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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复试在遴选优秀生源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广泛的共识，但如何设计复试的方案能

够确保复试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如何验证不同复试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这是目前研究生复

试的两个主要难点问题。为了研究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首先对我校计算机学院历年的不同复试方

案进行了分析，然后重点对实施标准化复试改革前后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非

标准化复试方案而言，标准化复试能够使考生成绩呈现差异化，更有助于区分考生能力，标准化复

试不仅起到了遴选优秀生源的作用，还确保了复试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通过对比分析不同

方案的实施效果，为选择确定更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复试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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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初试由国家统一组织，主要采用笔试

的形式，复试由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并根据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

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1]。考虑到部分考生为了追求初试的高分而忽视

非考研课程的学习，导致知识和能力结构在本科阶段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样“考”进来的学生在研

究生阶段往往表现为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设置研究生复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克服初试采用笔试方

式不能全面考核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局限性，近几年各高校均实行差额复试尤其是名牌高校实行复试

通不过否决制，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考生即使达到初试分数线也有可能在复试中被淘汰。而评价复

试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方法就是分析复试在遴选优秀生源中发挥的作用。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复

试方法，对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通过设计面向公平有效性的复试方案，以及

对六年的复试跟踪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各种复试方案的科学合理性，从而为确定更为科学合理、

公平有效的复试方案提供参考。 

一、研究生复试改革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研究生复试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和重视。研究生招生

复试改革，不仅要改革复试的内容，还要改革复试的形式。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复试方法，不仅能有

效提高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效率，还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生源质量。 
为了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复试方案，我们对哈工大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硕士就职的包括百度、腾讯、

三星、华为、中兴、奇虎等 14 家企业进行了回访，部分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1）企业招聘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排名为：项目经历，沟通能力，实践经历，学习成绩，

组织协调能力，其他。 
2）企业认为毕业生应掌握的知识排名为：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前沿知识，研究方法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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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操作知识，外语计算机等工具类知识，其他。 
3）企业认为毕业生应具有的能力排名为：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执行能力，自我认

知能力，沟通能力，其他。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企业需要的是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仅仅成绩

优秀的“书呆子”。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 84 名已经工作的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硕士进行了回访，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1）学生认为学校传授的对个人发展最为重要的知识排名为：专业基础知识，外语、计算机等

工具类知识，专业前沿知识，研究方法论知识，其他。 
2）学生认为对个人发展最为重要的能力排名为：自主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自我认知能力，执行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其他。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们认为不只是专业知识，还有大量其它知识与技能对个人发展至关重

要。 
面对社会的需求，在研究生招生初试以专业知识考核为主的情况下，复试就需要能从专业基础

知识扎实的生源（初试合格）中筛选出综合能力强的优秀考生。因此，复试应加强对考生能力和素

质的考核，如外语的听说能力、专业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这将

有利于研究生教育由知识型向能力型转变，有利于造就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二、标准化多维度的研究生复试方法研究 

复试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的有益补充，是研究生考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

研究生第一次入学考试（初试）后参加的、由报考院校组织进行的第二次考试。复试一般也分笔试

和面试。早期的研究生复试大多只是一种形式，但自 2006 年起研究生招生加大了复试的权重，有

的招生单位甚至把复试的权重加大为 50%，这就要求考生具有真才实学并具备更强的应变能力，这

也为确保在复试中遴选“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好、实践能力强”的优秀生源奠定了基础。 
随着复试的权重的加大，复试的考核内容也需要相应地增加。在 2014 年标准化复试改革之前，

我校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复试主要由专业基础测试、编程能力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试三部分组成[2]。 
专业基础测试总分 150 分，主要考核集合论与图论、计算机体系结构、编译原理、数据库系统、

软件工程这五门专业课，主要是为了筛选“专业基础好”的优秀生源。除了初试计算机基础中考核

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算法与数据结构课程以外，集合论与图论、计算机体系结构、编译原理、数据

库系统、软件工程也都是计算机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课程，通过在复试中增加对这些专业课的

考核，避免招收因跨专业考研而计算机基础薄弱的考生以及本科阶段只顾学习考研课程而忽视其他

专业课学习的“考研专业户”型考生。 
编程能力测试总分 50 分，主要考核学生用 C 语言编写程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侧重遴选“实

践能力强”的优秀生源。专业课考试、编程能力测试主要是采取机上考试的方式，借助于我们研制

的考试自动评分系统实现机上考试和机器自动阅卷评分。对于计算机专业这样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仅考核专业课显然是不够的，学生的计算思维和问题求解能力不能纸上谈兵，还要看其编程能

力能否符合进入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以上专业课和编程能力的考核采用机上考试、机器自动评分的形式，教师背对背从题库中选题

组卷，形成标准化的机试题目，并按照标准化的评分策略统一由机器完成实时的自动评分，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避免人情分，使评分结果更公平公正。 
综合素质测试侧重于筛选“综合素质高”的优秀生源，主要采取面试的方式，从沟通交流能力、

专业外语交流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问题求解能力等 4 个方面对考生进行测试，每项占 20 分，总

分合计 80 分。沟通交流能力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与语言表达能力。考核的基本方式是：先由



 

考生对自己的自然情况、大学学习情况及学习成绩、特长与兴趣和身心健康情况作 1 分钟自述，并

出具相关证明材料，这部分考察学生的自然情况。然后主考教师针对学生的自述进行简单提问，考

生回答完毕后，还要对主考教师给出的一篇短文进行讲述（考生在考前等候区已经提前阅读此文）。

这部分重点考察考生的阅读能力、记忆能力、提炼能力和表述能力。专业外语交流能力重点考察考

生的外语听说能力。考核的基本方式是：先用外语进行简单问答，然后引入某一话题（考生在考前

等候区已提前对此话题进行准备），在围绕某一话题的情况下，与主考教师进行自然交流。通常选

用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教师担任这部分的主考教师。逻辑思维能力主要考察考生的逻辑分析能力、知

识面和思维反应速度。考核的基本方式是：考生在给出选择结果后，还要简单阐述问题的分析过程。

这部分重点是考察考生的解题思路是否清晰。问题求解能力主要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

能力。考核的基本方式是：考生要将专业知识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相结合进行分析和解答。这

部分重点是考察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面试在复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招生单位能够通过面试更加客观、有效地考察考生的综

合素质、专业发展潜质和创新精神，尤其是在 2015 年教育部施行推免生招生改革以后。根据改革

后的新政策：所有推免生均享有依据招生政策自主选择报考招生单位和专业的权利；所有推免名额

（除有特殊政策要求的专项计划外），均可向其他招生单位推荐，等等。这种推免生招生制度和政

策的变化使得很多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的优质生源纷纷增加了推免生招生计划，有的学校接收推免生

的比例甚至高达 70%以上，这就意味着这部分考生只要通过推免面试即可被录取了。因此，面试在

复试中的作用不可轻视。 
但是以往的专家小组集体面试的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体系、面试成绩

区分度不大、主考教师不敢轻易否定一个学生，这些因素导致复试难以体现公平性和有效性。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自 2014 年起，我们实行了标准化面试，实现了面试内容和形式标准化、流程控制

标准化、面试题目和评判原则标准化。2017 年进一步对复试改革方案进行了优化。 
新的联合机试和面试的标准化多维度研究生复试方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 复试内容的改革 
首先，将复试内容分为机试内容和面试内容两部分。机试占 200 分，面试占 150 分。机试内容

由原来的考核集合论与图论、计算机体系结构、编译原理、数据库系统、软件工程这五门专业课和

程序设计能力，改为考核数据库系统、离散数学、计算机网络、逻辑思维能力和程序设计能力等 5
个部分。其中，程序设计能力考核的分数占比由原来的 50 分提高到 80 分，在保留专业基础和程序

设计能力测试的基础上增加了逻辑思维能力的测试。这项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遴选专业基础好的

生源，以避免招收因跨专业考研而计算机专业基础薄弱的考生以及本科阶段只顾学习考研课程而忽

视其他专业课学习的“考研专业户”型考生。 
面试采用流水线形式，由原来的考核沟通交流能力、专业外语交流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问题

求解能力等 4 个方面，改为考核沟通交流能力、科创与实践能力、问题求解能力、逻辑思维与科技

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等 5 个方面，此外还有专业基础能力的考核，主要考察考生本科阶段学习内容

和学习成绩等。这项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遴选综合能力强和素质高的生源，通过标准化面试考核

学生的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发展潜质和创新精神、语言沟通和交流能力和心理健康等。 
2） 复试形式的标准化 
为了考核考生的专业基础和编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采用上机考试、机器自动评分的形

式，教师背对背从题库中抽题组卷，形成标准化机试题目，并按标准化评分策略由机器实时自动评

分，以减少人为因素干扰，避免人情分，使评分更公平公正。 
为了解决面试考核成绩区分度不大、无具体量化指标、缺乏公平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我们采用

了标准化面试的方式，主要对考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包括沟通交流能力、科创与实践能力、问题



 

求解能力、逻辑思维与科技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等 5 个方面进行测试。 
首先是流程标准化。根据考生人数成立相应数量的面试小组，每个面试小组由 5 位主考教师组

成，每位主考负责 1 项指标的面试，每名考生需经过 5 位主考的面试。考生根据抽签结果确定面试

小组，在考前等候区读题准备几分钟；然后依次进入各考场答题。考完进入考后等候区，待全部考

生面试完毕方可离场。 
其次是试题难度和评判原则标准化。要求被分到同一面试小组的所有考生即在同一条面试流水

线上的所有考生考题相同，不仅对考生公平，也便于主考教师以相同的标准给考生打分。 
3）复试分数占比的改革 

为了加强复试在选拔优秀生源中的作用与效果，2016 年我们在调整机试和面试内容构成的基础

上，又提高了面试分数的占比，由原来的 80 分提高到了 150 分，使得复试总分由原来的 280 分提

高到 350 分。研究生复试中各单项考试的满分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生复试中各单项考试的满分 

新的标准化多维度的研究生复试改革方案具体如下： 

1) 面试内容和形式的标准化 
改革后，面试成绩的占比由原来的 80 分提高到 150 分。面试内容主要分为 4 个部分，分别对

考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外语交流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问题求解能力进行测试。 
第一部分，沟通交流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以及抗压能力和职业规划等，学生可自愿选择是否用英语回答。 
第二部分，科创与实践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课内外专业实践经历，所参加的科创和竞赛情

况。 
第三部分，问题求解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四部分，计算思维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分析设计能力、思维反应速度等。 
第五部分，专业知识测试，针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三个专业分别测

试不同的专业核心课内容。 
此外，还有一个非面试形式的考核小组，对考生本科阶段学习内容和学习成绩等专业基础能力

情况进行考核。 
面试分为 5 条流水线，确保在同一流水线上的考生考题一致，不同流水线上的考生考题不一致。

每条流水线上的考生在得到题目后都会有 5 分钟的准备时间。每项考核的时长是 10 分钟，包括 5
分钟的准备和 5 分钟的测试。每个学生完成面试总计需要 40 分钟。 

2) 面试流程控制的标准化 



 

面试共占用 7 个大教室，其中 1 个作为考前等候区，1 个作为考后等候区，5 个作为考场（每

个考场分别考核 1 项内容）。手机坚决不得带入考场，以免考完的学生和未考的学生之间传递信息。

成立 6 个面试小组，每个面试小组由 5 位主考教师组成，每位主考教师负责 1 项指标的面试，每名

学生需要经过 5 位主考教师的面试，每名主考教师对每位考生的面试过程要全程录音和现场记录。

主考教师提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考生提前 20 分钟进入考前等候区，根据抽签结果确定所要进入的

面试小组，然后在考场外的考前等候区读题、思考 5 分钟；然后按照引导指令依次进入各考场回答

考题 5 分钟。4 个考场都考完的考生进入考后等候区观看青春励志电影，待全部考生面试完毕，方

可取回手机并离场。 

   
(a)面试考场中不同面试小组的      (b)考前等候区里不同面试小组的   (c)考后等候区里面试结束后的 

考生在面试                   考生在进行考前准备            考生在观看青春励志电影 
图 2 标准化面试的现场 

3) 面试题目和评判原则的标准化 
为确保同一专业各面试小组的面试试题难度和评判标准保持一致，要求在同一条面试流水线上

的所有学生的考题相同。哪个面试小组采用哪套面试题由学院主管研究生的副院长从 2 套备选题中

现场抽签决定，并将每套考题中的 5 个问题分别指定给 6 个面试小组的主考教师分头考核，每位主

考教师负责一项指标的考核，并且对本面试小组的所有考生考核同样的考题。因在同一大教室的 6
个面试小组的考题是不同的，所以相互之间不会影响。被分到同一面试小组的所有考生都考同样的

题目，这样不仅对考生比较公平，也便于主考教师以相同的标准给考生打分。为了避免考同样题目

的考生之间相互传递信息，确保面试的公平性，先考完的考生单独安排在考后等候区，使其无法与

考前等候区准备的考生接触，同时在考前将学的手机集中收取保管，在考试全部结束后再返还给每

位学生。此外，为了避免个别主考教师对来自非重点院校的考生产生歧视心理而影响面试评分，面

试评分表上仅出现学生名字，匿去学校等其他信息，并且面试全程录音，以备监督检查。同时考虑

到教师的打分习惯，为减小打分误差，按百分制打分，然后再乘 0.2 系数压缩到 20 分之内作为单

项能力测试的分数。 

三、研究生标准化复试改革的成效分析 

自 2013 年开始在我院研究生复试中进行标准化机试改革，自 2014 年进行标准化面试改革，自

2016 年开始修改复试内容并增加了复试分数的占比。 
为了分析研究生标准化复试方法在选拔优秀生源中的作用与效果，我们对我院近六年的研究生

招生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总成绩（最终成绩）是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的加和。复试成绩是面试成绩和机试成绩的加和。

在后续分析中，将复试拆分为面试和机试两部分，并将这两部分成绩与初试和复试总分进行比较分

析。 
2011-2016 年考生总成绩的分布直方图和密度曲线如图 3 所示。 



 

 
(a)2011 年                     (b)2012 年                      (c)2013 年 

 
(d)2014 年                     (e)2015 年                     (f)2016 年 

图 3 考生总成绩的分布直方图和密度曲线 

由图 3 可以看出，总成绩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说明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在整体上比较合理。总

成绩是全方位考核后的最终评价，是研究生录取的依据，以总分作为学生优秀程度的度量是合理的。

通过分析机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以及面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可以 分析机试和面试成绩的合理

性，从而间接分析机试和面试方案的合理性。2011-2016 年机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如图 4 所示。 

 
(a)2011 年                     (b)2012 年                    (c)2013 年 

 
(d)2014 年                     (e)2015 年                     (f)2016 年 

图 4  2011-2016 年机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图 



 

从机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可以看出机试与总成绩的关系，也就是机试与学生优秀程度的关

系，这种相关程度越大，说明机试越合理。 
由图 4 可以看出，2013 年标准化机试改革当年的效果并不明显，图中的点比较散乱。但是之

后三年机试成绩的分布越来越好，机试与总成绩的相关系数在 2015 年升高到 0.82，2016 年与 2015
年持平，在这两年机试与总成绩达到高度相关，说明改革后机试能更好地反映出学生的优秀程度。 

2011-2016 年面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如图 5 所示。 

 
(a)2011 年                     (b)2012 年                    (c)2013 年

 
(d)2014 年                     (e)2015 年                     (f)2016 年 

图 5  2011-2016 年面试与总成绩的联合分布图 

由图 5 可以看出，从 2011-2015 年，面试与总成绩关系较弱，尤其是 2013 年，总成绩最低的

考生面试都能得到将近满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说明面试成绩没能体现出学生的能力优劣，因

面试流程不规范和缺乏统一的考核标准而导致面试成绩缺乏公平性和客观合理性。2014- 2015 年进

行标准化面试改革后情况开始逐步缓解，但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面试在复试中的分数占比较少，对

总成绩的影响较小，而且刚开始进行标准化面试，还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不过，从散点图一

侧的分布图可以看出，2011-2013 年没有采取标准化面试时的面试成绩分布都是不规则的分布，而

2014 年标准化面试改革后的面试成绩呈现出几乎完美的正态分布，说明标准化面试改革取得了初

步成效，使得面试成绩趋于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在 2015 和 2016 年得到了延续。2016 年提高面试

占比并改革面试内容后，面试与总成绩相关性得到了较大提高。 
如果考试能使考生在成绩上呈现出差异化，则说明考试能更好地区分考生。显然，不能使考生

成绩差异化的考试是失败的；反之，成绩差异化程度高的考试更能区分考生。离散程度是一个度量

差异化程度的指标[3]。 



 

 
(a)2011 年                     (b)2012 年                      (c)2013 年

 
(d)2014 年                     (e)2015 年                     (f)2016 年 

图 6 2011-2016 年考试成绩的盒图 

2011-2016 年考生的初试（Preliminary test）、面试（Interview）、机试（Computer test）、复试（Retest）
和总成绩（Final score）的离散程度如图 6 的盒图所示。由图 6 可以看出，近六年初试的离散程度

变化不大，近两年（2015 和 2016 年）机试成绩的离散程度有小幅提升，2016 年标准化面试改革使

得面试成绩的离散程度大幅提升，从而使得近两年尤其是 2016 年复试成绩和总成绩的离散程度均

得到明显提升。这说明，标准化面试在复试中起到了有效区分考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

往面试因缺乏具体量化的评价指标导致面试成绩没有区分度的问题。 

盒图级差即盒图胡须两级之差，因其剔除了离群点的影响，所以能更好地表征数据的离散程度，

后文中的级差均指盒图级差。小提琴图[4,5]可以很好地表现盒图级差，因此将初试分数、复试分数、

最终分数、面试分数和机试分数分别单独画一个小提琴图，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知，2014 年标准化面试改革使得面试成绩的分布趋于合理化，2016 年进一步的标准

化面试改革通过提高面试分数的占比和改革面试内容，使得面试成绩的级差大大增加，由 2011 年

和 2012 年的小于 30 分增加到 2016 年的将近 60 分，增强了面试区分考生的能力。2013 年机试改

革后，机试的离散程度有所增加，2011 和 2012 年机试的级差小于 90 分，到 2015 和 2016 年，机

试的级差达到了 110 分以上，与此同时，复试和总成绩的级差分别也都大幅增加，2012 和 2013 年

的复试级差小于 100 分，到 2016 年复试的级差已达到 150 分，2012 和 2013 年总成绩的级差均小

于 150 分，到 2016 年总成绩的级差已超过 220 分，复试对考生的区分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a)初试分数                    (b)复试分数                      (c)最终分数 



 

 
(d)面试分数                                      (e)机试分数         

图 7 2011-2016 年考试成绩的小提琴图（小提琴内部是盒图） 

将单项考试成绩与总成绩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6]放在一起，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单项考试与总

成绩关系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8 所示。 

 

图 8 考生总成绩与单项成绩的相关性 

从图 8 可知，初试与总成绩的相关性在 2014 年标准化面试改革后下降并保持在 0.7 左右。复

试与总成绩的相关性持续上升，在 2016 年达到 0.89。机试与总成绩的相关性在 2013 年机试改革后

呈上升趋势，到 2015 和 2016 年达到了 0.8 左右。面试与总成绩的相关性在 2014 年略有下降但随

后开始大幅度上升至 0.63，说明面试改革的成效显著。改革后，复试与总成绩的相关性超过了初试，

说明标准化复试更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在主成分分析[7]中，通常使用方差贡献率来衡量成分的重要程度，以区分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

借鉴这种思想，本文使用方差贡献率来衡量各项考试的重要性，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 



 

 
图 9 单项考试的方差贡献率         图 10 初试与复试的方差贡献率 

从图 9 可知，2013 年至 2015 年，机试贡献率呈上升趋势，面试贡献率基本保持不变。2016 年

机试贡献率稍有下降，面试贡献率显著上升，表明 2016 年提高面试分数的占比即面试的权重有一

定效果，但面试依然与初试和机试的贡献率有较大差距。2013 年至 2016 年，初试贡献率持续下降，

原因在于标准化复试改革使复试的贡献率上升，初试的贡献率相对降低。至 2016 年，贡献率的排

名为：机试，初试，面试，表明机试对筛选考生的贡献最大，面试的贡献最小。 
从图 10 可知，2013 年机试改革当年没有使复试的贡献率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但次年以后，

初试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复试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在 2014 年以前，初试的贡献率较大，到 2015 年

以后，复试的贡献率超越了初试，对筛选考生起到了主要贡献，表明标准化复试改革取得了显著成

效，使复试起到了遴选优秀生源的作用。 

四、结束语 

复试是研究生考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生招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和规范研究生

复试方法，是为了强化复试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科学公平有效地遴选优秀生源。评价复试方法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关键看复试中的各个考察环节是否科学合理，是否能真正起到遴选优秀生源的

作用。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从 2013 年起开展了标准化机试改革，建立了联合机试和面试的

研究生复试选拔、评价与支撑体系，从 2014 年起开展了标准化面试改革，2016 年又进一步加大了

标准化复试尤其是面试的权重，使面试内容更加全面，面试流程更加规范，面试标准和面试形式更

加客观公正，为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和研究生招生工作效率奠定了基础。 
为了研究标准化复试方法的合理性，本文对我校计算机学院实施标准化复试改革前后的近六年

复试数据和三次复试改革的成效进行了对比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三次改革使得面试成绩分布更

加合理，标准化复试使考生成绩呈现明显的差异化，更有助于区分考生能力，复试尤其是面试与总

成绩的相关性得到稳步提升，表明标准化复试方法是公平合理和客观有效的，发挥了面试和机试在

研究生招生和遴选优秀生源中应有的作用。尤其是 2015 年以后，复试已经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起

到了主导作用，这说明标准化研究生复试不仅充分发挥了复试在遴选优秀生源中的作用，还确保了

复试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通过设计面向公平有效性的复试方案，以及对六年的复试跟踪数

据进行分析，验证了各种复试方案的科学合理性，为选择和确定更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复试方

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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