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 2017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第 2 号通知：创新能力认定考核准备
一、夏令营时间及日程安排
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 2017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定于 2017 年 7 月 16 日
至 7 月 19 日举办。
日程安排大致如下：
时

间

7 月 16 日（星期日）

简要内容
全天：学员报到、资格审查、办理入住、校园自由行
晚上：学员第一次开会
上午：夏令营开幕式、研究生培养情况介绍、专业宣讲

7 月 17 日（星期一）

下午：参观校史馆家、导师面对面
晚上："榜样力量"交流活动
上午：创新能力认定（专业课笔试、英语听力）

7 月 18 日（星期二）

下午：创新能力认定（综合面试）
晚上：夏令营闭幕式

7 月 19 日（星期三）

全天：退宿、离营

二、创新能力认定考核准备
1. 创新能力认定考核要求
创新能力认定考核分为专业课笔试（150分）、英语听力测试（50分）和综合能力面试（英
语口试30分+综合能力测试120分）。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学科专业水平、专业外语阅读能力、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思想品德表现五个部分。
2. 创新能力认定考核科目
2017 年夏令营创新能力认定考核科目参照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见附件
一），请同学们按照之前所报专业和复试科目认真复习，好好准备。
三、报到须知
1. 资格复核
学员到夏令营报到需携带如下材料参加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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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能力认定申请表（需加盖学院教学部门公章）、个人陈述表、复试登记表（此
三项网报后生成）；
（2）大学前五个学期的成绩单（需加盖学院教学部门公章）；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学生证原件；
（4）个人能力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公开发表论文、专利证书、出版专著等），请提供
原件及复印件（含复印期刊或专著封面、目录及全文，并用荧光笔重点标出题目、作者等信
息）；
（5）1 寸近期个人证件照 1 张（粘贴学员证使用）。
2. 注意事项
（1）食宿及交通费用：我院为参加夏令营的学员提供住宿，统一用餐（按 30 元/人/天
×4 天=120 元/人的标准打入一卡通）,免交食宿费和学杂费；学员往返我校的交通费自理。
男生住在嘉园 B 座 6 层，女生住在东校区 1 号楼 3 层，具体分配报到当天通知，见微信群。
（2）学员考勤：参加夏令营的学员，需全程参加活动，考勤合格，方可颁发夏令营学习
结业证书。
（3）报到地点及时间：7 月 16 日 9:00-19:00，在北京交通大楼主校区机械楼 8 层大会
议室 Z802B，按所报专业进行报道。
（4）联络方式：2017 年北交大机电学院夏令营微信群，学院将安排专人回答大家的疑
问。

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
2017 年 7 月 13 日

2

附件一：

创新能力认定考核科目及参考书目
2017 年夏令营创新能力认定考核科目参照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科目（见下表）
专业、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备注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1 数字化制造技术与装备
02 制造装备智能测控与故障诊断
03 微纳制造技术

06108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或 博士学位授权点
061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1 机电系统建模、先进控制及自动化
02 机电系统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
03 流体传动及控制
04 嵌入式系统与智能仪器仪表

博士学位授权点
06101 机械设计 或
061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01 机电装备系统设计
02 机器人学
03 机电液磁一体化的理论及应用
04 精密零部件设计与摩擦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
06101 机械设计 或
061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80204 车辆工程
01 车辆结构可靠性及优化
02 车辆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03 车辆振动噪声控制技术
04 车辆数字化开发及智能融合技术

06101 机械设计 或
06109 理论力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

0802Z1 工业工程
01 现代生产模式及系统集成
02 制造与服务系统运行优化理论与技术
03 人因工程

06103 基础工业工程
或 06101 机械设计

博士学位授权点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 金属及其复合材料
02 非金属及其复合材料
03 材料成形及表面处理技术
04 材料及其加工过程数值模拟技术

06104 材料力学性能

080702 热能工程
01 流动、换热及燃烧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
02 洁净能源热利用理论与技术
03 工业过程及装置传热传质技术
04 燃烧设备与污染控制技术

06105 传热学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06106 内燃机学 或
01 内燃机燃烧与排放控制
06105 传热学
02 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系统及控制
03 动力机械流体流动
04 动力机械中的流动、换热及燃烧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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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01 载运工具运用安全
02 汽车节能与控制
03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与装备

博士学位授权点
06101 机械设计 或
061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85201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2 机械电子工程
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04 车辆工程
05 动力机械与热能工程
06 机械材料加工工程

06101 机械设计 或
061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或 06104 材料力学性能

085236 工业工程(专业学位)
01 现代生产模式及系统集成
02 制造与服务系统运行优化技术及应用
03 人因工程

06101 机械设计 或
06103 基础工业工程

复试科目（考核科目）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06101 机械设计

考试范围

备注

参考书目：
《机械设计》；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8 复试科目
版）
；作者：濮良贵 纪名刚

061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参考书目：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出版社：清华大学 复试科目
出版社； 作者：赵嘉蔚等编著
06103 基础工业工程

参考书目：《基础工业工程》；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复试科目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作者：易树平 郭伏

06104 材料力学性能

参考书目：
《工程材料力学性能》；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 复试科目
社（2011 第 2 版）
；作者：束德林

06105 传热学

参考书目：
《传热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第 4 版）；作 复试科目
者：杨世铭，陶文铨

06106 内燃机学

参考书目：
《内燃机学》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复试科目
年第三版）
；作者：周龙保

06108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参考书目：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复试科目
社（2007 年第二版）
；作者：张世昌，李旦，高航

06109 理论力学

参考书目：
《理论力学（I）
》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复试科目
年 7 月第 9 版）
；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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