaa.edu.cn

张　蓓 讲　师 纳米传感，图像处理（302） Bei.zhang@buaa.edu.cn

张　晶 讲　师 先进综合飞行控制（305） jijizhj1982@163.com

张　霄 讲　师 飞行器导航，制导与控制（301） sean@buaa.edu.cn

张　臻 讲　师 智能结构动力学与控制（301） zhangzhen@buaa.edu.cn

赵　江 讲　师 无人机自主控制与决策（305） jzhao@buaa.edu.cn

赵永嘉 讲　师 虚拟现实，飞行仿真（305） zhaoyongjia@buaa.edu.cn

郑泽伟 讲　师 航空航天与运动体控制（301） zeweizheng@buaa.edu.cn

机械工程

于黎明 教　授 人机闭环飞操系统研究，新型飞控 / 执行系统研究（303） yuliming@buaa.edu.cn

高元楼 副教授 复杂机电系统集成技术，智能机器（303） gaoyuanlou@263.net

刘永光 * 副教授 机载机电设备，智能机电装备（303） lyg@buaa.edu.cn

马鹏举 副教授 智能制造，NC 技术，航空工艺装备与工艺自动化（303） mapj@buaa.edu.cn

尚耀星 副教授 航空电液伺服控制，多电飞机机载机电系统（303） syx@buaa.edu.cn

石　健 副教授 机电系统健康服役，物理信息系统协同可靠性（303） shijian@buaa.edu.cn

石　岩 副教授 智能医疗技术及康复机器人（303） shiyan@buaa.edu.cn

唐志勇 副教授 机器人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视觉闭环控制（303） zyt_76@buaa.edu.cn

王兴坚 副教授 生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与控制，智能仿生机器人（303） wangxj@buaa.edu.cn

杨丽曼 副教授 网络控制，分布式智能系统与人机融合技术（303） ylm@buaa.edu.cn

沈东凯 讲　师 伺服控制，机电一体化，智能控制（303） shendk @vip.sina.com

吴　帅 讲　师 智能液压伺服元件与电液伺服系统控制（303） ws@buaa.edu.cn

徐远志 讲　师 液压系统流体振动（303） yz.xu@buaa.edu.cn

许未晴 讲　师 新能源的热物理储能（303） weiqing.xu@buaa.edu.cn

张　超 讲　师 机电产品可靠性，性能退化与寿命预测（303） cz@buaa.edu.cn

电气工程

肖春燕 教　授 无线电能传输，无损检测，电磁兼容（304） 13671237569

丁晓峰 副教授 空天特种电机及其驱动（304） dingxiaofeng@buaa.edu.cn

刘钰山 副教授 新能源及新型发电技术（304） yushan_liu@buaa.edu.cn

石景坡 副教授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304） 13801027524

王　永 副教授 电源变换 航空电源 智能配电（304） wangyong@buaa.edu.cn

王莉娜 * 副教授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304） 13522773516

王自强 副教授 特种电机及其控制系统（304） 13651041950

吴　静 副教授 高压电网电磁环境研究、电磁无损检测研究（304） wujing06@buaa.edu.cn

张秦岭 副教授 无人机，配电，智能控制（304） zhangqinling@buaa.edu.cn

陈兴乐 讲　师 电磁场分析，电磁检测（304） chenxingle@buaa.edu.cn

钱　浩 讲　师 特种电机及其驱动控制（304） qianhao@buaa.edu.cn

徐金全 讲　师 特种电机设计与驱动控制（304） xujinquan@buaa.edu.cn

◎  自动化学院部分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录

注 2：学院博导、硕导名录可能会有变化，以实际招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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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院每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约 250 人、博士研究生约 60 人，推免生
生源和统考生录取分数均居全校前列前茅，
出国留学联合培养人数居全校之首，研究
生一次就业超过 99%。

2017 年起，学院实施博士申请考核制。
2019 年博士申请考核制工作方案参考学院
网 站 http://dept3.buaa.edu.cn/info/1069/9839.
htm）。

2019 年起，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按
一级学科招生与培养。学院下设 3 个一级
学科，分别为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
和机械工程，具体招生方向详见学院导师
名录。报考同一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复试笔试全院统一进行，复试面试按
个人志愿和研究方向分组进行。

在 2019 版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已获得推免资格的本科生可参加我院认定
的研究生竞赛，若获奖可替代培养方案中
的专业实践必修学分要求；或提前选修培
养方案中要求的基础及学科理论课程学分
可认定为研究生阶段的必修课程学分。

从 2020 年起，北航将对专业硕士学位
进行改革，更多消息请关注学校和学院网
站通知。

研究生招生与培养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
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
        2、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高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3、研究生院高校的学生，要求前三学年成绩在学院本专业年级排名前 10%；211 高校（不   含
研究生院高校）的学生，要求前三学年成绩在学院本专业年级排名前 5%；其他高校的本科前三学
年综合成绩在学院年级排名前 3% 且排名第一。有学术论文发表、获得专利、学科竞赛、科技活动
等获奖者综合成绩排名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同意可适当放宽。
        4、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专业基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5、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学术不端以及其他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6、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收学历研究生体检工作标准》的体检要求。

2019 年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推免研究生申请条件
（2020 年接收推免研究生工作办法详见 2019 年 9 月初学院网站通知）



　　为加强研究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全面提高研究生综
合素质，学校（含学院）设有层次分明、
指向清晰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部分）

名称 奖助对象及名额设置

奖
学
金

国家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2 万 / 人）、博士研究生（3 万 / 人）。

学业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20% 一等奖学金，奖金 7500 元 / 人；60% 二
等奖学金，奖金 5000 元 / 人）、博士研究生（所有一年级
新生 1.3 万元 / 人，二年级及其以上：20% 一等奖学金，金
额 1.5 万元 / 人；80% 二等奖学金，金额 1.25 万元 / 人）。

校长奖学金

面向研究生和研究生集体，设有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奖
学金、研究生十佳奖学金、优秀研究生海外游学与实践奖学
金、研究生科技竞赛奖学金、优秀研究生辅导员奖学金、优
秀研究生社会公益奖学金、先进研究生群体奖学金等奖项。

博士生卓越学术基金 博士研究生（奖金 3 或 4 万元 / 项）。

研究生创新实践基金 硕士研究生、直博生或已取得北航推免资格的本科生。

研究生发表优秀学术论文
奖励基金

面向在读研究生或近两年内取得学位的研究生，设有“十佳
学术论文奖”、年度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奖”两类。

社会奖学金

光华奖学金、CASC 奖学金、三星奖学金、西飞奖学金、飞
行试验奖学金、空中客车奖学金、SMC 奖学金、中航技奖学
金、航天科工奖学金、中航一飞院奖学金、成飞奖学金等，
按设奖协议和办法执行。

学院优秀生源奖学金
特别优秀本科毕业生就读自动化学院硕士，一次性奖金 1 万
元 / 人。

助
学
金

基本助学金
硕士研究生（每人每月 750 元）、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
1950 元）。

“三助”
津贴

助研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由导师发放。

助管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按需设立。

助教 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按需设立。

其
他

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 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资助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荣誉称号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航优秀毕业生、北航优秀研究生（研
究生数 10%）、北航优秀研究生党员（100 名 / 年）等。

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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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源于建校初期的飞机仪表与自动器专业，并先后

融入控制理论教研室、北航第七研究室等单位，曾先后负

责“惯性技术及导航设备”、“精密仪器及机械”两个国

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与自动控制

专家林士谔教授，北航“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创立

者著名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高为炳院士，以及知名学者

张洪钺教授，先后在不同时期领导了学科与组织建设工作。

目前，全系共有 42 名教师，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9 人；24 人为博士生指导教师。近年来获得各

级人才计划称号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4 人 ,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5 人，北航“卓越百人”人才计划 4 人等，

并获批 1 项教育部创新团队。

智能系统与控制工程系承担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控制、

导航和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课程的教学工作，《自动控制

原理》于 2006、2009 年先后被评为国家精品课与国家双语

教学示范课，《线性系统理论》2009 年被评为“北航研究

生优质课程”。2013 年 《线性系统》获批“来华留学英语

授课品牌课程”。 

教学工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北京市教

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北航教学成果奖 9 项，获评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 1 篇。

已建立“智能感知与控制一体化技术”北京市国际合

作基地、系统与控制实验室、国家卫星导航工程中心组合

导航实验室、导航与控制实验室、211 建设先进惯性技术与

器件实验室等一批高水平专业实验室。

近 5 年，承担国家 973 子课题 4 项、863 子课题 8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0 余项（含重点项目 3 项、仪器专项 2

项）、其它纵向及横向课题 80 余项，申请发明专利 200 余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会议发表论文年均 200 余篇（近两年 SCI

索引年均已经达到 110 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发明二等奖 1 项 , 省部级一

等奖 1 项，省部级二等奖 5 项。

智能系统与控制工程系

·招生方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约 45 人

博士研究生约 17 人。

模式识别：

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约 15 人

博士研究生约 6 人。

智能系统与控制工程系承担着

我校“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中“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和“模

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两个国家重点

二级学科建设，受到国家 211 工程、

985 工程、国防主干学科、北京市

重点学科等建设计划资助。

注：研究生、博士生实际招生人数将根据
学校和学院招生政策和指标分配情况确定
（下同）。



检测与自动化工程系现有研究生导师 18 人，所有在

职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包括国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

多数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进修经历。目前支部书记为袁梅

副教授、系主任袁海文教授、副主任杨波教授（本科教学）、

于劲松副教授（研究生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系里

其他教师包括：吕俊芳教授、叶卫东副教授、闫蓓副教授、

万九卿副教授、李宝安副教授、彭朝琴博士、高占宝博士、

刘颖异博士、梁旭博士、张蓓博士、唐荻音博士、吕建

勋博士、刘浩博士等。

检测技术及自动化装置专业可追溯到建校伊始的飞

机仪表与自动器等相关专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北航建

校元勋黄俊钦教授创立了测试系统动力学理论，享誉国

际测试界。测试领域著名学者李行善教授主编了国内首

部自动测试系统集成专著，推动了国内通用测试系统的

蓬勃发展。

检测与自动化工程系科研和教学工作在鲜明的航空

航天特色基础上，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背景。承担测试

系统动力学、先进检测技术、测试信息处理、测试误差

理论、自动测试系统等课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先进视

觉感知与目标跟踪、特高压电磁环境监测、复杂结构健

康监测、微纳测量、光电检测与图像识别、生物信息处理、

无线传感器网络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先进测试系统开

发、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等领域具有优势和特色。近五

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

重点实验室基金、装备预研共性技术基金、航空 / 航天

基金、博士点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纵向课

题 50 余项，承担航空航天、国防、电力、交通、医疗等

行业先进检测技术合作课题 200 余项，年科研经费超过

1500 万元，获得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20 余项，发表 SCI/

EI 检索论文 200 余篇。相关成果已在先进战机、大型商

用飞机、无人机、空间站、运载火箭、卫星、跨大气层

飞行器、特高压输变电等国家重点型号任务科研中得以

应用。

检测与自动化工程系

·招生方向

嵌入式系统与测控网络、智能信息感

知与处理、虚拟仪器与自动测试系统、

先进检测技术、复杂系统故障诊断与

预测、智能机器人、无线传感器网络

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招生人数

硕士研究生 25 人左右 / 年 、博士研究

生 3 人 / 年、外国留学硕（博）研究生

2-4 人 / 年

·国际交流

与德国DAAD建立长期学生交流项目，

已资助累计超过 20 名硕士研究生赴德

国交流学习。每年资助 10 名以上硕士

研究生赴境外短期交流或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研究生就业方向

检测系研究生普遍具备坚实的理论基

础和强大的工程应用背景、计算机开

发能力突出，多数毕业生进入航空航

天、国防、通信、互联网、金融、电力、

自动化、交通等研究机构、知名国企、

外资与互联网企业工作，部分赴国外

知名高校深造。历年来毕业生就业及

薪资均为自动化学院最好的专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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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与自动化工程系依托检测技术及自动化装置二

级学科于 2004 年组建，2007 年检测技术及自动装置学

科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2008 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目

前为国内 A+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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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系成立于 1960 年，1981 年被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为硕士点，1986 年

批准为博士点，同年“流体传动及控制实验室”

被批准为航空工业部开放实验室， 2000 年更名

为“机械电子工程系”，2002 年被评为国防科

工委重点学科，2007 年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是

航空类院校最早设立的具有航空航天特色的学

科。主要从事复杂电液系统与装备、新概念飞

行器设计与控制、飞行器容错控制与可靠性、

智能装备与特种机器人、气动节能与检测等方

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面向国防与国民经济两

个主战场。在飞机功能系统设计与容错控制、

综合仿真试验、健康管理与可靠性等技术领域

具有明显优势。历任系主任是王占林教授、裘

丽华教授、李沛琼教授、焦宗夏教授、王少萍

教授和刘永光副教授。 

机械电子工程系负责建设机械电子工程二

级学科，目前师资队伍强大，有长江特聘教授 3

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国防卓青 1 人、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 人，共有教授（博

士导师）8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5 人。获得国

家 973、国防 973、国家 863、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国防重点预研攻关、国家重点型号、

国际合作等大量科研项目资助，年均科研经费

3000 万左右。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另外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多项。申请发明专利 200 余项，SCI 收录

300 余篇。出版教材与专著 20 多本。相关成果

已成功应用于战机、跨大气层飞行器、无人机、

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多种重点型号中，为

重点型号的高质量、高效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机械电子工程系

·招生方向

复杂电液系统与装备、新概念飞行器设计与控

制、飞行器容错控制与可靠性、智能装备与特

种机器人、气动节能与检测。

·招生人数

博士研究生 10 人左右 / 年

硕士研究生 40 人左右 / 年

·国际交流

长期与国际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科

研合作（与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的暑期学校项

目），并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和台湾成功大

学建立了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每年资助研究

生赴境外短期学习及参加国际会议。

·研究生就业方向

研究生毕业后主要在航空航天院所、高校、大

型知名国企、民企或外企就业，并有部分学生

出国深造。



电气工程系是我国航空航天领域培养电气信

息类人才的重要教学、研究单位。

该学科始建于 1953 年，1981 年获全国首批

硕士学位授予权，具有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及博士后流动站。通过“高新工程”、

“985 工程”、“211 工程”、“国防特色专业”、

“工信部实验室建设专项”等项目的投入，先后

建成了电磁场理论及其应用、电力电子与电机系

统、电力电子技术、航空电源系统、分布式发电

与微电网等专业实验室和电气综合实验研究中心，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部分方向位居全国

前列。

近十年来，电气工程系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

研项目和重大国防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973 项目、863 项目、国防基础科研项目、

国防科研项目等。在高可靠 / 高性能特种电机系统、

飞行器智能配电、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特

高压电网电磁环境发电、无线能量传输、电磁无

损检测、宽禁带功率器件应用、机载电气系统设

计 / 验证 / 评估理论与方法等领域进行深入的科学

研究，部分技术已在工程中得到应用，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多项。

电气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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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方向

电磁场理论及其应用、特种电机及其控制、

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电气系统测

试与仿真、无线电能传输、电力线谐波与电

离层相互作用、电磁无损检测、智能电网及

能源互联网、新能源发电、智能电器。

·招生人数

博士研究生 4 人左右 / 年

硕士研究生 25 人左右 / 年

·研究生就业方向

中国航空工业、中国航天科技、中国航天科

工等军工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通用电

气、西门子、ABB、华为等知名企业及国内

外一流大学任职或攻读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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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承担着导航、制导与控制专业的教学

与科研任务。

本学科以下一代战斗机、大型民机、无人

作战飞机、导弹及近空间飞行器为研究背景，

在飞行器控制、决策与管理技术、先进仿真技术、

导航与精确制导技术、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智能控制与复杂系统控制五个研究方向上具有

国内一流水平。

建有“飞行器控制一体化技术”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拥有机载平台分布仿真环境、无人

机系统编队飞行与协调控制仿真环境和“精确

制导中心”，具有飞控系统设计、非实时仿真、

全数字实时仿真、半物理仿真、人在环半物理

仿真、虚拟样机构造、控制软件工程化和无人

系统仿真验证的一流研究条件。

本系现有长江学者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 2 人，“万人计划”入选者 1 人，新

世纪优秀人才 2 人，教授 13 人（另含 3 名无人

机所教授）、副教授 13 人（另含 3 名无人机所

副教授），中青年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

近 5 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00

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80 余项，出版教材 6

部，承担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装备预研基金、航空科学基金、

航空基础科研项目等 200 余项，获得省部级二

等奖以上奖励 5 项。

自动控制系

·招生方向
飞行器控制、决策与管 理技术

先进仿真技术、导航与精确制导技术

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智能控制

复杂系统控制

·招生人数
硕士研究生 60 人左右 / 年

博士研究生 16 人左右 / 年



自动化与电气教学研究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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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与电气教学研究实验中心 2014

年以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所属的二级

学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为依托组建。

自动化与电气教学研究实验中心为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名称：机械

与控制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目

前 306 有教师 16 人，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

讲师 10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7 人。

自动化与电气教学研究实验中心已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留

学基金等各类纵向基础科研课题 20 余项，

并面向航空航天、电力、交通、军事等科

研院所企业合作开展多项前沿工程课题。

此外，与全球最大的自动化信息企业 - 美

国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联合投资 3000 余万

的实验设备，建设了 4 个凸显智能制造特

色的分布式智能化网络化校企联合开放实

验室，为培养研究生解决复杂工程能力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平台。

·招生方向

智能系统

自动化安全

智能感知

信号处理

·招生人数

硕士研究生 8 人左右 / 年

·国际交流

依托北航 - 罗克韦尔联合实验室，中心已与国外

多所著名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研究生就业方向

多数毕业研究生在航空航天、自动化、互联网、

通信等国内外知名研究所和企业就业，部分同学

出国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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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研究生招生专业为

依托于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

下属二级学科“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该

中心目前有 12 名导师可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

具有多个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有：

机器人的智能检测和智能运动控制、机器人

视觉、自主移动机器人控制、仿生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高精密运动机械设计与控制、

柔性机构设计与控制、纳米装备制造、可重

构与自重构机器人、嵌入式系统应用研究及

开发、先进伺服和数控技术开发、计算机测

控技术等。

面向航空航天飞行器及电力系统中电力计量

设备、高压电气设备和输变电设备，从飞行

器仿真、地面测试设备和智能电网电气设备

在线监测的应用入手，旨在解决高精度快速

测试、电能计量装置的智能化网络化和信息

通讯问题，重点研究：高可用可靠性优化测

试技术和高压电气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技术，飞行器基于模型的仿真技术和集成测

试技术。

检测技术及自动化装置。致力于空空弹自动

测试与仿真技术的研究工作，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分布式测试技术、故障诊断算法、大

规模信号切换技术、高速信号长线传输技术、

实时系统仿真。

网络化测控与智能信息处理；系统状态监测、

可靠性分析、健康管理与故障诊断、预测理

论及其工程应用；嵌入式、自动化检测装置

与计算机应用技术。

精密激光测距、图像处理、自动测试。

网络仪器仪表、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充电

传感器网络。

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

·招生方向

智能仪器与智能机器人

嵌入式系统和测控网络

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健康管理。

·招生人数

硕士研究生 15 人左右 / 年

博士研究生 2 人左右 / 年



系统仿真与智慧制造系是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控制科学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

家 211 工程、985 工程等学科建设计划资助，承

建“导航、制导与控制”与“建模仿真理论与技术”

两个二级学科。

系统仿真与智慧制造系源于北航三研，是

我国最早开展先进分布仿真系统及技术研究的

单位之一，建设有“先进仿真技术航空科技重

点实验室”，是我国首台军用飞行模拟器（歼

六飞行模拟器）和首台民用飞行模拟器（运七－

100 飞行模拟器）的主要承研单位，同时也是“复

杂产品先进制造系统”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

挂靠单位，是“仿真产业联盟”的理事单位。

目前我系是国内技术水平高、综合能力强

的建模与仿真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关键技术

攻关和人才培养基地，涵盖系统仿真和智慧制

造两大研究方向及其交叉融合。系统仿真方向

包括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支撑平台技术、虚拟

现实 / 增强现实 / 混合现实技术、智能建模与仿

真技术、综合自然环境建模与仿真技术、多功

能飞行模拟器、复杂产品虚拟样机协同建模 / 仿

真平台等。智慧制造方向包括云制造、新型智

能优化方法、制造服务技术、智能制造系统建

模仿真、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信息物理系统

（CPS）与数字孪生、制造物联与工业互联网等。

我系牵头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装备预研、国防基础科研等，

其中千万级以上国家重大项目多项。我系还与

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

立了密切的联系。

我系不仅有一批理论水平高、工程实践经

验丰富的学术带头人，还有一批中青年技术骨

干队伍，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国际建模

仿真学会会士 1 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 国家

优青 1 名，教授 5 名，香江学者 1 名，副教授 5

名，讲师 2 名。

系统仿真与智慧制造系

·招生方向

计算机仿真与虚拟现实

复杂系统架构与智能制造

智能建模与仿真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数字孪生及应用

·招生人数

硕士研究生 20 人左右 / 年

博士研究生 5 人左右 / 年

·研究生就业方向

研究生主要在航空航天等科研院所，大型知名企业、

互联网公司，国内外知名高校就业，并有部分学生出

国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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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网址：http:// dept3.buaa.edu.cn 

学院（本）公众号：meetsasee

学院（研）公众号（九月启用）：BuaaSasee_3

学院研究生会公众号：BUAA_SASE

北航研招办公众号：buaayzb

欢迎报考北航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100191

地址：北航新主楼 E 座 806 房间

电话：010-82338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