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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概念 

(1) 培养方案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培养工作的实施标准和主要依据。培

养方案主要包括学科简介、培养目标、学习年限、课程学习要求、实践实习要求、过程管理、

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等方面的内容。各学科根据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制定本学科的培养方案。 

(2) 培养计划 

培养计划是研究生根据所在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并结合自身特点，在导师指导下制定

的个人学习计划。研究生按照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进行选课。 

(3) 培养计划制定流程 

研究生入学时，院系教务管理老师根据研究生的类型，给每位学生指定相应的培养方案。

新生入学后 1 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初步的个人培养计划，并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

系统中录入。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和院系审订后，打印签字并递交学院（系）研究生教务办

存档。培养计划制定流程见图 1-1。 

图 1-1：培养计划制定流程 

为学生指定培养方案

制定培养计划

学生培养计划审核

并存档

审核不通过

指导学生制定培养计划

学生培养计划导师审核提交审核

选课

 备注：研究生在每学期开学的前 2 周内，可根据前期的课程学习和选课情况提交培养计划

修改申请，完善个人培养计划。但之前已经选班并修读的课程不能进行更改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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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选课须知 

1. 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要求 

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一般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前沿课和专业选修课四个模块

组成。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基本要求见表 2-1，各学科培养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下列课程。 

表 2-1：研究生课程设置基本要求 

课程类型 硕士 博士 

（一）公共基础课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3 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2

学分，必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1 学分，选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

分，选修）； 

必须从两门选修课程中选择 1 门修读。 

2．第一外语：2 学分。全日制硕士生必修

《学术英语》（为 GPA 统计源课程）；

不满足《基础英语》免修条件的学生，需

补充修读《基础英语》（2 学分），计为

任意选修课学分。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2 学分，必修）；《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1 学分，选

修）。 

2．第一外语：2 学分，第一外语为英语

的博士生必修一门学术英语类课程。不

满足《基础英语》免修条件的学生，需

补充修读《基础英语》（2 学分），计

为任意选修课学分。 

3．学术规范与科学素养类课程：1 学分。 

 

（二）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前沿课 

 

一般应包括公共数学课 3～6 个学分（人

文与医学等有关学科除外），并有最低学

分要求。上述课程一般为 GPA 统计源。 

参见本学科培养方案 

（三）专业选修课 至少修满最低学分。 参见本学科培养方案 

备注： 

(1) 港澳台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可免修。 

(2) 国际研究生, 公共必修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可免修，必修《中国文化概论》 （2

学分）和《汉语》（2学分），计入公共基础课模块。  

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最低总学分和 GPA 统计源课程总学分（GPA 学分）1要

求、课程是否必修、是否为 GPA 统计源课程由各院系在制定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时确定。

学生必须修完培养计划所选定的全部课程。 

                                                   
1 GPA 全称是 Grade Point Average，即平均成绩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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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课规则 

研究生首先根据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建议，选择课程制定培养计划；每学期从已制

定培养计划中选择课程安排个人课表。 

研究生选择本专业培养方案所列的课程，如果是强制GPA统计源课程，则只能选为GPA

统计源课程；如果是非强制的 GPA 统计源课程，可以选为 GPA 统计源课程，也可以选为非

GPA 统计源课程（根据院系实际要求决定）；如果是非 GPA 统计源课程，只能选为非 GPA

统计源课程。 

研究生可以选修相关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具体课程由导师（组）安排，经

学科和学院（系）同意后确定。如果从外专业培养方案中选课，所选课程统一计入专业选修

课模块、非 GPA 统计源。 

 

三、 选课流程 

选课前，务必确认已制定培养计划。使用你的 Jaccount 账号登录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

统（研究生院主页 http://www.gs.sjtu.edu.cn 右下方【管理信息系统登录】->【学生、教师、

导师】）。进入【选课管理】菜单后可以查询到课程对应的上课时间和地点。选课时，已列

入培养计划的课程若本学期有开课，则自动出现在【课程选班】的列表中，点击【选班】选

择课程相应的教学班。对于未列入培养计划的课程，一般通过【任意选修课】模块进行选课，

比如“公共体育课”；若要选修第二外语，在【二外】模块中选择课程相应的教学班。选课成

功后，请在【已选课程】模块中查看自己选过的课程。若要退课，请在【已选课程】模块中

找到该课程，进行退选操作（只能在开学前两周进行退选）。具体选课流程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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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

课程选班

已加入培养计划的课程

输入验证码

Jaccount账号登录

查询开课班级

任意选修课

输入验证码

不在培养计划中的课程

（如：公共体育课）

选课

备注：如需退选，
须在“已选课程”

中进行

 

图 3-1：选课流程 

四、 选课管理界面 

1. 选课通知 

 点击左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选课通知】进入选课通知的主界面如图 4-1 所示。

学生只能在选课通知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选课。 

图 4-1 选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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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课方法说明 

 点击左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选课方法说明】进入选课方法说明的主界面如图

4-2所示。 

图 4-2 选课方法说明 

 

 

3. 我要选课 

 点击左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我要选课】进入我要选课的主界面如图 4-3 所示。 

图 4-3 我要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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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可以通过“课程选班”选择已加入培养计划的课程的教学班级，点击

可以对当前这门课程进行选择，但是要输入验证码方可完成操作。已修过且及格的

课程不再显示在学生的备选课程列表中。 

（2） 点击 ，可以看到不在培养计划中的任意选修课。如图 4-4 所示。 

图 4-4 我要选课-任意选修课 

 

 在设置好查询条件之后，点击 按钮，可以看到所在院系对应的课程。 

 点击 按钮，要输入验证码才可完成操作。 

（3）点击 按钮，可以看到自己选过的课程，如图 4-5 所示。在开学前两

周内可以进行退选操作。 

图 4-5 我要选课-已选课程 

 

4. 我的课表 

 点击左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我的课表】进入我的课表的主界面如图 4-6 所示。

可以查到学生的课程，具体的上课时间和地点。还提供打印课表功能。 

图 4-6 我的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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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好学期之后，点击 就可以查到对应该学期的课程。 

 点击 按钮，会下载一个 PDF 文件，再从该文件中打印即可。 

5. 开课班级查询 

 点击左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开课班级查询】进入开课班级查询的主界面如图

4-7所示。可以选择开课学期，开课院系和课程名称来查到该课程对应的上课时间和地点。 

图 4-7 开课班级查询 

 

6. 重修重考 

 点击左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重修重考】进入重修重考的主界面如图 4-8 所示。

对于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和平均绩点（GPA）不达标的学生，可以在课程开设时进行重修或重

考申请。每门课程的重修（重考）最多不超过 2 次。原课程成绩为不及格的，重修（重考）

后的成绩达到 B-或 B-以上均按照 B-记载，重修（重考）成绩为 B-及以下按照实际成绩记载；

原成绩为及格但 GPA不达标的，课程重修（重考）后的成绩按照实际成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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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重修重考 

 

（1）点击“可申请课程”菜单， 

 点击 可以进行重修申请。 

 点击 可以进行重考申请。 

 点击 可以取消申请已经申请过的重修或重考的科目。 

（2）点击 按钮，可以看到学生已经选择的重修重考科目，如图 4-9 所示。 

图 4-9 重修重考-已申请课程 

 

五、 ＦＡＱ研究生选课常见问题解答 

(1) Q：研究生在哪里选课? 

Ａ：使用研究生 Jaccount 账号登录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生院主页

http://www.gs.sjtu.edu.cn 右下方【管理信息系统登录】->【学生、教师、导师】），点击左

边功能菜单【选课管理】->【我要选课】。 

(2) Q：如何修改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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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在开学 2 周内），在管理系统中提交培养计划前，可以随时

修改；提交培养计划而院系未审核时可以收回培养计划后修改；提交培养计划并院系审核通

过后需要院系先退回后再修改。第二学期以后修改培养计划，应该于开学后 2 周内申请修订。 

(3) Q：研究生可以选修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么? 

Ａ：研究生可以选修相关学科的研究生课程、本科生课程，具体课程由导师（组）安排，

经学科和学院（系）同意后确定。除本科课程外，如果从外专业培养方案中选择，则为非

GPA 统计源课程，课程类别统一为专业选修课，计算学分。 

(4) Q：研究生如何选修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 

A：登录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后，在左侧功能菜单中点击【培养管理】->【培养计划】

进入培养计划页面，点击页面上的【外专业选课】，将需要选修的外专业课程加入培养计划。

点击左侧功能菜单【选课管理】->【我要选课】，在【课程选班】中选择教学班。 

(5) Q：为什么我在培养计划中加入课程后，在【课程选班】中没有该门课程的可选班

级？ 

A：【课程选课】中只显示本学期开课课程的可选班级，请在培养计划中查看该门课程

是否为本学期开课，或选修学期是否选为本学期。 

(6) Q：已经选择教学班的课程如何更改教学班？ 

A：需要先退选当前教学班，再在【课程选班】中选择其他教学班。 

(7) Q：选课时为什么有的教学班不能选择？ 

A：教学班一般有人数限制，只能选择选课人数“未满”的班级，如果“已满”则无法

选择。 

(8) Q：如遇所选课程不开如何换课？ 

A：首先需要先退选当前教学班，修改培养计划后重新选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