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复试工作方案

一、 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曲安京

组员：束锡红、刘阿丽、唐泉、袁敏

二、 各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

三、 达到复试线的考生名单（分专业/方向）

1、科学技术史专业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06972370120475 郝宣佳 科学技术史 405

106972411120481 刘 怡 科学技术史 396

106972412320483 樊美杉 科学技术史 396

106972414920486 王佳俊 科学技术史 392

106972421920489 汤鹤鸣 科学技术史 373

106972370320476 崔红婷 科学技术史 370

106972371320478 孙成毅 科学技术史 367

106972611606921 陈云菲 科学技术史 360

106972611606922 查澍颖 科学技术史 355

106972371720480 李 孜 科学技术史 350

106972411320482 刘曼曼 科学技术史 326

106972421920488 李辰洋 科学技术史 324

106972611606923 晏 宁 科学技术史 321

106972142420474 常颖蓉 科学技术史 321

106972413920485 刘文迪 科学技术史 307

专业（方向） 政治
外国

语

业务课

1

业务课

2
总分

总计

划
推免

公开招考

计划

上线人

数

071200 科学

技术史
40 40 70 70 305 16 2 14 15

070100 数 学

（数学史与数

学教育）

50 50 70 70 315 1 0 1 1



2、数学专业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研究方向 总分 备注

106972611606693 熊书艺 数学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317

四、复试工作流程及原则；

1. 复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导师和学生信息公开，坚持双向选择，充

分尊重考生意见，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研究生导师信息详见

https://iashs.nwu.edu.cn/。

2. 资格审查

参加复试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下述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1）本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和初试准考证（从研招网下载的准考证电子版）；

（2）往届生提交学信网下载的电子版《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3）应届生提交学信网下载的电子版《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4）政治审查表（自行下载打印并签字、扫描；应届生：由考生所在院系党委填

写并盖章或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办理并盖章；往届生：由人事单位或档案所在地人才

交流中心办理并盖章，如有特殊情况，也可在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办理并盖章）；

（5）《西北大学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并签字、扫描）；

（6）大学学习成绩单（应届生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往届生须加盖档案所在

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7）外语证明材料（如 CET-4/CET-6/雅思/托福成绩单等）；

（8）毕业论文（设计）摘要或进展报告；

（9）个人自述（可包含个人简介、学习经历、科研成果、报考陈述等内容）；

（10）发表论文及获奖证明等补充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交清晰版照片或扫描件，按资格审查材料模板（见附件 1）整理成

一个 PDF 文件，并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周四）下午 17：00 前发送至指定邮箱：

iashs@nwu.edu.cn，文件命名格式为“本科毕业学校+姓名+报考专业”。科学史高等研

究院组织专人对材料进行审核，资格审核未通过的考生不予复试。

此条款所提供材料将作为对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科研能力、综合素质和思想

https://iashs.nwu.edu.cn/
mailto:iashs@nwu.edu.cn


品德等情况全面考查的参考依据，考生必须保证材料的真实准确，若弄虚作假，一经发

现，立即取消其复试或录取资格。

3. 复试方式及平台

复试方式：采用网络远程复试

复试平台：采用腾讯会议平台。考生须按照要求准备复试所需软硬件设备，详情请

参看西北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西北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远程网络复试指南》

（考生版）。

复试前工作人员告知考生进入会议的 ID，考生应积极配合做好网络远程复试的模拟

和演练工作。

4. 复试形式及内容

（1）复试形式：考生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准考证）进入线上考场，分

专业进行网络远程复试，各专业遵循“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复试导师

组组成人员”和“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作机制。每位考生复试时间不少

于 20 分钟。

（2）复试内容：包含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含心理健康测试）、外国语听力

及口语测试、专业综合能力考核三部分。

专业综合能力考核将重点考察考生对本学科专业基础知识及原理的掌握及运用情

况，并将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科研创新能力等情况作为全面考查专业综合能力的

参考依据。

5. 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总分为 300 分，其中专业综合能力 240 分，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60 分。

复试总成绩低于 180 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计入总成绩，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五、录取工作流程及原则

1. 录取

分专业按总成绩排序，顺位录取，若总成绩相同，则按初试成绩顺位录取。总成绩

计算方法如下：

总成绩 = [(初试成绩/500)*0.7+(复试成绩/300)*0.3]*100

2. 公示



拟录取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后在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网站进行公示。各专业待录取名单按总成绩排名依次确定（遇有指标追加，将按序递补）。

3. 录取类别

录取类别包括定向、非定向。录取类别为“定向”的考生须在《定向考生备案表》

签字，确认后不得进行修改。

4. 调档

对拟录取考生，应届考生请于毕业前将档案转至数学学院党委（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分属数学学院党委），往届考生于 9 月前将档案邮寄或面交学院党委。档案邮寄地址：

710127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学府大道 1号 西北大学数学学院党委。

5. 体检

新生入学时统一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按西北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六、复试工作时间表（包括复试时间、地点）

时间 内容 备注

2022 年 3 月 22 日（周二）
电话和电子邮件通知复试考

生，并收集资格审查材料。

2022 年 3 月 25 日（周五） 资格审查。

2022 年 3 月 26 日（周六）

14:30-17:00
网络复试设备测试与预演。

复试平台：腾讯会议

平台。具体入口请考

生注意当日通知。

2022 年 3 月 27 日（周日）

8:00-18:00
分专业网络复试。

复试平台：腾讯会议

平台。具体入口请考

生注意当日通知。

请各位考生仔细阅读《西北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远程网络复试指南》，提前做

好相应准备工作，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络连接正常。

七、其他

（1）诚信复试。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录取资格，计入《考生考试诚信档

案》。入学后三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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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题保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复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

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

（3）复试期间开通投诉电话：029-88308435，接受并处理有关投诉。

本方案由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负责解释，如教育部、学校有政策变化，以最新政策为

准。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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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西北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

资格审查材料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考生编号：________________

报考专业：________________

报考学院：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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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请列出所提交材料的名称及所在页码）

序号 材料名称 页码

1 本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2 初试准考证

3 学历证明

4 西北大学报考硕士研究生政治审查表

5 《西北大学诚信网络远程复试承诺书》

6 大学成绩单

7 外语证明材料

8 毕业论文（设计）摘要或进展报告

9 个人自述（不超过 2页）

10 发表论文及获奖证明等补充材料

说明：

1、此处需把复试工作方案中规定的资格审查材料电子版（清晰照片或扫描

件）整合到本附件中，转换为 PDF 格式文件，文件命名方式为“本科毕业学校+

姓名+报考专业”，并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周四）下午 17：00 前发送至指定邮

箱：iashs@nwu.edu.cn。

2、请严格按照本表格式整合，不要擅自改变本表材料顺序。

mailto:iashs@n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