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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传资料 
 

学院概况 

1.师资队伍 

华侨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于

2000 年 5 月，其前身是电子工程系、电气

工程系。学院现有教职工 145 名，其中专

任教师 108 名，教授 19名，副教授 40 名，

高级职称教师占 54.6%；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 73 名，占专职教师比例 67.6%；具有海

外留学经历的教师 55 名。 

2.学科平台 

物理电子学（电子科学与技术）2000

年被评为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2005 年被

评为福建省重点学科；2012 年，电子科学

与技术、光学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获评

福建省重点学科，光学工程还被评为华侨

大学特色学科；2013 年，成立福建省光传

输与变换重点实验室；2016 年，成立福建

省系统优化调度与电机控制工程研究中

心；2017 年，光电信息学科群入选福建省

“双一流”建设高原学科。 

3.人才项目 

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2

人 

国家高端外国专家 3 人 

福建省外专百人计划专家 1人 

福建省百人计划 3人 

福建省引进高层次人才 6 人 

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 

闽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 

厦门市双百计划 1人 

桐江学者特聘教授 3 人 

福建省杰青 1 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

划”入选者 1 人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

育计划入选者 4人 

泉州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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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培养 

在综合素质培养方面，信息学院坚

持“一元主导、多元融合、和而不同”

的校园文化，围绕思想道德素质、专业

素质、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四方面

搭建各类平台，全方面提升信息学子综

合竞争力。 

在第二课堂活动方面，学院以“信

息之光”科技文化节为载体，将校园文

化活动与科技创新活动融合创新，开展

“雷励锋行”志愿服务活动、“信青年”

团干培训及素质拓展活动、五四主题团

日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班级杯篮球赛

等文体活动，组织参加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智能车竞赛、互联网+创新创业竞

赛、“挑战杯”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

数学建模大赛等科技竞赛活动，并取得

优异成绩，近五年来，在国内外各项竞

赛中共获得全国奖 68 项，省级奖 155

项，其中 2011-2017 年连续 4 次获得全

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 

 



 

 

  

 电子信息类 

 四年制，工学学士学位 

该专业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将在修

学 1 学年后分流到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

与集成系统、自动化 5 个专业中 

电子信息工程 

本专业是应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技

术进行电子信息控制和信息处理的学

科，主要研究信息的获取和处理，电子

设备与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和

集成，是集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

通信技术于一体的专业。支撑本专业的

主干学科是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

有较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修养、敬业

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健康的体魄和

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专业所需的扎 

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

较强的实验技能和一定的工程意识，具

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以及

跟踪掌握该领域新理论、新知识、新技

术的能力，能够应用系统的观点分析、

综合和处理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与工程

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

研究的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通信工程 

本专业主要学习通信系统和通信网

络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组成原

理和设计方法，开展通信工程实践的基

本训练，培养学生从事现代通信系统和

网络的设计、开发、调测和工程应用能

力，使学生成为具有坚实的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科理论基础、具备通信技术、通

信系统和通信网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

验技能，能从事通信工程领域的生产、

研究与开发工 

专业介绍 

 

 



 

 

作，又能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管理和

经营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本专业是多学科交叉高技术密集

的学科，是包含了集成电路开发、电子

系统集成和工程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及

应用型学科，是现代电子信息科技的核

心技术，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本专业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

模式，以培养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又

有丰富实践的集成电路开发、电子系统

集成和工程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

目标。 

自动化 

本专业涵盖信息学科学领域的计

算机控制、过程控制与仪表、网络与通

讯、电力电子、电机传动、系统工程等

方面知识体系和内容，突出信息与控

制、元件与系统、软件与硬件、技术与

管理互相结合的等专业特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制，工学学士学位 

本专业是电气信息学科领域强弱电

结合的宽口径专业，以电气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主干

学科，具有强弱电结合、电工技术与电

子技术结合、软件与硬件结合、元件与

系统结合、运行与控制结合的特点。 

 应用物理学  

 四年制，理学学士学位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和性质、运

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基本规律的科学，

是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基础。应用物理

学是将物理学的原理、方法应用于相关

科学技术领域的应用型学科。目前，本

专业有新能源和光电两个培养方向。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部分)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美国南加州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院 

英国阿伯丁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美国纽约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英国萨里大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英国利兹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巴斯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悉尼科技大学 瑞典隆德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生 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所 

复旦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吉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部分) 

燕山大学 福州大学 

湖南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宁夏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广西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厦门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华侨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 武汉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四川大学 

上海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东南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华南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暨南大学 江南大学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部分) 

兴安盟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光途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华厦学院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人效软件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瓯市奥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浙江芯丰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深圳市华健威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 

矽恩微电子（厦门）有限公司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玉晶光电（厦门）有限公司 南京奥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思力科（深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厦门空中交通管理站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同致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福州市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网宿有限公司 深业置地有限公司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润邦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福建迈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维达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星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安凯（广州）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