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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一、复试组织管理

1、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招生与监查领导小组

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组成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招生与监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单

位研究生招生与监查工作。

2. 复试小组

各学科/专业复试小组成员，由本院研究生招生与监查领导小组从导师名单中随机抽

取。复试小组成员对本组复试工作的组织安排、过程管理负主要责任。

3、学院在复试组织过程中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方面有针对性的措施

（1）考试方式

我院所有学科（专业）的复试均采取“在线远程复试”。复试过程中考生要做到“双

机位”复试。“第一机位”采集考生音、视频源（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采集考生

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复试场所远端，与考生后背成 45°角）。

（2）远程复试系统

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使用学信网复试系统，备用平台为腾讯会议系统。

二、复试准备工作

1、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的公布时间、方式、网址等；

由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统一发布。

2、复试教师的遴选和培训情况

各学科/专业复试小组成员，由本院研究生招生与监查领导小组从导师名单中随机抽

取。所有参与研究生复试人员均学习《北京工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

录取工作手册》、《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

3、对参与复试录取工作人员的培训安排

复试前召开复试成员视频会议，组织学习相关文件，强调复试程序及纪律。

4、对复试考生资格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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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生复试前提交资格审查材料，安排专人严格按要求予以审核。

5、复试的监督和复议的具体办法和形式

复试的监督由研究生招生监查工作领导小组全程参与并进行监督。如考生对于复试

有疑义可按要求提出复议。

三、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1、各学科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及其中已接收推免生人数

注：复试过程中，拟招生名额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略有调整。

2、复试程序、复试时间安排

学科专业 复试时间

1305设计学（学术学位）
2021年 3 月 27日 8:30

开始

复试程序：（1）资格审核；（2）综合素质考核；（3）专业能力考核；（4）英语能力

考核（听力和口语）；

视频复试系统：学信网复试系统；

备用平台：腾讯会议系统。

3、复试比例：各学科专业的复试比例

设计学复试比例为招生计划的 1.2-1.5倍。

4、对考生复试前提交材料、复试场地、硬件设备、软件安装等需要考生提前准备

的有关内容，以及在考核过程中、考核后对考生的要求

（1）复试系统

考生参加复试应使用“双机位”，建议使用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电脑+外置

摄像、麦克风设备）作为“第一机位”复试设备，采用智能手机作为“第二机位”

复试场地监控设备。考生要提前阅读学信网复试系统考生端操作手册，熟悉演练学

信网复试系统、腾讯会议 APP，请考生仔细阅读学习届时发布的学信网复试系统考

生端操作手册（https://bm.chsi.com.cn/ycms/kssysm/）。

（2）提前提交材料清单

考生须提前通过学信网复试系统，提交如下材料，用于复试资格审查。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准考证。

必需的学历证明：

学科专业 拟招生总人数 已接收推免人数 统考招生人数 学习方式

1305设计学（学术学位） 23 11 12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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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本人学生证（如由于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提供，可提交

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非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学历证书（如由于疫情影

响导致无法提供，可提交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②本科期间成绩单。须加盖本科学校（院）或教务公章。

③对于考生学籍学历信息有疑问的，必须提供《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

或《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非应届生）。

（3）复试过程要点

复试前，考生通过复试系统在线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向其宣读（或告知）复

试规则。复试过程中，考生须保证独处且所在空间相对安静，保障设备电量和内存

空间充足，连接优质网络，在独立、无干扰场所参加远程复试。如考生使用手机进

行复试，务必彻底关闭手机通话、短信、微信、QQ、闹钟等各种可能中断或影响考

试的手机应用程序。因手机其他应用程序或拨入电话造成视频复试中断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考生使用电脑或手机进行视频复试的过程中，视频复试软件要始终

全屏显示。若使用腾讯会议进行复试，为保证达到“双机位”要求，请考生提前准

备至少 2个腾讯会议账号，分别命名为：考生姓名 1、考生姓名 2。“第一机位”采

集考生音、视频源（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采集考生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复

试场所远端）。“第一机位”摄像头取景范围不能过小，“第二机位”要能够显示完整

的复试环境整体情况。“双机位”音视频信号采集应清晰流畅。考生不得截图、摄录、

拍照、录屏、录音复试情况。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能力考核部分需考生提前准备好 PPT等材料，具体要求复

试前由我院通知考生。

考生须根据学院要求，配合进行网络远程复试系统的模拟测试，具体要求另行

通知。

5、复试考核方式：考核各环节构成及考核的要求，专业能力考核、外国语听力

和口语测试的组织形式

复试考核时间为个人陈述 7分钟，答辩 13分钟左右。复试现场以题库为范围，

对考生“随机抽题”进行考察。

专业能力考核：个人结合所抽签试题对问题进行表述

综合素质考查：个人结合 ppt自我陈述及答辩

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测试：由复试小组成员以问答形式进行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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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6、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办法

考生须提供《北京工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政治审查表》，此表可

登录我校研招网下载（网址：http://yanzhao.bjut.edu.cn），于 4月 15日前将纸版原件

通过 EMS邮寄至考生报考学院。

如届时政审不合格，或在截止日期前仍无法提供政审表原件的，取消其拟录取

资格。

7、复试考生的成绩评定和计算方法

复试总分满分为 100分，其中外语听说能力占 10%、专业能力考核占 40%、

综合面试占 50%。

复试总分不及格（<60）者不予录取。

8、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总成绩合成

总体排序：按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加权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1/5×50%]+[复试成绩总分×50%]

9、考生查询复试结果的时间、网址

各专业考生查询复试结果的时间为复试结束后两天内，通过北京工业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网站 https://bjiad.bjut.edu.cn/公布公示复试结果（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

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加权总成绩等信息）。

拟录取名单将通过北工大研招网统一公示。

10、学院考生接待电话和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学院考生接待电话： 67394515

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67393334



5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一、复试组织管理

1、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组成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招生与监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单

位研究生招生工作。

2. 复试小组

各学科/专业复试小组成员，由本院研究生招生与监查领导小组从导师名单中随机抽

取。复试小组成员对本组复试工作的组织安排、过程管理负主要责任。

3、学院在复试组织过程中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方面有针对性的措施

（1）考试方式

我院所有学科（专业）的复试均采取“在线远程复试”。复试过程中考生要做到“双

机位”复试。“第一机位”采集考生音、视频源（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采集考生

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复试场所远端，与考生后背成 45°角）。

（2）远程复试系统

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使用学信网复试系统，备用平台为腾讯会议系统。

二、复试准备工作

1、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的公布时间、方式、网址等；

由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统一发布。

2、复试教师的遴选和培训情况

各学科/专业复试小组成员，由本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从导师名单中随机抽取。所

有参与研究生复试人员均学习《北京工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

作手册》、《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3、对参与复试录取工作人员的培训安排

于复试前召开复试成员视频会议，组织学习相关文件，强调复试程序及纪律。

4、对复试考生资格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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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生复试前提交资格审查材料，安排专人严格按要求予以审核。

5、复试的监督和复议的具体办法和形式

复试的监督由研究生招生监查工作领导小组全程参与并进行监督。如考生对于复试

有疑义可按要求提出复议。

三、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1、各学科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及其中已接收推免生人数

注：复试过程中，拟招生名额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略有调整。

2、复试程序、复试时间安排

学科专业 复试时间

135107美术（专业学位） 2021年 3月 27日 9:00开始

135108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2021年 3月 27日 9:00开始

0855机械（专业学位） 2021年 3月 27日 9:00开始

复试程序：（1）资格审核；（2）综合素质考核；（3）专业能力考核；（4）英语能力

考核（听力和口语）；

视频复试系统：学信网复试系统；

备用平台：腾讯会议系统。

3、复试比例：各学科专业的复试比例

美术（专业学位）、艺术设计（专业学位）、机械（专业学位）复试比例为招生计划

的 1.2-1.5倍。

4、对考生复试前提交材料、复试场地、硬件设备、软件安装等需要考生提前准备

的有关内容，以及在考核过程中、考核后对考生的要求

（1）复试系统

考生参加复试应使用“双机位”，建议使用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电脑+外置

摄像、麦克风设备）作为“第一机位”复试设备，采用智能手机作为“第二机位”

复试场地监控设备。考生要提前阅读学信网复试系统考生端操作手册，熟悉演练学

信网复试系统、腾讯会议 APP，请考生仔细阅读学习届时发布的学信网复试系统考

学科专业 拟招生总人数 已接收推免人数 统考招生人数 学习方式

135107美术（专业学位） 12 4 8 全日制

135108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21 9 12 全日制

0855机械（专业学位） 15 7 8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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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端操作手册（https://bm.chsi.com.cn/ycms/kssysm/）。

（2）提前提交材料清单

考生须提前通过学信网复试系统，提交如下材料，用于复试资格审查。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准考证。

必需的学历证明：

①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本人学生证（如由于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提供，可提交学

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非应届本科生毕业生提交学历证书（如由于疫情影响

导致无法提供，可提交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②本科期间成绩单。须加盖本科学校（院）或教务公章。

③对于考生学籍学历信息有疑问的，必须提供《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

或《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非应届生）。

（3）复试过程要点

复试前，考生通过复试系统在线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向其宣读（或告知）复

试规则。复试过程中，考生须保证独处且所在空间相对安静，保障设备电量和内存

空间充足，连接优质网络，在独立、无干扰场所参加远程复试。如考生使用手机进

行复试，务必彻底关闭手机通话、短信、微信、QQ、闹钟等各种可能中断或影响考

试的手机应用程序。因手机其他应用程序或拨入电话造成视频复试中断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考生使用电脑或手机进行视频复试的过程中，视频复试软件要始终

全屏显示。若使用腾讯会议进行复试，为保证达到“双机位”要求，请考生提前准

备至少 2个腾讯会议账号，分别命名为：考生姓名 1、考生姓名 2。“第一机位”采

集考生音、视频源（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采集考生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复

试场所远端）。“第一机位”摄像头取景范围不能过小，“第二机位”要能够显示完整

的复试环境整体情况。“双机位”音视频信号采集应清晰流畅。考生不得截图、摄录、

拍照、录屏、录音复试情况。

复试中的面试、专业能力考核部分需考生提前准备好 PPT等材料，具体要求复

试前由我院通知考生。

考生须根据学院要求，配合进行网络远程复试系统的模拟测试，具体要求另行

通知。

5、复试考核方式：考核各环节构成及考核的要求，专业能力考核、外国语听力

和口语测试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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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核时间为个人陈述 7分钟，答辩 13分钟左右。复试现场以题库为范围，

对考生“随机抽题”进行考察。

专业能力考核：个人结合所抽签试题对问题进行表述

综合素质考查：个人结合 ppt自我陈述及答辩

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测试：由复试小组成员以问答形式进行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测

试。

6、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办法

考生须提供《北京工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政治审查表》，此表可

登录我校研招网下载（网址：http://yanzhao.bjut.edu.cn），于 4月 15日前将纸版原件

通过 EMS邮寄至考生报考学院。

如届时政审不合格，或在截止日期前仍无法提供政审表原件的，取消其拟录取

资格。

7、复试考生的成绩评定和计算方法

复试总分满分为 100分，其中外语听说能力占 10%、专业能力考核占 40%、

综合面试占 50%。

复试总分不及格（<60）者不予录取。

8、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总成绩合成

总体排序：按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加权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1/5×50%]+[复试成绩总分×50%]

9、考生查询复试结果的时间、网址

各专业考生查询复试结果的时间为复试结束后两天内，通过北京工业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网站 https://bjiad.bjut.edu.cn/公布公示复试结果（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

初试成绩、复试成绩、加权总成绩等信息）。

拟录取名单将通过北工大研招网统一公示。

10、学院考生接待电话和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学院考生接待电话： 67394515

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6739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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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 学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设计学（学术学位）

复试组别 第一组

复试时间 2021 年 3 月 27 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08:30开始

复试考生（9人）

3月 27日
12:30开始

复试考生（9人）

复试要求
复试（含PPT形式的个人作品陈述7分钟，答辩13分钟左右）。

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及英语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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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 学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美术（专业学位）

复试组别 第二组

复试时间 2021 年 3 月 27 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09:00开始

复试考生（8人）

3月 27日
13:00开始

复试考生（4人）

复试要求
复试（含PPT形式的个人作品陈述7分钟，答辩13分钟左右）。

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及英语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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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 学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艺术设计（专业学位）

复试组别 第三组

复试时间 2021 年 3 月 27 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09:00开始

复试考生（9人）

3月 27日
13:00开始

复试考生（9人）

复试要求
复试（含 PPT 形式的个人作品陈述 7分钟，答辩 13 分钟左右）。

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及英语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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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 学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机械（专业学位）

复试组别 第四组

复试时间 2021 年 3 月 27 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09:00开始

复试考生（8人）

3月 27日
13:00开始

复试考生（4人）

复试要求
复试（含PPT形式的个人作品陈述7分钟，答辩13分钟左右）。

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及英语测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