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1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 
 

学院（中心） 外国语学院 培养类别  硕士 □博士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名称 
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代码 
0551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英文名

称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TI) 
适用学生类型  全日制  非全日制 

适用年级 从 2021 级开始 修订时间 2021 年 6 月 

研究方向 英语笔译、英语口译、日语笔译、日语口译、朝鲜语笔译 

基本修业年限 2 年 

学分 总学分≥45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38 学分，实践模块和培养环节≥7 学分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简介 

（200 字内） 

本专业学位的设置旨在培养服务于国家“海洋战略”和青岛“蓝色经济”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翻译人才。根据国家和地区所需，结合校本情况，设置了英

汉笔译、英汉口译、日汉笔译、日汉口译、朝汉笔译五个方向。 

本专业学位 2009年获批，2010年招生，旨在培养学生认识翻译规律、领会

翻译原则、总结翻译策略与方法、运用翻译技巧，进而具备较强的涉海领域与文

学领域的口笔译能力。学生不仅要接受系统的翻译技能培养，还要通过海量的翻

译实践，夯实专门领域知识，学会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培养目标 

（200 字内） 

本专业学位依托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充分发挥中国海洋大学海

洋学科综合优势和办学特色，立足青岛，辐射全国，跨英日韩三个语种设立英汉

笔译、英汉口译、日汉笔译、日汉口译、朝汉笔译五个培养方向，对接海洋强国

战略与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方略，满足“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求，注

重政治意识、职业素养和口笔译能力协调发展，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精通中西文化，具备双语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 

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硕士 

考核 

方式 

备注 

（含前

置课

等） 

公共课： 

 6 学分 

000K0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夏秋 必修 考试  

000K001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 夏秋 必修 考试  

000K9002 学术道德与规范 1 夏秋 必修 考试  



000K9003 论文写作指导 2 春 必修 考试  

基础课： 

≥ 8 学分 

090K0123 中国语言文化 2 夏秋 必修 考试  

090K0113 翻译概论 2 夏秋 必修 考试  

090K0397 笔译理论与技巧 2 夏秋 必修 考试  

090K0396 口译理论与技巧 2 夏秋 必修 考试  

090K0021 文学翻译 2 春 

英语笔译、日语笔

译、朝鲜语笔译方

向必修 

考试 
 

090K0140 涉海英语翻译 2 春 英语笔译方向必修 考试 

090K0012 同声传译 2 夏秋 
英语口译、日语口

译方向必修 
考试 

 

090K0281 视译 2 夏秋 英语口译方向必修 考试 

090K0398 应用翻译 2 春 
日语笔译、朝鲜语

笔译方向必修 
考试  

090K0280 交替传译 2 春 日语口译方向必修 考试  

专业课： 

≥ 14 学分 

000K1014 第二外国语英语（上） 2 夏秋 选修 考试 
非英语

专业选 
000K1015 第二外国语英语（下） 2 春 选修 考试 

000K1010 第二外国语法语（上） 2 夏秋 选修 考试  

000K1011 第二外国语法语（下） 2 春 选修 考试  

000K1012 第二外国语日语（上） 2 夏秋 选修 考试 
非日语

专业选 
000K1013 第二外国语日语（下） 2 春 选修 考试 

000K1006 第二外国语德语（上） 2 夏秋 选修 考试  

000K1007 第二外国语德语（下） 2 春 选修 考试  

000K3004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上） 2 夏秋 选修 考试 非朝鲜

语专业

选 000K3005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下） 2 春 选修 考试 

090K0399 计算机辅助翻译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390 译者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 夏秋 选修 考查  

090K0360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2 春 选修 考试  

090K0124 科学翻译批评导论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391 翻译史研究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009 翻译批评与赏析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403 交替传译（英） 2 春 选修 
考试 

 

090K0320 西方翻译理论导论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90 影视翻译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91 会话误用分析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069 跨文化交际中日对比研究 2 
夏秋 

选修 
考查 

 

090K0102 日本文学特讲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87 汉日口译实务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88 日本新闻报道翻译 
2 夏秋 

选修 
考查 

 

090K0286 当代日本社会聚焦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83 中韩启蒙期翻译专题研究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078 韩国语语言学 2 夏秋 选修 考查  

090K0081 中韩对比语言学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132 韩国文学通史 2 夏秋 选修 考查  

090K0379 韩译中国作家作品研究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76 中韩关系史 2 春 选修 考查  

跨专业课程： 

≥ 6 学分 

 

090K0400 英汉语言对比 2 夏秋 选修 考试 
 

090K0007 应用语言学 2 夏秋 选修 
考试  

090K0026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 2 夏秋 选修 
考试  

090K0022 比较文学 2 春 选修 考试 
 

090K0096 语用学 2 春 选修 考试 
 

090K0375 语音学前沿专题 2 春 选修 
考试  

090K0330 语言类型学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073 日语语言与文化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321 海洋与东亚文明 
2 夏秋 

选修 
考查  



090K0284 高级韩国语写作 2 春 选修 考查 
 

090K0232 韩国汉文学研究 2 夏秋 选修 考查 
 

实践模块 

实践模块 硕士 学分 基本内容 
考核细则 

（以下模块应在毕业资格审核前通过考核） 

实践训练 

（专业实践） 
必修 6 

专业实践共包含以下四个部

分，只有完成全部内容才能获

得 6 个学分。 

1.翻译实践：外汉笔译 7.5 万

字，汉外笔译 7.5 万字。外汉

口译 200 磁带时，汉外口译

200 磁带时，各计 1 学分。 

2.专业实习：要求到符合资质

要求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在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下

进行实习，时间不少于 4 周，

计 2 学分。 

3.职业考试：要求所有学生参

加 CATTI 资格考试，原则上须

通过二级资格考试，计 2学分。 

4.学术活动：毕业前需至少参

加 10 场讲座或翻译工作坊，

每次活动须整理出不少于 500

字的内容提要，计 1 学分。 

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

经历的全日制专硕生专业实

践应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全日制专

硕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

年；非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实践

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

展。 

 

翻译实践： 

时间：毕业审核前 

方式：笔译提交实践成果，口译提交实践音频或视

频。由指导教师指导、审查翻译作品数量、质量并确

定成绩。在《译林》《英语世界》《英语文摘》等正

式刊物发表译作或参与出版译著，或者获得了“韩素

音国际翻译竞赛”优秀奖以上，每千字译文可折抵 3

万字或 60 磁带时的翻译实践量。 

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可集中进行也可以在假期分散进行，实习

结束后须将实习单位出具的实习鉴定及 5000字的实

习报告交回学院。实习不能用课程学分替代。口译方

向的学生应有不少于 25 个工作日的口译实习，形式

可为联络口译、接待陪同口译、会议交替传译或同声

传译等。 

职业考试：要求本专业所有学生在毕业审核前原则

上通过 CATTI 二级考试，计 2 学分，二级或一级合

格为评优必备条件。 

学术活动：由导师根据讲座内容的写作质量确定成

绩。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 硕士 学分 基本内容 

考核细则 

（以下除学位论文答辩之

外的环节应在毕业资格审

核前通过考核） 

开题审核 必修 1 开题报告、课程学分完成情况和思想政治等综合表现 详见《中国海洋大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践模块和培

养环节实施细则(翻译硕

士)》。 
学位论文 

答辩 
必修 0 

综合考查研究生理论基础、知识结构、通过研究解决实

践问题的能力和成果水平等。要求结合外审专家的建议，

充分修改，方能参加答辩。 

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是获取本专业

学位的必要条件。学位论文撰写实行双导师制，须由校内指导教师和行业导师共同指

导完成，经过选题、撰写与修改、送审和答辩环节。学位论文须用外语撰写，行文格

式符合学术规范。 

1．选题要求 

选题应突出实践性，要求学生从真实的口笔译实践或语言服务实践中寻找课题。



选题须与培养方向吻合，可从涉海题材、会议口译、应用文本、文学、学术以及典籍

领域选择其一，也可以选择应用翻译市场分析、翻译项目管理、翻译与国家海洋战略

的关系、翻译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调查或研究。选题不宜过大，应与翻译职业和行业的

实际需要相结合，突出选题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 

2. 形式与规范 

翻译硕士学位论文可采取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习报告、翻译实验报告、翻译调

研报告、翻译研究论文五种形式之一。 

（1）翻译实践报告 

笔译专业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难度适当、独立完整的单个（可以是整部作

品的节选）或同一主题和风格的多个汉语或外语文本的翻译实践。翻译文本的选择要

求必须为首译，译出或译入语言不少于 2万汉字，并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写出不

少于 0.8万个外语单词的分析报告。口译研究生就特定话题进行模拟口译或对自己承

担的口译任务进行描述与分析，其中包括不少于 2万个汉字或外语单词的口译录音转

写，并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写出不少于 0.8万个外语单词的分析报告。 

（2）翻译实习报告 

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在语言服务业的项目经理、项目译员和项目审校等相

关岗位实习之后，就实习过程写出不少于 1.5万个外语单词的实习报告。报告可以是

项目经理实习报告、项目翻译实习报告、项目审校实习报告等。 

（3）翻译实验报告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某个或者某类翻译问题展开实验，分析实验结果。写出

实验报告。字数不少于 1.5万个外语单词。实验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实验选题

的缘由、实验所依据的理论、实验的研究目标、简要的实验过程、较详尽的相关文献

和研究方法等；准确的实验数据和结果；对实验数据和结果的分析，合理的结论等；

必要的参考文献。 

（4）翻译调研报告 

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对翻译政策、翻译产业和翻译现象等与翻译相关的问题展开

调研与分析，内容包括任务描述、任务过程、调研结果分析以及调研的结论与建议

等。不少于 1.5万个外语单词。 

（5）翻译研究论文 

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翻译的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写出不少于 1.5万个外语单词

的研究论文，须符合《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统一要求及学院专

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各项要求。 

3. 论文外审 

提交论文须通过双盲评审，盲评程序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执行。学位论文的评审

意见由“总体评价”和“答辩意见”两部分组成。“总体评价”包括优秀、合格、不合



格；“答辩意见”包括同意答辩、同意修改后答辩、重大修改后重新评阅、不同意答

辩。 

原则上，评审意见中对论文的总体评价为“不合格”，或答辩意见为“不同意答

辩”，属于专家对学位论文“存在异议”，不能参加答辩。 

不“存在异议”且不存在“重大修改后重新评阅”的学位论文可按答辩程序要求

进入答辩环节。对于“存在异议”或存在“重大修改后重新评阅”的学位论文，论文

作者如果认可专家评审意见，可自愿中止此次评审程序，论文作者需在导师指导下认

真修改论文不少于一个月，于下一批次学校集中组织论文送审时再次提交送审申请；

满足复审或申诉条件的，可选择相应的复审或申诉程序。 

学位论文答辩意见存在“重大修改后重新评阅”，且不存在异议的方可申请复审。

要求论文作者和导师向院学位分委员会提交申请，并汇报论文修改情况，由院学位分

委员会决定是否复审。 

满足论文只有 1 份评审意见中存在异议且必须另一份评审意见的“总体评价”为

优秀、“答辩意见”为同意答辩或同意修改后答辩，或有 1 份答辩意见为“重大修改

后重新评阅”且不存在异议的，方可提出申诉。要求论文作者和导师向院学位分委员

会提交申请，由院学位分委员会决定是否通过申诉。 

具体申请流程按照《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细则》执行。 

4. 在学分饱满、完成实践环节以及论文合格的基础上，授予翻译专业硕士学位，

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编写成员：杨连瑞、陈士法、贺爱军、李光在、修德健  

学院（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字：                                  学院（中心）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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