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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列的是一些比较大的实验室和部分导师的信息，更加详细的实验室和导师介绍我

们会在复试前组织复试交流会，到时我们会请更多的师兄师姐与大家当面交流，解答大家关

于导师、实验室、面试、上机的各种问题，敬请关注我们的论坛（www.csbiji.com），关注复

试交流会(http://www.csbiji.com/bbs/thread-10101-1-1.html) 。大家如有的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你们到论坛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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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及导师介绍 

浙大大大小小总共有 15 个实验室和团队。大部分的导师会以团队或者实验室的形式在

一起工作，也有个别的导师单干。浙大各实验室工程居多，也有搞科研，发论文的。 

我们的每个实验室介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方介绍，另一部分是在这些实验室里的

师兄们经过一年或者是两年的生活的体验。 

CAD&CG 

CAD&CG 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唯一的一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是多学科交叉的高技术研究领域。本实验室主要从事计算机辅

助设计、计算机图形学的基础理论、算法及相关应用研究。实验室的基本定位是：紧密跟踪

国际学术前沿，大力开展原始性创新研究及应用集成开发研究，使实验室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的研究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学术交流的基地和高技术

的辐射基地。 

    近二十年来，实验室依托浙江大学计算机、数学、机械等学科，作为项目负责单位先后

承担了一批国家级科重大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的基础研究和

系统集成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多项成果获国家奖励，并形成了一支学风正派、

勤奋踏实、勇于创新的学术队伍。实验室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

日本等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展开了广泛的学术合作和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学术影响，曾被

国际权威期刊 SCIENCE 列为中国 TOP-LEVEL 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曾两次获得由国家

科技部颁发的先进集体及个人“金牛奖”。 

CAD&CG 是计算机学院最大的一个实验室，无论是导师和学生数量还是科研环境，实验设

备上来说都是一流的。CAD&CG 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组：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鲍虎军 研究员 
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几何与视觉计

算 
bao@cad.zju.edu.cn 

刘新国 研究员 实时绘制、几何处理 „„ 

华炜 副研究员 实时绘制、人机交互、虚拟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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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鑫 副研究员 计算机图形学 „„ 

蔺宏伟 副研究员 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几何处理 „„ 

黄劲 副研究员 计算机图形学 „„ 

王青 助理研究员 几何处理 „„ 

 

来自师兄师姐们的声音： 

1）鲍虎军组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鲍虎军组） 

鲍组下分三个小组： 

几何与物理：黄劲 

绘制：王锐 

计算机视觉：章国锋 

先介绍黄劲组。对代码要求很高，如果 c++掌握的不够好，自己压力会比较大，虽然师

兄们不会鄙视你，但是拖后腿的感觉总不大舒服。黄劲是个很负责的老师，也很会带人，当

然对你的要求也不会低。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 tough 的研究生生活，那么来黄劲组吧。 

组里主要工作是几何处理和物理仿真。师兄们都很强，去年组里共投了 4 篇 siggraph，

有一个师兄已经中了两篇了。 

王锐组人比较少，主要是做绘制的，这也是图形学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对

rendering 感兴趣，可以来这看看。王锐本人是个比较爱玩的人，很能聊得来。 

章国锋好像今年还不能带学生，所以他的学生都是挂在老鲍的名下。视觉组的很多活都

很有意思，像三维重建，XXXX 之类的，而且有很多设备可以把玩（外行看热闹，嘿嘿）。

章国峰在管理上还是比较宽松的，当然你要是掉链子那就悲剧了。 

至于待遇，除了生活费，另外就是每月的报销了，大概 300-400 吧，研一是这个数，以

后会涨的，这个也要看表现。 

找工作的话，现在只有视觉组有研三找工作的，一般都是 15W 以上，最好的有 25W 进

的雅虎。 

2）何晓飞和蔡登组 

主要是两个老师，何晓飞老师（博导）和蔡登老师（硕导） 

实验室在紫金港校区计算机楼的 415 和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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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方面，大家参考他们的博客吧。主要是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面的工作。 

http://people.cs.uchicago.edu/~xiaofei/ 

http://www.zjucadcg.cn/dengcai/ 

两位老师都是蛮负责的老师，也挺好讲话的。 

现在实验室有博士 6 个，硕士 8 个，本科生 13 个 

这个还是很年轻的一个组，已经毕业的学生只有 2 个硕士，一个去了 yahoo，一个去了

OSU。 

目前实验室做学术做工程的都有，没有偏哪一边。所以在这个实验室，还是挺自由的，

可以根据自己兴趣，选择自己想做什么，只要跟老师多交流清楚即可。所以在这个组做学术

也是相当不错的。 

关于目前现在实验室的几个工程项目， 

image search：做的是相似图像检索，现在这个项目是实验室人数参加最多的，老师也

最重视。 

social network：微博方面的数据挖掘。 

遥感图像识别：这个项目现在由两个博士负责，这个项目估计要做很长一段时间。这个

项目老师可能还会安排新同学加入。 

3）410实验室 

导师：鲍虎军（现在基本不太搞科研，项目多由下面的老师完成，学生也一般是下面的

老师带，鲍老师一周可能过来看望一两次，问一下工作情况，顺便沟通一下，鲍老师和各个

老师态度都很好的,起码很负责）。待遇较好。 

下设 视觉组（章国锋）几何组（黄劲）绘制组（王瑞） 

视觉组：工作比较轻松，比较注重工程，但老师也会系统的学习数学和研究最近的会议

上的 paper。现在的项目有基于深度恢复的三维重建、视频分割，实时跟踪，增强显示等。 

几何组：要求较严格，老师面试很严格，主要问数学的东西。主要是物体几何表示等教

数学的问题。 

绘制组：真实感绘制，光线跟踪，辐射度算法，GPU并行计算等。 

视觉组今年毕业三个研究生，两个去微策略（外企，18 万），一个雅虎全球研发中心（20

万以上），还是很好的。 

http://people.cs.uchicago.edu/~xiaofei/
http://www.zjucadcg.cn/deng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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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劲、王锐、章国峰组 

我们组主要有 3 个老师带学生。 

黄劲，主攻图形，貌似发过 sigraph，比较牛的一个老师，也算比较风趣吧，和同学联

系挺密切的。被鲍虎军评价为创造力最强。组内待遇：偶尔会请吃饭，月钱有 750 吧，有点

累。 

王锐，主攻绘制，貌似平常和同学联系也不太多，曾经说过想要做一款自己的游戏，如

果对游戏感兴趣可以找他吧。这个没有接触过他的硕士，博士月钱 1600。. 

章国峰，主攻计算机视觉，在 structure from motion 这一块在国内也算比较牛的，经常

听其他老师提起，也算比较亲民吧。硕士有 1000+吧，博士能有 2000 吧，待遇不错。 

5）陈为组 

这我们老板主页 有些基本介绍 

http://www.cad.zju.edu.cn/home/chenwei/index_cn.html 

我们老板人蛮好的，和学生走得挺近，对学生也挺负责，会尊重学生的选择来给他安排

方向和学习计划。 

待遇的话，在 CAD 还算可以把 

研一老板单独发 300，研二研三和博士发 800，具体以工作量来决定 

6）华炜组 

我们组的负责人是华炜老师，主要方向是虚拟现实三维引擎、多通道无缝拼接投影、新

型人际交互技术等。 

我们组在实时绘制引擎系统与多投影显示系统方面的核心技术上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集成系统已具有一定的商品化程度，具备了与国外主流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

大型投影显示系统解决方案方面已经可以取代国外 Barco、科视、3DP 等厂商的昂

贵产品。 

2010 年，项目所研发的虚拟显示支撑平台成为 2010 上海世博会浙江馆大型多维多媒体

系统的核心软件。浙江馆中厅核心大型多维多媒体系统“宛若天成”中形成了虚实融合的展

示效果，诠释了设计师的空间艺术创作。浙江馆一直是省市区馆中最热门的展区之一，每天

连续不间断运行 14 小时，日接待游客最高达到 6000 人。 

如果到实验室来参观，在实验室 407 房间将看到由我们组开发的 360 度全景 3D 立体互

动显示系统，该展示已经成为我们实验室对外展示的亮点。 

我们的补助是根据工作的难度和工作性质进行发放的，待遇不错（600~5000），能力强

的每月可以补助 4000+，年终还有额外奖金。 

http://www.cad.zju.edu.cn/home/chenwei/index_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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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网上的评价，我觉得很惊讶，信息传播固然方便，但是不实的甚至虚假的信息对当

事人造成的影响更是无法弥补的，本人 09 级研究生胡广，属于华老师组，现身说法，这边

的安排一般都是这样，开学第一学期就是上课，基本把课上完，然后第二学期开始会跟着师

做一些项目，学习加练手，大小项目都有，跟的师兄做啥就是啥，如果老师发现能力还可以

的，都会直接让他从研三的师兄那里把活接下来，这个需要实力去消化并需要能力去进一步

开发。研二开始一般都会独立做一些项目了，项目的开发时，设计文档（包括数据流图，系

统框架图，系统类图，接口定义，参数定义，使用说明），编码，测试，发布，由于缺乏经

验，遇到的问题很多，但是华老师和盛崇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指导，解决问题后的收获

和对解决问题能力的会提升是立竿见影的。经历过上述锻炼后，会安排参加大型项目的研发，

每个人都会负责一个模块，多人协同开发，每个模块都会有开发文档设计，编码，测试等过

程。定期也会开组会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每天都比较忙碌，但是晚上和周末完全可以自

由安排，老师和盛崇山也从来不过问，华老师每学期至少会组织组内学生出去游玩一次（如

真人 cs，爬黄山等），组内还有活动基金，以保证大家的零食供应，这个我想很少有老师会

有吧，然后就是最敏感的话题，月钱，这边是根据干活多少来定的，多的近 3K吧（仅华老

师发的），不算米缸，但是学生花花绝对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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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研二的学生杨瑞健，进入 CAD 实验室华老师组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回想

这两年感觉学到很多东西。我在实验室主要负责三维引擎中一部分的科研工作。 

华炜老师是一个平易近人、思想敏锐的人，他经常指导我的工作，给我很多启发，这里

不能一一细述。相比其他组来说，我们组里大家的时间更加宽松自由，基本晚上和周末的时

间都是由自己支配的。而其他组里基本所有时间老板都会出现。组里大家日常相处非常融洽，

华老师很关心我们的业余生活，长期为学生的业余活动的予以资助。华老师喜欢户外运动，

他鼓励我们多锻炼身体，并指导我们户外运动各项需要注意的事情。 

盛崇山主导我们组里具体的科研任务，他会耐心的给我们讲解我们的研发平台，也会注

意不会过多占用我们的自由时间。另外，周末他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我们在生活中也成为了

非常好的朋友。 

 

我是华炜老师的学生魏雅芊，现在研二。我在组里主要做三维模型简化方面的工作。 

关于华老师：华老师是一个非常负责又严格要求的老师，他会和我一起讨论 paper 中精

髓的部分，指出我理解不到位的地方。他会帮助我建立软件开发的思想，比如说，我要开发

一个软件，他会要求我从数据流图、类图、架构图等设计角度做到完美；软件开发中，他会

教导我如何去思考去调试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华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教会你

方法的人。 

关于作息：我们组的时间安排是上班制，只是白天来实验室，早上 9~10 点到实验室都

可以，中午吃完饭午休时间随自己安排，傍晚大概 17 点以后就陆陆续续有人吃饭去了。晚

上和周末都自己安排。 

关于补助：我们组基本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旅游（比如真人 CS，黄山，安吉百草园，马

拉松等），平时周末经常没事组织点小活动（比如打篮球、吃饭、K歌等）。我们组发月钱是

看工作量的，我很惭愧的是属于基本补助的一批，我每个月学校+老师的补助 1000 左右，

生活是够了的 J 

 

 我叫李恩，今年研二，在 CAD&CG 实验室华炜老师组。这里除了物质待遇比其他组好

之外，更让我庆幸的是这里的氛围。两年的时光过得很快，在实验室的生活愉快而充实，华

老师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师兄们学术严谨，技术精湛。整个实验室充满活力，大家一起奋

斗，一起娱乐，干活的时候全身心投入，放松的时候又酣畅淋漓，在这里你完全可以学的好，

玩的好，享受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很庆幸自己来到这个大家庭。 

7）又一组 

我们组 4 个老师：高老师、刘老师、蔺老师、李老师。高老师主要做检索和网格 2 方面。

刘老师是机械方面的，研究方向也是机械方面的，不过很理论。蔺老师主要做几何造型，现

在也在做医学图像方面的研究。李老师也是机械方面的，具体研究方向不太清楚。老师们的

年纪按我说的顺序由大到小。 

至于月钱什么的不太清楚，师兄的月钱不好问。我现在发 500。 

周昆 GPS 

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图形与并行系统（Graphics & Parallel Systems）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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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团队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并行计算等领域的研究。以研发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图形系统和并行计算系统为目标，围绕这些系统开展并行程序设计语言和编

程工具、实时/真实感绘制、物理仿真、几何建模、纹理合成等方面的研究，并致力于在这
一过程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水平的高端研发人才。 

本团队由多位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有着丰富经验的研究员组成。团队负责人周昆是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计算机图形学顶级学术期刊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编委。近年来他应邀担任了 ACM SIGGRAPH、SIGGRAPH Asia、

Pacific Graphics、Eurographics Symposium on Rendering 等 10 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

会委员，并任 2009 年 Inter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onference 的讨论会主席以及 2010 年
Pacific Graphics 程序委员会主席。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周昆 教授 
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虚拟现

实、并行计算 
http://www.kunzhou.net 

任重 副研究员 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 http://www.zren.info 

 

师兄师姐如是说： 

实验室主页：http://www.gaps-zju.org/ch/index.html 

周昆教授对学生的管理可以说是没有管理，不规定什么时间在实验室，没有定期会议，

只要你能在较短时间里较好完成任务，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说是很开放、自由的

环境。而且对于具体做图形哪方面的东西也可以和周老师讨论，并不会强行要求做哪一方面

的，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组里对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是有些区别的。 

 

研究生一般做别人发表的 SIGGRAPH论文的算法实现，一般周老师对实现的完成情况

都比较苛刻，要求能在效果和性能两项指标上都能有与原论文作者相当的表现。当然如果能

超越原作者的表现，那自然就算是很好的表现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接触到最新的图形方面

的技术和方向，这也是周老师培养学生的主要方式。 

对于能力比较强的研究生也会安排到组里大项目去，做一部分工作。 

研究生一般是由组里的另两位老师侯启明和任重老师负责，任务细节、有什么问题都可

以和他们单独讨论。这两位老师都是从微软跟周老师来浙大的，实力也很强。 

 

博士生的要求更严格，博士生也有直接和周老师接触的机会，当你实力足够的话，会有

发表 SIGGRAPH论文的机会。 

 

DCD 实验室 

DCD 实验室的全称是数字媒体计算与设计实验室（Digital media Computing & Design 

http://www.kunzhou.net/
http://www.zren.info/
http://www.gaps-zju.org/ch/index.html


天勤论坛：www.csbiji.com     天道酬勤，厚德载物 

More Information only in 天勤论坛      更多惊喜，更多内幕！！ 

Lab）学术带头人为潘云鹤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计算机学院教授）

和庄越挺教授（博导，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实验室主要从事多媒体内容分析与检

索、跨媒体海量信息的智能技术、智能动画、智能 CAD、遥感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究，其

研究成果的应用领域为互联网多媒体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数字娱乐与游戏、遥感监测和

嵌入式系统等。与该实验室相关的机构有视觉感知教育部——微软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数字娱乐与动画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开发中心等科

研 机 构 。 实 验 室 详 细 信 息 情 况 请 访 问  www.dcd.zju.edu.cn  或 者 

http://www.medialab.zju.edu.cn/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庄越挺 教授 
多媒体检索，数字图书馆，视频动

画，智能 CAD 
yzhuang@cs.zju.edu.cn  

魏宝刚 教授 
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数据库与知

识库系统、数字图书馆 
wbg@cs.zju.edu.cn  

吴飞 副教授 
多媒体分析与检索，计算机动画，

统计学习 
wufei@cs.zju.edu.cn  

吴江琴 副教授 模式挖掘，数字图书馆 wujq@cs.zju.edu.cn  

肖俊 博士后 计算机动画，计算机视觉 junx@cs.zju.edu.cn  

 

来自师兄师姐们的声音： 

大老板：庄越挺（现在是计算机学院院长） 

DCD 实验室分 3 个大课题组： 

1）数字图书馆（图书馆 2 楼）： 

导师： 

魏宝刚（教授，平时来不是很多，不怎么带人） 

吴江琴（副教授，人非常好，经常带吃的分给群众，带博士） 

张寅（博士后，带研究生，DCD 本土出来的，超级牛又极富个性的老师和师兄） 

鲁伟明（与张寅同年留校的师兄，性格沉稳热情，指导别人非常有耐心，又无所不知） 

还有一个传说中的小庄老师不怎么熟 

数字图书馆组的特点是，钱多（平均每个学期至少在 4 千），工程多（主要是数字图书

馆应用），研究偏少，工作好找，活动多（出去吃饭和玩异常多），环境好，硬件配置非常好

（连冰箱、微波炉什么的都有，K歌都可以在实验室进行，有看电影超级爽的大屏幕） 

http://www.dcd.zju.edu.cn/
http://www.medialab.zju.edu.cn/
mailto:yzhuang@cs.zju.edu.cn
mailto:wbg@cs.zju.edu.cn
mailto:wufei@cs.zju.edu.cn
mailto:wujq@cs.zju.edu.cn
mailto:junx@cs.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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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媒体组（曹主 608 和 525 两个地方） 

导师： 

吴飞（教授，极具威严，能力超级强，精力超级旺盛，对同学们又极尽负责，要求严格，

发的邮件极具个性，研究生博士都带，总管跨媒体大大小小事务，并且也是 DCD 实验室土

长土生的，我们跨媒体大众崇拜的神一样的人物，每次与之开会，内心极富波澜） 

邵建（博士后，年龄与大家相近，经常还和男生们一起踢球，负责认真，容易相处） 

跨媒体偏向各种研究，主要是数据挖掘方面的，钱不多，每个学期 2000-3000 不等。设

备基本齐全，研究足够用 

3）动画组（曹主 404）  

导师： 

肖俊（副教授，传说中得过竺奖的人物，传说酒量异常好，DCD 的无敌大帅哥，并且

DCD 面试也由他负责） 

动画组主要偏研究，其它情况不甚了解，月钱比跨媒体可能多点 

以上是 DCD 的主要情况，DCD 里众多内部名人，主要有图书馆大神（研究生），跨媒

体带头大哥（今年毕业），DCD 实验室刘主席（博士师兄），跨媒体姚老师（与主席齐名，

今年毕业）等等。 

欢迎大家选择 DCD，加入我们，成为 DCD 的未来！ 

网络与媒体实验室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与媒体实验室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激情的团队，目前由 4 位教

师，1 位博士后，10 多名博士生，30 多名硕士生组成。目前的主要从事虚拟现实、数字媒

体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 Mesh 网络等方面开展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推进工作。近五

年来实验室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973、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合作重点、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浙江省重大科技攻关等课题二十多项，并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虚拟现实

和无线下一代网络实验平台。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鲁东明 教授 
虚拟现实、数字媒体网络、无线

网络 
ldm@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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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端清 教授 虚拟现实、图像处理 xdq@zju.edu.cn 

林怀忠 副教授 数据挖掘、信息检索 linhz@zju.edu.cn 

邢卫 副教授 数字媒体网络 wxing@zju.edu.cn 

董亚波 副教授 
无线传感器网络、网络安全、嵌

入式系统 
dongyb@zju.edu.cn 

来自师兄师姐的介绍： 

网络与媒体实验室欢迎你！！ 

简而言之，实验室的主要方向就是数字考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在数字考古领域有

了很高的影响力，并与敦煌莫高窟有很深的合作关系，并联合成立了敦煌研究院。这几年申

请的重大项目都是数字考古，数字文化保护相关的，项目的经费都是在 2000 万元以上。围

绕着数字考古这个方向，实验室还有图像信息处理，物联网，海量信息处理，下一代互联网

这几个方向，主要是一个导师一个方向。实验室对博士十分重视。 

导师总共有 5 位： 

实验室的大 Boss 鲁东明：能力非常强，讲话也十分的富有激情，对学生也不错，博导，

因为他在行政上也是很高的职位，也不会亲自带学生的，只是会定期找博士开会。 

林怀忠老师：项目比较多，研究方向主要是海量信息处理，信息检索，平时对学生看的

也是比较严，要求尽量都呆在实验室，开会比较多，隔三岔五就找会找你讨论。 

许端清老师：为人和蔼，对同学很和气，学术水平较高，主要研究图像处理，三维渲染

等方向。不会一直盯着你干活，安排任务，定期检查，不会觉得压抑。 

董亚波老师：这个老师非常有亲和力，脾气也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和学生相处，笑声

也是很天真的那种 - -。研究方向主要是物联网，老师工作极其勤奋，周末和晚上都会呆在

实验室。 

刑卫老师：性格非常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关注技术，对待学

生也是挺负责。 

刁长宇老师：鲁老师的博后，现在是实验室的老师，挺年轻的，研究方向就是数字考古，

实验室的得力干将， 

现在实验室总共有 5 处办公地方，玉泉有 4 处，紫金港有一处，设备比较先进。来实验

室都会给你配一台高配置的电脑，如果是数字考古和图像处理的话，显示器是非常非常给力

的，硬盘也是 T 级别的。实验室的环境也是非常好，有液晶电视，沙发，空调等。 

待遇的话，实验室的钱分为两部分，月钱统一为 600 元/月，实验室的钱是 40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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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年终优秀个人有 800 元奖励。 

就业也是不错的，去年的几个师兄找的工作都是挺好的，摩根，百度，微策略，阿里，

华为等。待遇也是非常丰厚的。 

另外实验室对学生的培养采取导师组制度，就是说你报的哪个导师，可能只是挂在他的

名下，实验室可能会根据你本科的学习经历，给你安排合适的小组和项目，这样的话你可能

不在你的挂名导师下干活。 

 
图 1 实验室的整体研究方向 

实验环境 

 

图 2  实验区                              图 3 实验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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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对面是一群富有活力的留学生           图 5 实验室还是杭州一个重要的网络节点 

CCNT 实验室 

CCNT 实验室创立于 1993 年，经多年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很强战斗力的科研团队，是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最大的科研团队之一。 

团队致力于能影响产业、改变生活的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与开发，追求国

际一流的科研成果。近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课题，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973 计划、

国家 863 计划、国际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开发的软件平台获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我们同样极度重视培养在国内外都有强竞争力的科研人员和高端技术人才。实验室不仅

提供良好的实验设备、实验条件等硬环境，还提供优秀的软环境：不仅有每周的小组讨论交

流会、不定期组织的国外教授来访讲座和指导，各实验分组组织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

还有一年两次的上百人的实验室 Workshop 和精彩晚会。总之 CCNT 将为每个成员搭建充分

发挥个人能力的舞台，追求个人潜能的极致发挥。 

CCNT 实验室网址：http://ccnt.zju.edu.cn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吴朝晖 教授..博导 
服务计算、网格计算、普适计算、嵌入式

系统 
wzh@zju.edu.cn 

姚  敏 教授.博导 演化计算、普适计算、服务计算 myao@zju.edu.cn 

尹建伟 教授.博导 平台软件、服务计算、信息融合 yjw@zju.edu.cn 

http://ccnt.zju.edu.cn/
mailto:wzh@zju.edu.cn
mailto:myao@zju.edu.cn
mailto:yjw@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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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宗华 海归.副教授 实时嵌入式系统与软件、汽车电子 zonghua@gmail.com 

李  莹 副教授 软件体系结构、编译技术、中间件技术 cnliying@zju.edu.cn 

吴  健 副教授 
中间件技术、Web 服务、网格计算、数据

挖掘 

wujian2000@cs.zju.edu.

cn 

杨莹春 副教授 
生物认证、声纹识别、机器学习与模式识

别 
yyc@cs.zju.edu.cn 

潘  纲 副教授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普适计算、生物

认证 
gpan@zju.edu.cn 

姜晓红 副教授 
分布式系统、网格计算、虚拟环境、图像

处理 
jiangxh@cs.zju.edu.cn 

陈华钧 副教授 语义网络、网格计算、云计算、系统生物 huajunsir@zju.edu.cn 

邓水光 副教授 
工作流、中间件技术、Web 服务、网格计

算 
dengsg@zju.edu.cn 

杨建华 副教授 
分布式存储、机器人、传感器网络、普适

计算 
jhyang@zju.edu.cn 

刘海风 
海归博士.讲

师 

Web 搜索、Web 挖掘、智能信息处理、社

会计算 
haifengliu@zju.edu.cn 

李石坚 博士.讲师 传感器网络、普适计算 shijianli@zju.edu.cn 

杨国青 博士 嵌入式系统、汽车电子、模型驱动开发 ygq78@zju.edu.cn 

尹建伟 副教授 发布订阅、P2P、安全中间件、J2ME zjuyjw@cs.zju.edu.cn 

李莹 副教授 软件体系结构、SOA、J2EE cnliying@cs.zju.edu.cn 

吴健 副教授 SOA、安全中间件、智能交通 
Wujian2000@cs.zju.edu.

cn 

邓水光 博士后 SOA、软件体系结构 dengsg@cs.zju.edu.cn 

 

来自师兄师姐的声音： 

1）实验室概况 

实验室的主页 http://ccnt.zju.edu.cn/index.jsp。上面有实验室介绍，研究方向及招生的详

细情况。 

实验室名称是：AdvanCed Computing aNd SysTem Laboratory 

实验室和其他大多实验室一样，有几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工程项目比较多，多是面向一

些有实际运用的项目，因此项目的要求比较高，不仅有技术上的创新，代码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要求也比较高，因此项目有专门的项目经理，专门负责整个项目的进度与质量。实验室要

求比较严格，每天上午 9 点到实验室，晚上 9 点离开，如果项目非常紧的话，通宵也是常有

的事情。不过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实验室的人实力都是很强的。因此就业是非常好的，每

年去 Google，Baidu，Microsoft，IBM，Microstrategy 等世界 IT 领先公司的人很多，至于待

遇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我感觉就业与实验室关系不算太大，关键还是靠个人能力。 

mailto:zonghua@gmail.com
mailto:cnliying@zju.edu.cn
mailto:wujian2000@cs.zju.edu.cn
mailto:wujian2000@cs.zju.edu.cn
mailto:yyc@cs.zju.edu.cn
mailto:gpan@zju.edu.cn
mailto:jiangxh@cs.zju.edu.cn
mailto:huajunsir@zju.edu.cn
mailto:dengsg@zju.edu.cn
mailto:jhyang@zju.edu.cn
mailto:shijianli@zju.edu.cn
mailto:ygq78@zju.edu.cn
http://ccnt.zju.edu.c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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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实验室的其他组还有一些研究项目，这主要是由博士来做，论文也发了不少。实力

也是蛮强的。 

另外实验室采取统一面试的方式，面试的时间会给发邮件的同学短信通知，面试的时候

以项目经验为主，而且问的比较细致。CCNT 属于人气非常旺的实验室，每年报的人数非常

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Good  Luck！！ 

关于实验室的待遇，因为大家做的事情比较多，待遇也是挺好的，一个月除了学校的月

钱外，实验室会有 1500-2000 不等的补助。也是挺好的。 

2）中间件小组 

    中间件实验室是一个工程项目比较多的实验室，如果你对于做工程的热情远高于做

研究，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实验室的主要人员安排在浙大西溪校区北苑某楼，该

楼层 4,5,6 三层都是属于中间实验室的，工作坏境比较不错，就是离玉泉有十来分钟自行车

车程（住宿和上课一般都在浙大玉泉）。工资待遇在计算机众多实验室应该属于中上水平吧，

主要开发语言是 JAVA。开发的项目面比较广，但一般还是属于偏底层的东西，因为中间件

的含义本来就是高于操作系统，低于应用软件。据我了解，实验室的老师的 RP 都还是挺不

错的，没有哪个会特别严厉或者特别 BT，都算是挺好说话的那种！ 

总的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做工程热情很高的人，中间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Welcome To CCNT！！ 

3）实验室环境 

  

图 6   培训教室                                图 7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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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大楼外观 

数据库实验室 

The ZJU DB Lab is an intellectual home for researchers at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whose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s Database Techniques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lab is located in the NO.11 Education Building in Yuquan Campus, where one 

professor, two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more than 50 students share the space.  

In today’s information community, we witness an explosive growth of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stored in electronic form. When the prosperity of Internet greatly facilitates to 

people’s life, it also brings enormous challenges to the management of massive data. New 

requirement has been raised for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utomatic implement for data 

stor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hich is the mission of us. Members of our DB Lab have 

contributed to fields as diverse as moving objects, uncertain database, new hardware/architecture, 

privacy preserving, multimedia retrieval, data mining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We also have outstanding projects in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distributed 

massive data store, cloud computing, search engine and web data integration. Besides, we have 

long term cooperation with well-know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companie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USD), the NetEase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China Aerospace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encourag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many members of us have attended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童若锋 教授 
计算机图形学、CAD、计算机动画、

多媒体信息处理 
trf@cs.zju.edu.cn 

陈刚 教授 
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挖掘分析、信息

智能检索、海量数据管理 
cg@cs.zju.edu.cn 

林兰芬 教授 
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智能信息处理、

网络化制造、系统集成技术 
llf@cs.zju.edu.cn 

http://dm1.cs.uiuc.edu/
http://www.comp.nus.edu.sg/~dbsystem
http://www.unimelb.edu.au/
http://www.unimelb.edu.au/
http://www.163.com/
http://www.spacechina.com/
mailto:trf@cs.zju.edu.cn
mailto:cg@cs.zju.edu.cn
mailto:llf@cs.zju.edu.cn


天勤论坛：www.csbiji.com     天道酬勤，厚德载物 

More Information only in 天勤论坛      更多惊喜，更多内幕！！ 

唐敏 副教授 三维 CAD、产品协同设计 tang_m@cs.zju.edu.cn 

蔡铭 副教授 嵌入式系统、RTOS、软件可靠性保障 cm@cs.zju.edu.cn 

寿黎但 副教授 空间数据管理、数据安全保障 should@cs.zju.edu.cn 

胡天磊 博士后 数据挖掘分析、软件集成开发平台 htl@cs.zju.edu.cn 

 

师兄师姐们如是说： 

简而言之，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数据库的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空间数据库，

IR，云存储，闪存数据库，GPU，信息安全等领域。  

工程方面：主要现在做的是国产数据库-神通数据库，这是一个核高基项目很有米的。 

导师总共有三位两位博士后： 

实验室的大 Boss 陈刚：能力很强，不到 24 岁拿到博士学位，无论是升值教授还是博导都是

浙大破格的，他也是网易杭州研究院的院长，副院长，神州软件的副 boss。由于其特殊的行

政位置一般至于高年级的博士有所交流。 

寿黎但老师：说实话学术牛人一个，在自己读研-期间就在两周内在浙大校报上发过三篇文

章，读研之后在新加坡的第一年就发了数据库最顶级的 sigmod 文章，学术能力那是完全没

得说。 

胡天磊老师：大牛一个，陈刚的得意门生，23 岁拿到博士学位，综合素质超强。由于在网

易有重要职位，与他家流的机会不是很多。 

陈珂老师： 刚留校不久，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数据的隐私保护方面，主要经管实验室的主要

日常事务，应该也包括招生。 

李晓燕： 实验室的博后，学术很牛，在自己读博期间发过一篇 VLDB的短文，在国内能发

这样的文章真的很牛了，她会定期与 IR 小组的同学进行交流。 

徐昶：实验室的技术大牛，主要负责实验室的工程项目，近期留校做研究工作。 

待遇的话，研究生实验室的钱分为两部分，月钱统一为 660 元/月，实验室的会在每学期末

根据表现有较多的补助，如果表现一般会有 4200+的期末补助。博士基本上总的和研究生一

样的。 

就业也是不错的，今年毕业的学长中有进网易游戏，google，百度，微策略，还有网易杭州

（听说是只要在研究生期间好好干活的最起码可以拿到网易的 offer，大家别忘了陈刚的身

份）。 

另外实验室对学生的培养采取导师组制度，就是说你报的哪个导师，可能只是挂在他的名下，

mailto:tang_m@cs.zju.edu.cn
mailto:cm@cs.zju.edu.cn
mailto:should@cs.zju.edu.cn
mailto:htl@cs.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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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可能会根据你本科的学习经历，给你安排合适的小组和项目，这样的话你可能不在你

的挂名导师下干活。 

详细的请见实验室主页：db.zju.edu.cn 

实验环境 

 

图 一片忙碌                            图 和谐友爱 

Eagle 实验室 

浙江大学创新软件研发中心(EAGLE-Lab)依托于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软件研

究所和教育部计算机辅助产品创新设计工程研究中心。研发中心拥有一支高质量的科研梯

队，目前拥有教授 3 名，副教授 3 名，讲师 2 名。研发中心培养出的研究生及本科生中，有

进入微软、Google、百度、网易、淘宝等国内外著名企业，也有进入美国 CMU、UCLA、

UCSC 等著名学府深造，使研发中心成为一个输送人才的摇篮。 

实验室网站：http://eagle.zju.edu.cn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陈纯 教授 
嵌入式软件与系统、信息检索

与挖掘、无线传感网络 
chenc@cs.zju.edu.cn  

卜佳俊 教授 
嵌入式软件、移动多媒体、信

息检索与挖掘 
bjj@cs.zju.edu.cn  

俞益洲 兼职教授 计算机图形学 yyz@cs.uiuc.edu  

王强 副教授 
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计算机

图形学 
wangqiang@cs.zju.edu.cn  

郭庆 副教授 Web 技术、人工智能 13385718936@189.cn  

宋明黎 副教授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

多模态模式识别 
brooksong@zju.edu.cn  

王灿 讲师 
数据库与数据管理、信息检索

与挖掘 
wcan@zju.edu.cn 

http://www.db.zju.edu.cn/
http://eagle.zju.edu.cn/
mailto:chenc@cs.zju.edu.cn
mailto:bjj@cs.zju.edu.cn
mailto:yyz@cs.uiuc.edu
mailto:wangqiang@cs.zju.edu.cn
mailto:13385718936@189.cn
mailto:brooksong@zju.edu.cn
mailto:wca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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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博士后/讲师 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视觉 nli@zju.edu.cn 

 

来自师兄师姐的声音 

1）曹东 402 

其中之一，曹东 402，号称数据挖掘的地方，又是残疾人无障碍研究中心，Eagle 的本

部，因为 Eagle 的办公室在隔壁，而 Eagle 的二把手（基本上是一把手），卜老师，在隔壁

的隔壁。 

具体负责的有两个老师，卜佳俊、王灿，前者已经说了，Eagle 的比较大的老板，整个

Eagle 都是他在运营，教授、博导，比较有威信些，比较冷；后者，目前是讲师，不过据说

已经带了五六届硕士，所以，还是比较给力。还要一个，王强，弄的数字图像处理，借宿于

曹东 402，特点是比较小气。 

实验室的事情，比较杂，不太像科研，而是像一个软件外包公司，由于挂了残疾人无障

碍研究中心的牌子，所以残疾人这方面的事情比较多，本人就是耗在这上面。不过，总体而

言，曹东 402 比较休闲一些，当然，前提是，如果你能抗的住洪峰，曹东 402 经常出现，今

天给了事情，明天早上要结果。 

实验室的运作，自然是分组，每组有组长，有的组长是高年级的博士，有若干组长是老

师，如果组长是博士师兄，每周得开会，能听到一些比较八卦的消息，如果组长是老师，则

比较舒服，不需要开会什么的，但是就听不到花边新闻了。 

给钱还不错，整体不差钱，具体看你的挂名导师，如果挂的老师好，月钱多，否则，少。

（本人不幸，少）当然每个学期结束的钱比较给力，前文所述，如果组长是博士师兄，钱多

的概率比较小，如果组长是老师，钱多的概率比较大。 

就业方向，你要是给力，谷哥、度姐、Q 爷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每年都有师兄去。 

其他，实验室妹子奇缺，整个屋子就 3~4 个妹子，所以欢迎 mm，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哈哈。 

2）实验环境 

 

                          图 9    Coding 

mailto:nli@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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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 视觉交互与图形学 

VIPA课题组/浙江大学－微软联合实验室成立于 1999 年。VIPA是以计算机视觉，计算

机图形学、语音处理以及人机交互技术为主要研究领域。课题组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真实感三维人脸的实时重建与语音驱动的表情交互"为基础建立并发展起来，并以浙江大学

－微软视觉感知联合实验室为基地，科研氛围浓厚。近两年，该实验室在高水平国际会议上

先后发表大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论文，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硕士以及本科毕业生。

课题组培养的博士生中涌现了 3 位微软学者，硕士生以及本科生先后获得 CMU、UPenn、

Utah、UCSC（加州大学 Santa Cruz 分校）等美国著名学府的 Offer，使课题组成为培养高精

尖研究人才的摇篮。目前，课题组主要围绕视觉交互与感知分析展开基础应用研究，同时研

发各种平台上的应用图形图像技术、语音情感识别以及相关检索领域技术。在进行科研工作

的同时，课题组还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到产品中，与著名 IT 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VIPA课题组秉承浙大"求是"校训，"争三好 创一流"--培养"态度好、编程好、数

学好"的优秀学生，做国际一流的研究。 

师兄师姐们如是说： 

VIPA，全称视觉交互与图形学，是 Eagle 实验室下面的一个组，也属于浙江大学－微软

联合实验室。 

我们组是研究型小组，暂时没有工程，只做研究，发论文为主。主要以计算机视觉为主

要研究领域，分三个研究方向：基于机器学习的三维人脸网格变形；基于视觉感知的图像处

理；多模态音视频分析。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机器学习展开研究，不管是三维人脸，还是图

像处理。 

实验室学术气氛浓厚，研究方向可以自由选择，导师不会干预。但你需要每周汇报你的

研究进展，导师会根据你的进展提出他的意见。有一点需要说明，导师对出勤率有要求，每

周必须有一定时间出现在实验室。实验室现在只有一个副教授，但有个好处就是他自己还处

在科研一线，能把握住最新的科研动向，对你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背靠 Eagle 这座大山，整个实验室月钱统一 500 每月，三助根据个人工作量浮动，每年

分两次发放，基本能达到 1000 每月。发的论文如果有质量，另有奖励，一级论文 2000 每篇

吧，TOP 当然更高。 

就业来说，从往届师兄看情况乐观，有去百度、微软、腾讯的。上届三个师兄毕业，一

个淘宝，一个深圳检疫局，另一个拿到 Maryland 的 offer；今年两个师兄毕业，一个淘宝，

http://eagle.zju.edu.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8
http://eagle.zju.edu.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8
http://www.um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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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百度。虽然做研究，但就业情况还是不错。 

总体来说，如果你对做研究并且对计算机视觉有兴趣，那我们实验室是不错的选择。如

果你对做研究没什么兴趣，那奉劝另选实验室，不然会很痛苦。 

 

图 10 微软这个牌子很给力                     图 11 Coding Coding 

道富--浙江大学 VLIS 实验室 

超大规模信息系统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1 年，从事大规模信息工程研究已近 10 年，承担

了数十项国内外大规模信息系统的研发，在全球化大规模信息系统开发、系统测试、过 程

管理和质量保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工程经验。针对大规模信息系统特点及面临的问

题展开创新性研究，提出了多项大规模信息系统基础构、项目管理等方 面的技术模型。当

前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分布式计算与软件架构、超大规模数据库、金融信息系统以

及软件工程。自 01 年来发表论文 150 余篇，SCI 检索 20 余篇，其中部分成果发表在

ICSE2006，ICSM2007 等软件工程的国际会议与期刊上。 

信息系统研究中心积极参与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同国内外多个院校和金融机构建立

了广泛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如美国道富银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思科公司、浙大

网新等。从 2001 年开始，核心团队成功举办了九届“面向金融服务的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

与会者包括 Microsoft，IBM，HP，Oracle 等国际顶尖的 IT 公司和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代表，

共达 4000 余人次，已经成为一个探讨全球最前沿的金融 软件开发理念与技术以及开发过程

的有效交流平台。 

参考资料：http://www.vlis.zju.edu.cn/views/home/Index.aspx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http://www.vlis.zju.edu.cn/views/hom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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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虎 研究员 软件工程，超大规模信息系统，金融信息学 yangxh@zju.edu.cn 

孙建伶 教授 
数据库，分布式计算，金融信息学，软件再

工程 
sunjl@zju.edu.cn 

周波 副教授 数据库，金融信息学，软件工程 bzhou@zju.edu.cn 

李善平 教授 
超大规模信息系统，分布式计算，Linux 平

台及应用，软件工程 
shan@zju.edu.cn 

蔡亮 副教授         软件工程，多媒体 leoncai@zju.edu.cn 

黄忠东 副教授 超大规模信息系统，金融信息学 hzd@zju.edu.cn 

王新宇 讲师 软件工程，超大规模信息系统，金融信息学 wangxinyu@zju.edu.cn 

 

公司研究方向： 

学术研究较少，基本都是各种软件外包的项目开发工作。 

日常工作： 

在项目组进行具体项目开发工作。多是 Coding。 

待遇： 

月收入＝学校月钱+导师助研+公司工资收入。一般公司工资收入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根据不同的项目，每月普遍在 2000+，年终奖也更是给力，有个人可以拿到 4000。当然啦，

道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米多，因为实验室里做的都是实际工程项目，多是外包。 

活动： 

 公司项目组每个月都会有活动经费（Team Building），根据项目组长的性格爱好来

决定如何使用…此外公司还有 HT CLUB，专门负责组织各种俱乐部（如游泳俱乐部，桌游

俱乐部，网球俱乐部，瑜伽俱乐部等），以及节假日的公司活动（如出游，聚会等），活动相

当丰富。 

导师评价： 

李善平：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很耳熟，我们用的操作系统的习题就是他编写的。这个老

师绝对是个技术大牛，对操作系统颇有研究，而且这个老师十分的爱才，对于那些有能力的

学生十分的喜欢。另外就是比较严格和学生交流也比较多，脾气其实挺随和的 。 

实验室环境一览 

http://zjuem.zju.edu.cn/cgi-bin/compose?uid=wangxinyu&token=eomcU1qjt&disk=-1220656996&method=ind&addr=yangxh@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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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大厅                                      图 13 忙碌的身影 

 

图 14 会议室                               图 15 公司走廊 

 

 

图 16 哈哈 可以做饭的                      图 17 培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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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是由计算机学院为主体，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

院等共同发起和建立的学校级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是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的核心组成

部分，也是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的一个专业研究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电子商务

相关的从理论研究、软件开发、平台建设、系统集成到成果推广应用的产学研基地建设，并

逐渐拓展到远程教育、物流工程、数字旅游、电子政务、数字媒体等领域。迄今已经培养了

40 多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已经与国际 IT 巨头 IBM，香港大学电子商业

研究所（ETI）、电子商务市场的领头羊 Alibaba、最近上市的行业 B2B领军企业浙江网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食品行业 B2B 企业搜富网络等有着广泛的合作。中心和研究

所在杭州和宁波都建立了相应的研究与开发基地。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陈德人 教  授 
电子商务、电子服务、CG/CAD/CIMS/

网络化制造/ASP 
drchen@zju.edu.cn 

冯  雁 副教授 软件工程、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 fengyan@zju.edu.cn 

施敏华 高  工 系统集成、电子商务、SOA smh@zju.edu.cn 

郑小林 讲  师 服务计算、电子商务、网络化制造 xlzheng@zju.edu.cn 

干红华 副教授 信息服务、软件工程、电子服务 hgan@zjunbsn.com 

张  亶 副教授 电子服务、业务建模、数据分析 zhangdanny@nbip.net 

王继林 博士后 信息安全、信息服务、电子商务 wangjilin1965@21cn.com 

谢  琪 博士后 信息安全、数据处理、信息服务 qixie68@yahoo.com.cn 

 

实验室师兄师姐说： 

实际上实验室现在分为两个大组,一个组主要是电子商务方面的东西,稍微偏工程点儿,

另一个组致力于搜索引擎,研究的东西多一点儿.现在实验室有三个地方,一个在曹楼,一个在

工商管理楼,一个在浙大科技园,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实验室,和企业的合作比较多一点儿.另外

实验室的氛围很好,不会有打卡啊,限制啊神马的东西,个人也比较自由(除了需要完成任务的

时候),老师人很好. 

还有就是月钱的问题,基本上算中等吧,第一学期没啥事儿,月钱会少一点,我们这一届是

每个月 800 多,到第二学期会变多,具体多多少也不太清楚= = 

mailto:fengyan@zju.edu.cn
mailto:wangjilin1965@21cn.com
mailto:Qixie68@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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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实验室比较小,氛围比较好,个人有自由,月钱不算少,老师很和善,师姐也不少~ 

 

软硬件协同实验室 

实验室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方向的基础研究，包括多核/众核系统结构、嵌入式微处理

器设计、FPGA可重构处理器、低功耗设计等处理器设计方法、操作系统、编译技术、软硬

件节能、硬件安全、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法。详见 http://multicore.zju.edu.cn/fatlab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陈天洲 教授博导 
计算机体系结构、嵌入式系统、软

件节能 
tzchen@zju.edu.cn 

施青松 副教授硕导 计算机体系结构、嵌入式系统 zjsqs@zju.edu.cn 

楼学庆 副教授 智能手机、嵌入式系统 xqlou@zju.edu.cn 

师兄师姐们如是说： 

大老板：陈天洲（88 名人，俗称 fat） 

日常生活：没有限制在实验室的时间，所以比较自由。 

科研：毕业要求很高，感觉压力较大，每周要开小组例会和实验室例会。主要工作就是看论

文，然后想 idea 并实验验证 

待遇：每个月实验室会给 800，不过要到学期末一起发 

活动：活动比较少，只有同学生日时候一起去吃饭，其他的基本没有 

老师评价：fatlab 为人比较随和，挺关心学生的，但是他比较忙，学生和他交流讨论的机会

比较少 

产品创新设计与信息智能处理 

本研究团队的带头人和骨干成员是近年来在产品创新设计、海量数据管理、网络信息安

全、实时操作系统、软件可靠性保障等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学者，围绕以上研究方

向，形成了显著的团队优势。自 2000 年以来，承担科研项目 30 余项，其中国家“973”计

划项目子课题 3 项、“863”计划项目 1 项、子项目 6 项、总装 863 项目 1 项、国防预研计划

项目 10 余项、省部重大项目 5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

文 150 多篇，学术成果斐然。 

http://multicore.zju.edu.cn/f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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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师兄师姐们的介绍： 

导师 童若锋 

硕士：月钱分三部分，除学校统一下发的 300 之外，导师部分分两项，一项是 150 或者

200，根据老师招收的学生数不同。另一项是实验室干活儿的钱，大概是 200-600 不等，根

据你对实验室贡献的大小不定。另外发表论文也会有奖金，只知道之前师兄发表一篇是奖励

2000，级别不清楚。 

硬件设施：台式电脑一台，实验室电脑不定期更新。 

实验室经常组织活动，包括每年两次春游/秋游，每次大概两天一宿。平时吃饭，唱歌，

爬山之类的活动不定期举行。 

 

更多实验室信息，更多导师信息详见 

http://csbiji.com/bbs/viewthread.php?tid=11801&extra= 

二：联络导师教教程 

  算上今年，我已是在实验室第二次负责考（保）研学生招募工作了。前一年，几乎

在给每个人的回信中，我都要不厌其烦的提醒申请者注意邮件的标题写法、正文内容、附件

命名以及简历格式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硕士新生在这些非技术方面，确实还不够专

业。 

 

标题写法： 

  “我的简历”“我的自我介绍”“寻导师”“选导师”。。。这都是今年我收到的申请邮

件的标题。从写信者的角度，这几个表达的意思完全正确，您确实在发自己的简历、自我介

绍，您也确实是在选导师。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同时收到很多类似邮件的人，这些题目是没

有信息量的。除了知道是封联络导师的信，我再也猜不出任何信息。如果我要给其中的某个

人回信，那么我要一封封的打开，才知道哪封是谁发的（不要指望我连各位的邮件地址都背

得下来。）现在报名实验室的人数还不是非常多，因此我还能忍受。如果这是在找工作，如

果收邮件的人是每天处理上百封求职信的 HR，那么我已经预期您的邮件在没有被打开之前

已经转移到“人才库”了。 

  或许有人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事实上我曾在学校某个部门帮助老师整理应聘邮件，

http://csbiji.com/bbs/viewthread.php?tid=11801&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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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体验过面对满屏幕“我的简历”“应聘”之类标题时的痛苦。 

  那么好些的写法是怎么样的呢？个人觉得，除了邮件的目的“选导”和邮件的内容

“简历”外，至少要写上申请者的姓名，更好写可以写上考生原学校（本校考生可以写上原

专业），再有可以写上申请者的初试成绩。比如“08 硕考生_李四_武大_初试_申请加入 XX

实验室”。（站友补充：更好写法是主题+单位+姓名+联系方式。个人觉得，如果把联系方式

加上是很好的。单就找导师而言，把初试成绩最好也保留） 

 

正文内容： 

  做的最绝的，正文就四个字：“详见附件”。这是真的，今早还收到一封这样的信。 

  如果我第一次给您写信，就是这样的写法，您会如何感受呢？亏得他还在信中第一

句写着“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阅读我的信”。既然您知道读者是“百忙之中抽时间”

读您的信，那么您是否可以做些什么以利于读者节省时间呢？通常这样的申请信附件中简

历，个人感想和决心是写在邮件正文里的。哪怕您也是“百忙之中抽时间”写的这封信，也

至少可以在正文把关键信息列出。比如姓名、学校、简要经历、申请理由、联系方法等。实

际上正文的作用是说服读者去打开你的简历阅读。正文不恳切不到位的人，读者很可能觉得

您并不符合要求或意愿不强烈，而直接拒掉。当然，这还是公司 HR 的心理。我作为实验室

招新负责人，还是一封封打开并保存了所有申请者简历附件的。 

  另外，最专业的做法，上把自己简历的内容，全部用附文的形式附在正文后面。虽

然格式上没有专门的文档那么美观，但是这样的做的好处是让读者可以非常方便就了解到您

的所有信息。您对读者的贴心做法，也是给自己加分的技巧之一。 

 

附件命名： 

  这里跟邮件标题的道理差不多。基本上标题简单的人，附件命名也复杂不了，大多

“简历”“我的简历”了事。您可能已经注意，我是把所有申请者的简历都保存下来的。如

果所有人的简历都是以“我的简历”命名，那么我怎么知道到底是谁的简历呢？别说找的时

候找不到，就是保存的时候也是命名冲突啊。所以，至少要在简历的名称里附上您的姓名。

如果您能考虑到重名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在加入学校或其他信息以示区别。 

 

简历格式： 

  很多人的简历，其实不是简历。简历自有简历的格式。比如，至少要在最开头写上

您的完整信息。用简洁的语言最直观的排版列出您的学业成果、项目经历、获奖情况、性格

特征等信息。关于简历的具体写法，大家可以去 work 板的 FTP 上下载模板做参考。按照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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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专家的说法，大学生应该从大一开始起草自己的简历，并不断充实完善。如果您还

没有，那么不妨现在就做一份正式简历，并在研究生期间不断完善。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对

您是百利无害的。 

   

总之，以上四点所体现出的，是申请者的恳切态度、专业做法，以及最重要的，为他人

着想的人性关怀。当然，这都是我的一己之见，或许有同学觉得专心做技术的人应该不屑于

这些繁文缛节，我尊重大家持有不同认识的权利。 

  今天我之所以还能在这里写出这些话，是因为我尽管负责的招新工作，但我还是一

名学生，有精力有热情和大家交流想法。如果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的邮件发到了导师那里，

发到了将来招聘的 HR 那里，他们大概不会说这么多，但后果如何大家可以想像。也许，在

我们专业里面会注意这些地方的人不多，导师和 HR 们未必一定在这些地方和同学们过不

去。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加入你在众多的平平的邮件中做出了一份专业贴心的求职邮件，我

想总归不是件坏事吧。衷心希望您是同意我这个判断的。 

  正如我在给实验室申请者回复中所说：“这些事情，对于尚未毕业，没有求职经历

的本科生来说有些苛刻。但愿这是 ESE带给你的第一点提高，希望你能加入 ESE 之后，获

得不断的成长和进步。”我们把自己的感想和广大 07 硕考生分享，也是希望能对各位准学弟

学妹有所裨益，事业发展一路顺利，共创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学生形象。 

三：浙江大学复试交流会 

声明：此活动是论坛为了帮助来浙大复试的同学组织的公益性活动，不会

收取大家的费用。论坛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给大家在复试时提供

更多的信息。 

活动时间：复试前几天（具体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 

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               

   （1） 交流：主要包括复试时找导师，介绍浙大计算机学院各个实验室的基本情况，

研究方向，学术氛围，导师情况，待遇等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来解答的师兄都是各大实验

室（CAD&CG，CCNT，道富，eagle，网媒等）里的人，对实验室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可

以说是最好的指导人，比网上的经验贴要来的更加直接，更加准确，现场大家可以就自己所

关心的问题随时提问。 



天勤论坛：www.csbiji.com     天道酬勤，厚德载物 

More Information only in 天勤论坛      更多惊喜，更多内幕！！ 

   （2）除了选导师，我们还会邀请浙大 ACM 大牛（提供 10 年浙大复试上机题出题

思想人之一）为大家讲解有关上机的若干问题。可以说是现场指导，给你讲解上机时的一些

细节。 

请大家踊跃报名，并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把最新的消息通知给你！ 

报名地址：http://www.csbiji.com/bbs/thread-10101-1-1.html 

四：更多的资料，你可能还会喜欢： 

经典推荐：    

1  看了这些，考任何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都不愁了 

（考研资料经典巨献，所有考研资料一网打尽，只此一贴就可洞悉考研，运筹帷幄）  

2 看完这个，并且按照这种方法做，研究生英语就可以上 60！！！ 

（考研英语复习经典推荐，人人网分享过万！！） 

浙江大学 

【浙大计算机学院】06-10 年复试分数线、05-10 报考录取统计表 

2008、2009、2010 年浙大计算机系研究生初试成绩汇总（超级详细） 

2011 浙大初试成绩（EXCEL）完全版本，很详细 

2005-2010 年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详细报录比及难度分析 

http://www.csbiji.com/bbs/thread-10101-1-1.html
http://blog.renren.com/blog/223749571/712783368?frommyblog
http://blog.renren.com/blog/221859074/708998255
http://www.csbiji.com/bbs/viewthread.php?tid=3940
http://www.csbiji.com/bbs/viewthread.php?tid=1006
http://www.csbiji.com/bbs/viewthread.php?tid=10101
http://www.csbiji.com/bbs/viewthread.php?tid=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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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http://www.csbiji.com/bbs/thread-708-1-1.html
http://www.csbiji.com/bbs/thread-708-1-1.html
http://www.csbiji.com/bbs/forum-1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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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More Information only in 天勤论坛(www.csbiji.com) 

http://www.csbiji.com/bbs/forum-122-1.html
http://www.csbiji.com/bbs/forum-122-1.html
http://www.csbiji.com/bbs/forum-162-1.html
http://www.csbiji.com/bbs/forum-16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