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器与电子学院 

学院主页：http://6y.nuc.edu.cn 

学院咨询电话：0351-3557605 

学院概况 

仪器与电子学院是中北大学以科研为特色的品牌学院，学院学科发展历史久

远、军工特色鲜明。拥有“仪器科学与技术”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2017 年全国高校

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院所属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排名第 8，评为 B+档。学

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近 2000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540 余人。 

 
我院教师研制的多款产品应用于长征五号 

学院设置“测控技术与仪器”、“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三

个本科专业，其中“测控技术与仪器”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

为山西省高等学校优势专业。2017 年，我院“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顺利通过国

际化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学院目前拥有“电子测试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测试技术及仪器”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仪器科学与动态测试”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微纳惯性

传感与集成测量”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的平台，直接服务



于仪器、电子、传感、测试、通信、电子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此外，学院建设有全校最大的学生活动中心和最大的本科学生课外创新实践

平台——“仪电创客空间（创新精英研究院）”。其中，仪电创客空间（创新精英

研究院）设有 6 个创新实验室，全部由学生自主管理，所有学生都可以在平台得

到培训和锻炼，每年参加各类国内外科技竞赛的学生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国际级、

省部级获奖数量达到一百多项。 

    

大学生活动中心心理咨询室                           仪电创客空间 

 

学院本着“学术活跃、教学严谨、科研出色、教育创新”的建院宗旨，重点

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优良、专业学习能力过硬、实践创新能力突出、文艺体育能力

擅长的具备“一素质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研究型人才。学院创新改革，实施“全

员学术导师制”、“2.5+1.5”本科教学培养模式，着力加强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学院“一素质三能力”系列活动剪影       2017 级新生参与学术导师首次见面会 

 

科研实力 

学院针对高温、高压、高过载、高旋转等特种应用环境下亟需解决的科学和

技术问题展开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服务于“神舟”系列、“嫦娥”系列等国家重



大航天工程、国家重点武器型号和民用领域，涉及航空、航天、兵器、石油、船

舶等各个行业。先后获得国家奖 6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和发明二等奖以上 21 项，

在国防、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近三年，主持承担包括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国

防“973”、国家“863”、装备发展部创新探索项目在内的国家级项目 60 余项，

获得学科建设经费 1.4 亿元，科研到款 2.1 亿元，年均科研经费 7000 余万元。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70 余项，发表 SCI 论文 2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

等 20 余部。 

 

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 108 人，副高级以上职称 61 人，占比近 60%，留学归国人

员 20 人，其中 9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或为在读博士。 

学院经过多年发展，获批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

进集体、山西省科技创新领军团队、教育部和国防科工局优秀创新团队、首批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创新团队、中国侨届贡献奖创新团队，汇聚了一批优秀的高端人

才和领军人才，成为我国仪器仪表和微纳米技术的重要研发阵地和专业人才培养

基地。其中包括：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4 人、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 5 人、科技部

中青年创新领军人才 2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4 人、山西省百人计划人

才 5 人、三晋学者 7 人、山西省委组织部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3 人、山西省学术

技术带头人 10 人、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 8 人、山西省模范教师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3 人。2017 年，学院教师团队获得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

学团队称号。 

 

 

本科专业设置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本专业面向特种传感及动态测试、测控系统集成、仪器仪表设计与应用领域。

培养系统掌握非电量测量与控制基本理论、传感器原理、测控电路设计的工程基



本方法以及实验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或管理人才。 

本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山西省品牌专业，山西省优势专业，科研实力雄厚。

其一级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具有博士学位一级授权、博士后流动站，并于 2017

年获批山西省“1331 工程”一流学科建设计划支持（山西省共四个学科获得资

助）。在 2017 年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第 8，

评为 B+档。2017 年，该专业在全校率先通过国际化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本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42 人，外聘教师 6 人。在专职教师中，教授 12 人，副

教授 19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74％，具有博士学位者占 92％。其中，千人计划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 人、山西省百

人计划人才 2 人、三晋学者 4 人、山西省模范教师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3 人。目

前专业依托“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仪器科学与动态测

试”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微纳惯性传感与集成测量”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山

西省动态测试技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的平

台，开展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院研制的为航天领域配套的传感器 

 

近三年来，学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国大学生 iCAN 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飞思卡尔”杯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等一系列比赛。获

奖 70 余项，其中，国际一等奖 1 项，国家一等奖 5 项，山西省一等奖 27 项，专

利 5 项，学生课外创新项目立项 60 多项。 



      

         本专业学生进行综合实践训练                   本专业学生在参与定期学术交流活动 

本专业学生近三年平均考研率 41%，近 50%的学生考入科研院所和清华大

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天津大学等本专业一流高校。在就业方面，专业就业率

一直保持在 95%以上，毕业学生多在传感测试（包括航天、航空、军工、电子、

矿业）等领域内从事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精密机械、智能仪

器、系统测试、自动测控系统、通信系统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设计开发以及管理

营销工作，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专业咨询教师：刘文耀     联系方式：0351-3920397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专业面向集成电路和微机电系统芯片设计、器件、制造工艺及测试领域的

人才需求，培养具备集成电路和 MEMS 器件设计、制造、测试基本实验能力，

具有一定工程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和应用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依托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现有教师 27 名，

教授 7 名，副教授 10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比近 63%，具有博士学位者占 90%。

其中，有万人计划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 人，同时还有三晋

学者、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多名，师资力量雄厚。专业依托有山西省微米

纳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纳惯性传感与集成测量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有充足

的实验室资源用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特别是拥有 500m2 洁净面积的微纳工艺实

验室，精密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5000 万元，在国内高校中处于领先水平。教

师团队承担的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上亿元，为国防航空航天领域提供了大量的技

术支持和人才输运。 



          

本专业微纳工艺实验室                           本专业教师研制的特种传感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在 2017 年首次参加大学生集成电路设计大赛即

获得全国二等奖，在 2013-2017 年期间共获得电子设计大赛、物联网大赛、机器

人大赛等赛事国家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3 项，山西省级竞赛奖励 32 项，2015 年

本专业团队在物联网大赛获奖并获得了创新项目投资。 

       

学生正在进行集成电路设计综合实践训练                本专业学生在微电子企业实习 

本专业学生近 3 年本科生考研升学率 35%以上，其中保研和考研到北京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微电子所、微系统所

等微电子领域知名的超过 30 人。本专业注重实践能力培养，与北方华创、燕东

微电子、芯愿景等多家国内知名微电子企业深度合作，在双方自愿基础上，在三

年级即可开始针对性的工程技术能力培养并签订就业意向。12 年以来，本专业

毕业生多人在华为、Intel、芯源微电子、韦尔半导体、以及中科院和中电集团等

多家国际知名微电子企业和研究单位就业，建立了优良的校友资源。 

专业咨询教师：梁庭     联系方式：0351-3925088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专业面向光电子系统集成、嵌入式系统开发、工业现场总线及物联网应用

领域的人才需求，培养具备电子类基本理论、电路与系统的工程基本方法以及实

验技能，具有一定工程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和应用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依托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现有专职教师

27 名，教授 7 人，副教授 11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67%，具有博士学位者 93%。

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2 名，三晋学

者 1 人。专业拥有“电子系统”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山西省“新型工业总线”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纳惯性传感与集成测量”教育部工程中心，为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提供充足的实验室资源。 

        

本专业教师为航天测试研制的测试仪器              学院学生参加国际 iCan 物联网大赛 

 

本专业学生全部参加以智能联网、视觉图像处理和控制为背景的系统集成实

训。每个学生都能获得较完整的工程项目分析、实现能力培养。鼓励学生参加电

子设计大赛、挑战杯、物联网大赛、机器人大赛等赛事进一步促进学生能力的提

升。在这些赛事中，2013 年以来获得国家一等奖 7 项，国家二等奖及山西省奖

励 50 多项。 

     

本专业学生进行电子系统综合实践训练              学生参加科技竞赛部分获奖证书 

 

近年来，本专业学生保研或考研升学率保持在 30%以上，且能进入清华大学

（深圳）、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深造。

本专业学生就业主要集中在包括航天二院、航天三院等在内的兵器及航空航天院

所，部分学生获得投资实现自主创业。 

专业咨询教师：甄国涌  联系方式：0351-3557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