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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9年继续开展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的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2019年继续在部分专业实施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

    2018-2019年度上海市各普通本科高校本科在校在籍一年级优秀学生，且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

  1. 参加过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且高考成绩不低于当地同科类一本线

（对于合并本科批次的省份，不低于相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确定的自主招生

相应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2. 所修大学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合格（无不及格记录），并经学籍所在院校同意；

3. 身体健康，符合我校招生专业的体检要求；

4. 无违法违纪行为。

注：每位考生限报考我校一个专业，且未填报其他高校插班生，入校后不能再转专业。



招生专业

院系 专业 招收人数 报考人数 备注

凯原法学院 法学 4 140

非本专业学
生，一般需重

读大一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 3 54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3 1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 18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4 17

医学院
预防医学 1 2

医学检验技术 1 6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1 2



考试科目

院系 专业 备注
凯原法学院 法学 英语、大学语文、法学基础（含法理

学、民法总论和刑法总论）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 英语、大学语文、公共行政学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含力学、
热学、电磁学、振动和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英语、高等数学、无机与分析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医学院
预防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13：30-15：00

题型 题量 分值

选词填空 15选10 10
阅读 5 15

选句填空 7选5 15
完型 15选10 20
翻译 1 10
作文 1 30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9：00-10：30

题型 题量 分值

选择 5 18
填空 5 18
计算 6 54
证明 1 10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9：00-10：30

题型 题量 分值

填空 10 20
判断 5 10
选择 23 46
作文 1 24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10：30-12：00

题型 题量 分值

名词解释 4 20
简答 4 40

案例分析 1 20
论述 1 20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 9：00-10：30

题型 题量 分值
选择 15 15
填空 30 30

简答与计算 7 55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 10：30-12：00

题型 题量 分值

填空 10 20
名词解释 5 20

简答 2 20
论述 1 20

案例分析 1 20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10：30-12：00

题型 题量 分值
大题 7 1*10+6*15



英语

六级考研难度；有余力准备一下托福词汇

数学

考研难度

语文

代文、文言文、诗词鉴赏、文学史等

法律

法理学、刑法总论与民法总论，内容较多

公共行政学

掌握教材知识

化学

无机是重点，分析是难点，接

近考研难度

物理

接近考研难度



《大学英语词汇精练》
孔翔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语参考书

《英语词汇分频记忆手册》
孔翔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插班生英语宝典》
孔翔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高等数学》上+下 同济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高等数学试题分析与解答》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高等数学习题册》上+下 同济大学数学系

◆  《上海插班生数学宝典》 同达教育

◆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复习与解题指南》 同济大学

◆  《高等数学分层练习》 高等教育出版社

◆  《线性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考研数学复习全书》 李永乐

数学参考书



◆ 《大学语文》 徐中玉 齐森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
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 《外国文学史》 郑克鲁

大学语文参考书



法律参考书

◆ 《民法》 魏振赢  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 《法理学》 张文显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 《法理学》 郑成良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民法练习题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刑法练习题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刑法学》 高铭暄  中国石化出版社
◆ 《民法》 王利明  中国石化出版社



◆ 《无机及分析化学》 南京大学 高
等教育出版社
◆ 《无机与分析化学》 陈虹锦 科学
出版社
◆ 《无机化学》 曹锡章、宋天佑、王
杏乔 第三版上下册  高教出版社
◆ 《分析化学》（第六版）高等教育
出版

化学参考书



物理参考书

◆ 《大学物理学》 毛骏健 顾牧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大学物理学》 宋小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大学物理学 学习指导》 宋小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大学物理竞赛精选详解350题》  国防工业出版社



公共行政学参考书

◆ 《公共行政学》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公共行政学》朱新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年分数线

专业 录取分数线

法学 237
工程力学 174
行政管理 205

化学 201.5
环境科学与工程 211

医学检验技术 212.5

预防医学 219.5



录取名单

姓名 学校 拟录取专业 笔试总分 面试结果

李雨萱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 238 通过

李世贸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 207 通过

张配荧 上海海事大学 化学 205 通过

姚栋文 上海理工大学 化学 201.5 通过

门靖尧 华东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232 通过

董芷伊 华东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223 通过

尹敏豪 华东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211 通过

关一鸣 华东理工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225.5 通过

周华源 华东理工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212.5 通过

黄瑾 上海大学 预防医学 219.5 通过



录取名单

姓名 学校 拟录取专业 笔试总分 面试结果

段建伟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243 通过

殷千雅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242 通过

胡雨晴 华东理工大学 法学 239 通过

季文欣 上海大学 法学 237 通过

郑怡 华东师范大学 工程力学 174 通过

周鸿 华东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227 通过

张政元 华东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215 通过

邹梦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 行政管理 205 通过



文科：

理科：：

2018

文科：

理科：
2019

近两年成绩



l教英语的孔老师，他的英语素养十分高，听他的课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大家学累了跟不

上时，老师还会和我们讨论一些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这些观点往往都能给我们

带来很多启示。

l项老师，小小的身板，一件白衬衫，难以想象他上课时声音如此洪亮。每个细

节，每个概念都讲的非常清晰。项老师上的高数课十分有趣，老师甚至会用一

些网络用语来贴近我们，偶尔蹦出的英文单词让课堂充满趣味。项老师讲解题

目并不是枯燥的解释答案，他会着重培养我们自主的思维能力。可以说，我对

高数学习的大门完全是暑假班是项老师给我打开的！

学生反馈

l每周见到孔老师或项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热血在血管中在炸裂、在燃烧，在刺激心脏

的每一次跳动，在接近那似可触及的梦想。回到学校，即使是独自一人，也觉得充满了

力量。当疲惫到周五，再见到他们时仿佛又再一次被灌注了新的血液，去欢腾、去追逐。



l当我第一次听孔老师的英语课时，我有点吃惊于讲课的方式，连珠炮式的单词

仅仅只是从一个词根中衍生出来，还罗列了近义词，反义词，这种启发式的授

课方式是我从未接触到过，我也非常庆幸能有机会感受到这种独树一帜的教学

风格。不仅如此，老师也会穿插着讲一些外国的文化，政治，军事来激发我们

的学习热情，而我们也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同时也赞叹老师的渊博。

“When passion fades,it’s your persistence that will lead you to the goal”老师的这句

话无时无刻不激励着我，我也希望能把这句话送给未来的学弟学妹，考插是场

马拉松，当时和我一起参加考插的伙伴陆陆续续退出的太多太多，我看着他们

一个个的离开，当然也有其他的同学的加入，你可以说不一定坚持就有回报，

但是中途放弃就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学生反馈

l孔老师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极具感染力的讲课方式，在英语学习上给了我无限动力。每

当我要对英语灰心的时候他总是会适时的激励我们。孔老师是我至今最佩服的老师之一！



学生反馈

l我特别特别特别感谢法律蔡老师 我不是聪明的小孩 

蔡老师每次都解释的十分透彻 下了课以后 很多同学

们又围上去问问题 蔡老师饭都来不及吃在给同学们

解答 非常有耐心 超级棒的一个老师！！！



学生反馈



咨询电话：
021-33626001 33626002
13816119982（许老师）

插班生网址：

QQ交流群： 总部地址：

咨询方式

m.tongdaedu.cn

579880511 杨浦区四平路1388号同济联合
广场C楼203



8月
基本知识点的讲解

课程安排

10月中旬—次年3月底
知识点的系统串讲

11月-4月
精细化辅导

3月底-5月初
冲刺押题

3月-5月
针对各个院校的
出题特点专门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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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行政管理 工程力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化学 预防医学 医学检验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上海交通大学插班生2018、2019年报录比



预祝各位同学考试成功！

同达教育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