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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翻译硕士英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一、总体要求 

《翻译硕士英语》作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英语考试，其目的是考查学生是否具备进行 MTI 学习所要求的英语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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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入学应具备的英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英语阅读与写作

等方面的技能。 

要求如下： 

1.具有良好的英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 10,000 以上，掌握 6,000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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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练掌握正确的英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英语写作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词汇语法： 

1）要求考生的认知英语词汇量应在 10,000 以上，其中积极词汇量为

6,000以上，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要求考生能正确运用英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题型：选择题或改错题。共计 3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2.阅读理解： 



1）能读懂常见英语刊物上的专题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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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点和隐含的意义。 

2）能根据阅读时间要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3）题型： 

A.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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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获得信息和理解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的要求。总分为 40 分。考试

时间为 60分种。 

3.英语写作 

1）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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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得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题型： 

命题作文。总分为 3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词汇语法： 

20 道选择题或改错题；分值 30 分，时间 60分钟。 

2.阅读理解（分值共 40分，时间 60分钟） 

A.两篇文章，计 10道选择题，分值 20分。 

B.两篇文章，8-10道简答题；分值 20分。 

3.英语作文： 

命题作文:分值 30分，时间 60 分钟。 

共计:总分值 100分，时间 180 分钟。 

四、参阅书目 

全国高校英语综合类统编教材  



240  自命题日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一、总体要求 

本考试面向的对象是参加西南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且第二外语为日语的考生。 

考试目的在于：考核已修完本科生日语二外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我校硕士

研究生入学的各项要求。 

根据《大学日语二外教学大纲》的规定，本考试主要考核学生日语综合运

用能力。 

本考试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鉴于目前实施的可能性，考试范围定为除

“说的技能”以外的全部内容。 

二、内容及比例 

本考试由五个部分组成，即 “词语” “语法” “阅读” “日译汉”

“和 “作文”。 

第一部分：词语 

本部分共 20 题，2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对词语的读音、书写、意义、

用法的掌握情况。 

第二部分：语法 

本部分共 20 题，20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语法构造句子的能力。 

第三部分 阅读 

本部分共 6 题 3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既要

准确，也要求阅读速度。阅读题的设问要点如下: 

（1）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2）上下文的逻辑关系；（3）文章的发展和



结果；（4）隐含的信息；（5）重要语句的含义；（6）生词词义；（7）指示

词所指代的内容等。 

第四部分：日译汉（1-2题），10分 

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考生对日语书面材料的理解和翻译能力。本部分

设置日译汉:安排 1-2篇内容完整的短文,要求考生将日文译成中文。 

第五部分：作文 20分 

本部分的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的日语写作能力。考试形式为命题作文，要

求考生按规定写出一篇 250-300字的短文。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00分。 

1.选择题 65％ 

2.主观性试题 35％ 

四、参阅书目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中级

（上）》，人民教育出版社，（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编写，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  



241  自命题法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一、总体要求 

本考试面向的对象是参加西南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且第二外语为法语的考生。 

考试目的在于：考核已修完本科生法语二外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我校硕士

研究生入学的各项要求。 

根据《大学法语二外教学大纲》的规定，本考试主要考核学生日语综合运

用能力。本考试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考生应具备法语基本语法知识及其综合

应用能力，要求有 3000 以上的基本词汇，词法涵盖名词，数词，冠词，代词，

形容词，副词，连词和感叹词的用法；动词变位，直陈式六人称 14 种法语时态

和被动语态，动词不定式，命令式，条件式和虚拟式（现在时）的使用；句法

包括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独立句，简单句，复合句，并列句；各句子的

构成与各时态的配合等。 

二、内容及比例 

本考试由七个部分组成，即 “语法”，“改错”，“阅读”，“法译汉”，

“动词变位词法”，“汉译法”和“命题作文”。 

第一部分：语法 

本部分共 30 题，3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对三本二外法语教材所涵盖

的各种法语基本语法现象的规则、意义、构成、用法的应用应变能力和词组短

语、惯用语、常用搭配、特殊语法等的掌握情况。 

第二部分：改错 

本部分共 5 题，5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所学的法语语法规则判断



并纠正错误的能力。 

第三部分：阅读 

本部分共 5 题，5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既

要求准确，也要求阅读速度。阅读题的设问要点如下: 

（1）重要语句的含义；（2）生词词义；（3）同义词词义；（4）反义词

词义；（5）文章的主要内容等。 

第四部分：法译汉 

本部分设置 15 分，安排 1-2 篇内容完整的短文, 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

考生对法语书面材料的理解和翻译能力，要求考生能够将法文译成通顺而达意

的中文，考核考生实际的翻译能力和水平。 

第五部分：动词变位词法 

本部分设置 12 分，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考生对法语难点即动词变位是

否拥有良好的习惯与记忆能力，考核考生法语词法的基础能力和水平。 

第六部分：汉译法 

本部分设置 18 分，本部分测试的目的考核考生运用其已知词汇和所学语法

构建创造纯正法语句子，正确表达中文意思的能力。 

第七部分：作文 

本部分共 1 题，15 分。考试形式为命题作文，要求考生按规定写出一篇

200-300 字的法语短文。本部分的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的法语应用写作能力，

用法语书面表达自我的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反映其学习法语的总体水平。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00分 

1.选择题：共 30 分。每个空为 1 分，若一道题中有两个空，则为 0。5 分

应只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2.改错题：共 5分。每道题中只有一个错，应只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3.阅读题：共 5分。每个空为 1 分，应只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4.法译汉：共 15分。短文一篇。 

5.动词变位：共 12 分。每个 3 分，只考直陈式，共 6 个人称，6 个变位的

动词，全对为 3 分，每错 1个扣 0.5 分。 



6.汉译法：共 18分。每题 3分。 

7.作文：共 15分。至少 200字。 

四、参阅书目 

吴贤良，新公共法语(初级教程，中级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42  自命题西班牙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与艺术学院 

一、总体要求 

    本考试面向的对象是参加西南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且第二外语为西班牙语的考生。 

    考试目的在于：考核已修完本科生西班牙语二外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我校

硕士研究生入学的各项要求。 

根据《大学西班牙语二外教学大纲》的规定，本考试主要考核学生西班牙

语综合运用能力。本考试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考生应具备西班牙语基础语法

知识及其综合应用能力，要求掌握 2000 以上的基本词汇，词法涵盖名词，冠词，

代词，介词和形容词，数词，副词和连词的用法；语法包括陈述式现在时，陈

述式现在完成时，陈述式简单过去时，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陈述式过去完成

时，虚拟式现在时，虚拟式过去为未完成时，命令式，条件式和被动语态等的

使用；句法包括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独立句，简单句，复合句，各句子

的构成与各时态的搭配使用等。 

二、内容及比例 

本考试由五个部分组成，即 “语法” “词汇” “阅读” “西译汉” 和 

“作文”。 

第一部分 语法 

本部分共 20 小题，2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对二外西班牙语教材所涵

盖的基本语法现象的掌握与应用，如前置词，冠词，宾格及与格等。 

第二部分 词汇 

本部分共 20 小题，2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对及物动词，代词式动词



的词义辨析与时态运用，对动词三种无人称形式原形动词、副动词、过去分词

的掌握与运用等。 

第三部分 阅读 

本部分共 15 小题，2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

既要准确，也要求阅读速度。阅读题的设问要点如下: 

（1）重要语句的含义；（2）复合句的分析；（3）生词词义的推测；（4）

句子中各成分的理解；（5）文章的主要内容等。 

第四部分 翻译 

1.西译汉 

本部分含短文一篇，10分 

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考生对西班牙语书面材料的理解和翻译能力，要

求考生能够将西班牙语译成通顺而达意的中文，考核考生实际的西班牙语翻译

能力和水平。 

2.汉译西 

本部分共 5 小题，15分 

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考生综合运用西班牙语的能力，对各句型与动词

时态的相互搭配，名词与形容词搭配，副词词组等的掌握。 

第五部分：作文  

本部分共 1 题，15 分。考试形式为命题作文，要求考生按规定写出一篇

150-200 字的西班牙语短文。本部分的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的西班牙语应用写

作能力，用西班牙语书面表达自我的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反映其学习的总体水

平。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00分 

客观性试题 50％ 

主观性试题 50％ 

1.语法题：共 20小题，客观性试题，20分。每题 1 分。 

2.词汇题：共 20小题，客观性试题，20分。每题 1 分。 

3.阅读题：共 2 部分，15 小题，20 分。客观性试题 5 小题，10 分，每题 2



分；主观性试题 10小题，10分，每题 1分。 

4.翻译：共 2 部分，25 分。西译汉，短文一篇，10 分；汉译西，共 5 小题，

15分，每题 3分。 

5.作文：共 15分。全文不少于 150个词。 

四、参阅书目 

1.董燕生，新版《现代西班牙语》 (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2.孙义桢，《西班牙语实用语法新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43  自命题德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一、总体要求 

本考试面向的对象是参加西南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且第二外语为德语的考生。 

考试目的在于：考核已修完本科生德语二外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我校硕士

研究生入学的各项要求。 

根据《大学德语二外教学大纲》的规定，本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德语综合运

用能力。本考试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考生应具备德语基本语法知识及其综合

应用能力，要求有 2000 以上的基本词汇，词法涵盖名词，冠词，代词，介词和

形容词的变格，数词，副词和连词的用法；动词变位，直陈式动词弱变化和强

变化，5 种常见时态和被动语态，动词不定式，命令式，条件式和虚拟式（现

在时）的使用；句法包括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独立句，简单句，并列句，

复合句；各句子的构成与各时态的配合等。 

二、内容及比例 

本考试由七个部分组成，即 “语法”，“改错”，“阅读”，“德译汉”，

“动词变位词法”，“汉译德”和“命题作文”。 

第一部分：语法 

本部分共 30 题，30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对二外德语教材所涵盖的各

种德语基本语法现象的规则、意义、构成、用法的应用能力和词组短语、惯用

语、常用搭配、特殊语法等的掌握情况。 

第二部分：改错  

本部分共 5 题，5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所学的德语语法规则判断



并纠正错误的能力。 

第三部分：阅读 

本部分共 5 题，5 分。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既

要求准确，也要求阅读速度。阅读题的设问要点如下: 

（1）框架结构语句的分析；（2）复合句的分析；（3）生词的推测；（4）

句子中各成分的理解；（5）文章的主要内容等。 

第四部分：德译汉 

本部分设置 15 分，安排 1-2 篇内容完整的短文, 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

考生对德语书面材料的理解和翻译能力，要求考生能够将德文译成通顺而达意

的中文，考核考生实际的翻译能力和水平。 

第五部分：动词变位词法 

本部分设置 12 分，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考生对德语难点即动词变位，

尤其是强变化动词变位，是否掌握的熟练，考核考生德语词法的基础能力和水

平。 

第六部分：汉译德 

本部分设置 18 分，本部分测试的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其已知词汇和所学语

法造纯正德语句子，正确表达中文意思的能力。 

第七部分：作文 

本部分共 1 题，15 分。考试形式为命题作文，要求考生按规定写出一篇

200-300 字的德语短文。本部分的测试目的是考核考生的德语应用写作能力，

用德语书面表达自我的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反映其学习德语的总体水平。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00分 

1.选择题：共 30 分。每个空为 1 分，若一道题中有两个空，则为 0.5 分。

应只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2.改错题：共 5分。每道题中只有一个错，应只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3.阅读题：共 5分。每个空为 1 分，应只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4.德译汉：共 15分。短文一篇。 

5.动词变位：共 12 分。每个 3 分，共 9 个人称，6 个变位的动词，全对为



3分，每错 1个扣 0.5分。 

6.汉译德：共 18分。每题 3分。 

7.作文：共 15分。至少 200字。 

四、参阅书目 

鲍士月，汤长兴，徐筱春，《新概念德语》 (第一册，第二册)，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337  设计史与造型设计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文学与艺术学院 

一、总体要求 

设计史与设计造型基础包含工业设计史和设计造型基础两门课程，是工业

设计专业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要求学生掌握设计造型的基本原理及设计造型

的创作原则，熟悉掌握造型的形态要素、造型的色彩要素、造型的审美要素、

造型的构成形式等，并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上各个阶段

发展线索、概貌、各时期主要流派、组织、代表人物以及代表作品，了解和认

识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主要因素、了解工业设计风格、流派的产生和发展的内

在根源，进而把握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工业设计发展趋势。 

二、内容及比例  

1.设计造型基础 40% 

（1）造型的形态要素，包括造型中的形态分类、造型中的点、线、面、体、

肌理的形态。 

（2）造型中色彩要素，包含色彩的基本原理、色彩的情感表现。 

（3）造型的审美要素，包括对比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 

（4）造型的构成形式，包含基本形与形体的变化、重复、渐变、结集、近

似、发射、特异 

（5）从造型基础到设计创作，包含造型基础训练与设计实践，设计创作的

方法与流程。 

http://wiki.jxwmw.cn/index.php?doc-innerlink-%E8%AE%BE%E8%AE%A1


2.工业设计史 60% 

（1）设计的萌芽阶段，包含设计概念的产生、生存设计的概念 

（2）手工艺设计阶段 ，包含中国的手工艺设计和国外的手工艺设计 

（3）18世纪的设计与商业  

（4）机械化与设计 ,包含英国的纺织工业、技术与设计、 美国的制造体

系与设计 美国早期的汽车设计、标准化与合理化 

（5）设计改革 ，包含 19 世纪上半叶设计理论的发展、 “水晶宫”国际

工业博览会 、芝加哥学派、新艺术运动、麦金托什与维也纳分离派、德意志制

造联盟等 

（6）工业、技术与设计 

（7）艺术变革与现代设计，包含美术革命、风格派、构成派与俄罗斯先锋

艺术、走向现代主义、柯布西埃与机器美学、格罗披乌斯与包豪斯 

（8）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流行风格，包括艺术装饰风格、流线型风格、

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9）职业工业设计师的出现  

（10）战后重建与设计，包含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现代主义的发展、美国

的商业性设计、意大利的风格与个性、前联邦德国的技术与分析、日本的传统

文化与高技、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的工业设计 公司识别计划、人机工程学的发

展、新技术及新材料与设计 

（11）信息时代的工业设计，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工业设计，二

是美国信息时代的工业设计。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判断题：10% 

简答题：40% 

论述题：20% 

材料分析题：30% 

四、参阅书目 

1.《设计造型基础》刘海波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4&Itemid=5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57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0&Itemid=58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5&Itemid=59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1&Itemid=60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6&Itemid=63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7&Itemid=71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0&Itemid=72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1&Itemid=73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2&Itemid=7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2&Itemid=7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3&Itemid=7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4&Itemid=7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8&Itemid=77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5&Itemid=78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Itemid=79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Itemid=79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7&Itemid=80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0&Itemid=83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1&Itemid=8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2&Itemid=8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2&Itemid=8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9&Itemid=87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40&Itemid=93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8&Itemid=9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9&Itemid=9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0&Itemid=9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0&Itemid=9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1&Itemid=117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2&Itemid=118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3&Itemid=119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41&Itemid=113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Itemid=11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5&Itemid=11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6&Itemid=11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42&Itemid=120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43&Itemid=12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9&Itemid=12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0&Itemid=12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7&Itemid=137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7&Itemid=137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8&Itemid=136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9&Itemid=138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Itemid=139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Itemid=139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2&Itemid=141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3&Itemid=142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3&Itemid=142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Itemid=143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45&Itemid=144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7&Itemid=145
http://hid2.comdesignlab.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5&Itemid=146
http://wiki.jxwmw.cn/index.php?doc-innerlink-%E4%B8%8A%E6%B5%B7%E4%BA%A4%E9%80%9A%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


2.《工业设计史》   何人可  机械工业出版社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1  农艺与种业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植物生理学》50 分 

一、总体要求 

《植物生理学》是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过程机理的一门科学。该门课程以生

理功能为主线贯穿各部分，从物质合成和光能利用入手，进一步讨论它们的转

变，最终表现于生长发育。具体主要包括细胞生理生化基础、营养与代谢生理、

生长与发育生理和环境生理等四大部分，涉及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植物的

水分代谢，矿质营养，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植物体内有机物质的代谢、

运输，植物体内的细胞信号转导，植物的生长物质，光形态建成，植物的生长

生理、生殖生理，植物的成熟、衰老生理和植物的抗性生理等四部分共十三章

基本内容。 

二、内容及比例 

1、植物细胞生理 （10%） 

原生质；原生质体；生物膜；内膜系统；细胞骨架；生物膜分子结构与功

能；原生质的胶体特性；生物膜流动镶嵌模型；植物细胞全能性；细胞程序性

死亡；植物细胞信号转导；基因表达及细胞程序性死亡；植物细胞全能性同植

物组织培养的相互关系。 

2、代谢生理（50%） 

植物的水分生理；植物的矿质营养；植物的呼吸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体内有机物质的运输与分配；植物体内的细胞信号转导；植物生长物质 

3、生长发育生理（30%） 



植物的生长生理；植物的生殖生理；植物的成熟和衰老生理 

4、植物环境生理（10%） 

逆境；抗逆性；植物在逆境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变化；生理干旱；植物的抗

寒性和植物的抗旱性。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概念解释（20%） 

2、填空（20%） 

3、是非判断（10%） 

4、单项选择（20%） 

5、简答（30%） 

四、参阅书目 

李合生主编,《现代植物生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 

 

《土壤学》部分（50 分） 

一、总体要求 

《土壤学》土壤学是以地球表面能够生长绿色植物的疏松层为对象，研究

其中的物质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间关系的科学，是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要求考生能够了解土壤学的基本概念；熟悉决定肥力的物质基础的组成和性质，

土壤固相部分的基本性质，土壤肥力因素的存在状况及调控措施；掌握建立和

形成土壤学科的物理，化学原理。运用土壤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土壤资源

的野外调查技术，合理开发、利用和改良土壤资源的方法和措施，并能应用所

学知识解决农业生产的有关土壤环境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土壤形成因素与主要成土过程（10%） 



2、土壤发生层与土体构型（10%） 

3、土壤固相的物质组成与土壤养分（30%） 

4、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20%） 

5、土壤生物：土壤动物与微生物及其与土壤肥力的关系（15%）  

6、土壤分类：发生分类与系统分类 （10%） 

7、土壤的分布规律：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规律 （5%）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20%） 

2、填空题（10%） 

3、简答题（30%） 

4、论述题（40%） 

四、参阅书目 

陆欣，谢英荷主编,《土壤肥料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

版。 

 

植物育种学部分（50 分） 

一、总体要求 

植物育种学是是研究选育和繁育作物优良品种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包含

了育种目标、种质资源、育种方法、品种审定和种子生产等作物新品种选育全

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内容。作物育种方法包括选择育种、杂交育种、杂种优势利

用、诱变育种、远缘杂交、倍性育种、生物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等。主要育种

目标性状包括抗病虫育种、抗逆性育种和作物品质改良等。主要育种目标包括

抗病育种、抗逆育种和作物品质改良。作物育种学是一门随着科学和生产的发

展不断完善和进步的综合应用性科学。 

二、内容及比例 



1 绪论（5%） 

品种、自然进化和人工进化的概念;自然进化和人工进化与植物育种的关系。 

2 作物的繁殖方式及品种类型(5%) 

作物的繁殖方式及其品种类型; 作物的繁殖方式与品种类型之间的关系，

自交和异交的遗传效应。 

3 种质资源(5%） 

种质资源的概念及其范畴；种植资源的类别及其特点；瓦维洛夫的起源中

心学说;作物起源中心学说及其指导意义。 

4 育种目标（5%） 

植物育种的主要目标;作物产量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高产育种策略等. 

5 引种和选择育种（10%） 

引种的基本原理；选择育种的基本原理；选择的基本方法；选择育种的程

序; 植物发育特性与引种的关系及不同作物引种后的生长发育规律；作物自然

变异的原因;根据作物引种规律及其发育特性开展水稻、小麦、棉花、油菜等主

要农作物引种。 

6 杂交育种（10%） 

杂交亲本选配原则，杂交方式，杂交后代选择方法;杂交后代不同选择方法

的优缺点;合理应用不同杂交后代选择方法。 

7 回交育种(10%) 

回交育种方法、特点及其应用价值;回交育种的意义及遗传效应;在什么条

件下应用回交育种。 

8 诱变育种（5%） 

主要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剂类别，诱变育种程序;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的机

理;利用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开展诱变育种。 

9 远缘杂交育种（5%） 

远缘杂交育种的作用，主要困难;克服远缘杂交育种困难的方法;利用远缘

杂交开展作物育种。 

10 倍性育种（5%） 

多倍体的类别，单倍体及其主要产生途径;多倍体和单倍体的育种价值;如

何开展倍性育种。 



11 杂种优势利用（10%） 

杂种优势的遗传学假说，配合力及其测定方法，主要杂交种品种类型，主

要杂种优势利用 

途径;杂种优势的遗传学假说;不同作物杂交种品种选育方法。 

12 雄性不育及其杂交种品种的选育（5%） 

不同类型雄性不育的遗传学特点;细胞质雄性不育三系和细胞核雄性不育两

系或三系选育方法。 

不同作物雄性不育杂交种品种选育方法 

13 抗病虫育种（5%） 

作物抗病虫性的类别和机制;作物抗病虫的遗传学特点及其鉴定方法;作物

抗病虫的遗传学特点及其鉴定方法。 

14 抗逆性育种（5%） 

作物逆境的种类;作物抗逆育种的意义和特点;作物抗逆品种选育方法。 

15 群体改良与轮回选择（5%） 

作物改良的方法;群体改良的原理;利用不同方法改良作物群体。 

16 种子生产与管理（5%） 

作物种子生产的程序;品种混杂退化的原因;作物种子生产。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20%） 

2、判断题（20%） 

3、选择题（20%） 

4、问答题（40%） 

四、参阅书目 

张天真主编，《作物育种学总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3 

版  



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3  畜牧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动物遗传学》部分 50 分 

一、总体要求 

     《动物遗传学》是报考农业推广硕士（养殖领域）的考试科目之一。考生

应系统全面理解和掌握动物遗传学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包括

经典遗传学、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内容及其在

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二、内容及比例 

1、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及遗传信息（20分） 

    染色体的结构、功能、形态和数目；细胞分裂及各期染色体数目与特征；

遗传物质是核酸的证据；基因的概念与结构；DNA 的复制、转录、翻译、基因

表达调控、基因突变等基本概念；遗传信息传递的规律与调控机制；遗传信息

改变的类型、特点、遗传效应及其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2、经典遗传学（10分） 

    孟德尔遗传定律，包括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连锁与互换定律，包括

基因的连锁和连锁基因的互换；性别决定及伴性遗传；基因的互作及其遗传规

律。 

3、群体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基础（10分） 

哈代－温伯格定律及平衡定律的应用与扩展；影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

变化的因素；基因频率的计算方法；数量性状的多基因假说；遗传参数的概念、

估算原理及用途。 



4、核外遗传与分子遗传学基础（10 分） 

由核基因控制的母体效应、剂量补偿效应、基因组印迹的概念、原理及遗

传特征；分子遗传标记、遗传图谱、基因定位、转基因动物、动物的克隆的概

念与技术步骤，及在动物遗传育种中的应用。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概念解释：10分； 

判断： 8分； 

单项选择： 8分 

简答：12分； 

计算：12分； 

四、参阅书目 

李宁主编：《动物遗传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动物繁殖学》部分 50 分 

一、总体要求 

《动物繁殖学》是报考农业推广硕士（养殖领域）的考试科目之一。考生

应系统全面学习理解和掌握动物的生殖器官结构与功能、动物的生殖激素、动

物的配子发生规律、受精的机理、人工授精、动物的发情控制、胚胎工程的理

论知识与技术操作，熟练掌握基本概念，掌握哺乳动物生殖生理知识，并能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动物生产过程中有关繁殖问题的基本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动物的生殖器官与生殖激素（11分） 

（1）动物的生殖器官结构与功能 

公母畜生殖系统的组成，公母畜主要生殖器官的解剖组织构造和生理机能。 



（2）动物的生殖激素 

掌握生殖激素的概念，分类与作用特点；性外激素的概念、研究进展、种

类、生理功能及应用；生殖激素的测定原理与方法。    

2、动物的配子发生规律（15分） 

（1）精子的发生与精子形态 

精子发生、成熟的场所，过程和调控机理；精子的正常形态结构和异常形

态结构，精液化学组成，理化特性和主要成分及其作用；精子主要生理特性和

外界环境因素对精子生理活动的影响。 

    （2）卵子的发生与卵泡发育 

母畜生殖机能发育的规律，性成熟、体成熟、繁殖机能变化与初配适龄，

母畜淘汰的关系；卵子和卵泡生长发育的过程及形态生理特征。 

（3）家畜发情与发情周期 

母畜正常发情时的症状和几种异常发情的概念，特征与原因；乏情的概念，

种类和原因；产后发情的概念和主要家畜产后发情规律，发情周期的概念，类

型、阶段的划分，发情周期中母畜的生理变化、过程、规律、发情周期调节机

理；家畜发情稳鉴定的一般方法和牛、羊、猪的发情鉴定。 

3、受精、妊娠与分娩（12 分） 

  （1）受精的机理 

哺乳动物两性配子受精的机理；提高受精率的措施。 

  （2）妊娠 

家畜妊娠识别与建立的机理，妊娠期的生理变化，家畜妊娠诊断方法原理

和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主要动物的妊娠期。 

（3）分娩 

家畜分娩发动机理；分娩过程与分娩预兆，影响分娩的因素与难产原因，

难产助产的原则与预防难产的措施；产后母畜和新生子畜的恢复与护理，分娩

控制的方法。 

4、动物繁殖控制技术（12 分） 

（1）人工授精技术 

人工授精的优越性和技术环节；各种采精与输精的方法；精液品质检查内

容；精液稀释与保存的原理与方法。 



（2）发情控制技术 

同期发情、超数排卵的概念、机理，及技术过程；同期发情与胚胎移植的

关系。 

（3）胚胎生物工程 

胚胎移植的生理学基础及原则、技术程序；胚胎的培养与保存方法与原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概念解释：12分 

填空：        10分 

单项选择：    8 分 

简答题：      10分 

论述：        10分 

四、参阅书目 

1.郑鸿培主编：《动物繁殖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 

2.朱士恩主编：《家畜繁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五版。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部分  50 分 

一、总体要求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主要研究和阐明动物摄入和利用饲料中营养物质的

过程与生命活动的关系、饲料分类及营养特点、饲料配方设计以及饲料加工技

术。考生要求应系统全面理解动物营养和饲料加工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各

营养素的基本生理功能，动物对各营养物质的需要特点；掌握三大营养物质在

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的消化、吸收特点，掌握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的指标，各

指标的优缺点及饲料配方设计的方法、饲料加工技术；并能综合应用营养知识

分析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营养供需矛盾。 

二、内容及比例 

 1、 动物生存和生产所需营养物质种类、生物学功能及其相互关系（15分） 



  （1）水、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 

  了解各种营养成分的组成、分类和主要性质，熟练掌握各营养物质的营养

生理作用。 

  （2）各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代谢 

  了解各种营养物质在不同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和代谢过程。掌握反刍动

物和非反刍动物对脂类、碳水化合物等物质的消化吸收异同。 

  （3）各种营养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理解能量和其它营养物质的关系；熟练掌握蛋白质、氨基酸和其它营养物

质的关系；了解矿物质与维生素的关系。 

  （4）饲料添加剂 

  了解饲料添加剂的概念和发展方向，了解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或符合发展方

向的饲料添加剂，掌握其作用机理。熟练掌握抗生素、益生素、酶制剂等饲料

添加剂的主要种类及其应用特点、应用效果、适用方法和发展方向。 

   2、各种动物的适宜营养需要量（12分） 

  （1）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 

  掌握饲养标准和营养需要的概念，掌握饲养标准的基本特性；掌握饲养标

准的内容，了解饲养标准的作用，理解应用饲养标准的基本原则。 

  （2）营养素供给与动物体内代谢的关系 

  掌握营养素供给对动物体内代谢的影响，了解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对动物健

康的影响。 

  （3）不同生理阶段、生产用途条件下的营养需要 

  理解维持需要的概念和动物不同的生理阶段、不同生产用途下的营养需要。 

  （4）营养需要及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的研究方法 

  掌握评定饲料养分利用率及营养需要量中常用的消化实验、平衡实验、饲

养实验、比较屠宰实验以及同位素示踪、外科造瘘和无菌技术；掌握研究方法

常用的实验设计原理和操作技术。 

   3、饲料的营养价值（15分） 

    （1）饲料分类 

  国际、国内的饲料分类法，分类依据和不同种类的特点。 

    （2） 饲料的理化特性及其鉴定分析方法 



  各种饲料的理化性质；抗营养因子的概念，饲料原料中主要抗营养因子的

种类；各种饲料原料的鉴定分析方法。 

    （3）饲料营养价值评定及其在实际生产中的作用   

消化能、代谢能和净能的测定方法和一般程序；氨基酸可利用性测定一般程序；

矿物元素可利用性测定注意事项。 

  （4）饲料中影响营养价值的因素及其提高营养价值的途径   

饲料源性有毒有害物质和非饲料源性有毒有害物质，联系近年来饲料方面

的重大安全问题，如何保证饲料安全。 

    4、饲料生产（8分） 

    （1）商品饲料（包括配合饲料）生产的理论基础和质量标准   

配合饲料的概念、种类和结构；饲料配方设计的一般原则；饲料添加剂预

混料配制技术、浓缩料配制技术、全价配合饲料配制技术的要点；饲料的去毒

加工技术。 

    （2）粗饲料加工、青贮饲料调制 

青贮原理；粗饲料的加工调制技术；青干草、草粉、草块的调制技术、青贮饲

料的调制。 

    （3）饲料资源开发 

  饲料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开发利用的途径。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解释：    12分 

单项选择：    8分 

简答题：      10分 

论述题：      12分 

计算题：      8分 

四、参阅书目 

 1.周安国、陈代文主编：《动物营养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三

版。 

2.彭健、陈喜斌主编：《饲料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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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卫生学》部分 50 分 

一、总体要求 

《食品卫生学》是报考农业推广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的考试科目

之一。考生应系统全面理解和掌握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基本概念，各种影响食品

安全性的因素，尤其是生物性污染和化学性污染对食品安全性的危害程度、致

病致毒机理及控制措施以及食品安全性方面的相关法规和条例。 

二、内容及比例 

1、食品的污染及预防 30分 

（1）食品中可能存在的有害因素的种类；食品卫生学的定义、有害因素的

分类。 

（2）食品的生物污染 

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细菌指标及其意义；食品腐败变质的原因及卫生学意

义；霉菌的生长繁殖及产毒条件，霉菌毒素的结构、性质和毒性。 

（3） 食品的化学性污染 

食品中有机磷、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毒性；滥用氮肥、抗生素对人体健康

可能的危害；有害金属对食品的污染。 

（4） 食品的物理性污染 

辐射食品的安全性、玻璃物和其它异物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2、各类食品与食品添加剂的卫生 10 分 

（1）各类食品的卫生 



粮豆类的卫生；肉、鱼类及其制品的卫生；奶制品的卫生；饮料的卫生；

油脂的卫生 

（2）食品添加剂的卫生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几种安全性较低的食品添加剂及对健康的危害；

食品中禁用添加剂及对健康的危害。 

    3、食物中毒及其预防 10分 

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的概念、病原物和食物中毒的分类，细菌性食物中

毒、真菌毒素和霉变食品中毒、有毒动植物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基本知识

以及预防食物中毒的方法。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概念解释：12分； 

填空：        10分； 

单项选择：    8分 

简述：        10分； 

论述：        10分； 

四、参阅书目 

何计国主编：食品卫生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食品标准与法规》部分 50 分 

一、总体要求 

《食品标准与法规》是报考农业推广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的考试科目

之一。考生应系统全面学习理解和掌握食品标准、标准化、法规、认证等的基

本概念，熟悉我国食品标准和法律法规的依据和程序，熟悉我国和发达国家的

食品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食品质量管理体系、食品认证程序和要求等，

并能够根据所学知识，具有制定食品企业标准、分析和处理食品违法事件的基

本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食品法律法规 20分 

（1）食品标准与法规基本概述 

标准、法规、食品安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概念。 

（2）食品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  

食品法律法规的渊源和体系、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食品行政执法

与监督。 

（3）中国的食品法律法规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情况及基本内容，《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等基本内容，食品监督管理与食物中毒的预防控制。 

   2、标准、标准化与食品标准体系 25分 

（1）标准与标准化 

标准、标准化的概念，标准化的作用，标准的分类，制定标准的程序，标

准化工作的基本内容，标准起草编制的要求与方法。 

    （2）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和法规 

食品的基础标准、食品的产品标准、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检验方法标准、

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卫生标准、食品流通标准、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等。 

我国食品法规的类别、基本内容及要求。 

（3）食品企业标准体系 

食品企业标准制定的方法和依据，企业标准编制及修订要求。 

3、国际食品标准与法规 5分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组成、地位和作用，国际食品标准的制定、修订的程序

及要求，国际标准分类；食品其它国际标准化组织简介；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

的基本情况；欧盟食品标准与法规；美国食品标准与法规；SPS 协定和 TBT 协

定的基本内容。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概念解释：12分 

填空：        10分 



单项选择：    8 分 

简答题：      10分 

论述：        10分 

四、参阅书目 

周才琼主编，《食品标准与法规》，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 

陈宗道主编，《食品标准与法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 

 

《食品分析》部分 50 分 

一、总体要求 

本课程是研究和评定食品品质及其变化的一门科学。要求学生系统掌握食

品分析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食品中营养成分、主要有害物质以及食品添加剂

的测定原理和方法；明确分析对象与分析方法的联系以及方法的适用对象和范

围；学会选择分析方法并对食品样品进行分析检测；了解食品分析方法的发展

方向。 

二、内容及比例 

1、分析检测的基础知识   5分 

食品分析、精密度、准确度的概念；食品分析的内容、任务和作用；食品

分析方法及发展方向；辩认法定计量单位与非法定计量单位；正确采样的意义、

原则以及采样的一般方法；样品的制备和预处理方法；样品保存的目的和方法。 

2、食品中营养成分的测定  30 分 

总酸度、挥发酸、有效酸度和滴定度的基本概念；粗脂肪、总脂肪、游离

脂肪和结合脂肪的概念；灰分的概念、分类及测定意义；分析灼烧后的残留物

质成分；蛋白质的组成、性质和测定依据；糖类的提取方法与澄清剂的选择。 

比较常压干燥法、减压干燥法和蒸馏法测定食品中水分含量的原理和适用

范围；根据样品性质选择正确的方法测定水分含量；比较索氏提取法、酸水

解法和碱性乙醚水解法测定食品中脂肪的原理、适用范围和测定结果；比较



双指示剂甲醛滴定法、电位滴定法、茚三酮比色法测定氨基酸的原理和适用

范围。 

常压干燥法测定食品中水分含量的原理和方法；食品中总酸度含量测定的

原理和方法；索氏提取法测定食品中脂类含量的原理和方法；凯氏定氮法测定

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斐林试剂法测定还原糖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高锰酸钾滴定法、碘量法测定还原糖法的原理；蔗糖、淀粉和粗纤维的测定原

理；灼烧重量法测定食品中灰分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3、食品中微量元素的测定  5分 

干法消化和湿法消化的概念；铜试剂比色法测定铜的原理和方法；双硫腙

比色法测定锌的原理和方法；高锰酸钾法和 EDTA 滴定法测定钙的原理和方法；

比色法和滴定法测定钙的原理和方法；比较硫氰酸盐比色法和邻菲罗啉比色法

测定铁的原理和方法。 

4、食品添加剂的测定  5分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作用和测定意义；天然食品添加剂和化学合成添加剂

的概念；糖精钠、苯甲酸、山梨酸和硝酸盐的测定原理和方法；比色法测定食

品中亚硝酸盐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5、食品中污染物的测定  5分 

污染物的概念；食品中污染物的来源、种类与危害；比较双硫腙比色法测

定 Pb、Cd、Hg 的异同；比较银盐法和砷斑法测定砷的原理和方法；双硫腙比色

法测定食品中铅含量的原理和方法。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概念解释：12分 

填空：        10分 

单项选择：    8分 

问答题：      10分 

综合题：      10分  

四、参阅书目 

1.杨严俊主编，《食品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年 



2.侯曼玲主编,《食品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7  农业管理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业经济学》部分（50 分） 

一、总体要求 

《农业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在土地、劳动力、资

金、技术和信息等稀缺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农产品价格

与市场、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与市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农业宏观经济制

度与政策的部门经济科学。要求考生主要掌握农产品市场、农业生产要素、农

业微观经济组织、农业保护与农业发展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二、内容及比例 

1.农产品市场（25%） 

（1）农产品供给与需求。农产品供给的含义，农产品供给规律，供给变动

及其影响因素，农产品供给的特殊性，农产需求的含义与需求规律，需求变动

与影响因素，农产品供给价格弹性，农产品供给需求弹性。 

（2）农产品流通与市场。市场与流通的含义，农产品流通特点与渠道，农

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零售市场，农贸市场，超级市场与农产品连锁经营。农

产品期货市场的概念与特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功能与作用。农产品国际贸易

的演变与特点，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 

2.农业生产要素（30%） 

（1）土地与水资源。土地的概念、分类与特性，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原则。

土地集约经营概念、类型、意义、途径和衡量指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概念、

意义、途径与措施。土地制度的含义与特点，土地所有制与使用制，产权含义、



特征、功能，土地产权的含义与权能构成，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则和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流转。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2）农业劳动力与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劳动力的概念与特点，农业劳动力

的供给与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特点、内容和作用，

农业技术进步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农业技术进步的道路选择。 

（3）农业资金与农业信息。农业资金的含义、分类、运动规律、运动特点。

农业财政资金，农业信贷资金，农户资金。农业信息与农业信息化，农业信息

资源开发，农业信息市场的主体及其作用，中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与完善。 

3.农业微观经济组织（25%） 

（1）农业家庭经营。农业家庭经营的含义，农业家庭经营的历史演变。农

业产业特点与家庭经营，分工协作与农业家庭经营，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家庭

经营，家庭的社会经济特性与农业家庭经营。农户兼业化的原因、利弊与趋势。

中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 

（2）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含义、原则、作用、运行特征。农业合作

社在国外的发展趋势，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演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确立。 

（3）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内涵、特征、产生原因、契约关系。

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主要因素。 

4.农业保护与农业发展（20%） 

（1）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与农业产业结构。食品质量安全的内涵，食品质量

安全的特点与发展的重要相关因素，食品质量安全的经济特性。食品质量安全

管理中的生产经营者行为与消费者行为，食品质量安全的政府监管，食品认证，

食品可追溯体系。 

农业产业结构的概念、特征与作用，农业产业结构形成的条件与演进趋势，

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与战略调整。 

（2）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农业发展阶段与传统农业特征，传统农业

的稀缺资源与其特性，传统农业的改造，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主要内容，

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评价指标体系，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可持续农业发

展趋势。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题：10 分 

2.单项选择题：10 分 

3.简答题：15 分 

4.论述题：15 分 

四、参阅书目 

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第2版），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农业政策学》部分（50 分） 

一、总体要求 

《农业政策学》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农业政策过程的基本环节、规律及其政

策制定、执行和评价的方法与手段，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解决

有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农业政策学总论(40%) 

（1）导论：政策定义，政策的三要素，农业的作用，农业政策，市场失灵

及其原因，政策的作用，政府干预农业的内容。 

（2）农业政策分析的经济原理与方法：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

农业政策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农业政策分析的具体方法。 

（3）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价：农业政策问题的基本特征，构建农业

政策问题的方法，农业政策目标，农业政策的手段选择，农业政策方案设计，

农业政策方案的论证与决策。农业政策执行的内涵、特点和作用，农业政策执

行的影响因素，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农业政策评估的原则和标准，农业政策

评估的内容，农业政策评估的方法和基本程序，农业政策的调整。 

2.农业政策学各论(60%) 



（1）农业结构政策：农业结构和农业结构政策，农业结构政策的具体目标，

农业区域结构政策，农业部门结构政策，农业经营规模政策。 

（2）农业土地政策：土地产权，农业土地所有政策，农业土地使用政策，

农业土地拥有、分割和限制政策，中国土地流转政策，农业土地保护政策。 

（3）农村人力资源政策：人力资源的含义与特点，农村人力资源政策的内

容和目标，农村就业政策农村人力资源流动政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4）农业科学技术政策：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的内容和任务，实施现代

农业科技政策的措施，农业科学技术内涵、特点和作用，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

与原则，农业技术推广的保障措施。 

（5）农产品流通政策：农产品流通政策目标与手段，价格管制，补贴措施，

数量管理，国内农产品流通和价格体制与政策演变，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

出口限制和进口鼓励政策，农产品市场结构政策。 

（6）农业财政与金融政策：农业财政政策的作用、手段和目标，农业金融

政策的作用、手段和目标，农业投资的投入机制及投入来源，农业的投入政策，

农业税收政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业金融政策的依据和内容。 

（7）其他农业政策：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农业环境政策，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护政策，我国农村人口政策的目标和内容，我国农村

教育政策的目标和措施，我国的扶贫政策及扶贫方式的选择，农村社会保障政

策。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题：10 分 

2.单项选择题：10 分 

3.简答题：15 分 

4.论述题：15 分 

四、参阅书目 

1.钟甫宁主编：农业政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部分（50 分） 

一、总体要求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主要运用现代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企业如何正确解决生产经营什么、经营多少、如何生

产经营和为谁生产经营等基本问题。要求考生主要掌握农业企业经营战略、经

营思想、经营目标、经营计划、经营环节的管理和协调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二、内容及比例 

1.导论（20%） 

农业企业的类型与经营形式：农业企业的界定与职能，农业企业的特征与

类型，农业企业的经营形式；农业企业制度：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的构建；农业

企业组织结构：农业企业组织创新。 

2.农业企业经营战略（20%） 

农业企业经营环境分析，农业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农业企业经营战略选择。 

3.农业企业经营决策（15%） 

经营规模决策、融资决策、投资决策、营销决策。 

4.农业企业经营计划（15%） 

农业企业经营计划的特点、内容和编制。 

5.农业企业生产项目选择与组合（15%） 

农业企业生产的特点、主导项目选择、生产项目组合、绿色食品开发。 

6.种植业生产管理（5%） 

种植业生产结构优化、种植业生产计划、种植业生产过程组织。 

7.养殖业生产管理（5%） 

养殖业生产管理的特点、养殖业生产计划、专业化养殖场生产管理。 

8.农产品加工生产管理（5%） 

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管理的特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管理过程、农产品加工

生产质量管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题：10 分 

2.单项选择题：10 分 

3.简答题：20 分 

4.论述题：10 分 

四、参阅书目 

蔡根女主编：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354  汉语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与艺术学院 

一、总体要求 

汉语基础考试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入学考试专业科目之一。综合测试考

生的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汉语应用的能力，以及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分析汉

语的能力。 

二、内容比例（满分 150 分） 

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80） 

1.汉语概况 

2.现代汉语语音  

3.现代汉语词汇 

4.现代汉语语法 

5.汉字 

汉语应用能力（40） 

1.辨音和标音能力 

2.字形、字义辨别能力及汉字书写规范 

3.词汇、语法规范 

汉语语言分析（30） 

1.语音分析 

2.词义分析 

3.语法分析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填空题（30） 

判断题（30） 

选择题（30） 

分析题（30） 

辨析题（30） 

四、参阅书目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357  英语翻译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一、总体要求 

《英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目，其目的是考查考生的英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

入 MTI学习阶段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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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范

围包括 MTI 考生入学应具备的英语词汇量、语法知识及英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

本技能。 

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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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扎实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3.具备较强的英汉/汉英转换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词语翻译 

1）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英文术语或专有名词。 

2）题型：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出题中的 30 个汉/英术语、缩略语或专有

名词的对应目的语。汉/英文各 15 个，每个 1 分，共计 3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2.英汉互译 

1）要求应试者具备英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英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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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汉速度每小时 250-350 个

外语单词，汉译英速度每小时 150-250 个汉字。 

2）题型：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英译汉为 250-350 个单

词，汉译英为 150-250 个汉字，各占 60 分，共计 12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词语翻译： 

A.英译汉：15 个外文术语、缩略语或专用名词，分值 15 分，时间 30 分钟； 

B.汉译英：15 个中文术语、缩略语或专用名词；分值 15 分，时间 30 分钟； 

2.英汉互译： 

A.英译汉：两段或一篇文章，250-350 个单词，分值 60 分，时间 60 分钟；  

B.汉译英：两段或一篇文章，150-250 个汉字；分值 60 分，时间 60 分钟。 

共计:总分值 150分，时间 180 分钟 

四、参阅书目 

全国高校英语翻译类通用教材  



431  金融学综合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25100  金融 经济管理学院 

一、考试性质 

《金融学综合》是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目之

一。《金融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

入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金融专业人才。 

二、考试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

用能力。 

三、考试方式与分值 

本科目满分 150 分，其中，金融学部分为 90 分，公司财务部分为 60 分，

由我校自行命题，全国统一考试。 

四、考试内容 

（一）金融学 

1、货币与货币制度 

（1） 货币的职能与货币制度 

（2） 国际货币体系 

2、利息和利率 

（1） 利息 



（2） 利率决定理论 

（3） 利率的期限结构 

  3、外汇与汇率 

（1） 外汇 

（2） 汇率与汇率制度 

（3） 币值、利率与汇率 

（4） 汇率决定理论 

  4、金融市场与机构 

（1）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2） 货币市场 

（3） 资本市场 

（4） 衍生工具市场 

（5）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5、商业银行 

（1）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2）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3）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4） 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6、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1）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2） 中央银行职能 

（3）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7、货币供求与均衡 

（1） 货币需求理论 

（2） 货币供给 

（3） 货币均衡 

（4）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8、货币政策 

（1）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2） 货币政策工具 



（3）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9、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 

（1） 国际收支 

（2） 国际储备 

（3） 国际资本流动 

  10、金融监管 

（1） 金融监管理论 

（2） 巴塞尔协议 

（3） 金融机构监管 

（4） 金融市场监管 

  （二）公司财务 

  1、公司财务概述 

（1） 什么是公司财务 

（2） 财务管理目标 

  2、财务报表分析 

（1） 会计报表 

（2） 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3、长期财务规划 

（1） 销售百分比法 

（2） 外部融资与增长 

  4、折现与价值 

（1） 现金流与折现 

（2） 债券的估值 

（3） 股票的估值 

  5、资本预算 

（1） 投资决策方法 

（2） 增量现金流 

（3） 净现值运用 

（4）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6、风险与收益 



（1）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 

（2） 均值方差模型 

（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4） 无套利定价模型 

  7、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1） 贝塔（β）的估计 

（2）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8、有效市场假说 

（1） 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 

（2） 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 

（3） 有效市场与公司财务 

  9、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 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2） 资本结构 

（3） MM 定理 

  10、公司价值评估 

（1） 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2） 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五、主要题型 

1、名词解释 

2、判断改错 

3、简答题 

4、计算题 

5、论述题 

六、参考书目 

1.黄达 编著：《金融学（第三版）》（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罗斯 等著：《公司理财》（精要版，原书第 10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与艺术学院 

一、总体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考试的目的是测试考生相关的中外文化、跨文化交际的

基础知识、基本中国文化常识及书面语表达能力。 

二、内容比例（满分 150 分） 

1.中国文化基础知识（50） 

2.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50） 

3.材料分析与写作（50）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填空题（40） 

判断题（30） 

选择题（30） 

案例分析写作题（50） 

四、参阅书目 

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 

一、总体要求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是全日制和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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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各语种考生统一用汉语答题。其目的是考

查学生的母语百科知识及表达能力是否具备进行 MTI学习所要求的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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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如下： 

1.具备一定中外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对作为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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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容及比例 

1.百科知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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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50分。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2.应用文写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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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命题作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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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百科知识：25个名词解释题；分值 50分，时间 60 分钟。 

2.应用文写作：一段应用文体文章，约 450 个汉字；分值 40 分，时间 60

分钟。 

3.命题作文：一篇 800汉字的现代汉语文章；分值 60 分，时间 60分钟。 

共计：分值 150分；时间 180分钟 

四、参阅书目 

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类统编教材  



501  城市规划设计（6 小时）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总体要求 

考生应熟悉城市（镇）详细规划设计、中心区规划设计、校园规划设计、

居住区规划设计、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城市设计、场地规划设计、景观绿地规

划设计、道路交通规划设计、旧城更新与改造、历史街区（地段）规划设计等。 

考生应基本掌握手绘快速规划设计的技能与方法，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方案构思与表达。 

二、内容及比例 

考查内容： 

城市（镇）详细规划设计、中心区规划设计、校园规划设计、居住区规划

设计、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城市设计、场地规划设计、景观绿地规划设计、道

路交通规划设计、旧城更新与改造、历史街区（地段）规划设计 

分值比例： 

规划构思与环境塑造：30％（45 分） 

使用功能与空间组合：40％（60 分） 

图面表现与文字表达：20％（30 分） 

技术经济及结构的合理性：10％（15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城市规划快速设计题，150分 

四、参阅书目 



《城市规划快速设计与表达》（第 2 版）夏鹏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

《全国高校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优秀作业选》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601  高等数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0200  物理学 理学院 

一、总体要求 

高等数学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

该课程的考试主要测试考生的数学素质，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高等数学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方法。要求考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内容包括的知识点有：函数、极限与连续、一元函数微

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

数积分学、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 

二、内容及比例 

1. 函数、极限与连续：10% 

（1）函数 

函数的概念及表示法；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复合函

数、反函数、分段函数和隐函数；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2）极限 

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概念；函数左极限与右极限的概念，以及函数极限

存在与左、右极限之间的关系；极限的性质及四则运算法则，会运用它们进行

一些基本的判断和计算；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并会利用它们求极限；利用两

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的方法；无穷小、无穷大与无穷小的比较，会用等价无穷小

求极限。 

（3）连续 

函数连续性的概念（含左连续与右连续）；会判别函数间断点的类型；连



续函数的运算性质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有界性、

最大值和最小值定理、介值定理等），并会应用这些性质。 

2. 一元函数微分学：15% 

（1）导数 

导数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

关系；平面曲线的切线和法线；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导数的四则运算；复合

函数、反函数、隐函数的导数的求法；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方法；高

阶导数的概念和高阶导数的求法。 

（2）微分 

微分的概念；微分的运算法则及函数微分的求法；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3）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和泰勒公式；洛必达（L’

Hospital）法则；函数单调性；函数的极值、函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函数图形

的凹凸性、拐点；弧微分及曲率的计算。 

3. 一元函数积分学：15% 

（1）不定积分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有理函数、三角函数的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2）定积分 

定积分的概念和基本性质；定积分中值定理；变上限定积分定义的函数及

其导数；牛顿－莱布尼茨（Newton－Leibniz）公式；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

部积分法；广义积分（无穷限积分、瑕积分）。 

（3）定积分的应用 

用定积分表达和计算一些物理量功、引力、压力；用定积分计算平面图形

的面积、平面曲线的弧长、旋转体的体积、截面面积为已知的立体体积。 

4. 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5% 

（1）向量代数 

向量的概念；向量的线性运算；向量的数量积、向量积和混合积；两向量

垂直、平行的条件；两向量的夹角；向量的坐标表达式及其运算；单位向量；

方向数与方向余弦。 



（2）空间解析几何 

曲面方程和空间曲线方程的概念；平面方程、直线方程；平面与平面、平

面与直线、直线与直线的夹角以及平行、垂直的条件；点到平面和点到直线的

距离；球面；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旋转轴为坐标轴的旋转曲面的方程；

常用的二次曲面方程及其图形；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一般方程；空间曲线在

坐标面上的投影曲线方程。 

5. 多元函数微分学：10% 

（1）多元函数 

多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数的极限和连续；有界闭区域上多元连续函数的

性质。 

（2）偏导数、全微分和方向导数 

多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及求法；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

件；多元复合函数、隐函数的求导法；高阶偏导数的求法；方向导数与梯度的

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3）多元微分法的应用 

空间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

极值；拉格朗日乘数法；多元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其简单应用。 

6. 多元函数积分学：15% 

（1）重积分 

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

坐标），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柱面坐标、球面坐标）。 

（2）曲线积分 

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两类曲线积分的性质及两类曲线积分的关系；两类

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格林公式与利用它求曲线积分；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

关的条件；全微分的原函数。 

（3）曲面积分 

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性质及计算；两类曲面积分之间的关系；高斯

（Gauss）公式；斯托克斯（Stokes）公式；散度、旋度的概念及计算。 

7. 无穷级数：15% 

（1）常数项级数 



常数项级数及其收敛与发散的概念；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

质与收敛的必要条件；几何级数与 p 级数及其收敛性；正项级数收敛性的判别

法；交错级数与莱布尼茨定理；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2）函数项级数 

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和函数的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

（指开区间）和收敛域；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简单幂级数的和

函数的求法；泰勒级数；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函数的傅里叶（Fourier）

系数与傅里叶级数；狄利克雷（Dirichlet）定理；函数在[-l，l]上的傅里叶

级数；函数在[0，l]上的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8. 常微分方程：15% 

（1）一阶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一阶线

性微分方程；伯努利（Bernoulli）方程；全微分方程；可用简单的变量代换求

解的某些微分方程。 

（2）高阶微分方程 

用降阶法解下列方程：y(n) =f(x)，y″ =f(x，y′ )和 y″ =f(y，y′ )；

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及解的结构定理；二阶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常数变易

法；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正弦

函数、余弦函数、以及它们的和与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题：15％ 

2.填空题：15％ 

3.计算题：55％ 

4.证明题：15％ 

四、参阅书目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 6 版。  



602  高等数学Ⅱ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国防科技学院 

一、总体要求 

要求考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

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函数微分

学、函数积分学、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并灵活应用。 

1．掌握基本初等函数性质及运算，掌握求函数极限方法，能运用函数连续

性质解决相关问题。 

2．理解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泰勒定理，掌握函数基本求导式，

泰勒公式，能求解函数极值、方向导数、梯度等。 

3．掌握用积分表达和计算几何量与物理量，掌握二重积分、曲面积分计算

方法，求解矢量的散度和旋度等。   

4. 熟悉空间三种坐标系，向量关系等，掌握平面方程和空间直线方程的求

法等。 

5．掌握级数敛散性判断方法，会利用函数幂级数展开式进行近似计算，掌

握相关函数傅里叶级数展开方法等。 

6. 掌握可分离变量、二阶常系数等微分方程求解方法，用微分方程解决简

单的应用问题等。 

二、内容及比例 

1. 函数、极限、连续（~20% ） 

知识点：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复合函数，反函数，

分段函数和隐函数，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无



穷小和无穷大的概念及其关系，无穷小的性质及无穷小的比较，极限的四则运

算，极限存在的单调有界准则和夹逼准则，两个重要极限；函数连续，函数间

断点的类型，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重点： 函数极限，函数连续性的应用 

2.函数微分学（~20% ） 

知识点：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平面曲线的切线和法线，复

合函数，反函数，隐函数的导数，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极值与

最值，函数单调性，函数图形的凹凸性，拐点及渐近线；空间曲线的切线和法

平面，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方向导数和梯度，二元函数的泰勒公式，拉格朗

日乘数法。  

重点： 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泰勒定理，泰勒公式，函数极值、

方向导数、梯度 

3.函数积分学（~20% ） 

知识点：牛顿－莱布尼茨（ Newton － Leibniz ）公式，定积分中值定

理，变上限定积分定义的函数及其导数，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

部积分法，有理函数、三角函数的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广义积分

（无穷限积分、瑕积分），定积分的应用；两类曲线积分，格林（ Green ）公

式，高斯（ Gauss ）公式，斯托克斯（ Stokes ）公式，散度、旋度的概念及

计算，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的应用。 

重点：掌握用积分表达和计算几何量与物理量，掌握二重积分、曲面积分

计算方法，求解矢量的散度和旋度等。 

4. 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10% ） 

知识点：向量的运算，两向量垂直、平行的条件，两向量的夹角，向量的

坐标表达式及其运算，方向数与方向余弦，曲面方程和空间曲线方程，平面方

程、直线方程，平面与平面、平面与直线、直线与直线的夹角以及平行、垂直

的条件，点到平面和点到直线的距离，球面，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旋转

轴为坐标轴的旋转曲面的方程，常用的二次曲面方程及其图形，空间曲线的参

数方程和一般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曲线方程。 

重点：空间三种坐标系，向量关系，平面方程和空间直线方程的求法。 

5. 无穷级数（~15% ） 



知识点：级数及其收敛与发散，级数的基本性质与收敛的必要条件，几何

级数与“p”级数及其收敛性，正项级数收敛性的判别法，交错级数与莱布尼茨

定理，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和函数的概

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指开区间）和收敛域，幂级数在其收敛

区间内的基本性质，简单幂级数的和函数的求法，泰勒级数，初等函数的幂级

数展开式，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函数的傅里叶

（ Fourier ）系数与傅里叶级数，狄利克雷（ Dirichlet ）定理。 

重点：级数敛散性判断方法，函数幂级数展开式，函数傅里叶级数展开方

法。 

6. 常微分方程（~15% ） 

知识点：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伯

努利（ Bermoulli ）方程，全微分方程，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及解的结构定

理，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高于二

阶的某些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欧拉（ Euler ）方程，微分方程的简单应

用。 

重点：掌握可分离变量、二阶常系数等微分方程求解方法，用微分方程解

决简单的应用问题等。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 28 分 

2.单项选择题 32分 

3.解答题 90 分  

四、参阅书目 

1.《高等数学（上、下册）》（第四版），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  



611  法学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30104  刑法学 
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一、总体要求 

    要求考生熟悉法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了解法学基础理论的整体脉络，能对

其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与评价，并能运用法学理论解决现实法律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法理学（50%）  

    1.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  

    法学的研究对象、历史、相邻学科、法学教育；  

    2.法学的研究方法中的法学方法论；  

    3.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4.法理学概述中的法理学释义、中国法理学；  

    5.法的概念；  

    法、法律的语义分析、法的基本特征、法的本质和作用；  

    6.法定渊源、形式和效力；  

    7.法的要素、法律体系；  

    8.权利和义务；  

    9.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程序；  

    10.法的历史、法律演进与法律发展；  

    11.法的制定、法的实施；  

    12.法律职业、法律方法、法的价值；  

    13.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与效率、法与正义、法与人权、法与经济、法



与政治、法与文化、法与法治国家、法与和谐社会。  

    宪法（50%） 

    1.宪法的基本理论 

    宪法概念、宪法的分类、宪法基本原则、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宪法规范与

作用 

    2.宪法的创制、实施与保障 

    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保障 

    3.国家性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4.选举制度  

    5.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6.政党制度及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7.国家结构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 

    8.人权的理论与制度 

    9.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0.国家机构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 40分，占 27%  

    2.简答题 50 分，占 33%  

    3.论述题 40分，占 27%  

    4.案例分析 20分，占 13%  

四、参阅书目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北京大学与高教出版社，2007 年

版； 

2.焦洪昌主编：《宪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一、总体要求 

要求考生重点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等主要内容；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应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基本理论部分占

80%，理论联系实际占 20%。 

二、内容及比例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占 50%）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鲜明特征。 

2．物质和意识 

哲学的基本问题；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哲学意义；物质和运动；时间和空

间；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意识的本质；意识的能动作用；物质与意

识的辩证关系；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实践的本质、特点和基

本形式；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及其意义。 

3．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

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偶然性和

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根本方法；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和现代思维方法。 

4．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实践是认识基础；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

映；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价值及其特性、价值评价的特点、

功能及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意义；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及其辩证关系；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认识必然，

争取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 

5．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科学解决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是构成人类社会

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的结构；唯

物史观创立的意义；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 

6．社会发展的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

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社会形态更替的前

进性与曲折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7.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

展的作用；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8．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

定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 

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 40%） 

1．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价值规律及其作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



的基本矛盾；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

所有制；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与经济危机。 

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4.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及

后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资

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占 10%） 

社会主义论从空想到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从

一国到多国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探索实现

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的曲折性与前进性。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简答题：40% 

2.论述题：60% 

四、参阅书目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修

订版。  



613  基础综合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 

一、总体要求 

基础综合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

该课程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和语用各方面全面介绍基础综合的基本知识

和基础理论的一门学科。基础综合主要内容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和语

用。本大纲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基础综合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以及分析方法，

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现代汉语：（70分，46%） 

（1）现代汉语的概念、特点（5%）； 

（2）汉字的结构、现代汉字的特点（5%）； 

（3）普通话语音（音位）、词汇、语法（词类、短语、句法成分、复句）、

修辞理论及实践（36%）。 

2.语言学理论（80分，54%） 

（1）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学的对象、任务、地位、功用（10%）。 

（2）语言符号的性质、特点（7%）。 

（3）语音，语法，词义，文字和书面语（17%）。 

（4）语言的接触；语言系统的发展（10%）。 

（5）语言的社会性；语言与当代社会生活；语言的不同社会变体（10%）。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10% 



2.名词解释题：15% 

3.选择题：15% 

4.简答题：15% 

5.论述题：30% 

6.辨析题：15% 

四、参阅书目 

1.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6月 

2.叶蜚声、徐通锵主编：《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615  基础英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一、总体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地掌握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具备较强语言运用能力；具有较

高的阅读、写作水平。 

考题难度参照全国普通高校英语专业八级水平。 

二、内容及比例 

第一部分：Multiple Choice，语法词汇测试（35分）； 

第二部分：Cloze（20分） 

第三部分：Reading Comprehension，阅读理解（40 分）及问题简答 (15 

分)  

第四部分：Writing (40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50分。 

1.客观题：85分 

2.主观题：65分 

四、参阅书目 

1.杨立民，《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3-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张汉熙，《高级英语》（一、二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章振邦主编，《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 5 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616  城市规划原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总体要求 

系统了解城市规划原理的基本内容，理解城市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与方法，掌握城市总体规划与布局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和城市专项规划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掌握现行城乡规划体制与城市规划的编制。在全局观念下，运用城

市规划基本原理以及协调城市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城市化与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5% 

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产生的历史

背景、理论渊源；主要理论与实践；当代城市规划思想方法的变革；城市规划

的基本价值观。 

2.城乡规划体制与城乡空间规划  16% 

城乡规划体制；城市规划的类型与编制内容；城市用地分类及其适用性评

价； 

城市与区域；区域规划的内容与类型；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规划。 

3.城市总体规划与总体布局  22% 

总体规划的作用与特点；总体规划与相关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

性质与城市职能；城市人口；城市规模预测；城市功能、结构、形态；城市布

局形态；城市总体布局基本原则与内容；城市主要类型的用地规划及其相互关

系；城市总体布局方案优化；总体规划的编制；城市空间管制规划。 

4.城市详细规划  7% 

控规的地位与作用；控规的指标体系与确定方法；控规的控制内容；控规



的成果组成；修建性详细规划。 

5.城市专项规划  13% 

城市交通与城市总体布局；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城市对外交通设施与用地

布局；城市交通的综合规划；城市生态规划；城市环境容量与城市环境规划的

内涵；城市绿地规划；城市给排水规划要点；城市防灾工程总体规划的主要内

容及城市生命线系统；城市管线综合规划；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城市设计与

相关学科；城市设计内容与理论；城市公共空间；文化遗产分类；文化遗产保

护历程及其基本原则；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基本方法与内容；城市更新与城市

复兴；国外城市更新的经验与教训。 

6.城市规划政策与学科领域发展新动态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旨；国内外城

市规划理论思想的新发展；当代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中的新问题。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  13% 

2.简述题    23% 

3.填空题    18% 

4.论述题    37% 

5.分析题    9% 

四、参阅书目 

1.吴志强主编：《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建工出版社，2010年 9月 

2.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编，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

试指定参考用书之一《城市规划原理》，中国计划出版社  



618  化学综合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0300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掌握稀溶液和胶体溶液的有关性质、化学反应的宏观规律、物质的微观结

构、四大平衡及其有关计算，熟悉重要的元素及化合物的性质和应用。了解分

析化学中各类误差的来源及规律，在四大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这些原理在

定量分析化学中的应用，建立准确的“量”的概念，掌握滴定分析的原理、特

点及有关计算。掌握吸光光度分析法和电势分析法的原理、特点及应用。 

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物理性质。掌握教材涉及的基本单元反应及

其机理，主要包括自由基(取代和加成)反应，亲电(取代和加成)反应，亲核(取

代和加成)反应，消除反应(E1、E2)，加成-消除反应，消除-加成反应等。烯烃，

炔烃，二烯烃，芳烃，脂环烃，卤代烃，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

物，β-二羰基化合物，含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掌握如何利用

波谱分析认识有机化合物的构造。周环反应、萜类、甾族、核酸、质谱等部分

内容不要求掌握。元素有机化合物只需掌握 Wittig 试剂、格氏(Grignard)试剂

的反应。基本的缩合反应需掌握 Aldol 反应、 Claisen-Schmidt 反应、

Knoevenagel 反应、Claisen 缩合反应、Mannich 反应、Michael 加成、Perkin

反应等，以及基本的重排反应(包括频哪醇－Pinacol 重排、贝克曼重排、霍夫

曼重排、Claisen 重排、Fries重排等)等。 

二、内容及比例 

化学综合主要包括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两部分内容。各部分内容的

基本要求如下: 

无机及分析化学部分（100 分，占 2/3） 



1. 气体、溶液和胶体（约 5分）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分压定律。 

基本单元及正确使用，等物质的量规则，质量分数，体积分数，摩尔分数，

质量浓度，物质的量浓度，质量摩尔浓度。 

溶液蒸气压下降，沸点升高和凝固点下降，渗透现象、渗透压、渗透压定

律。 

溶胶的性质，胶团的结构，溶胶的稳定性与聚沉。 

2. 化学反应基本原理（约 20分） 

化学计量数与反应进度，体系与环境、状态与状态函数、过程与途径、热

和功、热力学能、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化学。反应热，等容反应热，等压反应

热及焓的概念，热化学反应方程式。盖斯定律。生成热与反应热。自发变化的

特点，决定过程自发进行方向的因素，混乱度与熵的概念，绝对熵和标准熵，

化学反应熵变的计算，吉布斯函数，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
f mG Θ，

r mΔ GΘ 与

r mΔ H Θ、
r mΔ SΘ、T的关系，

rΔ TGΘ的计算。 

化学反应速率及表达方法，反应速率方程式；有效碰撞、活化分子、活化

能，过渡态理论；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质量作用定律，反应级数，反应

分子数，van’t Hoff 规则，阿伦尼乌斯公式，催化剂及特征。 

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实验平衡常数与标准平衡常数，平衡常数的物理意义，

多重平衡规则，吉布斯函数变与反应熵及标准平衡常数的关系，温度与平衡常

数，化学平衡的有关计算，化学平衡移动。 

3. 原子结构与分子结构（约 15 分） 

原子结构的近代概念，微观粒子的三大特性：量子化、波粒二象性、统计

性，玻尔理论。波函数与原子轨道，概率密度与电子云，原子轨道及电子云的

角度分布图。四个量子数取值及物理意义；近似能级图，核外电子排布三个规

则；核外电子的排布。原子结构与周期、族、区；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原

子结构与元素性质（原子半径、电离能、电负性）的关系。 

离子键的形成和特征，离子半径，离子的电子构型；键参数，价键理论，

共价键的类型、特征；杂化轨道理论与分子空间构型，夹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分子轨道理论；分子的极性，偶极矩；分子间力和氢键及其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离子极化及其对化合物性质的影响，晶体类型的结构特点和物质性质的关系。 



4. 四大化学平衡（约 20分） 

强电解质溶液，酸碱质子理论与酸碱电子理论，拉平效应与区分效应。水

的解离平衡，水的离子积，水溶液的酸碱性。解离常数、解离度、稀释定律，

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酸碱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计算及型体分布，质子条件，

弱酸、弱碱溶液氢离子浓度计算。缓冲溶液及缓冲原理，缓冲 pH 的计算，缓冲

溶液的配制。 

溶度积，溶度积和溶解度的互换，影响溶解度的因素，溶度积规则及有关

应用，沉淀的生成、沉淀的溶解、分步沉淀、沉淀的转化。 

氧化数，氧化还原反应中的有关概念，氧化还原方程式的配平。原电池，

电极反应、电池反应及电池符号。电极电势的概念及产生原因，标准电极电势

及意义，电动势与吉布斯函数变的关系，能斯特方程，影响电极电势大小的因

素。电极电势的有关应用。元素的电势图及其应用。 

配合物的概念、组成及命名，配合物的价键理论、晶体场理论及应用。配

合物的稳定常数，配位平衡的移动及其有关计算。 

5. 化学分析（约 20分）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定量分析中的误差，准确度和精密度，系统误差

和偶然误差，置信度与平均值的置信区间，可疑值的取舍，分析结果的处理与

报告。 

定量分析的任务、方法及一般程序，试样的采集、预处理及分解。滴定分

析的主要方法和特点，滴定分析法对化学反应的要求，主要滴定方式，滴定分

析中的标准溶液，基准物质，滴定分析的计算。 

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变色点、变色范围，混合指示剂；酸碱滴定法的

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突跃范围，酸碱指示剂的选择原则，影响突跃范围的因

素；弱酸或弱碱准确滴定的判据，多元酸的滴定；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酸碱滴定法的有关应用。 

沉淀滴定法概述，Mohr 法、Volhard 法、Fajans 法。重量分析及其特点，

重量分析法的计算。 

氧化还原滴定的特点和分类，条件电势与条件常数，诱导反应，氧化还原

滴定曲线，氧化还原指示剂及其选择原则，高锰酸钾法的原理、滴定条件，重

铬酸钾法的原理、滴定条件，碘量法的原理、滴定条件、主要误差来源。氧化



还原滴定有关计算。 

配位滴定法概述，EDTA 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配位反应的副反应系数，

配合物的条件稳定常数。滴定曲线，酸效应曲线及应用；金属指示剂的变色原

理、条件，配位滴定中酸度的控制，混合离子的选择性滴定及分步滴定。配位

滴定的应用。 

6. 吸光光度法及电势分析法（约 5分） 

吸光光度法的特点，吸收光谱；朗伯-比耳定律，摩尔吸光系数及意义；比

耳定律的局限性；显色反应及显色条件的选择；吸光光度计基本部件及性能；

测量条件的选择。吸光光度法有关应用。电势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参比电极，

指示电极，离子选择性电极及性能指标，膜电势的产生；电势分析法的应用。 

7. 元素化学（约 15分） 

卤素及其重要化合物，氧族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氮族元素及其重要化合

物，碳、硅和硼及其重要化合物，氢及其成键特征、氢能源，稀有气体。碱金

属和碱土金属的单质及重要化合物，铝及其重要化合物，锡和铅及其重要化合

物，铬及其重要化合物，锰及其重要化合物，铁系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ds 区

元素与 s 区元素性质上的差异、ds 区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稀土金属单质的结

构与性能，稀土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常见阴、阳离子的鉴定方法。 

有机化学部分（50分，占 1/3） 

1. 脂肪烃类化合物（约 7分） 

烷烃、烯烃、炔烃及环烷烃的命名、构造异构及物理性质；Newman 投影式，

共振论。烷烃的卤化反应及其自由基取代反应历程、自由基稳定性和自由基的

结构；烯烃的化学性质：①亲电加成：加卤素(亲电试剂、亲电加成、亲电加成

反应历程)，加卤化氢(加成反应规则，诱导效应，碳正离子结构、稳定性和碳

正离子的重排)，加次卤酸，加硫酸，加水，硼氢化反应（选择性）；②催化氢

化及烯烃的稳定性；③HBr 过氧化物效应，自由基加成反应历程；④双键的氧

化反应；⑤卤代（烯丙基自由基及 p-π共轭效应）、氧化。炔烃的化学性质：

①加氢、亲电加成(加卤素、加卤化素，加水)；②氧化反应；③活泼氢反应。

二烯烃的化学性质：①加成反应(1,4 加成和 1,2 加成)  ②双烯合成(Diels-

Alder 反应) 。环烷烃的结构与稳定性；环已烷及其衍生物的构象(椅式，船式，



a 键，e 键，一元及多元取代环已烷的稳定构象)。环烷烃的化学性质：取代反

应，加成反应，氧化反应，环烯烃和环二烯烃的反应。各类脂肪烃的制备与鉴

别。 

2. 芳香烃（约 4分） 

苯的结构、命名，芳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①亲电取代反应：卤代、硝

化、磺化、烷基化和酰基化、氯甲基化；②加成反应：加氢、加氯；③氧化反

应：侧链氧化、苯环氧化；④侧链取代；⑤亲电取代反应历程，定位规则及活

化作用，理论解释(电子效应、空间效应、共振论与分子轨道理论)，双取代基

定位规则及理论解释，定位规则的应用。休克尔规则。 

3. 立体化学（约 3分） 

异构体的分类与立体化学，比旋光度、旋光异构体。含一个手性碳原子的

化合物的旋光异构，外消旋体与外消旋化。含两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的旋光

异构，对映体，非对映体，内消旋体。构型的确定、标记和表示方法。外消旋

体的拆分。相对构型和绝对构型及构型的转化。环状化合物的立体异构。旋光

异构体参加的反应、立体专一性和立体选择性反应。 

4. 卤代烃 （约 6分） 

卤代烃的分类和命名。物理性质。卤代烷的化学性质：① 亲核取代反应 

(水解、氰解、氨解、醇解、和硝酸银作用)，亲核取代反应历程(SN1 和 SN2) ；

②消除反应：消除反应历程(E1 和 E2)，消除方向，取代与消除的竞争；③卤代

烷与金属作用 (与镁、锂、钠、铝作用，格氏试剂，烷基锂)。卤代烯的分类及

双键位置对卤素原子活泼性的影响。卤代烃的制备与鉴别。 

5.  醇、酚、醚 （约 4分） 

醇：结构、分类和命名。物理性质。氢键。化学性质：①与活泼金属的反

应；②羟基的反应: 卤烃的生成、与无机酸的反应、脱水反应 (分子内脱水和

分子间脱水)；③氧化与脱氢。二元醇的性质。醇的制备与鉴别。   

酚：结构、分类和命名。物理性质(分子内氢键与分子间氢键)。化学性质：

①酚羟基的反应：酸性、成酯、成醚；②芳环上的反应：卤代、硝化、磺化、

烷基化、与羰基化合物缩合、Fries 重排与 Claisen 重排、水杨醛与水杨酸的

制备；③与三氯化铁的显色反应；④氧化与还原、醌。酚的制备与鉴别。 

醚与环氧化合物：结构和命名。物理性质。化学性质：醚键的断裂，环醚



的开环反应与反应机理 (与水、醇、氨、格氏试剂等作用)。醚的制备与鉴别。

 

6.  醛和酮（约 8分） 

结构、分类和命名，物理性质。化学性质：①加成反应：加氢氰酸及亲核

加成反应历程、加亚硫酸氢钠、加醇、加格氏试剂、与氨衍生物缩合、与

Wittig 试剂反应；②α-氢原子的反应：卤代反应、羟醛缩合反应；③氧化反

应：弱氧化剂 (Fehling 试剂、Tollens 试剂)、强氧化剂、过氧酸氧化；④还

原反应: 催化加氢、用氢化铝锂还原、用硼氢化钠还原、C=O 还原成 CH2、金属

还原；⑤歧化反应。 醛酮的制备与鉴别。α,β-不饱和醛酮的性质(亲核加成、

亲电加成、氧化还原)。 

7. 羧酸及其衍生物（约 7分） 

羧酸：结构和命名。物理性质。化学性质：①酸性；②羧酸衍生物的生成，

亲核加成-消除反应机理；③还原反应；④脱羧反应；⑤α-氢原子的取代反应。

羧酸的制备与鉴别。 

羧酸衍生物：结构和命名。物理性质。化学性质：①.羧酸衍生物的相互转

化；②与有机金属的反应；③还原；④酰胺的 Hofmann 降级反应。羧酸衍生物

的制备与鉴别。 

碳负离子的反应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①碳负离子: 结构、形成、稳定性和

反应；②酯缩合反应；③乙酰乙酸乙酯、丙二酸二乙酯及类似化合物的α-氢反

应在合成中的应用:与羧酸衍生物的亲核加成-消除、与羰基的亲核加成。 

8. 含氮化合物（约 3分） 

硝基化合物：分类、结构和命名。物理性质。化学性质：①与碱作用；②

还原反应；③硝基对苯环上其它取代基的影响。制备与鉴别。 

胺：分类、结构和命名。物理性质。化学性质：①碱性；②烃基化；③霍

夫曼消除；④酰基化；⑤与亚硝酸反应；⑥与醛酮反应； ⑦芳胺的特殊反应

(与亚硝酸作用、氧化、芳环上的取代反应)  

3. 重氮和偶氮化合物：重氮化反应，重氮盐的化学性质及其在合成中的应

用。 

9. 杂环化合物（约 2分） 

分类、命名、结构和芳香性。五元单杂环化合物(呋喃、噻吩、吡咯)：物



理性质、化学性质(亲电取代、加成、特殊反应)。六元单杂环化合物：吡啶、

喹啉：物性、化性(取代、弱碱性、氧化与还原)。 

10. 碳水化合物（约 2分） 

糖类化合物的分类。单糖：葡萄糖、果糖、核糖的结构和化学性质；二糖：

蔗糖、麦芽糖的结构和化学性质；多糖、淀粉和纤维素。 

11. 波谱分析（约 4分） 

核磁共振: 基本原理。屏蔽效应和化学位移及影响因素，自旋偶合-裂分。

1H NMR图谱分析。 

红外光谱: 基本原理。官能团的特征吸收。谱图分析。 

紫外光谱: 分子结构和紫外吸收的关系。芳香化合物的紫外光谱。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选择题：34％ 

判断题：10％ 

填空题：16％ 

简答题：13％ 

计算题：27％ 

四、参阅书目 

1.钟国清 主编.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二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钟国清 主编. 无机及分析化学学习指导（第二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 

3.王兴明，康明  主编.基础有机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19  普通生物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普通生物学是一门具有通论性质的课程。生物界是由多个结构层次组成的，

既有极大的多样性，又有高度的统一性。该课程要求考生掌握普通生物学的基

础知识，从生命的物质基础到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从生物物质代谢深入到生

物遗传的本质，直至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现象进行

思考和探索，从分子水平上阐述了生物的奥秘，了解生命科学研究的主要热点

和重点课题。 

二、内容及比例 

1.绪论（10%） 

掌握：生命的定义；生命的基本特征；生命科学研究方法。了解：生命科

学发展史；生命科学的研究领域及其分支学科。应用：根据生命的基本特征说

明什么叫生命；从生命科学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 21 世纪面临的世界性的

难题说明生命科学的重要性。 

2.生命的物质基础（10%） 

掌握：水、氨基酸、核苷酸、单糖、脂类、蛋白质、核酸、多糖的结构与

功能；生物元素的种类和作用；维生素的功能及缺乏症。了解：生物小分子构

成大分子的过程。应用：如何判断一种元素是否为人体必要的元素？人体所需

要的营养素有哪些？具有什么功能？存在于哪些食品中？ 

3.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15%） 

掌握：细胞的形态结构和分类；细胞器的功能；细胞周期；细胞分裂方式；

细胞的分裂、分化、衰老与凋亡的概念和意义；细胞呼吸的生物化学途径。了



解：有关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的研究；细胞衰老的机理；酶促反应的

特点和作用机制。应用：比较原核与真核细胞形态结构的差异；比较细胞坏死

和细胞凋亡；干细胞的概念及应用；从细胞分化、衰老和凋亡的过程及癌细胞

的异常特点说明细胞为什么会癌化？哪些因素会致癌？怎样抑制和消灭癌细胞？ 

4.植物的结构、功能和发育（15%） 

掌握：根的形态；根的变态；根的功能；植物根吸水的机理；茎的结构特

点；茎的变态；茎的功能；叶的解剖结构；光合作用；光合作用过程与机理；

光呼吸；双受精定义、过程及双受精的意义。了解：茎尖的结构；叶的变态；

叶的功能；花的形态结构与相适应的传粉方式；雌雄生殖细胞的发育；种子的

形成；果实的发育与由来。应用：试述植物各器官与功能相适应的结构特点；

举例说明植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5.动物的结构、发育与行为（10%） 

掌握：组织、器官、系统、抗原、抗体的概念；组织的分类、结构、功能

及分布；人体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人类免疫系统及其功能；神经调节；体液

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掌握激素的作用机制；熟悉特异性免疫的工作机

制；两种免疫机制。了解：信息的传递过程；动物的消化、呼吸、循环与排泄

系统的结构及演化；动物行为的主要类型；动物行为的生理基础；动物行为遗

传学；人工免疫的方法。应用：分析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谈谈免疫学的实

际应用。 

6.遗传学（20%） 

掌握：遗传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遗传信息的传递——中心

法则；基因的概念及其发展；基因的本质——DNA（RNA）；基因工程原理；基

因工程的基本内容。了解：基因表达调控；基因重组；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

性连锁基因和伴性遗传现象；单克隆抗体技术及其应用；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

意义。应用：亲子鉴定；基因工程的操作和应用；人类遗传疾病的分类、诊断

及其治疗。生物技术及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7.生命的多样性（10%） 

掌握：五界系统；原核生物；原生生物；真菌；植物；动物；病毒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了解：类病毒、朊病毒；生物类群及其代表。应用：

分析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主要威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 

8.生态学（10%） 

掌握：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环境因子；群落中不同种群间相互作用方

式；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传递过程以及物质循环方式。了解：生物灾害发生原因；

生物灾害发生规律；生物灾害防治方法；生态系统稳定的意义。应用：生态系

统的相互关系；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怎

样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 20% 

2.填空题   20% 

3.简答题   30% 

4.论述题   30% 

四、参阅书目 

1.《陈阅增普通生物学》，吴相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生命科学导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写组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801  法学专业综合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30104  刑法学 
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一、总体要求  

    通过该科的考试，测试考生对刑法总论、经济法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刑法总论（50%）  

    1.刑法概说；  

    刑法的概念、性质与体系、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适用范围；  

    2.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中的概述、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  

    3.排除犯罪的事由中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4.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中的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5.共同犯罪；  

    6.罪数中的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处判的一罪；  

    7.刑事责任概述；  

    8.刑罚的概念和目的、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的裁量；  

    9.刑罚执行制度中的减刑制度和假释制度；  

    10.刑罚的消灭中的时效和赦免。  

    民法学 （50%）  

    1.民法概述；  

    民法的概念、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的沿革、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法的



性质与任务、民法的基本原则；  

    2.民法的渊源与适用；  

    3.民事权利；  

    4.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  

    5.民事权利客体中的物、货币与有价证券；  

    6.民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与期限；  

    7.物权概述、物权种类、物权效力、物权的变动；  

    8.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  

    9.债的概念和特点、债的要素、债的发生原因、债的分类；  

    10.债的履行、债的保全、债的担保、债的转移、债的消灭；  

    11.合同概述、合同的订立、双务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违约责任；  

    12.合同分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  

    13.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种类、侵权责任的概念和形式、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

的关系；  

    14.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特殊侵权责任、共同侵权责任、侵权损害赔偿。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 40分，占 27%  

    2.简答题 50 分，占 33%  

    3.论述题 40分，占 27%  

    4.案例分析 20分，占 13%  

四、参阅书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4 年版； 

2.郭明瑞、房绍坤主编：《民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80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一、总体要求 

主要考察考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和发展历史的掌握程度，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业素质。 

二、内容及比例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占 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分析、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意义；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特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理论依据，综合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理论与实际问题，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

军事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学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

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

史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

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环境及其背景条件、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占 60%）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和总依据、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

会主义本质理论、对外开放战略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分配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内涵和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途

径、条件、目标和意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

求与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概念、根本任务、

基本方针、地位，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

及其相互关系，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现实依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重要意义，推进以改善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树立生态文

明新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祖国完全统一理论、外交与国际战略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

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领导核心理论。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简答题 40％，简答题要简要阐明某个观点或原理。 

2.论述题 60％，论述题则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原理，批判性地分析各

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逻辑清晰，文字流畅。 

四、参阅书目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5 年版  



803  古代汉语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 

一、总体要求 

古代汉语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

课。它是从古代文献的阅读与理解入手，探求古代汉语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

通过对传世典范作品的学习，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了解语言学和文献学

等方面的知识以及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掌握汉语发展的规律。要求考

生熟读经典作品，掌握 1200 个常用词的基本意义和用法，熟练掌握文字、词汇、

语法、训诂学、音韵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对中国语言学史有一定的了解，并具

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材料、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文字：（40分，27%） 

（1）六书的概念（10%）。 

（2）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的辨识（17%）。 

2.词汇：（15分，10 %） 

（1）古今词义的变化（1%） 

（2）单音词、复音词、连绵词、偏义复词的概念（3%） 

（3）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2%） 

（4）同义词的辨析（2%） 

（5）古代汉语常用词的基本意义和用法（2%） 

3.语法：（15分，10%） 

（1）判断句、被动句（2.5%） 

（2）词序的问题（2%） 



（3）词类活用的问题（3.5%） 

（4）有关虚词各自的特点）（2%） 

4.训诂学：（20分，13%） 

（1）训诂学的历史（4%） 

（2）训诂学的术语（4.5%） 

（3）修辞（4.5%） 

5.音韵：（20分，13%） 

（1）古韵三十部的常识、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6.5%） 

（2）近体诗的格律（6.5%）。 

（3）翻译：要求译文语句通顺，文字规范。（17%） 

6.古书标点和翻译的问题：（40 分，27%） 

（1）具备较好的基础，能标点一般的传统典籍。 

（2）标点：对没有标点的古文，能按句子内容和语气用现代标点符号进行

正确标点。（10%） 

（3）翻译：要求译文语句通顺，文字规范。（17%）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解释概念：10% 

2.用六书的理论分析文字：10% 

3.解释加点或横线的字词：10% 

4.简答题：20% 

5.古代注疏的体例辨识：10% 

6.近体诗的格律：10%  

7.古代汉语的修辞：10% 

8.标点翻译：20% 

四、参阅书目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2002年 3月  



805  英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一、总体要求 

1.语言学基础知识，如语言的本质特征和结构，语言的意义和使用等； 

2.英、美文学基础知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术语的基本了解，

对英美文学作品片段的初步分析等； 

3.英汉翻译能力考核，段落的英汉互译。 

二、内容及比例 

本科目由翻译实践（英汉互译）和方向考查两部分构成。翻译实践分值为

90 分，为所有方向考生必做题。方向考查由三个板块构成(翻译类、文学类、

语言学类）每个板块分值为 60 分；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只需要选择完成一个

方向板块。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50分。 

第一部分：翻译实践，分值为 90 分，为所有方向考生必做题，题型为英译

汉、汉译英。 

第二部分：方向考查，由三个板块构成（翻译类、文学类、语言学类），

每个板块分值为 60 分，考生只能选择完成一个方向板块。题型为概念题、简答

题与材料分析题等。 

四、参阅书目 

(一)方向一：翻译理论与实践 



1.连淑能， 英译汉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二)方向二：英美文学与文化 

1.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1，2 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2.吴伟仁，《美国文学史及选读》（1，2 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三)方向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胡壮麟主编，《语言学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06  普通物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0200  物理学 理学院 

一、总体要求 

大学物理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该

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大学物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够运

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力学：26% 

（1）质点运动学 

位移，速度，加速度；切向速运动和法向加速度；角位移，角速度，角加

速度，线量与角量的关系；运动学的两类问题；相对运动。 

（2）质点动力学 

牛顿运动定律及其应用；惯性系与非惯性系，惯性力；冲量与动量定理，

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质心运动定理；质点的角动量，角动量守

恒定律。功，动能定理，一对力的功；保守力，势能；功能原理，机械能守恒

定律。 

（3）刚体的运动 

刚体定轴转动定律，转动惯量；转动中的功和能；刚体的角动量和角动量

守恒定律。 

（4）振动学基础 

简谐振动的描述，旋转矢量表示法，简谐振动的动力学方程；简谐振动的

能量；简谐振动的合成。 

（5）狭义相对论基础 



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同时性的相对性、时间膨胀，长度缩短；

洛仑兹变换，相对论速度变换；相对论质量，相对论动能，相对论能量，相对

论动量－能量变换。 

2.热学：10% 

（1）气体体动理论 

热力学系统，平衡态，状态参量；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及其统计意义；

能量均分定理，理想气体的内能；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三种统计速率；气体

分子的平均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 

（2）热力学 

准静态过程，功，热量；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用，热容量；典型的热力

学过程；循环过程，卡诺循环；热力学第二定律与不可逆过程；熵，熵增加原

理。 

3.电磁学：30% 

（1）静电场 

库仑定律，电场强度，场强叠加原理；电通量，高斯定理及其应用；静电

场环路定理；电势，电势叠加原理，电势梯度。 

（2）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 

导体的静电平衡，有导体存在时场强的分布和计算；电介质的极化，电位

移矢量，电介质中的高斯定律及其应用；电容器及电容，电场的能量。 

（3）稳恒磁场 

磁感应强度，毕奥一萨伐尔定律；磁通量，磁场的高斯定理；匀速运动点

电荷的磁场，安培坏路定理及其应用。 

（4）磁力 

安培力，安培定律；洛仑兹力，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霍耳效应。 

（5）磁场中的磁介质 

磁介质的磁化；磁场强度矢量，磁介质中的环路定理及其应用；铁磁质。 

（6）电磁感应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和感应电场；互感，自感；

磁场的能量。 

（7）麦克斯韦方程组 



位移电流，全电流环路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平面电磁波的基本性质，

电磁波的能量，坡印廷矢量。 

4.波动学：18% 

（1）波动学基础 

纵波和横波；平面简谐波方程，波动方程；波的能量；惠更斯原理；波的

干涉，驻波；多普勒效应。 

（2）光的干涉 

光程和光程差；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等厚干涉，等倾干涉；时间相干性，

迈克耳逊干涉仪。 

（3）光的衍射 

光的衍射现象，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单缝的夫琅和费衍射，光栅衍射，X

射线的衍射。 

（4）光的偏 

自然光和偏振光，起偏和检偏，马吕斯定律；反射和折射时光的偏振，布

儒斯特定律；双折射现象。 

5.量子物理基础：16% 

（1）早期量子理论 

光电效应，康普顿散射；玻尔的原子理论；激光理论初步。 

（2）量子力学基础 

物质的波粒二象性，概率波，不确定度关系，波函数及其统计解释，薛定

谔方程，一维无限深势阱；隧道效应；氢原子定态；电子的自旋，四个量子数；

泡利不相容原理，原子的壳层结构。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题：20％ 

2.填空题：10％ 

3.简答题：10％ 

4.计算题：60％ 

四、参阅书目 



马文蔚主编：《大学物理学》，高等出版社，2005年 2月第五版  



807  物理化学Ⅰ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0300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5216  化学工程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理论基础，要求考生较为系统地掌握化学热力学、

化学动力学、电化学、界面化学和胶体化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其应用，具有

明确的基本概念，熟练的计算能力，同时具有一般科学方法的训练和逻辑思维

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 气体：3%左右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分子模型，摩尔气体常数， Dalton 分压定律，实

际气体的 pVT 行为及普遍化状态方程式，van der Waals 方程式，实际气体的

液化，临界参数，对比状态和压缩因子图。 

2.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27%左右 

热力学的基本概念（系统、环境、广度性质、强度性质、热力学平衡态、

状态函数、功、热、过程、途径、热力学能），体积功的计算，准静态过程、

可逆过程与可逆体积功，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容及焓，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和

焓、理想气体的绝热可逆过程方程式，Joule-Thomson 效应，化学反应的热效

应，反应进度，物质的标准态及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Hess 定律，标准摩尔生

成焓，标准摩尔燃烧焓，化学变化过程中 ΔrUm、ΔrHm、ΔrSm、Q、W 的计算，



Kirchhoff定律，绝热反应。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自发变化及其特征，Carnot 循环及 Carnot 定理，

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熵判据，熵和能量退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本

质和熵的统计意义，热力学第三定律，ΔS 的计算，Helmholtz 自由能与 Gibbs

自由能，Helmholtz 自由能判据与 Gibbs 自由能判据，气体单纯 pVT 变化过程、

相变化过程、化学反应过程 ΔA、ΔG 的计算，热力学函数的基本关系式及应用，

Maxwell关系式，Gibbs-Helmholtz 方程。 

3. 多组分系统热力学及其在溶液中的应用：7%左右 

基本概念（相、单相系统、多相系统、溶液、混合物），多组分系统的组

成表示法，偏摩尔量和化学势，Raoult 定律和 Henry 定律，多组分系统的热力

学基本关系式，化学势判据，理想气体及其混合物的化学势，真实气体及其混

合物的化学势，理想液态混合物及其通性，理想稀溶液，稀溶液的依数性，逸

度及逸度因子，活度及活度因子。 

4. 相平衡：17%左右 

多相体系平衡的一般条件，基本概念（相和相数、物种数、独立组分数、

自由度和条件自由度），Clapeyron 方程，Clausius-Clapeyron 方程，相律，

杠杆规则，单组分系统的相图及应用，二组分系统的相图及其应用。 

5. 化学平衡：10%左右 

化学反应的平衡条件，化学反应的平衡常数和等温方程式，平衡常数的表

示式，复相化学平衡，标准摩尔反应 Gibbs 自由能，平衡常数的测定和平衡转

化率的计算，化学平衡的影响因素，同时化学平衡，反应的耦合。 

6. 电化学：13%左右 

基本知识（第二类导体的导电性能，电解池与原电池，Faraday 电解定

律），离子的电迁移率和迁移数，电解质溶液的电导，离子独立运动定律与离

子的摩尔电导率，电导的测定及应用，电解质的平均活度及平均活度因子，离

子强度，强电解质溶液理论基础，Debye-Hüchel 极限公式。 

可逆电池和可逆电极，电动势的测定，可逆电池的书写方法及电动势的取

号，可逆电池的热力学，电动势产生的机理，电极电势和电池的电动势，电动

势测定的应用。 

分解电压，极化作用与超电势，电解时电极上的竞争反应，金属的电化学



腐蚀、防腐与金属的钝化，化学电源。 

7. 化学动力学基础：16%左右 

化学动力学的任务和目的，化学反应速率表示法，基本概念（化学反应速

率，基元反应和非基元反应、反应分子数、反应级数、反应的速率常数），质

量作用定律，化学反应的速率方程，具有简单级数的反应，反应级数的确定，

三种典型的复杂反应（对峙反应、平行反应、连续反应），温度对反应速率的

影响，Arrhenius 公式，活化能 Ea 对反应速率的影响，链反应，拟定反应历程

一般方法，碰撞理论，过渡态理论，催化反应动力学。 

8. 表面物理化学：4%左右 

表面 Gibbs 自由能和表面张力，弯曲表面上的附加压力和蒸气压，溶液的

表面吸附，液-液界面的性质，膜，液-固界面现象，表面活性剂及其作用，固

体表面的吸附，Langmuir吸附式，气-固相表面催化反应。 

9. 胶体分散系统和大分子溶液：3%左右 

胶体和胶体的基本特性，溶胶的制备和净化，溶胶的动力性质，溶胶的光

学性质，溶胶的电学性质，双电层理论和 ζ 电位，溶胶的稳定性和聚沉作用，

乳状液，凝胶，大分子溶液，Donnan 平衡和聚电解质溶液的渗透压。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 选择题：40分左右（27%） 

2. 填空题：45分左右（30%） 

3. 计算题：35分左右（23%） 

4. 证明题：5分左右（3%） 

5. 相图题：20分左右（14%） 

6. 简答题：5分左右（3%） 

四、参阅书目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傅献彩等编：《物理化学》（上、下册），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5 年 7月第 5版  



808  物理化学Ⅱ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204  材料工程 

一、总体要求 

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是整个化学科学和化学工艺学

的理论基础。本课程要求考生较为系统地掌握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和电化

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其应用。具有明确的基本概念，熟练的计算能力，同时

具有一般科学方法的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 气体的 pVT关系：4%左右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和分子模型，摩尔气体常数，混合理想气体的分压和

分体积定律，实际气体的 pVT 行为及普遍化状态方程式，范德华方程式，实际

气体的液化，临界参数和对比状态。 

2.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30%左右 

热力学的基本概念（体系、环境、广延性质、强度性质、状态、状态函数、

功、热量、变化过程、途径、热力学能），体积功的计算，可逆过程与可逆体

积功，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容及焓、焦耳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理想气体中

的应用，化学反应的焓效应，物质的标准态及标准摩尔反应焓、反应的恒压热

与恒容热，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燃烧焓，化学变化过程中△U、△H、Q、

W的计算，基希霍夫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自发过程及其特征，卡诺定理，热力学第二定律，

熵增原理，熵判据，熵，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本质和熵的统计意义，热力学第三

定律，熵变的计算，亥姆霍兹函数与吉布斯函数，亥姆霍兹函数判据和吉布斯



函数判据，气体单纯 pTV 变化、相变化过程、化学反应过程的△A、△G 计算，

热力学函数的基本关系式及应用。 

3. 多组分系统热力学：10%左右 

基本概念（相、单相系统、多相系统、溶液、混合物、溶液浓度），偏摩

尔量和化学势，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多组分系统的热力学基本关系式，化

学势判据，理想气体的化学势，真实气体的化学势，理想液态混合物及其特征，

理想稀溶液，理想稀溶液的依数性。 

4. 相平衡：16%左右 

克拉贝龙方程，多相体系平衡的一般条件，基本概念（相、物种数、组分

数和独立组分数、相数、自由度和自由度数），相律，单组分体系的相图及应

用，二组分体系的相图及其应用。 

5. 化学平衡：11%左右 

化学反应的平衡条件，理想气体反应的等温方程式及标准平衡常数，理想

气体反应的几种平衡常数之间的关系，平衡常数的测定和平衡转化率的计算，

影响化学平衡移动的因素，同时反应平衡组成的计算。 

6. 电化学：13%左右 

基本知识（第二类导体的导电性能，电解池与原电池，法拉第电解定律），

离子的电迁移率和迁移数，电解质溶液的电导，离子独立运动定律与离子的摩

尔电导率，电导的测定及应用，电解质离子的平均活度及平均活度因子，电解

质溶液的离子强度，德拜—休克尔极限公式。 

可逆电池和可逆电极，电动势的测定，可逆电池的书写方法及电动势的取

号，可逆电池的热力学，电动势产生的机理，电极电势和电池的电动势，电动

势测定的应用 。 

分解电压，极化作用与超电位，电解时电极上的竞争反应，金属的电化学

腐蚀、防腐与金属的钝化，化学电源。 

7. 化学动力学：16%左右 

化学动力学的任务和目的，化学反应速率表示法，基本概念（化学反应速

率，基元反应、质量作用定律、反应分子数、简单反应、复杂反应、反应级数、

反应速率常数），化学反应的速率方程，具有简单级数的反应，反应级数的确

定，几种典型的复杂反应，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Arrhenius 经验式，活化



能 Ea对反应速率的影响，链反应。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 选择题：40分左右（27%） 

2. 填空题：30分左右（20%） 

3. 是非题：10分左右（6.5%） 

4. 计算题：40分左右（27%） 

5. 简答题：10分左右（6.5%） 

6. 相图题：20分左右（13%） 

四、参阅书目 

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物理化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 年 5月第 5版  



809  应用生物化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应用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各个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同时也是现代生物

学的基础和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前沿。该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生物化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

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静态生物化学：37% 

(1)蛋白质 

氨基酸旋光性和对映异构体，透析，结构域，同源蛋白质，变性与复性，

朊病毒，最低相对分子质量，计算二肽和三肽的等电点； 

(2)酶 

辅酶，辅基，同工酶，多功能酶，多酶复合体，调节酶，抗体酶，核酶，

变构酶，别构效应，氨肽酶，羧肽酶，米氏常数 km 的概念及米氏方程的推导，

影响酶促反应速度的因素，天然底物，不可逆抑制，可逆抑制； 

(3)核酸 

亚病毒，类病毒，拟病毒，朊病毒，核酸熔点 Tm，核小体，变性与复性，

细胞程序性死亡； 

(4)糖类 

血糖，糖异生作用； 

(5)脂类 

血脂，基本脂、贮存脂和活性脂概念； 



(6)维生素和辅酶 

维生素概念、种类和命名，形成辅酶的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的功能； 

2.动态生物化学：40% 

(1)生物氧化 

呼吸链的概念、组成和抑制剂，氧化磷酸化的概念和解偶联剂，底物磷酸

化，磷酸原，苹果酸-草酰乙酸循环； 

(2)糖代谢 

糖异生和磷酸戊糖途径概念，糖酵解和柠檬酸循环概念和过程；乙酰 CoA 

的代谢方向， 

(3)脂代谢 

脂肪酸的分解与合成，胆固醇的代谢概况，酮体； 

(4)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代谢 

氧化脱氨基，尿素循环，氨基酸脱羧基； 

(5)核酸分解及核苷酸的代谢 

稀有碱基，核酸紫外吸收，增色效应和减色效应，核酸变性与复性，

Northern blotting，Southern blotting； 

3.信息生物化学：23% 

DNA 半保留复制，复制叉，复制起点，Klenow 片段，复制、转录和翻译方

向，引物，冈崎片段，核酸外切酶，GT-AG 规则，SD 序列，端粒和端粒酶，

hnRNA，逆转录酶，逆转录过程的生物学意义及其应用，RNA 生物功能的多样性，

调节基因，遗传密码的特征及适应，起始 tRNA；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解释：20%； 

是非判断：10%； 

单项选择：20%； 

简答：20% 

计算：10%； 

论述：20%； 



四、参阅书目 

王镜岩等主编：生物化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  



810  机械设计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201  机械工程 

一、总体要求 

机械设计是高等学校机械类工科专业学生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的技术基础

课。该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通用机械零件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和设计方法。

使考生初步具备一般机械设备设计的能力，并能较熟练地使用机械设计标准、

规范、手册等有关技术资料。  

二、内容及比例 

1.总论：15% 

机械的基本要求、一般设计程序；机械零件的基本要求、设计准则、设计

方法、一般设计程序；机械零件的常用材料及选用原则；机械零件的载荷、应

力的分类；机械零件的整体强度、表面接触强度；机械的摩擦、磨损与润滑。 

2.联接件：20% 

（1）螺纹联接 

螺纹、螺纹联接的类型及特点；单颗螺栓联接的强度计算、螺栓的材料及

许用应力；螺栓组联接的设计计算；螺栓的预紧、防松，提高螺纹联接强度的

措施。 

（2）键、花键与销联接 

键联接的类型、特点、选择与强度校核；花键联接的类型、特点、选择与

强度校核；销联接的类型、特点与强度校核。 

3.传动件：30% 

（1）带传动的类型、工作特点；带传动主要参数及其对传动性能的影响；



带传动的设计计算步骤；带传动的张紧形式、带轮的结构及材料。 

（2）链传动的类型、工作特点；链传动主要参数及其对传动性能的影响；

链传动的设计计算步骤；链传动的布局形式、润滑方式、链轮的结构及材料。 

（3）齿轮传动类型及工作特点；齿轮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常用材料及

热处理、齿轮传动的精度选择；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齿轮传动的参数及其对

弯曲强度和接触强度的影响；齿轮强度设计计算的一般步骤；齿轮传动的润滑、

效率和结构； 

（4）蜗杆传动的类型及特点；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材料及精

度选择；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受力分析、运动分析；蜗杆传动的

强度计算，热平衡计算；蜗杆传动的润滑，蜗轮、蜗杆的结构。 

4.轴系零件：30% 

（1）滚动轴承的类型、代号及特性；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滚

动轴承的疲劳寿命计算及静强度计算；滚动轴承的组合定位、调整、配合精度

及装配；滚动轴承的润滑与密封。 

（2）滑动轴承的类型及结构特点；滑动轴承的轴瓦材料、轴瓦结构、润滑

方式；非液体滑动轴承的设计计算；液体动压滑动轴承的工作原理；液体动压

滑动轴承主要工作参数及其对工作性能的影响；液体动压滑动轴承的设计计算。 

（3）联轴器、离合器与制动器的基本功能、类型及其性能特点；标准联轴

器、制动器的选择计算。 

（4）轴的类型；轴的常用材料、性能及热处理；轴系及轴系零件的定位固

定设计，轴的结构工艺性；轴的强度计算及校核计算的方法，轴设计的一般过

程；轴的刚度计算及振动稳定性计算。 

5.其他零件：5% 

弹簧的类型及特性；弹簧的主要参数及其对弹簧性能的影响；圆柱螺旋拉

压弹簧的设计计算过程。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题：25% 

2.简答题：10% 

3.分析题：20% 



4.计算题：25% 

5.作图题：20% 

四、参阅书目 

杨明忠、朱家诚，机械设计，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6  



811  电子技术基础（含模电、数电）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理学院 

一、总体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具有分析电路、设计电路

的能力。 

电子技术基础包含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部分内容。 

模拟电子技术考生应该掌握：二极管及其应用、三极管及其放大电路、场

效应管及其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模拟集成电路及其应用、反馈放大电路、

信号处理与信号产生电路、直流稳压电源。 

数字电子技术考生应该掌握：逻辑代数基础、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常用组合逻辑器件的应用、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常用时序逻

辑器件的应用、存储器的应用、A/D、D/A转换器的应用、555定时器的应用。 

二、内容及比例 

电子技术基础每个知识点所占的参考比例如下： 

1.模拟电子技术（约 54%） 

（1）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及其应用电路（约 20%） 

要求考生熟悉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基本理论及知识；掌握二极管

的理想模型和恒压模型在电路中的应用，如限幅电路、开关电路等；掌握特殊



二极管（如稳压管）的应用；掌握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熟

悉三极管的图解分析法；熟悉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失真情况分析；掌握场效应管

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熟悉场效应管的特性曲线。 

（2）功率放大电路（约 5%） 

熟悉各类功放电路的特性和分析方法；掌握乙类功放、甲类功放的路的特

性及其性能指标的估算。 

（3）模拟集成电路及其应用（约 12%） 

 熟悉模拟集成电路的构成；熟悉差分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掌握模拟集成

电路的应用。 

（4）反馈放大电路（约 12%） 

熟悉反馈的分类、判断；熟悉反馈的四种组态；掌握反馈对放大电路的影

响；掌握各种反馈的估算；掌握如何引入反馈。 

（5）信号处理与信号产生电路、直流稳压电源（约 5%） 

掌握正弦波振荡电路的构成以及能否起振的判断；掌握 RC 正弦、LC 正弦

波振荡电路的判断；了解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的性能；熟悉稳压电源的构成；掌

握集成稳压电源的应用。 

2.数字电子技术（约 46%） 

（1）逻辑代数基础（约 10%） 

熟悉各种进制以及相互之间的转换；熟悉二进制代码；熟悉逻辑函数的概

念以及各种表示方法；掌握逻辑代数的化简方法； 

（2）组合逻辑电路（约 10%） 

熟悉组合逻辑电路的概念及各种表示方法；熟悉各种 MSI（中规模）逻辑

器件的功能及使用；掌握用 SSI 器件（门电路）、MSI 器件（译码器、多路选

择器）设计组合逻辑电路；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3）触发器（约 10%） 

熟悉触发器的定义和分类；熟悉各种电路结构的触发器的特点；掌握各种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掌握触发器的表示方法；掌握各种触发器的特性方程和波

形分析；掌握触发器的使用； 

（4）时序逻辑电路（约 10%） 

熟悉时许逻辑电路的概念及特点；掌握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掌



握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熟悉寄存器概念及应用；掌握计数器的应用； 

（5）其他（约 6%） 

熟悉存储器的概念、结构、容量；掌握存储器的应用；熟悉 A/D、D/A 转换

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掌握 555定时器的应用。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判断题 20% 

2.计算题 20% 

3.画波形 10% 

4.分析题 25% 

5.设计题 25% 

四、参考书目 

1.《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第六版； 

2.《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第六版。  



812  环境工程原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国防科技学院 

085229  环境工程 

一、总体要求 

《环境工程原理》系统、深入地阐述环境污染控制工程，即水质净化与水

污染控制工程、大气（包括室内空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及

资源化工程、物理污染控制工程，以及其他污染控制工程中涉及的具有共性的

工程学基础基本过程、现象及基本原理，为后期相关的领域学习及科研打下良

好基础。主要考察学生对以下内容的掌握情况： 

1.环境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包括物料与能量衡算、流体流

动、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过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应用。 

2.分离过程的原理：主要包括沉淀、过滤、吸收、吸附、离子交换、膜分

离等基本分离过程的原理及其应用。 

二、内容及比例 

1.质量与能量衡算（10-20%） 

2.流体流动（10-20%） 

3.热量传递（10-20%） 

4.质量传递（10-20%） 

5.沉降（5-10%） 

6.过滤（5-10%） 

7.吸收及吸附（5-10%） 

8.离子交换及膜分离（5-10%）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题（30分） 

2.填空题（30分） 

3.判断题（20分） 

4.计算题（70分） 

四、参阅书目 

1.张晖、吴春笃 主编，《环境工程原理》，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

统编教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胡洪营、张旭、黄霞、王伟 合编，《环境工程原理》，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3.柴诚敬主编，《化工原理》（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813  岩石力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18  矿业工程 

一、总体要求 

岩石力学考试涵盖岩石和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原岩应力及其测量、岩石

本构关系与强度理论、岩体力学各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在岩体边坡工程和岩石地

下工程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等内容。要求考生： 

1.充分理解岩体、岩块和结构面的概念，了解岩体与土体、岩体与岩块的

区别； 

2.理解岩块单轴抗压强度、单轴抗拉强度、三轴压缩强度和剪切强度的概

念，掌握各种强度指标的含义、测定方法、研究意义； 

3.掌握岩石结构构造及要素的含义及对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4.掌握岩块在单周压缩条件下的应力-应变曲线特征、变形阶段划分及不同

阶段的变形特征； 

5.运用岩石力学原理和方法，分析解决岩体边坡、岩石地下工程等实际工

程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占 10%，15分 

1）岩石的物理性质；2）岩石的水理性质；3）岩石的力学特性及其影响因

数。 

2.岩体力学性质  占 20%，30分 

1）岩体结构面和结构体；2）结构面力学性质；3）岩体的变形特征；4）

岩体的强度特征；5）岩体质量评价及其分类。 



3.地应力及其测量  占 10%，15 分 

1)地应力的成因和影响因素；2)地应力场基本特征；3)地应力测量基本方

法。 

4.岩石本构关系与强度理论  占 20%，30分 

1)岩石弹性本构关系；2)岩石流变理论和流变力学性质。 

5.岩石地下工程  占 30%，45分 

1)岩石地下工程围岩应力解除法分析；2)围岩压力与控制；3）井巷地压；

4）岩石地下工程支护；5）岩石地下工程监测。 

6.岩石边坡工程  占 10%，15分 

1）边坡破坏形式及其影响因素；2）边坡稳定性分析；3）边坡滑坡的加固

和监测。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试卷内结构： 

主观题：90 分，客观题：60分； 

2.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40 分）；简答题（50 分）；计算题（40 分）；分析论述题

（20分）。 

四、参阅书目 

蔡美峰主编：《岩石力学与工程》，科学出版社，2002 年 8月第一版。  



814  程序综合设计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 

一、总体要求 

程序综合设计内容包括程序设计语言和数据结构。要求学生掌握程序设计

的基本思想，学会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处理数据，理解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

掌握数据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以及各种基本操作的实现，能够选择合适的数

据结构和方法进行问题求解。 

二、内容及比例 

（一）程序设计语言（40%） 

1.程序基本语法结构 

2.数组 

（1）一维数组 

（2）二维数组 

（3）字符数组 

3.函数 

（1）函数概念 

（2）函数参数 

（3）函数的嵌套和递归调用 

（4）变量的作用域、存储方式及生存期 

4.指针 



（1）地址和指针 

（2）变量的指针和引用 

（3）通过指针引用数组和字符串 

（4）指向函数的指针 

（5）动态分配 

5.文件 

（1）文件的基本概念 

（2）文件的顺序读写 

（3）文件的随机读写 

（二）数据结构（60%） 

1.线性表 

（1）线性表的定义和基本操作 

（2）顺序存储结构 

（3）链式存储结构 

2.栈和队列 

（1）栈和队列的基本概念 

（2）栈和队列的顺序存储结构 

（3）栈和队列的链式存储结构 

3.树 

（1）树的概念 

（2）二叉树的定义及主要特征 

（3）二叉树的顺序存储结构和链式存储结构 

（4）二叉树的遍历 

（5）二叉排序树 

（6）平衡二叉树 

（7）哈夫曼（Huffman）树和哈夫曼编码 

4.排序 

（1）排序的基本概念 

（2）插入排序 

（3）选择排序 



（4）交换排序 

（5）归并排序 

（6）基数排序 

5.查找 

（1）查找的基本概念 

（2）顺序查找法 

（3）折半查找法 

（4）B-树 

（5）散列（Hash）表及其查找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基本概念题：20% 

程序阅读、分析理解题：50% 

算法设计题：30% 

四、参阅书目 

1.C 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2.数据结构教程（第 4版），李春葆，清华大学出版社  



815  材料力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总体要求 

该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计算方法，

并且能够熟练应用所学知识求解有关轴向拉压、扭转、弯曲、剪切、压杆稳定

及其组合变形等方面的相关工程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一)拉伸、压缩与剪切（30分，20％） 

1)拉压强度条件及其应用 

2)拉压刚度条件及其应用 

3)拉压静不定及其求解（或超静定结构求解的力法） 

4)剪切与挤压的实用计算 

(二)弯曲内力、弯曲应力、弯曲变形（30分，20％） 

1)剪力图、弯矩图 

2)根据弯矩图作剪力图、载荷图 

3)弯曲正应力、弯曲切应力强度条件及其应用 

4)二次、四次积分法求弯曲变形 

5)弯曲静不定及其求解 

(三)应力和应变分析 强度理论（15分，10％） 

1)二向应力状态的解析法、图解法； 

2)简单三向应力状态及其主应力 

3)广义胡克定律的应用 

4)常用四个强度理论及其应用 



(四)扭转、组合变形（15分，10％） 

1)扭转强度条件及其应用 

2)扭转刚度条件及其应用 

3)扭转静不定及其求解 

4)轴向拉伸（或压缩）与弯曲的组合变形；偏心拉压 

5)弯曲与扭转的组合变形 

(五)压杆稳定（30分，20％） 

1)欧拉临界压力公式及其推导 

2)压杆稳定性校核 

3)压杆稳定及其拉压、弯曲组合变形的综合求解 

(二)能量方法、超静定结构（30 分，20％） 

1)功能原理 

2)卡氏定理（虚拟荷载法） 

3)单位载荷法（积分法、图乘法） 

4)力法基本方程及其求解 

5)对称性的利用及其求解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作图题：20％（30分） 

证明题：20％（30分） 

计算题：20％（30分） 

综合应用题：40％（60分） 

四、参阅书目 

《材料力学》刘鸿文，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816  资源加工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18  矿业工程 

一、总体要求 

《资源加工学》内容多，主要包括各种资源物料的鉴别和基本性质、物料

的解离、物料在流体重力场和电磁力场中的分选、物料的表面物理化学分选、

矿物加工药剂、化学分离、矿物粉体材料及表面改性、粉体成型与固结、矿物

的生物提取等。考生应比较牢固地掌握资源加工过程中的基本概念，同时还应

具备分析、解决资源加工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物料的基本物理化学特性：10% 

矿物、岩石、矿石、二次资源及其他固体物料、非固体物料（烟尘、气、

液）等基本概念以及决定物料加工工艺的基本参数；表面化学性质（包括矿物

的价键类型与晶体结构、表面能、表面氧化与溶解、矿物表面电性、矿物表面

润湿性）。 

2.粉碎与分级：15% 

粉碎的概念机原理；各类分级方法及其评价，粉碎产品粒度特征 

3.颗粒在流体中的运动：5% 

流体的基本性质及其分类、流体的粘度、流体的流态、雷诺数与阻力系数；

颗粒在流体中的沉降（流体阻力、自由沉降、干涉沉降）；流体中颗粒的相互

作用及气泡在流体中的运动。 

4.物理分选：25% 

重力分选的概念，重选基本原理概述，斜面流分选原理及回转流分选原理。



磁选及磁选过程，改变物质磁性的方法；电场分选，带电方法和颗粒荷电量，

电选过程中颗粒的受力与分离；复合物理场分选原理。 

5.表面物理化学分选：30% 

颗粒表面润湿性与浮选、双电层、矿物溶解对浮选过程的影响、硫化物固

体颗粒表面的氧化还原反应与浮选、聚集与分散、泡沫；矿物加工药剂、捕收

剂、调整剂、起泡剂、絮凝剂等基本概念及其应用。 

6.化学分选：10% 

化学分选概述、化学浸出、化学沉淀、溶剂萃取、离子交换法和膜分离过

程等。 

7.粉体制备及表面改性：5% 

超细颗粒与纳米颗粒的基本概念、超细颗粒与纳米颗粒的物理特性；粉体

的物理制备方法及其发展。表面改性定义及目的，表面改性的基本方法和研究

内容，表面改性剂及作用。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30分 

2.简答题：90分 

3.综合题：30分 

四、参阅书目 

王淀佐、邱冠周、胡岳华：《资源加工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年

版。  



817  火工品设计原理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国防科技学院 

一、总体要求 

1.熟知典型火工品的结构、设计原理、作用过程、制造工艺；掌握火工品

的设计原则与方法； 

2.具备含能材料应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含能器件的设计思路及

方法； 

3.能够利用火工设计原理设计、解决民用军用火工品中的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火工品基本知识（12％） 

火工品的概念、分类、地位、作用、技术指标等。 

2.机械火工品设计原理 （15％） 

机械火工品的作用过程及作用机理；机械火工品感度设计原理及方法；撞

击和针刺击发药的基本组分及各成分的作用；感度的影响因素及调节方法。 

3.典型机械火工品作用过程及机理（20％） 

火帽的基本结构、装配工艺、检验方法；火帽的作用过程及原理；火帽感

度的影响因素及调节方法；设计符合实际要求的火帽；炮弹雷管分类、炮弹针

刺雷管的设计要求；炮弹针刺雷管的作用过程及输出性能测试、装配装药设计

及工艺、检验；设计装药满足炮弹实际使用要求；设计符合实际要求的炮弹雷

管。 

4.电火工品设计原理（25％） 

电火工品的结构；电火工品的作用过程及发火机理；电火工品感度设计原

理及方法；设计符合感度要求的电火工品；电火工品的安全问题。 



5.典型电火工品（电底火）（20％） 

电底火的结构、作用、作用原理；电底火的装配工艺；电底火感度及点火

能力的影响因素；发火过程原理及影响桥丝式电雷管性能的因素；电底火的检

验方法；电雷管结构、分类、战术技术要求、特性参数；各类电雷管的结构、

发火过程原理、影响性能的因素。 

6.先进火工品（8％） 

典型的新型火工品种类及作用原理；先进火工品发展趋势。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题  （45分） 

2.判断题  （20分） 

3.简答题  （40分） 

4.计算题  （30分） 

5.设计题  （15分） 

四、参阅书目 

1.《火工品技术》，叶迎华编著，南京理工大学，2007 年 8月。 

2.《火工品设计原理》，蔡瑞娇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 

3.《军用火工品设计技术》，王凯民、温玉全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年 3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F%AD%C3%F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C2%D3%F1%C8%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818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18  矿业工程 

一、总体要求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是为培养和检验学生对于 GIS 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

能力而设置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过程、组成和功能、

空间数据结构、数据输入、数据处理、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数字高程模

型等知识点；熟悉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掌握地理数据的处理

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使用；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的组成及功能、数据存储

结构、数据处理等要求、方法和基本技术。 

二、内容及比例 

1、绪论（15%） 

地理信息的基本概念，如信息、地理信息等。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概况，

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GIS与相关学科与技术的关系 

2、空间信息基础（15%） 

地球空间模型；地理空间坐标系；空间数据拓扑关系；元数据；空间数据

的类型和关系。 

3、空间数据结构（15%） 

栅格数据结构；栅格数据的压缩编码方式；矢量数据结构；两种数据结构

的比较与转化。 

4、空间数据库（5%） 

数据库；层次模型；网络模型；关系模型；GIS 中空间数据库的组织方式。 



5、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15%） 

地图、遥感影像数据，数字数据，空间数据采集，空间数据的编辑与处理，

投影转换，图像纠正，图幅拼接，空间数据质量及其精度分析，空间数据质量

的控制。 

6、GIS空间分析原理与方法（25%） 

GIS 空间分析模型；栅格数据的聚类、聚合分析；栅格数据的信息复合分

析；栅格数据的追踪分析；栅格数据的窗口分析；矢量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

矢量数据的缓冲区分析；多边形叠置分析；矢量数据的网络分析；空间数据的

量算；空间数据的内插；空间信息分类；空间统计分类；DTM 与 DEM 的概念；

DTM的空间内插方法；DTM在地图制图与地学分析中的应用。 

7、地理信息系统产品输出（10%） 

空间信息输出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输出产品类型；计算机地图制图与 GIS；

电子地图系统。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50 分 

1、名  词：20分 

2、填空题：30分 

3、选择题：30分 

4、简答题：40分 

5、综合题：30分 

四、参阅书目 

1、《地理信息系统》（第二版），汤国安等，科学出版社，2010年 4月. 

2、《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与应用》，邬伦，科学出版社，2001. 

3、《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第二版），汤国安等，科学

出版社，2012.  



819  工程力学Ⅰ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注：03、06 方向选考）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总体要求 

工程力学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通

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静力学与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术语与基

本理论；掌握静力学与材料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与设计计算方法。能够

正确进行物体及物体系统的受力分析，正确进行力系的简化与合成，掌握力系

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程；掌握材料力学中，拉伸与压缩、剪切、扭转与弯曲等

四种基本变形的内力、变形和应力计算方法，掌握强度、刚度及稳定性问题的

分析方法和计算方法。 

二、内容及比例 

1.静力学 20% 

（1）基本概念（20%） 

（2）物体的受力分析、受力图（20%） 

（3）平面力系的合成与简化 （20%） 

（4）平面力系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的应用（40%） 

2.材料力学 80% 

（1）基本概念（10%） 

（2）轴向拉伸与压缩变形（20%） 

（3）剪切与挤压（5%） 

（4）扭转（10%） 

（5）弯曲（25%） 

（6）组合变形及强度理论（20%） 



（7）压杆稳定（10%）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填空题：10％ 

选择题：20％ 

作图题：10％ 

计算题：60％ 

四、参阅书目 

《工程力学》陈国平，陶俊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820  景观环境与城市设计理论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文学与艺术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本课程要求考生掌握景观环境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了

解景观环境规划与城市设计的起源、发展与前沿，熟悉现代景观与城市设计的

一般程序和具体的研究设计方法，并能结合理论知识分析国内外景观与城市设

计经典实例和实际案例。 

二、内容及比例 

（一）景观环境设计概论：13％，20分 

1.景观设计学综述： 

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近现代西方景观设计的风格流派；现代景观设计学

发展的前沿课题和展望；现代景观设计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2.景观设计的环境要素： 

景观设计的理论要素；景观设计的自然要素；景观设计的人文要素；景观

设计的其他要素；自然与历史人文景观要素的保护与再利用。 

3.景观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场地景观特征场地；分析和规划；景观设计的原则、步骤和评价。 

（二）景观环境设计实践：27％，40分 

4.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景观设计：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体系的概念；街道空间的景观设计；公共广场和绿地的

景观设计；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 

5.景观设计基本过程： 



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化设计；景观细部与施工图设计；植物造景设计。 

（三）城市设计概论：13％，20 分 

6.城市设计相关知识： 

城市设计的概念、定义、研究内容；城市设计的目标；城市设计的评价标

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及其他要素的相关性；现代城市设计的发

展趋势；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 

7.城市设计的历史发展： 

城市设计的缘起；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设计；中古时代伊斯兰国家的城市

设计；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设计；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设计；中国古代城市设计；

现代城市设计的产生。 

8.城市设计的基础理论： 

空间形式理论；现代城市功能理论；田园城市与新城设计理论；场所文脉

理论；人文社会设计理论；自然生态设计理论；设计过程理论；城市设计的整

体理论。 

（四）城市设计实践：27％，40 分 

9.城市设计的编制： 

城市设计编制和研究的类型；城市设计的工作内容；城市设计的编制；不

同规模层次的城市设计编制要点；城市设计编制的程序要求。 

10.城市空间要素和景观构成：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道路交通；开放空间；建筑形态；城市色彩。 

11.城市典型空间类型的设计： 

城市道路空间；城市广场空间；城市绿地；城市中心区；大学校园；城市

居住区；城市建筑综合体；城市滨水区。 

12.城市设计的分析方法： 

城市设计的空间分析方法；城市设计的社会调查方法；城市设计数字化辅

助技术。 

13.城市设计的实施组织： 

城市设计的过程属性；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城市设计的机构组织；城市

设计与现有规划体系的衔接；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管理的接轨。 

（五）景观环境与城市设计经典案例赏析：20％，30 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13％，20分 

2.选择题：20％，30分 

3.简答题：27％，40分 

4.论述题：40％，60分 

四、参阅书目 

1.丁圆主编：《景观设计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8 年 1 月第一

版 

2.王建国主编：《城市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9月第一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A1%D4%B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821  普通地质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1803  地质工程 

085217  地质工程 

一、总体要求 

普通地质学是地质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地质基础课。该课程要求考生

重点掌握地球的层圈构造以及各层圈的主要物理性质和化学组成；常见的矿物

和岩石的基本特征；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特征、作用原理和相互关系；

岩石圈运动的一般规律及其演化历史；人类与地质环境的关系等。 

二、内容及比例 

1.绪论 5% 

（1）地质学研究对象及任务 

（2）地质学的特点及其研究方法—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 

（3）地质时代的划分 

2.地球的物理性质和圈层结构 9% 

（1）地球的物理性质—弹塑性、密度、重力、磁性等。 

（2）地球的圈层结构—地球圈层结构的划分、划分依据以及各圈层的特点。

岩石圈、软流圈、地温梯度的概念等。 

3.地球的物质组成 12% 

（1）矿物、岩石—矿物、岩石的概念，矿物的主要物理性质、分类，岩石

的分类，肉眼鉴定矿物的依据 

（2）地球的化学组成—地壳的化学元素组成，丰度和克拉克值，元素的分



类。 

4.风化作用 5% 

（1）风化作用的概念及其分类，影响风化作用的主要因素，风化壳。 

5.风、冰川的地质作用 4% 

（1）黄土的分布及一般特征 

（2）冰川的形态、气候分类，冰川的刨蚀作用，冰碛物的基本特征 

6.海水地质作用 10% 

（1）海洋环境的分区 

（2）滨、浅海带地质作用的特点 

7.地面流水的地质作用 15% 

（1）河流的地质作用—河谷的要素、河流的侵蚀、堆积作用，河流沉积物

的基本特征，侵蚀基准面，河流地质作用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8.地下水地质作用 5% 

（1）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岩石中的空隙的分类，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 

（2）地下水类型—地下水的类型及概念， 

（3）地下水的剥蚀作用—喀斯特地貌的形成条件 

9.板块构造 5% 

（1）板块构造的基本内容及划分、板块边界的类型 

（2）板块构造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10.构造运动与地质构造 10% 

（1）构造运动及其一般特征—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地质构造空间位置的

测定 

（2）断层与褶皱—褶皱的要素，断层的要素及其分类 

11.岩浆作用 5% 

（1）岩浆、岩浆作用的概念，岩浆的化学成分分类 

（2）火山作用—火山喷发的类型，火山喷发的主要产物 

（3）侵入作用与侵入岩—侵入岩的产出状态，火成岩的主要结构及主要岩

石类型 

12.变质作用与变质岩 5% 

（1）变质作用—变质作用的概念，变质作用的控制因素。  



（2）变质作用、变质岩的主要类型 

13.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 10% 

（1）主要地质灾害及其防治措施—地质灾害的概念，主要的地质灾害的类

型，滑坡、泥石流及其特征 

（2）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  26% 

2.填空      20% 

3.问答题    34% 

4.论述题    20% 

四、参阅书目 

黄定华主编：《普通地质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822  工程力学Ⅱ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085218  矿业工程 

085224  安全工程 

一、总体要求 

考生应深入理解并熟练掌握静力学与弹性静力学（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与分析方法；熟练掌握静力学与弹性静力学的计算与设计方法；谙熟有关的计

算公式；具有一定的静力学与弹性静力学（材料力学）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静力学部分  占 30%，45分 

（1）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 

静力学模型，力的基本概念，力对点之矩，约束与约束力，受力分析与受

力图。 

（2）力系的等效与简化 

力系的等效定理，力偶与力偶系，力系的简化。 

（3）力系的平衡 

平衡与平衡条件，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平衡方程

的应用。 

2.材料力学（弹性静力学）  占 64%  96分 

（1）静力学基本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弹性体 



弹性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内力，杆件横截面上的内力与内力分量，外力

与内力之间的相依关系，内力图。 

（21）弹性静力学的基本概念 

弹性体及其理想化，言行体受力与变形特征，应力及其与内力分量之间的

关系，正应变与切应变，线弹性材料的物性关系，工程结构与构件，杆件变形

的基本形式。 

（3）简单的弹性静力学问题 

杆件在轴向载荷作用下的内力与应力，拉压杆的变形分析，横向载荷作用

下杆件的应力与变形，强度设计，材料受拉压时的应力应变曲线，常温静载下

材料的力学性能，强度失效与失效控制，杆件在横向载荷作用下的强度计算。 

（4）弹性杆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分析 

截面图形的集合性质，杆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 

（5）杆件横截面上的切应力分析 

圆轴扭转时截面上的切应力，纯剪切构件截面上的切应力，弯曲剪切构件

截面上的切应力。 

（6）应力状态分析 

一点的应力状态，平面应力状态下任意方向面上的正应力，主应力、主方

向与最大切应力，应力圆，三向应力状态的特例分析，各向同性材料的应力应

变关系，一般应力状态下的应变能密度。 

（7）杆类构件静载强度设计 

设计原则与设计过程，弯曲构件强度设计，轴的静载强度设计，剪切强度

设计。 

（8）弹性杆件位移分析与刚度设计 

变形与位移的相依关系，梁的位移计算，简单的超静定问题，梁和轴的刚

度设计 

3.其它专题问题  占 6%  9分 

压杆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压杆稳定的概念，分叉（临界）载荷的确定。 

工程结构问题：桁架问题，刚架问题。摩擦问题。 

薄壁构件剪切问题：截面切应力流与弯曲中心，横向载荷作用下开口杆件

的扭转变形。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填空题  约 30分 

2.分析讨论题，约 20分 

3.简答题，约 20分 

4.计算题，约 80分 

四、参阅书目 

范钦珊、王琪主编：《工程力学》，高教出版社，2002 年 6月第一版。  



823  工业设计理论与方法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1.《工业设计理论》要求考生全面掌握工业设计的基本设计理念，设计流

程和组织形式，设计相关学科（包括机械机构、材料成型及表面处理工艺、人

机工程学、计算机图形界面设计）的基本知识。理解相关学科知识对工业设计

的作用和具体应用方法。另外考生还需了解工业设计最新的发展方向，如交互

设计、用户体验设计、服务设计等相关理论和知识。 

2.《工业设计方法学》要求考生从工业设计的具体实施流程出发，了解每

个设计环节所需的具体操作方法，具体包括前期的用户研究方法和设计创意激

发方法；中期的设计方案表达方法以及评估方法，后期的原型制作与构建方法

等。 

二、内容及比例 

1.工业设计理论：50% 

(1)工业设计的一般流程 

(2)工业设计相关的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3)设计材料成型方法及表面处理方法 

(4)人机工程学 

(5)交互设计、用户体验设计、服务设计的概念和一般流程 

2.工业设计方法学：50% 

(1)用户研究方法 

(2)设计创意激发方法 

(3)设计方案表达方法 



(4)设计评估方法 

(5)设计原型构建方法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20% 

2.简答题：30% 

3.分析题：20% 

4.论述题：30% 

四、参阅书目 

1.《工业设计工程基础》 梁惠萍，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5-01出版) 

2.《人机工程学》 丁玉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02-01出版) 

3.《通用设计方法》 [美 ] 马丁（ Bella Martin），汉宁顿（ Bruce 

Hanington）著；初晓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09-01 出版） 

4.《产品设计与开发（原书第 5 版）》[美] 卡尔 T.乌利齐（Karl T. 

Ulrich），[美] 史蒂文 D.埃平格（Steven D. Eppinger）著；杨青，吕佳芮，

詹舒琳 等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7-01出版） 

5.《服务设计与创新实践》[德] 安迪·宝莱恩（Andy Polaine）著；王国

胜，张盈盈，付美平，赵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6-01出版） 

6.《About Face 4：交互设计精髓》[美] Alan cooper（艾伦·库伯） 等 

著；倪卫国，刘松涛，薛菲，杭敏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0-01 出版）。 

7.《设计心理学 1～4》唐纳德 诺曼，中信出版社（2016-05-01）。  



825  安全系统工程Ⅰ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24  安全工程 

一、总体要求 

安全系统工程是高等学校安全工程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该课

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安全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够

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辨识、分析、评价和控制安全问题。

主要包括理解本质安全、风险、系统、系统工程等基本概念；掌握系统安全分

析方法安全检查表、危险性预先分析、可靠性工程、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可

操作性研究、事件树、事故树分析的定义、分析步骤。掌握安全评价的分类、

基本程序、评价指标。 

二、内容及比例 

1.基本概念（20%） 

理解本质安全、风险、系统、系统工程等基本概念。 

2.系统安全分析（60%） 

（1）事故致因理论 

（2）危险源辨识 

（3）可靠性工程的定义、分析步骤 

（4）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的定义、分析步骤 

（5）可操作性研究的定义、分析步骤 

（6）事件树的定义、分析步骤 

（7）事故树分析的定义、分析步骤 

（8）安全检查表的定义、分析步骤 



（9）危险性预先分析的定义、分析步骤 

3.安全评价（20％） 

（1）安全评价的分类 

（2）安全评价的基本程序 

（3）安全评价的评价指标 

（4）安全评价的报告编写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50 分 

1.名  词：20分 

2.选择题：40分 

3.简答题：30分 

4.应用题：40分 

5.论述题：20分 

四、参阅书目 

1.张景林：《安全系统工程》煤炭工业出版社,2003 年 12月版； 

2.袁昌民：《安全系统工程》中国计量出版社, 2010 年 3月版。 

3.谭钦文：《安全系统工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0月版。  



827  管理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一、总体要求 

管理学是报考西南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

该门课程以管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为基础，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并掌握管理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具有一定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综

合运用所学的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能力，且具备初步研究和创

新能力。 

二、内容及比例 

1．管理学及管理思想的演进（25%） 

（1）管理的定义、管理的职能、管理的属性、管理的角色与技能。 

（2）管理思想的演进：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管理科学理论等。 

（3）管理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几种相关的道德观；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

改善企业道德行为的途径；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及其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的

体现等。 

2．决策（15%） 

（1）决策的含义；决策的类型与特点；决策的理论等。  

（2）决策的过程与影响因素；决策的主要方法等。 

3．管理职能（50%） 

（1）计划：计划的含义、特征和作用；计划编制过程；计划的实施（方法）

等。 



（2）组织：组织的含义和特征；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组织结构类型；集

权与分权；管理人员的选聘；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直线与参谋；组织变革；

组织文化的含义、功能等。 

（3）领导：领导的内涵和作用、领导方式及其理论；激励含义、激励理论

及激励实务；沟通的含义和作用；沟通的过程；沟通的障碍及其克服等。 

（4）控制。控制的含义、控制的必要性；控制的类型；控制的要求；控制

过程。 

4．创新（10%） 

管理的创新职能：作为管理基本职能的创新与维持的关系；创新职能的基

本内容。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共 6题，5分/题，共计 30分） 

2、简答题  （10小题选做 8小题，10分/题，共计 80分） 

3、论述题  （3小题选做 2小题，20分/题，共计 40 分） 

四、参阅书目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 4月；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学习指导》（第五版）周三多等主编，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1 年 3月。  



828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29  环境工程 

一、总体要求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要

求考生系统掌握环境工程微生物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且能够运

用所学的微生物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环境污染

治理及生态修复中的实际问题。 

具体知识点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1．微生物学基础：微生物分类、微生物生理、微生物生长繁殖及生存因子、

微生物生态； 

2．微生物在环境工程及生态工程中的应用：微生物生态、微生物与环境物

质循环、水污染控制中的微生物学原理与技术、污（废）水浓度处理与微污染

源水的微生物处理原理与技术、固体废物及废气微生物处理的原理与技术、微

生物学新技术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3．微生物学实验理论技术。 

二、内容及比例 

1．微生物学基础：（70分） 

 原核微生物、真核微生物的细胞结构、分类、形态、生长繁殖及培养

等；（40） 

 微生物的酶、微生物的营养、微生物的代谢；（15）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微生物的生存因子、环境因子、微生物间的关系；

（15） 



2．微生物生态用在环境工程及生态工程中的应用：（65分） 

 生态系统基本知识、土壤微生物生态、空气微生物生态、水体微生物

生态；（15） 

 微生物在环境物质循环中的作用：氧、碳、氮、磷及硫循环；特殊金

属元素循环；（15） 

 水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中的微生物学原理（15） 

 污（废）水浓度处理与微污染源水的微生物处理原理与技术（15） 

 固体废物及废气微生物处理的原理与技术（5分） 

3．微生物学实验理论技术：（15分） 

显微镜操作、灭菌操作、染色技术、微生物分离及纯培养、微生物计数、

微生物生理指标测定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解释概念：30分； 

2、填空题：50分 

3、判断题：15分 

4、选择题：15分 

5、问答题：40分 

四、参阅书目 

周群英、王士芬：《环境工程微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 月

第三版。  



829  动物生理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3  畜牧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动物生理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主要内容包括血液的理化

特性、循环生理、呼吸生理、消化生理、泌尿生理、神经生理和内分泌生理等。

该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动物生命活动过程中的生理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及进

行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技能，并解释生理现象的发生机制，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细胞生理（12分） 

    细胞的兴奋性；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的形成与产生机制；神经-肌肉接头和

突触的结构与兴奋传递；骨骼肌的超微结构、骨骼肌的兴奋-收缩耦联、骨骼肌

收缩的分子机制。 

2、血液生理（15分） 

    血液的基本组成、血浆的化学成分、血液的理化特性；红细胞的生理机能

及生成和破坏、白细胞的生理特性和机能、血小板的生理特性与机能；血量、

血型概念、红细胞凝集现象与输血、动物血型及其应用。 

3、循环生理（21分） 

    心动周期、心脏泵血过程、心输出量及其影响因素、心肌的生物电现象和

生理特性；各血管的机能特征、动脉血压及其影响因素、微循环、组织液和淋

巴；心血管活动的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 

    4、呼吸生理（15分） 



    肺通气的结构基础、肺内压和胸内压、肺容量和肺通气量；气体交换的原

理、氧气运输、氧解离曲线、二氧化碳运输、影响气体交换的因素；呼吸中枢

及呼吸节律的维持、呼吸的反射性调节。 

    5、消化与吸收（30 分） 

动物的采食特点及其调节机制；消化道平滑肌的电生理特性；唾液的基本成分

及唾液分泌的调节；胃液的成分、胃液分泌的调节；瘤胃和网胃内的消化过程；

小肠消化液的种类和作用；草食动物大肠内的消化；吸收的原理及主要营养物

质的吸收方式。 

    6、排泄与渗透压调节（18分） 

    尿的理化特性及组成、尿的生成的调节；尿液的浓缩和稀释过程；影响尿

生成的因素；水盐平衡和渗透压调节；动物的排尿反射。 

    7、神经系统（21分）  

    突触、中枢兴奋、中枢抑制等基本概念；神经元活动的规律，神经纤维传

导兴奋的特征，突触传递的特点；反射中枢活动的一般规律；神经系统的感觉

与运动功能；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特点，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结构及功能

特点；脑的高级机能，条件反射的形成及其意义。 

    8、内分泌生理  （18 分）  

激素、激素的作用机制等基本概念；甲状腺激素的生理作用及激素分泌的

调节；甲状旁腺激素和降钙素的生理作用及分泌调节；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激素

的生理作用以及激素分泌的调节；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生理作用及激素分泌

的调节；腺垂体和神经垂体激素的生理作用及激素分泌的调节。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解释：   36分 

是非判断：   15分 

单项选择：   15分 

简答题：     54分 

论述题：     30分 

四、参阅书目 



杨秀平主编：《动物生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830  经济管理概论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7  农业管理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经济管理概论》是管理类和经济类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该课程要求

考生系统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使学生能够

正确分析和看待一些经济管理现象，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有

关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经济学导论（5%） 

（1）经济学的含义、由来、演变及其特点、研究方法 

（2）基本经济问题：稀缺、选择、生产可能性边界 

（3）经济学分类，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点 

2.供求理论（20%） 

（1）需求理论 

需求的定义，需求函数，需求法则及其例外，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需求

的价格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弹性，需求定理，需求量和需求的

曲线变动。 

（2）供给理论 

供给的定义，供给函数，供给法则及其例外，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供给

弹性，影响供给弹性的因素，供给定理，供给量和供给的曲线变动。 

（3）市场均衡理论 

市场均衡的含义及其形成条件，均衡点的稳定性、均衡的移动，供求定理

及其对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均衡价格理论的运用。 



3.消费者行为理论（15%） 

（1）基数效用理论 

欲望、偏好和效用的含义，总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

者均衡的条件、单个消费者需求曲线的推导。 

（2）序数效用理论 

消费者偏好的假定，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及其递减规

律，预算线及其变动，消费者均衡的推导，单个消费者和市场需求曲线的推导，

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总效应，消费者剩余及其应用。 

4.生产理论（10%） 

（1）生产函数 

生产要素，固定投入比例生产函数，可变投入比例生产函数，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 

（2）短期生产函数 

短期概念，短期生产函数，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的含义与计算，

三种产量曲线及其关系，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生产的三阶段及其划分。 

（3）长期生产函数 

长期生产函数的定义，等产量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及其递减规律，生产

的经济区域，等成本线，厂商均衡的条件，可替代的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最佳

组合、扩展线、规模报酬及其应用。 

5.成本理论（10%） 

（1）成本概述 

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利润的含义、计算及其应用。 

（2）短期成本 

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的计算及其应用，各成本曲线的特征和曲线

间的联系，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3）长期成本 

长期总成本函数、长期成本曲线，长期平均成本、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长

期边际成本、长期边际成本曲线，短期成本曲线与长期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

外在经济与外在不经济，规模收益原理及其应用。 

6.管理学导论（10%） 



（1）管理概述 

管理的含义、演变及其特点，管理基本原理，效率与效果，管理职能 

（2）管理者 

管理者的类型、管理者的角色、管理技能，道德与社会责任 

（3）管理学概述 

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管理学的特征与研究方法，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统一。 

7.管理学基本原理（30%） 

（1） 计划与决策  

 组织环境的构成、组织环境的特征分析、 决策的特点、决策的分类、

群体决策优缺点和方法、决策的影响因素、确定活动方向和内容的决策方

法、 行动方案选择的决策方法、计划的定义与内容、计划的性质与作用、计

划的分类、计划的工作的程序、计划的编制方法。 

（2）组织 

组织的概念、 组织设计的内容与结果、 组织设计的原则、组织设计的

影响因素、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 组织结构类型、人员配备、 管理人员

的选聘、管理人员考评、 管理人员培训、组织变革、组织文化。   

（3）领导 

 领导与领导者、领导的权力、 领导素质、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

论、 领导权变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双因素论、弗鲁姆的期

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强化理论、沟通的定义与目的、沟通的方式与渠

道、信息沟通的过程、信息沟通的障碍、信息沟通的网络。   

（4）控制 

 控制基本概念、控制类型、制定控制标准、衡量实际工作、有效控制的

要求、鉴定偏差并采取措施方法、有效控制的原则。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单项选择题：30 分 

2.填空题：25 分 

3.名词解释题：25 分 



4.简答题：30 分 

5.计算与案例分析题：40 分 

四、参阅书目 

孙可娜主编：经济管理基础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831  普通化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29  环境工程 

一、总体要求 

普通化学是高等学校非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该课程简明

地阐述化学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通过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

力学、溶液和离子平衡、电化学原理、化学反应速率等基础理论，使学生了解

现代化学的基本原理，具备必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进一步学习和将来

做好其它工作提供必要的化学基础。 

二、内容及比例 

1.气体、液体和溶液（5%） 

气体：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混合气体分压定律； 

液体：液体的蒸发、相平衡、水的相图； 

溶液：溶液浓度的表示、稀溶液的依数性。 

2.化学热力学基础（20%） 

化学热力学常用术语，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用，自发过程和熵（热力学

第二定律），吉布斯-亥姆霍兹公式，四个热力学状态函数（内能、焓、熵和自

由能）及其变量的求法。  

3.化学平衡  （15%） 

标准摩尔自由能变与标准平衡常数的关系及运用等温方程式进行计算，浓

度、压力、温度对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 

4.化学反应动力学（20%） 

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质量作用定律，反应级数的确定，温度和浓度对化



学反应速率的影响，Arrhenius公式。 

5.酸碱平衡和沉淀溶解平衡（10%） 

酸碱质子理论，弱酸弱碱的电离平衡，弱酸弱碱盐的水解，酸碱平衡计算，

缓冲溶液，酸碱反应，溶度积常数与溶解度，沉淀的生成和溶解，难溶硫化物

与难溶氢氧化物的分步沉淀。 

6.电化学原理及其应用（15%） 

氧化还原反应、氧化数、氧化还原方程的配平，化学电池、电池符号和电

池反应，电池电动势、单电极电势、标准氢电极、电极电势的应用，Nernst方

程、电动势和自由能变化的关系、氧化还原反应的平衡常数，由电势测定求Ksp

或pH。 

7.原子结构（5%） 

微观粒子的基本特性及运动规律中的四个量子数，原子轨道、核外电子运

动状态的描述和排布，轨道能级、周期系、元素性质的周期性。  

8.化学键与分子结构（5%） 

离子键：离子键形成及特征、能量效应、离子的特征； 

共价键：共价键的形成和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键型的过渡：离子的极化与变形、共价键的极性； 

分子间作用力：分子的极性 、取向力、诱导力、色散力和氢键； 

晶体的结构和性能。 

9.配位化合物（5%） 

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配位化合物的化学键理论，配位平衡及平衡体系

的相关计算。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20分 

2.选择题：20分 

3.判断题：20分 

4.简答题：50分 

5.计算题：40分 



四、参阅书目 

华彤文等编：《普通化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四版。  



832  流体力学Ⅰ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29  环境工程 

一、总体要求 

流体力学是节能减排与环保设备学科方向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该课程

主要包括流体静力学和流体动力学两部分内容，要求考生重点掌握作用于平面/

曲面上的液体压力、恒定元流能量方程、恒定总流能量方程、气流能量方程及

总流动量方程式的推导及应用、π定理在实际物理过程的应用等。 

二、内容及比例 

1.绪论：10% 

了解流体定义主要力学性质，作用于流体的表面力和质量力；掌握流体的

力学模型。 

2. 流体静力学：20% 

了解流体静压强的概念及其两大特性，等压面的概念，学会分析等压面；

领会流体平衡微分方程，各种液柱式测压计的结构、测压原理及使用范围；会

用解析法进行静止液体作用在平面和曲面上的总压力计算，流体的相对平衡时

静压强的计算。 

3. 一元流体动力学基础：20% 

理解拉格朗日方法和欧拉法，流体运动的分类，流线和迹线，均匀流与非

均匀流，渐变流和急变流等基本概念；领会测压管水头线，水力坡度，一元流

动模型和断面压强分布规律掌握绘制总水头线，能够结合物理问题，运用恒定

总流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和连续方程联合求解 

4. 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20% 



理解雷诺数的物理意义，掌握液体流动的两种流态（层流、紊流）和判别

标准；领会流动阻力与能量损失的分类和产生的原因，了解紊流流速分布与层

流分布的区别和原因；掌握层流流速分布和沿程阻力系数的推导；掌握尼古拉

兹实验和沿程阻力系数λ的变化规律，包括尼古拉兹实验曲线的分区，紊流各

区沿程阻力系数λ与雷诺数和相对粗糙度的关系。 

5. 孔口、管嘴和管路流动：10% 

理解孔口出流、淹没出流以及管嘴出流的有关概念，了解速度系数、收缩

系数和流量系数的取值范围；领会孔板流量计的工作原理、三种不同出流方式

作用水头；能够进行简单管路的管路阻抗和水头损失计算，结合三种不同出流

方式进行管路的水头损失计算。 

6. 相似性原理和因次分析：20% 

理解几何相似、运动相似、动力相似的概念；领会欧拉数、雷诺数和弗洛

德数等典型相似准则数的物理意义，能结合物理问题进行π定理的应用。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 填空题：20% 

2. 选择题：20% 

3. 简答题：20% 

4. 计算题：40% 

四、参阅书目 

1. 蔡增基，等：《流体力学泵与风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年

版； 

2. 吴望一：《流体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3. 孔珑：《工程流体力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年版。  



833  材料科学基础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204  材料工程 

一、总体要求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与功能材料专业的重要学科基础

课，要求考生深入理解材料组成－工艺－结构－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约

规律，掌握材料的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非晶态结构与性质、表面结构与

性质、相平衡与相图、扩散、相变、固态反应、烧结等方面的基本概念与基础

知识，能够从材料的应用、结构、性能及成本等方面进行材料选择，能够运用

材料科学的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 材料引言：2%左右 

材料的重要性；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内涵；材料的种类；材料的组成、结构、

性质、制备与加工、使用性能之间的关系。 

2. 晶体结构：16%左右 

晶体、空间点阵、晶胞、单位平行六面体等基本概念；晶面指数表征；金

属晶体结构类型与性质特点；等径球体最紧密堆积的方式，以及形成的空隙种

类和数量；典型无机化合物（AX 型、AX2型、ABO3型）晶体结构类型与性质特点；

计算 AX 晶体的堆积系数（空间利用率）、理论密度；硅酸盐晶体结构组成特征、

结构特点及分类；硅酸盐晶体的结构与其结晶习性或某一性质之间的关系。 

3. 晶体结构缺陷：12%左右 

晶体结构缺陷的类型与特点；点缺陷符号表征，缺陷反应方程式，缺陷浓

度计算；晶界等概念；位错类型；固溶体分类，置换型固溶体形成条件，间隙



型固溶体形成条件，计算固溶体密度的；非化学计量化合物概念、类型及特点。 

4. 非晶态结构与性质：10%左右 

表面张力、粘度等基本概念；硅酸盐熔体的基本结构单元，硅酸盐熔体的

结构特征；熔体中聚合物的形成过程；粘度与温度、组成的关系；硼反常现象；

表面张力与温度、组成的关系；玻璃的通性；玻璃形成的热力学条件和结晶化

学条件；硅酸盐玻璃的结构特征和玻璃结构参数的计算；玻璃的两大结构理论

的要点及相互的异同点。 

5. 表面结构与性质：10%左右 

表面、界面等基本概念；固体表面的特征，晶体表面结构，表面力场与表

面能，离子晶体在表面力场作用下离子的极化与重排过程；产生表面现象的根

本原因；多相体系的界面化学：表面润湿与粘附，弯曲表面效应，吸附与表面

改性；晶界和相界：晶界结构与分类；接触角与 Young 方程；表面粗糙度对液

固相润湿性能的影响。 

6. 相平衡与相图：20%左右 

相、自由度、一致熔融化合物、不一致熔融化合物等基本概念；材料系统

相平衡特点：热力学平衡态与非平衡态，系统中组分，相及相律；单元系统：

水型物质与硫型物质，具有同质多晶转变的单元系统相图，SiO2系统，C2S 系统

相图，ZrO2 系统相图；二元系统相图：二元凝聚系统相图组成表示法、杠杆规

则和相律，二元系统相图的基本类型；典型二元相图的特点和冷却析晶过程的

分析。三元系统相图：相律及组成表示法，三元相图的特点、杠杆规则、连线

规则、切线规则、重心规则、三角形规则等，各种三元相图类型和特点、冷却

析晶过程的分析、在析晶过程中液相组成点和固相组成点的变化规律。 

7. 固体中的扩散：6%左右 

扩散、扩散动力、扩散通量、稳定扩散和非稳定扩散等基本概念；菲克第

一定律和菲克第二定律的表达式，各自的物理意义；运用菲克第一定律和菲克

第二定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扩散系数与温度的关系；分析影响扩散系数的

因素。 

8. 相变原理：6%左右 

相变的分类和特点；相变过程推动力，晶核形成条件；均匀成核与非均匀

成核、晶体生长过程动力学；总的结晶速率，析晶过程，影响析晶能力的因素；



液相的不混溶现象。 

9. 固相反应：6%左右 

固相反应动力学特征；固相反应一般动力学关系，化学反应动力学范围，

扩散动力学范围；分析影响固相反应的因素：反应物化学组成与结构的影响，

反应物颗粒尺寸与分布的影响，反应温度、压力和气氛的影响，矿化剂及其他

因素的影响。 

10. 烧结：12%左右 

与烧结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烧结过程推动力，烧结模型；固态烧结中的

蒸发-凝聚传质和扩散传质、液相烧结中的流动传质和溶解-沉淀传质、液相烧

结的特点；晶粒生长与二次再结晶：晶粒生长，二次再结晶，晶界在烧结中的

作用；分析影响烧结的因素：原始粉料的粒度，外加剂的作用，烧结温度和保

温时间；盐类的选择及其煅烧条件；气氛的影响；成型压力的影响。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 选择题：40%左右 

2. 计算题：15%左右 

3. 简答题：45%左右 

四、参阅书目 

张联盟、黄学辉、宋晓岚编，《材料科学基础》，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年 8月第二版。  



834  信号与系统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国防科技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一、总体要求 

系统地理解和掌握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并灵

活应用。 

1．掌握信号的概念、分类、运算；系统的概念与性质。 

2．掌握线性时不变系统的概念、性质、时域分析。 

3．掌握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傅里叶分析（频域分析）、复频域分析。 

4.  熟悉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5．掌握采样、调制解调、滤波基本理论及应用。 

二、内容及比例 

1. 信号与系统概述 10% 

知识点：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信号；信号的加、乘、反折、平移、尺度变

换等基本运算；指数信号与正弦信号；单位冲激信号与单位阶跃信号；系统的

基本概念与基本性质。 

重点：信号的分类、基本运算、性质；系统概念、性质。 

2. 信号与系统时域分析，LTI系统的时域分析 20% 

知识点：LTI 系统的冲激响应；卷积和；卷积积分；离散反卷积；LTI 系统

的性质；常系数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的经典解法；系统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

响应等概念。 



重点：卷积积分；卷积和；利用卷积性质求解卷积；离散反卷积；LTI 系

统的性质。 

3. 信号与系统频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傅里叶分析 40% 

知识点：LTI 系统对复指数信号的响应；特征函数与特征值的概念；傅里

叶级数展开式；周期信号通过 LTI 系统的分析方法；傅里叶变换定义及基本性

质；常用典型信号的傅里叶变换；求解信号傅里叶变换(包括正变换和反变换)

的基本方法；运用傅里叶变换分析 LTI 系统的方法；系统的频率响应、滤波、

幅度调制与同步解调等基本概念；采样的概念、采样定理的基本含义。 

重点：LTI 系统对复指数信号的响应；FS、FT 定义及基本性质；FT 的求解

方法；卷积定理的应用；采样定理的应用；运用 FS、FT分析 LTI系统的方法。 

4. 信号与系统频域分析：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傅里叶分析 5% 

知识点：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定义及基本性质；常用典型信号的傅里叶变

换；运用傅里叶变换分析 LTI系统的方法。 

重点：傅里叶变换的定义及基本性质；运用傅里叶变换分析 LTI 系统的方

法。 

5．信号与系统复频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20% 

知识点：拉氏变换定义及基本性质；常用典型信号的拉氏变换；求解信号

拉氏变换(包括正变换和反变换)的基本方法；运用拉氏变换分析 LTI 系统的方

法；信号时域特点与拉氏变换收敛域的关系：定性分析方法；系统函数 H(s)收

敛域与系统因果稳定性的关系：定性分析方法；系统的典型表示方法：H(s)、

h(t)、微分方程、模拟框图、信号流图、零极点+收敛域图，及他们之间的相互

转换；由 H(s)的零极点分布确定系统频响的几何方法；运用 Mason 公式化简信

号流图；应用拉氏变换分析具体电路。 

重点：LT 定义、收敛域、基本性质、求解方法；运用 LT 分析 LTI 系统的

方法；系统的典型表示方法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应用拉氏变换分析具体电

路。 

6．信号与系统复频域分析，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5% 

知识点：Z 变换定义及基本性质；常用典型信号的 Z 变换；求解信号 Z 变

换(包括正变换和反变换)的基本方法；运用 Z 变换分析 LTI 系统的方法；信号

时域特点与 Z变换收敛域的关系： 



重点：ZT定义、收敛域、基本性质、求解方法；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      （30分） 

2.单项选择题  （18分） 

3.判断题      （20分） 

4.计算题      （36分） 

5.综合分析题  （46分） 

四、参阅书目 

1. Alan V. Oppenheim, et al，刘树棠译．《信号与系统（第二

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2. 张明友，吕幼新．《信号与系统解题指导》．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835  物理化学Ⅲ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04  材料工程 国防科技学院 

一、总体要求 

1. 理解物理化学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含义及适用范围； 

2. 掌握物理化学课程中的基本公式、适用条件及其应用； 

3. 学习物理化学课程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二、内容及比例 

1. 气体、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 （~30 ％）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范德华方程、压缩因子定义。经典热力学第一、第二

定律及其数学表达式。熵变计算、亥姆霍兹函数与吉布斯函数、热力学基本方

程和麦克斯韦关系式、克拉佩龙方程和克劳修斯-克拉佩龙方程。 

2. 多组分热力学及相平衡 （~15 ％） 

偏摩尔量、化学势的概念；理想气体、理想稀溶液的化学势表达式；逸度、

活度的定义以及活度的计算。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稀溶液依数性的概念及

简单应用。相律的应用；单组分相图；二组分气－液及凝聚系统相图。 

3. 化学平衡 （~10 ％） 

化学反应的方向与限度；理想气体反应的平衡常数；温度、压力和惰性气

体对平衡的影响；同时平衡的原则。 

4. 电化学 （~10 ％） 

电解质溶液、可逆原电池、非可逆原电池；电导测定的应用；原电池电动

势与热力学函数的关系，Nernst 方程；电动势测定的应用；电极的极化与超电

势的概念。 

5. 化学动力学（~30 ％） 



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法、速率方程；具有简单级数的化学反应、反应级数

的测定；几种典型的复杂反应、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与近似处理方法。 

6. 界面现象与胶体化学（~5 ％） 

胶团结构的表示，电解质对溶胶的聚沉作用；乳状液的稳定与破坏。界面

张力、界面功与界面吉布斯函数；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吸附热力学；溶液表

面的吸附作用及吉布斯吸附公式；表面活性物质的结构及其应用；胶体化学；

高分子溶液。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  （45分） 

2.判断题  （30分） 

3.简答题  （30分） 

4.计算题  （30分） 

5.推导题  （15分） 

四、参阅书目 

1.《物理化学》上、下册. 第五版，付献彩主编. 南京大学. 北京：高教

出版社.2006 

2.《物理化学课后习题及答案》上、下册. 第五版，付献彩主编. 南京大

学. 北京：高教出版社.2006  



836  安全系统工程Ⅱ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24  安全工程 国防科技学院 

一、总体要求 

通过学习本门课程，学生必须了解安全系统的内容，掌握预防事故，找到

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预测事故发生的概率。 

二、内容及比例 

1. 系统安全分析（20 ％） 

事故模式、理解因果关系；影响事故主要因素（五 M 因素），事故典型模

式（人的失误论、骨牌论、轨迹交叉论、综合论），故的因果性、偶然性和潜

伏性及预防事故的四原则。 

2. 事故树分析（25 ％） 

安全检查表法，危险源分析法，故障类型影响分析法和致命分析；事故统

计图表分析的几种方法；制定岗位检查表和专业性安全检查表，控制危险源，

防止发生事故的各种方法；事件树分析法，能够进行简单的事件概率计算和绘

制简单的事故树。 

3. 系统安全评价（25 ％） 

事故树发生频率、标值、设备故障率、人体失误率，事故树结构函数，基

本事件结构重要度、概率重要度、临界重要度、最小割集重要度和基本事件重

要度；熟悉简单事故树的事故概率的运算；事故树的分析法，事故树的制作和

分析程序,事故概率的基本运算法；事故树的布尔代数表达式；最小割集和最小

径集含义及事故树分析主要作用。 

4. 安全决策（20 ％） 

熟悉综合管理、危险性、作业环境三部分评价；危险性评价意义、特点、



种类，掌握六阶段评价法；一般作业危险评价法；火灾爆炸危险指数评价法，

危险程度分级和安全评价分级。 

5. 灰色理论和安全系统（10 ％） 

了解模糊预测，灰色理论预测；控制危险目的和原则，安全预测的基本理

论。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  （45分） 

2.简答题  （45分） 

3.计算题  （30分） 

4.分析题  （30分） 

四、参阅书目 

1.安全系统工程。张景林，崔国璋主编。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 

2.安全系统工程学。肖爱民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  



837  普通物理Ⅱ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国防科技学院 

一、总体要求 

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振动和波、波动光学及近代物

理与原子物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并灵活应用。 

1．掌握物体受力分析及运动状态参量的计算，熟悉动量定理和动能定理。 

2．掌握热力学统计概念及规律，能够熟练求解理想气体的状态参数。 

3．掌握电场及磁场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熟悉介质的极化、磁化。掌握

电动势等物理量的求解方法。   

4. 熟悉简谐振动和简谐波的概念及其特征；掌握波函数求解方法。 

5．掌握相干光，光程差及相位差，光栅衍射公式，光栅常数等概念；会用

布儒斯特定律及马吕斯定律等求解光学参数。 

6. 掌握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假设，理解光及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掌

握不确定度关系内涵。 

二、内容及比例 

1. 力学  （35% ） 

知识点：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

和运动变化的物理量；牛顿三定律及其适用条件；功的概念，保守力做功；质

点的动能定理和动量定理，角动量（动量矩）和角动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恒

定律、动量守恒定律；转动惯量，刚体转动中的功和能；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伽利略坐标、速度变换。 

重点：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和

运动变化的物理量；动能定理，动量定理。 



2. 热力学（10%） 

知识点：统计的概念，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和温度公式；平均碰撞频率及

平均自由程；麦克斯韦速率分布律及速率分布函数和速率分布曲线；气体分子

热运动的算术平均速率、方均根速率，玻耳兹曼能量分布律；理想气体的定压

热容、定容热容和内能；功和热量，热力学第一定律。 

重点：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和温度公式；理想气体的定压热容、定容热容

和内能。 

3. 电磁学  （30%） 

知识点：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电场强度叠加原理和电势叠加原理；

电场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磁场高斯定理和

安培环路定理； 安培定律和洛伦兹力公式；电偶极矩和磁矩；静电平衡条件，

介质的极化、磁化现象及其微观解释；电动势，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

动势及感生电动势）；电容、自感系数和互感系数；电能密度、磁能密度；麦

克斯韦方程组，电磁场的物质性。 

重点：电场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静电

平衡条件，介质的极化、磁化；电动势，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4.振动和波动 （5%） 

知识点：简谐振动和简谐波；旋转矢量法；简谐振动的合成规律；机械波

产生的条件，波函数及其求解，波形图线，波的能量传播特征及能流、能流密

度；惠更斯原理和波的叠加原理，相干波叠加；驻波及其形成条件；行波；多

普勒效应。 

重点：简谐振动和简谐波；波函数及其求解；多普勒效应。 

     5.波动光学 （5%） 

知识点：相干光，光程及光程差、相位差，迈克耳孙干涉仪；惠更斯－菲

涅耳原理，单缝夫琅和费衍射暗纹分布规律，光栅衍射公式，光栅常量；自然

光和线偏振光，布儒斯特定律及马吕斯定律，圆偏振光、椭圆偏振光。 

重点： 相干光，光程差及相位差；光栅衍射公式，光栅常数；布儒斯特定

律及马吕斯定律。   

6. 近代物理与原子物理（15%） 

知识点：伽里略变换与经典力学的时空观；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假设，



洛伦兹变换，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相对论动力学基础；黑体辐射与普朗克量

子假设，光电效应，爱因斯坦光子理论，康普顿效应，光的波粒二象性，氢原

子光谱的实验规律，玻尔的氢原子理论，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不确定度关

系；原子的核式模型及实验基础、卢瑟夫散射公式，原子的 L－S 耦合方式和 j

－j 耦合方式，电子组态，单电子跃迁定则，洪特规则、泡利不相容原理，同

科电子原子态合成法。 

重点：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假设，洛伦兹变换；爱因斯坦光子理论，光

及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不确定度关系；电子跃迁定则，洪特规则、泡利不

相容原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填空题    （30分） 

2.单项选择题（30分） 

3.判断题    （20分） 

4.简答题    （30分） 

5.计算题    （20分） 

6.综合题    （20分） 

四、参阅书目 

1.《普通物理学》（第六版）程守洙、江之永编，高教出版社 

2. 《大学物理》（第三版）张三慧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838  流体力学Ⅱ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注：03、06 方向选考） 

一、总体要求  

    流体力学是节能减排与环保设备学科方向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该课程

主要包括流体静力学和流体动力学两部分内容，要求考生重点掌握作用于平面/

曲面上的液体压力、恒定元流能量方程、恒定总流能量方程、气流能量方程及

总流、动量方程式的推导及应用、相似性原理在实际物理过程的应用等。 

二、内容及比例  

    1. 绪论： 5% 

    了解流体定义主要力学性质，作用于流体的表面力和质量力；掌握流体的

力学模型。 

    2. 流体静力学： 25%  

    了解流体静压强的概念及其两大特性，等压面的概念，学会分析等压面；

领 会流体平衡微分方程，各种液柱式测压计的结构、测压原理及使用范围；会

用解 析法进行静止液体作用在平面和曲面上的总压力计算，流体的相对平衡时

静压强 的计算。 

    3. 一元流体动力学基础： 20% 

    理解拉格朗日方法和欧拉法，流体运动的分类，流线和迹线，均匀流与非

均匀流，渐变流和急变流等基本概念；领会测压管水头线，水力坡度，一元流

动模型和断面压强分布规律掌握绘制总水头线，能够结合物理问题，运用恒定

总流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和连续方程联合求解。 



    4. 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 20%  

    理解雷诺数的物理意义，掌握液体流动的两种流态（层流、紊流）和判别

标准；领会流动阻力与能量损失的分类和产生的原因，了解紊流流速分布与层

流分布的区别和原因；掌握层流流速分布和沿程阻力系数的推导；掌握尼古拉

兹实验和沿程阻力系数 λ 的变化规律，包括尼古拉兹实验曲线的分区，紊流各

区沿程阻 力系数 λ与雷诺数和相对粗糙度的关系。 

    5. 孔口、管嘴和管路流动： 10%  

    理解孔口出流、淹没出流以及管嘴出流的有关概念，了解速度系数、收缩

系数和流量系数的取值范围；领会孔板流量计的工作原理、三种不同出流方式

作用水头；能够进行简单管路的管路阻抗和水头损失计算，结合三种不同出流

方式进行管路的水头损失计算。 

    6. 相似性原理和因次分析： 20%  

    理解几何相似、运动相似、动力相似的概念；领会欧拉数、雷诺数和弗洛

德数等典型相似准则数的物理意义，能结合物理问题进行相似性原理的应用。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 填空题： 20%  

    2. 选择题： 20% 

    3. 简答题： 20%  

    4. 计算题： 40% 

四、参阅书目  

    1. 蔡增基：《流体力学泵与风机(第五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2. 吴望一：《流体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3. 孔珑：《工程流体力学》，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4 年版。  



839  规划快速设计（3 小时）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注：01、04 方向选考）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一、总体要求 

考生应熟悉校园规划设计、居住区规划设计、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城市设

计、场地规划设计、景观绿地规划设计、道路交通规划设计、旧城更新与改造、

历史街区（地段）规划设计等。 

考生应基本掌握手绘快速规划设计的技能与方法，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方案构思与表达。 

二、内容及比例 

考查内容： 

校园规划设计、居住区规划设计、建筑空间组合设计、城市设计、场地规

划设计、景观绿地规划设计、道路交通规划设计、旧城更新与改造、历史街区

（地段）规划设计。 

分值比例： 

构思与环境塑造：30％（45分） 

功能与空间组合：40％（60分） 

图面表现与文字表达：20％（30 分） 

技术经济及结构的合理性：10％（15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快速设计，150分 



四、参阅书目 

1.《城市规划设计快速表现》曾海鹰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2.《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快速设计 100 例》陈天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840  建筑快速设计（3 小时）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注：02、05 方向选考）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一、总体要求 

考生应熟悉中小型公共建筑、居住区规划设计、高层商业综合体设计、城

市设计、场地规划设计、旧城更新与改造、历史街区（地段）规划与建筑设计

等。 

考生应基本掌握手绘快速建筑设计的技能与方法，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方案构思与表达。 

二、内容及比例 

考查内容： 

中小型公共建筑、居住区规划设计、高层商业综合体设计、城市设计、旧

城更新与改造、历史街区（地段）规划与建筑设计。 

分值比例： 

总体规划构思与环境塑造：30％（45分） 

建筑使用功能与空间组合：40％（60分） 

图面表现与文字表达：20％（30 分） 

技术经济及结构的合理性：10％（15分）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建筑快速设计题，150分 

四、参阅书目 

陈志、张光辉主编的《建筑快题设计与表达》编著 中国机械出版社，2013；  



841  变形监测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085224  安全工程 

一、总体要求 

变形监测是建（构）筑物、边坡、滑坡、泥石流等安全监测的重要工作内

容。该课程要求考生重点掌握空间定位的基本概念、任务；角度测量、直线丈

量与定向、高程测量、测量误差基础；工程控制网的建立、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和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变形监测的概念、任务；垂直位移、水平位移的观

测方法；观测数据的整理、统计与分析、及时预报以及采取安全措施的对策等。 

二、内容及比例 

1、绪论 10%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测量坐标系的建立；测量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用水平面代替参考椭球面的限度。 

2、角度测量 15% 

角度测量的原理；水平角测量；竖直角测量；影响测角精度的因素。 

3、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 10% 

电磁波法测距；直线定向。 

4、高程测量 15% 

水准测量的原理；水准观测及数据处理；水准测量的误差来源及削弱措施。 

5、测量误差理论基础 10% 

测量误差的概念；偶然误差的统计规律性；偶然误差的分布；衡量精度的

数字指标；误差传播定律；误差传播定律的应用；相对精度指标—权；单位权

中误差。 



6、工程控制测量 12% 

控制测量概述；导线测量；交会定点；高程控制测量；GNSS控制测量 

7、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 8% 

地形图基本知识；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地形图的应用 

8、变形监测 20% 

变形监测的目的与意义；变形监测的主要内容；沉降监测技术；水平位移

监测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总分 150 分 

1、名  词：20分 

2、填空题：30分 

3、选择题：30分 

4、计算题：30分 

5、简答题：40分 

四、参阅书目 

1、李玉宝主编，《测量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四版 

2、岳建平，田林亚主编，《变形监测技术与应用》，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年版  



842  植物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1  农艺与种业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植物学》是生命科学各个专业的学科基础课。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植物学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内容及比例 

1．植物界：（5%） 

 二界系统，五界系统，双名法，学名，中名，别名，品种名； 

植物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2．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10%） 

  （1）植物细胞壁的分层和化学成分，胞间连丝、初生纹孔场、纹孔； 

（2）植物细胞分裂类型及意义 

（3）植物细胞的生长和分化的概念及意义。 

3．植物组织（10%） 

   分生组织、成熟组织的主要特征、类型和分布。 

4．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20%） 

（1）根 

根系的类型，根尖的结构和特点，根的初生结构，根的次生结构； 

（2）茎 

芽的结构，分枝的类型；茎的初生结构，茎的次生结构； 

（3）叶 

 双子叶植物、单子叶植物叶片的结构 



（5）营养器官的变态 

常见根、茎、叶变态的类型 

5．种子植物的繁殖器官（20%） 

（1）花及其发育 

花各部的组成，子房位置，花药的结构，胚珠、胚囊的结构，传粉方式，

受精作用的选择，双受精； 

（2）种子和果实 

种子的基本结构，种子的类型，幼苗的类型，果实的形成 

（3）被子植物生活史 

6. 藻类植物（5%） 

藻类的基本特征和生态分布 

7．地衣 （5%） 

      地衣的组成 

8．苔藓植物（5%） 

苔藓植物门一般特征和生活史 

9．蕨类植物（5%） 

 蕨类植物门一般特征和生活史 

10．裸子植物（5%） 

（1）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裸子植物的分类 

铁树纲：铁树科；银杏纲：银杏科；松柏纲：松科、杉科、柏科； 

11．被子植物（10%） 

（1）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 被子植物的分类：双子叶植物纲和单子叶植物纲的特点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名词解释  30分 

2.单项选择题 30分 

3.填空题  30分 

4.简答题 40 分 



5.论述题 20分 

四、参阅书目 

马炜梁主编：植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 1 版  



843  食品工艺学 

※  使用本科目的招生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名称及代码 学科/类别所在学院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总体要求 

考生应掌握食品加工和保藏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加工过程中的条件控制，

熟悉食品加工条件和因素对食品质量方面的影响，了解食品工业的发展趋势及

食品工业的一些新技术，能够针对不同加工需要选择不同的加工工艺及条件，

并能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食品加工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二、考试内容 

1、绪论（5%） 

掌握：食品的分类方法；食品功能与特性；引起食品变质的主要因素；食

品的质量因素；食品工艺学研究内容和食品的概念。了解：食品加工的概念和

目的；食品工艺学的主要任务。 

2、食品的脱水（15%） 

掌握：食品干藏原理（包括食品中水分存在的形式、水分活度与食品保藏性的

关系）；食品的干燥机制（包括干燥机制、干制过程的特性和影响干制的因

素）；干制对食品品质的影响；食品的干制方法及常用设备（包括人工干制的

四大类方法、食品干制方法及设备的选择）。了解：干制品的包装和贮藏（包

括包装前干制品的预处理、干制品的包装和贮藏）。 

3、食品的热处理与杀菌（15%） 

掌握：热处理原理（包括影响微生物的耐热性的因素、食品的传热、杀菌

强度的计算及确定程序）；热处理技术（包括商业杀菌、巴氏杀菌、热烫的目

的和方法）；罐藏食品生产的基本工序及相应的工艺要求；热处理对产品质量



的影响；罐头食品的主要腐败变质现象及罐头食品腐败变质的原因。了解：食

品 pH值与腐败菌的关系；罐头食品按照 pH分类。  

4、食品冷冻保藏（15%） 

掌握：食品低温保藏原理（包括低温对于反应速度影响、低温对于酶的影

响、低温对于微生物的影响）；食品的冷却与冷藏（包括食品的冷却、食品的

冷藏和回热的目的和方法、冷藏对食品品质的影响）；气调贮藏对果蔬与其他

制品的保藏效果及病原菌控制；食品的冻结与冻藏（包括食品冻结、冻结对食

品品质的影响、食品的冻结方法）。了解：冷藏与冻藏、冷链、冷害及最大冰

晶生成带的概念；冻制品的包装和贮藏（包括冷冻过程中食品质量的变化、冻

制食品的解冻；冷冻食品包装与贮藏）。 

5、食品的腌渍和烟熏处理（15%） 

掌握：食品腌渍保藏的防腐原理；腌制剂的作用；影响腌制的因素；食品

的腌制方法；烟熏的目的及作用；烟熏防腐原理；影响烟熏的因素；腌制、烟

熏对于食品品质的影响；烟熏的方法和装置。了解：腌制品的成熟；半干半湿

食品的定义；半干半湿食品的概念与特点及延长其保质期的措施。 

6、食品的化学保藏（10%） 

掌握：食品化学保藏的定义和特点；常用食品防腐剂的作用与特点及其适

用对象；常见抗氧化剂的抗氧化机理、性质及应用。了解：食品添加剂及其使

用、食品的氧化问题、氧化的抑制。化学保藏的卫生与安全性。 

7、食品的辐射保藏（10%） 

掌握：食品辐射保藏的定义及其特点；辐射引起微生物死亡或抑制的原理；

食品辐射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学效应；辐射效应对微生物、酶、病虫害、果蔬

等的影响。了解：辐射类型、可用辐射源；辐射用的多种单位；现有食品辐射

保藏的一些商业化应用。 

8、食品加工工艺（15%） 

了解：各类制品（肉类制品、水产制品、乳制品、果蔬制品、软饮料、糖

果巧克力制品、谷物制品）的原料特性；典型食品的加工工艺。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名词解释：    12% 



填空：        10% 

单项选择：    20% 

是非判断：    10% 

简答：        24% 

论述：        24% 

四、参阅书目 

夏文水主编：食品工艺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