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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城市建设学部

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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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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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士拟招生计划数，及其中已接收推免生人数

0859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01-04 方向，计划招生人数 200 人，含推

免生 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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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9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05 方向，计划招生人数 37 人，含推免生

6 人

0859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06 方向，计划招生人数 40 人

0851 建筑学（专业学位），计划招生人数 49 人（含非全 15 人），含推

免生 3 人

0853 城市规划（专业学位），计划招生人数 43 人（含非全 15人），含

推免生 6 人

0861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计划招生人数 63 人，含推免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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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9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专业详见复试安排表格。

0853 城市规划（专业学位）、0851 建筑学（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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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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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1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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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8:00，进行复试系统模拟演练测试。

2021 年 3 月 25 日 10:40-12:00 和 13:00-19:00，一志愿复试考生参加交

通运输（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相关复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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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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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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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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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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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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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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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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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300 城市规划（专业型）非全日制和 085100 建筑学（专业型）

非全日制接受调剂。调剂系统开关闭时间为 2021 年 3月 24 日 10：00-3

月 26 日 10：00。

https://facte.b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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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剂具体要求：

城市建设学部接受 085300 城市规划（专业型）非全日制和 085100 建筑

学（专业型）非全日制硕士生调剂。调剂相关要求：a、须符合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招生专业目录中规定的建筑学(085100)与城

市规划（085300）报考条件。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只接受在职定向就业人

员考生报考，报考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不得调入非全日制学习方式。

b、初试成绩符合北京工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所

在专业分数线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c、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

d、申请调剂到城市规划（085300）非全日制的考生，初试总分不低

于 317 分，单科分数线：政治：40分，外国语：40分，业务课 1：70

分，业务课 2：70 分；申请调剂到建筑学（085100）非全日制的考生，

初试总分不低于 296 分，单科分数线：政治：40分，外国语：40分，

业务课 1：70 分，业务课 2：70 分。在满足以上分数要求的基础上，根

据缺额情况择优遴选调剂考生，优先考虑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工业大学的

考生。

（3）调剂工作程序：

a、发布非全日制研究生调剂计划余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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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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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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划专业

复试组别 城市规划（专硕，085300）复试组

复试时间 3月 27-28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8:00-12:00

方婧萱、王雨婷、陈浩、朱峻佚、王影

任添翼、杨泽恩、孙小桐、李圣楠、边骜

康长江、杨圣洁、刘晨露、董书畅、韩晓慧

赵佳琪、瞿孜诺、院梦雪、罗蓉、余晓琳

吴迪、冯曼、张伟、邵晴、袁惠雯

刘佳宁、杨悦、李孟楠、石峰、黄颂林

王佳琪、郭紫莹、杜忻怡、曲佳、赵嘉文

杨帅康、王春晓、王彦方、张美玉、阮昕

艾代雯、李济承、张宁、王星宇、于莹

非全调剂考生

3月 27日
13:00-20:00

3月 28日
8:00-12:00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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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硕，085100）复试组

复试时间 3月 26-28日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6日
13:00-20:00

李超然、李雨桐、武向舒、尤俊言、李奇琪

高燕、汪文姝、刘瑞卿、张丽、张迎

栗帅兵、赵玮楠、李斯文、林梦彦、姚一博

张漫兮、程馨蕊、乔家齐、于丹丹、李然东

聂铮、张瑞田、柴腾越、陈楚欣

罗思俊、赵燚梦、栗彦、郭悦、李娇娇

田甜、章彤、陈雪、苗壮、李宁

郝冉、王晴虹、徐骁男、张童心、唐璐淼

左静怡、邱莉莉、岳天宇、郭雪晨、周萌

代彬彬、陈柳丹、侯星雨、董媛媛、闫亚玮

多佳晨、庄雪、程诚、周添予、梁振华

郝云云、张琳、田文静、扈圣强、周贝贝

李金泽、廉犇鑫、赵紫晶、何雅洁、张欣诺

杨怡然、王佳琦、曾琦、李志昊、李畅

非全调剂考生

3月 27日
8:00-12:00

3月 27日
13:00-20:00

3月 28日
8:00-12:00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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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9土木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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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9土木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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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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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城市建设学部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0859土木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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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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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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0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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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2:00
张春晖、张云飞、张宁、陈旭蕊

3月 25 日

13:00-19:00

韩璐、李学建、吕明辰、刘秉新、张广俊、吴小洁、张康宇、

王慧竹、韩佳乔、闫娜、马长旺、崔北坪、郑赞、赵坤、任

雨凡、董钦政、薛睿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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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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0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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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2:00
刘伊娜、李思淳、李天琦、逯倩倩

3月 25 日

13:00-19:00

丁东彤、李成芊、卢兆麟、邱伟博、刘瑄、何舒欣、武继壮、

张雅琪、刘斌、李攀云、杜帅举、续丽君、张蒙、蔡晓晓、

刘浩楠、许泽新、王照康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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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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0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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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2:00
崔奥、刘畅、曲洁、秦桂芝

3月 25 日

13:00-19:00

孙新建、孟亚娟、彭颢、武林、陈艳清、龙钰、李威翰、张

颖、张宇轩、闫文陶、张望来、杜雅婷、陈一水、杜文龙、

王淼、赵勇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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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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0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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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2:00
张建业、刁梦潇、张钰、李泽、王逸冉

3月 25 日

13:00-19:00

张文浩、赵子龙、钱孜轩、孙梦丽、谌海龙、吴雨晗、赵昊、

王新克、张迪、高桐、李杰、刘卓然、王彦、许文超、刘志

超、李欣悦

复试要求
参见《2021年度城市建设学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