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专业型硕士)

一、复试组织管理

1、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生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1）材料与制造学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由学部主任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部各研究院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包括招生考试考核、调剂及录取组织，对复试资格认定、复

试考核过程、调剂工作、复试成绩、拟录取结果、信息公开和安全保密工作负责。

（2）材料与制造学部研究生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成立由学部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考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负责全面监

督学部各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包括对招考工作程序、安全保密、信息公

开、廉洁廉政等进行监督检查。

（3）激光工程研究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以主要领导、学科负责人为组长的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研究生招生工作，包括招生考试考核、调剂及录取组织，对复试资格认定、复

试考核过程、调剂工作、复试成绩、拟录取结果、信息公开和安全保密工作负责。

2、复试过程中的疫情防控措施

(1)不进行线下复试，采用在线远程复试。首选学信网复试系统，首选系统发

生崩溃、故障时以腾讯会议系统作为备用系统，安排专人提前进行所需设备及软

件的安装与测试，避免复试考生与复试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风险；

(2)对于必须返校的复试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北京市及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开展复试相关工作。复试期间，每日对复试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



身体健康状况排查，对于身体出现咳嗽、发烧等异常情况的一律不安排参加复试

工作。复试小组提前准备通风良好的复试空间，做好人员排查、场地安排、设施

设备以及工作用具杀菌消毒等工作。座位之间保持 1 米以上间隔，降低近距离接

触风险。加强复试工作人员的自身防护，提供必要防护用具。同时，复试小组须

提醒本组复试考生采取必要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二、复试准备工作

1 、 复 试 录 取 工 作 方 案 于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网

(http://yanzhao.bjut.edu.cn)公布。

2、复试工作由我院负责，我院按照学校规定及学科具体情况对参加复试教师

进行遴选，组成复试小组并根据学校及学部要求在复试前进行培训，确保有青年

教师在参加复试工作的同时进行网络系统及软件平台的技术支持，复试全程须对

复试教师和考生录音录像。培训主要依据《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录取工作安排》中有关复试、调剂和录取的相关内容，确保参加复试的教

师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规定，确保研究生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3、参与复试录取全过程的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有关政策，了解研究生招生

工作的原则及相关要求。所有参与复试录取工作的涉密人员（含复试命题、试卷

印制、监考、考务、阅卷、面试及复试组织等工作人员）均须签定《北京工业大

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涉密工作人员安全保密责任书》。

4、参与复试考生资格审查的工作人员均需认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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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依据说明制定出《材料与制造

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复试考生资格审查工作要点》，明确考生提交学信网复试系

统的资审材料具体要求，并由专人负责对本所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查，以



确保复试工作的第一关顺利高效完成。

5、考生如果对复试过程或者结果存在异议，可以直接将问题反映到材料与制

造学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考生反映的问题进行核

实调查，并给予解答。考生监督和复议电话：67392052/67392281 或电子邮箱：

ncltji@b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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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专业 拟招生计划数
其中全日制

人数

其中非全日制

人数

其中已接收

推免生人数

085400 电子信息 60 6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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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复试系统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 备注

1 复试资格审查 3月 23 日-3 月 26 日

电子版材料提交学信网复试

系统的同时，还须发送至
fucaijuan@163.com

2 在线复试系统模拟演练 3月 23 日-3 月 26 日

复试前，由各专人提前通知

考生和复试小组评委，做好

设备、场地等相关准备后进

行

3 各学科在线复试 自划线学科:3 月 27 日

在线复试系统首选学信网复

试系统，首选系统发生崩溃、

故障时以腾讯会议系统作为

备用系统

3、复试比例：各学科专业按照学校规定的复试比例范围（一般不低于 120%

且不得超过 150%）筛选复试考生并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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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前考生资审材料的提交、软硬件设备及复试场地的要求以及考核过程

前后对考生的其他要求



（1）考生复试通知

我院及时向确定的复试人选发送复试通知，同时辅以邮件或电话等方式联系，

以确保考生能及时关注通知要求，获取信息。对于未能取得联系的考生，以及未

按时参加复试的考生，我院将通过多种方式多次尝试，适当调整该生复试时间，

做好沟通记录，并在学部网站(https://fmm.bjut.edu.cn)“研究生”-“研究生招生”栏

目下发布公告，请考生尽快与学院取得联系。若考生在复试前仍无法取得联系，

视为其放弃复试资格。

（2）考生复试前提交复试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考生须提前通过学信网复试系统提交如下资审材料（以下三类材料均需提供），

并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电子邮箱 fucaijuan@163.com，用于复试资格审查。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准考证；

2）必需的学力证明，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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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期间盖章成绩单。

③对于学籍学历信息有疑问的，考生必须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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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个人简历、毕业论文、学术成果等其他补充材料，具体要求由专人另

行通知。

（3）考生端设备及环境要求



系统要求。2021 年硕士招生复试采用在线远程复试形式，首选学信网复试系

统，首选系统发生崩溃、故障时，在考生于首选系统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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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腾讯会议系统作为备用系统，考生务必提前下载、安装、

注册和测试，确保功能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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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腾讯会议系统进行复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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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考生须根据我院要求，在正式复试前配合进行网络远程复试系统的模拟

测试，具体安排由我院专人另行通知。

机位配置。复试过程中考生要做到“双机位”复试，“第一机位”从考生正

前方采集考生本人音视频信息，复试全程开启，摄像头取景范围不能过小，考生

头肩部以上正面面容及双手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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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机位”要能够采集考生所

处环境的整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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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全程开启。

设备要求。建议考生尽可能使用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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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手机作为“第二机位”复试

场地监控设备。“双机位”音视频信号采集应清晰流畅。请考生提前准备好相关

设备并确定两个机位设备的拍摄位置，保障复试期间设备电量和内存空间充足，

连接优质网络，尽量使用有线网络连接和 4G、5G 连接方式，确保设备功能满足学

校要求。考生可根据个人情况适当准备备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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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设备不允许再运行其他网页或软件，须彻底关闭各种可能中断或影响考试的

应用程序，特别是微信、QQ等易弹出窗口的软件，确保设备处于免打扰状态，保

证复试过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或打断。因其他应用程序或软件造成视频复试中断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环境要求。复试过程中，考生须保证在独立、无干扰场所参加远程复试，复

试房间其他电子设备必须关闭，不允许出现可能干扰复试进行的其他声音。复试

时环境亮度合适，光线不能过暗，不要逆光。复试过程中，复试房间内除考生本

人外不能有其他任何人员，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

以任何方式的助考。复试期间的视频背景必须为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

或者更换视频背景。

保密要求。复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

复试全程，考生不得自行或允许他人截图、摄录、拍照、录屏、录音复试情况，

不得与外界有任何通讯交互，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

仪容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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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不能以任何方式变声、改变人像。

（4）考生在线复试时间及分组

我院各复试小组的复试时间安排（附件 1），以半天为单位，确定各复试小组

的考生名单，如果后续复试分组名单有变化，将第一时间通知到相关考生，并及

时在学部网站(https://fmm.bjut.edu.cn) “研究生”-“研究生招生”栏目下进行公布，

请相关考生及时关注。考生参加复试的顺序随机确定。

https://fmm.bjut.edu.cn


（5）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

复试前，考生须通过复试系统在线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6）考生政审材料、就业协议书提交要求

1）政审材料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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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此表亦可登录我校研招网下载，网址：http://yanzhao.bjut.edu.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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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已被我校接收的 2021 年推荐免试生不参加复试，但要对其进行政审及资格

复审，此类考生填写《2021 年推荐免试攻读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政治审查及

资格审查表》（附件 3，此表亦可登录我校研招网下载，网址：http://yanzhao.bjut.edu.cn）。

如届时政审、资审不合格，取消其拟录取资格。

以上①②审查表原件，请务必于截止日期 4 月 15 日之前通过 EMS 快递邮寄至

我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大学东校区材料楼 419 西，联

系方式：符老师 67392281。

对于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就业协议书

硕士研究生就业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

（包括非定向/定向），在录取阶段一律不得修改。所有拟录取考生（包括推免生）

均须与学校签订相关协议书后方能被拟录取。

1 非定向就业录取类别研究生：协议书为一式两份。受疫情影响，此类考生

（含推免生）协议书，须在复试后由考生尽快打印签订后拍照或扫描，并于复试

后 3 天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我院专人邮箱（fucaijuan@163.com）,入学报到前再统一



提交纸质签字版 2 份。

②定向就业录取类别研究生：协议书为一式三份（注：协议书中的定向就业单

位要与其报名库中的定向就业单位保持一致）。受疫情影响，此类考生协议书，

须在复试后 1 周之内将打印签订的原件 3 份送（寄）回我院，邮寄的考生请务必

采用 EMS 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大学东校区材料楼 419

西，联系方式：符老师 67392281。

5、考生复试考核方式

考生复试环节的考核要求按照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学

科目录及复试科目上公布的相关内容执行。复试考核环节包括外国语听说能力测

试、专业能力考核、综合面试三部分。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主要包括通用外语、专业外语听说的考核，由各个学

科根据自身特点并结合专业知识组织考生在线考核具体形式。复试小组可以通过

英文自我介绍、试题问答、阅读英文文献等形式对考生进行考核。

（2）专业能力考核要求能够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

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复试小组可以

通过试题问答等形式对考生进行考核。

（3）综合面试包括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考核，如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文素质、举止及礼仪、心理状况等方面。复试小组可以通过随机提问等形式进

行考察。

考核过程中，复试小组随机抽取考核试题。

6、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办法



根据考生组织部门提供的政治审查表以及考生复试期间的表现进行综合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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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总成绩折算办法

考生总成绩，即加权总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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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时间：自划线学科 3 月 31 日前。

查询网址：学部网站(https://fmm.bjut.edu.cn) “研究生”- “研究生招生”。

注：拟录取考生名单将通过我校研招网统一公示。

10、公布考生接待电话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考生投诉的监督举报电话

由学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考生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给予解答。考生监督

和复议电话：67392052/67392281 或电子邮箱：ncltji@bjut.edu.cn。

附：

附件 1：材料与制造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 2021 年各学科（小组）复试安排

附件 2：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政治审查表

附件 3：2021 年推荐免试攻读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政治审查及资格审查表



附件 1

材料与制造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光学工程 专硕

复试组别 专硕第一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7日上午 8:30开始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8:30-12:30

科学楼 B206

王思文（100051214706704）、李阳（100051220706831）
彭嘉宁（100051422111075）、何世平（100051340807653）
李睿（100051610511896）、罗小毛（100051360808074）
任仙（100051610511897）、魏兆旋（100051130603964）
王星月（100051424311194）、高翔（100051370208690）
张威（100051370609097）

复试要求 请考生提前准备好复试方案中要求提交的个人材料



材料与制造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光学工程 专硕

复试组别 专硕第二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7日 8:30开始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8:30-13:30

科学楼 B207

刘阳（100051214706705）、苗淑雅（100051610511898）
李子琰（100051340407593）、赵创佳（100051610511899）
武雨薇（100051424311193）、王野宁（100051110501306）
曹犇（100051321707328）、黄希煌（100051350207857）
李彦杰（100051210906420）、曹闪闪（100051411310261）
李朔（100051150406126）、张丽婷（100051130603962）
李聪（100051131104648）、张旭涛（100051311307115）
武宏利（100051130603966）

复试要求 请考生提前准备好复试方案中要求提交的个人材料



材料与制造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光学工程 专硕

复试组别 专硕第三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7日下午 13:30开始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13:30-19:30
科学楼 B206

李健民（100051360107999）、杜志成（100051370909445）
乔梁（100051371309556）、耿硕（100051131404817）
韦杭汝（100051351107888）、王雷（100051110501309）
崔晓瑶（100051370208691）、黄久宁（100051230306889）
陈兴付（100051422811110）、刘文夫（100051214206632）
冯欣（100051370709240）、王璞（100051340607619）
张桐（100051370408996）、蒋麒（100051110501303）
李梦阳（100051110501308）、白云芳（100051152606195）
申晓爽（100051614712113）、温亚楠（100051620312128）

复试要求
请考生提前准备好复试方案中要求提交的个人材料



材料与制造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

2021 年各学科/专业（小组）复试安排

学科（专业） 光学工程 专硕

复试组别 专硕第四组

复试时间 2021年 3月 27日下午 14：00开始

复试时段与

复试考生

3月 27日
14:00-20:00
科学楼 B207

吴迪（100051511111649）、刘晓（100051423711156）
金宇龙（100051321207241）、田瑞琪（100051130704155）
冯浩源（100051220706832）、饶凯（100051501111572）
张诗航（100051232307050）、吴春晓（100051370208689）
陈宇豪（100051130303445）、张渔钊（100051131404750）
邹苗苗（100051412010536）、武文文（100051411410313）
李春雨（100051210206349）、马全龙（100051321207240）
陈亚玲（100051340307577）、李鑫（100051610511894）
张丁凡（100051610511893）、陈磊（100051370108310）

复试要求 请考生提前准备好复试方案中要求提交的个人材料



附件 2

北京工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政治审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 称 职 务 所在单位

报考学科 报考学部
（院）

政 治 、 思 想

工 作 表 现

何时、何地受过

何种奖励或处分

本人历史上有无问

题？是否经过审查？

结论如何？

直 系 亲 属

有无重大问题

主要社会关系

有无重大问题

考生所在单位

政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注：此表由所有复试考生所在单位（学校）组织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最晚于 4月 15 日前通过
EMS 将纸版原件邮寄回考生报考学部（院），逾期将取消拟录取资格。



附件 3

2021 年推荐免试攻读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政治审查及资格审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本科入学时间
本科预计

毕业时间

本科学校 本科学习专业

推免录取

学部（院）
推免录取专业及代码

本科所在院系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

政

审

情

况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

处分

本人历史上有无问题？是

否经过审查？结论如何？

直系亲属

有无重大问题

主要社会关系

有无重大问题

考生本科所在学院（系）

政审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考生取得推免资格后的在校学

习情况（课程学习、毕业论文或

实习等） 考生所在学校院（系）（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录取学部（院）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已接收的 2021 年硕士推荐免试生不再参加复试，只进行政治审查及资格审查。
2.被录取推免生请最晚于 4 月 15 日前通过 EMS 将纸版原件邮寄回录取学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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