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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硕士研究生招生自命题参考书目 

 

001 商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初试：811 宏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上、下册）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第六版。 

复试：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教程》, 孙翠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020204 金融学 

初试：811 宏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上、下册）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第六版。 

复试：金融学：《金融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月第一版。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初试：811 宏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上、下册）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第六版。 

复试：产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第 4 版）》，苏东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5。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初试：811 宏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上、下册）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第六版。 

复试：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实务》,钟昌标、叶劲松、汪琦、黄晖、姜书竹,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6年 8月第 1版。 

020209 数量经济学 

初试：811 宏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上、下册）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第六版。 

复试：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第四版），李子奈、潘文卿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09月。 

120201 会计学 

初试：812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管理学》（第 11 版），斯蒂芬 P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

库尔特（Mary Coulter）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 译，孙健敏 校，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年 6 月；《罗宾斯《管理学(第 11版)》学习指导》，斯蒂芬 P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库尔特（Mary Coulter）著，贾振全、郝玫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复试：会计与审计理论：刘永泽、陈立军：《中级财务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

四版)；刘永泽、傅荣：《高级财务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陈

汉文：《财务会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六版)；陈汉文：《审计理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120202 企业管理 

初试：812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管理学》（第 11 版），斯蒂芬 P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

库尔特（Mary Coulter）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 译，孙健敏 校，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年 6 月；《罗宾斯《管理学(第 11版)》学习指导》，斯蒂芬 P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库尔特（Mary Coulter）著，贾振全、郝玫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复试：企业管理学：《企业管理概论》尤建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月第四版。 

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 

初试：812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管理学》（第 11 版），斯蒂芬 P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

库尔特（Mary Coulter）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 译，孙健敏 校，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年 6 月；《罗宾斯《管理学(第 11版)》学习指导》，斯蒂芬 P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库尔特（Mary Coulter）著，贾振全、郝玫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复试：统计学原理（主要要求理解概念、统计思想）：《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中国统计

出版社，2000年 6月第 1版。 

025400 国际商务 

初试：434国际商务专业基础：《国际商务（第二版）》，韩玉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6。 

复试：商务英语：《新编剑桥商务英语（中级）》，John Hughes，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 9月版。 

025100 金融 

初试：431金融学综合：《金融学》（第四版）[货币银行学（第六版）]，黄达、张杰编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公司金融学》（第四版），杨丽荣主编，科

学出版社，2016年。 



复试：金融专业基础：《货币金融学》（第 11版），米什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25300 会计（MPAcc） 

复试：会计学：刘永泽、陈立军：《中级财务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戴德明、林钢、赵西卜：《财务会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版)；吴大

军：《管理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四版）；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

《管理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六版）。 

 

002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030105 民商法学、030106 诉讼

法学、030107 经济法学、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30109 国际法学 

初试：621 综合科 1：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高铭暄、马克

昌主编：《刑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韩德培主编：《国际

私法》（第三版），肖永平主持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版。 

      821综合科 2：彭万林：《民法学》（第七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王迁：《知识产权大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刘春田：

《知识产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张卫平：《民事诉讼

法》，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120400 公共管理 

   初试：62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新编 21 世纪社会学系列教

材），风笑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不同版本不通用）。 

822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张国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8月）。 

823土地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第七版）毕宝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824 教育管理学：《教育管理学教程》褚宏启、张新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003 教师教育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复试：教育概论：《教育概论》,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6月。 

加试：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课程与教学论理论方向） 

复试：课程与教学论：1.《课程与教学论》，钟启泉、汪霞、王文静，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2年版；2.《有效教学》，崔允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加试：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复试：语文课程与教学论：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11 年修订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

验）》，2016年版；3.冯铁山.《诗意语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4.孙绍振等.《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11 年修订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

验）》，2016年版；3.冯铁山.《诗意语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4.孙绍振等.《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复试：大学数学基础：大学数学专业现行使用的《高等代数》、《数学分析》、《概率与统

计》教材。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科学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复试：科学课程与教学论：1.教育部：义务教育初中与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最新版；

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或浙江教育出版社《科学教科书》。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复试：化学课程与教学论：1.教育部：高中与初中《化学课程标准》,最新版；2.苏教

版或鲁教版高中《化学（必修）》教科书。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小学教育方向）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复试：英语课程与教学论：1.H.Douglas Brown. 根据原理教学:交互式语言教学(第 3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Jack C. Richards, Theodore S. Rodgers(2001). 

Approach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语言教学的流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外研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中小学英语教材。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综合英语：1.邹为诚：《综合英语教程》（第三版），3-6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2.孙敬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 2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40105 学前教育学 

复试：学前教育学：刘晓东、卢乐珍著：《学前教育学》（第二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年。 

040106 高等教育学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040107 成人教育学 

复试：教育管理学：《新编教育管理学》第二版,吴志宏、冯大鸣、魏志春主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第 2版。 

加试：教育学：《教育学》，宋秋前、陈宏祖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月第 1版。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0110 教育技术学 

复试：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与实践（含动态网页制作、二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等，

可任选一项）：《教育技术学》，何克抗，李文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 2版。 

加试：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0201 基础心理学、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40203 应用心理学 

复试：心理学基础与研究方法：1.《普通心理学》，彭聃龄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2.《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张厚粲、徐建平著，2009；3.《实验心理

学》，郭秀艳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4.《心理与教育测量》（第三版），戴

海崎、张锋、陈雪枫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加试：基础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彭聃龄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0451 教育 

333教育综合：1.教育学综合：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

育科学出版社 2006年。2.中教史：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王炳照等著：《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3.外教史: 吴式

颖主编，李明德、单中惠副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王天一、朱

美玉、夏之莲编著：《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教育心理学：张大钧主

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陈琦主编：《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1年。 

045101 教育管理 

   初试：833教育管理：《教育管理学教程》褚宏启、张新平 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复试：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加试：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初试：834 语文教学论： 1.冯铁山主编，《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设计与技能训练》，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2. 周庆元著，《语文教育研究概论》，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5 年版。3.冯铁山.《诗意语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4.其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同类书籍。   

复试：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16 年版；3.冯铁山.《诗意语文论》，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4.孙绍振等.《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加试：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初试：835数学教学论：《数学教育概论》张奠宙、宋乃庆，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2016。 

   复试：大学数学基础：大学数学专业现行使用的《高等代数》《数学分析》《概率与统计》

教材。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初试：836 化学教学论：1.新版初中与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刘知新主编《化学教

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复试：化学课程与教学论：1.教育部：高中与初中《化学课程标准》,最新版；2.苏教

版或鲁教版高中《化学（必修）》教科书。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初试：837英语教学论：1.H.Douglas Brown. 根据原理教学:交互式语言教学(第 3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 Jack C. Richards, Theodore S. Rodgers(2001). 

Approach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语言教学的流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外研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 人教版或牛津版中小学英语教材。    

复试：英语课程与教学论：1.H.Douglas Brown. 根据原理教学:交互式语言教学(第 3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Jack C. Richards, Theodore S. Rodgers(2001). 

Approach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语言教学的流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外研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中小学英语教材。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综合英语：1.邹为诚：《综合英语教程》（第三版），3-6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2.孙敬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 2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初试：842地理教学论：1.《新理念地理教学论》，李家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新编地理教学论》，陈澄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复试：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初试：838 教育技术学：1.《教育技术导论》（第三版）尹俊华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2.《教育技术学》何克抗等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复试：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与实践：《教育技术学》，何克抗，李文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9年第 2版。 

加试： 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045115 小学教育 

初试：841小学课程与教学论：1.汪霞著《小学课程与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2 月；2.王本陆著 高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9年 7月。 

复试：中国小学教育史：《中国小学教育史》,吴洪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7月第 1

版。 

加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李朝霞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月第 1版。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初试：839 心理学基础知识：1.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2；2.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第二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045118 学前教育 

初试：840学前教育史：胡金平、周采编著：《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复试：学前教育学：刘晓东、卢乐珍著：《学前教育学》（第二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年。 

045400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 

初试：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1.《普通心理学》(第四版)  彭聃龄 著．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2; 2.《心理与教育测量》(第三版)  戴海崎等 著．暨南大学出

版社．2011;3.《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张厚粲，徐建平 著．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5;4.《实验心理学》  郭秀艳 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发

展心理学》(第二版)  林崇德 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6.《心理咨询与心理

治疗》  钱铭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侯玉

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004 体育学院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初试：641体育学综合理论：1.王瑞元，苏全生.《运动生理学》 【M】.北京：人民体



育出版社，2012；2.邓树勋，王健. 《运动生理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9；3.卢元镇.《体育社会学》（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周登嵩.《学校体育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复试：体育基础理论与应用（笔试）：《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黄汉升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加试：体育概论：《体育概论》杨文轩、杨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体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季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加试：体育概论：《体育概论》杨文轩、杨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力学》赵焕彬、李建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加试：体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季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运动训练学：《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加试：体育概论：《体育概论》杨文轩、杨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邱丕相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0452 体育硕士 

045201 体育教学、045202 运动训练 

初试：346体育综合：参照《体育硕士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的最新指导性意见》。 

复试： 专项技能测试 

加试：体育概论：《体育概论》杨文轩、杨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运动训练学：《运动训练学》田麦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 

 

 

005 人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01 文艺学、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3 汉语言文字学、04 中国古代文学、05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初试：651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四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08 年 11月；《现代汉语通论》第三版，邵敬敏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年；《现代汉语》增订第五版，黄伯荣、廖旭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851汉语言文学方向专题：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

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6 月；《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1999 年；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版（此后历年印刷本均可）；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4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二版（此后历年印刷本均可）。 

复试：文学评论与写作：《文心雕龙注》，刘勰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版。（01 文艺学） 

语言学概论：《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 4版；《语言学概论》修订版，王红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02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03汉语言文字学） 

文学鉴赏：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此后历年印刷本均可）；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4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二版（此后历年印刷本均可）。（04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05

中国现当代文学） 

加试：古典诗词赏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此后历年印刷本均可）； 

      外国文学：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版（此后历

年印刷本均可） 

06文艺与新传媒     

   初试：653传播学与新闻学基础理论：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五版），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3；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 

         853新媒体与文艺理论：1. 范美俊：《新媒体文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复试：媒介文化评论：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加试：广告学概论：陈培爱：《广告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数学媒体艺术概论：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概论(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060200 中国史（一级学科） 

   复试：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第 3版。 

   加试：史学概论：《史学概论》，庞卓恒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刘宗绪主编，北京师范大学。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初试：354 汉语基础：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2；2．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共 4

册）；3．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 4 版），北京：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2017；2．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2000；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修订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2。 

复试：现代汉语与对外汉语教学：1.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

版社，2011；2.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王巍、

孙淇，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教学技巧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加试：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 

          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增订本），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2。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初试：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1.李希光，《新闻采访写作教程》，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 年版； 2.张克非，《公共关系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3.陈培爱主编，《广告学概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出版，2011；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3。 

复试：新闻与传播业务综合：[美]Werner J. Severin/ James W. Tankard, Jr.著， 

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 5 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2006 年。 

加试：新闻编辑学：吴飞：《新闻编辑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媒介管理学：邵培仁、陈兵：《媒介管理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006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初试：240日语（二外）：《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 2版 2013.12； 

或 241 德语（二外）：1. 《新编大学德语》第一册 朱建华主编，李媛，邵勇等

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6 月， 第二版；2.  《新编大学

德语》第二册 朱建华主编，陶玉华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3 月，第二版；3. 《现代德语实用语法》，王兆渠 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10月，第六版； 

或 242法语（二外）：《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薜建成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61基础英语：1．《高级英语》（上、下册），张汉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综合英语教程》（3、4册），邹为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国内高校通

用的写作教材内容，兼及时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英文报刊

或网站。 

     861翻译与汉语：1.《翻译通论》，刘敬国、何刚强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2.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第 3 版)，冯庆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0；3.《现代汉语》增订第 5版(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9；4.《大学语文》（第 3版）黄美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复试：英美文学：1.《英国文学选读》，王守仁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美

国文学选读》，陶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3.《英国文学史》，王松

林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美国文学史》， 童明著，译林

出版社 ，2002年。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初试：240 日语（二外）：《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人民教育出

版社，第 2版 2013.12； 

或 242法语（二外）：《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薜建成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或 244英语（二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全新版 1、2、3册），李荫华、王

德明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1、2、

3册）》，郑树棠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663现代德语：《当代大学德语》1-4册，聂黎曦、梁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10年。 

           863德汉互译：实用德汉翻译教程：德汉-汉德，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桂乾元，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复试：德语文学：《德国文学简史》，吴涵志（Karl-Heinz Wüs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08.7。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初试：241 德语（二外）：1. 《新编大学德语》第一册 朱建华主编，李媛，邵勇等编

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6 月， 第二版；2.  《新编大学德

语》第二册 朱建华主编，陶玉华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3 月，第二版；3. 《现代德语实用语法》，王兆渠 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0月，第六版； 

或 242法语（二外）：《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薜建成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或 244英语（二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全新版 1、2、3册），李荫华、王德

明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1、2、3册）》，

郑树棠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662基础日语：1.《日语综合教程》（第五册）陆静华编著（谭晶华总主编），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 2.《日语综合教程》（第六册）陈小芬编著（谭

晶华总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3.《日本語概説》加藤彰彦・佐

治圭三・森田良行編，（株）おうふう，1989年。 

          862日汉互译：《汉日翻译教程》高宁、杜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实用汉日翻译教程》陶振孝、赵晓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复试：日本文学与文化：1.《日本文学史》,张如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版；2.《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王志松、林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 4月第 1版；3.《日本文化概论》，韩立红，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1

月第 6版。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初试：240日语（二外）：《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 2版 2013.12； 

或 241 德语（二外）：1. 《新编大学德语》第一册 朱建华主编，李媛，邵勇等

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6 月， 第二版；2.  《新编大学

德语》第二册 朱建华主编，陶玉华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3 月，第二版；3. 《现代德语实用语法》，王兆渠 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10月，第六版； 

或 242法语（二外）：《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薜建成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61基础英语：1．《高级英语》（上、下册），张汉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综合英语教程》（3、4册），邹为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国内高校通

用的写作教材内容，兼及时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英文报刊

或网站。 

 861翻译与汉语：1.《翻译通论》，刘敬国、何刚强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2.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第 3 版)，冯庆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0；3.《现代汉语》增订第 5版(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9；4.《大学语文》（第 3版）黄美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复试：语言学：《语言学教程》，胡壮麟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月第 4版。 

0502Z1 翻译学 

初试：240日语（二外）：《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 2版 2013.12； 

或 241 德语（二外）：1. 《新编大学德语》第一册 朱建华主编，李媛，邵勇等

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6 月， 第二版；2.  《新编大学

德语》第二册 朱建华主编，陶玉华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3 月，第二版；3. 《现代德语实用语法》，王兆渠 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10月，第六版； 

或 242法语（二外）：《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薜建成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61基础英语：1．《高级英语》（上、下册），张汉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综合英语教程》（3、4册），邹为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国内高校通

用的写作教材内容，兼及时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英文报刊

或网站。 

    861 翻译与汉语：1.《翻译通论》，刘敬国、何刚强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11；2.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第 3 版)，冯庆华著，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2010；3.《现代汉语》增订第 5版(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大学语文》（第 3 版）黄美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复试：翻译理论基础：不指定参考书目。 

0551 翻译 

055101 英语笔译、055102 英语口译 

初试：211翻译硕士英语：不指定参考书目。 

357英语翻译基础：不指定参考书目。 

          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不指定参考书目。 

复试：翻译实践：不指定参考书目。 



 

007 理学院 

070100 数学（一级学科） 

初试：671 数学分析：《数学分析（上、下）》，陈传璋等编著(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2 年。 

871高等代数：《高等代数》（第四版）北京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复试：综合数学：《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上）郑维行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近世代数基础》张禾瑞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070200 物理学（一级学科） 

初试：672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1.《光学教程》（第三版）姚启钧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2年；2.《电磁学》（上、下册，第二版）赵凯华等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1985 年。 

872 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周世勋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年。 

复试：普通物理（力学、热学）：1.《力学》漆安慎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2.《热学》李椿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008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070300 化学（一级学科） 

初试：681无机化学：《无机化学》（上、下册，第三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0）。 

682高分子化学：高分子化学 (第五版)，潘祖仁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683有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上、下册，第五版），李景宁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仪器分析》（第二版），刘志广，张华，李亚明，编著，大连

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881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上、下册，第五版）付献彩等（南京大学）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7）。 

085204 材料工程 

初试：882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何曼君，高分子物理（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8）；华幼卿，高分子物理（第四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883材料科学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顾宜、赵长生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009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 

080100 力学（一级学科） 

初试：891 理论力学（甲）：《理论力学 I》（第 6 版）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复试：材料力学：《材料力学》（上、下册），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加试：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学》张三慧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计基础》程光蕴编，东南大学出版社,第四版，1999。 

 

080200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初试：892机械原理：《机械原理》，郑文纬、吴克坚，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复试：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二版,于俊一编，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9 年。 

加试：机械设计：《机械设计》（第八版）濮良贵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材料力学：《材料力学》（上、下册），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85201 机械工程 

初试：892机械原理：《机械原理》，郑文纬、吴克坚，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复试：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二版,于俊一编，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9 年。 

加试：机械设计：《机械设计》（第八版）濮良贵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材料力学：《材料力学》（上、下册），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1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初试：911电子线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版），童诗

白、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

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12信号与系统：1．《信号与线性系统》（修订版），曾兴斌、蒋刚毅、杭国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2．《信号与系统》，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高等教

育出出版社，2013。 

913大学物理（光、电两部分）：《普通物理学》（第 6版），程守洙，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复试：电路原理：《电路》（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第 6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6月。 

通信原理：《通信原理》（第 6版）樊昌信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C程序设计：《C程序设计》(第 4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光学：1.《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第 3版)》，张三慧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2.《物理学(第 5 版)》（下册）， 严导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加试：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赵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电路原理：《电路原理》（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光纤通信：《光纤通信技术》，邱琪， 科学出版社，2011。 

光电材料及器件：《信息功能材料学》赵连城、国凤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 

初试：911电子线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版），童诗

白、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

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12信号与系统：1．《信号与线性系统》（修订版），曾兴斌、蒋刚毅、杭国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2．《信号与系统》，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高等教

育出出版社，2013。 

913大学物理（光、电两部分）：《普通物理学》（第 6版），程守洙，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复试：通信原理：《通信原理》（第 6版）樊昌信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程佩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月第 1版。 

光学：1.《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第 3版)》，张三慧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2.《物理学(第 5 版)》（下册）， 严导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加试：通信原理：《通信原理》（第 6版）樊昌信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程佩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月第 1版。 

光纤通信：《光纤通信技术》，邱琪， 科学出版社，2011。 



光电材料及器件：《信息功能材料学》赵连城、国凤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计算机导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赵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初试：916数据结构与算法：《C程序设计》(第 4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 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算

法导论》，Thomas H.Cormen、Charles E.Leiserson，潘金贵译，机械工业出版

社出版（第二版），2006年。 

复试：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系统教程(第 3版)》，施伯乐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第 6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6月。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第 4版)，王让定 朱莹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戴志涛，

科学出版社，2017。 

加试：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赵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电路原理：《电路原理》（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初试：911电子线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版），童诗

白、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

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12信号与系统：1．《信号与线性系统》（修订版），曾兴斌、蒋刚毅、杭国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2．《信号与系统》，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高等教

育出出版社，2013。 

913大学物理（光、电两部分）：《普通物理学》（第 6版），程守洙，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复试：通信原理：《通信原理》（第 6版）樊昌信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计算机通信网络：《计算机通信网络》, 谢希仁,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6 月

第 6版。 

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程佩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月第 1版。 

光学：1.《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第 3版)》，张三慧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2.《物理学(第 5 版)》（下册）， 严导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C程序设计：《C程序设计》(第 4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加试：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赵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电路原理：《电路》（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通信原理：《通信原理》（第 6版）樊昌信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 3版)，程佩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光纤通信：《光纤通信技术》，邱琪， 科学出版社，2011。 

光电材料及器件：《信息功能材料学》赵连城、国凤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初试：911电子线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版），童诗

白、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

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12信号与系统：1．《信号与线性系统》（修订版），曾兴斌、蒋刚毅、杭国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2．《信号与系统》，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高等教

育出出版社，2013。 

913大学物理（光、电两部分）：《普通物理学》（第 6版），程守洙，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复试：电路原理：《电路》（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通信网络》, 谢希仁,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6 月第 6

版。 

通信原理：《通信原理》（第 6版）樊昌信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C程序设计：《C程序设计》(第 4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光学：1.《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第 3版)》，张三慧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2.《物理学(第 5 版)》（下册）， 严导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加试：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赵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电路原理：《电路》（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光纤通信：《光纤通信技术》，邱琪， 科学出版社，2011。 

光电材料及器件：《信息功能材料学》赵连城、国凤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085211 计算机技术 

初试：911电子线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版），童诗

白、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

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15计算机控制：《计算机控制系统》（第 2版），刘士荣，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917 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1.《C 程序设计》(第 4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0；2.《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 吴伟民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7。 

复试：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系统教程(第 3 版)》，施伯乐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第 6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6月。 

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戴志涛，

科学出版社，2017。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第 4版)，王让定 朱莹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加试：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赵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电路原理：《电路》（第 5版），邱关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011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081402 结构工程、081403 市政工程、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

及防护工程、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初试：922 结构力学：朱慈勉主编，结构力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龙驭球主编，结构力学教程：（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923材料力学：孙训方等编， 材料力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924水污染控制工程：高廷耀、顾国维、周琪 主编《水污染控制工程》 （下册）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081401 岩土工程 

复试：岩土综合课：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大学 苏州科技学院 合编. 土力学(第二

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华南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大学 编. 基础

工程(第二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龚晓南主编. 地基处理(第一版)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加试：土力学、基础工程：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大学 苏州科技学院 合编. 土力学

(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华南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湖南大学 编. 

基础工程(第二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081402 结构工程 

复试：结构综合课：沈祖炎等编著. 钢结构基本原理（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藤智明，朱金铨编著. 混凝土结构及砌体结构（上册）（第二版），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加试：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孙训方等编. 材料力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范钦珊主编. 理论力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081403 市政工程 

复试：市政综合课（环境工程学）：蒋展鹏、杨宏伟 主编，《环境工程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加试：水污染控制工程、给排水工程、室内人工热湿环境：谭天恩、窦梅等编《化工原

理》（第四版）；蒋能照、刘道平编《室内人工热湿环境和空气质量》（第一版） 机

械工业出版社。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复试：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 合编. 混凝土结构设计

原理(第五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加试：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孙训方等编. 材料力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范钦珊主编. 理论力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复试：桥梁工程：邵旭东主编《桥梁工程》人民交通出版社，（第四版，2016年）。 

加试：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孙训方等编. 材料力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范钦珊主编. 理论力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012 海运学院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 

初试：934 交通运输工程学：《交通运输工程学》（第二版），沈志云、邓学钧编著，人

民交通出版社。 

复试：智能运输系统：《智能运输系统概论》（第 3版）,杨兆升、于德新,人民交通出版

社,2015 年 8月。 

集装箱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集装箱多式联运》（第三版）孙家庆，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6年。 

加试：港口管理：《港口管理》（第二版）,真虹,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国际航运管理：《国际航运管理》,赵刚,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

版。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085223 船舶与海洋工程 

初试：931 工程热力学：《工程热力学》（第 4 版），沈维道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933 理论力学：《工程力学: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王虎,西北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0 年 10月第 1版。 

934 交通运输工程学：《交通运输工程学》（第二版），沈志云、邓学钧编著，人

民交通出版社。 

复试：工程热力学：《工程热力学》（第 4版），沈维道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理论力学：《工程力学: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王虎,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月第 1版。 

流体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张亮、李云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9 年版。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计基础》（第六版）杨可桢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智能运输系统：《智能运输系统概论》（第 3版）,杨兆升、于德新,人民交通出版

社,2015 年 8月。 

加试：工程热力学：《工程热力学》（第 4版），沈维道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理论力学：《工程力学: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王虎,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月第 1版 

流体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张亮、李云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9 年版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计基础》（第六版）杨可桢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港口管理：《港口管理》（第二版）,真虹,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国际航运管理：《国际航运管理》,赵刚,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年 1月第 1

版。 

013 海洋学院 

070703 海洋生物学 

初试：741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化学（第 5版），陈均辉、张冬梅，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941 分子生物学：1.《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赵亚华编著，科学出版社，

2011；2.《现代分子生物学》（第 4 版）朱玉贤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071000 生物学 

初试：741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化学（第 5版），陈均辉、张冬梅，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941 分子生物学：1.《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赵亚华编著，科学出版社，

2011；2.《现代分子生物学》（第 4 版）朱玉贤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090800 水产 

初试：743农学基础数学 ：1.《高等数学》（第七版）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4；2.《工程数学线性代数》（第六版）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4；3.《新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二版）肖筱南等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 

744农学基础化学：1.无机及分析化学（第 3版），董元彦、王运、张方钰主编，

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有机化学（第 4版），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943水产动物学与基础生态学：1.普通动物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刘凌云,郑光美主编；  2.基础生态学（第 2版或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牛翠娟,娄安如,孙儒泳主编；3.养殖水域生态学(第 1版)，中国农业出版

社,2004；董双林,赵文主编。 

945养殖生态学与鱼类学：1.《基础生态学》（第 2或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牛翠娟等主编；2.《养殖水域生态学》中国农业出版社，董双林，赵文主编；3.

《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第二版，苏锦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4.《鱼类

学》，谢从新主编，2010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095134 渔业发展 

初试：340农业知识综合二：1.《水产经济动物增养殖学》,李明云主编,海洋出版社,2011

年 8月，第 1版；2.《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麦康森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年。 

946 渔业领域技术综合：1.《水产经济动物增养殖学》，李明云主编，2011 年；

2.《海藻与海藻栽培学》，赵素芬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年 

095138 农村发展 

初试：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1.《农村社会学》，李守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

2.《农业政策学》，钟甫宁，中国农业出版社；3.《管理学基础》，宋维明，中国

林业出版社，2006。 

947 农村与区域发展技术综合：1.农业经济学（第五版），钟甫宁主编，中国农

业出版社，2011；2.农村发展概论（第二版），陶佩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014 医学院 

100201 内科学、100202 儿科学、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0207 影像医

学与核医学、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100210 外科学、100211 妇产科学、100212 

眼科学、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100214 肿瘤学 

初试：750临床医学综合：1.《实用内科学》（上、下册）陈颢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版；2.《内科学》葛均波，徐永健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版；3.《外科学》,陈孝平、汪建平,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8 版；4.

《病理生理学》第八版，王建枝、殷莲华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0201 内科学 

复试：内科学：《实用内科学》（上、下册）陈颢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版；《内

科学》葛均波，徐永健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版。 

加试：生理学、病理学：《生理学》（高等医学院校本科教材）朱大年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0202 儿科学 

复试：儿科学：《儿科学》王卫平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加试：生理学、病理学：《生理学》（高等医学院校本科教材）朱大年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复试：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精神病学（第五版）》，沈渔邨，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1月 1 日。 

加试：生理学、病理学：《生理学》（高等医学院校本科教材）朱大年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复试：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医学影像学》,白人驹、徐克,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3

月第 7版。 

加试：病理学、系统解剖学：《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8版,2013；《系统解剖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第 8版,2013。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复试：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童明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1版。 

加试：生理学、病理学：《生理学》（高等医学院校本科教材）朱大年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0210 外科学 

复试：外科学：《黄家驷外科学（第 7版）上中下》，主编：吴孟超、吴在德；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2009。 

加试：病理学、系统解剖学：《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8版,2013；《系统解剖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第 8版,2013。 

100211 妇产科学 



复试：妇产科学：《妇产科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谢幸

主编，2013。 

加试：病理学、系统解剖学：《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8版,2013；《系统解剖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第 8版,2013。 

100212 眼科学 

复试：眼科学：《眼科学》, 赵堪兴、杨培增,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013年 3月第 8版。 

加试：病理学、系统解剖学：《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8版,2013；《系统解剖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第 8版,2013。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复试：耳鼻咽喉科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教材》，田勇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

8版,2013。 

加试：病理学、系统解剖学：《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8版,2013；《系统解剖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第 8版,2013。 

100214 肿瘤学 

复试：肿瘤学：1.《内科学》葛均波，徐永健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版；2.《外科学》陈孝平，汪建平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版；

3.《临床肿瘤学》万德森主编, 第四版，科学出版社 ，2015年 1月。 

加试：生理学、病理学：《生理学》（高等医学院校本科教材）朱大年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病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李玉林主编，第八版,人

民卫生出版社，2013。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00403 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1004Z1 医院管理 

初试：751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詹思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

《卫生统计学》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 版；《环境卫生学》

杨克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邬堂

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孙长颢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复试：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詹思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卫生统计学》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 

加试：医学统计学、社会医学：《卫生统计学》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第 8版；《社会医学》李鲁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5版。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复试：职业与环境卫生学：《环境卫生学》杨克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邬堂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8版。 

加试：医学统计学、社会医学：《卫生统计学》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第 8版；《社会医学》李鲁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5版。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复试：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孙长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8 版。 

加试：医学统计学、社会医学：《卫生统计学》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第 8版；《社会医学》李鲁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5版。 

1004Z1 医院管理 

复试：卫生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学》梁万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4版。 

加试：医学统计学、社会医学：《卫生统计学》李晓松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

第 8版；《社会医学》李鲁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 5版。 

105101 内科学 

复试：内科学：《实用内科学》（上、下册）陈颢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版； 

《内科学》葛均波，徐永健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版。 

临床技能操作 

105102 儿科学 

复试：儿科学：《儿科学》王卫平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临床技能操作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复试：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精神病学（第五版）》， 沈渔邨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 1月 1 日。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复试：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医学影像学》,白人驹 徐克,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7版。 

临床技能操作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复试：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童明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1版。 

105109 外科学 

复试：外科学：《黄家驷外科学（第 7版）上中下》，主编：吴孟超，吴在德；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2009。 

临床技能操作 

105110  妇产科学 

复试：妇产科学：《妇产科学》（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谢幸

主编，2013。 

临床技能操作 

105111 眼科学 

复试：眼科学：《眼科学》, 赵堪兴、杨培增,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013年 3月第 8版。 

临床技能操作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复试：耳鼻咽喉科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教材》，田勇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

8版,2013。 



临床技能操作 

105113 肿瘤学 

复试：肿瘤学：《内科学》葛均波，徐永健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版；         

《外科学》陈孝平，汪建平主编，第八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版；《临床肿

瘤学》万德森主编, 第四版，科学出版社 2015年 1月。 

105116 麻醉学 

复试：麻醉学：《现代麻醉学（第 4版）上下》，主编：邓小明、姚尚龙、于布为和黄宇

光；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版。 

临床技能操作 

105117 急诊医学 

复试：急诊医学：《急诊内科学》张文武主编, 第 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版； 

《王一镗急诊医学》王一镗主编，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版。 

临床技能操作 

 

015 中欧旅游与文化学院/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070500 地理学（一级学科） 
初试：761地理信息系统概论：汤国安，刘学军，闾国年等，《地理信息系统教程》，高

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721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数学》（第七版）（上、下册），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4年。 

762海洋地质概论：徐茂泉，陈友飞著，《海洋地质学》（第二版），厦门大学出

版社 2015年。 

961地理学综合：伍光和，《自然地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顾朝林，《人文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20203 旅游管理（中法合作） 

初试：252法语：《简明法语教程》（第二版）（上、下册），孙辉编著，ISBN9787100009010, 

7100009014，商务印书馆 2006年；全国高校法语（第二外语）统编教材《大学

法语简明教程》（第一版），薛建成编著，ISBN7560071163, 9787560071169，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外教社公共外语系列《新公共法语简明教程：法

语大家学》（第一版），吴贤良编著，ISBN7544644367, 9787544644365，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2017年。 

      812管理学：《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管理学》（第 11 版），斯蒂芬 P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

库尔特（Mary Coulter）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 译，孙健敏 校，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年 6 月；《罗宾斯《管理学(第 11版)》学习指导》，斯蒂芬 P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玛丽库尔特（Mary Coulter）著，贾振全、郝玫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017 食品与药学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初试：942食品微生物学：1.《微生物学教程》（3版）周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食品微生物学》（3版）何国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6。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初试：341农业知识综合三：1.王永华主编，《食品分析》（第二版），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11；2.《食品卫生学》，轻工业出版社，2007；3.丁晓雯、柳春红（主编）

《食品安全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948食品加工与安全技术综合：《食品安全性与分析检测》，许牡丹、毛跟年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085231 食品工程 

初试：942食品微生物学：1.《微生物学教程》（3版）周德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食品微生物学》（3版）何国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6。 

 

0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初试：626 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高教出版社，2018

年修订版。 

82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高教出版社，2018年修订版。 

复试：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导论》(第四版)杨光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加试：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者: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等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7年第 2版（或其它版本）。 

 

 

025 音乐学院 

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01中国音乐研究 

初试：654中西音乐史：1.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M]，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年；2.钱仁康.欧洲音乐简史（第 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854音乐作品分析与论文写作：1.吴祖强编著.曲式与作品分析[M]，人民音乐出

版社，2010 年版；2.李虻、姚兰编著.音乐论文写作[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复试：民族音乐学：1.杜亚雄著.民族音乐学概论[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 

2.江明惇著.中国民族音乐[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国音乐史：1.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2006年；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 

加试：音乐基础理论：童忠良著，基本乐理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视唱练耳：许敬行 孙虹编著,视唱练耳[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02音乐教育 

初试：654中西音乐史：1.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M]，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年；2.钱仁康.欧洲音乐简史（第 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854音乐作品分析与论文写作：1.吴祖强编著.曲式与作品分析[M]，人民音乐出

版社，2010 年版；2.李虻、姚兰编著.音乐论文写作[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复试：音乐教育学：1.曹理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2.谢嘉幸、郁文武.音乐教育与教学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作曲理论：（苏）伊·斯波索宾等合著.和声学教程（上下册）[M]，人民音乐出

版社，2008 年。 

声乐：无 

钢琴：无 

加试：音乐基础理论：童忠良著，基本乐理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视唱练耳：许敬行 孙虹编著,视唱练耳[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35100 艺术（音乐） 

01声乐、02 音乐创作、03 音乐教育 

初试：654中西音乐史：1.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M]，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年；2.钱仁康.欧洲音乐简史（第 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854音乐作品分析与论文写作：1.吴祖强编著.曲式与作品分析[M]，人民音乐出

版社，2010 年版；2.李虻、姚兰编著.音乐论文写作[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复试：声乐表演（135101声乐）：无 

         作曲（135102音乐创作）：1.（苏）伊·斯波索宾等合著.和声学教程（上下册）

[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2.吴祖强编著.曲式与作品分析[M]，人民音乐

出版社，2010 年；3.陈铭志著.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修订版）[M]，人民音

乐出版社，2011 年；4.（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著.管弦乐法原理[M]，人民

音乐出版社，1983年。 

          学科教学（135103音乐教育）：1.曹理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教育

出版社，1993 年；2.谢嘉幸、郁文武编著.音乐教育与教学法[M]，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年。 

加试：音乐基础理论：童忠良著，基本乐理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视唱练耳：许敬行 孙虹编著,视唱练耳[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026 潘天寿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一级学科） 

初试：763 设计史：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2.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 版；3.尹定邦、

邵宏.设计学概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 1版。 

963 设计基础：1.周至禹.形式基础训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2.周至禹.

思维与设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版；3.邱松.造型设计基础.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5 年.第 2版。 

964设计理论：1.李砚祖.外国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6 年.第 1版；2. 夏燕靖.中国古代设计经典论著选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8 年.第 1版；3. 李砚祖、王明旨、徐恒醇.设计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版时间.2006 年；4. 黄厚石.设计批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复试：专业设计（设计专业方向）：无 

专业论文（史论方向）：无 

加试：造型基础：无 

专题设计：无 

135100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艺术设计） 

初试：765 艺术设计基础：1.周至禹.形式基础训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2.周至

禹.设计与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3. 邱松.造型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5年.第 2版。 



965艺术设计评论：1.尹定邦、邵宏.设计学概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 1 

版；2. 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 1版；3. 凌继尧.艺

术设计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复试：专业设计：无 

加试：造型基础：无 

专题设计：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