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试笔试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出版社 作者 

机械设计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下)  清华大学出版社 范元勋、梁医等编 

或《机械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濮良贵、纪名刚 

工程测试与传感器 
《工程测试技术》（2006 年 1月）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伯雄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国防工业出版社 朱蕴璞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程守洙 

《物理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文蔚 

汽车理论 《汽车理论》（第五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余志生 

工业工程综合 
《基础工业工程》（第 2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易树平，郭伏 著 

《生产运作管理》（第 4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荣秋、马士华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傅献彩等 

化工原理 《化工原理》（第二版）2009 年 

化工原理习题解（含光盘） 

国防工业出版社 钟秦等 

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哈工大理论力学教研室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微机原理及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王建宇等 

控制理论基础 
《自动控制原理》（第三版）（经典部分） 国防工业出版社 

胡寿松 
《自动控制原理》（第四版）（经典部分） 科学出版社 

模拟电子线路 《电子线路》（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嘉奎 

数字信号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 电子工业出版社 钱玲 

光电检测技术 《光电技术与试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江月松 

微波技术 《微波技术基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廖承恩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第 5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钱玲 

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严悍、李千目、张琨等 

Java 程序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许满武 

数据库与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系统基础教程（第 3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主编 Jeffrey D.Ullman 等 

《计算机网络-用自顶向下方法描述英特网特色》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鸣 译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张琨 张宏 朱保平 

管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版或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盛骤等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理论、实务、案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光华、柳世平 

技术经济分析 《工业技术经济学》（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傅家骥、仝允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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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新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姜波克 

《国际贸易》（2010 年） 科学出版社 尤宏兵、李灵稚 

会计与财务 2018《财务管理》《中级会计实务》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第 5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健安、聂元昆 

货币银行学 《货币银行学》（第三版或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戴国强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基础与应用》（第二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王珊、李盛恩 

暖通空调、制冷技术 

《暖通空调》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陆亚俊主编 

《空气调节》（第三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赵荣义主编 

《供热工程》（第三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贺平主编 

《空调工程中的制冷技术》（第二版）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陆亚俊等 

电力电子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第四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兆安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第三版） 水电出版社 贺家李 

设计创意 与考试科目《设计基础》相同   

交通工程学 《交通工程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王炜 

实变函数 《实变函数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江泽坚 

概率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国防工业出版社 冯予 

固体物理 
《固体物理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昆、韩汝琦 

《固体物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婉棠、吴美凯 

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结构》（上册）（中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天津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 

《钢筋混凝土基本构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范进 等 

宏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 高鸿业 

专业综合（英美文学） 
《英国文学简史》（新增订本）2007 年 1 月 河南人民出版社 刘炳善 

《美国文学简史》（第二版）2008 年 1 月 南开大学出版社 常耀信 

专业综合（语言学）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201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戴炜栋等 

《语言学教程》（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壮麟 

笔译知识与技能 

 

英汉比较与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秦洪武、王克非 

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2010 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康之 

社会学综合 《中国文化史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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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社科文献出版社 朱力 

公共管理概论 《公共管理概论》（2015 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朱立言，谢明 

社会工作综合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2012 年 

中国社会出版社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2012 年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中级）》2012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金德、邢建东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3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公共教材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卫灵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 2012 年版）相关部分 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写组 

《自然辩证法概论》（2009 年版）相关部分 国防工业出版社 杨水旸 

知识产权法综合 知识产权法（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刘春田 

知识产权管理基础 知识产权管理（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朱雪忠 

部门法学综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概论（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胡锦光，莫于川 

民法学（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王利明等 

知识产权法（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刘春田 

经济法学（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李昌麒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 热力学 统计物理》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汪志诚 

原子分子物理 《原子物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褚圣麟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2010 第 4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奚旦立，孙富生 

分子生物学 《现代分子生物学》2013 第 4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玉贤 

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第五版或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 

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 西安交大出版社 景思睿 

工程热力学 《工程热力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沈维道、童钧耕 

光学 
《光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章志鸣 

《光学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姚启钧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世勋 

《量子力学教程》第三版 科学出版社 曾谨言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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