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同等学力者报考硕士研究生加试科目 

 

负责学院 专业名称及代码 加试业务课一 加试业务课二 同等学力附加报考条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在核心期刊发表本学科学术论文 2篇以上，通

过大学英语 4级。 

经济管理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统计学基础 无 

经济管理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无 

人文学院 030100 法学 商法 经济法 在省级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法律文章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 发表 1篇本学科的学术论文 

人文学院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快速阅读 写作与翻译 TEM四级证书达到良（含）以上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

院 
050300 新闻传播学 网络文化研究 新闻传播学 

①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具有刊号）②英语

四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③通过初试后加试

两门主要课程 

人文学院 055100 翻译 快速阅读 写作与翻译 英语六级通过当年60％分数线且工作2年以上 

理学院 070100 数学 泛函分析 近世代数 

（1）进修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程的成绩单，

或通过自学修完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程的自

我介绍； （2）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的推荐信。 

(3)相关专业报考的附加条件中的相应材料证

明。 



理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光学 量子力学 

（1）进修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程的成绩单，

或通过自学修完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程的自

我介绍；  （2）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的推荐

信； (3)相关专业报考的附加条件中的相应材

料证明。 

理学院 071100 系统科学 泛函分析或光学 近世代数或量子力学 

（1）进修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程的成绩单，

或通过自学修完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程的自

我介绍；  （2）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的推荐

信。 (3)相关专业报考的附加条件中的相应材

料证明。 

教育技术研究所 078401 教育技术学 教育心理学 计算机网络 

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分数、公开发表一篇本

专业研究范围内学术论文（具有刊号）或科研

项目获奖证书 

自动化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理论力学、电子电路。

二选一（不能与初试科

目相同） 

控制工程基础 
工作两年（含）及以上，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

分数 

电子工程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通信原理”、“电子电

路”、“物理学”三科中

初试未考的二门科目 

“通信原理”、“电子电

路”、“物理学”三科中

初试未考的二门科目 

电子技术或通信信息相关行业工作 3年以上 ,

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 

理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相图与相变内容） 
英文文献阅读与翻译 

1、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时需以笔试的方式

加试两门本科段主干课程，且在报名时还需提

供以下材料： （1）进修所报考专业本科段课

程的成绩单，或通过自学修完所报考专业本科

阶段课程的自我介绍； （2）两名副教授以上

专家的推荐信。 (3)相关专业报考的附加条件

中的相应材料证明。 2、有论文发表或英语过

四级。 



电子工程学院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原理”、”电子电

路”、”电磁场理论”、”

微机原理与应用”四科

中初试未考的任意二

门科目 

“通信原理”、”电子电

路”、”电磁场理论”、”

微机原理与应用”四科

中初试未考的任意二门

科目 

电子技术或通信信息相关行业工作 3年以上 ,

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电路 通信网基础 通信信息行业工作 3年以上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

院 
0810Z1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信号处理 数字影视技术基础 互联网或数字媒体相关领域工作 3年以上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子电路、控制工程基

础、信号与系统 

三选二 （不能与初试科

目相同） 

工作两年（含）及以上，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

分数 

计算机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 编译原理与技术 无 

网络技术研究院 0812Z1 ★信息安全 数据库系统原理 编译原理与技术 无 

计算机学院 
0812Z2 ★智能科学与技

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 人工智能 发表和本学科相关的论文 1篇 

电子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电子电路”、“通信原

理”、”信号与系统”、 ”

微机原理与应用”四科

中初试未考的任意二

门科目 

“电子电路”、“通信原

理”、”信号与系统”、 ”

微机原理与应用”四科

中初试未考的任意二门

科目 

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 且工作 3 年以

上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计算机组成原理 编译原理 

①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具有刊号）②英语

六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③在软件行业工作

三年以上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数据库系统原理 编译原理与技术 无 



自动化学院 085201 机械工程 

理论力学、电子电路。

二选一（不能与初试科

目相同） 

控制工程基础 
工作两年（含）及以上，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

分数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电子电路 通信网基础 通信信息行业工作 3年以上 

计算机学院 085211 计算机技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 编译原理与技术 无 

软件学院 085212 软件工程 计算机组成原理 编译原理 

①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具有刊号）②英语

六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③在软件行业工作

三年以上 

自动化学院 085240 物流工程 物流技术与装备 供应链管理 
工作两年（含）及以上，国家英语六级通过当

年 60%分数 

经济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微观经济学 统计学基础 无 

自动化学院 0871Z2 ★物流工程 物流技术与装备 供应链管理 
工作两年（含）及以上，英语六级通过当年 60%

分数 

经济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宏观经济学 财务管理 无 

经济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政治学 经济学 

①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具有刊号）②英语

四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③通过初试后加试

两门主要课程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

院 
130500 设计学 人机工程 产品设计 英语四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

院 
135100 艺术 人机工程 产品设计 英语四级通过当年 60％分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