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河北师范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接收调剂生专业及缺额信息表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5 伦理学 全日制 1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全日制 4

002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100 法学 全日制 1

002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200 政治学 全日制
本专业只接受一志愿报考专业一级学科为政治学的考生；毕业专业

一级学科为政治学的考生优先
6

002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22

002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22

003 商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全日制 11

003 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6

004 教育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5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04 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5

004 教育学院 040106 高等教育学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6

004 教育学院 0401Z1 教师教育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3

004 教育学院 045101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 一志愿报考的专业为“教育管理” 1

004 教育学院 047101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5

005
职业技术学院、中燃

工学院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全日制 专业课为“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8

005 职业技术学院、中燃

工学院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全日制 毕业专业为工科者优先 14

005
职业技术学院、中燃

工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2

006 体育学院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全日制

报考第一志愿为体育学（报考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本科专业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武术或散打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的考

生优先）

4

007 文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一志愿报考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的考生；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11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07 文学院 050101 文艺学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一志愿报考文学类考生，文艺学方向优先；考试科目中

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4

007 文学院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一志愿报考语言学及应用语言、汉语言文字学的考生；

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2

007 文学院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一志愿报考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的考生；

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3

007 文学院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一志愿报考文学类考生，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

学方向优先；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5

007 文学院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一志愿报考文学类考生，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

学方向优先；考试科目中的外语应为（201）英语一
15

008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9

008 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4

008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全日制 8

008 外国语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非全日制 初试总分 367分及以上 11

008 外国语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全日制 13

008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非全日制 初试总分 367分及以上 10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08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全日制 6

009 新闻传播学院 130100 艺术学理论 全日制 3

012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0 考古学 全日制 8

012 历史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全日制 专业课为 313历史学专业基础 41

012 历史文化学院 060300 世界史 全日制 专业课为 313历史学专业基础 12

014 物理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毕业专业为物理及相关专业优先，英语 6级优先，综合考虑考试成

绩、科研经历
2

014 物理学院 070400 天文学 全日制
毕业专业为物理及相关专业优先，英语 6级优先，综合考虑考试成

绩、科研经历
9

015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毕业专业为化学及相关专业优先，英语 6级优先，综合考虑考试成

绩、科研经历
2

015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全日制
本科为科学教育、化学及相关专业优先，英语 6级优先，综合考虑

考试成绩、科研经历
4

016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
只接受一志愿报考人文地理学（070502）或地理学（070500）下人

文地理学方向的考生
4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本科为生物学及相关专业优先，英语 6级优先，综合考虑考试成绩、

科研经历
2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生物学或相关专业，有实验室科研经历、获得过奖学

金者优先
10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生物学或相关专业。英语 6级优先、综合考虑考试成

绩、科研经历
7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5 微生物学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生物学或相关专业。有实验室科研经历、获得过奖学

金者优先
11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Z1 化学生物学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生物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专业为生物科学类或化学类

优先
2

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300 生态学 全日制

本专业接收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方向的调剂生，复试考

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见招生简章。报考专业须为生态学、生物学或相

关专业。有实验室科研经历、获得过奖学金者优先

11

018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初试科目为：101思想政治理论、201英语一、301数学一、408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毕业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优

先

7

019 家政学院（学前教育

系）
040105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5

019 家政学院（学前教育

系）
0401J1 家政学 全日制 一志愿报考专业为学术学位教育类相关专业 3

019 家政学院（学前教育

系）
125400 旅游管理 全日制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或专业毕业后有5年以上工作

经历
9

020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030200 政治学 全日制 只接受一志愿报考专业一级学科为政治学的考生； 2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20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日制 只接受一志愿报考专业一级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考生 2

020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 2

020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060200 中国史 全日制 专业课为 313历史学专业基础 2

021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全日制 2

021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030200 政治学 全日制 本专业只接受一志愿报考专业一级学科为政治学的考生； 1

021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日制 本专业只接受一志愿报考专业一级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考生； 2

021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060300 世界史 全日制 专业课为 313历史学专业基础 2

022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 全日制 报考专业为学科教学（音乐） 4

022 教师教育学院 045113 学科教学（美术） 全日制 报考专业为学科教学（美术） 5

023 初等教育系 0401Z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

意识教育
全日制 初试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科目“311教育学专业基础” 2

023 初等教育系 045115 小学教育 非全日制 初试总分 364分及以上 4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中国

音乐史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中国

传统音乐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外国

音乐史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音乐

教育学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音乐

声学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和声

学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视唱练

耳与教学研究方向）
全日制 1

010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声乐演唱方向） 全日制 7

010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钢琴演奏方向） 全日制 9

010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竹笛演奏方向） 全日制 2

010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小提琴演奏方

向）
全日制 1



学院

代码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习方式 调剂要求 缺额

010 音乐学院 135101 音乐（琵琶演奏方向） 全日制 2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中国画创作

与研究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美术学，毕业专业为中国画者优先 4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油画创作与

研究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美术学，毕业专业为油画者优先 4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0400
美术学（美术教育研

究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美术学，毕业专业为美术教育者优先 2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5107 美术（版画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艺术硕士美术领域，毕业专业为版画者优先 3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5107 美术（雕塑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艺术硕士美术领域，毕业专业为雕塑者优先 2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5108 艺术设计（动画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毕业专业为动画或数字媒体

艺术者优先
2

0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5108
艺术设计（服装设计

方向）
全日制 报考专业须为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毕业专业为服装设计类优先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