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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贵州师范大学是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2017 年成为贵

州目前唯一一所进入教育部/国家外专局“111 计划”的高校。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已有 80 多年历史，是贵州高校历史悠久的院系之一。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20 人；博士 24 人；省级教学名师 1人，省级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 1人，贵州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5人。学院现有原子与分子物理、核结构

与核信息、凝聚态物理、量子物理、理论天体物理、现代电子设计、语音图像处

理和网络安全等研究团队，其中“核天体物理与脉冲星大数据科技运用创新团队”

为贵州省科技厅及创新团队，“计算物理”为贵州省教育厅科技创新团队。

学院拥有 12200 平方米的实验室，1800 多万元的教学科研设备，中外文图

书 2万余册。贵州省射电天文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室、贵州省教育厅汽车电子技术

特色重点实验室、贵州省教育厅低维凝聚态物理重点实验室、贵州省物理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近五年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EI、ISTP

收录 200 余篇；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 15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0 项，科研经

费 3000 万余元；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 10 余项；先后获贵州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3项，主办/承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10 余次。

学院现有物理学、天文学、电子信息工程三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物理

学、天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电子信息专业硕士点。在物理学、天文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电子信息、学科教学（物理）、职业技术教

育（信息技术）招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专业简介》

学术型硕士篇

一、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一）理论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量子信息与量子光学；②理论天体物理；③引力物理与相对论天体物理；④统计

物理。

2、特色与优势：

（1）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科院云南天文台以及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长

期的合作关系；

（2）建有“贵州省射电天文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室”、“60 厘米光学望远镜”等教学与

科研平台和“贵州省核天体物理与脉冲星大数据运用科技创新团队”；

（3）近三年来，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Phys. Lett. B》、《Phys. Rew. C、

D、E》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1 项。

（二）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粒子物理；②原子核物理；③重离子核反应；④核天体物理；

2、特色与优势：

（1）与德国 GSI、欧洲 LHC、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等国内外科研院所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2）拥有“贵州省射电天文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和“科学计算平台（在建）”等教学、

科研平台以及“贵州省核天体物理与脉冲星大数据运用科技创新团队”；

（3）近三年来，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Phys. Lett. B》、《Phys. Rew. C、D、E》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6 项；“贵州省“百层次人才”1人。



（三）原子与分子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②相互作用势与散射特性；③功能材料的理论设计；④量子信

息与量子计算。

2、特色与优势：

原子与分子物理填补了贵州省物理学二级学科空白。近五年承担国家基金 2 项、省级项

目 10 项；在《Phys. Rew. A》、《Opt. Commun.》、《Eur. Phys. J. D》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2011 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 1 项。

（四）凝聚态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低维凝聚态物理；②计算凝聚态物理；③微电子材料与电子信息。

2、特色与优势：

本方向在光子材料、声子材料、电容储能材料、电子器件等方向上的研究已接近国内学

术前沿,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pplied Physics Letters》、《Laser Physics Letters》、《Nanoscale》、

《ACS Energy Ltee》、《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等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五）无线电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智能系统设计；②智能传感技术；③智能信息处理。

2、特色与优势：

紧密结合贵州电子信息产业需求，开展电子集成系统、电子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开

展智能传感技术的研究和人工智能算法在工业、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加快贵州各行业的信息

化和智能化进程。汽车电子技术成果已产生 3000 多万元经济效益。近五年承担国家基金 3

项；专利 13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

二、天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天体物理学

（一）射电天文学

1、主要研究方向：

①脉冲星观测和理论；②脉冲星的形成和演化；③脉冲星计时和脉冲星辐射特性。



2、特色与优势：

（1）开展射电天文数据的存储、传输、挖掘等处理技术研究；

（2）贵州省射电天文数据处理重点实验，开展射电脉冲星和暂现源搜寻算法研究；

（3）开展天线系统研制、波束合成、干涉成图等技术研发，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4）近五年，获批国家自然基金 6 项，省部级项目 9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二）高能天体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致密天体物理；②黑洞的吸积与喷流理论；③伽玛射线暴理论和数值模拟；④活动星

系核、极高能宇宙线加速和高能中微子辐射。

2、特色与优势

（1）服务于贵州省大数据战略，开展脉冲星、黑洞等致密天体物理研究；

（2）开展不同尺度天体多波段的观测及其物理机制研究；

（3）开展活动星系核与伽玛射线暴理论等相关前沿课题的研究，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及南京大学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4）近五年，获批国家自然基金 7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三）宇宙学与光学时域天文

1、主要研究方向：

①宇宙再电离与 21 厘米信号；②相接双星的测光研究；③密近双星的轨道动力学演化。

2、特色与优势：

（1）基于 FAST、LAMOST、HXMT、Swift 等国内外望远镜观测数据，开展不同类型天体

的多波段观测数据分析与处理算法研究；

（2）基于贵州师范大学 60 厘米光学望远镜和射电阵列，开展空间目标的长期监测，与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及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有紧密合作关

系；

（3）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5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主要研究方向:

①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测试技术；②智能信息处理与传输技术；③智能人机交互技术；



④虚拟现实技术；

2、特色与优势：

本方向与国家多媒体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唐移动、振华公司、贵航集团、海信电

子等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建有贵州省汽车电子技术特色重点实验室；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 1 项，完成省科技基金 3 项，在研国家级项目 1 项，省级项目 4项；获批国家专利 2 项，

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余项，在 IEEE TRANSACTIONS、电子学报、仪器仪表学报

等期刊发表 SCI、EI 论文 30 余篇。



专业型硕士篇

一、电子信息专业硕士点

（一）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1、主要研究方向：

①微纳材料与器件；②虚拟现实；③电子与通信工程；④图像处理。

2、特色与优势：

在该方向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研究成果，与武汉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具有广泛合作基础，教授 4人，副教授 4 人，承担国家基金多项 项，授权专利 3 项；发表

SCI 和 EI 收录论文 50 余篇。

（二）集成电路工程

1、主要研究方向：

①集成电路设计；②集成电路材料；③半导体器件。

2、特色与优势：

集成电路与器件方向是目前国家紧缺方向，目前正在筹建集成电路及器件专业实验室，

前期拟投入建设经费 1000 余万。另外，该方向与中科院微电子所，武汉大学，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有紧密合作，具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2 人，国家级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

篇，发明专利 30 余项。

（三）控制工程

1、主要研究方向：

①智能机器人；②智能系统设计；③智能信息处理与传输技术

2、特色与优势：

面向产业实际需求，侧重培养在智能机器人，智能控制方向上具备专业能力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与武汉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有密切合作。具有副教授 4人，主持省部级项目多

项，发表 SCI 论文多篇。



（四）光电信息工程

1、主要研究方向：

①光电材料；②光纤激光器研究及其应用；

3、特色与优势：

基于新一代光电信息材料，激光器应用方面开展应用研究，具有副教授 2 人，主持省部

级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多篇。

（五）人工智能

1、主要研究方向

①智能信息处理；②数据挖掘；③智能人机交互与虚拟现实；④深度学习。

2、特色与优势

面向产业实际需求，侧重培养在人工智能+X 方向上具备专业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具有教授 4名，副教授 3 人，主持国家及省级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发明专利

多项。

二、学科教学（物理)

1、主要研究方向：

①物理教育理论及方法研究；②物理教学问题研究；③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与操作研究。

2、特色与优势：

（1）贵州省历史悠久的学科教学（物理）专业硕士授权点

拥有适合贵州中学物理教育的研究方向——民族物理教学研究。培养的研究生具有最新

教育教学理念，与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始终保持一致，满足中学物理教育的需要。

（2）教学及教学研究

①拥有完善的适合学科教学（物理）方向的课程设置；②拥有适合培养成为中学物理骨

干教师的教学指导技术；③拥有密切合作的校内外导师群。

（3）教学实践

①构建了“双导师制”下的教学实践指导模式；②拥有优质的实习基地；③实践指导教

师由有省级名师工作室、中学正高级、高级职称并且有教学研究能力和实践经验强的中学教

师组成。

（4）交流合作：长期与各级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各中学密切合作。



三、职业技术教育（信息技术）

1、主要研究方向：

①职业技术教育理论及方法研究；②现代教学技术及应用；③实验与实践教学改革

2、特色与优势：

省内职业技术教育（信息技术）专业硕士首批授权点，师资队伍学历高、职称高，具有

丰富教学经验；以双导师为牵引进行研究生人才培养；有 4 所职业院校为签约实习基地。



考试科目篇

专业代码和

名称
研究方向 学习方式 考试科目 备注

045105 学科

教学（物理）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31 普通

物理（力学与电磁学）

复试科目：物理教学论

045120 职业

技术教育

(专业学位）

01 信息技术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33

教育综合④833 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

本科毕业专业要求：

电子信息类、教育技术

学、计算机类复试科

目：

C语言

070201 理论

物理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01

高等数学④831 普通

物理（力学与电磁学）

复试科目：量子力学

070202 粒子

物理与原子核

物理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01

高等数学④831 普通

物理（力学与电磁学）

复试科目：量子力学

070203 原子

与分子物理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01

高等数学④831 普通

物理（力学与电磁学）

复试科目：量子力学

070205 凝聚

态物理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01

高等数学④831 普通

物理（力学与电磁学）

复试科目：量子力学

070208 无线

电物理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01

高等数学④833 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

复试科目：

C语言

070401 天体

物理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01

高等数学④831 普通

物理（力学与电磁学）

复试科目：电动力学



（考试科目以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当年公布为准）

081200 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④408 计算

机学科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 C语言

085401 新一

代电子信息技

术

（含量子技术

等）

(专业学位）

01 虚拟现实

技术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④833 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

复试科目：

C语言

02 微纳材料

与器件

03 电子与通

信工程

04 图像处理

085403 集成

电路工程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④833 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

复试科目：

C语言

085406 控制

工程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④833 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

复试科目：

C语言

085408 光电

信息工程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④833 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

复试科目：

C语言

085410 人工

智能

(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

究方向
(1)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④832 数据

结构

复试科目：

C语言



《优秀学子展示》

（一）考博篇







（二）就业篇
姓名 就业单位 姓名 就业单位

陈宏玮
国家税务总局遵义经济技术开

发区（汇川区）税务局
聂啸林 塔里木大学

陈清秀
中山市坦洲镇教育和体育事务

中心
彭新 习水县第一中学

陈兴敏 遵义市第五十四中学 全素英 德江县高山镇初级中学

成振兴 南部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 王刚 衡阳市第一中学

冯靓 三台中学校 王华钰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第一中学

韩娜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王仟 铜梁一中

何秋静 北海市北海中学 吴学由 赤水市第三中学

黄振豪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夏季风 安徽师范大学

吉宁 中共喀什地委组织部 熊琰 贵阳市云岩区华文实验学校

李红艳 开阳县教育局 杨胜秀 三都水族自治县教育局

李柳萌 佳木斯市第三中学 杨星 修文县第二中学

李鑫 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 余萍 贵州省图书馆

林权伟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俞怡 杭州市桃源中学

刘畅 深圳市富源学校 张莹莹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吕佳奇 仁怀外国语学校 张桢梅 德江县合兴镇初级中学

周雪娟 遵义市第六中学 周敏 桐梓县中等职业学校

联系方式：李老师，0851-83227328

贵州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欢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