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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办法

       为深化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选拔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具有良好学术基础和学术创新潜质的人员攻
读博士学位，不断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0年实行申请－考核的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招生人数

        心理学部2020年博士生招生名额为66人（包含硕博连读生），其中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
名额39个。招生导师及专业方向见招生专业目录。有关学部接收硕博连读生情况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研招办网页通知。

二、申请条件

1. 申请人应符合《北京师范大学2020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基本要求。

2. 学位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已获硕士学位人员（初试前获得硕士学位），或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
书），或已获博士学位人员。

http://yz.bnu.edu.cn/
https://yz.bnu.edu.cn/content/zyml/2020/ssyx.html


不允许研究生同时攻读两个以上（含）不同层次或相同层次的学位。

在国（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3. 两位与所报学科方向相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专家的推荐。

4.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体检标准请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5. 攻读博士期间必须能够全脱产学习。   

6. 不接受同等学力报考。 

三、报名办法

        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名时间与程序参见《北京师范大学2020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四、提交材料

  （一）纸质版材料

       报名者须于2019年12月31日前（以寄出日期为准）按要求向心理学部研究生教务办公室提交以下书面材料,其中报考“国家重点实验室”导师
的考生材料，直接将材料交寄至国家重点实验室教务办公室。书面材料中的相关内容必须与网上信息一致。

      1. 报名登记表（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打印前请按要求上传本人电子照片，打印后本人须在每页亲笔签字确认）；

      2. 个人陈述（在网上报名系统下载空表后填写，并同时在报名系统中提交电子版。内容包括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学术兴趣、所取得的成就、报
考动机和未来发展构想等；无固定模板，总字数不得超过5,000字）；

      3. 外语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如英语六级、托福、雅思等）；

      4. 本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或其他研究成果（至少一项）。需同时在网上报名系统提交论文或相关证明；

      5. 博士生学习期间的研究计划（内容包含拟研究的问题、知识储备、创新点、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参考文献等；无固定模板，总字数不
得超过12,000字）；

      6. 与申请攻读学位学科方向有关的两位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两份专家推荐信（在网上报名系统下载空表后请专家填写，推荐信需由推荐
专家密封并在封口处签字密封）；



      7. 已获硕士学位人员提供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在国（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书）、毕业证书复印件（单证
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不必提供）、硕士学位论文，及硕士课程成绩单原件（由考生攻读硕士学位所在院校研究生培养部
门提供并加盖公章，也可从本人档案管理部门复印并加盖其公章。下同）；应届硕士毕业生只需提交硕士课程成绩单原件、硕士论文摘要、目录以
及开题报告全文等。被录取后，如在入学报到前不能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将被取消入学资格；同等学力人员提交学士学位证书及本科毕业
证书复印件、硕士课程成绩单原件。

   （二）电子版匿名材料

       申请者须于报名截止前登录博士招生系统（http://graduate.bnu.edu.cn/bsbm.html）提交以下匿名材料（提交办法参见报名系统提示）：

       1. 个人陈述；

       2. 本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等研究成果；

       3. 博士学习期间的研究计划；

       4. 往届生需提交硕士论文全文；应届生需提交硕士论文摘要、开题报告全文。

五、初审

       2020年1月中旬进行，初审满分为100分。由招生工作小组根据考生提供的材料进行匿名评审并独立评分，重点考察申请人的学术背景、研究
经验、创新能力、学术潜力和学术动机等，招生工作小组评分加总后的平均分即为考生的初审成绩，初审成绩60分以上（含60分）的考生才能通过
初审，并结合招生导师的意见，按照不低于1:2的比例确定复试名单。复试名单将于2020年1月下旬在学部网页上公示10个工作日。

六、复试考核

      2020年3月上旬，由招生工作小组对进入复试的考生进行综合能力全面考核，满分为200分，其中笔试占30%，面试占70%。内容主要涉及专
业知识、专业素质、科研潜力、外语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复试成绩低于120分不予录取。复试成绩将于2020年3月下旬在学部网页上公示10个工作
日。详细安排届时请密切关注心理学部网页。

七、录取

       2020年4月初，心理学部招生工作小组依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笔试评阅和面试过程进行审核，考生最终成绩由复试笔试和面试成绩构成，学院
招生工作小组依据最终成绩分导师进行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并报送学校招生工作小组审批。

八、申诉机制

http://graduate.bnu.edu.cn/bsbm.html


       在公示期内考生如对各考核环节有疑问，可书面向学部提出申诉，由学部招生工作小组组织调查处理，如有错误予以更正并告知复核结果。对
学部招生工作小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可进一步向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提出申诉

九、信息查询、联系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yz.bn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http://psych.bnu.edu.cn/

联系方式：

       心理学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刘虹雨

       电话：58805302，psy-zhaosheng@bnu.edu.cn；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后主楼1404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邮编：100875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樊攀

电话：58802913，nky_jw@bnu.edu.cn；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英东楼424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编：100875

单位代码：1002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部门：心理学部 电话：010-58805302（心理），010-
58802913（国重）

联系人：刘虹雨（心理），樊攀（国重）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导师 招生
人数

初试科目 备注

http://yz.bnu.edu.cn/
http://psych.bnu.edu.cn/
mailto:psy-zhaosheng@bnu.edu.cn
mailto:nky_jw@bnu.edu.cn


单位代码：1002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部门：心理学部 电话：010-58805302（心理），010-
58802913（国重）

联系人：刘虹雨（心理），樊攀（国重）

038心理学部 66

其中通过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
验室（以下简称“国家重点实验室”）招
收39人，此名额下的学生按照国家重点实
验室要求培养；国家重点实验室拟接收硕
博连读生16人左右。心理学部（非国重）
拟招收硕博连读生5人左右。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01学习科学 王文静 ①1101英语 ②2028心理学综合一
③3100心理学综合二

国家重点实验室

　040200心理学

　　01基础心理学 陈宝国 ①1101英语 ②2028心理学综合一
③3100心理学综合二

丁国盛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君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卢春明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云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舒华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宋艳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学民 同上

　　02认知神经科学 Carlos
Ibanez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导师吴倩

Magdalena
J Koziol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导师窦非

毕彦超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龚高浪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单位代码：1002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部门：心理学部 电话：010-58805302（心理），010-
58802913（国重）

联系人：刘虹雨（心理），樊攀（国重）

韩在柱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贺永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武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小俚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莹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导师马燚娜

刘超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刘嘉 同上

刘丽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吕海东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罗敏敏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导师秦绍正

马燚娜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牛海晶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秦绍正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舒妮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孙文智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导师章晓辉

万小红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君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吴倩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薛贵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鸣沙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占军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章晓辉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朱朝喆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单位代码：1002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部门：心理学部 电话：010-58805302（心理），010-
58802913（国重）

联系人：刘虹雨（心理），樊攀（国重）

　　03发展心理学 陈英和 同上

方晓义 同上

胡清芬 同上

寇彧 同上

林崇德 同上

林丹华 同上

蔺秀云 同上

刘霞 同上

彭华茂 同上

陶沙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耘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锦涛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周新林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朱皕 同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

　　04社会心理学 蒋奖 同上

康萤仪 同上

刘力 同上

孙晓敏 同上

王芳 同上

许燕 同上

　　05心理测量学 刘红云 同上

　　06教育心理与学校心理学 刘儒德 同上

姚梅林 同上



单位代码：1002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部门：心理学部 电话：010-58805302（心理），010-
58802913（国重）

联系人：刘虹雨（心理），樊攀（国重）

　　07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韩卓 同上

刘翔平 同上

王建平 同上

伍新春 同上

　　08管理心理学（工业与组织心
理学）

张西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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