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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 
（055100）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需要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需要的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科技笔译人才。充分利用学校优势理工科教育资源，

把学生培养成既具有较强的英语笔译技能，又具备一定科技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基本要求如下： 

1.通过翻译实践培养学生的实际翻译技能； 

2.培养学生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严谨务实的翻译作风； 

3.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机械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 等科技领域

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教学、实践实习、专业资格考试、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1.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或考核，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

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 

2.课堂教学注重专业性。强调科技翻译特色，利用本校理、工等学科资源，聘请相关学科的专

业教师或行业实践经验丰富的翻译工作者为学生上课或开设讲座。教学方法上实行项目进课堂，以

训代教，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3.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

求学生至少有 15 万字以上的笔译实践。 

4. 发挥导师组集体培养的作用。导师组以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吸收企

事业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翻译人员参加；力推双导师制，聘请校内外优势学科专业能力强、

精通外语的专家与外语教师共同指导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 

 

三、学制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一般为 2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3 年。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公共课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全选 

2400178 翻译理论研究 32 2 1 必修 

2400131 笔译理论与实践 32 2 1 必修 

专业课 

2400132 口译理论与实践 32 2 1 必修 

 

≥1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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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2400133 科技翻译 32 2 1 必修 

2400179 科技语篇体裁与读写 32 2 1 必修 

2400135 科技翻译工作坊（英-汉） 48 3 2 必修 

2400136 科技翻译工作坊（汉-英） 48 3 2 必修 

 

 

 

 

2400137 机械工程英语与翻译 64 4 2 选修 

2400138 科技新闻阅读 32 2 1 选修 

2400139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32 2 2 选修 

2400140 计算机辅助翻译 32 2 1 选修 

2400141 经济英语与翻译 32 2 2 选修 

2400142 翻译批评与赏析 32 2 2 选修 

2400143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交流 32 2 2 选修 

2400144 视译 32 2 1 选修 

2400145 会议口译 32 2 2 选修 

≥18 学分

注：根据加强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定位，共设置 38 个课程学分；另设

学术活动 0.5 学分、培养环节 1 学分和翻译实践环节 6 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研究生可根据需要选修该学科（领域）相应本科专业的专业核心课作为研究

生专业选修课的有益补充。若选修一门课程，按所选课程的学分折半计入；若选修多门课程，按所

选课程学分折半计入、累计不超过 2 学分，或按照所选课程中单门课程最高学分折半计入。选修本

科生课程超过以上折算标准的部分，不计入研究生课程学分，但可以计入课程成绩档案。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 4 次学术活动。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

的总结报告，简述活动内容并阐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或看法。 

2.实践环节（6 学分） 

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年进入翻译实习基地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相关部门进行实习，可采用

集中实习与分段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必须保证不少于一个学期的翻译实习时间。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并提交实习计划，撰写实习总结报告。不参加翻译实习或未通过翻译

专业实践考核的，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翻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考核最迟应于第四学期第十周前完成，考核通过方能获得实践环节

学分。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翻译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根据本学科的研究与实践方向，阅读有关参考书目，进行相关的

翻译实践，要求至少阅读 20 本（篇）翻译领域的国内外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以翻译评论或翻译技巧

总结的形式撰写 3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北京理工大学 2016 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类别： 翻译硕士         类别代码：055100 

2.开题报告（0.5 学分） 

开题报告主要介绍学位论文选题的实施方案、预期成果和计划安排。开题报告应以文献综述报

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实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开题报告评审专家

组由 3-5 名本领域或相关领域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或硕士生导师组成。开题报告完成时间要求

见附表。 

3.中期检查 

MTI 中心配合学院负责从课程学习、必修环节、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等多方面

对翻译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4.  培养环节审查 

翻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学术活动、专业实践等必修环

节以及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等学位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环节由学院负责进行审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5.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翻译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鼓励学位论文工作与专业实践内容的衔接。

专业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

生任选一种）：  

（1）翻译实习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笔译实习，并就实习的过程写出不少于 15000 词

的实习报告； 

（2）翻译实践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文或外文的文本进行原创性翻译，字数不少于

20000 汉字，并就翻译的过程写出不少于 5000 词的实践报告； 

（3）翻译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写出不少于 15000 词的实验报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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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词

的研究论文。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硕士专业学 

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进行。 

6.学位授予 

    翻译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

论文的规定》。同时，申请学位前必须参加人事部翻译专业二级笔译资格（水平）考试。 

本领域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附表 相关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学制（年） 2 

文献综述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中期检查 第三学期第十周前 

培养环节审查 第三学期末前 

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9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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