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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7 年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 
全国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 

 

                                   学位办〔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

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有关学位授予单位： 

现将 2017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以下分别简称外国语水平考试、学

科综合水平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生资格 

（一）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 3年以

上（即 2014年 3月底以前获得学士学位者）；或虽无学士学位

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或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的国（境）外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获得者。 

（二）申请人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管理等方面有关

材料已提交学位授予单位，并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查确定具有申

请硕士学位资格。 

（三）根据《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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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学位〔2015〕

10号），以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

学位的考生资格不受本项第（一）款和第（二）款限制，但须

具备以下条件： 

1. 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

本科毕业生并获得学士学位； 

2. 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临床医师； 

3. 申请人所申请的专业学位类别及领域应与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科相对应。 

二、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 

（一）全国统一组织的外国语水平考试的主要语种为：英

语、俄语、法语、德语和日语，所用考试大纲见附件 1。 

    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以下简称同等学力人员）

均须参加外国语水平考试，且应试语种须与接受其硕士学位申

请的学位授予单位相应学科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规定的语种相同。 

申请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须参加

外国语水平考试。对于获学士学位时为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同

等学力人员申请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参加外国语水

平考试的语种，须与接受其硕士学位申请的学位授予单位相应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

第二外国语语种相同。 

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如有报考其它语种的考生，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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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报名时选择语种，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学位中心）组织考试。 

全国统一组织的外国语水平考试不含听力测试，外国语水

平听力测试由各学位授予单位自行组织。 

（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学科范围、所用考试大纲

及指南见附件 2。 

在附件 2所列学科范围内的同等学力人员，须参加全国统

一组织的外国语水平和相应学科的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学位，可选考

哲学或政治学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申请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硕

士学位，可选考公共管理或教育学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三）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

专业学位考试 

2017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

士专业学位，参加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按本项第（一）款执行，

同卷考试；同时，须参加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或中医硕士专业

学位学科综合水平考试，考试内容以临床专业知识及其实际运

用为重点。具体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见附件 3。 

三、考试时间 

2017年 5月 21日（星期日）上午 9时至 11时 30分，为

外国语水平考试时间；下午 2时 30分至 5时 30分，为学科综

合水平考试时间。 

四、考试报名、命题、考务及阅卷工作 

（一）外国语水平考试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报名、考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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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管理工作通过“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

作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进行。 

信息平台为申请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

的考生开设网上报名通道，采集考生个人基本信息、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信息及同等学力报考信息等。 

所有报名参加外国语水平考试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考

生，必须是已通过学位授予单位资格审查并进入了信息平台的

申请人。 

（二）凡进入信息平台的申请人，须在 3月 1日至 3月 25

日期间通过信息平台申请当年参加考试的语种、学科及考试地

点。考生一般应在接受其硕士学位申请的学位授予单位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参加考试。如有特殊情况，需申请在工作

单位所在地参加考试的，必须经接受其硕士学位申请的学位授

予单位同意。 

（三）学位授予单位须在 3月 1日至 31日期间对考生信

息进行审核，认真核对考生的资格、报考语种、学科及考试地

点等信息，发现不符或有弄虚作假的要及时纠正或取消申请资

格。在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中因作弊而被取消考试

资格的考生，在考试资格取消期限内不得报考。 

（四）所有通过报考资格审查的考生须在 3月 1日至 4月

7日期间，通过信息平台在线缴纳报名考试费。未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报名考试费网上缴纳工作的，当年报考资格无效。 

（五）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报名信息的汇总、

命题、考务及阅卷工作委托学位中心组织实施，相关工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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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安排由学位中心另行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学位中心的统一安排，组织本地区的

考务工作。 

五、成绩下达和公布 

考生考试成绩将下发至相关省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学

位授予单位。考生、学位授予单位也可通过信息平台查询考生

的考试成绩及相关信息。 

六、其它 

（一）学位中心要根据国家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

学力人员硕士学位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认真负责，精心组织，

加强协调，做好外国语水平考试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各项考

务工作。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

门要充分认识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认真负责，规范管理，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考务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和本地区外国语水平考

试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

门以及有关省级考试机构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公布考

点，并提前报学位中心备案。考点要适当集中，相对稳定，一

般应设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所在地或计划单列市的中、

高等学校。每省考点数量一般不得超过 3个，且必须配备与所

承担考务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考务工作人员。考点接受考生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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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考试大纲使用对照表 

考试语种 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版本

英语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 
第六版 

俄语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俄语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 
第七版 

法语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语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 
第五版 

德语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德语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 
第六版 

日语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日语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 
第六版 

注：本表中所有考试大纲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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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学科、考试大纲及指南使用对照表 

考试科目 对应学科 考试大纲及指南 
考试大纲及

指南版本 

哲学 

哲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哲学学科综

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经济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四版 

应用经济学 

法学 法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

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五版 

政治学 

政治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政治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社会学 社会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社会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教育学 教育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心理学 心理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心理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中国语言文

学 

中国语言  

文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中国语言文

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新闻传播学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历史学 

考古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历史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中国史 

世界史 

地理学 地理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地理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生物学 生物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生物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机械工程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

纲及指南》 

第一版 



 

—9— 
 

考试科目 对应学科 考试大纲及指南 
考试大纲及

指南版本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电气工程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一版 

电子科学与

技术 

电子科学与

技术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电子科学与

技术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

南》 

第二版 

信息与通信

工程 

信息与通信

工程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

南》 

第二版 

控制科学与

工程 

控制科学与

工程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控制科学与

工程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

南》 

第二版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

指南》 

第三版 

软件工程 

建筑学 

建筑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建筑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城乡规划学 

风景园林学 

作物学 作物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作物学学科

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一版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临床医学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四版 

护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

南》 

第三版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商管理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农林经济 

管理 

农林经济 

管理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农林经济管

理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二版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公共管理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第三版 

图书馆、情

报与档案管

理 

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图书馆、情报

与档案管理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

纲及指南》 

第二版 

注：本表中所有考试大纲及指南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申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学位的人员，可选考哲学或政治学学科综合水平 
考试；申请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硕士学位的人员，可选考公共管理或教育学学科 
综合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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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学科综合水平         

考试科目、考试大纲使用对照表 

考试科目 对应学位 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  

版本 

内科学 

临床医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第一版 

急诊医学 

皮肤病与性

病学 

神经病学 

精神病与精

神卫生学 

全科医学 

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 

外科学 

耳鼻咽喉科

学 

麻醉学 

妇产科学 

儿科学 

眼科学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临床病理学 

临床检验诊

断学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第一版 

中医学 中医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第一版 

注：上表中《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考试大纲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中

医》考试大纲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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