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海洋大学 2014年硕士研究生调剂政策与规则 

一、调剂政策 

1．申请调剂我校的考生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所报考专业在 A 区对应专业的分数线且需达到该生要求调

入专业的 A 区线，即：该生初试成绩必须同时满足调出专业、调入专业在 A 区的分数线。（例如：考生报考

理学专业未达到 A 区的理学专业线，但达到 A 区的农学专业线，该考生就不符合上述调剂政策，不能调剂

任何专业）。 

2．原则上只在同一学科门类里调剂（即初试专业代码和调剂专业代码前两位必须一致），不能跨门类

调剂。如报考工学（专业代码 08 开头）只能调剂至工学（专业代码 08 开头）门类相关专业。 

※我校农学门类招生专业（即专业代码为 09 开头专业）可根据专业实际情况及招生导师的具体要求，

接收部分具有相近专业背景以及良好数学基础和生物学基础的学术学位的考生。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学术型学位可向专业学位调剂，专业学位不能向学术型学位调剂。 

5．所有调剂考生必须满足我校各专业调剂基本条件（见表 1 和表 2），同时登录全国研招网的调剂系统，

选择调剂专业，我校给予复试回复，考生收到电子版的复试通知书后即可按我校复试要求来校复试。 

二．调剂规则 

申请调剂考生初试科目必须是四门，初试科目对应的具体规则如表 1 和表 2。 

                           表 1.学术型学位调剂规则 

研究生招生专业 学科门类 调剂考生四门初试科目具体要求(即①，②，③，④必须与下列要求一致) 

020205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或 303 数学三

④业务课二，注：业务课二为管理类、经济类、金融类科目或相近科目。 

070700 海洋科学 理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等基础课科目。 

071000 生物学 理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等基础课科目。 

071300 生态学 理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等基础课科目。 

0776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理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④业务课二，

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0200 机械工程 工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

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0705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工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

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1704 应用化学 工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④业务课二，

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工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④业务课二，

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④业务课二，

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3500 软件工程 工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

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603 临床兽医学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801 水产养殖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802 捕捞学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803 渔业资源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0908Z1 渔业经济与管理 农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管理学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或 303 数学三

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二为管理类、经济类、金融类科目或相近科目 

0908Z2 渔业环境保护

与治理 
农学 

⑴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或二中有一门为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生物类或水产类等基础课科目 

 

                              表 2 .专业学位调剂规则 

研究生招生专业 学科门类 调剂考生四门初试科目具体要求(即①，②，③，④必须与下列要求一致) 

085201 机械工程(专业

学位) 
工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4 英语二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

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5206 动力工程(专业

学位) 
工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4 英语二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

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5211 计算机技术(专

业学位) 
工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4 英语二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

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85231 食品工程(专业

学位) 
工程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4 英语二③301 数学一或 302 数学二

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二与我校业务课二考试科目相近 

095108 渔业(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4 英语二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

其中业务课一为农业综合知识考试类科目或数学类科目，业务课二为生态

类、生物类、管理类科目或相近科目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业务课一④业务课二，注：其中业务课

一为农业综合知识考试类科目或数学类科目，业务课二为生态类、生物类、

管理类科目或相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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