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咨询电话 010-58807940
网址 http://cist.bnu.edu.cn

以“博学慎思，知行合一，厚德至善”
为学院师生共同发展的教育理念。
实践博览群书，汲取精华，学用结合，
胸怀宽广，道德高尚，追求卓越的
人生哲学。

◆院系概况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科始建于 1958
年创建的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是国
内较早设立电子和计算机专业的高
校之一，2005 年更名为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是我国计算机、电子学
科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出中
国工程院院士汪成为、凌永顺、刘
尚合等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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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建有教育部虚拟现实应用工程
研究中心、北京市文化遗产数字化
保护与虚拟现实重点实验室 2 个省
部级重点科研单位，涵盖图形图像
与模式识别、信息安全、信息处理
等研究方向的 6 个校级重点实验室。
本科教学实验中心拥有教育部“互
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示范基地”，
以及云计算、并行计算、数据存储、
虚拟现实、网络安全与通信、EDA
和嵌入式技术等 10 余个设施先进的
现代化专业教学实验室。
学院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
术、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
处理 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优势特色
师资队伍
学 院 拥 有 以 国 家“ 千 人 计 划” 教
授、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
“新世纪人才”为学术带头人的高
水平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 72 人，
专任教师 53 人，83％以上的教师
具有博士学位，一批年轻有为的海
外归国博士成为学院的新兴骨干力
量。

近年来毕业生主要升学及就业单位统计表
大学名称

学位类型

学制

国外学习时间
第二、三学年在美国学习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双学士

1＋2 ＋1 四年制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双学士

2 ＋2 四年制

后两年在美国学习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双学士

2 ＋2 四年制

后两年在加拿大学习

比利时鲁汶大学

双学士

2 ＋2 四年制

后两年在比利时学习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学士＋硕士

3 ＋2 五年制

后两年在美国学习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学士＋硕士

3 ＋2 五年制

后两年在美国学习

美国加州富乐敦大学

学士＋硕士

4＋1.5 五年半制

后一年半在美国学习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学士＋硕士

3 ＋2 五年制

后两年在澳大利亚学习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学士＋硕士

3 ＋2 五年制

后两年在加拿大学习

科学研究
学院教学科研成果丰富。近五年，承
担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863”高科技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
海外合作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等 55 项有影响力的科学研
究课题。
每年发表在
《NeuroImage》
、
《IEEE TRANSACTIONS》等 SCI
期刊上的论文超过一百篇，涌现出一
批 TOP 区、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
论文。学院先后 10 次获得国家科学
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北京市教
学成果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奖等省
部级以上荣誉。近年来，青年教师的
科研实力得到不断增强，为学院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院注重建立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平台，
先后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华
盛顿大学、普渡大学，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一大等
近 20 多所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
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常年邀请国外
知名学者来院访问讲学，举办国际学
术会议，
鼓励教师、
学生出国学术交流。
自 2012 年以来连续四年承办物联网
国际会议，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
积极参与，会议规模和知名度得到不
断提升。每年学院派出学术访问、研
修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教师约占 80％。
学院积极推进本科人才培养的国际
化，与国外优秀大学互派留学生进行

短期访学，聘请外籍专家讲授本科生
课程，与国外多所优秀大学建立了“2
＋ 2”、“1 ＋ 2 ＋ 1”四年制双学
士和“3 ＋ 2”五年制本硕连读的多
元化国际教育合作平台。
近两年学院聘请宾夕法尼亚大学、德
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教授为学生开设
暑期英文课程，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等合作开设 6 门国际
化同步视频课程，让学生在校园就能
和国际一流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进行全
英文的直接交流。学院与英国卡迪夫
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在科学研究、
本科人才培养和专业课程开发方面建
立合作，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建立
了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进一步
拓宽了本科生国际化教育的渠道，让
每一位有志海外发展的学生都能实现
出国深造的梦想。

人才培养
学院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
坚持质量、创新、精英的人才培养理
念，强调学生的数理基础、动手能力
和国际化培养，使得大部分本科生能
够在国内外优秀大学继续研究生阶段
的深造。与多个国内外著名 IT 企业
合作建立实训基地，为加强本科生的
实践能力培养提供平台；为学生提供
广泛机会参与国家、北京市、学校等
多层次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和创
新基金等研究项目、各类学科竞赛，
科研素质普遍得到锻炼和提高；实施
导师学长制模式，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访学感言
王斐然
参加学院《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1+2+1 项目，毕业时被美国卡耐基
梅隆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学位
“京师信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有
一群可爱的小伙伴，还有很多热爱同
学的老师们。我从青涩大一一路走到
现在，北师的日子是一段不能再好的
回忆。在这四年中，我们得以成长，
开阔眼界，终于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
人才。我们信科人已经走向了行业的
各个角落，世界的各个角落，展现了
自己的才华与光芒。请相信，只要你
肯努力，京师信科一定会给你一个美
好的未来。”

实行本硕博一体化统筹培养，优秀本
科生可保送深造。
学院重视实践教学，在 ACM 国际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大学生创业竞赛等活动中成绩优异。
2014 年亚洲赛区晋级并参加俄罗斯
叶卡捷琳堡举办的第 38 届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
总决赛，2015 年又取得辉煌战绩，
代表亚洲赛区参加了在摩洛哥马拉喀
什举办的第 39 届 ACM-ICPC 国际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总决赛。
2014-2015 年本科生在国内外各项
专业竞赛中获奖 178 项，获奖者占
学生总数的 56％以上。此外，本科
生积极参加老师的各类科研项目，发
表相关学术论文。体现了学院本科生
突出的实践能力和竞争力。

院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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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信息科学被誉为改变人类未来的四
大前沿学科，大数据、云计算、3D
打印、物联网推动信息科技日新月
异。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
等方面实现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每
一项都凸显出信息科学的核心地位、
关键作用和广阔的应用空间，社会
对信息学科人才的需求已连续 10 年
名列前茅，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
目标为信息学科人才施展才华提供
了一个巨大舞台。

系统、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通
信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与编程实
践、数字信号处理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主要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程
序设计基础、计算机导论、离散数
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
数据库系统原理、算法设计与分析、
操作系统、编译原理、数字逻辑、
计算机网络、C++ 程序设计等。

◆毕业生去向
每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平均 65%
以上的学生保送或考取国内外重点
高校或研究机构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 其 中 20% 以 上 到 美 国、 加 拿
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香港等知名
大 学 深 造，2015 届 本 科 毕 业 生 中
继续深造的比例为 65.66%。其余
主要到国内外知名企事业单位和政
府机关工作，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达
100％。

近年来毕业生主要升学及就业单位统计表

学院设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2 个本科专业，旨
在培养数理基础扎实，具备良好科
研潜力，有较高综合素质、协作精
神和国际交流能力的研究型后备人
才，同时兼顾培养在 IT 领域从事应
用和服务工作的信息技术专门人才。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主要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程
序设计基础、电路理论基础、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

◆优秀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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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研究生阶段继续深造
国内及港澳地区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国外大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美国匹兹堡大学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主要就业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
百度
中国建设银行数据中心
微软中国
中国科学院
中国银行
Google 美国总部

◆杰出校友
李林玥

汪成为

2014 届毕业生，
现就读于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195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工程院信息学部院士，
我国信息技术领域著名科学家，我国信息技术领域的学
术带头人，解放军总装备部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周奕洋

刘尚合

2014届毕业生，
现就职于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
学信息研究所

196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静电与电磁防护工程专家，武
器系统与运用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兵工学会
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兼静电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械工程学院静电与电磁防护研究所所长。先后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
等奖 7 项，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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