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研究所简介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成立于 1959
年，原名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2003 年 6 月经国家批准改为现名。 

上海应物所是国立综合性核技术科学研究机构，以基于先进核能（钍基熔盐

堆核能系统）的先进能源科学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兼顾核技术在环境、医学、

材料等领域的应用研究，致力于熔盐堆、钍铀燃料循环、核能综合利用等领域的

关键技术研发，以期将研究所建成我国独具特色、不可替代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研究机构。研究所坐落于上海市科技卫星城嘉定区，占地面积共约 400 亩。 
上海应物所承担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

基熔盐堆核能系统（TMSR）”，总体目标是用 20 年左右时间研发第四代的裂变

反应堆核能系统以及钍铀循环技术，引领钍基熔盐堆技术与工程研发，为国家经

济与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同时，上海应物所也是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

施——上海光源（SSRF）的工程承建单位，还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和用户装置工程，上海光源二期工程,中科院“变

革性洁净能源”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核能非电综合利用项目以及 973 项目、基

金委重大项目等国家重要科研任务。建有“中国科学院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微观界面物理与探测重点实验室”、“上海市低温超导高频腔技术重

点实验室”。 
目前，上海光源科学中心继续依托托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培养研究生，我所

围绕核能技术、核科学技术与前沿交叉科学、加速器科学技术、光子科学等领域

招收研究生。 

 
学科领域： 

 
核能技术 
针对未来先进裂变核能的战略性前瞻基础问题，重点开展反应堆物理和工程技术、

熔盐化学、加速器与熔盐堆耦合等钍基熔盐堆的基础和关键技术研究；乏燃料放

射化学后处理新方法、新技术和工艺流程研究；反应堆诊断与控制技术研究；钍

铀燃料循环的转化规律及核化学中子学研究；包括反应堆结构材料，熔盐材料，

石墨材料等的核能与反应堆材料的研究及测试评估等。 

 



核科学技术与前沿交叉科学 
研究重点为：理论与实验重离子物理、功能型新材料、基于核科学技术依托上海

光源的交叉前沿问题研究，在环境、医学、材料等领域，在单分子物理生物学、

生物传感器与物理生物效应、水科学等学科方向上开展富有特色的前沿研究工作。 

 

加速器科学技术 
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学科领域主要致力于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加速器、自由电子激

光、用于肿瘤治疗的质子加速器及其它应用加速器的设计研究与建造。其研究涵

盖先进加速器的所有挑战，包括复杂的粒子动力学、磁学、射频系统、超高真空、

束流诊断和控制等各种研究内容。 

 

光子科学 

光子科学学科领域是我所围绕上海光源以及上海（软）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而发

展起来的新学科领域，以先进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实验方法学研究为核心，发展相

应的光束线技术和同步辐射实验方法学，以及面向生命科学、环境与化学、材料

与能源、先进的成像技术及其工业应用等领域的前沿基础和应用研究。 
 

学术刊物： 

上海应用物理所是上海市核学会、中国核学会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分会的挂靠单位；

主办《核技术》、《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SCI）、《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

等学术刊物。 

主要科研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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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概况 
上海应物所在 1978 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后即招收了硕士研究生，是 1981 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截至 2018 年底，应物所共培养

研究生 1271 名，其中博士生 694 名，硕士生 577 名，在学研究生 596 人，在站博士后 21

人。目前我所博士生导师 77 人，硕士生导师 90 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国家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入选者 1 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2 人；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 27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6

人。 

研究所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目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教育在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教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教育基地承担。

学位论文的选题均结合导师承担的科研和开发项目，能为学生开展创新性的论文研究工作提

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支持。研究所日益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科

研机遇，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美国、欧洲、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从事 3-24 个月的国际合作研究。 

学位点设置  
    我所设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培养点 2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培养点 5 个，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培养点 3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培养点 13 个（其中专业学位 3 个）并设有 2 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培养层次  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招生专业） 

博士  

理学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光学 

 无机化学 

工学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核能科学与工程 

硕士  

理学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光学 

化学  
无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生物物理学 

工学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核能科学与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 

 光学工程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专业学位领域名称  

工程硕士  

电子信息 

能源动力 

生物与医药  

 



 

2020 年报考硕士研究生有关事项 

 
一、 报考条件、报名日期、报考手续、报名地点及初试日期均以国家教育部规定为准。 

二、 复试资格和复试办法由我所依据国家复试分数线，结合我所当年考试情况确定。 

三、 录取：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并通过政治审查及身体检查确定

录取名单。 

四、 联系方式：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2019 号，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招

生办公室，邮编：201800，联系人：钟静、尹莉莉，电话：021-39194963、39191307；邮件

地址：zhongjing@sinap.ac.cn, yinlili@sinap.ac.cn 

五、 同等学力报考必需满足：（1）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者两年以上

（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 9 月 1 日）；（2）在国家承认的高校进修过三门所报考

学科相近的本科专业课程并成绩合格者；（3）申请者至少有一篇第一作者文章被 SCI 或 EI

收录 

 

考研问答 
 
a) Q:我想报考贵所研究生，如何获得历年考试真题？ 

A：我所大部分考试科目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统一命题，还有个别考试科目委托中国科技

大学命题，故我所不提供历年试题，考生可登陆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考试大

纲以及历年真题或者与中科大读者服务部联系。 

b) Q:研究生阶段待遇如何？ 

A:我所硕士生平均每月约 3000 元左右，博士生平均每月约 5000 元左右。另外，优秀研

究生有机会获如下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中国科学院院长奖、朱李月华奖学金、梦想奖

学金、启明奖学金、国科大优秀学生（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号学生标兵、优

秀毕业生）等。我所还为研究生们统一办理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险以及购买一份商业意

外险，为研究生提供更多保障。 

c) Q:我如何了解导师的相关信息？ 

A:我所导师简介可登陆我所网页查询，http://www.sinap.cas.cn/yjsjy/zs/ 

d) Q:2020 年计划招多少学生？上年度硕士研究生招收录取情况如何？  

A:我所 2019 年实际招收 97 名，其中专业学位 12 名，与上海科技大学联合培养 11 名，

与上海大学联合培养 2名。2020 年度招生计划暂未下达，预计与上一年度差别不大。 

e) Q:复试科目和方法是什么？  

A:2019 研究生复试为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笔试内容是英语听力测试，专业知识在面试

中进行考察。2020 年研究生的复试办法将在通知复试时告知。  

f) Q:所学专业与招生专业不相同是否可报考？  

A:可以报考。 

g) Q:免试推荐报考规定及报考流程是怎样的？ 

A:参照国科大相关规定执行,考生在获得推免资格后登陆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进行

报名并参加我所组织的推免生招生面试，面试合格后进行拟录取，届时我所网页也将发

布相关通知。 

h) Q:体检是以什么作为标准的？  

A: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

学〔2003〕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

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以及结合我所的科

研工作性质而定。 

i) Q: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在什么地点？ 

A:上海考生在上海杉达学院，外省市考生在当地高招办指定的报考地点。 

j) Q:是否招收直博生？  



A:是，我所 2014 年首次招收直博生，直博生从当年度获得学术型推荐免试资格的应届

本科毕业生中遴选，直接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5 年，享受博士研究生奖助学金待

遇。 

k) Q: 是否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A:是，我所 2011 年起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2019 年共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2

名，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享受同等奖助学金待遇。 

l) Q:我想更好得了解贵所，是否有机会参加夏令营活动？ 

A：我所每年都举办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具体的招募通知每年 5 月中下旬会在我所

网页公布，活动安排在 7 月中旬进行，每年招收 120 名左右本科三年级学员。 

 

 

2020 年攻读硕士学位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  究  方  向 

招 生

人数 
考  试  科  目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01 极端条件下核物理 

02 粒子加速器物理 

03 纳米科学和单分子生物物理 

04 裂变反应堆物理 

计 

划 

招 

生 

97 

人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01 高等数学（甲） 

或 617 普通物理（甲） 

④ 811 量子力学 

或 809 固体物理 

或 808 电动力学 

070207 光学 

01 X 射线光学与同步辐射相关物理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01 高等数学（甲） 

或 617 普通物理（甲） 

④ 817 光学 

070301 无机化学 

01 放射化学 

02 纳米材料和纳米生物学 

03 辐射化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19 物理化学（甲） 

或 61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④ 819 无机化学 

  或 821 分析化学 

   或 820 有机化学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1 材料辐射化学功能化研究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19 物理化学（甲）或 602 高等

数学（乙） 

④ 822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或 820 有机化学 



071011 生物物理学 

01 生物单分子探测与操纵 

02 纳米生物学 

03 生物物理数值模拟 

04 生物大分子晶体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617 普通物理（甲） 

或 61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④ 824 生物化学（乙） 

或 852细胞生物学  

或 811 量子力学 

082703 核技术及应用 

01 电子加速器技术及应用 

02 辐射探测与信息处理 

03 同步辐射光学与技术 

04 先进核科学技术及应用 

05 质子加速器技术及应用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62 计算机学科综合（非专业） 

   或 809 固体物理 

   或 815 机械设计 

082701 核能科学与工程 

01 反应堆工程与技术 

02 反应堆材料与工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09 固体物理 

或 814 热工基础 

或 815 机械设计 

或 999 反应堆物理◆ 

0803 光学工程 

01 同步辐射光学与仪器 

02 高热载光学系统的缓释技术 

03 光学元件加工及检测 

04 光学精密机械准直及检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17 光学    

   或 856 电子线路 

或 815 机械设计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01 超导和常温加速腔技术 

02 光阴极微波电子枪技术 

03 插入件与磁铁物理与技术 

04 微波功率源物理与技术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08 电动力学 

或 806 普通物理（乙）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1 基于射线探测技术的信号与信息处理 

02 加速器控制与束流信号处理 

03 数字和脉冲信号与信息处理 

04 束线检测与控制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1 数学一 

④ 859 信号与系统  

或 856 电子线路 

或 862 计算机学科综合（非专业）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1 加速器控制与束流检测技术  

02 光束线站控制与电子学 

03 微控制器与数字信号处理器系统 

04 数字和脉冲电源技术 

05 同步辐射光学与仪器 

06 光机系统工程分析技术 

07 光学元件加工及检测 

08 光束线光学精密机械技术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2 数学二 

④ 859 信号与系统  

或 817 光学 

或 815 机械设计 

或 856 电子线路 

    或 862 计算机学科综合（非专业）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 

01 生物单分子探测与操纵 

02 纳米生物学 

03 生物大分子结构测定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38 生物化学 

④ 852 细胞生物学 

或 811 量子力学 

  能源动力（专业学位） 

01 反应堆诊断控制与安全技术 

02 核燃料与工艺技术 

03 核能材料与工艺技术 

04 熔盐理化与热工 

05 电子与质子加速器技术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 英语一 

③ 302 数学二 

④  814 热工基础 

或 815 机械设计  

或 999 反应堆物理◆ 

① ②为必选科目，③、④中各选一门 

 

注：1、若 2020 年教育部对上述考试科目设置进行调整，将按教育部政策执行。 

     2、自命题考试科目中“◆”标出的考试科目为中国科技大学命题。其余考试科目均

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统一命题。 
 

硕士入学考试科目范围及参考书 
科目名称 指定参考书名 备注 

999 反应堆

物理◆ 

《核反应堆物理分析》，谢仲生主编，西安交通大
学出版社、原子能出版社，2004。 

以中科大公布为准 

中国科学院

大学统一命

题科目 

考试大纲请查询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
http://admission. uc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