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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本科生选课须知

一、选课特别提醒

1、新教务系统（一期）已在本学期上线使用。所有本科生的教务管理业务包括选课、成绩管理、毕业审核等工作将全部转移到

新教务系统中进行。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熟悉新教务系统的选课功能，教务处制作的“新教务系统选课指导” 视频已挂在校园网上，

请同学们在选课前了解、学习选课操作，以确保顺利选课。

http://www.jwc.ecnu.edu.cn/webroot/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1651。

2、学生在选课前应认真阅读本专业培养方案，并进入系统中查看“课程管理——》计划完成情况”，了解专业培养要求及个人修

读完成情况，以指导同学们的选课修读 。

3、为了使学生合理开展学习，学校建议学生每学期选课的总量，应以 25 学分左右为宜，最高不宜超过 32 学分，其中重修课程学

分不宜超过 10 学分。

4、学生所有修读课程都需在系统中进行选课，未选课者不能获得相应成绩。学生在开学后两周内经试听可对所选课程进行调整，

例如补选、退选部分课程。

5、第二轮和第三轮选课期间开放跨专业选课和重修选课申请。

6、在第三轮选课结束前，学生需查看并确认自己本学期选课结果，确保选课与修读一致。进入系统依次点击“课程管理   —

“我的课表”查看课程表，尤其需注意查看课程表下方的课程列表，因为有部分课程的上课时间由院系进行安排，无法在课程列表中

显示。只有课程列表中存在的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获得成绩。

7、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按学年预收。学生实际修读的课程总学分超出专业培养计划总学分量 5学分以上部分，学校收取超额学

分的学费（按最低学费标准（125 元/学分），留学生 300 元/学分），并在毕业学期结清。学生修读的所有课程（第二周后确认的修

读课程）都将列入按学分收取学费的统计范围（从 2010 级开始实施）。

http://www.jwc.ecnu.edu.cn/webroot/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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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学校《本科生成绩管理试行规定》，除采用二级制成绩记录方式的课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需计算等级绩点（包括通识选

修课程）。

二、选课方法

1、登录学校公共数据库管理系统(http://www.idc.ecnu.edu.cn).在“我的首页” 中“本科生选课”频道选择“学生选课（新）”。

或者直接登录本专科生教务管理系统（http://applicationnewjw.ecnu.edu.cn/eams/）。

2、然后依次点击“课程管理”—“选课”进入选课页面进行选课。

3、本次选课共分三轮。第一轮和第二轮选课学生使用意愿值进行选课，在选课开始时，每个学生拥有意愿值数额为 100，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给所选课程赋予一定的值（大于 0，小于等于剩余值），选课结束后系统再根据意愿值的大小进行筛选。第三轮选

课采用时间优先，即选即中的方式。

三、选课时间安排

2012-2013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选课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轮选课：2012 年 12 月 17 日 14 时——12 月 25 日 17 时；

第二轮选课：2012 年 12 月 28 日 14 时——1月 4日 17 时；

第三轮选课：2012 年 2 月 18 日 15 时——3月 10 日 20 时（下学期开学前一周至开学后前两周）。

如遇紧急情况需要调整选课时间，教务处会及时在校园网公告栏上发布信息。

请同学在第一次选课前先进行本学期课程网上评教，否则不能选课。

请同学们在规定的时间内选课。第二次选课开始后可以对第一次选课的结果进行退选。

第三次选课时可以退选前两次选课时选中的课程，也可以选修仍有余量的通识选修课程，选课处理方式为时间优先。

四、各课程类别选课限制和选课说明

（一）通识选修类课程：

http://applicationnewjw.ecnu.edu.cn/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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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选修课程含有 7个系列，分别为 理科的自然科学系列、信息科学系列和文科的语言基础系列、艺术体育系列、社会科学系列、

人文科学系列，以及面向师范生的教师综合素质系列。通识选修课程选课请注意以下事项：

1、选课时请特别注意课程开设校区，学校不为跨校区选课的同学提供特别班车；以及各专业对文、理科通识选修课程的学分要求。

2、每个学生每个学期限选 3个学分的通识选修课。

（二）通识必修类课程

1. 数学统计类课程：含有大学数学，数学文化，大学统计和统计调查方法，本类课程供文科类专业学生选修，文科类专业学生必

须在毕业前修读一门；

2. 文化传承类课程：含有大学语文，国学原典选讲，国史纲要和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本类课程供理工类专业选修，理工类专业

学生必须在毕业前修读一门；

3. 体育类课程：公共体育课为体健学院专业学生必修课，共有 4个学分。建议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修完学分，也可根据学生自

身的安排在第八学期前修完学分。公共体育课程成绩分为三个等级 A、P、F，其中 A为优秀占教学班人数 30%及以下，P为合格，F为

不合格，不合格必须重修，重修不可申请免听不免考。所有项目不可以重复选修，即已经修读过的项目不可以再修。每个学生每学期

只能选择 1学分的体育课。保健班是专为不能参加剧烈运动的同学开设的公共体育课程，不能在网上选课，必须在开学一周内持县、

区以上医院证明，到体育与健康学院公体教务员处办理参加保健班手续。为防学生不熟悉场地，每学期第一次公共体育课上课地点如

下：中北校区：晴天在共青场，雨天在教书院大厅。 闵行校区：晴天在东田径场（靠近虹梅路），雨天在第二教学楼大厅；

4. 英语类课程：公共英语课由学生按照个人入学英语分级考试的分班情况，按照如下表格逐级修读：

班级类别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英语 A班 大学英语 2、3级 大学英语 4级 拓展类选修课 拓展类选修课

英语 B班 大学英语 1级 大学英语 2、3级 大学英语 4级 拓展类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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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C班 大学英语预 2级 大学英语 1级 大学英语 2级 大学英语 3级

英语 D班 大学英语预 1级 大学英语预 2级 大学英语 1级 大学英语 2级

学生在校期间需修读 12 学分公共英语课，建议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修完学分，也可根据学生自身的安排在第八学期前修完学分。

英语基础班即英语 D班的学生由大学外语教学部统一选课，学生可以不必再选择。如果你的课程表中缺少这类课程或者课程有误，请

及时咨询大学外语教学部（62232207/54344892）。

学有余力的 C班和 D班的学生也可修读拓展型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但所获得的学分只认定为公共选修课程的学分，不能充当大学

英语必修课程的学分；

5. 思政类课程：学生在校期间需修读 5门思政类课程，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二)，每个学期限选一门。

6. 计算机类课程：学生在校期间需修读 3门共 5个学分，学生根据入学时计算机分级考试后所分类别按照下表进行修读：

班级类别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达标层
Office 应用基础+计算机技术基础

（文理科）

计算机技术应用

（文理科）

良好层
计算机技术应用基础

（文理科）

多媒体信息处理与网页制作（文科）、

数据库与程序设计基础（理科）、

计算机应用（双语）三选一和计算机综合实践（文理科）

优秀层

Web 技术基础

（文理科）（中山校区）

Web 技术应用

（文理科）（中山校区）

计算机综合实践

（文理科）

多媒体信息处理基础

（文科）（闵行校区）

多媒体技术综合应用

（文科）（闵行校区）

VB.NET 程序设计基础

（理科）（闵行校区）

数据库技术

（理科）（闵行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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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部分“计算机综合实践”课程没有安排时间地点，这部分课选课后不需上课，但需参加下面的计算机竞赛，计算中心老师

将根据校内初赛提交作品情况评定本门课程成绩：

（1）中国计算机设计大赛，4月份报名，5月份交作品，相关网站： http://www.wkjsj.org/。

（2）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每年 10 月底组织报名，第二年 3月份交作品，注重计算机能力。相关网站：

http://jsjjc.tongji.edu.cn/contest/。

具体竞赛通知详见学校计算中心网站 http://www.cc.ecnu.edu.cn/。

7. 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

学生在校期间需根据个人培养方案完成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的修读要求，学生个人培养方案中已注明必修课开课学期和

选修课应修学分，学生在选课时应按照培养计划模块进行选课，并关注个人计划完成情况，在毕业之前达到培养计划规定的修读要求。

http://www.wkjsj.org/
http://jsjjc.tongji.edu.cn/contest/
http://www.cc.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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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登陆系统

使用 IE8，火狐，谷歌浏览器。打开华东师范大学主页，登陆公共数据库。点击右侧“学生选课（新）”进入新教务系统。

登 陆 新 教

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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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学生如何查看或修改自己的基本信息？

点击，进入“我的

学籍”，可以查看

个人学籍信息，更

改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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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个人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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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学生如何查看自己的培养计划？

学生登录系统，点击“课程管理”—“我的计划”如图：

查看本专业

培养计划，也

是毕业审核

的依据。

点击进入



11

培养计划均涵

盖指导思想、培

养目标及要求、

课程结构比例、

修读指导、培养

计划表五大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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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划表是培养

方案的核心内容，此部

分规定了本科学习的所

有课程及学分要求。我

校课程由通识教育课

程、学科基础课程、专

业教育课程、教师教育

课程四大模块组成，每

大模块又涵盖不同的子

模块，请大家特别注意

每个模块的“学分要

求”，只有“完成学分”

达到学分要求，才能顺

利通过毕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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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学生如何查看全校培养计划？

点击“课程管理”—“全校计划查询”如图：

查看其他专业

的培养计划。

输 入专 业名

称快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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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学生如何浏览下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

点击“课程管理”—“全校开课查询”如图：

点击查看下学

期开设的所有

课程。

可根据多种属性

快捷查询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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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学生如何了解自己的培养计划完成情况？

点击“课程管理”—“计划完成情况”如图：

查看自己已经

修读和未维修

读的学分。

已经修读和未

修读的学分。

同学们应依据

培 养 方 案 要

求，合理选课。

打印计划完

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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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学生如何选课？

点击“课程管理”—“选课”—“进入选课”进入如图页面。选课页面主要有三个模块：培养计划、选课时间表、课程列表。

培养计划选课：选课有两种选法：“选课时间表选课”和“课程列表选课”。

（1） “选课时间表选课”。时间表上的数字表示本时间段开设的课程门数，点击数字，即显示课程信息，在想选择的课程意愿值一栏

培 养计

划模块

选课时间

表模块

课 程列

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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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意愿值，点击“选课”，该课程即进入待审核状态。如图：

（2） “课程列表选课”。该模块提供查询功能，同学们可以输入课程名称、教师姓名等进行模糊查询。

3333、输入意愿

值，点击选课

1111、输入查询条

件进行模糊查

询

2222、点击“查询”

图标，或者按键盘

ENTERENTERENTERENTER键

数字表示该时

间段可选的课

程数目

点击数字，输

入意愿值，点

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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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成功课程会进入“已选课程”列表，在“已选课程”列表中还可以进行修改意愿值或者退课，如图：

注意：更改货币时如果当前用掉的货币大于剩余，先改为 1，然后再改为想要的数值。

查看已经选择

的课程
更改意愿值或

者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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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学生如何跨专业选课以及重修？

跨专业选修课程

为打破专业壁垒，实行更加开放的选课机制，使学生有机会修读跨年级、跨专业课程，享受综合性大学丰富的优质教学资源。本

学期全校各专业的专业课程继续向其他专业开放 10%名额，第二轮和第三轮选课期间学生可以进入跨专业选课通道进行选课，选课操

作方式同以上介绍的一致。

1、每个学生每学期选修跨专业课程不能超过 6个学分，

2、学生修读“跨专业课程”，一般应先修读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以免造成学习困难。

3、修读“跨专业课程”确有困难的，学生可在第 8周向教务处申请办理“期中退课”，期中退课需按学分缴纳学费。

4、系统中已经列出所选课程的考试时间（考查课除外），但系统不对你所选的多门课程的考试时间是否冲突进行判断，如果选修

的“跨专业课程”与本院系课程考试冲突，学生应优先申请本院系课程缓考。学生参加缓考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申请手续。

5、学生修读的“跨专业课程”，可充抵通识选修类课程学分。如果修读的“跨专业课程”在内容、要求及学分上不低于主修专业

相关课程，经学生申请，课程所在院系批准，可以替代主修专业同类课程。

重修课程的选课

学生申请重修需在选课系统中完成，学生在选课界面中可以查看已修课程，如该课程下个学期开课，则可以申请进行。重修课程

可以先选择免听不免考（请至教务处网站/下载“免听申请表”，并按照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学生在选课界面选课时，正常选课时按钮为“选课”，如果所选课程是已修读过的课程，按钮会显示为“重修”。

公共体育课的重修如需更换项目，需要到大学体育教学部邵老师处办理重修选课手续。联系方式和办公地点为：周五在中山北路

校区体育楼 202 室,电话为 62232197，其余时间在闵行校区体育与健康学院 102 室，电话为 54345139。

学生申请缓考和补考按照学校《本科生补考、缓考及重修管理细则》执行，具体申请方法另行通知。学生申请缓考，除因病或考

试冲突外，其余将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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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学生如何查看已经选中的课程？

由于班级规模限制，选课期间选择的课程不一定会被选中。选课结束后，系统会根据意愿值筛选。点击“课程管理—“我的课表”，

切换到下学期（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课表中显示的课程才是已经选中的课程。

点击查询各个学

期的课表，以及

选中课程

切换至 2012-2012012-2012012-2012012-2013333第

222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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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学生如何查看自己的成绩？

点击“课程管理”—“我的成绩”。同学们可以切换学期，查看以前的成绩。

默认当前学期成绩，

如需查看其它学期成

绩，点击进行切换

点击查看各个学

期的成绩



22

12.12.12.12. 学生如何进行本学期的评教？

点击“课程管理”—“学生评教”，选课之前必须先进行评教。如图：

点击，对本学

期课程进行

评教

点击，按照指

标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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