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欢迎各位有志青年报考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我院是一
所为各级党政机关培养信息安全专门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隶属于中
共中央办公厅。我院 2020 年拟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 60 人、专
业学位研究生 60 人。
一、报考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品德优良，
遵纪守法。应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与本人关
系密切的其他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重大政治
历史问题。父母、兄弟姐妹未在境外工作（不含公派出境）、生活、
定居，未在境外驻华机构工作。本人和家庭成员没有参加非法组织。
2. 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毕业生（一般应为应届）。
3.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在职考
生，原则上应为党政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且工作单位
同意报考。
4.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另需符合：无明显
视功能损害眼病，双眼矫正视力不低于 0.8（标准对数视力 4.9）。
5. 具有推荐免试生资格的考生应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网址：http://yz.chsi.com.cn/tm/）报考我院，参加我院的复试。具体
要求见我院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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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生须承诺学历、学位证书和考试身份的真实性，一经我院
或认证部门查证为不属实，即取消录取或入学资格。
二、招生专业（领域）名额及培养目标
1. 全日制网络空间安全学科（代码 0839）学术学位（60 人）
培养目标：面向网络空间安全学科领域，培养政治上忠诚可靠，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公务员素质，掌握密码学及应用、网络安
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等网络空间安全学科方向坚实的理论基础和
专业知识，熟悉相关领域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和系统开发
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分析、设计、集成、开发、
测试、维护等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工程项目组织
与管理能力、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
2. 全日制电子信息类别（代码 0854）专业学位（合计 60 人）
①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30 人）
培养目标：面向保密通信领域，培养政治上忠诚可靠，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公务员素质，掌握保密通信技术和电子与通信工程
领域专业基本理论，具有较强的开拓精神和岗位创新能力，能够承担
保密通信工程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保密通信职业素养的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②计算机技术领域（30 人）
培养目标：面向信息安全领域，培养政治上忠诚可靠，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公务员素质，掌握信息安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专业
基本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了解本领域技术现状和发
展趋势，在计算机应用系统、计算机系统安全、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
等方向具有独立从事工程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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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决策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三、报名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
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手续，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
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网上报名和预报名时间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通告或通知。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按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或修改本人报名信息。
现场确认时间请关注报考点通知。考生须按时到报考点指定的地
方进行现场确认，并缴费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考生报名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凡不符合报
考条件的考生将被取消报考资格，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所有考生均要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
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
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考试
1.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
2. 下载准考证时间请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通告或通知。考
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打印《准考
证》。考生打印《准考证》时须使用 A4 复印纸，《准考证》正反两
面均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和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参加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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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试方式为笔试，初试时间请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通告
或通知。初试科目详见研招网公布的我院研究生招生专业（领域）目
录或我院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
4. 复试时间、地点、科目及方式由我院自定，考生须在 3 月中
旬登录我院官网研究生教育栏目查询复试的有关信息及安排，复试不
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五、体格检查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订的《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我院有关规定执行，具体时间、
地点、要求在复试前见我院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站通知。
六、录取
1. 根据教育部当年录取工作的有关规定，差额复试，德智体全
面衡量，择优录取。
2. 我院将对拟录取研究生及亲属进行政审，政审不合格者，不
予录取。
3. 体检不合格者（含推荐免试生入学前体检），不予录取。
七、学制、学费、奖（助）学金和就业
1. 学制：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
2. 学费：8000 元/人/年。住宿费： 750 元/人/年。
3. 学院发给每生每月 500 元国家助学金。学院设有学业奖学金，
覆盖率 100%。研究生按规定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学院
优秀党员、优秀研究生等奖励的评定。研究生可申请助教、助研、助
管岗位，享受岗位津贴。
4. 学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学生毕业前参加公务员统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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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在校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向全国党政系统推荐就业。

学校主页：http://www.besti.edu.cn/
招生办联系电话：010-83635300 Email：gr@besti.edu.cn
学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 7 号。邮编：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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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目录
全日制学术学位
门类

学科代码及名称

所属单位

08 工学

0839 网络空间安全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专业学位类别及代码

领域及代码

所属单位

0854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085402 计算机技术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0854 电子信息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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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 7 号
联系电话：(010) 83635300

邮政编码：100070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学科专业

导

0839 网络空间安全

按姓氏笔画排序：

招生
人数

师

60

单位代码：10018
联系人：钱老师
考试科目

初试科目：

王志强、毛明、方熙、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史国振、池亚平、许盛

②

201 英语一

伟、李莉、李晓东、李

③

301 数学一

梦东、杨亚涛、张克君、

④

以下科目四选一：

张健毅、陈颖、陈小明、

831 数据结构 150 分；

陈辉焱、欧海文、金鑫、

832 通信原理 150 分；

封化民、赵耿、袁征、

833 信号与系统 150 分；

钱榕、高献伟、蒋华、

834 高等代数 150 分。

韩妍妍、曾萍、谢四江、

复试笔试科目（四选一）：
0911 计算机网络 100 分、计算机组成原理

李凤华（校外）

100 分；
0912 通信电子电路 100 分，信息论 100 分；
0913 模拟电路 100 分、数字电路 100 分；
0914 近世代数 100 分、概率论 100 分。
复试机试内容：
程序设计
环境：windows 系统
软件：Visual Studio 2012、Codeblocks
语言：C、C++
* 招生报名暂不选导师，入学后师生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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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领域目录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 7 号
联系电话：(010) 83635300

邮政编码：100070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专业领域、研究方向

导

招生
人数

师

单位代码：10018
联系人：钱老师
考试科目

初试科目：

0854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马英杰、王建新、毛

②

201 英语一

明、史国振、刘冰、

③

301 数学一

李兆斌、李秀滢、李

④

以下科目二选一：

30

按姓氏笔画排序：

梦东、李莉、杨亚涛、

832 通信原理 150 分；

杨建喜、张磊、陈辉

833 信号与系统 150 分；

焱、周长春、胡荣磊、
复试笔试科目（二选一）：

段晓毅、袁征、袁琼、
高献伟、蒋华、蒋桂

0912 通信电子电路 100 分，信息论 100 分；

秋、韩妍妍、曾萍、

0913 模拟电路 100 分、数字电路 100 分；
复试机试内容：

魏占祯。

程序设计
环境：windows 系统
软件：Visual Studio 2012、Codeblocks
语言：C、C++
初试科目：

085402 计算机技术

30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王志强、王雄、刘飚、

②

201 英语一

许盛伟、池亚平、李

③

301 数学一

艳俊、李晓东、汪永

④

按姓氏笔画排序：

以下科目二选一：

好、张克君、张岩、

831 数据结构 150 分；

张晓昆、张健毅、陈

834 高等代数 150 分。

小明、陈颖、陈颖、
复试笔试科目（二选一）：

欧海文、金鑫、封化

0911 计算机网络 100 分、计算机组成原理 100

民、赵耿、钱榕、童

分；

新海、谢四江、谢绒

0914 近世代数 100 分、概率论 100 分。

娜、鞠磊。

复试机试内容：
程序设计
环境：windows 系统
软件：Visual Studio 2012、Codeblocks
语言：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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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主要参考书
邮政编码：100070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考 试 科 目
831 数据结构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 7 号
联系电话：(010) 83635300
书

名

作

者

单位代码：10018
联系人：钱老师
出 版 单 位

《数据结构》（C 语言版）

严蔚敏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

张辉、曹丽娜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通信原理》

樊昌信，曹丽娜等

国防工业出版社

833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教程》

燕庆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834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

王萼芳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0911 计算机网络、计算

《计算机网络》

谢希仁

电子工业出版社

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王爱英

清华大学出版社

《通信电子电路》

于洪珍

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频电子线路》

张肃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0912 通信电子电路、信

《通信电子线路》

曾兴雯、刘乃安

科学出版社

息论

《信息论基础教程》

李梅等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信息论理论基础》

贾世楼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

傅祖芸

电子工业出版社

0913 模拟电路、数字电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华成英

高等教育出版社

路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阎石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近世代数》

朱平天等

科学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盛骤，谢试千，潘承毅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 通信原理

0914 近世代数、概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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