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简介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教育部与上海市人

民政府共建高校，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上海市首批高

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1922 年 10 月 23 日成立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

实际领导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悉

心关怀，于右任、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张太雷、恽代

英、邵力子、陈望道、田汉等贤达汇聚上大。学校在中国革命史和教

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彼时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北有

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的盛誉。

20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大学践行“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

的办学宗旨，成就瞩目，英才济济。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关向

应、李硕勋、王步文、刘华、何秉彝、杨之华、张琴秋、钟复光、丁

玲、戴望舒、谭其骧、王一知等都从这里走出，他们中有党和国家领

导人，有为国捐躯的烈士，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一流的学者、作

家、剧作家、诗人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社会科学研究、自然

科学普及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与上海工业大学先后成立。三校艰苦创业，周

仁、严东生、谢希德、李华、张敬人等勇挑重担，为把上海建成“先

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服务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培

养了大批“高精尖”人才和工业技术人才。



再造时期，弦歌不辍。1983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上海市人

民政府决定将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外国语学院分校、华东师范大学仪

表电子分校、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校、上海

市美术学校等六所学校合并，复办上海大学，要求继承早期上海大学

的光荣传统，孟宪勤、王生洪先后任书记、校长。早期上海大学校友

杨尚昆、周建人、俞平伯、阳翰笙、匡亚明、施蛰存等纷纷题词来电，

祝贺母校“复校”“重光”。

1994 年 5月，新的上海大学由上海工业大学（成立于 1960 年）、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于 1958 年）、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

科学校（成立于 1959 年）合并组建四校合并组建。著名科学家、教

育家钱伟长院士担任校长，吴程里任书记。钱伟长独树一帜的教育思

想和治校方略开创了学校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推进了学校

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学校植根上海，发挥综合优势，综合实力和核心

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迈入研究型

大学行列。

上海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学科

门类。现设有 32 个学院。设有 98 个本科专业，28 个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9 个交叉学科博士点，4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含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

科未覆盖）、23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拥

有国家科技部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国家发改委 1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建）、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南

方实验基地（共建）；国家教育部 3个重点实验室、2 个工程研究中

心、1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 个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及 1 个

批准备案建设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1 个国家文物局与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建研究基地、1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个国家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1 个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1 个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中心、1 个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国际禁毒

政策中心、1 个中国社科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上海研究院、1 个

外交部与上海大学共建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1个国家文物

局和上海大学共建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1个国际博览协会

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1个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共建的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1 个中国文化新经济开发标准

研究委员会下的上海大学文化新经济研究院等 82个省部级及以上基

地平台.

学校现有研究生 18986 人，全日制本科生 19877 人（含预科生

63 人），成人教育学生 19432 人。上海大学是上海市重要的人才培

养基地。学校是拥有国家试点学院的 17 所高校之一，是教育部实施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首批高校之一，是教育部、中共中央

宣传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的高校之一。钱

伟长学院入选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单位。

学校建立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特色鲜明的人才培



养模式。

上海大学在 2009 年、2016 年先后被教育部评为首批 50 所“全

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和首批 50 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2021 年又入选全国 100 篇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典

型案例,并获批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示范基地。近年 QS世

界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保持大陆高校前 20位。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我校毕业生共计 9859 名（含定向就业研究生 604 名），疫

情三年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保持稳中有升，其中本科毕业生境内外深

造比例超过四成。学校始终重视就业价值引导，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主

动选择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上海大学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初步形成了层次更为清晰、结

构更趋合理、具有国际化程度、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并已

在多数学科领域中形成了若干有特色、有影响、有潜力的学科团队。

现有专任教师 3471 人，其中教授 790 人、副教授 1093 人，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 2664 人。现有全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6

人，双聘院士 17人，工程院外籍院士 1人，海外院士 17人；国家级

中青年领军人才 87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64 人，艺术类人才 10 人，

省部级中青年领军人才 214 人，省部级青年人才 165 人。

上海大学科研能力和水平处于全国高校先进行列。7人入选 2021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学校新组建以来，以第一完成单位/第一

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3项、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54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1项，获上

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共计 187 项（其中一等奖共计 40 项），获上海

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共计 19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获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共计 44

项。2021 年，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64 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重

大研究计划 1 项）、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6项（其中重大项目 3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9项。

上海大学积极推进开放合作，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

外合作办学稳步发展。目前，学校已与 5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9 所大

学或机构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在校就读的外国留学生 3301 人，来自

于全球 153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学历生 2229 人。学校被教育部评为

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单位、首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

拥有 4 个国家外专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基地。学校建有

4个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并已与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大学合作

建立了 5 所孔子学院。

学校与中国科学院长三角地区研究院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宝山

区人民政府、嘉定区人民政府、静安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温州市人民

政府、嘉善县人民政府、河南省文物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了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队伍建设在内的全面合作。

上海大学校园占地面积 180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139 万平方

米，形成了以校本部为“一体”、延长校区和嘉定校区为“两翼”的

“一体两翼”的校园格局。

上海大学图书馆建筑面积 7.91 万平方米，读者座位数 5897 个；

馆藏图书 428.7 万余册；订购纸质报刊 1457 种；订购电子文献数据

库 66 种，含电子刊 3.9 万余种，电子书 762.7 万余种。学校以智慧

校园建设为基础,完成四校区环状光缆互联,推进基于 IPv6 的校园物

联网、四中心融合和 5G 校园建设，打造一站式服务中心，实现了一

批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学校正在进行业务大系统建设、数据治理、一

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实施工作，逐步推进 AI+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

设,分步实施学科智能计算服务共享平台，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高效管理、师生服务提供了较完善的一流信息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加

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上海大学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1994 年以来，上

海大学已 11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2009 年被评为“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2011 年、2015 年两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单

位”；2017 年 11 月，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2019 年 4 月，

荣获首届“上海市文明校园”称号；2020 年 11 月，经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批准，上海大学全国文明校园复查合格，继续保留全

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2021 年 4月，荣获第二届“上海市文明校园”

称号；2018 年 11 月，上海大学“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入选



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019 年 10 月，溯园（上海

大学博物馆）获批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 年 5 月，钱伟长

图书馆入选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此外，学校于 2007

年荣获“全国教育纪检监察先进集体”称号，2010 年被中共中央、

国务院授予“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2011 年，被命名为“上海市

廉政文化示范点”。

如今的上海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

高校中都已位于前列。在上海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学校将牢记嘱

托，砥砺奋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自强不息、道济天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

实践中，奋力谱写新时代上海大学的新篇章！

附件：部分学院网址

学院及网址 专业

文学院

https://cla.shu.edu.cn/
汉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https://shf.shu.edu.cn/
英语

法学院

https://law.shu.edu.cn/
法学、知识产权

新闻传播学院

https://sjc.shu.edu.cn/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经济学院

https://soe.shu.edu.cn/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理学院

https://ms.shu.edu.cn/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

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https://schim.shu.edu.cn/
信息资源管理

悉尼工商学院

https://silc.shu.edu.cn/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https://cla.shu.edu.cn/
https://shf.shu.edu.cn/
https://law.shu.edu.cn/
https://sjc.shu.edu.cn/
https://soe.shu.edu.cn/
https://ms.shu.edu.cn/
https://silc.shu.edu.cn/


学院及网址 专业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https://scie.shu.edu.cn/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

理学院

http://www.scicol.shu.edu.cn/

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

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https://auto.shu.edu.cn/
智能制造工程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https://cs.shu.edu.c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上海电影学院

https://sfa.shu.edu.cn/
数字媒体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s://mat.shu.edu.cn/
电子科学与技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与里斯本学院联合培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葡合作）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与里斯本学院联合培养
土木工程（中葡合作）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与里斯本学院联合培养
环境工程（中葡合作）

https://scie.shu.edu.cn/
http://www.scicol.shu.edu.cn/
https://auto.shu.edu.cn/
https://cs.shu.edu.cn/
https://www.sfa.shu.edu.cn/
https://mat.s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