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工程专业 

 (专业代码：080703   学制：四年   学位：工学学士)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信息与通信领域发展需求，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与环境

意识强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掌握坚实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具备工程实践和

专业综合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胜任信息与

通信相关行业内网络、系统、设备以及信息交换、传输、处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运行维

护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 5 年左右的锻炼，期望毕业生在通信以及相关领域成长为科研、开发、应用、管理等方面

的骨干，达到： 

1．具备合格的通信及相关领域工程师的素质和能力； 

2．能够独立从事通信及相关领域的软硬件开发、研究、应用及管理工作； 

3．能在一个设计、开发或科研团队中担任组织管理或重要角色； 

4．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紧跟相关领域新理论和

新技术的发展；  

5．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具有从事通信领域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学、计算机基础知识，并能在通信系

统开发和通信信息处理等复杂工程问题中加以利用。 

2．问题分析：掌握通信理论知识及通信系统开发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具有系统分析、表达和

判断的能力。能够应用数学及物理学的知识，结合文献研究分析通信中的复杂问题，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备根据实际通信系统需求，提出针对性的软/硬件解决方案，设计/开

发出合理的软/硬件的算法、体系结构、硬件平台或软件应用，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并

综合考虑运行成本、效率、功耗等因素。 

4．研究：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综合

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开展通信系统研究、评价及其经济分析的基本能力。 

5．使用现代工具：掌握现代通信系统相关软/硬件实验设备、设计仿真软件、以及互联网技术

的使用方法，理解各种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利用这些技术预测、模拟和解决通信系统的开发问题。 

6．工程与社会： 能正确认识通信技术及应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与通信行业相关的研究、设计、生产、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政策和法规，能够理解和评价通信系统的开发对应用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

学术道德规范。 

9．个人和团队：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

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具有编制专业相关图表和撰写专业研究报告、并进行熟练交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



 

 

 

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有听、说、写、译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力。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通信系统工程管理原理和通信系统经济评价方法，并能应用于开发

设计的工程实际。 

12．终身学习：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通信领域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3．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体质健康标准，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1．工程知识：具有从事

通信领域工作所需的数

学、物理学、计算机基

础知识，并能在通信系

统开发和通信信息处理

等复杂工程问题中加以

利用。 

1.1 理解并掌握数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

具有将其运用到通信工程问题中的能力。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2.理解并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并具有将其运用到通信工程问题中的能力。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实验 

1.3 理解并掌握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具有

分析通信工程问题中电子电路的能力。 

电路分析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逻辑电路 

通信电子线路 

B 类专业选修模块 

1.4 理解并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具有针

对通信工程问题进行软硬件分析与设计的能

力。 

程序设计(C)  

数据结构与算法 

计算机网络原理 

A 类专业选修模块 

1.5 理解并掌握用于解决通信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涉及的通信专业概念、过程和主要工程

应用，并理解其局限性。 

信号与系统 

通信原理 

信息论与编码 

数字信号处理 

现代交换原理 

学科基础类选修模块 

2. 问题分析：掌握通信

理论知识及通信系统开

发的基本方法与技能，

具有系统分析、表达和

判断的能力。能够应用

数学及物理学的知识，

结合文献研究分析通信

中的复杂问题，获得有

效结论。 

2.1 能应用数学的基本原理，对复杂通信工

程问题进行数学建模。 

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信息论与编码 

信号与系统 

2.2 能应用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对通信工

程领域内复杂工程问题建立物理模型，并进

行分析。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实验 

学科基础类选修模块 

2.3 能应用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并通过文 数字逻辑电路 



 

 

 

献研究，对通信、信息领域内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识别、分析、表达，以获得有效结论。 

 

电路分析 

通信电子线路 

信号与系统 

信息论与编码 

数字信号处理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具备根据实际通信系统

需求，提出针对性的软/

硬件解决方案，设计/开

发出合理的软/硬件的算

法、体系结构、硬件平

台或软件应用，能够在

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

识，并综合考虑运行成

本、效率、功耗等因

素。 

3.1 掌握基带、射频及电子元器件知识，能

用于设计通信领域硬件平台的复杂工程解决

方案。 

电路分析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逻辑电路 

通信电子线路 

B 类专业选修模块 

3.2 掌握软件、算法及体系结构知识，能用

于设计通信领域应用系统的复杂工程解决方

案。 

程序设计(C)  

数据结构与算法 

计算机网络原理 

A 类专业选修模块 

3.3 掌握通信工程领域的核心知识，具备电

路、信息处理系统或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能

力，并在方案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通信原理 

信息论与编码 

数字信号处理 

现代交换原理 

课程设计与实习 

毕业设计 

3.4 能在方案设计中考虑运行成本、效率、

功耗等因素，并兼顾社会、环境、健康、安

全、法律、文化因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创业基础 

课程设计与实习 

毕业设计 

4. 研究：掌握基本的创

新方法，具有一定的创

新意识，具备初步的科

学研究能力；具有综合

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

开展通信系统研究、评

价及其经济分析的基本

能力。 

4.1 能够从复杂通信系统中发现问题、建立

求解模型、设计可行的实验方案。 

通信原理 

数字信号处理 

信号与系统 

计算机网络原理  

现代交换原理 

学科基础类选修模块 

4.2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选择或构建实验平

台，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安全地开展实验。 

大学物理实验 

通信原理实验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毕业设计 

4.3 能够正确采集、处理实验数据，对实验

结果进行建模、统计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

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大学物理实验 

通信原理实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毕业设计 

5．使用现代工具：掌握

现代通信系统相关软/硬

件实验设备、设计仿真

软件、以及互联网技术

的使用方法，理解各种

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利

用这些技术预测、模拟

和解决通信系统的开发

问题。 

5.1 能够了解和初步掌握通信系统及应用领

域相关的理论、工程技术、资源和工具的发

展。 

通信概论 

通信原理 

5.2 掌握电路和电路板制作、调试工具与计

算机辅助设计工具，并理解其局限性。 

通信电子线路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B 类专业选修模块  

5.3 能够理解并掌握通信系统软件设计语言

及其编译技术，掌握硬件设计与调试的现代

工具，并理解其局限性 

程序设计（C）实验  

软件综合实践 

A 类专业选修模块 

5.4 针对通信领域中的软硬件工程需求，能

够开发或选用恰当的仿真工具，预测与模拟

复杂问题。  

通信原理实验 

A、B 类专业课程模块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毕业设计 

6. 工程与社会：能正确

认识通信技术及应用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 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的经历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自主发展模块 

6.2 熟悉与通信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知识

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企业管理

体系。 

通信概论 

新生研讨课 

创业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6.3 能够从工程师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角

度，客观评价通信工程实践与复杂工程问题

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

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新生研讨课 

创业基础 

学科基础类选修模块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了解与通信行业相关的

研究、设计、生产、环

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政策和法规，能

够理解和评价通信系统

的开发对应用对环境、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7.1 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中，能够充

分考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体现节能、环保

意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新生研讨课   

毕业设计 

创业基础 

7.2 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

的工程实践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新生研讨课 

创业基础 

8．职业规范：具有较强

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8.1 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军事理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

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

学术道德规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8.2 理解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具备责任心

和社会责任感，在通信工程实践中能自觉遵

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具有法律意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军训 

创业基础 

9. 个人和团队：具有一

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

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

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

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

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能够理解一个多角色团队中每个角色的

作用和责任及其对整个团队实现目标的意

义。 

军训 

体育 

通识教育选修课 

9.2 能够在团队中承担成员的责任，完成自

身的工作。 

体育 

自主发展模块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9.3 作为团队成员，能与团队其他成员有效

沟通，体现团队意识和团结互助精神；作为

负责人，能够组织、协调团队的工作，综合

团队成员的意见，并进行合理决策。 

军训 

体育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10. 沟通：具有编制专业

相关图表和撰写专业研

究报告、并进行熟练交

流的能力。基本掌握一

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

专业的外文书刊，并具

有听、说、写、译和进

行国际交流的基本能

力。 

10.1 能够撰写调研报告、实验报告、实习

报告、课程设计（论文）和毕业设计（论

文）等。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通信原理实验 

毕业设计 

10.2 能够就通信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

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和反

应，清楚地阐述工程理念和专业观点，包括

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毕业设计 

自主发展学分模块 

 

10.3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阅读并理

解外文科技文献，较熟练地使用外语进行沟

通和交流。 

基础外语   

计算机网络原理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

握通信系统工程管理原

理和通信系统经济评价

方法，并能应用于开发

设计的工程实际。 

11.1 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的一般

知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创业基础 

通识教育选修课 

11.2 在多学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把

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进行综合运

用，具有运行、管理和经济决策的能力。 

创业基础 

课程设计与实习模块 

毕业设计 

自主发展模块 

12. 终身学习：具备终身

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

识，关注通信领域前沿

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12.1 对于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有

正确的认识。 

新生研讨课 

自主发展模块 

12.2 关注通信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

势。 

新生研讨课 

毕业设计 



 

 

 

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自主发展模块 

12.3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设计 

自主发展模块 

创业基础 

13. 身心健康：达到

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

体质健康标准，具有

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

心理素质。 

13.1 具有健康的体魄。 
军训 

体育 

13.2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信息论与编码、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网络原理、通

信电子线路、数字逻辑电路 

四、双语课程 

双语课程：计算机网络原理 

五、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分  类 学  分 学  时 备  注 

必  修 

理 论 100 1636 实验学时 52，上机学时 36，实践学时 88。 

实 验 4 96  

实 践 31   

选  修 45   

毕业要求 

1．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

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符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及指导性修读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