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须知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要求和上级主管部门工作部署，为确

保 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保障考生和教师身体健康，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决定，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将采取网络远程复

试方式。我校复试工作预计于北京时间 2021年 3月 25日开

始分批错时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请考生密切关注研究

生院及各学院（学部、系）官网。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加复试对象

参加复试的考生为一志愿上线考生（含单独考试、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及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

具体请查询各学院（学部、系）网站公示名单。我办不再另

行寄发书面复试通知书。

二、相关事项确认

（一）确认内容

1.按照各学院（学部、系）公布的《2021年硕士研究生

复试名单公示及相关材料提交的通知》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各学院（学部、系）陆续公布，请注意查询。

2.确认参加复试的考生需缴纳复试费，复试费标准为 80
元/生。未缴纳复试费者不得参加复试；已缴纳者如因个人原

因未参加复试，不予退费。

3.确认本人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若有误，请更正后提

交。

4.根据《河海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

公布的复试科目，确认参加复试所选择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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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认方式

登 录 河 海 大 学 研 究 生 报 考 服 务 系 统 （ 网 址 ：

http://yzss.hhu.edu.cn/logon，系统登录用户名为准考证

号，初始密码为有效居民身份证号码），招生项目选择“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复试结果查询”模块中进行“提

交复试材料”（按要求上传各项材料，确认无误后必须进行

提交，否则无效）、“缴纳复试费”、“确认通讯地址和联

系方式”、“复试科目选择（确认并提交）”，完成以上操

作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信息无误，并参加复试”按钮，

提交后不能修改，请谨慎操作。

（三）确认时间

请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3月 21 日上午 8:00-3 月 23 日上

午 8:00 完成材料提交及相关事项确认，逾期无法提交。

（四）重要提醒

复试前，学院（学部、系）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生

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进行严格的资格审

查核验，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

承担。

未网上缴纳复试费、资格审查材料未提交或资格审查不

合格的考生，将无法进入我校网络远程复试平台参加后续的

复试。资格审查结果将由学院（学部、系）通知考生，如有

异议，可及时咨询报考学院（学部、系）。

三、所需设备及环境要求

为保证网络远程复试顺利进行，请考生提前准备好参加

网络远程复试所需设备及复试环境，复试前按学校、学院（学

部、系）通知要求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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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需要在封闭安静、光线良好的房间独立进行复试，

不得选择网吧、餐厅、室外或其他嘈杂的场所。复试期间，

可视范围内不得放置学校和学院（学部、系）要求以外的物

品，除考生本人外，复试全程不得有其他人员进入或逗留房

间，不得有考生之外的人员发出声音。考生务必关闭与复试

无关的电子设备。

2.复试将采用主副两套系统。主系统为河海大学网络远

程复试平台，考虑到手机屏幕小、来电阻断等问题，原则要

求使用电脑登录，摆放于考生正面；副系统为腾讯会议软件，

主要用于云监考及备用，可使用电脑或手机登录，摆放于考

生侧后方适当位置。

主系统网址：https://www.yjszsms.com/school/10294，登

录账号：考生编号，密码：考生身份证号码后 6位。

副系统：下载地址：https://meeting.tencent.com/，请考生

提前在副设备（电脑或手机）上下载安装并熟悉相关功能与

操作。

3.主设备必须正向面对考生，复试全程开启，摄像头正

对考生。考生须按照要求调整视频画面：正面免冠面对摄像

头，视线不能离开屏幕，复试过程中，头肩部及双手应始终

处于视频画面正中间，确保全程在视频录像范围。

副设备摆放于考生侧后方适当位置（与考生后背面成

45°角），能够全程拍摄考生本人和主设备电脑屏幕，复试

全程开启，保持静音状态。

4.设备配置基础要求：电脑 1台和手机 1 部。如果电脑

本身配置的摄像头、麦克风、音箱等效果较好，可直接使用，

否则需要另外配备。电脑操作系统建议为 windows 8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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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或苹果 OS X系统，需安装最新版本的谷歌浏览器，下

载地址：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复试过程

需关闭一切非必需软件、网页等，保证复试全程无弹窗，杜

绝复试必需外的一切操作。

5.具备良好稳定的网络，建议有线网络、Wi-Fi、4G/5G
中至少准备 2种。

6.复试过程中，复试平台将采集考生图像信息，并进行

身份识别审核。要求考生复试时不能过度修饰仪容，不得佩

戴耳机、墨镜、帽子、头饰、口罩等，头发不得遮挡面部，

必须保证视频中面部图像清晰。

7.考试期间请务必保证设备电量充足，运行良好，网络

连接正常。手机话费充足，确保复试期间手机联系通畅。

四、熟悉考场规则和模拟测试

1.请认真阅读《河海大学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并

遵照执行，具体见附件 1。
2.各学院（学部、系）将组织通过资格审查的复试考生

登录主系统进行线上设备检测和模拟面试，具体时间将由学

院（学部、系）通知各位考生，请务必保持联系方式畅通。

请考生提前查看附件 2《河海大学网络远程复试平台考生操

作说明》，认真学习，熟悉程序。副系统测试按照学院（部、

系）通知安排进行。

3.考生需在模拟开始前使用主设备（原则要求为电脑）

通过谷歌浏览器登录复试平台点击“设备检测”按钮进行设

备检测，提示设备检测通过（即摄像头画面正常、麦克风收

音正常、扬声器放音正常）后等待测试；如在设备检测环节

提示不通过，请及时调试或更换设备再次尝试，直至检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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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模拟面试时各学院（学部、系）将组织老师与考生连

线，帮助考生体验面试场景，告知考生面试相关技术和环境

要求，但不负责对学校复试政策进行咨询和解读。考生根据

模拟面试当天取号顺序依次进入线上考场，每个考生模拟测

试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分钟。如考生登录后前方有排队，请

耐心等待。

五、注意事项

1.请考生复试时准备好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以及学院

（学部、系）要求的其他物品（仅限学院（学部、系）要求

的物品）。

2.复试未结束前，未经同意，考生不得擅自离场。因考

生个人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参加复试，经工作人员短信或电

话提醒后，仍然未进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后果由

考生个人承担。

3.参加远程复试前，考生须反复检查电子设备网络并确

保畅通。

4.复试过程中，需确保手机联系畅通。若发生考生端中

途断线等意外情况，复试小组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电话联

络考生。如在考生所在专业复试结束前仍然联系不上，视为

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5.因环境、条件所限网络远程复试确有困难的考生，必

须在 2021年 3月 23日上午 12:00前向所报考学院（学部、

系）提交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六、违规处理

复试是研究生招生考试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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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按照研究生招生考试相关保密管理规定，任何人员和机

构（学校授权除外）不得对复试过程录音录像、拍照、截屏

或者网络直播，不得传播试题等复试内容，否则将依据相关

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

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

生考试诚信档案》。

七、联系方式

1．河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地址：南京市西康路 1号 邮政编码：210098
联系方式：025-83786303
2．各学院（学部、系）联系方式

序号 招生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水文水资源学院/水科学研究院 许老师 83786614

2 水利水电学院/水科学研究院 柳老师 83786501

3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水科学研究院 郝老师 83786187

4 土木与交通学院 刘老师 83786552

5 环境学院 张老师 83786697

6 能源与电气学院 曹老师 58099096

7 信息学部（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吴老师 58099136

8 信息学部（物联网工程学院） 蒋老师 0519-85192040

9 力学与材料学院 贺老师 83787027

1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俞老师 58099141

11 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 阚老师 58099569

12 机电工程学院 周老师 0519-85191981

13 海洋学院 李老师 83787813

14 理学院 刘老师 8378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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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生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5 商学院 赵老师 58099220

16 公共管理学院 方老师 83787376

17 法学院 张老师 83787371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老师 58099189

19 外国语学院 赵老师 58099463

20 体育系 胥老师 8378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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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海大学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

一、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

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考场及网

络候考秩序。

二、考生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等证件信息，按规

定的时间，登录相应系统或网络地址参加考试。

三、考生应提前调试设置好硬件设备，提前熟悉考

试软件操作，考前主动配合进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核

查、报考资格审查、网络复试环境安全检查等。

四、网络远程复试开始前，听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

有序候场，考试结束后有序离场。

五、网络远程复试过程中，考生应尽力保持考试过

程顺畅，须将双手放置在复试小组可视范围内，不遮挡、

不拍照、不录音录像、不吸烟，不喧哗、不求助他人、

不发表与复试内容无关的言论。

六、考生不得将考试内容告知他人，不得记录和传

播考试过程的音视频等信息。

七、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

管理，有违纪、作弊等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

办法》进行处理并将情况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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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
网络远程复试平台考生操作说明
https://www.yjszsms.com/school/10294

附件2

第 9 页，共 21 页



1

收到考核通知
按照通知要求
提交考核材料

收到参加远程
考核的通知

登录远程面试
系统

阅读考生
须知等

设备检测

登录远程面试
系统

取号
根据取号结果

排队
进入考核考核结束

收到考核安排
通知

考核全过程图解
考核过程图解

考核流程图解

开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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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设备

1
系统为win8及以上，无硬性硬件要求，原则上系统能流
畅运行、不频繁卡顿即可；需自带或配有功能正常的摄
像头、麦克风、音箱；手机为常见智能机，可正常使用
视频社交功能。

电脑（主设备）、手机或电脑（副设备）

2
主设备安装最新版本Chrome浏览器，下载地址：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副设备安装腾讯会议视频软件，下载地址：
https://meeting.tencent.com/

浏览器&软件

3
摄像头、麦克风、音箱，如主设备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自
带以上外设可不另外准备。

外设

4
系统使用带宽速率在1MB/s左右，普通网络一般均可支
持，建议使用网线直连电脑的上网方式避免卡顿掉线。

网络
注意事项：
         在访问网络时，尽量使用有线网络，不要使用人
多、拥挤的无线网络，以保证面试效果。

2
考核设备准备

第 11 页，共 21 页



明亮

3
3.1  环境布置说明

1. 须在封闭安静的房间独立进行远程考核；

2. 考核房间内除本考生不能有其他任何人员；

3. 除考核要求的设备外，房间其他电子设备必须关闭。

封闭

网络稳定安静

关闭其它电子设备
独自

电源

桌椅

考核环境准备

2.考核房间内除考生本人
外不能有其他任何人员

6.除考核要求的设备外，房间其他电子设备必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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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  设备摆放说明

主设备区
1. 一张桌子、一台电脑（键盘、鼠标）、一套面试终端；
2. 电脑登录河海大学网络远程面试平台；
3. 摄像头正对考生，考核过程中全程开启；
4. 考核过程中，设备除连接登录河海大学网络远程面试平台外，不

允许再运行其他网页或软件；保证考核过程不因干扰中断；
5. 桌面放置身份证，以及学院要求的其他物品（仅限学院要求的物

品）。

副设备区
1. 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一个摄像头、一张桌子或架子；
2. 电脑或手机作为远程考核云监考及副设备登录视频会议软件，考

核全程开启并静音；
3. 摄像头需摆放在考生侧后方，建议距离考生背面约1米，与考生

后背面成45度角，可以录制到考生侧面及主设备屏幕；
4. 考核过程中，设备除连接登录面试平台外，不允许再运行其他网

页或软件，保证复试录制过程不因干扰中断。

2.电脑登录河海大学网络
远程复试平台

5.考核过程中，设备不允许运行
除河海大学复试平台外其他网页
或软件

河海大学网络复试平台

考核环境准备

1. 手机作为远程考核云监考及副设备登
录视频会议软件，考核全程开启。

2. 副设备须处于免打扰状态，保证考
核过程不被其他因素干扰或打断，不
得与外界有任何音视频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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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  考生出镜说明

1. 不允许过度修饰仪容，严禁考核过程
中遮挡耳部，考核开始前须配合考官
检查耳部与四周环境；

2. 不得佩戴耳机、帽子、墨镜、口罩、
头饰，头发不得遮挡面部；

3. 穿着得体；
4. 正面电脑摄像头，保证视频中面部图

像清晰；
5. 建议考生距离主设备摄像头约50~60

厘米；
6. 主设备视频中考生界面底端始终不得

高于胸部；
7. 考生双手全程在主设备视频录像范围。

考核环境准备

第 14 页，共 21 页



登录远程面试系统
1. 登录网址：https://www.yjszsms.com/school/10294

2. 帐号：考生编号

3. 密码：考生身份证号码后6位

4. 如果忘记密码，可与院系管理员联系，要求重新发送密码邮件。

4.1  登录远程面试系统&阅读考生须知4
阅读考生须知
1. 考生第一次登录面试系统时，系统会自动弹出；

2. 考生必须仔细阅读须知；

3. 阅读完成后，点击【已阅读】按钮，进入下一页。

面试系统全过程分解步骤说明

承诺诚信考核
1. 考生第一次登录面试系统时，系统会自动弹出；

2. 考生必须承诺诚信考核；

3. 阅读完成后，点击【我承诺】按钮，进入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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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q：系统在线帮助文档。

     修改密码：考生可以修改自己的密码。

     退出登录：可以退出当前登录状态。

2. 通知公告：考生可以查看学校发布的相关通知

公告。

3. 设备检测：考生进入系统后，需要完成设备检

测后，才能进行面试。 点击图上所示的【设备

检测】按钮。详见下一页。 

4 4.2  考生主页功能说明

面试系统全过程分解步骤说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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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浏览器提示：www.yjszsms.com想要使用您的麦克风、使用您的摄像头，请务必

点击“允许”。如果不小心点了禁止，可以参考文档 

https://www.yjszsms.com/help/faq/ks  -- 异常情况处理

2. 麦克风检测： 如果有多个麦克风，可切换选择，电脑音量调大，对麦克风说话，

能听到回音，表示麦克风和音箱功能正常。

3. 摄像头检测：可以直接看到摄像头画面，表示摄像头功能正常。如果有多个摄像

头，可以切换选择。

4. 如果没有问题，点击检测成功，完成检测。

5. 如果有问题，且不能自行解决，暂不要点击“检测失败”，可关闭窗口，点击

“在线客服”寻求帮助。

6. 如果仍不能解决问题，且不具备其他可更换的面试设备。点击【检测失败】，会

有院系管理员联系你。

注意：请考生务必使用设备检测通过的电脑、设备、环境参加面试，以

免发生不必要的故障，导致面试失败，影响面试结果。

4 4.3  设备检测（非常重要）

这里有实时画面

这里有蓝色音量条抖动

且能听到自己说话回音

面试系统全过程分解步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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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号时间：考生提前进入，系统不会显

示取号按钮，需要在时间到时，刷新页

面，才会显示。 

2.如果错过取号时间怎么办：原则上视为

放弃面试。

4 4.4  取号

面试系统全过程分解步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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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5  排队

1. 取号成功后，系统直接进入排队等待页面。

2. 系统显示当前面试考生的序号，以及考生本人的序

号，考生根据当前正在面试序号和自己本人的序号

耐心等待。

3. 在本页面中，考生无须任何操作。上个考生结束后，

面试组会邀请下一个考生进入。只有在界面上接收

到邀请通知的考生，才能进入面试。

注意：面试组在邀请3次后，考生仍未进入面试。会视为

“过号”，过号考生会安排在本时间段其他考生全部完

成后，重新邀请进入面试。重新邀请三次时如果仍未进

入面试，会视为“弃考”。

面试系统全过程分解步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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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进入面试&结束面试

1.接受邀请进入面试后，考生请停止对主、副设备的一切操作，一切操作按面试组老师的要求进行；

2.面试过程中请保持吐字清晰、身形端正，请勿作出不必要行动影响面试进程；

3.如遇网络中断等突发状况，请考生不要惊慌，不要自行操作设备，保持原地等待，面试组老师会第一时间

与您取得联系；

4.面试顺利完成后，考生也不应自行操作主、副设备，面试将自动退出，待系统退出后方可自行操作设备。

面试系统全过程分解步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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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大家
复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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