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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2019年插班生政策

    为了进一步深化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建立创新型人

才培养多元化的选拔机制，我校2019年继续参加上海市

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通过插班生转校学习的

选拔机制让优秀学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及才智，鼓

励部分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成为高素质、有专长、社会

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2018年秋季入学的上海市普通高校在校在籍全日制

一年级本科学生，且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招收插

班生试点工作的其它相关规定。



2.招生专业

招生学院 专业名称
最大

招生数
报考人数 报考条件 体检限制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2 4
现就读专业为：化学类、
化工与制药类、药学类、
材料类、生物科学类、
生物工程类和食品科学
与工程类等相关大类或

专业

色弱，色盲，
嗅觉迟钝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4 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 1

复合材料与工程 2 0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 85
现就读专业为：机械类、
仪器类、电气类、电子
信息类、自动化类、计
算机类、数学类和物理
类等相关大类或专业

色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3 12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 2 6 色弱，色盲

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 22

现就读专业为：管理学
门类（公共管理类除
外）、经济学门类等相

关大类或专业

工程管理 1 12

物流管理 1 11

工商管理 2 36



考试科目

招生学院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现代基础化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复合材料与工程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物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设计快题

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经济学
工程管理

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2019年华东理工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14：30-16：00

题型 题量 分值
听力 8短文，2长文，填空 35

阅读理解 3*5 30
15选10 10 20
作文 1 15



2019年华东理工大学插班生考试题型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12：40-14：00

题型 题量 分值

填空 4 20
选择 6 30

综合大题 5 50



2019年华东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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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0
判断 10 20

名词解释 5 10
计算题 2 30



2019年华东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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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0
填空 10 30
大题 4 40



2019年华东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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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0
填空 20 40
大题 2 20



英语

数学

设计

六级考研难度；有听力

考研难度

现场根据给出的材料和内容快速
设计出作品

考试难度



化学

经济学

物理

考研难度

微观和宏观都要考，基本上各占
一半的比重

教材为蓝本，考研难度

考试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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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戴坚舟  华东理工大
学出版社  第二版上下册
 
◆《大学物理竞赛精选详解350题》  
国防工业出版社

物理参考书



化学参考书

◆《线代基础化学》 朱裕贞 化学工业出版社

◆《无机化学》 曹锡章、宋天佑、王杏乔 第三版上
下册  高教出版社

◆《无机化学 学习与考研指津》2008版   杨世忠  
穆劲主编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现代化学基础》 胡忠鲠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 高
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斱经济学学习手册》  王海滨主编   
中国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参考书



录取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在读高校 预录取专业
192278 何欣宇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应用化学
191167 王馨怡 女 上海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191097 梁子苇 女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应用化学
190932 金雨昕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应用化学

192132 管文豪 男 上海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2462 徐武鹏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3840 马国奡 男 上海海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4522 郎力 女 上海海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1654 李豪 男 上海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4474 薛廷杨 男 上海海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4184 朱天成 男 上海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191140 唐思琦 女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193527 周梓婷 女 上海海事大学 工商管理



录取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在读高校 预录取专业

194924 吴霄琳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市场营销

193679 余乔凤 女 上海海事大学 市场营销

192370 郭俣涵 女 上海理工大学 物流管理

193355 罗葭月 女 上海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91875 崔子怡 女 上海大学 生物科学

191229 陈梓天 男 上海海洋大学 生物科学

190971 俞小康 男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2909 陈一凡 男 上海杉达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1009 周承宇 男 上海海事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1256 张令龙 男 上海理工大学 工业设计

191143 舒胤麒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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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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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理工大学插班生2019年报录比



预祝各位同学考试成功！

同达教育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