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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 

一、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概述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当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技能、专门知识、基

础理论和职业道德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能否获得学位的依据之一。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充分体现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要求，为

培养翻译专业人才服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旨在培养学生在翻译工作

中不断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其自身专业的可持续性成长，同时也

为专业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由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类型为案例分析报告或调研报告。 

【案例分析报告】概念界定： 

案例分析报告是指以一个或一组主题相关的典型的翻译实践任务/项目为中

心，针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专业翻译的角度，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

并解决问题。 

案例来源于真实的翻译实践。合格的学位论文应以学生实际参与的翻译实践

为素材，以具体、鲜活的翻译案例为特色，恰当地提出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分析

并解决问题。 

案例分析报告的类型包括：口笔译实践操作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项目管理

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术语库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项目语料库类案例分析报告、

项目质量审校类案例分析报告、陪同口译类案例分析报告、交替传译类案例分析

报告、同声传译类案例分析报告，等等。 

【调研报告】概念界定： 

调研报告是指以语言服务行业中的某一方面、某一现象、某一群体或某一企

业为中心，针对具体问题，从专业翻译的角度，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展开调

研，收集并分析数据，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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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对象为语言服务行业，调研报告应对翻译政策、翻译产业和翻译现

象等翻译相关问题展开调研与分析。合格的学位论文应选定适当的调研对象，收

集调研数据并针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从中发现和分析问题并得出结论。 

调研报告的类型包括：口笔译政策类调研报告、口笔译行业调研报告、口笔

译项目管理类调研报告、口笔译实践操作类调研报告、翻译工具类调研报告，等

等。 

二、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内容、形式的基本要求及评价指标 

(一) 案例分析报告 

1． 内容要求 

（1） 选题 

案例分析报告选题应来源于真实的翻译实践，反映翻译专项任务特征。 

学生应从自己参与的商务、法律、科技等主题的翻译实践中挑选典型案例，

案例可以是一个翻译实践任务/项目，也可以是一组主题相关的翻译实践任务/项

目。论文选题应有明确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应与专业培养方向吻合，可以涉及

口笔译实践操作、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术语整理、翻译项目语料库、项目质量审

校、陪同口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等方面。 

（2） 研究内容 

案例分析报告应以翻译实践案例中的具体问题为中心，从专业翻译的角度，

描述翻译案例发生的背景、情境和完成过程，分析案例中的教训和不足，并综合

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论述解决问题的方案。解决方案应符合专业翻译的规律。论文

分析立场和用语应客观中立，分析方法和分析过程应符合专业要求。 

（3） 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报告应有明确的案例和研究问题，采取收集、记录、转写（口译类）、

语料库、访谈等方法，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 研究成果 

论文的结论应对所提出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回答。论文成果对翻译实践有一定

参考价值或应用价值。论文应从专业翻译的新视角探索专业翻译中的问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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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翻译形成新的认识，体现一定的创新性。论文应具有适当的工作量和一定

的研究难度。 

2． 撰写要求 

（1） 论文组成部分 

论文一般由封面，中、外文扉页，声明，致谢，中、外文摘要、关键词，目

录，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2） 论文结构 

论文在结构上一般可以包括： 

① 引言：应交代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背景，提出研究问题，阐述本案例分析

报告的主要内容。 

② 案例描述：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对翻译实践案例进行描述，介绍案例

的背景和完成过程。 

③ 案例分析：围绕研究问题对翻译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是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 

④ 结语：应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所提炼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回答，能够为

翻译实践提供有一定应用价值的参考依据。 

（3） 参考文献 

学生必须按照学术规范列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参考或引用过的各种文献

资料。 

（4） 附录 

论文附录部分应列出案例的翻译文本全文（篇幅许可的话），笔译文本应在

10000 字以上（以汉字排版为计），可以是一个完整文本，也可以是一组主题相似

的文本；口译应提供音频或视频材料，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包括原语与译语录

音，可以是 A 语言译入 B 语言，也可以是 B 语言译入 A 语言）。口译中涉及论文

所举例子的相关部分应进行转写。对于有些因签订保密协议而无法出示附录的，

则需由保密方提供签字说明。 

（5） 写作语言 

学位论文的写作语言可在中文或外文中选择一种，全文的字数（不包括参考

文献和附录）以中文为计原则上不少于 10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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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指标 

评 价 指 标 
评 价 要 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题 

选题符合专业翻译特

征10％ 选题来源于翻译实践，具有翻译专项任务特

征。 
15％ 

选题大小适中，选题

描述具体详实5％ 

应用性 

研究方法有一定借鉴

意义10％ 
案例分析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25％ 

研究成果有一定应用

价值15％ 

创新性 

所提问题有一定新意

5％ 
以新的视角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10％ 

分析与解决方法有一

定新意5％ 

专业性 

翻译项目体现专业特

征10％ 

案例内容、分析及结论能体现相关学科领域

的专门知识和专业能力，有严谨的专业规范

性；适当的工作量及一定的研究难度。 

40％ 

项目流程符合专业要

求10％ 

案例分析充分且富于

逻辑性10％ 

论文结构严谨10％ 

规范性 

标题、摘要、关键词、

目录、参考文献格式

规范4％ 
资料引证、分析、文字、图表的准确和规范；

案例分析报告附笔译译文或口译录音/像。 
10％ 引文、文字、图表规

范3％ 

附录规范3％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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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90；75≤良好＜90；60≤

合格<75；不合格：<60。 

(二) 调研报告 

1． 内容要求 

（1） 选题 

调研报告选题应来源于语言服务行业，反映语言服务行业特点。 

学生应从自己参与的专业实践中选取调研对象，明确调研目的。调研应有明

确的问题意识，问题可以涉及口笔译政策、口笔译行业发展、口笔译项目管理、

口笔译实践操作、翻译工具使用等。 

（2） 研究内容 

调研报告应以语言服务行业中的具体问题为中心，从语言服务行业的角度，

描述调研的对象、调研工具与方法、调研过程和调研数据等，并综合运用所学专

业知识对调研中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论文分析立场和用语应客观中

立，分析方法和分析过程应符合专业要求。 

（3） 研究方法 

调研报告应有明确的调研对象和调研目的，可采取田野调查、访谈、调查问

卷、录像、录音等方法收集数据，运用专业知识，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4） 研究成果 

论文的结论应充分回应调研目的，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意

见和建议。论文成果对语言服务行业有一定参考价值或应用价值。论文应能对语

言服务行业提供新的数据，发现新的问题，或形成新的认识，体现一定的创新性。

论文应具有适当的工作量和一定的研究难度。 

2． 撰写要求 

（1） 论文组成部分 

论文一般由封面，中、外文扉页，声明，致谢，中、外文摘要、关键词，目

录，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2） 论文结构 

论文在结构上一般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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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言：应说明调研的相关背景，提出调研的问题，调研目的、意义和调

研方法。 

② 调研过程：对调研过程进行描述，介绍调研前期准备和实施过程。 

③ 调研结果与分析：对调研数据进行筛选和分类汇总，并在此基础上以文

字形式、图表形式或多媒体形式对数据进行统计与描述。 

④ 结语：归纳出概括性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或应用价值。 

（3） 参考文献 

学生必须按照学术规范列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参考或引用过的各种文献

资料。 

（4） 附录 

论文附录部分应提供调查问卷及相关材料。 

（5） 写作语言 

学位论文的写作语言可在中文或外文中选择一种，全文的字数（不包括参考

文献和附录）以中文为计原则上不少于 10000 字。 

3． 评价指标 

评 价 指 标 
评 价 要 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题 

选题符合语言服务中

的 专 业 翻 译 特 征 

10％ 选题来源于翻译实践或语言服务行业，反应

翻译专项任务特征。 
15％ 

选题大小适中，选题

描述具体详实 5％ 

应用性 

研究方法有一定借鉴

意义10％ 

调研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25％ 
研究成果有一定应用

价值15％ 

创新性 
所提问题有一定新意

5％ 
以新的视角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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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指 标 
评 价 要 素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析与解决方法有一

定新意5％ 

专业性 

调研内容体现行业特

征10％ 

调研内容、分析及结论能体现相关学科领域

的专门知识和专业能力，有严谨的专业规范

性；适当的工作量及一定的研究难度。 

40％ 

项目流程符合专业要

求10％ 

调研方法合理，数据

分析充分10％ 

论文结构严谨10％ 

规范性 

标题、摘要、关键词、

目录、参考文献格式

规范4％ 
资料引证、分析、文字、图表的准确和规范；

调研报告附调查问卷等。 
10％ 引文、文字、图表规

范3％ 

附录规范3％ 

综合评价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90；75≤良好＜90；60≤

合格<75；不合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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