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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ABB 公司简介 

1.1 ABB 信息框图 

 

1.2 ABB 概况 

1.2.1 ABB 集团 

ABB 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服务于公用事业和工业用户，在帮助客户提高绩效的同时，使其降低对

环境的影响。 

ABB 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拥有 105,000 名员工。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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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ABB 中国 

ABB 一直坚持与中国共同成长的信念。 

ABB 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1907 年 ABB 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蒸汽锅炉。从此，ABB 公司与中国

的贸易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1974 年 ABB 在香港设立了中国业务部，随后又于 1979 年在北京设立了其永久性办

事处。1994 年将 ABB 中国总部迁至北京，并在 1995 年成立了 ABB 在华投资总部 － ABB（中国）有限公司。 

如今，ABB 公司在中国 30 个主要成市设有销售办事处、拥有 23 家法人公司，其中 17 家为合资公司。在中国的

员工总数超过了 8,000 人。 

通过直接投资和与当地投资者的合作，ABB 公司在输配电、自动化产品和系统等方面都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基地。 

 

1.2.3 业务范围 

ABB 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包括完整系列的电力变压器和配电变压器；高、中、低压开关应用，电气传动系统和电机。

这些产品在工业、商业和公共事业中都被广泛的应用。ABB 在中国的公司所生产的许多产品都是一流的，成为业

内的基准。 

近几年，ABB 公司通过在当地建立技术和工程中心极大地稳固了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并且在工程和项目管理

方面的能力，表现在金属、制浆造纸、化学和生命科学、汽车工业、公用事业自动化以及建筑系统等多个领域。 

1.3 ABB 组织结构 

公司有公用事业部、流程工业部、制造业和消费品工业部以及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工业部四个部门为最终用户提

供服务，同时，与两个产品部门，及金融服务部密切合作，向外部供货渠道提供服务。这四个终端用户服务部门

将得到两个负责 ABB 产品的制造部门——电力技术产品部和自动化技术产品部--的鼎力支持。这两个部门同时还

为 ABB 的外部渠道合作伙伴，如批发商、经销商、系统集成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服务。随着时代的向前发

展，所有 ABB 产品最终将采用同一工业 IT 架构。 

1.4 ABB 文化及价值观 

经营理念：ABB 作为一个电力和自动化技术的领导者，积极地为其所在国及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的社会发展做贡献。 

传统优势：1. 技术领先，即我们创新的传统 

2. 开拓精神，即满足客户需要时的态度 

3. 本地化能力，即多元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经营原则：责任感、尊重、决心。 

领导素质：胜任力、进取心、诚信 

1.5ABB 企业历史  

2002 年 

ABB 推出公司第 100,000 台机器人——业界第一个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提供商 

1997 年 

ABB 开始为其所有技术和产品打造单个工业 IT 架构 

1990 年 

Azipod（全方位吊舱推进装置）能够使发动机实现 360 度的可操纵性，让船只具备更高的机动性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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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Asea 与 BBC 合二为一，组成全球最大的电气工程公司之一 

1984 年 

BBC 为全球最大的巴西伊太布（ITAIPU）水电站提供发电机 

1974 年 

Asea 发明并推出全球第一批工业机器人 

1963 年 

BBC 通过 735 千伏高压线利用载波频率向发电站控制装置第一次传输数据 

1.6ABB 公司领导人 

ABB appoints Fred Kindle as new CEO 

Zurich, Switzerland, February 27, 2004 -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BB Ltd announced 

today that Fred Kindle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group’s new chief executive from next 

January. Kindle, the current chief executive of Swiss-based technology concern Sulzer AG, 

will join ABB on September 1, 2004 and assume the roles of president and CEO in January 

2005. As of January 2005, the current CEO Jürgen Dormann will revert to a single role as 

chairman of ABB Ltd. 

 

 

1.7 ABB 生涯管理 

通过培养人才从而帮助业务提高和发展是 ABB 中国对人才培训和发展的宗旨。 

ABB 中国公司鼓励并支持员工不断学习，并为员工提供各种培训与发展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每年为每个员工提

供 40 个小时的培训。 

每年公司对员工的业绩进行评估， 然后针对每个员工的需要制定其培训和发展的计划，ABB 中国的培训和发展

中心每年针对各类员工的不同需要，提供上百门有关个人技能、专业技能、团队技能、管理和领导力，以及英语

和计算机等各类和各种方式的培训。不仅如此，公司还有员工教育资助计划，鼓励员工的在职进修和学习，并为

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为了培养年轻且具有潜力的人才，公司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参加各类培训生项目，他们不仅能在 ABB

中国各公司和城市工作和锻炼，也有机会到 ABB 在海外的公司学习和培训。 

ABB 公司广泛与国内和国外的大学和商学院合作，到目前为止已选送了 90 多名员工到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参

加管理证书课程的学习。 

 

1.8ABB 发展战略 

有机增长：ABB 在华业务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我们预计，至少在 2008 年前，ABB 在中国能实现 20%的

年增长率。 

 

增加投资：ABB 在华投资已超过 6 亿美元。从现在起到 2008 年，我们计划至少再投入 1 亿美元，建造新的生产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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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工厂。 

 

成本转移：目前，ABB 在本地采购原材料，用于各种产品的制造，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从欧洲进口组件。ABB 将

中国作为全球采购基地，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大的成本优势。 

 

研发工作：ABB 在北京新建了一个研发中心，这是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组成部分，它将提升公司的创新水平，能

够更好地满足中国和世界各地客户地需求。 

 

培养本地人才：从现在起到 2008 年，ABB 计划再招募 5000 名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ABB 的概况，你可以访问 ABB 官方网站：http://www.abb.com 

第二章 ABB 笔试资料 

2.1 网申状态为“面试”，并收到宣讲会短信，必须去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8825-1-1.html 

大家好~有个面试问题希望和大家讨论。 

我申了 ABB 两个职位，有一个做完 OT 后简历状态显示“面试”。 

同时我收到了 ABB 的短信，邀请我参加 10 月 12 号清华大学宣讲会，请问宣讲会必须去吗？是面试的一部分吗？

我在英国所以不能回去... 

还有，电面的话大概是什么类型的问题？是偏重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呀、为什么选择 ABB 呀，还是偏重于专业知识

的考察？ 

谢谢！欢迎大家多多讨论解答~ 

 

 

顺便讲一下我 OT 的经验，一共 20 道题，15 道逻辑、英语选择题，5 道英语阅读题。 

选择题中逻辑题比较简单，就是“甲乙丙丁每个人一句话，只有一个人是对的”的类似题型； 

但英语题是直截了当考词汇，希望大家好好准备~ 

英语阅读题难度也不大，我两次 OT 的阅读都是讲日本海啸后政府和基金组织对幸存的儿童的保护。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2 9 月 24 日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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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5367-1-1.html 

 

刚刚做完 ABB 的 OT，来攒个 RP。 

 

两个部分，10 道基础测试，5 道阅读理解。 

总时间 30 分钟，点开考试就开始计时了，一开始我没注意，点开后去上了个厕所，回来过去了三分多钟。。提

醒大家注意。 

 

关于题目，10 道基础题中 5 道中文关于词语对应，语言逻辑等，挺简单，很快做完。 

另外 5 道基础测试题是英语单选，句子很短，考察单词和短语，单词不是很常见的那种，这个就看词汇量，拼积

累了。 

英语阅读理解 1 篇，5 道题目，算是比较简单的阅读理解。时间很够，问题不大。 

 

 

另外看到有人问链接时效，我同学遇到了过期的情况，应该是三天左右的时效，收到后还是尽快完成吧。 

 

 

  

2.3 ABB 923 OT 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5194-1-1.html 

下午因为没点击同意键一直没法拍照= = 楼主傻逼了。 

来发一下经验帖。 

一共 15 道题，比往年的题目简单很多。 

5 题逻辑 5 题英语单选 5 题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真的非常简单。 

然而只有我觉得 5 题英语单选的词语选择有点难吗。。。。。 

楼主四六级都是裸考没背过英语单词。。。所以单选的时候遇到的选项有两道都是生词一脸懵逼。估计就我是这

样的。剩下三道单选非常简单。 

另外就是有一道逻辑题感觉也蛮难的。 

求过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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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BB 网测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9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54713-1-1.html 

刚做完 ABB 的网测，第一感觉是和之前在论坛看到的经验不一样~~今年的稍微简单些测试一共 30 分钟，全程有

监控，所以只能独立完成 

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十道题： 前五题为推理题 后五题是英语单选题很简单 

第二部分 一篇阅读 五个选择题 基本上一段对应一个选择题 大家刻意不用全部读完再找答案，可以读完一段就

看答案 

祝大家好运 

 

 

  

2.5 ABB 测评的笔试题目和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79-1-1.html 

刚刚完成了 ABB 测试，唉。。。觉得自己是未分类~~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整个测试持续了 45 分钟。，30 个问题，逻辑推理和英语是不分开算时间的，做

好心理准备再做 

 

  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很难适应他家庭的图形问题。，感觉尴尬的数据分析，汇率问题相当麻烦。，但是很多

人说 ABB 测试比较容易。，那时我所处的环境可能有些问题。。 

 

  那时候，宿舍的一个室友一边看电视一边笑。，你不能集中精神，前面耽搁了很长时间。，后来，推理的问题，

后来甚至不能静心。。 

 

  记住，第一个问题是找到已知矩形的面积。，三角形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其中一对相邻边的中点，现在想起来，

HLL 的错，当时我真的没反应。，悲伤的。。。 

 

  英文一共两篇阅读，我的想法是关于肤色和孩子。，都还行，就像在普通考试中阅读一样。 

 

  总之我是未分类，给你一些参考，作为一个储蓄者 

 

  1）确保安静的戒指还在。，否则，影响他们的情绪，会变得越来越慌张。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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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控制时间，不行可以先做英语，可以在“答题情况”中选择先做最后的 10 道英语题 

 

  3）个人感觉，图形推理，以及喜爱做线测试，控制你的时间，努力提高你的准确性。 

 

  祝大家测评顺利!!简历简历。。。。 

 

  

2.6 ABB 集团的笔试 shl 测评题，仅供参考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76-1-1.html 

1、shl 测评题：数字推理：4 ，5 ，_____ ，40 ，104 

 

A.7 

 

B.9 

 

C.11 

 

D.13 

 

2、shl 测评题：调查报告中写道:“在销售调查中表明，70%的用户喜欢黑色汽车，30%的用户喜欢白色汽车。”

同时，报告中还写道“还有 10%的用户说他们两者都不喜欢 ABB 集团 shl 测评笔试题目分享 ABB 集团 shl 测评笔

试题目分享。”以下哪项最合理地解释了调查报告中的表面性矛盾? 

 

A.喜欢白色汽车的用户都包括在 70%的喜欢黑色汽车的用户中。 

 

B.调查的用户总数超过 100 名 ABB 集团 shl 测评笔试题目分享文章 ABB 集团 shl 测评笔试题目分享出自

http://www.gkstk.com/article/wk-78500000863139.html，转载请保留此链接！。 

 

C.某些用户观点发生了变化。 

 

D.某些用户两种颜色的汽车都喜欢。 

 

3、shl 测评题：数字推理......8，14，26，50，_______ 。 

 

A.76 

 

B.98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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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 

 

D.104 

 

4、shl 测评题：有若干 5g 和 7g 的砝码，任何大于()克都能够用 5g 和 7g 的砝码组合出 ABB 集团 shl 测评笔试题

目分享资格证考试。 

 

A.35 

 

B.23 

 

C.12 

 

D.53 

 

5、shl 测评题：数字推理：0，6，24，60，120，______ 

 

A.186 

 

B.210 

 

C.220 

 

D.226 

 

6、shl 测评题：数字推理：4,3,2,0,1,-3,_____ 

 

A.-6 

 

B.-2 

 

C.1/2 

 

D.0 

 

7、shl 测评题：树上有 8 只小鸟，一个猎人举枪打死了 2 只，问树上还有几只鸟? 

 

A.6 

 

B.4 

 

C.2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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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8、shl 测评题：数字推理：5 ，6 ，6 ，9 ，______ ，90 

 

A.12 

 

B.15 

 

C.18 

 

D.21 

 

9、shl 测评题：数字推理：1 , 13 , 45 , 169 , ______ 

 

A.443 

 

B.889 

 

C.365 

 

D.701 

 

10、shl 测评题：某学校有四名外国专家，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和日本。他们分别在电子、机械和生物三

个系工作，其中: 

 

1 日本专家单独在机械系; 

 

2 韩国专家不在电子系; 

 

3 美国专家和另外某个外国专家同在某个系; 

 

4 加拿大专家不和美国专家同在一个系。 

 

以上条件可以推出美国专家所在的系为 

 

A.电子系 

 

B.机械系 

 

C.生物系 

 

D.电子系或生物系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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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6 ABB 网测 感受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5330-1-1.html 

楼主是 2016 年即将毕业的小硕（如果能顺利毕业的话），处女投就给了 ABB。楼主网申比较晚，10.18 日投递的

简历，等了几天没什么消息，就以为没通过简历筛选，然而，10 月 27 日惊奇的发现收到了在线测评通知， 

 

后来和同学一交流，发现网申的基本都有收到在线测评通知（好吧，看来通知在线测评并不值得窃喜） 

在线测评要求 29 日早 9 点之前完成，可以申请延期，不过楼主还是乖乖的按照 deadline 做了在线测评。 

 

在线测评题型包括：逻辑分析（15 题），材料分析题（5 题），两篇英语阅读（共 10 题）。 

 

重要事情说四遍：做之前一定要刷论坛的往年测试题！做之前一定要刷论坛的往年测试题！做之前一定要刷论坛

的往年测试题！做之前一定要刷论坛的往年测试题！ 

 

 

楼主乖乖的刷了往年的测试题，然而材料分析题还是答的不好，虽然往年的题目出现了，但是题目不全，还有尼

玛楼主看着屏幕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答题恐惧症瞬间上来了。只能说材料分析答的差极了。 

 

 

说下我的材料分析吧。题目就是之前出现过的“非洲网民”，其实这道题是从公务员考试的题目改变而来，原题中

主语为中国网民，在线测评中 ABB 给换成了非洲网民（果然是外企，非洲欢迎您），题目都不变。 

但是之前的论坛上贴的题目不全，我刷题时又飞速带过没认真看，所以 OT 时有点懵了。 

 

 

下面给出非洲网民的材料分析题，后面学弟学妹遇到了就有福气了。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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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说英语阅读，我遇到的第一篇是欧洲的福利制度，第二篇是关于 gesture 的，两篇都能在网上找到原题。

此处我就不贴了。 

 

总之，如果你重视此次在线测评，一定要好好准备，把能找到的 ABB 网测题目搞懂，不能求快（楼主尼玛说多了

都是泪）。祝各位网申 ABB 的童鞋都收到面试通知！ 

 

最后给一下我找到的资料吧，算是比较全了，一次性贡献给大家，免得四处寻找。 

 2013-2015 ABB 网申测试题目大全（网上最全）.part01.rar (2 MB, 下载次数: 49)  

 

 2013-2015 ABB 网申测试题目大全（网上最全）.part02.rar (2 MB, 下载次数: 33)  

 2013-2015 ABB 网申测试题目大全（网上最全）.part03.rar (2 MB, 下载次数: 42)  

 2013-2015 ABB 网申测试题目大全（网上最全）.part04.rar (2 MB, 下载次数: 44)  

 2013-2015 ABB 网申测试题目大全（网上最全）.part05.rar (2 MB, 下载次数: 31)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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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yMDI1fDdlZmU4NGNhfDE0NjIyNjQ1MTd8NTQzNjA5M3wxOTk1Mz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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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分享一下之前的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0852-1-1.html  

数学部分好多之前帖子里出现过的题目，果然节省了好多时间。所以多看看机经是有好处的，感谢之前分享的童

鞋们！ 

遇到了传说中国王给犯人戴红帽子、白帽子的题，果断选了 2。 

找规律有几道纯蒙的，就随缘了。。材料部分是非洲地区互联网使用情况，之前好像有人贴过全文但我没仔细看

 

 

英语两道题感觉并不难。其中一个是讲 gesture 对小孩学习的帮助。差不多一题对应一段，答案还蛮好找的。 

 

楼主是先做的英语，一打开测评就有点慌张，开始几题做得很着急，导致心里没什么底。结果最后时间剩余的时

候又回头看了好几遍这几道题。过后觉得应该先把前面的题先过一下，把原题直接都勾完了再答英语，再答剩余

部分。 

 

 

祝好运！ 

 

2.9  刚做的面试题目，给大家分享一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518-1-1.html  

大部分是新题型，大概不会太难，可以放心大胆的做，自己做完还剩 15 分钟。往年的也有一两道原题，不过很

少，看不看觉得无所谓。自己就觉得这两道题好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1361787465.jpg (85.72 KB, 下载次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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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82298.jpg (91.07 KB, 下载次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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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10.18 网测 OT 附新题+补充详解的机经资料~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9446-1-1.html  

楼主 10 月 12 号申的 ABB，16 号下午收到 OT 邀请的邮件，在论坛里逛了一圈收集了去年前辈们贡献的笔经，

真的很不能感谢更多了！因此，刚完成就来回馈一道热乎乎的网测新题(答案应该选 A，黑+白 或者 白+黑=白，

黑+黑 或者 白+白=黑，楼主后来回来检查的时候想明白啦~)，以及自己整理了几个版本补充了自己网上找到的

一些题目的解释，希望对比我还晚做 OT 的小伙伴（你是比我还懒呀...）或者给明年的小朋友们一些帮助~ 

逻辑题里文字排序的题目全换掉了；中文分析材料有一篇是旧题，就是 2013 年统计 GDP 等数据的；英文阅读全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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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题，可是都不难，一篇是 dog 与 wolf 的研究，另外一篇是调查 gesture 对于儿童学习帮助的文章。 

 

 

废话就不多说啦，上点干货~  

希望大家都顺利拿到心仪的 Offer~  

ABB 图形推理.jpg (1.64 MB, 下载次数: 26) 

ABB 2016.10.18 图形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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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机经(补充+解释) 2015.10.18.pdf 

1.81 MB, 下载次数: 295 

 

2.11  10.12 刚做完 OT 开个帖子来说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7229-1-1.html  

其实投了很多，已经不记得 ABB 投的什么岗位了，也不记得哪天投的了，早上收到了 ABB 的邮件通过了简历筛选，

可以做在线测试啦～ 

因为比较怕怕，所以今天白天都没有做，在 bbs 里面里看了下之前别人发过的题，熟悉了一遍，把不会的弄明白

了一下。 

 

最后做题的时候，之前的真题真的出现的我觉得得一半以上，没觉得哪道题是新题。 

 

其中有一道我觉得比较难 是 国王有 10 顶帽子，有红色和白色，红色帽子至少 1 个，不超过 5 个。每天戴一顶

什么的 

 

答案就是 4 3 2 1 问选哪个 我不会做 蒙的 2 个 （后来据小伙伴说是对的哈哈哈） 

 

最后是两篇阅读理解 一道题对应一段 不是很难 稍微细心就好。 

 

祝大家都顺利完成答题～！ 

2.12  新出炉测评~攒 RP 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5381-1-1.html  

形式和往年一样，就是逻辑+资料+英语，难度还行 

逻辑部分有 

数字推理 

语言逻辑 

图形推理 

记得题目不多了。。。 

1.A 公司上 10 天班休息 5 天，B 公司上 5 天班休息 2 天，3 月 16 号两公司都休息，17 号两公司都上班，问 3 月

里 AB 两公司共同休息了多少天？ 

2.0， 3， 12， 36， 96， （） 

资料是关于 APP 付费应用的，题目都是和学历那个图相关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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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722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53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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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两篇阅读，都不难 

一篇是 facebook 的，很长，但是答案感觉就在前几段，所以不用读完 

一篇是关于狼和狗的起源问题的 

 

2.13  ABB 网申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804-1-1.html  

刚做完网申，前面 15 道逻辑题里面有遇到练习中做过的，后面的英语阅读也算是正常。 

 

就把我今天总结的 OT 直接贴上来供大家参考吧 

 

ABB OT 总结.pdf 

2.7 MB, 下载次数: 1017 

网测个人总结 

 

2.14  新鲜出炉在线测评情况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5011-1-1.html  

刚刚完成在线测评，新鲜出炉经验，供各位参考。 

1.题型总结 

可分为三部分，逻辑推理 15 道，材料题一篇文章 5 道题目，英语阅读两篇文章各 5 道题。总共 30 道题，45 分钟。 

1.1 逻辑推理 

图形推理 

数列推理 

合集问题（A+B+C-AUB-AUC-BUC+AUBUC） 

文字推理 

文章排序 

1.2 材料题 

楼主做的材料题是关于中国网络购物一段材料，有 3 张图表，第一张是 02 年到 04 年网购总金额数据，第二张是 02 年到 04 年网购用户数据，第三张是 14 年网购按照

购物种类分类的数据。总体感觉有一定计算量，要能够迅速找到相关数据，快速计算。眼准，手快 。 

1.3 英语阅读 

第一篇阅读竟然是往年已经出过的，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但是题目没做过，略纠结。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4804-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5NTM3fGYxN2ZjMGFhfDE0NjIyNjQ1MjV8NTQzNjA5M3wxOTg0ODA0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5011-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4 页 共 74 页 

第二篇文章巨长，但是题目比较简单。 

 

2. 总结 

2.1 与往年的重复题目不多，楼主只碰到了大概 3 道题，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刷一遍题库，一来能有一个总体感觉，二来万一碰到了相同的，那就跟猜到了狗屎一样的好

运 。 

2.2 进入考试页面之后，可以点“答题情况”先做阅读理解，这一部分可能会容易拿分，争取在 10 分钟左右搞定，留下时间来对付其它题目。当然要是你英语很 sorry，

那么就无视这一条了。 

2.3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很重要，遇到不会的，不要纠结，过了吧。 

2.4 为了防止被 ABB 的人资人肉到我，说我泄露其公司机密，进而取消我参加招聘的资格，所以我没有将遇到的具体题目写下来。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时间比较紧，我也

没有截图。 

2.5 附件是楼主在准备过程中搜集的前人分享的资料中几个比较全的，大家可以看看。最后，祝各位好运，祝我自己好运，求面试，求 offer。国庆一个人，孤苦寂寞做

网测的孩子上辈子都是折翅的天使，大家见到了要好好爱护。 

 

  

  

 

ABB 集团 2014 校园招聘在线笔试.pdf 

1.88 MB, 下载次数: 705 

 

ABB 集团_2014 年机经-1.pdf 

2.25 MB, 下载次数: 646 

 

ABB OT 总结.pdf 

2.7 MB, 下载次数: 766 

 

2.15  2015 年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9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3548-1-1.html  

昨天 25 号收到的 OT，刚做完，分享点经验给大家。我用 safari 答的，校园网，完全不卡，图片加载得非常快。 

题型没有变化，逻辑，资料，英文阅读，一共 30 道题，45 分钟，英文阅读两篇 10 道题。 

逻辑题和机经里有重复的，建议还是提前看看，可以节省时间，否则裸答时间还是挺紧张的。 

资料题是非洲网络数据相关的，好像机经里没见过，但不难，冷静找信息就行。 

英文阅读也不是机经里的，也不难，有充足时间的话基本没问题。 

所以关键是看看机经的逻辑题，给另外两部分节省点时间。 

祝大家 OT 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5NjAxfDU0NWY5NWVhfDE0NjIyNjQ1MjR8NTQzNjA5M3wxOTg1MDEx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5NjAwfGYyOGFjOTc0fDE0NjIyNjQ1MjR8NTQzNjA5M3wxOTg1MDEx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5NTk5fDU1Y2Y4ZGU0fDE0NjIyNjQ1MjR8NTQzNjA5M3wxOTg1MDEx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8354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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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刚做完 OT，几张截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7978-1-1.html 

 

发几张截图，攒人品，感觉都不难，一点点做就好了，大家加油！ 

本主题由 吃吃 于 2015-5-22 10:24 设置高亮 

A.PNG (133.52 KB, 下载次数: 22) 

 

D.PNG (151.4 KB, 下载次数: 7)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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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NG (89.21 KB, 下载次数: 7) 

 

H.PNG (93.87 KB, 下载次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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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NG (124.35 KB, 下载次数: 8) 

 

 

 

2.17  刚做完 ABB 第二遍网测--和以前一模一样的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7381-1-1.html 

我是 9 月 27 号做完网测的，期间无音讯，昨天又收到网测邮件，结果今儿打开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题目，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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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的心也没了。就拿出许多时间来截图啥的。附件包括两篇英文阅读理解（包括两道题目），还有几道逻辑计算题目，

贡献出来人品了。对于这种一套题目做两遍的 bug 表示深深无语  

  

  

 

ABB 在线测试.rar 

1.48 MB, 下载次数: 1164 

 

2.18  2014-10-12 网测部分截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319-1-1.html 

 

时间有限，文字数学题和英语阅读过长就没有截图了，时间真的挺紧张，大家加油！ 

  

 

ABB 亲测截图 文字数学题和英语题过长没法截图了.zip 

1.41 MB, 下载次数: 1963 

 

2.19  刚刚网测结束，紧张无比，不敢奢求太多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317-1-1.html 

刚刚做完了 ABB 的网测，加载了老半天才进入正式考试系统，然后每一题都要稍微加载一下，但是最后材料

题和英语阅读加载时间太长，但是倒计时依然走着，lz 有两题左右根本加载不出随意蒙的。。。不过这些都是

客观因素啦，我们还是要强调主观上的问题~逻辑测试好几题不会，完全按感觉来，还好没碰到什么身高体

重的那个材料题，材料题是关于互联网用户啊，收入啊，各项分配啊什么的，不难的~但是英语阅读是我在

论坛里没注意到过的，第一篇看懂了，题目除了一题没刷出来其余还可以，第二篇时间紧张，加上各种刷不

出，就乱蒙了。。。目测第二篇跪了。 

 

总之啦 lz 没有奢求过 ABB 这样高大上的公司啦，能够有网测机会我就很开心，我发现我真的不适合做图形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TEyfGQzMjQwNjRifDE0MzIyNjYyNzJ8NDQzMzM0fDE4ODczODE%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319-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4fGI4ZTdmNjc5fDE0MzIyNjYxOTd8NDQzMzM0fDE4ODUzMT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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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可能 lz 智商有问题。。。我感觉 ABB 家的笔试题目还是照别家稍微难了一些的，反正我是抱着当炮

灰的心态网测的~只求 ABB 就是拒了也发封拒信~小伙伴们加油啊，最难求职季，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好工作！ 

 

2.20  ABB2014 年机经（楼主自己整理的机经和自己遇到的新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313-1-1.html 

文件时压缩分卷，一定要把 9 个文件下完才能打开 

  ABB 机经.part01.rar (1 MB, 下载次数: 3906)  

 

 ABB 机经.part02.rar (1 MB, 下载次数: 647)  

 

 ABB 机经.part03.rar (1 MB, 下载次数: 687)  

 

 ABB 机经.part04.rar (1 MB, 下载次数: 704)  

 

 ABB 机经.part05.rar (1 MB, 下载次数: 713)  

 

 ABB 机经.part06.rar (1 MB, 下载次数: 802)  

 

 ABB 机经.part07.rar (1 MB, 下载次数: 756)  

 

 ABB 机经.part08.rar (1 MB, 下载次数: 660)  

 

 ABB 机经.part09.rar (123.55 KB, 下载次数: 402)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31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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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wfDFhYWQxZDkz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xfGNlYzI4Nzdk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yfGMzZGY2ZGRk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zfGVkOGE4ZjA0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0fDExM2E3Yjgx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1fDdlOWFhNTY3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2fGMxNmIxMjY1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Q3fDE1NGQzZGRmfDE0MzIyNjYxOTl8NDQzMzM0fDE4ODUzMT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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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笔试未测完被提交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291-1-1.html 

刚刚测完，说几句感受： 

1，系统网络确实不太好（我在这里上其他网络速度都是很快的），进去的速度非常慢，等到开始做题了，有

好几次题目刷不出来，结果时间照样在跑，有一个题几乎停了半分钟，这样感觉对考生不太公平啊。 

2，整体感觉时间很紧的，做到最后一题时还剩下 10s,本来打算看看快选一个提交算了的，可是就在我感觉

还剩下 3~5s 的时候，系统突然跳出来了，结果导致显示未测完就提交了！不知道这种情况 HR 会不会继续

给算分啊。 

希望后面能够改善这些情况，使得今后的考生能够更好一些。 

祝大家好运啊！ 

 

2.22 测评 图片显示太卡 贡献几个截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240-1-1.html 

真的好卡啊，我觉得英文阅读超简单啊。但是图总是出不来，也是醉了。贡献几个截图，只能帮大家到这里了。多收集题目再

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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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mage (3).gif (34.8 KB, 下载次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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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新鲜出炉 OT，已跪，求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239-1-1.html 

附件是三个文件。。。 

===============2014 年 10 月 16 日重新上传附件如下===================== 

 

 ABB1.zip (1.47 MB, 下载次数: 707)  

 

 ABB2.zip (1.21 MB, 下载次数: 633)  

 

 abb3.zip (625.46 KB, 下载次数: 271)  

 

 

 

2.24 笔试截屏，咱 RP~大家加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185-1-1.html 

 question.zip (1.51 MB, 下载次数: 940)  

 

楼主申 ABB 真心是来打酱油的！！！ 专业神马的都不对口。。。。 

截了几道没见大家分享过的题，我自己 mark 的答案你们就无视吧。。。。 

 

总之，大家一起加油！！ 

 

2.25 这个题目想了好一会。。。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5030-1-1.html 

刚刚在线测试做到的一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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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刚刚完成在线测试，分享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4926-1-1.html 

我是昨晚才收到测试的邀请，短信通知，结果去查邮箱一直没有邮件通知，就登陆到简历中心查看，还好这

里有测试申请的链接。 

30 分钟 45 道题。 

先是数字和图形推理： 

1. 1,2,3，6,7，选出 3 个数能组成多少偶数 

2. 93 个连续自然数和为 10881， 第 65 个数是多少 

3. 文字题，四季的地坛，选两个词 

4. 若干图形推理题，有遇到论坛中分享过的原题，不过依然不知道选什么。。。⊙﹏⊙b 汗 

然后是中文阅读题，关于非洲的互联网普及的问题，比较常规； 

最后是两篇英文阅读，每篇 4-5 道题吧，第一篇是关于气候变暖、哥本哈根什么的；第二篇是美国失业率。 

总之，自己做的时候觉得时间还是很赶的，做到最后一篇阅读只有五分钟左右，看着倒计时滴答滴答觉得好

紧张的说。 

PS：之前看到有人说用 IE 打开速度比较慢，我是用 CHROME 浏览器做的，速度还可以，也不卡。 

 

总体觉得自己答得不好，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步了，在此分享攒个人品，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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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刚刚完成在线测试，分享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4923-1-1.html 

我是昨晚才收到测试的邀请，短信通知，结果去查邮箱一直没有邮件通知，就登陆到简历中心查看，还好这

里有测试申请的链接。 

30 分钟 45 道题。 

先是数字和图形推理： 

1. 1,2,3，6,7，选出 3 个数能组成多少偶数 

2. 93 个连续自然数和为 10881， 第 65 个数是多少 

3. 文字题，四季的地坛，选两个词 

4. 若干图形推理题，有遇到论坛中分享过的原题，不过依然不知道选什么。。。⊙﹏⊙b 汗 

然后是中文阅读题，关于非洲的互联网普及的问题，比较常规； 

最后是两篇英文阅读，每篇 4-5 道题吧，第一篇是关于气候变暖、哥本哈根什么的；第二篇是美国失业率。 

总之，自己做的时候觉得时间还是很赶的，做到最后一篇阅读只有五分钟左右，看着倒计时滴答滴答觉得好

紧张的说。 

PS：之前看到有人说用 IE 打开速度比较慢，我是用 CHROME 浏览器做的，速度还可以，也不卡。 

 

总体觉得自己答得不好，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步了，在此分享攒个人品，祝大家好运 

 

2.28  ABB 网测材料分析题，已跪！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12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4868-1-1.html 

我表示，网测永无止境！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材料分析题！PO 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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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做了评测，分享下记得的两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2381-1-1.html 

楼主英文较烂，估计阵亡  

一个实验班 53 人的，参加奥数是 46 人，参加化学竞赛 27-49 人，参加物理竞赛 35 人，然后每种竞赛都至

少有一个人参加，求三种竞赛都参加的至少有多少个。。。。 

楼主选 1 人，蒙的。 

一种产品今年成本提高 15%，售价不变，利润降低了 20%，但是今年销量提高了 60%，最后问今年总利润

提高了多少？ 

原本的   利润/成本 =（15%）/（20%)=0.75 

              售价/成本=1.75 

后来的   利润/成本=（1.75-1.15）*1.6=0.96 

              利润提高=（0.96-0.75）/0.75=0.28 

 

2.30  刚做完的网络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2072-1-1.html 

感谢论坛呀，碰到的题目好多都和之前发到论坛里的比较难的题目一样，关于时针分针夹角、客服处理投诉、

看图形找规律等等，因为做题之前已经逛了一遍，所以前面 15 道逻辑题基本上有一半看见了就可以选答案

了。资料分析不难，很快可以做完。英语阅读用时比较长，得抓紧。建议前面 15min 内做完，不然时间肯定

不够用。祝各位顺利吧！ 

 

2.31  [题目分享]好累，做网测感觉脑子塞住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1630-1-1.html 

做到一半想起来可以把题目留下来一些，图形推理题好难 T T，不知道怎么发现规律，附件是一篇阅读（建议做题之前看一遍，

生词挺多，看别人的应该有两个版本）和两道坑爹的图形推理。但愿能过，求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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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刚完成 2015 测评，说一下感受和建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0360-1-1.html 

楼主对 ABB 情有独钟，分享一下做测评的感觉，讲讲测评内容再给些建议给小伙伴们。 

 

楼主申请的是财务管培，23 号网申，26 号接到通知测评，今天才做，之前逛了逛论坛，看了看之前做测评

的同学的心得，刚刚才鼓起勇气完成测评。很遗憾是没有时间能够截图，要不然就可以更好造福给小伙伴们

了。 

 

测评内容是逻辑测试和英语阅读理解。逻辑测试不简单，英语阅读理解真心不难，但一定要有充分时间做，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对于前面的不确定，就随便选一个，把最后的英语做完了再回到前面仔细看看不确定的

题目。 

 

逻辑测试中，我没有碰到数列题。碰到的题型有图形推理，这部分有难有简单的。有选词填空，感觉就是考

语文那样。有句子排序，不难。还有数学题，就是类似那种交集并集的，之前有同学在论坛提到过的。材料

题是关于 2013 年我国 GDP 产值，然后各部分产值，还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比的。一大段材料，要从短

时间内找出关键数据，建议先看题，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答案需要计算。 

英语阅读两篇都是关于失业的，第一篇是写美国的，第二篇是拿美国和西欧做比较，题目不难，认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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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这些了，不知道测评之后能否收到电面，估计也要等国庆之后了。总之我觉得 ABB 的测评跟其它家

比起来，还是算难的。 

 

所有在应届生网的第一次都给了 ABB 了，嘿嘿。希望小伙伴们都加油啦，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把握好时间，

对自己有信心啦！ 

祝大家都有好运！！ 

 

2.33 刚做的网测题   赞 RP 求个好工作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034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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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前辈们分享的题目，准备了一天，然后鼓起勇气做了，时间不是太充裕，没能全截屏，大家凑活着看 

看吧，题目重复率不高 

 

  

3.jpg (0 Bytes, 下载次数: 12) 

 

 

 

2.34 刚刚做完 ABB 网上测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0086-1-1.html 

刚刚做完网上测评，跟帖子里面同志们说得一样。。真不是那么简单~两篇英语只剩 10 分钟了，还半天显示不了

图片，直接全靠蒙了~卡在还剩两秒交卷了。。做完就没啥印象了，就记得有一个工厂的时钟 70 分钟时针和分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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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重合一次，一个工人按这个慢钟工作了 9 小时，国家规定正常 8 小时工资 8 元每小时，8 小时外的加班时正常

的 1.5 倍，问这个工人能拿到多少加班的工资？我是这么算的（70*9-8*60）/60*8*1.5=30。。但是没有这个答案，

只有 30.5、35、还有两个十几的~我直接就选 35 了，哎，好多题都很纠结~ 还专门准备了一天 

 

 

2.35 ABB 2015 在线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0065-1-1.html 

题目形势： 逻辑思维+英语基础能力测试， 20 题逻辑思维， 10 题英语测试（阅读理解形势）。 

1.前面的图像推理有 2 道题死活加载不出来，感觉略难，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图推， 14 年的题目里面没原题。 

 

2 A B C 交集问题， 参加数学奥赛班，物流奥赛班，化学奥赛班， 同时参加 3 种班的学生最少多少人。 

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呼啸山庄，同时读三种书的孩子有多少。 

 

3   接线员，A 1 分钟能处理电话投诉 4 个或者网络投诉 8 个， B 能一分钟处理 3 个或者 7 个， 两人各处

理 30 分钟，最终一共处理了 244 个， 问两人合计处理的电话投诉和网络投诉差几个。。这个题不会 

答案有 128 124 122 之类。 

 

 

 

数据题   我做到的是 201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消费，人均收入的问题，  题目不难，好好读题。 

 

4  阅读理解 做到是 关于美国失业率攀升的问题， 以及美国失业率和 西欧国家失业率比较的问题 ， 题目

特别简单。 

 

大家合理分配时间， 如果前面做不完就先放着,剩余时间可以回头做。 

 

祝大家好运。 

 

2.36  刚做完测评题 分享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999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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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8006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9995-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9 页 共 74 页 

刚做完测评题 分享下记得的题 

 

那道 7，2，5，9，1，44，？ 答案是-35 

 

因为 后面两个数相加等于前面两个数相乘 比如 5+9=7x2     再比如 9+1=2x5   所以 44+？=1x9   得出 

答案为-35 

 

我猜是这样做的  

 

大家加油 

 

 

补充：还有道题是 4 点 26 的夹角是多少度 

 

2.37  ABB 2015 网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9977-1-1.html 

悲剧。后面五个阅读题都没来得及看。答题结果是未完成 

 

逻辑题图片。 

这两个图片题目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这位仁兄说的题都出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9261-1-1.html 

 

我预见的题目是 0-5 岁婴幼儿的身高、体重的统计资料。对题中一个变量百分比 n(%)的理解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 5 题的解

答。 

表格是同年龄+身高 （与体重无关） 

图表是同身高+体重（与年龄无关） 

 

英文阅读理解是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相关的碳排放的问题。逻辑题做得快的话，阅读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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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ABB 测评感受~~发帖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9496-1-1.html 

刚刚做完，感觉不太好，比想象中的难，因为看了去年的测评题，满怀信心呢。。。1、图形题（挺难，建议

多练习下） 推理题（有好多告诉你 a+b，b+c,c+a 求 a+b+c 之类的交集之类的题） 

数据分析题（不难）阅读理解（比想象中难，文章挺长的，不是论坛上 2013 年那套题那么短，题目不太难，

但需要时间找答案） 

楼主太屎了，大家好好准备吧！ 

 

 

2.39 ~~网测刚刚结束~~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05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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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收到的 sms 通知网测，在我已经默默以为 ABB 把我拒了的时候无异于一道清风啊 ~~然后看了看坛子

里面前人的题目，谢谢各位大大。  

 

 

作为时差党，选了个国内人少的时候开始，刚刚完成题目。 

 

其实时间还是足够的，但是就是刷新经常出不来题目，超囧。。。提醒后面的筒子们，如果半天出不来，右键选择

在新窗口显示，很多时候图片在新窗口显示的更快~  

 

数学题都很简单，逻辑推理题就跟着感觉走了~~百分之七十都是坛子里面粗线过的，再次感谢奉献大家的大大们

~~所以筒子们还是可以看看今年的一些机经。我也看过一些去年的，参考性很小，可以略过~~~ 

 

英语文章都很简单，四级的水品~~ 

 

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批收到网测的了，我是九月底申请的。ABB 真的是一家非常赞的公司。希望我和大家都与

ABB 有缘分~  

 

Lycka till!  

2.40  网测题型总结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2185-1-1.html 

昨天跟同学一块先练了练兵，总结题型如下： 

1-5：图形归类 

5-10：数字推理 

11:15：文字逻辑（中奖、猜猜谁是凶手、有几个数字的运算结果、猜数字） 

16:-20：短文总结（那个观点最不支持上文结论） 

20-30：英文阅读 

2.41 刚完成网测～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54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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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四下午申请的 ABB， 邮件显示的时间是周六晚上发给我的网测连接。 由于我周六一天都在外面忙，所以

在周日也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才看到网测邮件，准备了一下午，赶在五点完成了网测。发现 30 道题只有两道简

单的数字题是我下午准备到的，其他都是没有见过的题。LZ 英语最后一道题还没有来得及刷开图，时间就到了，

所以只完成了 29 题。 

所以也没能给大家截个图什么的，只能谈谈一点经验，希望能提供一小点帮助： 

1. 用 Mac 的 Safari 浏览器不用担心，然后我觉得也不用特意去找 IE 浏览器。 我用的 Safari 做的，无线网，虽然

刷到下一题的图片有一点点慢，但是完全是可以接受范围的。（可能 1～3seconds 即可）。 

 

2. 图形题推断千万不要停留太久， 因为后面的英语真的很简单，所以先保证把英语做完，不确定的图形题先填

上答案，做完英语再返回斟酌会更好。 

 

3. 英语两篇文章，一个是关于美国和亚洲经济危机的（虽然再论坛里面看到大家提到过这个标题，但是可能我搜

集资料的局限，我只看到了这个 topic，但是没见到详细的资料,所以对我而言就是个新题）一个是关于 drug law

的，对于我也是个新题。 

 

希望后面网测的同学顺利。 

 

2.42 攒 RP 刚做完网测 小分享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155-1-1.html 

刚刚做完网测，时间勉勉强强够阅读第一篇是经济危机 老头什么的那套 ，第二篇是讲美国学生债务的事 

至于逻辑题 出了很多之前看到过的 几个图形推理都能在论坛了找到 还有一道数据分析题 关于农村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的数据。 

记住的几个逻辑题  

1 作曲家和曲子 

2 判断四个人血型，不难 

3 几个图形分类 

还有数字规律具体的记不全了 有一题选项有 36，35 什么的 就这些了祝大家好运 现在还得做另外一个企业的题

目了 

  

2.43 ABB 笔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1410-1-1.html 

回报法力无边的应届生，给大家说说我刚刚做完的 ABB 笔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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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请的是全国财务管培。笔试题目总共有 30 道题，时间为 45 分钟。前 20 题是逻辑和图形推理，最后一题是

资料分析，形式很像公务员的题目。后 10 题是 2 个阅读，每个阅读有 5 个选择。个人感觉不是很难。 

 

经验之一是：做测评之前好好在应届生上搜一下前辈们之前的经验，有一些原题出现，可以提前做。真正测评的

时候就很省时间了。 

 

经验之二是：大部分人应该在不到 45 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完。所以可以利用剩余时间检查一遍。可以从头检查

的。 

 

 

预祝大家都取的好成绩，等待电面 

  

2.44 ABB 笔试题目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30393-1-1.html 

刚做完 ABB 的笔试在线测试，积累人品，分享一下笔经： 

ABB 的在线测试共 45 分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文逻辑测试共 30 题，第二部分为英语阅读理解 15 题。 

 

1.逻辑测试主要是图形、数字和推理。 

记忆中有： 几个参加评优，甲乙丙分别发表评论，一直只有两个人说对，问谁获得了评优资格（非常典型的逻辑

推理）； 

                  一串数列，问空白处应该是什么： 0， 1/3, 3/7, 5/15....之类的； 

                  一个由几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六边形，一直最小的三角形边长为 a， 问该六边形的边长； 

                  一个 7 名同学，4 男 3 女，4 个 22 岁，3 个 21 岁，还给了一些谁和谁一个性别，谁和谁同岁之类

的条件，问谁其中是 21 岁的女生； 

                  还有几道题是给出了 6 个图形，让分为两类； 

                  还有给出一段话，问下面几个选项哪一个解释了上诉内容，或哪一个削弱了上诉内容 （好像有一

个是谁参选被爆出简历作假，但是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问那一条可以解释；还有一个某城市污染指数的问题）； 

 

2.英语测试。 

两遍文章，都是 4 段式的机构，难度不大，大概也就四六级的难度，生词也很少。第一篇讲网络集资（crowdsouring），

给了几个集资的例子和网站，问题很直接，而且给出了相应的段落，直接根据关键词找很容易找到答案。 第二篇

是关于一个极地景区的安全问题，讲了发生事故的情况，天气的影响，国际公约什么的。只要仔细读题不难回答。 

 

楼主非大牛，只记得这些了。祝大家笔试顺利，早日拿到 offer！别错过笔试的 deadline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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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攥人品 发发 ABB 笔试经历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4112-1-1.html 

刚刚做完 ABB 的 ot 感觉还可以  图案推理有点恶心 我就是靠蒙 不记得了  

数字推理 是等差数列再等差数列 容易推出来  

有一道求六边形周长的题目 给出小边长是 a 设定其中一条为 x 的话 其他的可以用 x 和 a 表示出来 最后结合等

边三角形能算出来 结果是 32a 

推免生那个问题 在纸上列出来 能推出来 网上之前有人发过那个题 答案我推得好像是郑？ 

谁去参加的会议还是啥的那个问题 纸上写写用排除法也能搞出来 印象中答案是戊去  

甲乙两省吃辣椒那个 答案应该是 C  不记得了 网上有人发过 大家有时间自己琢磨也能琢磨出来 。 

其他的记不太清了 时间够的话 都不算难……就是时间很紧 不会的跳过 记下来 做完了回来再看 千万别挂死在

一道题上。 

 

英语超级恶心 不是说题目 是页面 字体很小 看着特别眼花 做着特别费眼力 我都不怎么细看 随便读一遍选

的   

就这些 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 可以推推之前别人上传的题 还是能遇到不少的 。 

就这些吧  

2.46 20131020 ABB 在线测评总结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5324-1-1.html 

 18 号晚上收到短信通知做测评，去邮箱并没有发现相关测评通知邮件。然后从论坛上看到说 ABB 简历管理中心

的通知信中有邀请函，而且要点是否同意参加。 

 

19 号开始在论坛上找相关 OT 原题，整理了几个小时并打印出来，试着做了下，当然大家都知道很多逻辑思维题

目都是公务员行测考试中的。 

 

为什么做那么多准备工作，可能是因为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公司此类的 OT，也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等等，大

家鄙视我吧。。 

 

接着又整理出来 4 篇出现过的英文阅读，并找到其中 3 篇的题，其中 2 篇是有参考答案的。 

 

19 号主要也就做了这些准备，本来是准备 19 号晚上进行测评的，结果时间上有冲突，就改在 20 号了，而截至日

期就是 20 号晚上 22 点。 

 

另外，也已经知晓，这批次的 OT 阅读理解有一篇新出现的关于“美国亚洲经济政策”，事后发现自己做的测评 2

篇阅读理解分别是：经济危机美国和亚洲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消费观念上），美国大学生助学贷款。 

 

20 号正式开始测评，纸笔都准备好，网络也用有线，但是发现用 IE8 打开 ABB 简历管理中心以及测评首页都非

常慢（360 极速浏览器打开简历管理很快的），既然通知信上说用 IE6 以上浏览器打开，那以防万一只好遵循用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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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后发现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每道题完全显示出来都需要 5-10 秒的时间，真实浪费时间啊！ 

 

逻辑思维题目中，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做过的原题，难度不大，英语阅读题目在上面已经描述过了，难度也不大。 

 

本人申请的职位是 

R&D Trainee/研发培训生 

 

第三章 ABB 面试资料 

3.1  ABB 实习生第一次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73-1-1.html 

昨天上午，我参加了 ABB 公司暑假实习生一面。总体感觉不是很好！ 

现在将经验教训总结如下： 

1、不要对北京的交通太乐观！我 7 点从北航总，9 点差点没有到朝阳区酒仙桥，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打的去的，

花了我 16 大洋！ 

2、自我介绍一定要准备好，而且要中英文。 

3、要对公司的基本状况有所了解！ 

4、面试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找一个尼经历过的具体的例子； 

大体流程： 

1、中文自我介绍； 

2、谈谈你对 ABB 公司的了解； 

3、如果你能成为 ABB 的员工，谈谈你的 5 年计划；（英文）（我说要成为 Leader） 

4、我所听到的都是你的优点，那你的缺点是？（英文） 

5、你怎样成为一个 Leader?（英文） 

6、针对上一个问题举例子？ 

7、如果团队中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8、具体例子？ 

9、有没有不喜欢的课程？什么课程？ 

10、有没有不喜欢但是有用，强迫自己去学的？ 

11、爱好？ 

12、课外的团体娱乐活动？ 

13、你比别人突出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些，最头疼的是开始用中文，中间用英文，最后又用的中文，晕了！ 

我面试的是供应连管理：因此还有 2 各问题： 

14、对供应连的了解？ 

15、我的专业与供应连的联系。 

这次就当作是我面试的联系了，据我估计，来参加我这个岗位面试的有 80-100 人，最后只录取 1 人，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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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加二面的希望不大，希望以此为鉴，好好准备，参加下一次面试！  

3.2 机械工程师 - 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7571-1-1.html 

1 面 HR 电话面试 基本情况 离职理由等基本问题 

2 面 部门经理 技术面试 给我一个零件现场绘图并标注 询问公差问题（英文） 材料判断（英文） 交通是否愿

意 SAP 使用 

3 面 大 BOSS 面试 印度人 口音较重 主要是针对简历 和项目询问 然后拿了一个电机 要我跟他介绍一遍 问了

一些材料选择 能否适应出差等 

 

询问公差问题（英文） 材料判断（英文） 交通是否愿意 

针对简历 和项目询问 然后拿了一个电机 要我跟他介绍一遍  

问了一些材料选择 项目设计标注 SAP 使用能力 能否适应出差等 

 

3.3 AC 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71194-1-1.html 

两个星期之前进行的，基本形式就是先群面，然后一个英文的即兴演讲，最后一个短暂的单面。群面的人数比较

多，所以可能要注意时间的控制。只有即兴演讲需要英文，先 comment 前一个同学，然后再说自己的题目，有 5

分钟准备时间。最后单面就是简单的问问简历，职业选择，规划，对岗位的理解这类的东西，还有就是最后的你

有什么问题环节~ 

 

3.4 BJ 财务管培电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0905-1-1.html 

LZ 没通过电面，攒个人品~希望有实力的同学顺利拿 offer~ 

一共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1 你为什么申请 ABB？ 

2 对 ABB 有多少了解？ 

3 你的 3-5 年职业规划？ 

4 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有没有到达做一个无准备的即兴演讲呢？非专业的，比如说气候、市场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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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什么时候毕业？ 

 

全程中文！ 

 

楼主当场挂掉的原因，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水平吧~楼主是本科 985，研究生 HK 一年硕士，说英文水平，讲真顶

多 hold 住专业方面小组作业或论文研究演讲什么的，前期还要对演讲内容进行熟悉。所以英语口语就算装也没法

夸大到“无准备即兴演讲”。LZ 说自己还没有达到做即兴演讲的水平，不知道要是说可以的话，HR 会不会当场让

我来一个。。那就衰了。 

还有就是楼主是今年 9 月底毕业的，HR 姐姐说 ABB 招的是 2017 年毕业的，顶多把条件放宽到 2016 年年底。 

 

所以，自身实力原因还有客观原因，拜拜啦 

 

世界 500 强没点硬本事还是不行的 

 

 

3.5  全球供应链管培 AC 面（北京） 已跪 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8986-1-1.html  

今天参加了全球供应链管培的 AC 面（北京），面试形式就像面经上说的：群面（案例也是以前的厂房设计）、英

语演讲（10mins 准备+4mins 自己的 topic 演讲+1mins 总结别人的演讲）+1-1 单面，除了单独考察英语环节，

其他都是中文，大概 3-4 小时 

自己表现特别不好，群面的时候坐的位置比较边缘，基本没怎么讲话，（当然位置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啦），自己也

有点消极了，看到一半以上清华（基本双清），各种 ABB、施耐德、GE 实习，被气场吓到 

英语演讲有不少人的口语还是很棒的 自己只能默默膜拜与学习了 

单面的时候问了 HR，她说这个岗位就招一个人，只有今天一场 AC 面，这周出终面结果，最终录用的肯定也是这

里面的一个，第一次碰到 10 个选 1 个，概率已经很大了，但是自己表现实在不好，可惜又浪费了一次好机会 

 

 

发发面经攒人品，继续准备其他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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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机械岗电面归来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8681-1-1.html 

本人是 211 高校机械小硕一枚，机械虽然不是本校的优势专业，但是找个差不多工作还是妥妥的，昨天接到电面，

但 LZ 表现一般吧（有些紧张了），可以 ABB 是说没戏了。之前 LZ 也拿到四五个 OFFER，但是为了 ABB 都给拒

了，连华为、南车株洲所都放弃了，现在想来真是 DAN TENG。。。。言归正传，说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1）每一个机械岗位一般只招 1 到 2 人，一般只招哈工大、西交大、华北电力等院校； 

    （2）基本上只针对宣讲院校及以上院校的学生（不是这些院校的，除非你觉得自己特牛，英语口语也不错）； 

    （3）有相关项目经验及工作经验的优先录取（说明这家企业喜欢立马能出效益的学生）。 

    之前看见网上有人说：ABB 校招的很难进，社招就比较好进。如果有实在想进这家企业的同学，可以先在外

面积累几年工作经验再考虑。 

 

3.7  刚收到的电面-上海-项目管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30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98075-1-1.html 

当时报的一志愿项目管理工程师和二志愿管培（不要问 lz 为什么那么奇葩的志愿顺序 我自己也忘了 - -）估

计以一志愿为准，hr 姐姐说的是项目管的岗位。 

       HR 姐姐先说了下自己是 ABB 的，然后问方不方便聊一下就开始啦。lz 刚走到寝室阳台，hr 姐姐就说

了用英语自我介绍 1 分钟，lz 懵了一下，不过还好以前有准备过。_(:з」∠)_说了一通之后 hr 姐姐用英语叫

我说下以前实习的经历和为什么要报这个岗位。lz 一傻实习的那个问题还没听清楚，只能让 hr 姐姐又重复了

一遍。。囧 

       就是这样了 求好运！很喜欢 ABB= w= 

 

3.8  [实习生面经]小赞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9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6651-1-1.html 

昨天去面试了 ABB-HR 实习生， 

感觉面试的姐姐很 NICE，没有自我介绍，直接就开始闲聊式的针对简历填写情况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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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太 HIGH 了，本来面试 HR，结果聊到自己想做销售的职业规划上了， 

顿感 OVER 了。  

 

最后，让用英语进行一下上一份工作（其实，前期都做过准备），结果，太突然， 

整个人石化，说不出来， 

只能说句：“我不行，不好意思”。  

---------------------------------------------------------------- 

面试经验分享： 

1、面试一定要保持稳中，即使自己很健谈，也要有条理，注意把握好输出的量和质 

2、如果自己属于引导型，则有意识的抛出想让 HR 发问的话题。（LZ 抛出了，结果抛错了话题-sales） 

3、英语，真心是软肋，求小伙伴们给点意见，木有参加过英语培训且无出国经历的，如何提高面试英语 

 

3.9 今天下午收到电面，发发笔试电面经验攒攒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8019-1-1.html 

  LZ 今天电话是静音没听到电话响啊。。。。后来才发现一个 010 的未接电话赶紧拨回去啊。。。。。囧死了。报了名

字 HR 姐姐告诉我是 ABB，LZ 当时就凌乱了。不是说 1-3 周给电面么这才过了 3 天，完全没有准备有木有！！！而

且 LZ 还在外面刚吃完饭坐在自家车里悠哉的吃苹果啊！！！就这样 LZ 首次电面就开始啦。HR 姐姐很温柔啊，总

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位，LZ 没准备过啊吧啦吧啦开编了。。。。。第二个是问有没有在

什么项目中做过领导，这个 LZ 之前申宝洁的时候准备过，就说了自己暑假实习期间做的一个项目具体工作都说了

说，还可以吧，HR 姐姐也有回应。然后第三个问题突然转英语啊，LZ 是海龟英语还是很敢说也是比较有优势的！

问题是 your most important decision.LZ 就说选择出国留学，这个 LZ1 月考雅思准备过，就说了为什么要出国，

出过自己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提高，中间 LZ 姐姐没音了还以为断了。。。。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妈妈刚好过来发现我

在讲鸟语，很不解的看着我啊以为我抽风了 。LZ 这个月没怎么说英语舌头有点打结啊，结构也不是很清

楚啊。。。总之是搞完了 HR 说什么 11 月还有面试要等通知。晚了 LZ 告诉妈妈是是面试，妈妈说她没听懂我说啥

不过还是很流利的，就是说的有点快，而且越来越快。。。。。 没办法啊激动啊！紧张啊！脑子都是空白啊！

所以大家电面的时候一定要说慢一点清楚一点，这样比较好吧！ 

 

再说说 OT 啊，LZ 之前有在论坛里看经验，LZ 英语有比较好，但是大家反映英语阅读自小，LZ 专门去闺蜜家找

了个插网线的大屏的台式机。LZ 定了计划一定要留 20m 给英语肯定能做全对。之前做过行测觉得逻辑还可以就

是要抓紧时间。刚好有三道原题啊省了很多时间有木有 。闺蜜也帮我一起看他是交大的博士逻辑还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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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他家狗狗激动地一直叫啊，他还要安抚狗狗。。。。。最后按计划提前 2m 做完了还检查了一下！给大家的

建议是可以找找身边智商高的闺蜜帮你看看，不过主要还是看自己。时间时间一定要看好，英语真的很简单类似

托业吧，所以一定要留够时间啊。计算器、笔、纸要准备好。逻辑题不要着急比宝洁的简单多了，1m 20s 的节奏

掌握好！ 

 

啰啰嗦嗦一大堆啊，因为 LZ 很激动啊，比起宝洁直接便当，能接到电面 LZ 已经很知足了！而且 LZ 的 ABB 没怎

么准备啊！所以 LZ 感觉一定要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觉悟 。一定要多多的网申投简历这样才不纠结。刚开始

的时候 LZ 也是纠结郁闷得要死，饭量都小了，不过爸爸妈妈都觉得 LZ 有病，这就不是个事，所以 LZ 现在心也

放宽了。LZ 之前投四大给自己压力很大啊，不过笔试时间 LZ 要回澳洲考试就不能参加了，不过一想到不用去四

大，LZ 一下就放松了，心情就好了，然后 ABB 就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心情好，气场才能变，运气才会变好！

。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 

 

希望大家都能拿到 offer！ 

3.10 早晨电面，楼主在深圳，申的财务，10 分钟，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8290-1-1.html 

 自我陶醉一下标题真是写得好啊。。。我说 OT 相对简单我怎么会连个电面都收不到呢，果然今早来了。 

     

    首先，打电话的是 010 开头，也就是北京的座机号。 

 

    三个问题：前两个中文，第三个英文 

    1. 目前状态等琐碎细节，关于未来工作地点的考虑 

    2. 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 

    3. 用一个案例说明领导力（英文） 

 

    前两个几秒钟就说完，第三个我和有礼貌的 HR 姐姐扯了大概有 6、7 分钟，看样子她还挺有兴趣听没有打断

我，再说多我自己都觉得啰嗦了，就主动 end 了。 

 

    11 月初会有初面消息，其他未知，现在能做的就只剩下祈祷了。。。 

     

    最后，希望大家都加油吧！ 

3.11 10.25 的北京管培生电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9444-1-1.html 

 

 上午风风火火的去万科笔试，结果笔试中间接到了 010 开头的电话，顿觉不妙。笔试结束后回拨过去，竟然拨

通了，ABB 的温柔 HR 哥哥，电面。笔试的教室外面实在是太吵，只好预约到中午 1 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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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后就开始各种网上刷资料，在我浸泡在各种电面准备的环节中时，不到一点钟就打来了电话。 

开篇也是问，为什么只选择管培生这一个职位，自己对它有什么了解；然后 HR 小哥详细的介绍了管培生的培养

方式和路线，还十分恳切地忠告我，管培生将来的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岗位都是不确定的，这会不会对我造成困扰。 

英文方面，先让我描述下自己的英文水平，然后用英语描述下我的项目。回答得好差啊，这个部分没有用英文准

备过，所以各种尴尬啊。 

HR 也好像看出我的英文不是特别流畅，赶紧告诉我，如果这个面试通过了，会有个测评中心。然后问我了解不了

解测评中心，如果不了解的话面试的时候会吃亏的。最好网上搜下。（蛋疼啊，挂了电话了也没搜出什么有用的东

西来。。。） 

然后，竟然跟我讨论薪资了！这点让我特别的诧异，之前了解也不多，直好说公司怎么样就服从公司安排啦。。。 

然后，我的第一个电面华丽丽的 10 分钟内结束了，虽然之前 HR 说这个电面会很短，但是。。也太短了吧，一点

真实感也没有。。。 

3.12 全球财务一分钟前的电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7494-1-1.html 

好突然啊，中文的，问了两个问题，一为什么申请，二讲一个自己的社会活动担任的角色，我回答比较简洁，不

到五分钟就结束了，说 11 月初有小组面和 1V1，等待通知····小伙伴们怎么看这么快速结束的电面···难道是 HR

饿了想赶快结束吃午饭么····静候下文了··· 

  

3.13 ABB 电话面试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2269-1-1.html 

 

 主要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先讲自己课题 

2 课题中软件都是用什么做的 

3 自己的课题中每个人角色分配，以及自己是做什么的 

4 用英语介绍下自己的课题 

5 讲一下自己的实习经历 

6 说一下自己对管培这个项目的看法 

7 说一下自己对工资的期望 

8 说一下自己面试的公司 

 

给各位即将电面的同学借鉴，个人感觉每个人问的问题可能不一样，不过可以参考下，大家加油啊！ 

 

3.14 电面了。。心脏蹦蹦跳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3338-1-1.html 

  

刚接到电话面试，完全没准备，前天刚做完网测，没想到这么快来电面。。财务的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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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声音很温柔的姐姐，弄的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也连带变得温柔了，说好的气场呢。。 

 

电话面试中英文结合，相比有些家的全英文要简单许多，但是说英文的例子说久了，再说中文发现反而不流畅了。。 

 

先问了 Why ABB 

然后是一些根据你简历中的如何体现各个方面素质的问题，我举了几个例子，不过事后感觉说的有些太冗杂，再

简练些就好了。。 

 

最后说 11 月中旬会面试。 

最近找工作不是很顺，发帖求面试吧！ 

 

3.15 发个帖，纪念一下，惯例求 RP~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4127-1-1.html 

 今天是这一轮 AC 面最后一天，目前还不确定 AC 面是否只安排在这几天进行，不知道是否还有下一批 AC 面。。 

 

第一次参加 AC 面，第一次群面，第一次当 Leader（我会告诉你大家选角色都忒快吗~~）。。必须发个帖，纪念一

下！ 

 

流程跟往年差不多。 

 

1. 自我介绍，1min，就简单说说自己的情况，暖场作用？！还是准备一下吧~~ 

 

2. case 讨论，45mins ，其中 10mins 自己看题，剩下时间讨论+总结。case 貌似跟去年的一样？感兴趣的可以

找找去年的帖子。。算是顺利完成任务吧，每个人都融入所扮演的角色，并积极发言，最后解决方案也出来了。。

有些童鞋真的好厉害哇。。后来想想当 leader 的我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要解决的问题上了，限制了讨论范围，可

能会导致大家的思维不够发散？！时间竟然没用完，还剩下几分钟~ 

 

3. Impromptu Speech，即兴演讲，话题随机（今年来热门的），10 分钟准备，5 分钟演讲（其中 1 分钟总结前一

个人的演讲，第一个演讲的人总结最后一个人的演讲）。随机抽人讲，所以都要认真听~这部分就看平时积累跟口

语表达能力啦，不过即兴演讲嘛，LZ 觉得结构简洁，节奏、发音把握好是重点，内容不必太过于追求亮点。但是

这一块，LZ 对内容的要求降得过低了，其他方面感觉还好，就是内容不够全面啊！！ 

 

4. HR 单面，20mins，LZ 被问了群面时的感受，觉得自己 presentation 怎么样，还有 leadership。最后提问阶段，

LZ 问了两个问题：1. 什么时候发通知啦；2. HR 姐姐觉得 LZ 群面的表现怎么样啦。HR 给了很宝贵的意见，LZ

获益良多啊！！视野又开拓了~ 

 

最后大家伙依照惯例相互加了微信，互通消息什么的。 

 

11 月份了，大家伙加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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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ABB 的 AC 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2263-1-1.html 

 lz 发帖造福后面的同学了~楼主这种没事先准备也没临时能 RP 爆发的技能的人应该就是打酱油的炮灰了 T-T 

这是第一次面 AC 

感觉很新鲜←_← 

3 个 HR 对 11-12 个面试的同学 

这是 LZ 第一次碰到全组都是硕士的的面试=。= 很是 

先是自我介绍 很短 

大家了解后进行 case 讨论 

40 分钟讨论和总结汇报 

以上全部是中文= =+ ps LZ 好久没有中文自我介绍和中文面试了。。。加上之前几天忙事情没睡觉。。。各种反应不

过来。。。 

悲剧的在后面的英语环节。。。 

各种乱七八糟的 topic。。。大家抽话题然后谈观点。。。 

无法预测啊= =  

反正 LZ 本以为自己英语一向还比较有优势。。。这边没什么问题。。。结果反而是几个环节中最差劲的。。。没想法+

对话题不熟悉。。。注定了 LZ 这次炮灰的命运啊。。。 

最后就是几个 HR 的单面了。。。回到中文。。。各种 HR 想问的问题= = 基本没什么难的。。。 

整个流程差不多 3-4 个小时吧。。。 

每个环节休息 5 分钟。。。 

LZ 默默垂泪去了。。。虽然希望渺茫。。。毕竟 HR 都问了要是这个 fail 了怎么办。。。但是还是默默画圈圈希望有 par

面 T-T 

祝大家接下来发挥良好啊。。 

 

3.17 ABB 的 AC 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61380-1-1.html 

 来福士广场 

时长 3 个小时 3 部分  小组讨论  话题演讲 单面 

12 个人一组   

 

小组讨论 case 中文 

case 不难  关于玩具公司的 

把握节奏最重要 

 

话题演讲 英文 没什么可准备的 

都是即兴抽到的话题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单面就是和 HR 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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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广州，刚接到 ABB 的电面，发个帖，涨涨 RP~~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6070-1-1.html 

 下午四点半左右接到一个 010 的电话，ABB 的电面，HR 姐姐声音很好听，人很 nice。 

问了四个问题，都是常规问题，LZ 还是略紧张啊 

1. 中文：关于专业，LZ 网申专业类别选错了，所以 HR 姐姐问了一下 

2. 中文：为什么选择这个岗位 

3. 中文：职业规划与工作地点 

4. 英文：leadership example 

 

还有就是如果通过电面，11 月 5-7 号会有下一轮面试，忘记是单面还是 AC 面了。。。求 RP，求通过！！ 

 

小伙伴们加油！！！ 

 

====== 

LZ 申请的是 IS Trainee，国庆期间完成网测。 

网申大概五天后收到网测通知，应该是一批批发的。 

就补充这些吧。 

 

3.19 新鲜电面 1101~其实是算不上面经的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3398   

 

刚刚结束电面，是个很温柔的 HR 姐姐，LZ 申的是中国管培生。 

 

电面主要就是了解一下就业意向，介绍了一下岗位情况。LZ 表示不大想从事技术岗位，于是 HR 姐姐给楼主解释

了半天其他非研发类的可利用技术背景的岗位。然后被了解了一下现在研究方向、实习经历、英语水平（LZ 以为

会有英文 OQ 呢，哪知道就只是问了一下是不是能进行日常交流，考过什么等级考试。。。）、就业地点选择、户口

什么的。其实 LZ 最关心的还是以后定岗的事情，于是 HR 姐姐又很耐心的介绍了一遍。。。（这真的是电面么。。。

Q&A 环节穿插于整个电面过程中。。。） 

 

整个电面都是用中文，氛围轻松愉悦，持续时间 7 分钟。据说后面还有两轮 face2face，第一轮群面在十一月中旬，

第二轮单面（不过 HR 姐姐说她也不确定形式。。。），下周给出下一轮通知。 

3.20 ABB 中国管理培训生电面 2012-10-30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1833   

 

今天下午 3 点左右终于等到了 ABB 电话面试。根据论坛里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来解剖一下电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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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面基本上是中文的，只用英文回答的了一个问题。但 LZ 觉得这很可能会因人而异，也有可能视申请职位

不同或者 HR 不同有所变化。 

 

（2）面试的主要内容：基本上 HR 的问题是围绕简历来的，比较偏向个人经历、收获、实习方面的事情，这些全

部是中文叙述的；英文的问题是让来介绍一下个人的职业规划，大家准备那么多 OQ 应该很容易回答的。 

 

（3）后续安排神马的：HR 姐姐说应该下周会有电话通知，估计是 f2f 之类的吧。 

 

LZ 前后面了十几分钟，感觉 ABB 的 HR 真的非常非常 Nice 啊，告诉我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主动打电话给她（LZ

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吖） 

 

各位之后面试的帅哥美女们加了个油，也请顺便给 LZ 加点 RP 呗，LZ 在这里谢过大家捧场啦 

3.21 ABB 中国管培广州二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5838     

 

进门坐定，HR 先介绍了一下部门经理和自己。然后，要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后来，直接上来问我的社会实践经历。这个是硬伤。只能硬着头皮，承认这一个不足，然后将话题转向学生活动

方面。 

接下来就是常规套路，说一个自己感觉印象最深的活动，说说情况，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就是一个劲儿的

刨根问底。 

感觉这一块儿没说好。说的有些啰嗦了，不禁意带出来的一些话，又引起了面试官的兴趣，直接打断你，再问你

一个问题。原来的思路就很难表述完整。 

后来，又问了一些研究生阶段的项目经历，问你在其中的贡献是什么。简单问了问成绩。 

最后，问优缺点。还问了一个问题，问我更注重结果还是更注重过程。 

总体感觉，表现不好，思路没有保持得非常清晰，准备好的一些点也没有表达出来。 

说是今年大概一共招十人左右，这次面试完后，还会有一轮高管面试，可能面对面，也可能是电话面试。 

我问他们 AC 面的时候如何筛选的，HR 说是从六个方面打分，印象中有领导能力、战略思维、结果导向、关注他

人、团队精神，和啥来着，不记得了。以后的学弟学妹们如果看到的话，可以有针对性的准备。 

XDJM 们加油！ 

3.22 2012.11.22ABB 中国管培生二面面经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1084    

 

废话不多说，直接切正题，跟大家分享下面经： 

我面试的时间是 11.22 下午 2 点半，我大概 2 点 20 到达面试地点，也就是来福士商务大厦 35 楼。到了前台，HR

就直接将我领进了一个房间，两位面试面试官已经坐在里面了，想必是前面已经有同学来面过了。 

打过招呼之后，两位面试官开始自我介绍，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是 HR 的头头；一位大叔，是 ABB 机器人部的

老总。面试的问题比较常规，先自我介绍，然后针对个人简历（ABB 官网注册的那个简历，自己的个人纸质简历

不用带），详细问了学校的校内活动，需要详细展开；其中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有没有与人发生过冲突，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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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好的处理办法；读研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说出实际的情形；简单问了下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一些学习情况，

成绩排名等等；还了解了下实习的情况。 

实验室的科研项目没有问，感觉这个职位面试官还是看重一个人综合能力，包括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处理问题

的方式、以及思考问题思路是否清晰，当然个人的履历越丰富越好，这样的话面试官也会对你更感兴趣。我个人

因为读研期间履历很普通，所以亮点也不是很多，还好每个问题我展开的很多，说的也不少，呵呵。 

另外，有几点提醒下大家：1.我面试的两个面试官是中国人，所以没有英语面试，压力骤降啊。2.好好温习 ABB

官网上自己填写的简历，基本从那上面发问；3.准备一些常规的开放性问题，不用太偏的（什么宝洁 8 大问的不

需要），自己组织下语言，有备无患；4.不用紧张，面试官都非常温和，尤其是那个机器人部的老总大叔，很幽默。

一个例子是面试期间，我提到自己为了学院的活动，曾经去拉过赞助，大叔直接反应到:”额，出去化缘了，那化

缘化到了吗？"   哈哈，很有意思的一个人。面试官都那么随和了，大家更不用紧张了。 

但是整个面试下来，感觉一般，我由于穿的太多，一直在出汗，空调好热.....不过既然过去了，坐等结果了。 

发贴子，攒 RP，求 offer。祝自己好运，也祝坛子里 XDJM 们好运，加油吧！ 

3.23 中国管培生一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8187    

 

今天下午去了酒仙桥的 ABB 一面，给大家说下流程以供参考。 

1、先是自我介绍，每人一分钟，按座次顺序来。 

到时间 Hr 不会打断你，但大家若这个环节用时过多，下面的小组讨论给你的准备时间可能就会被缩短。 

2、小组讨论。每人一张纸，上面有关于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家分角色扮演。 

个人觉得今天的人都很强，都很有条理，想法都很多，所以我必然是炮灰了。 

3、英文的 presentation。 

每人抽一道题，准备十分钟，演讲五分钟，其中的一分钟用来阐述前一位的内容。Hr 会有一定的顺序，不是按照

名单或者名字什么的顺序。我们组是按照手机号最后一位顺序来的。今天的感觉是大家英语都没有说的很纯正，

所以嫌自己口语很滥的 xdjm 放心去吧。大家都差不多。话题都是紧跟时代的，什么莫言啊，董洁和潘粤明离婚啊，

江南 style 啊，搞笑死了。个人觉得不用准备，临场发挥就行。 

4、单面 

分为几个小组，依次和 Hr 聊天。气氛很好，不用紧张。问的问题也不尖锐，我提前准备的什么为什么应聘这个职

位啊，你觉得你的优缺点啊都没用上，唉…… 

 

今天感觉我们那组的人都很强，所以小组讨论时我都很难插上话。中间会有两次 break，还有脆脆鲨，铜锣烧和薯

片吃哦~好吧，我是个吃货…… 

然后就是 ABB 有 16 条线的班车，面试结束后可以搭乘他们的班车回去哦~ 

最后祝大家顺利~ 

我好吧？给你们说的详细吧？那老天给我长点人品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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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BB 综合求职经验 

4.1  ABB 实习面试及工作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4 月 2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0042-1-1.html  

3 月 24 日，星期四，经过简历筛选，电话面试，现场面试，最终荣幸的加入了 ABB 中国

研发部仿真组。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到今天 4 月 24 日整整一个月，虽然说一周只

有三天，但 12 天的时间已经足以感受到 ABB 的企业文化。作为典型的外企这一个月给

我留下最深刻的就是工作效率，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成熟的管理方式，使得员工关系融

洽，部门领导与员工和谐相处。 

由于我面试的是热仿真，在电话面试过程中主要问关于传热方面的知识以及做的传热方

面的项目，由于我专业是机械工程，传热只有理论学习项目做的比较少，但是还好理论

问题回答的都比较好，而且说到自己本科毕业时用过 fluent 软件，软件操作也没有问题。

面试官（温姐，后来带我的老师）比较满意，在最后给我出了一个简单的题目，让我做

完现场面试的时候用 PPT 展示一下计算过程，同时，在 PPT 中也要包括研究生期间的科

研经历等。 

现场面试是 3 月 16 日，入职前一周的一个周三。在一个小会议室聊了将近 3 个小时，

虽然是 3 个小时，但是感觉时间过的真的非常快，大部门时间都是我在讲我的项目，研

究生期间确实不缺项目，我只列出了项目的名称，整整一页 PPT，大概有 10 个左右的实

际项目。在展示的过程中温姐给我指出说我以后给别人展示的时候不能这样只列出项目

名称，要不然别人不问你根本看不明白。（其实，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现场去讲，

更加真实体现出这些项目是亲自做的）总之，现场面试也很顺利，虽然说我传热方面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0042-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69 页 共 74 页 

论知识确实有些欠缺，但是她说相比之前的几个好一些，就把我留下了，让我回去等通

知。 

第二天接到录取电话，3 月 24 日正式入职。 

入职第一天就有一个项目，上午和温姐开了一个电话会议接下了这个 case，具体内容由

于保密原因就不能说了，总之是传热相关的。她说这个 case 相对简单准备让实习生做，

但是时间比较紧只有两周时间，对于我来说也就是 6 天。6 天完成一个 case 确实压力有

点大，第一次体会到了 ABB 的效率。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做，当天下午就开始了紧张

而充实的实习工作，一周之后初步完成了各个工况的仿真，第二周一边优化一边写报告，

第一次写英文报告也真实困难重重，每个单词都要查一下有道，就怕拼错了。两周之后

第一个 case 顺利完成，在汇报中对方很满意，温姐也比较满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过很多错误，由于数据计算不仔细导致一天的工作白做了，第

二天只好借用温姐的电脑，两台一起算才赶上了进度。由于这个是我第一个 case，温姐

还是要一步一步带着我做的，我不明白直接去问她，她人很好，每次都很耐心的教我，

给我找各种参考书，告诉我知识点在哪里等等，这里想插一句，ABB 的员工真的很热情，

这一点上我真的很感动，同时 ABB 的员工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耻下问，每个

人真的很谦虚好学，真不愧是名校毕业生，由于我是机械专业的，我旁边一个做电磁仿

真的遇到机械方面的不懂的居然过来问我，我真的是很惭愧呀，她是西交大的博士，这

种精神或者说是企业文化在这一个月中也是感受颇深。 

第一个项目结束后有一两天比较清闲，我就做起了我的毕业课题，这个仿真组有好几个

机械仿真的专家，我还想找机会问问他们我课题相关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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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第三个 case 同时到，大概是一周前，套路与第一个类似，都是开一个会议，了

解背景，然后开展工作，现在还在做第二个 case，这个 case 的难度远大于第一个，模型

非常复杂，几千万的网格也是醉了，幸好公司电脑配置好，要不然都卡死了。 

最后呢，简单谈谈公司福利待遇相关的事情吧，作为外企福利待遇当然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是算同等行业里高的，而且福利也非常的好，配私人电脑和手机哦，当然要求也是

比较高的，英语还是比较重要的，公司里除了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为汉语以外其他的文件

都是英语，以及非常看重能力。 

 

4.2  前 abb 员工一枚～～给毕业生的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5 月 1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2520-1-1.html 

 

差不多四年前通过社招进的 ABB，话说校招太难了，反正楼主毕业的时候网申大大小小几十家从来没过，一

次都没有！唉~~~~~ 

 

相对来说，社招就容易多了，容易到只有 2 步，一步是进官网填了个申请，二步 HR 联系你来面试，先聊一

下天，然后做一份大概高中水平的英语卷子，无非是填空，改错，翻译这样子，做完继续跟部门经理聊天，

整个过程语言都是当地方言（论当地方言的重要性），然后就搞定了，就这样楼主大概在一周还是两周内就

过去报道了，是个南方某一线城市的分公司。 

 

ABB 各种福利还是相对不错的，公司也很人性化，同事整体都比较和睦可亲，容易相处，简答直接。英语的

要求其实真心不高，很多销售同事英语也不太好，所以不用太纠结英语。 

 

给毕业生的小建议：校招是很难很难的，就算你可以通过社招，也未必能够通过校招，所以校招失败真的没

什么。毕业第一份工作最重要的不是公司，而是行业。我知道毕业生多少都有攀比心理，只在乎自己的公司

够不够名字响亮，让人一听就羡慕，却往往忽视工作的行业。其实，换公司容易，换行业很难。尤其对于女

生来说，尽量避免从事可替性极大的工作，尽量找有专业性的工作。楼主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必须离开原先城

市，再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当初没有选好行业所导致的问题了，希望大家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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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的 ABB 之旅 

首先感谢下那位接待我的 HRGG,人真的很好，到现在为止，还没见到过如此友善，周到的人事。接到面试电

话的时候我在卢税八所输报关单，正被他们的破电脑整的接近疯特的时候，手机响，一个很磁性的声音，说他是

ABB 公司的，让我周五去面试，下午两点，来福士广场坐班车，具体要求会发到邮箱，让我好好准备下专业英语，

因为公司远，一面二面一起，CFO 是老外，不然到时候无法沟通。这次我长记性了，回去上应届生搜了下他们公

司，很多面经，稍微看看，然后还拿 FIANACIAL ENGLISH 出来看, 这些生僻的单词考试结束后早忘记了，算了，

能记就记住一些吧，反正也没抱多大希望，虽然从来没有过那么强烈的欲望想去一家公司，但我这个时候就已经

知道我得不到了，就像爽爽说的，我喜欢那种跳一下也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会不快乐。第二天，12 点半来到来

福士广场后面，后来又来了个女生，也在问安保 ABB 班车停靠的地方，我知道肯定和我一起去面试的，上车，我

们寒暄了几句，她问我：哪个学校的？我说上大，她说她是财大的，其实这个也料到的，所以我也没多问她，不

是因为是竞争者，只是这个时候真的很累，很想睡觉，不想说话，我就从人民广场一直睡到康桥，下车，哇~好偏

僻的地方， 

 

周围全都是农田，亲切，我喜欢人少的地儿，进大门，一如既往的填表，取访客证，然后是上楼面试，打电

话的 HRGG 来接我们，让我们先到一个房间等，那个 MM 先进去面试，面试的人就是那个 HRGG,这个过程其实

很轻松，就像聊天一样，没怎么刁难我，最后我问他：你们是只招一个短期的实习吧？他似乎听出了我话语中的

意思，就解释说：因为有个财务部的女同事要休产假，所以得找个实习生顶替，还安慰我：你不要觉得竞争很激

烈，其实今天还有两位 candidates,三点过来，master degree， 你们四份简历也是我从六七百分中间挑出来的，所

以请你不要感觉很紧张，然后作出一副同情状，他还是有良心的，深知我们求职的艰辛，此时我已经感觉自己完

全是来陪面的，干脆一点不经张，当做来参观。我们一面结束，又来俩女生，就是那两个硕士吧，对面房间，我

和那个 MM 很刮三的想看看她们长啥样。接着二面,外籍 CFO ,依然很礼貌，很友善，其实老外都这样，进门寒暄

几句，开始面试，全程英文 ，开始就是他一个劲的在讲他们集团的经营原则，主要产品，他们部门主要做的是什

么，我应聘的职位具体要做的事情，反正他很能说，不停地说，没我插嘴的份，然后我就听着，之后他问我有没

有通过 CPA，我那个汗啊。。。我告诉他我们应届生还资格报名考，然后问我有没有用过 SAP 的经验，我说我只会

OFFICE,J 接着就是 EXCEL 掌握的如何？我如实回答：一般。还问我是在读 bachelor 还是 master？似乎他更 prefer 

master。没戏了，好吧 最后他问我有什么问题没？这次我学乖了，虽然结果还是一样，同样的被 BS，我问他像

这种大型制造业，财务部门在中间是什么地位呢？support and control risk，果然老外做的财务控制比国内的要高级，

接着他又开始滔滔不绝，一个人不停地讲了 10 分钟，公司文化，人员构成，还一个劲的跟我强调做的不是 accounting

而是 financial controlling, 好吧，即使我狗屎运，进去了，我也不会做啊，再见！接下来等待着班车回家，HRGG

告诉我们乘几号班车，要我们等那么久深表歉意，还问要不要参观下他们机器人组装车间，我说不要了吧，对机

器人没情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等待，我和那个 mm 胡扯，原来那个 HRGG 是他们财大的校友，此 MM 也很牛，

虽然长得有点不好看，但人家去奥地利交流过，专业是加拿大注册会计，还在考 ACCA ,CPA, 

我在想，何苦呢，你为了那一个个花花绿绿的证书，把自己整的如此憔悴，这就是有追求的人和无聊的人的

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吧？ 

综上所述：这世道，给人打个工还那么艰辛，到时候我真生气了，就回家种地，反正我也不虚荣，不爱炫耀，

开地种菜，自给自足，闲来看书，看日出日落，活的不亦乐乎！ 

还有一种可能，投简历上瘾了，然后在 BS 中成长，最后给人打一辈子的工，呜呼哀哉. 

4.4 拿到 ABBoffer 过程全解 

说 OFFER 前，先按照时间顺序说两个面试。 

  早上 7 点半就出门，直奔 ABB 而去，到了三环发现有点堵，所以立马决定打车。的士快到 ABB 时，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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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堵住了，没办法，给了司机 40 多块钱，立马下车，朝前面奔去，结果还.......迷路了，一问，原来还有两站地

才到 ABB，随即再叫了一辆车送我过去，总算敢在 9 点正进入了 ABB 大厅。我的天，50 多块钱啊，今天没去瞬

联实习，已经损失 50 了，加一起就 100 多了。 

  言归正传，来到 ABB 后，另我感到绝望的一幕发生了，负责人竟然说我是下午一点的，一看表，确实是，所

以可以证明又是他们的人通知错了，我都无语了。不过还好，那位负责人让我就参加早上的群面就好。我们到场

的 6 个人被分别带到了两个地方，按计划应该是分成两组面，但是不过一会，我们又聚到了一起，因为有些人因

为敢车没有能够及时赶过来，后面迟到的就被推迟到了下午的面试去了。 

  第一部分，给你 20 分钟时间，每个成员都读一份工厂的设计需求，然后利用 50 分钟的时间讨论并设计一个

工厂的设计图，并画出来。并不难，各个部门的需求正好能达到要求，只要讨论过程中积极去参与就可以了。我

们组在最后讨论出了个比较完美的方案，还闲着在厂房外画起了篮球场，绿化带等。 

  第二部分，每个人抽一个英文 topic，并作一个 5 分钟的 presentation，并用一分钟时间总结上一位发言者的演

讲。我抽中的题目是哪些因素和经历让我在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说得倒挺 high,结果却超时了，最后一个女生英文

说得也挺好的，结果也超时了。所以英语能说的人一定得注意控制时间。作为第一个上台的人，我得再次上台总

结最后一名女生的演讲，结果 his 和 her 的混淆把我给坑苦了。 

  这两部分后，就结束了今天的 ABB 之行，进一步的消息可能要等到 11 月底，因为他们的 HR 要去别的省份

进行一二面了。与一帮清华人告别后，我赶往公主坟去面锐捷的国际业务部。中午草草在肯德基吃了个鸡肉卷。 

  两点准时到达翠微大厦的 9 层，锐捷网络有限公司。第一个进来面我的是国际业务部的售前技术支持副总监，

是从华为跳过来的。他主要考察了我的英语能力，并让我用英语介绍了我的两个项目。之后他跟我用英语交流了

一下他们公司的国际业务部的两个部位，一个是纯销售，另一个就是我申的售前技术支持。差不多半个小时，他

说先聊到这，然后就上去给我请来了另一位面试官，后面才知道是他们的国际业务部经理助理。 

  这也可以算是个二面吧，他是从港湾跳过来的。面试过程中他主要问了下我简历里的各项活动，选择锐捷的

原因，我适合他们这个部门的原因。这一部分的东西说得有点空，因为问得其实就有点空。面着面着，进来一位

男士，西装革履的，我当时以为是来会议室找人的，结果他进来后就朝里面走，当时的面试官就跟我说这是他们

的经理，我敢忙再次跟他打了声招呼。他坐定后，二面的考官继续问我一些问题，经理就在那里看我的简历。二

面考官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读过的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读书的人，所以读的书很少，

我也就跟他直说了，还说不喜欢看那种空泛的“成功十大法则”这些东西，喜欢自己去尝试自己去体会实战的感

觉。他也没有说啥，然后跟 BOSS 打了声招呼先走了。 

  剩下我和 BOSS 了。他直接用广东话问我：“你会讲广东话啊？”我也不含糊，广东话道：“我在广东待了 6

年，当然会讲广东话啦”。呵呵，语言关过。他问我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事，从成立到我从会长

位置上退下来，每一件事，每一项活动，他都有问到，我也就像讲故事一样，和他聊我的协会故事。他还问我现

在都面得怎么样了，我就说 ABB 二面了，腾讯没要我，瞬联好好干，可以转正。然后他就跟我聊他的择业观，外

企的真实工作，锐捷的能够给我的发展空间。其实锐捷吸引我的就是他们国际业务部能够给我的空间，因为他们

做海外市场才两年，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开拓，这个时间加入，不仅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也能让成为锐捷开

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者之一，多令人骄傲啊。BOSS 在问完我的协会经历后说，他当时在大学也成立了一个协会并

把其发展到全校最大规模，我说呢，呵呵，咋对我的协会经历这么感兴趣呢。 

完了后他就说对我很满意，很想要，但是现在他们部门一般招人都通过社招，因为这样可以马上就能用，而

我呢，没拿到毕业证，就不能够正式入职，且不能出差去海外。结果的意见就是，肯定要了，但是怎样提前上岗

他和总经理再聊一下。呵呵，这样，我的求职也告一段落了，不出意外，过两天去签 offer，再不出什么意外，我

也就最终卖给他们了。 

4.5 ABB 一路走来 

今天下午通知了 offer，事实上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也在这个版面学到了很多经验。现在简单的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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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本科是南京一所 211 高校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研究生在上海一所 985 读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 

 

对技术很不忠，总想做点其他的。自身的兴趣面很广，实习经历很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不同的

life-style。在实习的过程中接触了各行各业。 

 

ABB 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来说，名气很大。对于我更多的是，我之前做个一个 2 个月的咨询项目，是国内

的输配电设备行业的。这个项目让我对 ABB 在业内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所以在看到他家招聘的消息后第

一时间就投了中国管理培训生项目。网申很平淡，没有 OQ 之类的问题。然后就是等待。 

==================================== 

笔试： 

 

在华东理工笔试的，当时也没有刻意的准备，因为看笔经说的很难很难，准备也没用。没想到后来考的还是

挺简单的，翻翻前面有个笔经的帖子，考完后我还在那帖子里面参与了讨论。然后就是等了。。 

==================================== 

一面。09 年 11 月 26 日： 

和往年不同，今年没有把与 hr 的 f2f 的面试和群面分开，而是放在一起的，用了一个上午。群面的时候是建

造金字塔的问题，包括如何选址，工期计算，造价计算，如何提出口号之类的，不难，我们组非常和谐。中间还

碰到了来福士的消防演习。HR 们都非常 nice。接下来是英语小组面，和往年一样，抽题目。我的题目是如何看待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有的题目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体系。最后是和 HR 的单面，基本就是简历问题和经历问

题，比如学生工作，比如克服困难等等。会让你举例的，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真实经历。 

面了一上午，大家都累了。于是 ABB 给了不少吃的零食。还是蛮人性化的。回去就是继续等消息了。 

==================================== 

终面。09 年 12 月 11 日 

一面结束后的下一个礼拜，邮件通知通过了一面，然后等待终面的安排。12 月 4 号的时候安排了终面的时间

和地点，我是在上海这边面的。之前也写了个面经，其实进终面的人已经很少了，我知道的在上海这边只有 5 个

人在上海参加了 final。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你的 style 是不是和公司相符了，也就是看化学反应的。面完回来就是

继续等待。 

=================================== 

就这么多吧。找工作只是一段路的新起点，现在又回到起跑线上了。厚积才能薄发，无论是实力，还是 RP。 

 

感谢这个版面的前人的贡献，也希望明年的战友们能拿到心仪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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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强烈推荐：应届生求职全程指南（第十二版，2018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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