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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计划：重庆英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首批）、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

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企业科技特派员（首

批），中国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者（第五届），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研究国

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特聘专家。

学术兼职：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高级会员，重庆市电

子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实验技术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光学和光子

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光纤传感分技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并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协作委员，重庆市光学学会理事，重庆市产学研合作

促进会副理事长，重庆市电子行业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重庆市传感器产业联盟

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通讯评审专家，《通信学报》、《光学精

密工程》杂志社特聘审稿专家，《半导体光电》、《压电与声光》、《激光杂志》杂志

编委。

科研获奖：获省部级二等奖2项（2018年度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第

1；获2015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第1）；获三等奖5项（2011年度重庆市科技

进步三等奖1项，第1；2009年度重庆市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第1；2009年度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发明奖三等奖1项，第1；2000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三等奖1项，第5；获2007

年度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学技术三等奖1项，第1）。

平台创立：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现代光电检测技术与仪器重庆

市高校重点实验室、智能光纤感知技术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科普基地（物

理与探索科普基地），并担任主任；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与控制国际

合作联合实验室[智能控制] （中方负责人）。

团队创立：重庆市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现代光电检测技术与传感”带头人

学科创建：“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光学工程领域”硕士点

创立者，并担任硕士点带头人；带领“信息与通信工程”获得“十二五、十三五”重庆

市重点（一流）学科。



科研教研项目：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项（50876120 、51276209），主持省部级

科研项目30余项；其中，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各1项，主持重庆市 “企

业科技特派员——百人计划行动” 首批科技特派员项目1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2项、

实用新型专利10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被国际三大检索收录共计100余篇次，

出版专著4部、教材3部。

专业建设：2009年获批重庆市级特色专业（电子信息工程、负责人），2019年获批

重庆市一流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负责人之一），《计算机信息系统与接口技

术》获批2011年重庆市研究生优质课程（负责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2009年获批校级教学团队（带头人）。

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七、八届政协委

员。

人才培养：与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1人，重庆大学微电子与通信学院“信

息与通信工程” 联合培养博士生1人，培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45名，在读研

究生16人。同时，支撑了重庆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智能感知与传感技术”的

重点（一流）学科方向。

重庆大学微电子与通信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招收博士生招生目录



 

成果转化：近5年，通过产学研合作、专利成果转化、与企业建立联合研发中心、

校企合作实验室或研发基地等方式，产生直接经济效益7亿元（只计算获奖成果效

益），产生了较大的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重要学术活动及影响力：

(1) 赵明富教授获得首批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称号。 2019年11月10日，在2019

重庆英才大会闭幕式上，重庆英才计划第一批入选者获颁了证书，重庆理工大学电气与

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赵明富入选首批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2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

智能光纤感知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原创性成果，对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制造业、交

通运输业、智慧城市产业、智能感知等相关产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19年11月10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官方报道

重庆有英才｜智能光纤感知技术专家赵明富：苦干20年 取得大量成果

（2）2019年7月15日，应邀参加第三届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会（ICFTI2019），并

做大会主旨报告：《人工智能等级标准与智能产业发展》，首次发表我的独特观点。

2019年7月16日《重庆日报》以：“促进产学研合作  院士专家宁智聚力”为标题进行

了新闻报道；较大篇幅引述了我的观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出台等级标准”、

“人工智能是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智

能感知技术密不可分”、“人工智能的‘寒武纪’正在爆发”、“未来，人工智能感知水

平的高低，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议将人工智能可分为

AI 0-AI 7八个等级”。

 

2019年7月16日《重庆日报》：促进产学研合作  院士专家宁智聚力



 

（3）应《科技日报》邀请，《科技日报》记者对我进行了独家深度采访；《科技

日报》于2019年8月12日以：“智能感知深度发展需要等级标准开路” 为标题，发表了

独家采访文章；引述了我的观点：“智能感知技术作用日显突出”、“未来感知技术将

成为智能产品市场应用的前提和基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是‘大数据’，‘大

数据’的基础是‘智能感知’；感知技术是获取动态新数据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是我国

的技术瓶颈所在”、“‘智能感知技术’将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中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发展亟待等级标准”和“智能感知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和‘寒武纪爆

发’的前提和基础”等观点。

2019年8月12日《科技日报》：智能感知深度发展需要等级标准开路

 



2018年10月20日，在重庆维也纳国际酒店，赵明富主持召开了《第十四届全国塑料

光纤、聚合物光子学会年会》，并担任大会共主席，做大会报告：《塑料光纤传感器研

究及应用》

 

u 本人研究领域与方向（智能感知）

光纤生物化学传感理论及应用、智能光纤感知理论与技术、仿生多感知融合技术、

信息获取与处理、智能信息处理。

 

u 主要学术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创新性工作：致力于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技术领域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的“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贯通的研究工作。着力揭示传统宏观/介观/微观尺度下，光纤

波导结构与新材料结合后所具有的光学规律和光学特征，并尝试将这些新现象或新规律

应用于“光纤生物化学传感理论及应用、新型光电功能材料与敏感器件、特殊光电检测

技术及仪器、智能光纤感知技术”中，从而为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技术领域提供新型关

键器件及系统。涉及“智能光纤感知技术”的仿生感知，例如：视、听、味、嗅、触、

环境体感、振动体感的感知新原理、新方法与新器件；研究领域并涵盖计算机视觉图像

处理、生物医学成像等方面的研究，向仿生多感知融合技术及开发方向。致力于形成

“顶天立地”的从“基础+应用+工程研发”贯通的创新体系。

科学价值：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在光纤生物化学传感、智能光纤感知技术等

方面形成了原创性的创新优势。提出并建立了一种生物化学过程的生（生物量）-化

（化学量）-物（物理量）信息多维度智能感知、信息获取（参数测量）的新方法和理

论，从认识论的层面去探索了新的测量方法和手段，相关方法和技术与工业物联网、云

计算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已在车用空调无位置传感直流无刷电机（风



机）系统（获2015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机电提升系统（含电梯）（已申报

2019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基础结构设施的生-化-物信息多维度智能感知系统

（2018年度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车用铅酸蓄电池容量在线检测传感系统

（2009年度重庆市技术发明三等奖）中广泛应用。其原创性成果和转化的工程技术对电

子信息产业、智能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智慧城市产业、智能感知等相关产业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同时，在光纤生物/化学/医学传感，以及光谱水质智能监测领域取得了重要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产品开发成果。

取得成果：主持国家自然基金2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30 余项，获省部级科技奖二

等奖2 项、三等奖5 项（第一）；获发明专利12项（第一），发表论文200 余篇（三大

检索100 余篇），出版专著4 部；近五年，赵明富本人该部分研究成果发表的SCI 学术

论文14 篇（JCR-I 区TOP 期刊5 篇，JCR-II 区5 篇，引用次数200 多次）；其中，赵明

富作为第一（或通信）作者的论文8 篇；学术造诣较高，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u 国际同领域所处的地位

近五年，赵明富及团队成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8 项（面上4 项）、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横向项目20 余项，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 多篇，其中SCI 论文50

余篇（中科院-I 区论文20篇，TOP 期刊论文36 篇，影响因子IF>8.0 的期刊论文5 篇，影

响因子5.0≤IF≤8.0 的期刊论文13 篇，ESI 高被引论文4 篇，热点论文1 篇），其成果

被他引500 余次（ 引用作者包括美国工程院院士Bruce E.Rittmann 教授、现代光化学

生物传感领域奠基人Otto S. Wolfbeis 教授、美国光学学会会士Ole Bang、

Bioresource Technology 执行主编Huu HaoNgo 教授、国际著名生物材料专家Carole

C. Perry 教授、教授等国际著名学者）；获授权发明专利15 件，公开发明专利20 件；

合作制定光纤传感方面的重庆市地方标准2 件（《光纤感温火灾监测系统设计、施工及

验收规范》、《光纤光栅结构安全监测系统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合作出版国际

英文著作2 部；获2018 年度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获2016 年度重庆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1 项。



带领的团队创建了具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工程产品研发”能力的创新

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产品研发的省部级科研平台。初步形成了“顶天立地”的“基
础+应用+工程研发”贯通的创新体系；汇聚了一支结构合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队伍；

赵明富及团队成员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基础研究水平跻身世界前

沿，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团队培养了一批青年英才学者，其“基础理

论研究”水平世界一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团队培养的青年英才学

者成长为省部级人才：罗彬彬（博士、教授，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重庆市学术技

术带头人后备人选）；钟年丙（博士、副教授，重庆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校级英

才，校级教学名师培养人选）；宋涛（博士、副教授，重庆市青年巴渝学者）；汤斌

（博士、副教授，校级英才）。

u 研究领域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自2017 年7月国家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来，人工智能热潮涌动，以

感知技术、芯片等核心电子元器件为代表的智能终端，及物联网、大数据的基础器件成

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迈向应用的基础，智能感知技术（传感技术、光纤传感技术）成为智

能产品市场应用的基础和前提。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重庆正大力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构建智能产业、智能

制造、智能应用“三位一体”全新发展格局。然而，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是“大数

据”， “大数据”的基础是“智能感知”；感知技术是获取动态新数据的关键核心技

术，也是我国的技术瓶颈所在。

在此背景下，赵明富及团队成员瞄准未来新一代人工智能感知技术的新需求（高端

需求），紧密围绕“深地、深海、深空”三深的未知探索国家战略，致力于突破光纤传

感灵敏度、空间分辨率、稳定性等关键核心问题，以及光纤生物、化学、物理量全方位

感知；依托已有的“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优势与沉淀，特别是在优势研究

方向“光纤生物化学传感理论及应用”已有的前沿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的积累与

沉淀，针对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面临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例如：① 基础理论+感
知技术环节薄弱；② 实现人工智能的基础与前提是全面感知外界周围环境；③ 具有环

境感知的自主智能系统难以实现；④ 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从传统的个人感知（听觉、

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向多维度感知、超人类能力感知方向延展的趋势，根据自

身条件，不断实现团队的小目标。重点开展：光纤生物化学传感理论及应用、智能感知

技术（智能光纤感知理论与技术、仿生多感知融合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从基

础理论研究，到应用技术研究，再到工程应用产品研发的全过程研究与研发，力争逐步



形成“顶天立地”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工程产品研发”的创新体系（简称：

“基础+应用+工程研发”）。 前期，在本人及团队成员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世界一流研究

成果，一批青年学者的基础研究水平跻身世界前沿，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的基础上；未来，将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促进“双一流”建设，支撑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因此，本人及团队成员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将对服务重庆

智能产业发展，有效推动地方产业转型、促进国防建设和技术升级；促进“信息与通信

工程”传统优势学科方向与新兴学科方向的深度融合，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以及在国

防科技等领域等方面都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提高我国、我市人工智能领域感知技术方

面的核心竞争力方面，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和重大意义。

u 人才培养

从教近30年来，始终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严谨治

学，启迪人生，亲力垂范“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培养了一批有一批的国内优秀的顶

尖专家。

（1）培养的优秀学生代表（本科、研究生）

1）李 锐（重庆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博

士、博士生导师，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二级教授、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博士

后；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

重庆市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本科

毕业于我校957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毕

业设计指导教师：赵明富；



 

2）雷建军（重庆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博士、硕士生导

师，韩国仁荷大学计算机信息工程专业博士毕业，加拿大渥

太华大学访问学者，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

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本科毕业于我校9673 计算机应用专业

（后并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本科设计指导老师：赵

明富

 

4）贾汝松（重庆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总部）知识产权部，知识产权高

级专家）；本科毕业于我校0172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赵明富；曾代表华为公

司参与，华为与摩托罗拉、三星，爱立信等公司

的专利谈判，负责过至少3起与国际巨头专利诉

讼的技术抗辩工作，3次获得总裁奖优秀个人奖，多次获得总裁奖优秀团队奖；

 

5）马毓昭（重庆理工大学本科毕业；上海交通大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国

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中心 副主任，中知厚德知识产权

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国家知识产权局 骨干人才、副研究员、优秀审

查员）；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i-SIPO投资运营及TICA孵化器运营模式创

新、“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华北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天津东丽区专利综合服务平台”和“华明镇知识产权特



色小镇”的筹划及建设工作。参与运营投资项目30余项

（上市公司1家）、规划建设磁敏产业知识产权示范园、参

与发起设立天津市首支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并参与管理多支

天使/创投基金。

 

6）郑万波（重庆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博士，昆明理工

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云南省千人计划青年人才，国

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国家注册

电气工程师（供配电）；创办：云南卫士盾科技有限公司

（天犰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科毕业于我校

017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赵明富；

 

7）王少飞（重庆理工大学本科、研究生毕

业；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毕业、世界知名公

司：日本发那科公司高级工程师）；本科毕业于

我校057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设计指导老

师：赵明富；2009级研究生，2012年毕业，重庆

理工大学与山口大学联合培养硕士，导师：赵明

富，获双硕士学位；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毕业；



 

8）娇雷子（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博

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级工

程师）；重庆理工大学08级研究生毕业，2011年

毕业，硕士导师：赵明富；所在团队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130万）/重点基

金（300万）/面上基金（76万，58万）/青年基

金（20万、22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100万）/重点项目（65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510万）、863及科技支撑等科研项目，经费累计3000多万元，成为

单位重点培养对象。

 

9）韩 汐（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博

士，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后）；重庆理工大

学10级研究生毕业，2013年毕业，硕士导师：赵

明富；从事光学类检测设备的研究与开发，目前

主要从事：固定污染源气态污染物光学类在线监

测设备及产品的开发；

 



 

10）罗 凯（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长沙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重庆理工大学07级研究生毕业，2010 年毕业，硕士导师：赵明富；作为牵

头人主持完成北京理工大学雷科防务专项项目（104万，装备发展部专项），长沙市军

民融合专项资金（100万）等，累计科研资金2450万；

 

11）周 斌（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毕

业；北京敏视达雷达有限公司（中国气象

局华云集团子公司）高级工程师）；重庆

理工大学08级研究生毕业，2011年毕业，

硕士导师：赵明富；目前主要从事：相关

设备界面程序及数据处理程序设计；参与

多次重大国家项目的保障（包括北京冬奥

会鸟巢与崇礼现场的天气保障，武汉军运

会天气风速实测保障，北京延庆世博会天

气保障等）；

 

12）黄德翼（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沙军民先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重庆理工大学08级研究生毕业，2011年毕业，硕士导师：赵明富；

2012-2018年就职于湖南海盾光纤传感实验室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职系统设计室主

任、工程技术部部长，负责各种应用场景的光纤水听器系统设计； 2018年至今，任长



沙军民先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

先后承担过海军装备部、国家发改委、

海军“十三五”预研、核高基等多项分

课题研究；负责研制各种应用场景的光

纤水听器声呐设备及海上试验任务；在

光纤传感领域取得了多项国防专利及实

用新型专利。工作期间获得“中国电子

青年岗位能手”等多项奖励。

13）李成成（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工程师）；重

庆理工大学14级研究生毕业，2018年毕业，硕士

导师：赵明富；参与申报并成功立项新品课题2

项、省科技攻关项目1项、省三重一创专项1项；

在2020年协助部门负责人完成安徽省光纤传感工

程实验室的验收；目前负责多个军品横向配套任

务，如：某海域布设水下全光纤周界安防系统；

 

（2）团队培养的青年英才

近30年来，积极培养青年教师，2009年创立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团队（校

级）”，2010年创立了“现代光电检测技术与传感”重庆市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带头

人），教学、科研团队培养了一批省部级人才队伍。



 

 

1）罗彬彬（博士、教授，硕士导师，重庆英才·青

年拔尖人才，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光纤传

感与光电检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与电子科大联合

培养的博士生）；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获得者，重庆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支持计划人选，中

国电子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第六届）称号、重庆市电子

学会“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第二届）称号、美国光学

学会会员、重庆电子学会理事、英国Aston大学光子技术

研究所访问学者、激光杂志编委。Opt. Lett.、Biosensor and Bioelectron.、

Photon. Sensors、光学学报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审稿人。现任"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重庆

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智能光纤感知技术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2）钟年丙（博士、副教授，硕士导师，重庆市优秀

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支持计划

人选，重庆理工大学青年英才，重庆理工大学教学名师培

养人选，现代光电检测技术与仪器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本科毕业于027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07级研究

生，2010年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于重庆大学；主持省部

级及其以上项目6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项；发表已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34篇

（SCI被引350余次），其中，IF>6.0 期刊论文15篇，中科院一区SCI论文15篇，ESI热

点论文1篇、ESI高被引论文1篇）；授权发明专利14件;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

1项（排名第四），重庆市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排名第四），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排名第三）



 

3）宋 涛（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青年巴

渝学者，中国电子学会会员，测试学会会员，现任智能光纤

感知技术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光纤传感与光电

检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专家，《振动与冲击》杂志评审专家；主编教材1部

《MATLAB大学教程》，获得2016年全国电子信息类优秀教材

评选二等奖；负责专业核心课程1门《微处理器与片上系

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重庆市科委基金项目1

项，重庆市教委项目1项，获得科研经费30余万。完成图像降噪，图像细节增强，图像

对比度增强，宽动态显示技术等横向项目4项，合计经费60余万元。2015年12月参加

“第一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工业机器人与机器视觉应用技术赛项并

获全国三等奖，2017年指导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重庆市一等奖。

 

4）汤 斌（工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理工

大学青年英才，智能光纤感知技术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

任）；中国电子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光谱法水质检测、农药

残留分析、环境光谱学分析、数字信号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曾先后主研或参研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军工专项、四川省科技攻关等项目。以第一作

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SCI收录2篇，EI

收录1篇。以第二、三、四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作为本项目申请

人，主要负责光谱法水质参数检测方案设计、水中悬浮物散射模型建立、光谱信息处理

算法的研究以及关键算法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u 团队成员



团队成员（13人，硕士导师9人）赵明富（教授、博导），罗彬彬（教授、硕

导），胡新宇（教授、硕导），黄丽雯（教

授、硕导）

钟年丙（副教授、硕导），汤 斌（副教授、硕导），宋 涛（副教授、硕导），

汪治华（副教授、硕导），石胜辉（博士、讲师、硕导）

吴德操（博士），蒋上海（博士），邹雪（讲师），全晓莉（副教授）

（2）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招生方向（全日制）

（重庆市“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学科）

01  光纤传感理论及应用

导师：赵明富（教授）、罗彬彬（教授）、钟年丙（副教授）、石胜辉（博士、讲

师）

02  智能感知技术

导师：赵明富（教授）、罗彬彬（教授）、钟年丙（副教授）、汤 斌（副教

授）、宋 涛（副教授）、石胜辉（博士、讲师）

03  特种（军民）光电检测技术及仪器

导师：赵明富（教授）、罗彬彬（教授）、钟年丙（副教授）、汤 斌（副教

授）、宋 涛（副教授）

04  信息获取与智能信息处理

导师：胡新宇（教授）、 黄丽雯（教授）、汤 斌（副教授）、宋 涛（副教

授）、汪治华（副教授）

06  低轨卫星通信与雷达技术

导师：赵明富（教授）、汤 斌（副教授）



（3）电子信息（0854）招生方向（全日制、非全日制）

01  智能感知技术及工程应用

导师：赵明富（教授）、罗彬彬（教授）、钟年丙（副教授）、汤 斌（副教

授）、宋 涛（副教授）、石胜辉（博士、讲师）

02  光电信息获取与数据处理

导师：胡新宇（教授）、 黄丽雯（教授）、汤 斌（副教授）、宋 涛（副教

授）、汪治华（副教授）

u 科研平台定位与使命

（1）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定位：主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使

命和宗旨：探索未知，颠覆传统。

（2）现代光电检测技术与仪器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定位：主要开展应用技术

研究；使命和宗旨：原创引领，新兴产业。

（3）智能光纤感知技术重庆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定位：主要开展产品研发和系

统集成；使命和宗旨：贴近需求，智造未来。

 

 

欢迎报考我们团队的研究生！
 

 



u 代表性获奖



 

u 代表性项目



u 代表性论文



u 代表性专利

 

 



u 代表性产学研合作成果

 

 

欢迎报考我们团队的研究生！



 

友情链接： 重庆理工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联系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69号研究生院 邮政编码：400054 联系电话：023-68667302 传真：023-68667302

联系人：李老师、肖老师 E-mail：yjs@vip.cqut.edu.cn

您是第 位浏览本网站

--相关链接--

http://www.cqut.edu.cn/
http://www.moe.edu.cn/
http://yz.chsi.com.cn/
http://www.cqjw.gov.cn/
http://www.cqksy.cn/site/defaul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