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表（山东省农村专项计划）
专业及方向 科类 学费标准 计划 就读学院 校区

汉语言文学 文史类 4600 8 文学院 曲阜
历史学（师范） 文史类 4600 8 历史文化学院 曲阜
教育学（师范） 理工类 4400 5 教育学院 曲阜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类 5200 6 数学科学学院 曲阜
统计学 理工类 5000 6 统计学院 曲阜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类 5000 6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化工与制药类（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专业） 理工类 5000 6 化学与化工学院 曲阜
生物工程 理工类 5000 6 生命科学学院 曲阜
软件工程 理工类 5200 6 软件学院 曲阜
地理科学（师范） 理工类 5200 6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日照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类 4600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照
政治学与行政学 文史类 4200 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照
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5000 5 经济学院 日照
法学 文史类 4600 8 法学院 日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5200 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教育技术学（师范） 理工类 4400 6 传媒学院 日照
新闻学 文史类 4200 8 传媒学院 日照
自动化 理工类 5200 6 工学院 日照
工商管理 理工类 5000 5 管理学院 日照

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艺术体育类本科招生计划表（山东省）
专业及方向 学费标准 科类 计划 就读学院 校区

戏剧影视文学 8800 艺术文 48 文学院 曲阜
戏剧影视文学 8800 艺术理 17 文学院 曲阜
体育学类（含体育教育(师范)、休闲体育) 5000 体育理 144 体育科学学院 曲阜
公共事业管理(招收体育管理方向) 5000 体育理 40 体育科学学院 曲阜
舞蹈学（招收健美操艺术文方向) 8800 艺术文 33 体育科学学院 曲阜
舞蹈学（招收健美操艺术理方向) 8800 艺术理 7 体育科学学院 曲阜
书法学（艺术文) 8800 艺术文 43 书法学院 曲阜
书法学（艺术理) 8800 艺术理 7 书法学院 曲阜
音乐学（师范） 8800 艺术文 61 音乐学院 日照
舞蹈学 8800 艺术文 30 音乐学院 日照
音乐表演（招收声乐方向) 8800 艺术文 10 音乐学院 日照
音乐表演（招收西洋弦乐方向) 8800 艺术文 7 音乐学院 日照
音乐表演（招收民乐方向) 8800 艺术文 20 音乐学院 日照
音乐表演（招收键盘方向) 8800 艺术文 7 音乐学院 日照
美术学类（含美术学（师范）、绘画专业） 8800 艺术文 55 美术学院 日照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 8800 艺术文 30 美术学院 日照
动画 8000 艺术文 25 美术学院 日照
数字媒体艺术 8800 艺术文 30 传媒学院 日照
数字媒体艺术 8800 艺术理 30 传媒学院 日照

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表（山东省校企合作办学专业）
专业及方向 科类 学费标准 计划 就读学院 校区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招收云计算与大数据方向） 理工类 9000 55 数学科学学院 曲阜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招收智能电子方向） 理工类 9600 40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物联网工程（校企合作招收移动嵌入式方向） 理工类 9000 40 软件学院 曲阜
软件工程（校企合作招收智能数据工程方向） 理工类 8800 40 软件学院 曲阜
软件工程（校企合作招收移动互联方向） 理工类 9000 55 软件学院 曲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校企合作招收3D仿真设计方向） 理工类 8800 4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与青岛英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理工类 8800 4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自动化（校企合作招收智能制造与工业信息化方向） 理工类 9000 40 工学院 日照
自动化（校企合作招收嵌入式开发方向） 理工类 9000 40 工学院 日照
印刷工程（校企合作招收新媒体设计与传播开发方向） 理工类 8800 40 工学院 日照

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表（山东省）
专业及方向 科类 学费标准 计划 就读学院 校区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史类 4600 153 文学院 曲阜
汉语言文学 文史类 4600 36 文学院 曲阜
历史学类（含历史学（师范）、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史类 4600 220 历史文化学院 曲阜
文化产业管理 文史类 5000 28 历史文化学院 曲阜
英语（师范） 文史类 4600 47 外国语学院 曲阜
法语 文史类 4400 18 外国语学院 曲阜
俄语 文史类 4400 18 外国语学院 曲阜
教育学（师范） 文史类 4400 48 教育学院 曲阜
心理学（师范） 文史类 5000 43 教育学院 曲阜
旅游管理 文史类 5000 22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日照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类 4600 1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照
哲学 文史类 4200 5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照
政治学与行政学（政治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 文史类 4200 6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照
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 文史类 4200 5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照
政治学与行政学 文史类 4200 2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照
经济学 文史类 5000 35 经济学院 日照
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类 5000 11 经济学院 日照
贸易经济 文史类 4500 9 经济学院 日照
经济统计学 文史类 5000 12 经济学院 日照
金融工程 文史类 5000 10 经济学院 日照
法学 文史类 4600 81 法学院 日照
新闻学 文史类 4200 137 传媒学院 日照
朝鲜语 文史类 4200 32 翻译学院 日照
日语 文史类 4400 32 翻译学院 日照
翻译 文史类 4400 44 翻译学院 日照
商务英语 文史类 4400 64 翻译学院 日照
文化产业管理 理工类 5000 14 历史文化学院 曲阜
英语（师范） 理工类 4600 35 外国语学院 曲阜
法语 理工类 4400 10 外国语学院 曲阜
俄语 理工类 4400 10 外国语学院 曲阜
教育学（师范） 理工类 4400 26 教育学院 曲阜
心理学（师范） 理工类 5000 34 教育学院 曲阜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工类 5200 190 数学科学学院 曲阜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类 5200 131 数学科学学院 曲阜
统计学 理工类 5000 106 统计学院 曲阜
应用统计学 理工类 5000 80 统计学院 曲阜
物理学（师范） 理工类 5200 190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工类 5000 50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类 5000 64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通信工程 理工类 5000 60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化学类（含化学（师范）、应用化学专业） 理工类 5200 180 化学与化工学院 曲阜
化工与制药类（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专业） 理工类 5000 96 化学与化工学院 曲阜
材料化学 理工类 5000 42 化学与化工学院 曲阜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科学（师范）、生物技术） 理工类 5200 140 生命科学学院 曲阜
环境科学 理工类 5000 79 生命科学学院 曲阜
生物工程 理工类 5000 77 生命科学学院 曲阜
食品质量与安全 理工类 4500 27 生命科学学院 曲阜
软件工程 理工类 5200 63 软件学院 曲阜
软件工程（招收慧与合作软件开发方向） 理工类 5200 60 软件学院 曲阜
软件工程（招收慧与合作软件测试方向） 理工类 5200 40 软件学院 曲阜
地理科学（师范） 理工类 5200 205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日照
旅游管理 理工类 5000 30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日照
土地资源管理 理工类 5000 36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日照
经济学 理工类 5000 52 经济学院 日照
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5000 10 经济学院 日照
贸易经济 理工类 4500 23 经济学院 日照
经济统计学 理工类 5000 22 经济学院 日照
金融工程 理工类 5000 31 经济学院 日照
法学 理工类 4600 108 法学院 日照
网络工程 理工类 5000 5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5200 7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类 5000 5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教育技术学（师范） 理工类 4400 116 传媒学院 日照
自动化 理工类 5200 169 工学院 日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5000 157 工学院 日照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工类 5000 62 工学院 日照
印刷工程 理工类 5000 74 工学院 日照
包装工程 理工类 4300 21 工学院 日照
工商管理 理工类 5000 87 管理学院 日照
物流管理 理工类 5000 63 管理学院 日照
财务管理 理工类 5000 120 管理学院 日照
朝鲜语 理工类 4200 12 翻译学院 日照
日语 理工类 4400 12 翻译学院 日照
翻译 理工类 4400 35 翻译学院 日照
商务英语 理工类 4400 29 翻译学院 日照

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表（山东省省属公费师范生）
专业 小计 科类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就读学院 校区

汉语言文学 60 文史 1 4 2 2 5 3 12 1 2 1 10 4 4 4 5 文学院 曲阜
历史学 60 文史 1 7 1 2 6 5 7 4 1 2 4 5 4 3 8 历史文化学院 曲阜
英语 40 文史 2 2 2 1 2 2 6 2 1 3 3 4 2 3 5 外国语学院 曲阜
小学教育 20 文史 1 2 5 1 3 1 3 2 2 教育学院 曲阜
思想政治教育 40 文史 2 2 1 5 4 6 2 1 3 5 4 2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照
数学与应用数学 60 理工 1 3 2 2 5 5 13 1 1 2 8 3 4 3 7 数学科学学院 曲阜
英语 20 理工 2 1 2 2 4 2 2 2 3 外国语学院 曲阜
物理学 60 理工 1 5 2 1 1 6 9 10 3 2 1 5 4 2 2 6 物理工程学院 曲阜
化学 50 理工 1 5 2 1 1 4 7 7 3 1 1 4 4 3 2 4 化学与化工学院 曲阜
地理科学 52 理工 5 2 1 1 5 6 4 5 2 3 4 4 3 7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日照
生物科学 60 理工 1 6 2 1 5 10 6 6 1 2 1 5 5 3 2 4 生命科学学院 曲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理工 3 3 1 1 4 3 2 1 2 1 4 8 2 2 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日照
小学教育 20 理工 2 2 2 5 4 3 2 教育学院 曲阜
音乐学 30 艺术 1 1 1 1 3 1 4 1 1 1 7 2 1 5 音乐学院 日照
体育教育 40 体育 1 2 1 4 2 4 1 2 1 3 9 2 3 5 体育科学学院 曲阜
美术学 25 艺术 1 1 1 2 1 3 1 1 6 3 2 3 美术学院 日照
教育技术学 51 理工 4 5 1 3 5 4 10 14 1 2 2 传媒学院 日照

合计 728 11 56 24 22 7 68 64 96 29 16 19 3 67 91 47 38 70

学校简介

◇悠久的办学历史，厚重的人文积淀
1955年建校，建有曲阜、日照两校区。
山东省重点大学，山东省首批应用型人才培

养特色名校，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山东
省首批教师教育基地，“国培”、“省培”计划承担高
校。

山东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高校。
学士、硕士、博士贯通培养的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高校。
教育部“实施卓越中学教师培养”项目高校。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高校。
全国首批招收外国留学生高校。
秉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涵养了

“勤奋、朴实、团结、进取”的校风，彰显了“儒风海
韵、海纳百川”的学府气象。

建校60余年来，形成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
系，成为文化学术重镇和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为
经济社会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完善的学科建设，丰硕的科研成果
11个博士一级学科，拥有教育专业博士学位

授权点；7个博士后流动站；25个硕士一级学科；13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87个本科专业，涵盖了文、理、工、法等10个
学科门类。

2个ESI世界前1%学科(化学、工程学)；3个山
东省立项建设一流学科(工程学、数学、中国史)；1个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门国家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6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国家
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
基地；3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18个省级重点学科；7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1个省级重点智库。

7个省部级研究基地：教育部曲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省激光偏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山东省体育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基地、山东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地、
山东省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雄厚的师资队伍，优良的办学条件
专任教师1446人，其中教授224人，副教授

500人。
拥有双聘院士2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才3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3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国家督学1人，长江学者1人，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7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教育部高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1人，国家和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20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10人(含泰山学者海外特聘
专家3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4人，省智库高端人才专
家6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6人，全国模范教师5
人，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指导教师5人。

占地面积2800余亩，教学科研用房总面积
274614㎡，学生宿舍总面积298664㎡，运动场地总
面积151413㎡,固定资产总值14 . 41亿元，其中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4 . 55亿元，图书馆藏书433万册。

◇领先的培养模式，科学的学程管理
7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含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18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
“专业核心课程+”的培养模式，双学位双专

业培养。
“平台+模块+课组”的课程体系。学校将所有

课程建设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学三个课
程平台之上。课程体系完备，课程内容丰富。

“合格+特长”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合格+
特长”的素质教育实践教学模式，共性教育与个性
培养相结合。

“弹性+学分”的学程管理体制，本科标准学
制为4年，弹性区间为3～8年。

针对师范类和非师范类专业，形成了“全程
化导师制”驻校教学实践和“实习与就业一体化”驻
企生产实践两大模式。

◇卓越的育人质量，良好的社会声誉
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示范高校。
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学

校连续五次获得一等奖。
2014-2017年，在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

业技能大赛决赛中，连续四届获得获奖率和一等奖
获奖人数“双料第一”，获得大赛唯一团体金奖。

在全国第三批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中，学校一
级甲等通过率名列全国第一。

近年学生考研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部分专
业高达60%以上；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省属高校
前列；连续九年入选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学霸宿舍”“学霸班级”不断涌现，2014级思
政二班55名同学中有43人升研；2018届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升研率达56 . 6%，其中升入“985”“211”高校
占66 . 6%。

英语专业八级通过率高达85%，高出全国平
均通过率35个百分点；法学专业司法考试通过率达
到42%。

荣获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原创舞蹈作
品表演银奖；荣获齐鲁大地首个全国大学生英语演
讲大赛总冠军；荣获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特等奖。

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上，我校赵雪寅获射
箭男子团体冠军，刘晓、田瑞获手球男子成年组第
二名，高珊、马汇婕、杨晓婕、商蕾获篮球女子成年
组第三名。

在国家、山东省大学生挑战杯等各类竞赛中
获得奖励累计2000项，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
旗团委”荣誉称号。

为社会培养输送毕业生近50万人，广大毕业
生以“基础厚实、作风朴实、业务扎实”受到社会广
泛赞誉。

◇开放的办学理念，多元的文化交流
与美、日、韩、法、俄、澳、瑞士、意等15个国家

和地区的6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在师生
互派、海外实习、文化学术交流等领域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合作。

与爱尔兰科克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北
科罗拉多大学、SUNY奥尔巴尼分校、俄罗斯秋明大
学、韩国国立安东大学、日本山口县立大学等高校
建立了2+2、3+1+1等多个联合培养项目。

与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所高
校建立了境外留学及体验的长短期项目。

儒儒雅雅圣圣地地飞飞扬扬激激情情 黄黄金金海海岸岸写写意意人人生生

联系方式 电话：0537-4418658 4438658 4458658 E-mail：qfnuzsb@163 .com 网址：http：//www.qfnuzsb.com

学校地址 曲阜校区：山东省曲阜市静轩西路57号，邮编：273165 日照校区：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北80号，邮编：276826

录取原则
按照教育部及各招生省份有关文件精神，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以高考成绩为依据，
择优录取。

一、普通文理类专业录取原则
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投档

考生按高考文化投档成绩(含政策加分，以下简称
“文化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按考生所报
专业志愿顺序确定录取专业。当考生文化投档成绩
无法满足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若考生服从专业调
剂，则根据考生文化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
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若考生不服从专业调
剂，则作退档处理。对于文化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
若生源地规定了位次确定原则，从其规定；若未规
定位次确定原则，文史类依次按语文、外语、数学单
科成绩排序确定位次；理工类依次按数学、外语、语
文单科成绩排序确定位次。成绩高者位次在前。

二、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录取原则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使用山东省文学编导类
专业统考成绩，按进档考生综合分(综合分=专业成绩
×750/300×30%+文化成绩×70%)确定录取专业；综
合分相同时，按高考文化成绩确定录取专业。

◆书法学专业：获得我校专业测试合格证，按
进档考生文化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文化投
档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专业成绩高者。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 使用山东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按进档考生
综合分(综合分=专业成绩×750/300×70%+文化成
绩×30%)确定录取专业；综合分相同时，按专业成
绩确定录取专业。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专业：获得我校专业
测试合格证，按进档考生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专业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文化投档成绩高者。

◆体育学类、公共事业管理(体育)专业：使用山
东省体育专业测试成绩，按进档考生综合分(综合
分=专业成绩×750/100×70%+文化成绩×30%)确
定录取专业；综合分相同时，按专业成绩确定录取

专业。
三、我校英语、翻译、商务英语专业要求外语语

种为英语，其它专业不限制外语语种。学校公共外
语科目为英语。

四、身体健康状况：按教育部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五、我校不设男女比例限制。
六、我校不设单科成绩限制。
七、我校同意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

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有关加分或降分投档的政策规定。
八、我校部分学院按专业类制定招生计划，完

成录取。学生入校后，一年级不分专业，实行通识教
育和学科基础教育，第一学年末按本人志愿及相关
规定在专业类内选择专业，并按所选专业毕业。

九、学校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训练专业招生录取
相关事宜以上级文件、学校相关专业招生简章为准。

十、学校内地新疆班、南疆定向计划、省属公费
师范生、地方农村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以教育
部、山东省教育厅相关文件为准。

严正声明
招生办公室是负责曲阜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

招生的唯一机构，在曲阜校区行政办公一号楼235房
间办公，我校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人员承办招生
相关事宜。对以曲阜师范大学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
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
的权利。

曲阜师范大学招生咨询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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