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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见学位办[2009]23号文）中指出，MTI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MTI 教育重

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全日制 MTI 的招生对象为具

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具有良好的

双语基础。

根据《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及教

学司[2009]22号文件精神，现制定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

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

本考试旨在全面考察考生的双语（外语、母语）综合能力及双语

翻译能力，招生院校根据考生参加本考试的成绩和《政治理论》的成

绩总分（满分共计500分），参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来选择参加复试

的考生。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除全国

统考分值100分的第一单元《政治理论》之外，专业考试分为三门，

分别是第二单元外国语考试《翻译硕士 X语》（含英语、法语、日语、

俄语、韩语、德语等语种），第三单元基础课考试《X语翻译基础》（含

英汉、法汉、日汉、俄汉、韩汉、德汉等语对）以及第四单元专业基



础课考试《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翻译硕士 X语》重点考察考生的

外语水平，总分100分，《X语翻译基础》重点考察考生的外汉互译专

业技能和潜质，总分150分，《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重点考察考生的

现代汉语写作水平和百科知识，总分150分。（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参

见教学司[2009]22号文件）

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

1.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掌握6000个以上的选考外语积极词

汇。

2.具有较好的双语表达和转换能力及潜质。

3.具备一定的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对作为母语（A语言）的现代汉语有较强的写作能力。

四、考试时间与命题四、考试时间与命题四、考试时间与命题四、考试时间与命题

每年1月份举行，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步进行。由各招

生院校 MTI 资格考试命题小组根据本考试大纲，分别参照翻译硕士外

语考试《翻译硕士 X 语》、基础课考试《X 语翻译基础》及专业基础

课考试《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考试大纲及样题的要求，自主负责命

题与实施。

五、考试形式五、考试形式五、考试形式五、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试题在各项试题中的分

布见各门“考试内容一览表”。



六、考试内容六、考试内容六、考试内容六、考试内容

见以下分别表述。

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翻译硕士《翻译硕士《翻译硕士《翻译硕士 XXXX语》考试大纲语》考试大纲语》考试大纲语》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

《翻译硕士 X 语》作为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入学考

试的外国语考试，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行MTI 学习所要求的

外语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二、考试性质与范围：二、考试性质与范围：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单项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

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 MTI 考生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

外语听、读、写等方面的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

1.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10，000以上，掌握6000个

以上（以英语为例）的积极词汇，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

及其常用搭配。

2.能熟练掌握正确的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良好的外语听辨能力和信息识别能力。



4.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四、考试形式四、考试形式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

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各项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五、考试内容五、考试内容五、考试内容：：：：（以英语为例）（以英语为例）（以英语为例）（以英语为例）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听辨理解、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外语写

作等。总分为100分。

I．听辨理解

1.要求：

1)能听懂真实交际场合中的各种外语会话和讲话。

2)能听懂语言使用国电台、电视台（如BBC、VOA、NHK 等）节目中

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题报道。

3)能听懂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文学、科普方面的

一般讲座及讲座后的答问。

2.题型：

1)填空题（听文章并就卷面给出的文章填空，重点考查听辨理解和

择要速记的能力）

2)多项选择题（与传统听辨题型类似，考查听辨材料主旨和细节的

听辨理解能力）

本部分选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语言



难度和语速适中；所有考试录音均只播放一遍，填空题录音结束后

有3-5分钟答题时间，每道选择题后有10-15秒的间隙。

II．词汇语法

1.要求

1）词汇量要求：

考生的认知词汇量应在10,000以上，其中积极词汇量为5,000以

上，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语法要求：

考生能正确运用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2.题型：

多项选择或改错题

III. 阅读理解

1.要求：

1）能读懂常见外刊上的专题文章、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等各种文体

的文章，既能理解其主旨和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

并能理解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

2）能根据阅读时间要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2.题型：

1)多项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2)简答题（要求根据所阅读的文章，用3-5行字数的有限篇幅扼要回

答问题，重点考查阅读综述能力）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重点

考查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理解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要求。

IV．外语写作

1. 要求：

考生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一篇400词左右的记叙文、说明

文或议论文。该作文要求语言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 题型：命题作文

《翻译硕士 X语》考试内容一览表（以英语为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考试内容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分值分值分值分值 时间（分钟）时间（分钟）时间（分钟）时间（分钟）

1 听辨理解
1)填空

2)多项选择
20 60

2 词汇语法
多项选择

或改错
20 30

3 阅读理解
1)多项选

2)简答题
40 50

4 外语写作 命题作文 20 40

共计 100 180

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XXXX语翻译基础》考试大纲语翻译基础》考试大纲语翻译基础》考试大纲语翻译基础》考试大纲

一一一一、、、、 考试目的考试目的考试目的考试目的

《X 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外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

入 MIT 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二、考试性质及范围：二、考试性质及范围：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翻译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

试。考试的范围包括 MTI 考生入学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

及外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本技能。

三、 考试基本要求

1.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具备扎实的外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3.具备较强的外汉/汉外转换能力。

四、考试形式四、考试形式四、考试形式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

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考生的外汉/汉外转换能力。试题分类参

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五、考试内容：五、考试内容：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词语翻译和外汉互译。总分150分。

I. 词语翻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外文术语或专有名词。

2.2.2.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出题中的30个汉/外术语、缩略语或专有

名词的对应目的语。汉/外文各15个，每个1分，总分30分。考试时间

为60分钟。

II. 外汉互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外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目

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背景知识；译文忠实原文，无明显误译、漏

译；译文通顺，用词正确、表达基本无误；译文无明显语法错误；外

译汉速度每小时250-350个外语单词，汉译外速度每小时150-250个汉

字。

2.2.2.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外译汉为250-350个单

词，汉译外为150-250个汉字，各占60分，总分150分。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

《X语翻译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题型题型题型题型 题量题量题量题量 分值分值分值分值 时间（分钟）时间（分钟）时间（分钟）时间（分钟）

1111

词

语

翻

译

外译汉 15个外文术语、缩

略语或专有名词

15 30

汉译外 15个中文术语、缩

略语或专有名词

15 30

2222

外

汉

互

译

外译汉 两段或一篇文章，

250-350个单词。

60 60

汉译外 两段或一篇文章，

150-250个汉字。

60 60

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 —— 150 180

全日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日制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大纲《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大纲《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大纲《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一、考试目的

本考试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之专

业基础课，各语种考生统一用汉语答题。各招生院校根据考生参加本

考试的成绩和其他三门考试的成绩总分来选择参加第二轮，即复试的

考生。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水平的尺度参照性水平

考试。考试范围包括本大纲规定的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水平。

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三、考试基本要求

1.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对作为母语（A语言）的现代汉语有较强的基本功。

3.具备较强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时间与命题四、考试时间与命题四、考试时间与命题四、考试时间与命题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每年1月份举行。由各招生院校 MTI 资

格考试命题小组根据本考试大纲，参照样题自主负责命题与实施。

五、考试形式五、考试形式五、考试形式五、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

能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考生的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能力。试题分

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六、考试内容六、考试内容六、考试内容六、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百科知识、应用文写作、命题作文。总分

150分。

I. 百科知识

1.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对中外文化、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法律以及中外人文历史



地理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2.题型

要求考生解释出现在不同主题的短文中涉及上述内容的25个名

词。每个名词2分，总分5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

II. 应用文写作

1. 考试要求

该部分要求考生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和场景写出一篇450词左右的

应用文，体裁包括说明书、会议通知、商务信函、备忘录、广告等，

要求言简意赅，凸显专业性、技术性和实用性。

2. 题型

试卷提供应用文写作的信息、场景及写作要求。共计40分。考试

时间为60分钟。

III. 命题作文

1. 考试要求

考生应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写出一篇不少于800词的现代汉语

短文。体裁可以是说明文、议论文或应用文。文字要求通顺，用词得

体，结构合理，文体恰

当，文笔优美。

2. 题型

试卷给出情景和题目，由考生根据提示写作。共计60分。考试时

间为60分钟。



答题和计分：要求考生用钢笔或圆珠笔做在答题卷上。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百科知识 25个选择题 50 60

2 应用文写作 一段应用文体文章，

约450个汉字

40 60

3 命题作文 一篇800汉字的

现代汉语文章

60 60

共计 —— —— 150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