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教育部 2022年全国硕士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以及一志愿考

生拟录取情况，我校部分专业需要进行调剂。现将调剂要求、调剂程序、调剂时间等内容公告

如下，欢迎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踊跃报名。 

 

1.符合拟调剂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须符合原报考专业和拟调剂专业的国家 A 区分数线；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

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初试外国语科目必须为全国统一命题英语科目（招生专业目录初试科目

含全国统一命题非英语语种科目的专业除外），统考数学和英语的调剂规则是只能从高向低调

剂，不能逆向调剂。如英语一可调剂到英语二，但不可逆向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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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会计、图书情报等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

在满足调入专业报考条件且初试成绩同时符合调出专业和调入专业国家 A 区分数线的基础

上，可申请相互调剂，但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得调入以上专业。 

第一志愿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

不得调入该专业。 

6.非全日制专业调剂考生应为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7.“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专业不接收调剂。 

 

1.所有调剂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调剂服务系

统”进行报名，调剂志愿锁定时间为 24个小时。 

2.由接收调剂单位审核通过后加入备选库，再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审核发放复试通知，

考生及时查看“复试通知”并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同意复试，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3.所有调剂考生复试方式、复试内容、复试要求及安排均与该专业第一志愿考生相同，详

细要求参见各招生单位网站相关公告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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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剂考生复试后,研究生院将根据各招生单位报送的复试结果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在

调剂系统里给合格考生发送拟录取通知。被“拟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网上接受拟录取通

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5.调剂系统开放时间将根据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时间而定。 

 

调剂计划将根据一志愿复试录取情况而定，我校调剂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具体

接收调剂专业及要求详见下表。 

招生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备注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204 中共党史 
优先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302和

0305，初试总成绩≥370，政治≥69考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305，初试总

成绩≥345，英语一≥50，专业课≥105考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305，初试总

成绩≥375，英语≥55，政治≥70，专业课≥110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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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优先接收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考生 

经济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优先接收有相关专业基础的考生。 

经济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法学院 030102 法律史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301的考生 

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法学院 030106 诉讼法学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为 030106的考生。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教育学部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只接收 311统考科目考生。 

教育学部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部 040103 教育史 

教育学部 040105 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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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 040106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部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部 0401Z1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学部 0401Z2 基础教育学 

教育学部 078401 教育技术学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784，初试总

成绩≥335，并且与教育技术相同或相近专业

的考生。 

心理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全日制） 

1.接收参加国家统考的心理学学硕调剂考生，

报考专业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优先；2. 接

收一志愿报考专业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专硕调

剂考生；3.本科所学专业为心理学及相近专业

的优先；4.不接收应用心理专硕调剂考生；5.

不接收一志愿为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之外的教

育硕士考生。 

心理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非全日制） 

1.接收参加国家统考的心理学学硕调剂考生；

2.接收一志愿报考专业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专

硕调剂考生；3.本科所学专业为心理学及相近

专业的优先；4.不接收一志愿为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之外的教育硕士考生。 

新闻与传媒学院 050301 新闻学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503的考生。 

新闻与传媒学院 050302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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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优先接收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考生。 

文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只接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考生；优先接收汉

语言、汉语言文学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背景

考生。 

文学院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只接收学术学位；优先接收中国古典文献学、

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考生。 

文学院 0501Z5 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501或 0503

的考生，报考专业与文化产业、文化传播、

文化研究、城市文化、传媒经济、数字传媒、

新媒体、文学艺术传播等相同或相近优先，

本科专业为汉语言文学、文化产业管理、新

闻与传播学等优先；只接收初试总成绩≥380

分，且英语一≥60分，且专业课≥110分的考

生。 

外国语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 
只接收 311统考科目考生，英语一≥60，并且

与课程与教学论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考生。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只接收英语口译及笔译考生；初试总成绩

≥370，翻译硕士英语≥70分；优先接收有会

议口译等相关经历的考生。 

外国语学院 055106 日语口译 只接收日语口译、日语笔译考生。 

数学与统计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只接收 311统考科目考生 

数学与统计学院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优先接收有数学专业背景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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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 071400 统计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只接收 311为国家统考科目考生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科教融合专项计划）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74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科教融合专项计划）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科教融合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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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只接收 311为国家统考科目考生；本科有化

学专业背景。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070303 有机化学 初试专业科目包含有机化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初试数学科目为数学一或数学二；本科有化

学、化工学习背景。 

地理与环境学院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环境） 
优先接收有地理学、环境学相关专业背景考

生 

地理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优先接收有环境专业背景考生 

地理与环境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联合培养计划） 

优先接收有环境专业背景考生 

生命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生命科学学院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动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8 发育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9  —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5 微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包含与中科院微生物所、中科院苏州生物医

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山东省农科院科教融合联培计划。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信息技术） 

优先接收报考专业代码为 045120或 045114，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等信息技术本科专业

考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810或 0812

的考生。 

商学院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旅游服务）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 045120，初试英语≥60，

前置专业旅游管理类考生优先。 

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商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商学院 125100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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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125200 公共管理（非全日制）  

美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优先接收有美术学专业背景考生。 

美术学院 135107 美术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010102 中国哲学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101的考生。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0501Z1 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前 4位为 0501的考生。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060200 中国史 只接收报考专业代码为 060200的考生。 

环境与生态研究院 071300 生态学 
专业课考试科目至少一门与我校相同，英语

一≥45。 

 

调剂考生复试形式为网络远程复试，网络复试考场规则、网络复试考生指南、网络复试注

意事项、远程复试系统考生操作手册等材料请登录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复试时间请登

录各招生单位官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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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学校《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执行。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2022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