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本科招生简章 

 

上海交通大学现有本科专业 62 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等九个学科门类。详见本简章后面的附件“2017 上

海交通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下载） 

http://isc.sjtu.edu.cn/ueditor/net/upload/2016-11-07/b27549a0-b939-4557-945c-3ce2e520bd6b.pdf


     申请及录取步骤

 

网上申请

免试: 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

考试: 2017年3月28日至4月7日

免试:学校审核

考试:参加入学考试

考试时间: 4月15日 上海

4月29日 北京、首尔（韩国）、乌兰巴托（蒙古）

预录取

免试: 提交报名表后2个月内

考试: 考试结束后3周内

学生预交学费、确认就读、邮寄纸质申请材料

预录取后2周内

发放录取通知书

6月



申请资格  

1. 身体健康，相当于中国高中毕业或以上学历，并持有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

籍公民 

2. 原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后移民国外者，我校执行《教

育部教外来【2009】83 号文》（下载） 

报名材料：  

1. 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书，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供由高中开具的预毕业

证明 

2. 高中阶段含全部课程的成绩单或同等学历课程成绩单 

3. HSK 证书或同等汉语水平证书（汉语言大二插班学生必须提交 HSK5 级 230

分以上证书；其他专业选择性提交） 

4. 申请免试入学学生需提交相关成绩证明（详见下面免试条件） 

5. 护照复印件 

6. 申请费人民币 800 元（约合美元 120 元） 

7. 不满 18 周岁需提供监护人保证书（下载） 

报名方式及报名时间 

申请免试：2016 年 12 月 1 日 0:00 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24:00（北京时间） 

申请考试：2017 年 3 月 28 日 0:00 至 2017 年 4 月 7 日 24:00（北京时间） 

1. 所有学生均需进行网上报名并付报名费，同时上传所需材料的扫描件。 

2. 报名网站将于规定时间开通，届时请登录 http://apply.sjtu.edu.cn 在规定时

间段内进行报名。 

3. 因个人原因导致报名不成功，报名费不予退回。  

免试条件  

1. 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可申请免试入学（只需满足以下一项即可）  

http://isc.sjtu.edu.cn/ueditor/net/upload/2016-11-04/afff1627-93d4-4e87-8219-fe0025fbef77.pdf
http://isc.sjtu.edu.cn/ueditor/net/upload/2016-11-04/28bf3c16-10d0-478b-a6fd-0ebe08142278.pdf
http://apply.sjtu.edu.cn/


考试类别 SAT IB GCE A-level ACT 其他 

文科类专业成绩

要求  

SATI 总分 1300

分以上 

 

取得 IB 文凭证书，至

少三门 HL 课程成绩

和三门 SL 课程成绩。

所修课程需与申请专

业相关，总分≥35 分，

每门需≥5分。  

修读至少三门

A-level 课程，必需

包括数学，其他两

门课程需与所申

请专业相关，成绩

两门 A 以上。  

总分≥27 分，

根据所报专业

要求，择优录

取 

其他可证明具有

同等学习能力的

材料（如国家或地

区统一高中毕业

考试成绩或大学

入学考试成绩

等）。 理科类专业成绩

要求  

SATI 总分 1300

分以上，其中数

学≥700 分。 

取得 IB 文凭证书，至

少三门 HL 课程成绩

和三门 SL 课程成绩。

HL 课程中需有数学

≥6分，所修课程需与

申请专业相关，总分

≥35 分，每门≥5分。  

经济学与管理学

类专业  

 

注:所提交成绩有效期为一年。 

2. 申请免试入学学生还需同时提交以下汉语水平证明（只需提交其中一项即可）  

 

汉语水平要求  

1. HSK 五级≥180 分；  

2. 修读 SATⅡ中文（Chinese with Listening）成绩≥600；  

3. 修读 IB 汉语 HL 课程，成绩≥6分；  

4. 修读 A-level 中文类课程，成绩 A 以上；   

或其他汉语水平证明。  

 

入学考试  

1. 报名学生需根据所报专业需参加相应科目的入学考试，具体考试科目详见附

件“2017 年招生专业目录及考试科目”（下载）。  

http://isc.sjtu.edu.cn/ueditor/net/upload/2016-11-07/b27549a0-b939-4557-945c-3ce2e520bd6b.pdf


2. 考试日期及地点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第一次考试  2017 年 4 月 15 日  上海  

第二次考试  2017 年 4 月 29 日  北京、首尔（韩国）、乌兰巴托（蒙古） 

注：学生只可选择参加一次考试，具体考试地点见准考证。  

3. 考试时间和考试科目  

上午  

专业类型  理科  文科  考试时间  

科目  数学  英语  数学  英语  
9:00-12:00 

满分  100 100 100 100 

下午  
科目  化学  物理  生物  语文  语文  

14:00-16:30 
满分  50 50 50 50 150 

♦ 以上考试均为闭卷,考试语言为中文，考试科目以第一志愿专业为准；  

♦ 理科只需考物化生中的两门，具体考试科目详见“2017 年招生专业目录及考试

科目”（下载）；  

♦ 文理兼收的专业，学生可按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参加考试类型。 

4.历年考纲样题（下载） 

录取方式  

1. 符合免试条件的学生择优录取。 

2. 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按照考试结果择优录取。 

3. 获得各种奖励的学生，经过我校认证，可适当加分。报名时需提供相应的证

明文件。  

奖学金  

http://isc.sjtu.edu.cn/ueditor/net/upload/2016-11-07/b27549a0-b939-4557-945c-3ce2e520bd6b.pdf
http://isc.sjtu.edu.cn/ueditor/net/upload/2016-11-04/8abe226a-610c-48d5-8ab4-03b1a3adafad.rar


我校为优秀本科留学生提供以下奖学金：  

 

奖学金等级  奖励名额  奖学金内容  评选标准  

一等  8 名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A 类（全额奖学金）  

资助期限：4 年  

资助标准：含学费、住宿补贴

（每月 1000 元）、保险费并每

月发放 2500 元生活费  

♦ 须为已取得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入

学资格且未获得其他任何形式奖学金

资助的本科生新生； 

♦ 参加入学考试的本科留学生将按照

成绩排名获得相应类别的奖学金; 

♦ 免试生如在相应国际考试中取得优

异成绩，也可获得相应类别奖学金；  

♦ 评选结果将同录取结果同时公布；  

♦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最终解释权。  

二等  10 名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B 类以及生活费  

资助期限：4 年  

资助标准：含学费、保险费并

每月发放 1400 元生活费  

三等  10 名  资助期限：4 年  

资助标准：含保险费、住宿补

贴（每月 1000 元）并每月发放

1400 元生活费  

四等  12 名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B 类  

资助期限：4 年  

资助标准：含学费、保险费 

五等  12 名  资助期限：4 年  

资助标准：含保险费并每月发

放 1400 元生活费  

新生奖  20 名  一次性发放 5000 元补助。  

 

开学时间：2017 年 9 月初（具体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学费：人民币 24800 元/学年 （约合美元 4200 元/学年）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新行政 B 楼 100A 

邮编：200240 

电话：86-21-54743244 

邮箱：isc.d@sjtu.edu.cn  

网址：http://isc.sjtu.edu.cn  

 

备注 

报考医学专业的学生请直接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留学生教育中心联系 

电话：+86-21-63847078 

邮箱：liuxue@shsmu.edu.cn  

网址：www.shsmu.edu.cn   

地址：上海市重庆南路 227 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留学生教育中心 200025 

 

报考英文授课的机械工程 (ME)和电子和计算机工程(ECE)专业的学生，请直接和

交大密西根学院联系  

电话：+86-21-34206045 ext.3111 

邮箱：ji-intadm@sjtu.edu.cn  

网址：https://umji.sjtu.edu.cn 

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交大密西根学院 200240 

 

报考法语授课的机械工程、信息工程及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请直接与上

mailto:isc.d@sjtu.edu.cn
mailto:liuxue@shsmu.edu.cn
http://www.shsmu.edu.cn/
mailto:ji-intadm@sjtu.edu.cn


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联系 

电话：+86-21-34207543,34202941 

邮箱：qig@sjtu.edu.cn 

网址：http://speit.sjtu.edu.cn/ 

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800号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200240 

  

http://speit.sjtu.edu.cn/


2017 上海交通大学本科专业目录 

学院名称 招生专业 分流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授 课 语

言 

人文学院 

汉语言 

语言文化方向  

商务汉语方向  

金融汉语方向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注：数学、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

但计入奖学金评审。） 

中文 

*汉语言            国际中英双语方

向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汉语言（二年级插班） 

免试，≥HSK5 级 230 分，在境内外

高校修满一年中文课程 

*汉语言文学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媒体与设计学院 

*传播学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化学、

生物 

*广播电视编导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生物 

*公共事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视觉传达设计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生物 

工业设计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生物 

中文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日语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德语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

院 

经济学类 

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会计学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凯原法学院 *法学 

文科类：中文、英语、数学 

中文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化生

中任选两门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

程学院 

海洋工程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  

交通运输 

土木工程  

工程力学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土木类 中文 

建筑学（五年制） 中文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院 

机械类 

机械工程  

工业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

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 

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软件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物理与天文系 物理学类 

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类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类 

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化学、

生物 

中文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生

物 

中文 

农业与生物学院 

自然保护与环境

生态类 

资源环境科学  

动物科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化学、

生物 

中文 

药学院 药学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化学、

生物 

中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化学、

生物 

中文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理科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

化学 

中文 

医学院 临床医学（5 年） 

直接与医学院咨询报名

liuxue@shsmu.edu.cn 

中文 



注：在招生专业名称中带*者，数学成绩不计入总分，但计入奖学金评审。 

 口腔医学（5 年）  中文 

密西根学院（英语授

课） 

机械工程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直接与密西根学院咨询报名 

yu.zhang@sjtu.edu.cn 

英语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

师学院 （法语授课） 

机械工程  

信息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直接与巴黎高科学院咨询报名  

qig@sjtu.edu.cn 

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