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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电子科大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学院复试安排 

（持续更新） 

各学院复试工作办法如与学校复试工作办法不符，一律以学校复试工作办法为准。 

学院联系方式：http://yz.uestc.edu.cn/contact/ 

学校复试工作办法：http://yz.uestc.edu.cn/shuoshizhaosheng/2017/03/03/147.html 

研招办投诉和申诉电话：028-61830153-112，邮箱：yzb@uestc.edu.cn 

001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根据《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办法》的精神及要求，2017 年

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非全日制复试将于 3 月 29 日——4 月 1 日完成。 

 

我院分数线如下： 

学院 专业 

第

一

单

元 

第

二

单

元 

第

三

单

元 

第

四

单

元 

总分 备注 

001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非全

日制) 
45 45 70 70 280 接收校内调剂 

 

通信学院调剂研究生招生网系统开放、关闭时间 

编号 学院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院内调剂 

院内调剂 

开放时间 

院内调剂 

关闭时间 
校内调剂 

校内调剂 

开放时间 

校内调剂 

关闭时间 

001 
通信与信息

工程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

程(非全日制) 
开通 20160329 20160331 开通 20160329 20160331 

 

 

复试具体安排 

一、 资格审查安排： 

在调剂系统完成报名后，打印调剂申请书，尽快到通信学院研究生科验证。 

地点：清水河校区科研楼 B365A 

要求：考生须带调剂申请书原件、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往届生）、学生证

原件（应届生）。我们只验原件，不收复印件，请务必带齐证件前来验证。 

二、复试具体安排 

时间： 3 月 29 日—4 月 1 日全天，其中： 

1.专业笔试（200 分） 

具体时间、地点及名单请等待后续通知 

2. 英语面试（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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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地点及名单请等待后续通知 

3.综合面试（200 分） 

具体时间、地点及名单请等待后续通 

三、复试具体内容 

1.专业笔试：《数字电路》  

2.英语面试：英语口语、英语听力 

3.综合面试：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对本学科理论知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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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本

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创新意识）、综合素质和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本学科以

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

情况，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四、关于导师及打印复试通知书： 

所有未报导师人员请按照学校要求，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填报导师后打印调剂通知书，我

们不接收单独填报导师。 

 

备注： 

一、复试成绩公示：按照学校的要求，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学院不单独公示。 

二、拟录取名单：学生录取完全按照《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

作办法》中第六条“上报录检”要求执行，最终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统一公布，学院不单独

公布。 

三、招生信息公布渠道： 

相关复试具体安排将公布在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网站 

以及学院网站：http://www.scie.uestc.edu.cn/ 

以及清水河校区科 B365A 房间外面的公告栏。 

通信学院研究生科电话：028-61830618 

四、其他未尽事项完全参照学校要求进行。 

五、复试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复试过程

的监督与复试工作。 

 

002 电子工程学院 

根据我校《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和我院计划招生人数，因我院非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未满，经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电子工程学院拟接收第三批复试调剂安排如下。 

所有考生均需仔细阅读我校《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和本办法。 

一、校内调剂专业及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专业：电子与通信工程（085208非全日制） 

分数要求：总分和单科均与学校基本要求一致（如下所示） 

学院 专业 
第一

单元 

第二

单元 

第三

单元 

第四

单元 
总分 备注 

002 电子工程学院 0852 工程硕士（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280 校内调剂 

欢迎报考我校工学类相关专业的考生积极调剂我院。 

二、复试要求 

http://www.scie.ue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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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 31日上午 11：00之前，考生通过电子科技大学研招系统申请调剂，申请审核通过后即获得复试

资格，同时请填写复试信息，并打印调剂申请单。 

2. 考生均应参加我院的笔试和面试。已参加我院第一批、第二批复试的同学，可以申请保留成绩，

无需再次参加笔试及面试（如需保留成绩，需在资格审查时提出）。 

三、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3月 31日（周五）

13:30-17:00 

资格

审查 
清水河校区科研楼 C106A 

须携带调剂申请单、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

原件（往届生）、学生证原件（应届生） 

4月 1日（周六） 

09:30-11:30 

专业

笔试 
品学楼 B206 

闭卷，满分 200分，合格成绩应不低于 120分；时

间 120分钟 

4月 1日（周六） 

13:00-17:00 

综合

面试 
清水河校区科研楼 C108 

满分 200分，合格成绩应不低于 120分；时间不少

于 15分钟 

4月 1日（周六） 

13:00-17:00 

英语

面试 
清水河校区科研楼 C105A 

满分 100分，其中口语 50分、听力 50分，合格成

绩应不低于 60分；时间不少于 5分钟 

 

四、复试内容 

1．专业笔试 

笔试科目:电路与系统(080902):《模拟电路》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080904）：《微波技术基础和天线原理》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数字信号处理》 

信号与信息处理（081002）:《数字信号处理》 

电子与通信工程（085208）： 

02方向（电路与系统）：《模拟电路》 

03方向（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微波技术基础和天线原理》 

04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数字信号处理》 

2．外语面试 

考生现场随机抽题，准备 3分钟后进入考场。 

3．综合面试 

由复试专家组自主提问。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对本学科理论知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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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本专业领域发

展的潜力，创新意识）、综合素质和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

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

等）。 

五、关于填报导师 

1.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无论网上报名是否填报导师，都需要在复试系统中重新填报导师。请于 3月

31 日（周五）12：00前登陆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填报，并于 3月 31日（周五）

资格审查时进行现场确认，不接收现场填报导师。 

2．考生录取专业必须与选定导师在招生简章上的招生专业名称相同。 

六、拟录取 

1．总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总成绩＝专业笔试成绩＋英语面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 



4 

2．录取原则 

同一优先级按总成绩（初试+复试）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复试总分及单项成绩均达到满分的 60%才

能被录取。 

七、其它 

1．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请在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网自行打印。 

2．复试成绩公示：按照学校的要求，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学院不单独公示。 

3．拟录取名单公布：最终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统一公布，学院不单独公布。 

4. 招 生 信 息 公 布 渠 道 ： 复 试 相 关 具 体 安 排 将 公 布 在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网

http://yz.uestc.edu.cn/、电子工程学院网站：http://www.ee.uestc.edu.cn/，以及清水河校区科研楼

C102右房间外的公告栏。 

5.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科联系电话：028－61830499。 

6.复试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复试过程的监督与复试

工作。 

7.未上电子工程学院复试及调剂分数线的考生直接到电子科技大学研招网打印“调剂申请单”，到接收

学院办理调剂、复试手续。 

8.其他未尽事项完全参照学校要求进行。 

003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一、 复试时间 

根据《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办法》的精神及要求，2017 年度，微电子

与固体电子学院非全日制复试将于 3 月 29 日——4 月 1 日完成。目前我院还有部分专业学位非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招生名额，经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拟接收第三

批复试调剂。 

系统开放时间：2017 年 3 月 29 日 12:00-3 月 31 日 17:00 

调剂网址：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二、 各专业复试分数线及调剂 

专业 
第一单元 

(政治) 

第二单元 

(外国语) 

第三单元 

(业务课一) 

第四单元 

(业务课二) 
总分 

备注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280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接收校内

调剂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非全日

制） 
45 45 70 70 280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接收校内

调剂 

 

三、 复试具体安排 

http://yz.uestc.edu.cn/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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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固学院专业复试安排如下： 

四、复试类型选择： 

（1）凡是参加过我校（所有 07 理学、08 工学）第一批、第二批复试且笔试通过的考生，是否重新参加笔

试由考生资格审查时自由选择并附证明材料； 

（2）凡是参加过我院（微固）第一批、第二批复试且面试通过的考生，是否重新参加面试由考生资格审查

时自由选择并附书面说明 

五、注意事项 

1. 集成电路工程专业、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的笔试科目为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或电路分析基础二选一复

试大纲已在学院网站上发布 http://www.me.uestc.edu.cn/view?type=34&id=3186。 

2. 咨询电话，028-83202150，028-83201973，请各位考生关注电子科大研招网“硕士招生”、“导师介绍”、

“公告栏”等，复试结果等信息以学校研招网上公示为准，不接受电话咨询考生成绩。 

 

004 物理电子学院 

目前我院还有部分专业学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经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物理电子

学院拟接收第三批复试调剂。 

根据《电子科技大学 2017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办法》的精神，现将物理电子学院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二批复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调剂分数线 

物理电子学院 2017年专业学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分数线 

专业 政治 英语 业务课 1 业务课 2 总分 

电子与通信工程（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280 

 

二、复试时间安排 

3 月 29日至 4月 5日 

1、 复试资格审查：时间：4 月 5 日（星期三）9:00—10：00 

地点：沙河校区科研楼 211室 

时间 内容 参加人 地点 备注 

4 月 1 日（周六）上午

09:00-11:00 

现场确认 

资格审查 

具备复试资格的考

生 

微固研究生

科（沙河校区

微固楼 432） 

须带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

单）、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

位证原件（非应届）、学生证原

件（应届） 

4 月 1 日（周六）中午 

13：00－15：00 

笔试 具备复试资格的考

生 

待现场确认、

资格审查时

通知 

闭卷，考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200

分 

4 月 1 日（周六）下午 

15：30 开始 

外语口语与听力、

综合面试 

具备复试资格的考

生 

沙河校区微

固楼 4 层 420 

考生须带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

请单）及身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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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带调剂申请单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往届生）、学生证原件（应

届生）。 

学校硕士复试及调剂系统网址：http://yz.uestc.edu.cn/manage/index.html。考生请务必于 4月 4

日下午 18：00前登录该系统，完善并打印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学院将于 4月 4 日下午 18：00关闭

该系统，系统关闭后将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2、专业笔试：4月 5日（星期三）上午 10：20—12：20沙河校区二教 

  笔试请携带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及本人身份证。具体地点请关注物理电子学院主页

（http://www.pe.uestc.edu.cn）通知。 

  已参加过我校第一批次及第二批次复试且笔试通过，笔试成绩可以计入我院第三批次复试的笔试成

绩。 

3、英语面试及专业面试：4月 5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具体分组安排、时间及地点请关注物理电子学院主页（http://www.pe.uestc.edu.cn）通知。 

4、4月 5日  研究生院审核公布拟录取名单 

录取以研究生院公布名单为准，学院不再单独公布，请考生注意研招网通知，请勿电话咨询学院是否

拟录取事宜。 

 

三、复试内容 

1．专业笔试（闭卷，满分 200分，合格成绩应不低于 120分）：时间 120分钟 

笔试科目: 《微波技术基础》或《电路分析基础》（二选一） 

2．外语面试（满分 100分，其中口语 50分、听力 50 分，合格成绩应不低于 60分）：时间不少于 5

分钟。 

3．综合面试（200分，合格成绩应不低于 120分）：时间不少于 15分钟，由复试专家组自主提问。包

括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对本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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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创新意识）、综合素

质和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事业心、

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四、拟录取 

1．总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总成绩＝专业笔试成绩＋英语面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 

复试总分及单项成绩均达到满分的 60%才能被录取。 

未被录取考生可申请调剂我校其他学院。 

 

五、其它 

1．复试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复试过程的监督与复试

工作。 

2．复试详细安排请见物理电子学院主页。 

3．物理电子学院研究生科联系电话：028－83206398。 

005 光电信息学院 

目前我院还有部分专业学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经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光电信息学院拟接收第三批复试调剂，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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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考生均需仔细阅读我校《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和本办法。 

 

一、 校内调剂专业及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调剂专业：光学工程（085202非全日制）、电子与通信工程（085208非全日制） 

分数要求：总分和单科均与学校基本要求一致（如下所示） 

专业 
第一

单元 

第二

单元 

第三

单元 

第四

单元 
总分 备注 

085202 光学工程（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280 校内调剂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280 校内调剂 

 

二、复试要求 

考生均应参加本院的笔试和面试，考试大纲见学院网站。如果已参加我校前 2批次复试且

笔试或英语面试通过，成绩可以记入第三批次复试的成绩。 

光学工程笔试科目：应用光学或固体物理或电路分析基础 

电子与通信工程笔试科目：电路分析基础 

三、时间安排 

1、调剂申请 

4月 5日上午 8：00之前，考生通过电子科技大学研招系统申请调剂，申请审核通过后即

获得复试资格，同时请务必在 4月 5日上午 9:00之前填写复试信息，并打印调剂申请单。 

2、资格审查 

4月 5日所有参加复试学生均需进行资格审查，考生须带齐以下资料：调剂申请单、身份

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往届生）、学生证原件（应届生）。 

时间：上午 10：3011：30 

地点：沙河校区光电楼 409会议室 

3、复试考试 

专业笔试 

时间：4月 5日下午 1：003：00  地点：沙河校区二教 

面试 

时间：4月 5日下午 2:306:00，学院会安排一批次笔试通过的学生先面试。 

地点：沙河校区光电楼 409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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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时请携带身份证。 

 

四、其它事项 

1、其它具体要求请参见我校研招网《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 

2、学院信息公布网站：www.soei.uestc.edu.cn 

3、研究生科地址：光电楼 407-1，非全日制招生咨询办公室：光电楼 402-2、407-2 

4、非全日制硕士咨询电话：028－83202267,83208819，邮件：lidai@uestc.edu.cn。 

007 自动化工程学院 

根据我校《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和我院计划招生人数，因我院非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未满，经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自动化工程学院拟接收第三批复试调剂安排如下。 

所有考生均需仔细阅读我校《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和本办法。 

一、接收调剂专业和分数线：。 

专业 政治 英语 数学 
业务

课二 
总分 

专业课复试科目 

（闭卷笔试） 

085203 仪器仪表工程 45 45 70 70 280 微机原理及数字电路 

085210 控制工程 45 45 70 70 280 微机原理及数字电路 

二、复试程序： 

1、专业课复试：考试科目在办理复试手续时确认。笔试专业课满分 20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 

2、外语（英语）口语（50分）与听力测试（50分）：满分 100分，时间 5至 8分钟。 

3、综合面试：该综合面试的目的一是考察考生思想品德方面，二是可以让导师多角度、多侧面了解考生

的综合素质，同时体现一个考生的思想品德状况、个人素养、心理素质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等综合素质。

通过考生的回答及其言谈举止，可以判断和了解考生的个性心理倾向、生活处事态度、沟通合作能力等素

质。综合面试没有固定的主题，主要是报考院系老师对考生的直接考察，考察内容包括谈吐、学识等诸方

面内容，也包括专业动态，专业课，其中专业课内容主要涉及数字电路，低频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电

子测量原理或自动控制原理等。综合面试满分 200分，时间 15分钟。 

三、录取原则： 

1、复试成绩的计算方法： 

复试成绩=笔试成绩+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成绩+专业知识与综合面试成绩 

2、考生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http://www.soei.uestc.edu.cn/
mailto:lidai@ue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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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满分 1000分） 

3、笔试成绩不低于 120 分，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专业知识与综合面试成绩不低于

120 分。 

4、录取优先顺序为：第一志愿、院内调剂、校内调剂、校外调剂，新生奖学金评定优先顺序与此相同。

同一优先级按总成绩（初试+复试）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新生奖学金评定与此相同。复试科目任何一项

不合格直接淘汰。 

四、复试安排 

1、笔试 

时间：4 月 5 日（周三）上午 9：30-11：30 

地点：品学楼 B206 

2、外语口语和听力测试 

时间：4 月 5 日（周三）下午 1：30 

地点：主楼 C2-401B 

3、综合面试 

时间：4 月 5 日（周三）下午 1：30 

地点：主楼 C2-401B 

五、调剂手续办理： 

1、有资格参加复试的考生在网上打印复试通知书或调剂申请表以后,本人持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原件、

毕业证或学位证的原件（往届）、学生证原件（应届））到自动化工程学院研究生科办理复试手续。 

2、办理时间：3 月 29 日（周三）--4 月 1 日（周六）上午 9：00—下午 4：00 

3、复试办理地点：自动化工程学院研究生科（清水河校区主楼 C1-416C） 

4、考生均应参加我校的笔试和面试。已参加我校第一批、第二批复试的同学，

合格的成绩（综合面试除外）均可申请保留，无需再次参加英语面试和笔试（如

需保留成绩，需在资格审查时提出）。 

自动化工程学院研究生科联系方式：028-61831540 

 考研咨询 QQ 群：4758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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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一、根据学校关于《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经学院研究决定，

学院成立院研究生第三次复试工作小组，骆德渊副院长任组长，院学术委员会老师及非全日制

研究生科科长任小组成员，协调落实复试工作。 

根据学院的计划招生人数和上线情况，学院此次复试分数线如下： 

专业 政治 英语 数学 业务课二 
总

分 

专业课复试科

目 
调剂 

085201 

机械工程

（非全日

制） 

45 45 70 70 280 
微机原理与应

用或机械原理 

院内/校

内 

其中专业课复试笔试科目中：微机原理与应用（开卷）、机械原理（闭卷）。 

二、复试板块 

1、专业课笔试：3 月 31 日中午 12:00 之前打印复试通知书，打印时，请确认复试科目，以便

我们了解复试科目提前准备试卷。笔试专业课满分 2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外语面试：口语（50 分）与听力测试（50 分）：满分 100 分，时间 5 分钟。 

3、综合面试：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整体考核学生思想道德，学习基础，综合素养，心理健

康与表达礼仪。综合面试满分 200 分，时间 15 分钟。 

三、复试安排及注意事项 

1、3 月 31 日中午 12:00 之前请考生完成复试通知书的打印，并确认复试专业课科目，确认填

报导师。 

2、机电学院第三次复试安排： 

笔试时间：3 月 31 日下午 2:00-4:00。 

面试时间：3 月 31 日下午 4:00-6:00。 

笔试及面试地点：清水河校区主楼 C1-213 室。 

笔试面试时请携带：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往届生）、

学生证原件（应届生）。 

3、4 月 6 日公布复试成绩。 

四、录取原则： 

1、复试成绩的计算方法： 



11 

复试成绩=笔试成绩+外语面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2、考生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总成绩=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满分 1000 分） 

五、咨询联系：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非全日制招生联系方式：028-83202571、028-83202570、13699073601、

13408559895。 

018 资源与环境学院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最新政策要求和招生指标，资源与环境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非全日制研

究生目前还有较多空余名额，接受校内调剂，欢迎广大考生调剂和报考！ 

学院将本着与全日制研究生享受同等资源、保证同等质量的原则，对非全日制研究生采取非定向和定

向两种培养模式，将设立新生奖学金，争取有关方面承担部分学费，配备公共机房，推荐专业实习实践。 

其中，非定向培养学生可选择将户口、档案转入学校，毕业时可派遣，与全日制学生一起上课、配导

师、进课题组，在学校周边联系和推荐集中住宿并补贴部分住宿费，根据表现发放科研补贴，联系推荐专

业实习和就业。 

定向培养学生将由企业为学生购买“五险”，资助一定数量学费，根据情况发放食宿补助和实习工资。

目 前， 已经与 中科宇图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等 6 家企 业签订 协议 ，供 考生选 择。（详 见

http://www.sre.uestc.edu.cn/article-4447.html?n=c48） 

具体复试安排调整如下： 

一、 系统审核关闭时间：2017 年 03 月 31 日 18:00 

二、 调剂网址：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三、 复试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4 月 1 日（周六）   

9:00-9:30 
资格审查 

资环研究生科（创新

中心大楼 5 楼 018） 

有资格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带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

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非应届）、学生证原件

（应届） 

4 月 1 日（周六） 

10:00-12:00 
笔    试 创新中心大楼 5 楼 

闭卷，考试时间 2 小时，满分 200 分。复试大纲请注意资源

与环境学院主页通知（http://www.sre.uestc.edu.cn/）。 

4 月 1 日（周六） 

13:30 

外语口语与

听力 
创新中心大楼 5 楼 

具体分组安排及地点请注意资源与环境学院主页通知

（http://www.sre.uestc.edu.cn/）。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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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周六） 

14:30 
综合面试 创新中心大楼 5 楼 

综合面试约 15 分钟，满分 200 分。具体分组安排、时间及

地点请注意资源与环境学院主页通知

（http://www.sre.uestc.edu.cn/） 

四、关于调剂生复试方法的情况说明 

（1）参加过我院第一批、第二批复试的同学，可在资格审查时申请使用第一批、第二批复试的笔试、英语

面试和综合面试成绩，成绩合格并经我院研究生科审核后，不需要再次参加笔试、英语面试和综合面试。 

（2）参加我校其他学院相关专业第一批、第二批复试的同学，可在资格审查时申请使用第一批、第二批复

试的笔试和英语面试成绩，成绩合格并经我院研究生科审核后，不需要再次参加笔试和英语面试，直接参

加综合面试。 

（3）未参加过我院及我校各学院第一批、第二批复试的同学，须参加我院组织的笔试、英语面试和综合面

试。 

五、资源与环境学院咨询方式 

学院行政办公地址：清水河校区创新中心大楼 5楼 018室 

学院研究生科：清水河校区创新中心大楼 5楼 018，电话：028-61831572，15928478543， 

古老师 

019 航空航天学院 

一、 接收专业及名额 

 

类别 专业 

第一单元 

(政治理论) 

第二单元 

(外国语) 

第三单元 

(业务课一) 

第四单元 

(业务课二) 

总分 

要求 

工程硕士（非全

日制） 

085208 电子与通信

工程 

45 45 70 70 280 

二、复试安排 

航空航天学院复试安排将在 3 月 29日-4 月 1日期间安排。 

1、系统报名：登录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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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格审查 

（1）系统报名后，打印调剂申请单，尽快到学院研究生科（清水河校区研究院大楼 205 室）

完成资格审查。 

（2）要求：考生须带打印的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身份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

（往届生）、学生证原件（应届生）。 

3、复试时间：资格审查后通知地点和时间安排 

4、复试内容 

(1) 综合面试、英语面试 

（2）专业笔试： 

     科目：数字电路或电路分析，任选一科，但不得与初试笔试科目重复 

*考生可提供第一批、第二批我校的复试成绩做为本批次复试成绩，请在资格审查时提出申请。 

三、其他 

1、航空航天学院研究生科咨询电话：028-61831856 

2、其他未尽事宜请见《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 

022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根据《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的精神，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欢

迎考生们申请调剂我院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关复试安排如下： 

一、调剂志愿分数线及名额： 

报考专业 政治理论 外国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总分 

085212 软件工程 

（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280 

二、复试对象： 

1、院内调剂：第一志愿报考信软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学术型）和 085212 软件工程（全日制专业学

位）未上线或未被拟录取，总分达到 280 分且单科合格的考生，可申请调剂到 085212 软件工程（非全日制）； 

2、校内调剂：第一志愿报考电子科技大学 07 理学、08 工学和 11 军事类密码学未上线或未被拟录取，

总分达到 280 分且单科合格的考生，可申请调剂到 085212 软件工程（非全日制）； 

三、调剂要求及流程 

1、符合《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要求，且满足信软学院调剂

要求的考生，可申请调剂到相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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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登录“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填报调剂申

请（非全日制-校内调剂、院内调剂均可）。信软学院以该系统的调剂申请为准，不接受电话、来人、来函

等其他方式申请调剂。考生请务必于 2017 年 4 月 4 日 17:00 前登录该系统，完善调剂信息、缴纳复试费并

打印调剂申请单。信软学院将于 2017 年 4 月 4 日 17:00 关闭该系统，系统关闭后将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四、补报导师 

初试报名时未填报导师信息的考生，可在复试报名时登录“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补报导师，导师信息以“电子科技大学研招网”中“导师介绍”栏目为准。

复试后考生如果需要调整导师，最迟应于 2017 年 4 月 5 日 15:00 之前发送最终信息（考生编号、考生姓名、

报考专业及专业代码、导师姓名及导师代码、研究方向及研究方向码）至信软学院研管科邮箱

rjgczs@uestc.edu.cn。 

五、复试安排 

复试在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二段 4 号）进行，请外地考生提前了解

相关交通信息。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2017 年 4 月 5 日 

08:30-8:45 
资格审查 

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

主楼中 222 

考生须带复试通知单或调剂申请单、身份

证原件、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往届生）、

学生证原件（应届生） 

2017 年 4 月 5 日 

09:00-11:00 
笔试 

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

（地点待通知） 

笔试科目：《程序设计》（C 语言），闭

卷 

考试时间：2 小时（满分 200 分） 

2017 年 4 月 5 日 

13:00 开始 

外语面试、

综合面试 

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

（地点待通知） 

外语面试（满分 100 分） 

综合面试（满分 200 分） 

备注 

1.笔试及面试具体安排请在 2017 年 4 月 5 日上午资格审查时咨询资审老师； 

2.考生凭身份证原件和调剂通知单，按上表所示复试时间与地点（待通知）参加复

试； 

3.复试结果以“电子科技大学研招网”信息为准。 

 

六、复试类型选择 

（1）凡是参加过我校（所有 07 理学、08 工学、11 军事类密码学）第一批复试且笔试通过的考生，是否重

新参加笔试由考生资格审查时自由选择并明确书面说明； 

（2）凡是参加过我院（信软）第一批复试且面试通过的考生，是否重新参加面试由考生资格审查时自由选

择并明确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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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复试通过即指复试笔试、英语面试和综合面试分值均达相应分值的 60%。 

七、录取安排及要求 

以《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办法》为准。 

八、咨询方式 

考生发邮件至 rjgczs@uestc.edu.cn 或加入 QQ 群（567774046）咨询（备注：17 级+拟报导师姓名+考生

姓名），学院将及时回复。 

026 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根据《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办法》的要求，现将通信抗干

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17 年接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调剂办法公示如下。 

一、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调剂分数线 

表 1 调剂复试分数线（单科及总分）表 

专业 

代码 
专业 政治 英语 数学 专业 总分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非全日制） 
45 45 70 70 300 

二、复试对象 

1、第一志愿报考本实验室并达到本实验室对应专业复试线的考生（参见表 1）。 

2、第一志愿报考电子科大且符合本实验室调剂要求的考生。 

三、时间安排 

1、申请调剂的考生即日起——4 月 5 日中午 12:00 点截止，登录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研

招网硕士复试系统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提交调剂申请并打印调剂通知单。 

2、申请调剂考生即日起，凭调剂通知单、身份证原件、往届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原件、应

届生学生证原件到清水河校区主楼 B3-508 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3、考生凭身份证原件，按表 2 所示复试时间与地点参加复试，复试过程按照教育部要求

进行录音录像。 

表 2 复试时间与地点 

时间 地点 内容 备注 

即日起 主楼 B3-508 

专业笔试 

外语面试 

综合面试 

具体分组名单见后续通知 

（在实验室 5 楼公告栏查看） 

http://zsgl.uestc.edu.cn/ksx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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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内其他学院相近专业考生的复试笔试成绩经实验室认可后有效。 

5、4 月 6 日实验室按照学校要求向研招办报送 “复试成绩”表。 

四、复试内容 

1、专业笔试：时间 120 分钟；科目《数字电路》，闭卷；总分 200 分。 

2、外语面试：时间 5-10 分钟，考生现场随机抽题，准备 3 分钟后进入考场；总分 100 分

（口语 50 分，听力 50 分）。 

3、综合面试：时间 15-20 分钟；总分 200 分；复试方式由复试专家组自主确定，包含：

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对本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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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意识等）；综合素质和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社

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

止、表达和礼仪等）。 

五、其它 

   1、复试成绩公示：按照学校的要求，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实验室不单独公示。 

2、拟录取名单：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统一公布，实验室不单独公布，请考生关注电子

科技大学研招网通知，实验室不受理考生关于是否拟录取的有关问询。 

3、招生信息公布渠道：相关复试具体安排将公布在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网站、通信抗干扰

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网站或清水河校区主楼 B3-508 办公室外的公告栏。 

4、其它细则按照《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办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