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上海市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与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招生简章 

一、项目简介 

“上海市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

（以下简称“教硕-规培项目”）是上海市教委将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

培训和上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项目，旨在培养一批能够胜任教育教学

岗位要求、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高素质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根据《上海市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与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实施办法》和《上海市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精

神，制定本招生章程。  

二、报考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二）获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已获国家承认的硕士及以上学位者； 

（三）已完成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四）经所在单位推荐，并经区教育局同意报考； 

（五）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规定的要求。 

三、报名办法 

报名按照全国统考报名程序实施，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网上报名：请于 10 月 5 日-10 月 25 日，每天 9:00-22:00，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网

（http://yz.chsi.cn 或者 https://yz.chsi.com.cn）注册报名。报名时选择院系:1、报

考“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领域选择“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单位代码 112）。2、报考其他

领域请选择“教育专业学位管理中心”（单位代码为 147）。专业领域选择拟报考的专业。

考点选“华东师范大学”（考点代码为 3111）。我校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只招收定向考生，

报考时要选择定向就业。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预计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初，具体时间请于 10 月底留意我校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布的通知。考生需要先到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相关下载”栏中下

载《“上海市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中小学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推荐审

批表》并经区教育局审核盖章，做成 PDF 文件，并于网上确认（现场确认）阶段随《上海

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一并上传至研招网网上确认系统。 

报考时，研究方向必须选择：（80）不区分研究方向（限上海市规培专项考生选），如选

择错误请取消后重新报名，研究方向选择错误将导致不准考。 



 

四、资格审查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结束后，我校将会同上海市教委，按照报考条件对报考者进行

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准予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由我校将准考

名单上报教育部。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作不准考处理。 

五、招生专业领域和考试科目 

具体招生领域和考试科目详见下表。我校自命题初试范围参见网址：

https://yjszs.ecnu.edu.cn/system/sscsfwlist.asp。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招收“上海教硕-规培专项计划”研究生专业目录 

序

号 

招生院系所 领域代码 

和领域名称 

招

生

计

划 

考试科目 备注 

1 （112）教

育信息技术

学系 

045114现代教育

技术 

2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23 教育技术学基础 

 

2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29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 

  

   

科目①②由

教育部考试

中心统一命

题，考试范

围参见教育

部统一考试

大纲。 

  

科目③科目

④由我校命

题，考试范

围参见我校

研 招 办 网

站。  

3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1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847 文学基础 

4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1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16 高等数学 

5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17 普通物理 

6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65 普通化学原理 

7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7 

学科教学（生物）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26 普通生物学（D） 

8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2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333 教育综合④913 综合英语 



9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46 中外通史 

10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47 自然地理 

11 （147）教育

专业学位管

理中心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④904 音乐理论综合 

 六、考试安排 

参加 2022 年全国硕士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请于 12 月 18 日-12 月 27 日到中国研招

网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下载打印《准考证》。 

考试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5 日-26 日，请考生凭《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参

加初试。准考证上可查看具体考场安排和考试注意事项。 

七、复试与录取 

教育部公布复试和录取工作文件后，我校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录取办

法以及我校各专业领域招生计划，确定我校的复试录取办法以及各领域复试人数及名单并

予以公示。 

复试结束后，根据复试录取办法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公示。经过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名

单报教育部核准。 

八、学制、学费与学习形式 

通过本项目录取的研究生为定向培养，学生必须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学习期间不转户

口、档案与人事关系，学习期间及毕业后仍系原单位人员，即毕业后不列入我校的就业工

作计划。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学费每年 1.5 万元，3 年学费共 4.5 万元。 

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课程为假期集中学习。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满规定的课程学

分，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颁

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本项目属国家规定的学历学位教育。 

九、其他事项 

（一）在研究生招生工作期间，国家有关部门、教育部、上海市教委和华东师范大学

如有新的政策和规定，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会有通告，并遵照执行，务必请考生随时关

注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页信息。 

（二）登录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报名通知，并下载《“上海市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推荐审批表》。 



十、招生工作联系部门 

招生单位：(112)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电话: 62232808   feitian2007@qq.com 

招生单位：(147)教育专业学位管理中心 电话: 62235109   hpan@yjsy.ecnu.edu.cn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代码：10269 

办公地点：闵行校区办公楼 313 室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邮编：200241 

邮箱：yjszs@admin.ecnu.edu.cn 

网址：https://yjszs.ecnu.edu.cn 

微信公众号：华东师大研招(ECNUyjs) 

建议报考考生订阅研招微信公众号，以便及时知晓我校研招考试进程。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