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0 年第二批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方案

为做好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第二批博士研究生招

生工作，保证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公平性和科学性，按照

教育部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招生过程中的

工作部署和组织管理；成立若干招生小组，具体实施招生相

关工作；成立招生督察小组，负责招生过程的纪律督查。

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

组 长：吕卫锋，王蕴红 副组长：梁晓辉

成 员：纪一鹏，周 洁，王婧仪，谭 萍，徐 毅，

孔 洁，万 寒，李 莹

博士研究生招生督查小组：

组 长：王蕴红 副组长：庄 杰

成 员：高小鹏，卢 静

二、学习方式与招生计划

（一）学习方式

学院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两种。 所有拟录取为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研究生均须签

订相应的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定向就业录取类别博士研究生

培养协议（详见链接中“四、学习方式”中的规定：



http://yzb.buaa.edu.cn/info/1002/1885.htm），按照规定进行培养管

理。

（二）招生计划

1、拟招收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15 名，其中联合培

养专项 1 名、高精尖专项 1 名、人工智能专项 4 名。具体招

生导师及招生方式如下：
姓名 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方式 备注
盛浩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博连读

张辉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博连读

张日崇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博连读

刘偲 0812J4 人工智能 硕博连读 人工智能专项

孙海龙 083500 软件工程 硕博连读 高精尖专项

郝爱民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申请考核

胡凯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申请考核

兰雨晴 083500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李帅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申请考核

刘庆杰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申请考核

刘祥龙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申请考核

刘雪峰 083500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刘轶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申请考核

吕卫锋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申请考核

时磊 083500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孙海龙 083500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王静远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申请考核

许可 083500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宋友 083500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李建欣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申请考核 联合培养专项

姜宏旭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申请考核 人工智能专项

张永飞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申请考核 人工智能专项

吴文峻 0812J4 人工智能 申请考核 人工智能专项

2、拟招收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 8 名，其中人工智能

专项 1 名。具体招生导师名单如下：

姓名 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方式 备注

百晓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黄迪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冷彪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http://yzb.buaa.edu.cn/info/1002/1885.htm


陆峰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姜宏旭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牛建伟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潘俊君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齐越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王莉莉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熊璋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赵沁平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周忠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李波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人工智能专项

3、拟招收非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 3 名，其中人工智

能专项 1 名。具体招生导师名单如下：

姓名 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方式 备注

李甲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李建欣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刘旭东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龙翔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唐文忠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王蕴红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夏春和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马殿富 085400 电子信息 申请考核 人工智能专项

注：以上招生计划数据可能根据实际招生情况调整

三、招生方式及报考要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0 年第二批博士研究

生招生包括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两种招生方式，申请人需要

具备的基本条件如下：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

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

2、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收学历研



究生体检工作标准》要求。

（见：http://yzb.buaa.edu.cn/info/1035/1192.htm）

报考硕博连读考生还需满足：

1、成绩优秀，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创新

精神和科研能力。

2、须为北航在学学历硕士研究生，且须获得硕士生导

师和学生所在学院同意。

报考申请考核批次考生还需满足：

1、拥有硕士学位或为应届硕士毕业研究生。

2、具有研究潜质，有从事科研工作的热情，有创新能

力和良好的基础。申请人需提交申请报告，详述攻读博士学

位的目的，展示自身能力并提供附件举证。

3、对于报考非全日制工程博士的考生，需为在科研院

所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一线科技人员。

四、报考及拟录取流程

（一）报名

通过教育部网报系统（网址 http://yz.chsi.com.cn）进

行网上报名，系统生成报名号并成功支付报名费，方视为完

成报名。

硕博连读报名时间为：2020 年 6 月 3 日 10:00 至 6 月 10

日 24:00。

申请考核报名时间为：2020 年 6 月 3 日 10:00 至 6 月 12

日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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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申请材料

资格审查材料具体内容及顺序如下：

1、完成报名后系统生成的《报名信息表》，请打印并

按表中规定完成“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意见”一栏的填写

和盖章。

2、考生本人亲笔签名的“诚信复试承诺书”。（附件

一）

3、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

职称专家）的推荐书，须有专家亲笔签名。（附件二）

4、本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包含正反面，要求照片和

信息清晰）。

5、现实表现材料。（附件三）

6、考生本人签字的身体健康情况说明。（附件四）

硕博连读批次考生还需提供：

1、2020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博连读攻读

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附件五）

2、学校教务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的硕士课程成绩单原

件。（计算机学院在读硕士由教务老师统一打印）

3、学生证扫描件（含封面、个人信息页和注册章页）。

4、其它可以体现本人学术水平与能力的相关材料扫描

件（如有）。

申请考核批次考生还需提供：

1、本科和硕士阶段的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或加盖人

事档案公章）。



2、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扫描件（应

届硕士毕业生可用学生证复印件代替硕士毕业证书或学位

证书扫描件）。

3、报考非全日制工程博士的考生请提供其在科研院所

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一线科技人员证明。

（无模板，须加盖单位公章）。

4、外语水平证书扫描件。

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拟进行的科学研究计划（3000 字）。

6、其它可以体现本人学术水平与能力的相关材料扫描

件（如有）。

7、往届生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生提交硕士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进展情况。

注：疫情期间，如确不能加盖公章的材料可直接提交，

附单独文字说明，并在开学时补齐。

请考生先提交资格审查材料电子版，并将所有材料合并

为 1 个 PDF 文件，命名方式为：“考号-姓名-报考方式（硕

博连读或申请考核）”，发送至 scsezhaosheng@buaa.edu.cn，

邮件主题为“2020 年第二批博士材料+姓名+报考导师姓名”。

同时，邮寄纸质版材料，于规定时间内顺丰或 EMS 邮寄到以

下地址，收到纸质版材料并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方有资格参

加学院组织的综合面试。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 G839,

周洁（收），电话：13501286360。



硕博连读考生电子版提交截止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0

日 24：00，纸质版材料须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 18:00 前寄到

学院。

申请考核考生电子版提交截止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3

日 24：00，纸质版材料须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 18:00 前寄到

学院。

（三）资格审查

收到考生电子版资格审查材料后，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小组将进行资格审查，并对考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初

评。专家通过考生的外语水平证书、本科及硕士课程成绩、

硕士学位论文（含评议书，应届硕士毕业生硕士论文开题报

告）、考生参与科研、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获奖等情况及

专家推荐意见、攻读博士期间科学研究计划等材料对其做出

评价结论，确定进入综合考核的人选，并第一时间在计算机

学院网站公布进入综合考核的人员名单，其中，硕博连读考

生通过资格审核名单公布时间预计在 6 月 13 日左右，申请

考核考生通过资格审核名单公布时间预计在 6 月 16 日左右。

（四）综合考核

1、综合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采用“网络远程复试”进

行综合面试，具体要求如下：

1）安装网络复试平台软件

学院采用“腾讯会议”作为网络复试平台，请考生提前

下载安装，并按照学院后续邮件通知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



平台软件的测试。

“腾讯会议”下载地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

2）网络面试应具备的设备及网络要求

考生设备要求：考生需要配备两台设备，其中一台设备

建议为具有视频通话功能的电脑，用于拍摄考生正面，该设

备的音频和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另一台设备可以是电脑或手

机，从考生后方 45°拍摄，确保考生方圆 1.5 米的环境可被

收入镜头，且考生主机位电脑全屏清晰可见。该设备视频必

须全程开启，关闭音频。请保证设备电量充足，或外接电源

线缆。如有需要，考生可增配三脚架或者手机架。

考生网络要求：建议全程在宽带网络及相应的 WIFI 下

完成，如确需使用 4G 网络，请保障 4G 网络畅通且不受闹

铃、来电及其他即时通信软件的干扰，并注意留有充足的流

量。

特别说明：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用移动数据流量

联网，则关闭手机通话功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用 WIFI 联

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手机通话功能。若面试过程

中出现意外断网等情况，须立即向我院招生工作小组反映，

电话：010-82313267、010-82314584，学院将视具体情况考

虑是否继续面试，或另外安排场次。

3）考场要求

考生须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综合面

试。面试期间严禁他人进入或与他人交流，也不允许出现其

他声音。桌面仅可摆放身份证。考生座位 1.5 米范围内不得

https://meeting.tencent.com/


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非面试指定的电子设备等，所

用电子设备内不得存放考试相关的电子资料。面试期间视频

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面试过程中考生须配合工作人员要求展示相关证件。

4）面试画面要求

考生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

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不

得佩戴口罩，确保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不得

戴耳饰、耳麦及耳机。

2、综合考核时间安排

硕博连读考生综合面试时间预计在 6 月 15 日左右，申

请考核考生综合面试时间预计在 6 月 18 日左右，请考生们

注意在报考阶段保持本人手机和邮箱畅通，以便接收学院相

关通知。

3、综合考核具体内容

硕博连读批次参照“北航计算机学院接收 2020 年全日

制学术型硕博连读博士生的规定与办法”中的面试考核和评

分标准（详见：http://scse.buaa.edu.cn/info/1102/6402.htm）。

申请考核批次取消C语言上机考试，综合考核满分为300

分，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不计分）、英语能力（50 分）、

数理基础（50 分）、专业综合知识（100 分）和综合素质（100

分）。

1）参加面试考生需准备 15–20 分钟的考生 PPT 自述，

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研究或开发工作亮点、对拟报考

http://scse.buaa.edu.cn/info/1102/6402.htm


方向的了解及研究计划考虑。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

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为开放性结构化测试，不少

于 1 个问题。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计入总分，但作为

面试重要参考依据，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英语能力：口语、听力等。

4）数理基础：报考学生所属原学科的相关数理基础知

识的掌握情况等。

5）专业综合知识：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实验技能及综

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学术思想和创新意识等。

6）综合素质：科研经历及科研道德，对本学科前沿了

解程度，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等综合能

力等。

（五）拟录取方法

综合考核成绩不低于 180 分者方有资格参与拟录取环

节。

学院根据招生计划，参照考生的申请材料审查和评价结

果、综合考核成绩、以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等做

出综合判断，按照“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根据学

生成绩排名及导师招生情况提出拟录取名单，经学院招生工

作小组审定后按要求预计在 6 月 19 日左右予以公示。最终

录取结果，以研究生院发出的正式录取通知书为准。

拟录取的博士生，提交档案材料、发放录取通知书等工

作预计在 2020 年 6 至 7 月进行（请关注北航研招网发布的



相关信息）。

五、考试纪律

1.考生应确保提交的资格审查材料完整真实、及时准

确。

2. 面试相关的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事项，面试期间考

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考后不得向他人透露复试内容。未经

工作人员同意，擅自操作面试终端设备退出复试考场的，视

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

3.考生面试期间不得恶意断网，若面试过程中出现意外

断网等情况，须立即向我院招生工作小组反映，电话：

010-82313267、010-82314584。考生无故失联造成无法完成

面试的，亦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

4. 录取考生入学后 3 个月内，学院按照《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

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

理。

六、其他

1、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督查小组受理考生的申诉和投

诉，考生可将申诉或投诉发送至 scseshensu@buaa.edu.cn，

对申诉和投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小组复议。

2、未尽事宜参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关规定，考生如

有问题请与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联系，邮箱：

scsezhaosheng@buaa.edu.cn。

mailto:scseshensu@buaa.edu.cn
mailto:scsezhaosheng@buaa.edu.c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0 年 6 月 2 日



附件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年博士研究生

诚信复试承诺书

本人（此横线处请填写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即准

考 证 号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是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考试的考生，我已登录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认真阅读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0 年博士研究生考场规则》及学校、学院

的招生相关规定，知晓其中所有内容并愿意自觉遵守。我承诺提供、

提交的所有信息和材料是真实、准确的。如有违规违纪行为，我愿

意接受取消考试成绩、录取资格无效等处理决定，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承诺人签名：_____________

日期：2020 年 月 日



附件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〇二〇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专家推荐书

被推荐考生姓名

被推荐考生报考专业

推荐人姓名

推荐人职称

推荐人职务

与考生关系

工作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制

年 月 日



对考生思想品德、道德修养方面的介绍：

对考生业务水平、外国语水平、科研能力的介绍：

从考生学习和从事科研工作的情况看，该考生有无继续培养的前途及对考生报考博士生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每位博士生须提交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的推荐书。

2、此表按各招生学院的要求提交。

3、拟录取考生的专家推荐书由拟录取学院保存，并按要求归档。

A4 纸双面打印，限一张纸。



附件三

2020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的现实表现

姓名 身份证号

学习或工作单位

（对考生的现实表现进行描述，包括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等方面)

是否合格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此表如实填写是博士研究生录取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应届生由所在高校的院、系、所、中心等思政相关部门出具并给出结论；非应届生由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政治部

门或人事部门（若无工作单位，请档案管理部门根据考生人事档案中有关记录填写）出具并给出结论。负责人

须签字及加盖公章。

3、此表按学院要求提交，若拟录取则由拟录取学院保存，并按要求归档。



附件四

身体健康情况说明

姓名 性别 证件号码

年龄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家族遗传病史
无 有 □若有请详述：

既往重大疾病史 无 有 若有请详述：

既往外伤史 无 有 若有请详述：

既往手术史 无 有 若有请详述：

既往视力、听力情

况 正常 异常 若异常请详述：

传染病史 无 有 若有请详述：

体质情况 良好 较弱 若较弱请详述：

能否正常参加

符合报考专业要

求的学习和科研

活动

是 否 若否请详述：

其他身体健康情

况说明

我已对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收学历研究生体检工作标准》，确认自身

健康状况符合所报考学院及专业要求，并承诺以上填写信息均为真实，未隐瞒病史。

若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日期：



附件五 2020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硕士录取类别
非定向□ 定向□

委培□ 自筹□
硕士考试方式 推免□ 统考□ 强军□

硕士专业 硕士导师姓名

拟报博士专业 1 拟报博士导师姓名 ①

拟报博士专业 ② 拟报博士导师姓名 2

硕士导师

推荐意见
签字：

拟报博士导师

接收意见 拟报导师①签字： 拟报导师②签字：

学院教务审核

成绩排名

第一学期新生

填写此栏

入学奖学金等级： 一等（ ） 二等（ ）

学院教务章：

其他年级

填写此栏

总人数： 名次： 百分比： %

学院教务章：

招生工作小组

审核意见

符合录取条件（ ） 不符合录取条件（ ）

负责人签字： 学院公章：

注：

1.“硕士录取类别”指硕士研究生录取（入学）时的类别，“拟报博士专业”和“拟报博士导师”根据《专业目录》填写，可以选填两人。

2. “学院教务审核成绩排名”指学院教务老师审核该生的学位课、限选课平均成绩在本学院同级硕士研究生总人数中所处的百分比，并

盖章以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