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民族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参考范围 

001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050101 文艺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文学概论与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概论》童庆炳主编，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文学基础综合 

 

 

《中国文学史》（上中下）袁世硕主编，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聂珍钊主编，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汉语基础 

基础写作 

 

 

《现代汉语》（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代汉语》（上、下册）郭锡良等主编，商务印书馆。 

《现代写作教程》董小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现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 5 版）。 

叶蜚声、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修订本）。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语法修辞知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语言学概论 

古代汉语 

 

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叶蜚声、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汉语基础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 5 版）。 

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叶蜚声、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 5 版）。 

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文学概论与写作   

                        

 

 

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董小玉主编《现代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婕主编《先秦两汉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左宏阁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维民 郭艳华主编《宋辽金元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王引萍主编《明清近代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上、中、下册）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增订 4 版，2007 年 6

月版。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钟进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11。 

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7-10。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文学概论 

文学作品赏析 

 

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00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070101 基础数学  070102 计算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4 应用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分析 

高等代数 

 

《数学分析简明教程》（第二版），邓东皋、尹小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高等代数》（第三版），北京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基础综合（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

方程） 

 

《数学分析简明教程》（第二版），邓东皋、尹小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高等代数》（第三版），北京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复变函数 

近世代数 

常微分方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二版），魏宗舒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复变函数论》（第三版），钟玉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近世代数》（第三版）杨子胥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0252 应用统计（专硕）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统计学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统计学》（第七版），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二版），魏宗舒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回归分析 

抽样调查 

 

《应用回归分析》（第五版）何晓群，刘文卿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抽样技术》（第四版），金勇进，杜子芳，蒋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0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C 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运筹学 

计算机网络 

数学一 

 

《C 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何小海，严华著，科学出版社，2011 年。 

《运筹学》（第四版），甘应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计算机网络》（第五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数学一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王珊、萨师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操作系统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操作系统》（修订版）汤子瀛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C 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运筹学 

计算机网络 

数学一 

 

《C 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何小海，严华著，科学出版社，2011 年。 

《运筹学》（第四版），甘应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计算机网络》（第五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数学一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王珊、萨师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郑人杰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年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操作系统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操作系统》（修订版）汤子瀛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081203 计算机系统结构应用技术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C 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运筹学 

计算机网络 

数学一 

 

《C 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何小海，严华著，科学出版社，2011 年 

《运筹学》（第四版），甘应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计算机网络》（第五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数学一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王珊、萨师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郑人杰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年 

数字图像处理                             《数字图像处理》（MATLAB 版），冈萨雷斯（美），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操作系统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操作系统》（修订版）汤子瀛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0854 电子信息（专硕）-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领域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C 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 

 

运筹学 

计算机网络 

数学二 

 

《C 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运筹学》（第四版），甘应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计算机网络》（第五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数学二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字图像处理 

软件工程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何小海，严华著，科学出版社，2011 年。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王珊、萨师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数字图像处理》（MATLAB 版），冈萨雷斯（美），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年。 

《软件工程》，郑人杰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操作系统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操作系统》（修订版）汤子瀛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 年。 

0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族学概论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民族学通论》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 

《中国民族理论新编》吴仕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民族理论通论》金炳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中国民族志》杨圣敏、丁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中国民族概论》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夏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 

《文化人类学调查》汪宁生、文物出版社，2002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族综合研究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国民族概论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编写组 原作者（郑永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综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陶德麟 汪信研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伦理学》 ，《伦理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005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080901 物理电子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字电子技术 

自动控制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 

电路原理 

半导体物理 

数学一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侯建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自动控制理论》（第三版），邹伯敏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杨栓科，ISBN 7-04-011426-7。 

《电路》，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版， 邱关源， ISBN 978-7-04-019671-9。 

《半导体物理学（第 7 版）》 刘恩科 等编著 ISBN 97871210636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数学一 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普通物理学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第二版），胡向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物理学》（第六版），马文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高西全、丁玉美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字电子技术 

自动控制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 

电路原理 

数学一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侯建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自动控制理论》（第三版），邹伯敏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杨栓科，ISBN 7-04-011426-7。 

《电路》，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版， 邱关源， ISBN 978-7-04-019671-9。 

数学一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普通物理学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第二版），胡向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物理学》（第六版），马文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高西全、丁玉美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0854 电子信息（专硕）-智能感知与仪器工程、电气与智能控制工程领域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 

电路 

数学二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侯建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杨栓科，ISBN 7-04-011426-7。 

《电路》，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版， 邱关源， ISBN 978-7-04-019671-9。 

数学二 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自动控制原理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信号与系统 

 

《自动控制理论》（第三版），邹伯敏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第二版）胡向东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四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字信号处理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高西全、丁玉美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单片机原理及实用技术》，李刚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006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0713 生态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生态学 

基础生物化学 

植物学 

微生物学 

动物学 

 

《基础生态学》牛翠娟、娄安如、孙儒泳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3 版 

《生物化学原理》杨荣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3 版 

《植物学》叶创兴 朱念得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2 版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3 版 

《动物生物学》许崇任、程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 版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生态学与植物生理学 

 

《基础生态学》牛翠娟、娄安如、孙儒泳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3 版 

《植物生理学》潘锐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7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普通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胡金良、王庆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2 版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 4 版。 

00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物理化学 

数学二 

 

《物理化学》 天津大学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二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物理与化学综合 

 

《材料化学》 朱光明，秦华宇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材料物理》 李志林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工程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 

 

080502 材料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科学基础（无机非）（特种陶瓷，粉体材

料方向）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高分子材料方向） 

数学二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陆佩文编，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高分子化学》潘祖仁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分子物理》 金日光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数学二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高分子成形加工原理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陈照峰，张中伟主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原理》王贵恒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工程基础 

物理化学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科学基础（金属材料） 

数学二 

 

《材料科学基础》 西安交通大学 石德珂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学二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 崔忠圻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工程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0856 材料与化工（专硕）-先进陶瓷、金属材料、新能源材料领域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基础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物理化学》（第五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材料科学基础》 西安交通大学石德珂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分子化学》潘祖仁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分子物理》金日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工程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材料物理与性能学 

材料化学基础 

 

《材料物理与性能学》耿桂宏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材料化学基础》马兰，冶金工业出版社 

008 经济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经济学综合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六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教程》第二版，孙久文、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产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现代产业经济学教程》，第二版，刘志迎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发展经济学教程》张培刚，张建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20204 金融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经济学综合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六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金融学基础 

 

《货币金融学》，第三版，殷孟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公司理财》斯蒂芬.罗斯，（精要版第 10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5 月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初级会计学 

商业银行经营学 

 

《初级会计学》第七版，朱小平，人大出版社，2015 年 

《商业银行经营学》，戴国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1月第 6 版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经济学综合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六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产业经济学 

 

《现代产业经济学教程》，第二版，刘志迎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区域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教程》第二版，孙久文、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发展经济学教程》张培刚，张建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经济学综合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六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版，宋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第二版），王炜瀚,王健,梁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国际经济学 

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学》（第四版），李坤望，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国际贸易（第六版）薛荣久，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年 

0251 金融（专硕）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金融学综合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货币金融学》，殷孟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年 6 月版 

《公司理财》斯蒂芬.罗斯，（精要版第 10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5 月版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金融学基础 

 

《商业银行经营学》，戴国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1月第 6 版； 

《国际金融学》，杨胜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 4版； 

《投资学》，滋维.博迪，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7 月，原书第 10 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 

初级会计学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六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初级会计学》第七版，朱小平，人大出版社，2015 年 

0254  国际商务（专硕）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数学三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数学三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国际商务》（第二版）王炜瀚,王健,梁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国际商务专业综合 

 

《国际商务》（第二版），王炜瀚,王健,梁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国际经济学》（第四版），李坤望，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 

国际贸易 

 

《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第六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国际贸易（第六版）薛荣久，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年 

009 音乐舞蹈学院  

1351 艺术硕士（专硕）（01、02 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艺术学基础知识（音乐部分）              

音乐作品综合分析 I                        

音乐作品综合分析 II                               

 

 

《艺术学基础知识（音乐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王次炤主编 ，2014 年版 

和声：《和声学教程(增订本)(上、下)》人民音乐出版社，(苏)伊 · 杜波夫斯基、伊 · 斯

波索宾、 斯 · 叶莆谢也夫、符 · 索科洛夫著，陈敏 译 2008 年版 

《和声分析 351 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吴式锴编著，2004 年版 

作品分析：《曲式与作品分析》人民音乐出版社，吴祖强著， 2003 年版 

《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杨儒怀著 ，2016 年版 

《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谱例集 1、2（公共课）》中央音乐学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

作品分析教研室编 ，2017 年版 

复调：《对位法(第一、二册)》湖南文艺出版社，杨勇著， 2013 年版 

《复调音乐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于苏贤著， 2001 年出版 

配器：《配器法教程(上册、下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美)塞缪尔 • 阿德勒著 2010

年版 

《管弦乐配器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戴宏威编著， 2011 年版 

《管弦乐队乐器法》人民音乐出版社，施詠康著， 2008 年版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外音乐史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汪毓和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 

《西方现代音乐概述》钟子林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视唱 

练耳 

 

《视唱练耳分级教程》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编著 第一、二、三级，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010 设计艺术学院 

1351 艺术硕士（专硕）（03、04、05 方向）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外美术简史 

创作构图 

 

《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 

《中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 

《绘画构图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常锐伦著，2008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素描与专业技法 

 

《素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陆琦著，2010 年 09 月 

《中央美术学院 素描教学》吉林美术出版社，苏高礼著，2003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速写 

色彩 

 



011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081703 生物化工、081704 应用化学、081705 工业催化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化工原理 

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 

过程设备设计 

 

《化工原理》（第四版，上下册），陈敏恒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物理化学》（第五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有机化学简明教程》（第二版），齐欣，高鸿宾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过程设备设计》（第 4 版），郑津洋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化工工程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化学反应工程 

化工工艺学 

 

《反应工程》（第三版），李绍芬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年 

《化工工艺学》（第三版），谭世语，薛荣书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0856 材料与化工（专硕）-应用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艺领域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化工原理 

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 

制药工艺学 

过程设备设计 

 

《化工原理》（第四版，上下册），陈敏恒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物理化学》（第五版，上下册），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有机化学简明教程》（第二版），齐欣，高鸿宾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制药工艺学》（第 2 版），元英进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年 

《过程设备设计》（第 4 版），郑津洋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化工工程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化学反应工程 

化工工艺 

 

《反应工程》（第三版），李绍芬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年 

《化工工艺学》（第三版），谭世语，薛荣书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012 管理学院   

1252 公共管理（专硕）（非全日制）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蔡立辉、王乐夫主编《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风笑天主编《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行政管理学 

政治学 

 

娄成武主编《行政管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013 商学院  

1253 会计（专硕）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会计学 

财务管理学 

 

《会计学（第五版）》，林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财务管理学（第七版）》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基础会计 

管理会计 

 

《基础会计（第五版）》陈国辉、迟旭升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管理会计（第三版）》潘飞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014 法学院   

0351 法律硕士（专硕）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当年最新版本。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刑事诉讼法学 

商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商法学》，《商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 

015 外国语学院   

0501Z1 汉外对比语言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专业英语 

英语语言学概论 

 

Advanced Englis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张汉熙主编。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戴炜栋主编。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英语语言学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高级英语 

英语语言学 

 

Advanced Englis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张汉熙主编。 
《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胡壮麟主编。 

016 民族学学院 

030401 民族学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族学概论  

中国民族志 

 

《民族学通论》，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中国民族志》， 杨圣敏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族学综合     
 

《民族学通论》, 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民族志》， 杨圣敏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徐万邦、祁庆福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新编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教程》，彭英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 



030404 中国少数民族史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族学概论  

 

中国民族史 

 

《民族学通论》，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中国少数民族通论》， 杨建新著，民族出版社，2009 年。 

《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民族史学概论》，陈育宁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民族史综合    
 

《民族学通论》, 林耀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 

《中国民族史概要》, 王钟翰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年。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国少数民族史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徐万邦等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新编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教程》，彭英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0602L3 专门史 

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历史学基础 

 

历史学类研究生招生考试为全国统一考试，参照国家统考大纲。 

复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中国史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古代汉语，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