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体检、复试与录取工作安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

关文件精神，现对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复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坚持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着力加强对考生创

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考察，注重考生一贯表现，既重视初试成绩，也重视既往学业表现和

潜在能力素质，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按需招生，宁缺毋滥，确保招生质量。 

  

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泉 

成员：沈玉龙、崔江涛、王宇平、高琳、刘西洋 

秘书：向麟海、刘昭、高红 

督察：党文学 

招生工作地点：北校区主楼 IV-215 

联系电话：029-88202354 监督举报电话 029-88202359 

三、招生计划与复试资格 

 招生计划  

计算机学院 总名额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硕士全日

制专项计

划 

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示范基地 

  

  30 

二志愿调剂专项计划 40 

弹性直博计划 14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 

支教团专项计划 1 

产教融合专项计划（昆山）   7 

电子科学研究院联培计划   5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联培计划 5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培计划 2 4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 342 204 138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 60 0 60 

  

 复试资格 

学科门类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320 40 40 55 55 

计算机技术 260 34 34 51 51 

计算机技术（昆山研究生

院） 

(产教融合专项计划（昆山）) 

260 34 34 51 51 

优研计划 260 34 34 51 51 

少数民族骨干 245 30 30 45 45 

退役大学生士兵 240 34 34 51 51 

注： 

1. 总分 260 分以上且单科线过线的考生都能参加复试。 

2. 原报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 260 分以上且单科过线的考生可参加计算机技术专

业学位复试调剂。 

3. 面试顺序按照一志愿上线优先顺序进行面试。 

4. 所有调剂考生， 计算机学院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调剂系统

（http://yz.chsi.com.cn/yztj/）开放时间为：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请各位调剂考生合理

安排调剂志愿填报工作。二志愿调剂以及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示范基地复

试安排见学院官网通知（http://cs.xidian.edu.cn/）。 

5. 全日制硕士二志愿调剂分数线设列如下：软件工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计算机技术专业

学位研究生调剂硕士生初试分数线为：总分 290 分及其以上，单科（满分=100 分）科目不

低于 34 分，单科（满分>100 分）科目不低于 51 分；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

示范基地调剂硕士生初试分数线为：总分 280 分及其以上，单科（满分=100 分）科目不低

于 34 分，单科（满分>100 分）科目不低于 51 分。 

6. 人工智能学院硕士指标经学院确定后，会后续追加。 

四、复试安排及成绩折算办法 

（1）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知识笔试、机试、综合面试（面试包括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

专业知识口试及综合素质考察等）。 

（2）所有具有复试资格的全日制考生，需下载填写导师团队意向表，团队详细差额情况

介绍由学院确定后另行通知，请关注我院网站的后续通知（http://cs.xidian.edu.cn/）。导师

团队意向表见附件 1。 

（3）所有具有复试资格的全日制考生，2018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4：00 至 23 日上午 12:00

到计算机学院会议室主楼四区-218 报名，进行资格审查、领取复试准考证和递交导师团队

意向表。没有报名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 

所有具有复试资格的全日制考生于 3 月 23 日下午和 3 月 24 日上午统一进行专业知识笔

试、上机考试以及思政考试（优研计划考生也要参加笔试和机试），安排如下： 

专业笔试考试时间：3 月 23 日（周五）下午 14:00-16:00   

http://cs.xidian.edu.cn/


上机考试时间：3 月 23 日（周五）下午 16:20-17:50 

思政考试时间：3 月 24 日（周六）上午 9:00-10:00 

上机考试和笔试地点：具体教室以资格审查当天发放的准考证为准。 

全日制硕士调剂复试安排时间为：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3 日，请各位考生注意保持电

话畅通，等候复试通知消息。调剂复试考核内容形式为：面试（外语能力，专业知识，科

研能力，综合素质）+ 心理测试 + 思政考试。 

所有具有复试资格的非全日制安排复试时间：2018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27 日，若非全日制

硕士报考生源不足，学院将会再次开通非全日制硕士调剂系统，并提前两天于学院官网通

知。 

（4）面试时间和地点及具体安排由学院确定后通知，请关注我院网站的后续通知

（http://cs.xidian.edu.cn/）。 

（5）参加优研计划并通过笔试、机试以及面试取得资格的考生，必须报名确认资格审

查、体检以及思政考试，并按照要求参加导师组面试以确认录取，资格审查的材料与其他

考生要求相同。 

（6）专业知识笔试内容：以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复试科目为准。 

（7）上机练习安排： 

时间：3 月 23 日上午 9：00 开放 

上机练习地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 E 楼 III 区 204、205 机房或者直接登录

http://202.117.124.69/xdoj 

用户名：考生编号 

密  码：考生编号 

（8）总成绩折算办法： 

总成绩（满分 1000）= 初试成绩（满分 500）+ 复试成绩（满分 500） 

其中笔试成绩 100 分，机试成绩 100 分，面试成绩 300 分 

（9）面试不及格者，直接淘汰。 

五、注意事项 

1.参加优研计划的考生必须参加资格审查、思想政治考核和体检，同时必须参加笔试和机

试； 

2.所有考生必须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参加心理测试，否则复试成绩按照不及格计； 

3.所有考生在领取导师团队意向表后必须填写拟选择的导师团队，学院将根据考生意向导

师团队进行分组面试，每人仅限向学院递交一份导师团队意向表，经考生签名确认后生

效，不得随意更改； 

4.报名时在现场资格审查，考生须携带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2）往届毕业生提交最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 1 份，大学期间平均成绩及成绩排名证明 1 份（须加盖教务部门

http://cs.xidian.edu.cn/


公章），往届生也可提供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须加盖档案管理单位红章）。 

高职高专学历的考生提供专科成绩单及本科 6 门或 6 门以上课程进修成绩单。 

（4）同等学力考生还须提交在所报考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 

（5）未通过教育部学历验证的考生须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6）在职考生必须提供档案所在单位同意脱产学习的证明。 

（7）报考学院要求的其它材料以及能证明自己综合素质的其它材料。 

（8）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体检表用)。 

六、体检 

1、参加复试的所有考生必须进行体检，不体检者视为体检不合格。 

2、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 

部、中国残联制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以及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

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2 号）执行。 

3、体检具体安排按照学校要求执行，具体见（http://gr.xidian.edu.cn/info/1074/6193.htm） 

4、未在学校参加集中体检的考生，使用体检医院的体检单，同时将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

和联系方式填写在体检表空白处，体检项目要求与我校集中体检项目相同，4 月 10 日前将

体检结果寄送至录取学院，未提交体检报告的考生不予录取。自行前往二甲以上等级医院

体检，体检项目与我校体检项目相同。体检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将体检表寄送至以下地

址：西安市太白南路二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9 信箱刘老师  收  电话：88202427  邮寄内

容备注：体检表  

 

计算机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