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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城市建设学部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城市建设学部实际情况，以及学校 2021 年度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要

求，特制订本方案。

一、 复试组织管理

1、 招生领导小组

学部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部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

确定学部招生计划名额分配、复试分数线等具体工作。

招生领导小组组长全面负责城市建设学部研究生招生各项事宜，把握相

关政策。副组长及组员负责各不同学科方向的具体复试工作。

2、 疫情防控措施及相关工作组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为了保障招生面试工作安全顺利进行，成立相关

工作组，并提供足够的物理空间保障参加复试教师的健康安全。

（1） 成立技术保障组，负责复试技术保障。

（2） 成立复试题库命题组:各学科专业负责人。

（3） 成立复试考生通知、资格审查、政审、心理测试和复试业务培

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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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视频复试管理组：负责考场和人员设置、考生身份验证、

各组随机抽取复试考生、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复试纪律与要求等管理

工作。

（5） 成立研究生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二、 复试准备工作

1、 复试、调剂、录取工作办法的公布时间、方式、网址等由北京工业

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公布。网址为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http://yanzhao.bjut.edu.cn。

2、 复试教师的遴选

复试教师遴选，要求参加复试的教师具有本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该

教师本年度无亲属或利害关系人参加复试，且教师本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有相应的学术评价能力。复试小组组长由相关学科教授担任。

同时，各复试小组配秘书 1 名，技术保障人员 1 名、视频复试管理人员

1 名。

3、 培训安排

对于参加复试教师的培训采用（视频）会议和邮件的方式进行，重点对

复试程序、复试保密制度、随机抽取专业问题要求、复试考核要求、外语测

试要求等进行规范性培训。同时，做好学信网复试系统、腾讯会议系统的学

部内部学习和培训工作，并提前对软件功能进行测试熟悉。

http://yanzhao.b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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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前，对参与复试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2021 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我校《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

工作手册》的复试相关内容、复试环节安排、复试工作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纪

律等。

4、 对复试考生资格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办法

在复试前，按照《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资格审

查材料说明》与复试名单，查验考生身份证、准考证、成绩单、学历证书（往

届生）等相关材料（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待录取后在入学

时交验），政审材料（提供原件，最晚于 4月 15 日前交验），须提供原件供查

验。

对不符合招生章程公布条件的报考者，不符合资审要求的考生不予复试。

5、 复试的监督和复议的具体办法和形式

复试的监督：复试过程全程录像，提前测试学信网复试系统的录像功能。

进行复试全过程录像录音保留。

复议的具体办法和形式：学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接受考生投诉或复议。

由考生本人书面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复议申请，学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将就学生反映情况进行复议，并公示复议结果。

三、 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1、学术学位硕士拟招生计划数，及其中已接收推免生人数

0814 土木工程 01-04 方向，计划招生人数 120 人，含推免生 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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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4 土木工程 05 方向，计划招生人数 18 人，含推免生 7 人

0814 土木工程 06 方向，计划招生人数 15 人，含推免生 3 人

0815 水利工程，计划招生人数 12 人

0813 建筑学，计划招生人数 7 人，含推免生 2 人

0833 城乡规划学，计划招生人数 17 人，含推免生 3 人

0823 交通运输工程，计划招生人数 34 人，含推免生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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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演练时间、模拟演练程序、复试时间、复试程序及视频复试系统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主平台使用学信网复试系统，备用平台为腾讯会议

系统。

0833 城乡规划学、0813 建筑学：

2021 年 3 月 23 日 8:00-24 日 12:00，考生按照系统要求提交材料（个人

简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含实习、竞赛及学术

活动等经历）、代表性作品成果（3到 4 项个人作品、论文等）、专业认

知（对报考方向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请提前做好个人简介，按

照要求以 PPT 或 PDF 或其他方式在学信网复试系统中上传电子版）

2021 年 3 月 24 日 8:00-25 日 20:00，进行复试系统模拟演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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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 交通运输工程：

2021 年 3 月 23 日 13:00-24:00，考生在学信网系统上传个人简历，并根

据《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资格审查材料说明》

提交考生身份证、准考证、成绩单、学历证书（往届生）等相关电子版

材料。

2021 年 3 月 24 日 14:00-16:00，进行复试系统模拟演练测试。

2021 年 3 月 25 日 8:00-10:40，一志愿复试考生参加交通运输工程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的相关复试考核。

其余专业详见复试安排表格。

3、复试比例

按照考生总分排序，各专业差额复试比例为 120%-150%。对一志愿合格

生源不足 120%的学科（专业），按实际合格考生名单组织复试。

4、考生需要提前准备的内容及要求

考生须提前通过学信网复试系统，提交本方案所列材料。复试前，考生

须签署诚信考试电子承诺书。复试过程中，考生须保证独处且所处空间相对

安静，保障设备电量和内存空间充足，连接优质网络。所用设备务必彻底关

闭通话、短信、微信、QQ、闹钟等各种可能中断或影响考试的应用程序、软

件及与复试无关的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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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复试系统要始终全屏显示。摄像头取景范围应可覆盖考生头肩部以上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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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双手需全程在视频录像范围内，桌子须紧靠墙壁，可视范围内不能有

任何可能与复试相关的物品或资料。考生复试时，须保证视频中本人图像清

晰，不能过度修饰仪容，不得佩戴墨镜、帽子、头饰、口罩、耳机等，头发

不得遮挡面部、耳部。复试全程，考生不得截图、摄录、拍照、录屏、录音

复试情况，不得将复试过程及内容对外泄露。

考生应准备好两部设备进行复试，达到“双机位”复试要求。考核过程

中一部设备应能看到考生整个复试环境，位于复试场所远端，与考生后背成

45°角，能够清楚地拍摄到考生本人和电脑屏幕，复试中全程开启。另一部

设备用于考生复试交流，确保网络信号稳定，整个复试过程中考生不得离开

视频监控，不得有其他人在旁。复试小组宣布考生复试结束后，方可关闭监

控。

考生应准备必要的空白纸张和笔等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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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系统。

复试前考生根据系统提示进入候考区。复试采用半结构化视频复试的形

式。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须听从管理人员安排，确保手机和网络信号保

持畅通。复试结束，及时离开，不影响后续复试考生。

考生须根据各学科要求，配合进行网络远程复试系统的模拟测试。

如考生设备经多次尝试，仍无法满足学信网复试系统的要求，则在考生

于学信网复试系统中进行“两识别”（人脸识别、人证识别）、“四比对”（报

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信息库、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的基础上，采用腾

讯会议系统，要求与学信网复试系统要求相同，请考生提前准备至少 2 个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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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会议账号，分别命名为：考生姓名 1、考生姓名 2。同时，还须由人工核验

考生身份证信息与个人样貌。

5、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考核分为外语听说能力、专业能力考核、综合面试三个环节。复试

考核时间每位考生一般不少于 20分钟，全程录音录像。外语复试为英语听说

能力，由专业教师进行现场交流考核。

复试考核内容与环节设置：

（1）采用 PPT 或 PDF 或其他方式进行个人简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

人简介、学习经历（含实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专业认知（对报

考方向、专业领域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等，个人陈述时间控制在

5分钟左右。

（2）随机抽取试题进行考核。

（3）复试小组老师提问。

（4）英语复试交流问答（专业外语听说、中英文互译、对话交流等）。

6、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办法

考核将综合《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政治审查表》（4

月 15 日前，考生须通过 EMS 邮寄至指定地址）的相关内容和复试考核情况确

定，对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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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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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加权总成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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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录取名单的时间、网址（注：复试结果由学部

在复试结束后尽快公示，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通过北工大研招网统一

公示）

学部将在各学科复试结束后把考生的复试结果在学部网站公示。公示

网址：https://facte.bjut.edu.cn/。

（1）被录取的应届本科生需于入学报到时向录取学院（部）交验本科

学历证书原件，对于未能提供者将取消入学资格。

（2）对于提交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学校将取

消其复试录取、入学资格或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移交

有关部门处理。

入学后 3 个月内，招生单位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所有

考生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

10、学部调剂工作安排

（1）081500 水利工程接受调剂，调剂系统开关闭时间为 2021 年 3月 26

日 9：00-3 月 27 日 9：00。

（2）调剂具体要求：

https://facte.b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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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学部接受水利工程（081500）学术学位硕士生调剂。调剂相关

要求：a、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所在的学科门类 A 类考生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b、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

c、专业考试科目应为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力学Ⅱ、土力

学等相关课程。

（3）调剂工作程序：

a、发布研究生调剂计划余额信息。

b、考生须登录“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按要求填报调剂

志愿。

c、学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调剂要求，从调剂服务系统中

遴选参加复试的合格考生，并通过调剂服务系统向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d、考生在学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同意复试”及拟录取后的“待

录取”的确认。

e、与拟录取调剂生签定相应协议书并发放相关材料。

（4）调剂复试办法

a、参加复试的调剂生须以“调剂服务系统”为依据进行资格审查，

未通过调剂系统申请调剂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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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复试内容和方式同第一志愿考生要求。

11、公布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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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日常接待电话：67392158（工作时间）

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67391980（工

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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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城乡规划专业

复试组别 城乡规划学（学硕，083300）复试组

复试时间 3月 26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6日
8:00-12:00 李家、郎悦曦、朱慧蓉、曹天雅、高艳霞、蔡欣悦、暴悦、

毕燕琪、侯宏飞、庄园园、刘子腾、张续佳、杜艺弦、张欣、

高一朝、苗晨卉、张小宝、董俊3月 26日
13:00-20:00

复试要求

复试内容与环节设置：（1）采用 PPT或 PDF 或其他方式进行

个人简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含实

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作品成果（3到 4项个人作品、

论文等）、专业认知（对报考方向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

个人陈述不超过 8 分钟。（2）随机抽取两道专业问题作答。

（3）复试老师提问。（4）英语面试交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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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建筑学专业

复试组别 建筑学（学硕，081300）复试组

复试时间 3月 26日上午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6日
8:00-12:00

李克、张晨旭、郭轶、刘一漩、王维、王志伟、廉慧敏

复试要求

复试内容与环节设置：（1）采用 PPT或 PDF 或其他方式进行

个人简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含实

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作品成果（3到 4项个人作品、

论文等）、专业认知（对报考方向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

个人陈述不超过 8 分钟。（2）随机抽取两道专业问题作答。

（3）复试老师提问。（4）英语面试交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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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81400土木工程 01-04方向

复试组别 土木第 1组-土木第 10组

复试时间
系统测试时间：2021年 3月 26日 8:00-17:00
正式复试时间：2021年 3月 27日 8:00-19:00

正式复试

时间段

3月 27日
08:00-12:00

另行通知

3月 27日
13:00-19:00

另行通知

复试要求

(1) 口头自我介绍，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

（含实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专业认知（对报考方向

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个人陈述不超过 5分钟。(2) 随

机抽取专业试题进行考核(按照已公布的复试专业科目进行

考核)。(3) 复试小组老师提问与交流。(4) 英语能力考核（专

业词汇、中英文互译、对话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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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81400土木工程（05方向）

复试组别 市政第 1组-市政第 2组

复试时间
系统测试时间：2021年 3月 25日 8:00-17:00
正式复试时间：2021年 3月 27日 8:00-20:00

正式复试

时间段

3月 27日
08:00-12:00

另行通知

3月 27日
13:00-20:00

另行通知

复试要求

(1) 口头自我介绍，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

（含实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专业认知（对报考方向

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个人陈述不超过 5分钟。(2) 随

机抽取专业试题进行考核(按照已公布的复试专业科目进行

考核)。(3) 复试小组老师提问与交流。(4) 英语能力考核（专

业词汇、中英文互译、对话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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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81400土木工程（06方向）

复试组别 暖通第 1组-暖通第 2组

复试时间
系统测试时间：2021年 3月 26日 8:00-17:00
正式复试时间：2021年 3月 27日-3月 28日 8:00-18:00

正式复试

时间段

3月 27日
08:00-12:00

另行通知

3月 27日
13:00-18:00

另行通知

3月 28日
08:00-12:00

另行通知

3月 28日
13:00-18:00

另行通知

复试要求

(1) 口头自我介绍，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

（含实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专业认知（对报考方向

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个人陈述不超过 5分钟。(2) 随

机抽取专业试题进行考核(按照已公布的复试专业科目进行

考核)。(3) 复试小组老师提问与交流。(4) 英语能力考核（专

业词汇、中英文互译、对话交流等）。



16

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81500水利工程

复试组别 学术学位硕士（水利 1组）

复试时间
系统测试时间：2021年 3月 25日 8:00-12:00
正式复试时间：2021年 3月 25日 13:30-17:00

正式复试

时间段

3月 25日
13:30-17:00

另行通知

复试要求

(1) 口头自我介绍，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个人简介、学习经历

（含实习、竞赛及学术活动等经历）、专业认知（对报考方向

的认知、个人优势及特色），个人陈述不超过 5分钟。(2) 随

机抽取专业试题进行考核(按照已公布的复试专业科目进行

考核)。(3) 复试小组老师提问与交流。(4) 英语能力考核（专

业词汇、中英文互译、对话交流等）。



17

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复试组别 第一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3月 25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5 日

8:00-10:40
周伟奇、崔可淇、郭志良、崔文杰、刘玉景、陈春源、赖可

凡、张永欢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



18

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复试组别 第二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3月 25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5 日

8:00-10:40
吴明珠、朱铭、王宁、韩宗霖、于澳临、梅崇斌、韩科、钱

琪伟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



19

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复试组别 第三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3月 25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5 日

8:00-10:40
苗浩、钱振、董祎伟、冯芝梅、院纪元、赵远洋、李源康、

甘凯伦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



20

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复试组别 第四复试小组

复试时间 3月 25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5 日

8:00-10:20
曲彦菘、李章熇、张涛、董冉、王妤嫣、乔好、杨玉冰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