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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考生须知 

各位考生：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及青海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为全面做好 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录取工

作，现将有关要求和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方式及平台 

考试采用网络远程方式进行，考试平台为中国移动

“云考场”。各位考生须认真阅读“云考场”考生操作手

册和相关要求，具体见《笔试环境硬件设备要求》（附件

1）和《考生使用手册》（附件 2）。 

二、考试时间安排 

6 月 4 日上午 9:00—11:00（8:20 前考生进入考场），

考试科目：外语 

6月 4 日下午 14:30—16:30（13:50 前考生进入考场），

考试科目：业务课一 

6月 5 日上午 9:00—11:00 （8:20 前考生进入考场），

考试科目：业务课二 

考试时间安排表见附件 3，6 月 5 日下午和 6 月 6 日全

天复试。具体时间由院系自行安排并通知考生。 

系统测试时间：5 月 30-31 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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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前准备 

（一）主动联系报考院系及学位点，获取更多考试信息 

草学博士学位点 QQ 群号：694567720  

作物学博士学位点 QQ群号：527354815 

中医学博士学位点 QQ群号：271934506 

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点 QQ 群号：704279864 

水利工程博士学位点 QQ 群号：689290462 

中医学（民族医学）博士学位点 QQ群号：437706000 

（二）考试所需设备、软件及环境准备 

    1.考生须提前准备考试场地，应当选择独立、可封闭

的空间。考试环境须光线明亮、不逆光、相对安静、环境

整洁，可选择家中或宿舍等地点。考试期间严禁他人进入

考试独立空间。除考试要求的设备和物品外，考试场所内

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电子设备等。 

2.考生需要准备可以支撑“双机位”运行的硬件，即需

要两部带摄像头的设备及附件，包括电脑、手机（近两年生

产）、手机支架等。两个机位设备即电脑和手机摄像头像素

不低于标清 720P（720*1280）。考试时 1 台笔记本电脑或台

式机（具备音、视频输入、输出功能）用于考试设备，作为

主机位；1 部手机或平板设备（须带有摄像头），用于监控

考试环境的设备，作为第二机位。 

设备具体摆放要求如下： 

    一台设备（第一机位，笔记本电脑）从正面拍摄，放置

在距离本人正面约 30cm 处，另一台设备（第二机位，电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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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从考生侧后方 45°距离本人约 30cm 处，确保第一机

位和第二机位分别从考生正面和侧身后完整拍摄到考生全

身，监考人员能够从第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机位屏幕。示意

图如下： 

 

 

 

 

3.提前进行网络测试，网络良好能满足复试要求，保障

条件应包括：有线宽带网、WIFI、4G 或 5G 网络等两种以上

网络条件，建议电脑采用有线宽带连接、手机采用 4G 或 5G

信号和 WIFI 双模式进行面试。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须注意提

前充满电，手机改为勿扰模式，防止考试期间电话接入干扰

考试。 

4.认真阅读中国移动“云考场”考生操作手册，按照要

求准备相关设备、安装相关软件以及配置相关环境。 

5.考生务必提前对设备、“云考场”功能自行进行测试，

确保摄像头和麦克运行正常，安装网络远程考试平台软件。

若有问题及时与相关院系学位点联系人联系。 

（三）下载打印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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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7 日-6 月 3 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及密码

登录址：http://yz.chsi.com.cn/bsbm/ 下载打印《准考证》。

考生在考试演练以及每场考试前须向监考员出示。 

（四）相关考试材料准备 

1.考生须按规定格式提前单面打印《青海大学 2022 年

博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考试答题纸（A4 格式）》（附件 4） 

3 套（每门考试科目 1 套每套 9 页）。考生考试时需携带准

考证、身份证原件、考试必需的黑色水笔、铅笔、规定格式

答题纸以及其他考试必要文具参加考试。我校水利工程专业

考生在参加数学综合科目考试时允许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

算器参加考试，其他专业不允许带入。 

2.复试阶段考生请在网络远程复试前 3天通过复试平台

提交相关 PDF版电子材料。精准做好 “人脸识别”、“人证

识别”和“四比对”考生确认工作。 

①资格审查所需材料。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思想

政治情况审核表（应届毕业生由学校相关部门出具，非应届

毕业生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考生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居委

会或档案材料保管单位的党组织填写并加盖公章）、学籍或

学历证明、硕士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 

②学术水平所需材料。应届毕业生须提交硕士研究生阶

段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或毕业论文（设计），往届毕

业生须提交毕业论文（设计）。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可作为

支撑材料一并提交。 

（五）考前模拟演练 

http://yz.chsi.com.cn/b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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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30-31 日开展考前模拟演练，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各位考生须密切关注相关信息，积极配合演练，保持

手机电话畅通。如未参加考前模拟演练而导致不能正常考试

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四、考中要求 

1.正式开考前，考生须再次确认考试环境，确保考试环

境为相对安静、独立、无干扰的考试空间，考试桌面及周围

空间应干净简洁，光线适宜，不逆光。可视范围内不能有任

何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房间内不得有他人在场。考

生自行选择考试场所，但不得在考试机构或其他相关辅导机

构提供的场所进行考试，一旦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考生着

装得体，不得穿着睡衣或奇装异服，不得化浓妆，不得佩戴

饰品、耳机、口罩等，头发不得遮挡面部和双耳，不得佩戴

智能手表、手环以及智能眼镜等。 

2.考试为闭卷考试，与现场考试要求一致。考生不得查

阅电子及纸质材料，手机屏幕分享、切屏、手机投屏等操作

均会被平台自动监控，一经发现违规行为，视为考试作弊。

考试全程只允许考生一人在考试房间，禁止他人进入，若有

违反，视同作弊。考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考生严禁对考

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和录屏，不得将考题内容泄露或传播，

如发现或经举报查实违反上述规定，取消录取资格，并报国

家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3.考生应按照考试平台、设备及环境要求，提前将本人

网络考试设备调试完毕。考试过程中网络连接不正常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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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摄像画面中断或显示异常的，本次考试试卷按无效试卷处

理。 

4.考试当天，考生须提前 40 分钟进入“云考场”候考，

每考场配备 4名监考员进行监考，考生迟到 10 分钟之内，

可参加笔试但不延时，迟到超出 10 分钟，视为主动放弃考

试。 

5.正式开考前，考生须根据监考员指令 360 度旋转摄像

头，展示周围环境。自觉配合监考人员对本人身份、身份证、

准考证、答题纸以及考试环境进行查验，不得携带规定以外

的材料或者电子设备参加考试。考生考试全程须位于摄像头

拍摄范围内，不做与考试无关动作及行为。 

6.考生应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络连接正常，关闭移动

设备通话、录屏、外放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考试的应用程

序。 

7.考试结束后，考生根据考场指令立即停止答卷，使用

手机逐页对单面作答答题纸进行清晰拍照（拍摄照片务必端

正，光线充足，全屏拍取答题纸，不留空白，不能拼拍，答

题纸最多上传 9 页，未作答答题纸不上传），写清页码并在

5 分钟内上传图片，5 分钟后考试系统自动关闭，考生必须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上传答案，否则按考试作弊或考试违规处

理。 

   正确拍照示例             错误拍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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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无突发身体健康状况，不允许提前交卷，考试过程

中不允许上厕所和离开考试座位，个别考生确因身体原因需

要提前离开考场的，按提前交卷处理，本次考试终止。 

五、考后要求 

每 1 门课程考试结束后 30 分钟内，考生必须将拍照后

答题纸以电子邮件（邮件名为：考生编号+考生姓名+报考学

科专业名称）发送至邮箱 qdyjs10743@163.com。6 月 7 日前

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和由本人签署好的《青海大学 2022年

博士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附件 5）以邮政 EMS

方式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

大路 251 号）。未按上述要求办理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复试相关要求请考生仔细阅读《青海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录取工作方案》。 

六、注意事项 

考生须知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

理暂行办法》以及我校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远程网络笔试

过程中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与要

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相关要求严肃处理。 

1.携带考试规定以外的材料或者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2.未按网络远程考试相关要求摆放视频机位，提醒后仍

不改正的。 

3.未经监考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座位或脱离视

频监控范围的。 

mailto:考生编号+考生姓名）发送至邮箱qdyjs10743@163.com，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251号）。
mailto:考生编号+考生姓名）发送至邮箱qdyjs10743@163.com，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251号）。
mailto:考生编号+考生姓名）发送至邮箱qdyjs10743@163.com，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251号）。
mailto:考生编号+考生姓名）发送至邮箱qdyjs10743@163.com，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251号）。
mailto:考生编号+考生姓名）发送至邮箱qdyjs10743@163.com，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251号）。
mailto:考生编号+考生姓名）发送至邮箱qdyjs10743@163.com，同时将纸质答题纸原件邮寄至青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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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过程中擅自连接数据线（含充电宝），利用手机

查阅资料、进行手机屏幕分享、切屏、手机投屏等操作。 

5.在答题纸指定位置外书写个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

等），做记号暴露考生身份。 

6.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的。 

7.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8.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题目答案、考试

成绩的。 

9.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 

10.考试过程有录音、录像和录屏等行为，或将考试相关

信息泄露或公布的。 

11.考试期间有发声读题或者自言自语等不规范行为的。 

12.其他形式违纪、作弊行为。 

 

附件： 

1.笔试环境硬件设备要求 

2.考生操作手册 

3.考试时间安排表 

4.青海大学 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考试答题纸 

5.青海大学 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6.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对考试作弊行为的处罚（节选） 

2022 年 5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