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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201201201201666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办法办法办法办法    

    

根据教育部《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和《北京交

通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要求及我院相关专业初试成绩构成情况，采

用差额复试方式择优录取，特制定本办法。 

一、我院各专业复试分数线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类型

类型类型

类型 

  

 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 

  

 复试分数线

复试分数线复试分数线

复试分数线 

  

 备注

备注备注

备注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学术型 15 352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机械电子工程 学术型 34 328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机械设计及理论 学术型 18 334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车辆工程（不含单考） 学术型 25 350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工业工程 学术型 7 327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术型 17 288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热能工程(照顾专业) 学术型 14 311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动力机械及工程(照顾

专业)  
学术型 18 314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学术型 20 323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机械工程 专业学位 62 344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工业工程 专业学位 11 298 
单科需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单科复试

分数线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考生复试分数线不低于我院规定的所报考专业的复试分数

线，我院不接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考生调剂。单独考试考生复试分数线：单科（满

分=100 分）不低于 55 分，单科（满分>100 分）不低于 75 分，总分不低于 350 分。“大学生士

兵计划”考生复试分数线：四科统考的总分不低于 265 分，两科联考科目的总分不低于 1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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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不接收“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调剂。 

二、复试比例 

根据学校的规定及各专业的考试情况，确定复试比例为 120%左右。 

三、复试工作安排 

1.复试程序 

（1）网上确认 

参加复试的考生登录我校研究生院主页（http://gs.njtu.edu.cn/cms/）的“北京交通大

学研究生院招生专题”，进入信息系统的“硕士招生”查询复试通知。在网上收到复试通知后，

考生须点击“确认复试”，补全信息并缴纳复试费和体检费后打印个人陈述表、复试登记表和

体检表。 

（2）资格审查 

复试资格审查时间：3月月月月 26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 00∶∶∶∶ ～～～～12 00∶∶∶∶ ；；；； 

地点：机械工程楼八层大会议室机械工程楼八层大会议室机械工程楼八层大会议室机械工程楼八层大会议室（（（（Z802BZ802BZ802BZ802B）。）。）。）。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首先进行资格审查，需要携带以下材料： 

1）准考证（复试时需用准考证）； 

2）有效身份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页 A4 纸上）；  

3）学历证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生带学生证及其复印件(必须确保证书号码清晰

可辨)； 

4）本科学习成绩单原件（加盖本科学校教务处公章或者人事档案存放部门公章）； 

5）国防生、军人须收取军队主管部门同意其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证明；少数民族骨干须收

取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大学生士兵计划”须查验《退役证》。享受

加分考生（退役义务兵以相关证件为准）以研招网后台资料库中“可享受报考 2016 年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加分名单”为准，并须收取相关证明材料。“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

扶计划”等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参加复试须收取相关证明材料。 

6）填写好的《北京交通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个人陈述表》和《北京交通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登记表》。 

 

说明： 

1．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学生证）复印件和本科学习成绩单原件及相关材料需在资

格审核时交给工作人员，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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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交通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个人陈述表》和《北京交通大学 2016 年硕

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登记表》等表格需在资格审核时交给工作人员。 

3．按照北京市发改委文件要求，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参加复试应缴纳 100 元复试费，复

试费必须通过学校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支付。缴费后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复试

者，已支付的复试费不退。 

4. 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要求考生在 4月 8日之前提供权威机构的认证

证明。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得列入拟录取名单上报。 

2.复试时间、地点 

（1）专业课笔试 

专业名称 复试笔试时间 复试笔试科目 复试笔试地点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3 月 26 日 

下午 1:00～3:00 

按复试专业的

复试科目（见研

究生院网页） 

第九教学楼 

东 201 室 

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工业工程

（学术型）、机械工程（专业学位）、工

业工程（专业学位） 

第九教学楼 

东 203 室 

（2）英语听力测试 

专业名称 测试时间 复试笔试科目 复试笔试地点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3 月 26 日 

下午 3:20～3:50 

外语听力 

第九教学楼 

东 201 室 

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工业工程

（学术型）、机械工程（专业学位）、工

业工程（专业学位） 

第九教学楼 

东 203 室 

（3）综合能力面试（含英语口试） 

专业名称 面试时间 复试面试科目 复试面试地点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工业工程（学术

型）、机械工程（专业学位）、工业工程

（专业学位） 

3 月 27 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00～6:00 

综合能力面试

（含外语口试） 

 

面试地点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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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由专业课笔试、外语听力和综合面试（含外语口语测试）组成，考生须按照学院规定

时间参加复试。 

（1）专业课笔试 

专业课笔试考试方式为闭卷，时间为 120 分钟，考核成绩满分为 150 分，笔试科目为考生

在系统中填报科目。 

（2）外语听力 

学院采用研究生院规定的听力测试方式，不需要考生携带相关设备。考试时间 30 分钟，

成绩满分 50 分。 

（3）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由外语口语和综合能力面试两部分组成。综合面试的满分成绩为 150 分（其中包

括外语口语 30 分）。 

1）口语测试 

口语测试应包含考生本人自述和专家组提问部分，主要考察考生的口语水平及反应能力。  

2）综合能力面试 

综合能力面试主要测试考生的专业及综合素质和能力，其中专业素质和能力主要有：大学

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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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和能力主要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本学科（专

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

面的情况；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

表达和礼仪等。 

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在综合能力面试中加强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的考查，人事档案审查或政审在

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前完成。 

五、复试成绩评定和计算方法 

1.复试成绩满分为 350 分。其中专业课考试部分满分为 150 分，外语听力满分为 50 分；

综合面试部分满分为 150 分（时间一般不少于 15 分钟）。 

2.综合面试的两部分中：口语面试部分满分为 30 分；综合能力部分满分为 120 分。 

3.初试、复试成绩的权重分配、总成绩合成 



 5

（1）各专业初试成绩满分 500 分，复试成绩满分 350 分，总成绩满分 850 分，复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 41%。 

（2）入学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复试成绩为复试各部分考核成绩之和，复试成绩和初试

成绩相加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 

六、复试考生的加分原则及其他相关政策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

位计划”、“赴国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

业生、普通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本科学业后的考生，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享受初试总分加 10 分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符合加分政策考生于复试前联系

学院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我校根据教育部名单审核考生资格，符合资格的考生将享受初试成

绩总分加分（单科不加分）。按照学校政策，通过我校创新能力认定并获得证书者，如达到所

报考专业复试线可优先录取。 

七、破格复试的原则和条件 

破格复试应优先考虑基础学科、艰苦专业以及国家急需但生源相对不足的学科、专业。合

格生源（含调剂生源）充足的招生专业一般不再进行破格复试。 

初试公共科目成绩略低于《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但专业科目成绩特别优异或在科研

创新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考生，可允许其破格参加第一志愿报考单位第一志愿专业复试（以下

简称破格复试）。参加破格复试的考生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应届本科毕业生，本科学习成绩优秀； 

（2）在科研创新方面具有突出表现； 

（3）初试总分专业排名前 3名； 

（4）仅 1 门初试公共科目成绩略低于《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且不得低于 2 分以上。

八、录取原则 

按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序择优录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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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的

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不按要求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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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调剂工作说明 

我院各专业均不接收调剂。不接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考生调剂，不接收“大学

生士兵计划”考生调剂。 

十、信息公示 

复试前，复试工作办法和复试名单在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主页网址：

http://mece.njtu.edu.cn/通知公告栏公布。复试结束后，在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主页通

知公告栏公布拟录取名单。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其他注意事项其他注意事项其他注意事项    

学院严格过程监管，对复试全程录音录像。 

十二、体检安排 

所有报考我院的考生（不含推免生）须在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费由考生通

过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主页的研究生招生系统网上缴费平台在复试前完成缴费。缴费完成后

打印体检表参加体检。未参加体检的考生，按有关规定不予录取。 

考生（不含推免生）务必于 3月 28日上午 8:00空腹体检，地点：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 

十三、特别提示 

凡有资格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按规定日期准时到我院进行资格审查并按规定参加复试，不

得以任何理由推迟复试。凡未按时参加复试的考生均按自动放弃处理。具体复试时间及地点安

排请登录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主页查询或在资格审核时确认。复试期间食宿自理，文具自

备。 

十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51687039         办公地点：机械工程楼 Z812室 

联系邮箱：bfjxyyjs@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2016 年 3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