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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北京市和北京交通大学有关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

作的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为做好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结合学校和学院具体情况，特制订本方案。 

一、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1. 各专业招生计划、复试线 

序

号 

专业   

代码 
招生专业 

剩余全日

制硕士研

究生公开

招考人数 

 

 

复试分数线 

1 070101 基础数学 1 320 分（含 320），单科满足国家线 

2 070102 计算数学 3 335 分（含 335），单科满足国家线 

3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 330 分（含 330），单科满足国家线 

4 070104 应用数学 4 330 分（含 330），单科满足国家线 

5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8 285 分（含 285），单科满足国家线 

6 071101 系统理论 2 282 分（含 282），单科满足国家线 

7 071400 统计学 7 370 分（含 370），单科满足国家线 

8 070200 物理学 12 305 分（含 305），单科满足国家线 

9 080300 光学工程 16 310 分（含 310），单科满足国家线 

10 085400 电子信息 41 295 分（含 295），单科满足国家线 

11 071000 生物学 7 340 分（含 340），单科满足国家线 

12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4 295 分（含 295），单科满足国家线 

13 085600 材料与化工 10 295 分（含 295），单科满足国家线 

 

备注：最终招生人数以实际录取人数为准。 

2. 接收调剂专业和要求、“调剂系统”开放关闭时间和调剂工作程序 

（1）调剂基本条件 

①须符合教育部规定的调剂基本要求。 

②初试成绩须符合调入专业复试分数线，具体如三（1）。 

③申请学术学位类专业的调剂生一志愿报考专业须为学术学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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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应相同，应

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接收调剂专业及具体要求 

学院 专业（学习方式） 具体要求 缺额人数 

理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调剂生一志愿报考专业须为全日制学术

学位类，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

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应相同，应

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3 

理学院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调剂生一志愿报考类别须为全日制，初

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

近，其中统考科目应相同，应在同一学

科门类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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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剂复试名单确定 

申请同一院校、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学院按考

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初试科目不同的考生调剂考虑

调剂生综合素质确定复试名单。 

（3）调剂系统开放关闭时间、复试时间 

系统开放时间：2021 年 3 月 24 日 00:00 

关闭时间：2021 年 3 月 24 日 12:00 前 

3. 资格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办法 

考生学籍学历审核以研招网审核结果为主；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

面照片、大学本科成绩单原件照片（成绩单须加盖本科毕业学校或人事档

案管理部门公章）、学生证（或毕业证）原件照片由考生通过招生系统于

3 月 25 日前上传完毕，上传资料务必清晰、完整。学院指定专人分组对参

加复试考生的成绩单、身份证信息与报名信息进行比对审核；如审核过程



3 

 

中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考生须在拟录取前提供权威机构出

具的认证证明，否则不予录取。特殊类型考生证明材料由考生通过电子邮

件提交至学院 lxyxspyb@bjtu.edu.cn；需留存原件的材料待疫情结束后，通

知考生邮寄至学院。 

复试过程中复试小组利用“考生身份识别系统”对考生本人、现场确认

照片、身份证照片进行比对，严防“替考”。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

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

生考试诚信档案》。 

考生完成素质测评。考生应在复试前参加素质测评，未按要求完成素

质测评的考生，不予录取。素质测评链接将由学院发送到考生个人邮箱（以

招生系统考生填报的邮箱为准）。 

4. 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考核采取远程网络面试形式，考生一般需要双机位模式参加复

试，具体要求见《北京交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告知书》（以下

简称《复试告知书》）。 

每个考生复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复试小组成员原则上应集中在

学校内固定场所内开展复试考核工作；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

协助面试工作的秘书不少于 3 人；每个复试小组应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

进行现场记录；复试小组成员应现场独立评分；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

小组的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原则上应统一。 

5. 网络复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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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网络复试平台是腾讯会议，使用说明见附件。备用网络平台是腾

讯 QQ。 

6. 网络复试流程 

（1）考核预演 

正式复试考核前，学院分别组织参加复试的考生和复试小组成员进行

考核预演，梳理与完善复试考核流程。在考核预演前，将使用的在线会议

平台及会议号逐一告知考生。无故不参加考核预演的老师将取消复试考核

小组成员资格，无故不参加考核预演的考生也视为违纪行为。主要预演过

程包括：  

①考生进入和退出线上复试会议室，测试考生的复试环境和硬件条件 

等；对学院相关的硬件设备进行测试，对面试老师操作相关的复试平台和

流程进行推演； 

②告知考生正式网络复试考核使用的在线会议平台的会议号和考生复 

试考核的时间段； 

③告知考生第二天正式考核时应保持手机畅通，考前半小时会收到备 

考会议室会议密码，并在收到后及时进行反馈，等待秘书通知进入备考网

络会议室等待复试考核； 

④在上一位考生完成正式考核后，考核小组秘书会告知备考考生正式 

考核会议室的会议密码，考生进入正式考核网络会议室。 

（2） 备考 

不提前向考生公布考试顺序，由秘书老师引导进入备考状态。考生携

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按指令要求进入备考会议室，主动向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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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老师展示证件进行身份验证。秘书老师为每位考生发《复试告知书》的

相关内容，考生按《复试告知书》要求完成每位考生复试前周围环境（视

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网络信

号、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辨别是否为本人以及双机位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等工

作，考生阅读完《复试告知书》后须通过相关软件回复“已阅读复试告知

书，同意参加复试”（用 QQ 留言，秘书老师保存），考生同意后秘书老

师方可告知复试会议室密码，考生进入复试会议室参加复试。秘书老师提

醒考生 5 分钟内进入复试会议室，进入时的名字为真实姓名，提醒考生提

前打开 PPT。 

（3） 复试考核 

① 进入会场后，复试小组秘书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再次验证考生身份， 

并要求考生展示所处的面试环境；复试过程考生不允许戴耳机，全程正面

免冠朝向摄像头，将头肩部及双手放置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视线不能离开

屏幕，保证面部清晰可见。 

②考生按照复试小组的通知和安排时段按时进入指定网络会议室；考

核完成后，复试小组应主动提示考核结束，考生按照指令退出复试考核会

议室。退出面试会议室后不允许再进入会议室。考生在非考核时间段进入

会议室（如提前进入会议或面试结束后再次进入），均视为违纪行为，取

消复试成绩；  

③在复试考核阶段，严格按照《复试告知书》要求参加复试。在复试

时不允许夹带与复试相关的材料，不能进行除进场和退场以外的其它操

作，不允许做与复试无关的事情，否则视为违纪行为，取消复试成绩； 

④在复试考核阶段，不允许对面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或录屏，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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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向他人散播复试内容和复试细节，否则取消复试成绩且通知所在院校或

单位，触犯法律的将依照相关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⑤原则上考生超过 5 分钟未按要求时间段进入网络视频会议视为放 

弃复试资格。 

（4）考核内容 

通过了解考生大学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科研成果等信息，加强对 

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科研能力、综合素质和思想品德等情况的全面

考查。考核内容以专业知识为主，包含外语能力测试的专业知识试题。以

综合性、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为主。 

（5）复试流程（至少 20 分钟） 

 3 分钟英文 PPT 展示（个人情况介绍） 

 2 分钟考官针对英文 PPT 交流 

 3 分钟专业英语(面试组随机抽取试题) 

 12 分钟综合素质及专业能力考核（面试专家随机抽取试题进行提问）        

7. 复试时间、地点 

3 月 28 日 9:00 开始   腾讯会议（会议号及密码考前通知） 

8. 复试比例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复试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9. 复试成绩评定和计算方法 

复试成绩满分为 220 分（及格分为 132 分），其中外语能力测试满 

60 分、专业及综合能力测试满分 160 分（其中综合素质考核满分 40 分，

专业能力考核满分 1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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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总成绩合成 

初试成绩满分 500 分，复试成绩满分 220 分，考生总成绩=初试总成 

绩+复试总成绩 

11. 录取原则（包括调剂考生录取原则） 

根据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

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其中：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思想政治

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加试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优先录取院内第一志愿考生，且按照初试和复试成绩之和顺序录取；

生源不足时，录取调剂考生；调剂生按复试成绩顺序录取。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须在被录取前与我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考生

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

生不能复试或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对报考资格不符合

规定者不予录取。未通过或未按时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予录取。 

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

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12. 考生查询复试名单、拟录取名单的时间、网址 

复试考生名单 

（1）进入复试一志愿考生名单公布 

学校复试方案公布后 

公示网址：http://sci.bjtu.edu.cn/cms/item/?cat=155。 

（2）调剂考生进入复试考生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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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3 月 24 日后 

公示网址：http://sci.bjtu.edu.cn/cms/item/?cat=155。 

拟录取考生名单公布 

时间：3 月 28 日后 

公示网址：http://sci.bjtu.edu.cn/cms/item/?cat=155。 

拟录取考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13. 考生咨询及投诉电话 

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考生咨询及投诉电话及邮箱： 

电话：010-51688373，51683348 

邮箱：lxyxspyb@b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