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所属类别 参考书目

经济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综合 复试

微观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张英；
宏观经济学，科学出版社，赵德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干忠

经济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国际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张金萍

经济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复试
国民经管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瑞

经济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国际经济学，张金萍，科学出版社

经济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复试
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孙久文

经济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国际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张金萍

经济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复试
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苏东水

经济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国际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张金萍

经济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 复试
国际贸易，经济科学出版社，项义军

经济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国际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张金萍

哈尔滨商业大学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及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第 1 页，共 12 页



经济学院 020208 统计学 统计学 复试
统计学——基于R软件的实现（第二版），科学出版社，王涛

经济学院 020208 统计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208 统计学 国民经济核算 同等学力加试
国民经济核算初级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蒋萍、徐强等

经济学院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 复试
统计学——基于R软件的实现（第二版），科学出版社，王涛

经济学院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0209 数量经济学 国民经济核算 同等学力加试
国民经济核算初级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蒋萍、徐强等

经济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国民经济核算 复试
国民经济核算初级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蒋萍、徐强等

经济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西方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西方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鸿业

经济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国际贸易 复试
国际贸易，经济科学出版社，项义军

经济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同等学力加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科学出版社，庞柏林

经济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 国际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国际经济学，科学出版社，张金萍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货币银行学 复试
陈敏主编，货币银行学，科学出版社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证券投资学 复试
李国义主编，证券投资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金融市场学 同等学力加试
张亦春，郑振龙，林海主编，金融市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院 020204 金融学 国际金融 同等学力加试
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全日
制和非全） 证券投资学 复试

李国义主编，证券投资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全日
制和非全） 国际金融学 复试

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2 页，共 12 页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全日
制和非全） 金融市场学 同等学力加试

张亦春，郑振龙，林海主编，金融市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院 025100
金融（全日
制和非全） 商业银行经营学 同等学力加试

戴国强主编，商业银行经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3 财政学 财政学 复试

《财政学》（第三版），王曙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3 财政学 税法学 复试

《税法学》（第七版），王曙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3 财政学 管理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管理学》（第五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3 财政学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唐任伍 著, 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复试

《劳动经济学》孔微巍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7 劳动经济学 社会保障学 复试

《社会保障学》李秉坤、陈淑君主编，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7 劳动经济学 管理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管理学》（第五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唐任伍 著, 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1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 复试

《行政管理学》（第四版），郭小聪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1
行政管理 行政法学 复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1

行政管理 管理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管理学》（第五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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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1

行政管理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唐任伍 著, 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4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学 复试

《社会保障学》李秉坤、陈淑君主编，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4 社会保障 劳动经济学 复试

《劳动经济学》孔微巍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4 社会保障 管理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管理学》（第五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4 社会保障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唐任伍 著, 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
管理 教育管理学 复试

《教育管理学》(第三版)，陈孝彬、高洪源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
管理 教育经济学 复试

《教育经济学》（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范先佐主编，人民教育
出版社，2019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
管理 管理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管理学》（第五版），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
管理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唐任伍 著, 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5300

税务（专业
学位） 专业综合测试 复试

以《税法学》、《财政学》、《经济学》（宏观部分）为基础，结合
近年来我国财税、政策实践作为复试综合考核的主要内容。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5300

税务（专业
学位） 财政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财政学》（第三版），王曙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5300

税务（专业
学位） 国际税收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国际税收》（第九版），朱青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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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5600

资产评估
（专业学
位） 资产评估准则 复试

资产评估基础知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
年5月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5600

资产评估
（专业学
位） 财政学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财政学》（第三版），王曙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 025600

资产评估
（专业学
位） 财务管理

同等学力及非
经管类考生加
试

资产评估相关知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
年5月

供应链管理
复试 《供应链管理（第5版）》马士华、林勇等. 2016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综合卷含:
①物流管理学
②物流工程学

同等学力加试
《物流管理学（第3版）》霍红、牟维哲. 2015年中国财富出版社
《物流工程(第4版)》伊俊敏. 2017年中国工业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
版社

物流管理学
复试 《物流管理学（第3版）》霍红、牟维哲. 2015年中国财富出版社

综合卷含:
①供应链管理
②第三方物流企业经
营与管理

同等学力加试
《供应链管理（第5版）》马士华、林勇等. 2016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三方物流企业经营与管理（第3版） 》霍红、吴绒.2015年中国财
富出版社

管理学院

125600
工程管理
（专业学
位） 工程经济学

复试 《工程经济学（第2版）》刘玉明.201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旅游烹饪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旅游学概论
复试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李天元，南开大学出版社

旅游烹饪学院 0832Z4 烹饪科学 烹饪营养学
复试 《饮食营养与烹饪工艺卫生》，张培茵，科学出版社

旅游烹饪学院 125400

旅游管理
（专业学
位） 旅游学概论

复试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李天元，南开大学出版社

商务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西方经济学 复试
《西方经济学简明原理》（第三版），叶德磊，高等教育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同等学力加试
《市场营销学》（第3版）王德章、周游、金明华，高等教育出版社

商务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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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统计学》向蓉美、马丹、王青华，高等教育出版社

商务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
管理 统计学 复试

《统计学》向蓉美、马丹、王青华，高等教育出版社

管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管理学》（第5版）焦叔斌、杨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西方经济学简明原理》（第三版），叶德磊，高等教育出版社

财务会计 复试 中级财务会计（第三版）科学出版社，侯雪筠，李文

财务管理 复试 财务管理(第三版) 科学出版社，唐现杰，王积田

管理会计 同等学力加试 管理会计（第三版）科学出版社，周航，徐晶

财务会计 复试 中级财务会计（第三版）科学出版社，侯雪筠，李文

财务管理 复试 财务管理(第三版) 科学出版社，唐现杰，王积田

管理会计 复试 管理会计（第三版）科学出版社，周航，徐晶

审计 复试 审计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李兆华，张凤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复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8年版

基础会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基础会计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张劲松，谭旭红

财务报表分析 同等学力加试 财务报表分析（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化成

财务会计 复试 中级财务会计（第三版）科学出版社，侯雪筠，李文

审计学（含政府审计
、内部审计及注册会
计师审计）

复试 审计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李兆华，张凤元

会计学院 025700 审计

会计学院 120201 会计学

会计学院 125300 会计

商务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商务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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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复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8年版

基础会计学 同等学力加试 基础会计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张劲松，谭旭红

财务报表分析 同等学力加试 财务报表分析（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化成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行政法 复试
马工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宪法 同等学历
马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行政诉讼法 同等学历
马工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宪法学 复试

宪法学（马工程）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行政法 同等学历

行政法学 罗豪才、 湛中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行政诉讼法 同等学历

行政诉讼法 马怀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民事诉讼法 复试
马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商法 同等学历
马工程重点教材：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

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合同法 同等学历
王利明等著：合同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经济法 复试
马工程重点教材：经济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08月

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环境资源法 同等学历
汪劲，环境法学（第四版），北大出版社2018年9月

法学院 030107 经济法学 国际经济法 同等学历
马工程重点教材，国际经济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01月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
学） 法律综合 复试

2020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
学） 法律综合 复试

2020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会计学院 025700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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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
学） 民事诉讼法 同等学历

马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
学） 刑事诉讼法 同等学历

马工程重点教材：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1月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复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版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等学力加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年12月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中国近现代史 同等学力加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版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计算机组成原理 复试

唐朔飞,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计算机网络 复试

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7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同等学力加试

王珊,数据库系统概论(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操作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汤小丹、汤子瀛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4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
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 复试

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4版),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
处理 随机信号分析 复试

郑薇、赵淑清等，随机信号分析(第3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
处理 微机原理 复试

李继灿，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
处理 模拟电子技术 同等学力加试

王淑娟、蔡惟铮、齐明主编，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1003

信号与信息
处理 数字逻辑 同等学力加试

张玉茹，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2版），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2Z2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概论 复试

宋文官，电子商务概论（第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2Z2 电子商务 数据库系统 复试

王珊、萨师煊，数据库系统概论（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2Z2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物流 同等学力加试

马宁，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第2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2Z2 电子商务 管理信息系统 同等学力加试

何泽恒,胡晶，管理信息系统，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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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信息
融合与数据
挖掘） 管理信息系统 复试

何泽恒,胡晶，管理信息系统，科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信息
融合与数据
挖掘） 运筹学 同等学力加试

胡运权,郭耀煌，运筹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信息
融合与数据
挖掘）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同等学力加试

卫红春,朱欣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制冷原理 复试

郑贤德，《制冷原理与装置》（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空气调节 复试

黄翔，《空调工程》（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热泵节能技术 同等学力加试

张昌，《热泵技术与应用》（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小型制冷装置 同等学力加试

吴业正，《小型制冷装置设计指导》，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
位） 制冷原理 复试

郑贤德，《制冷原理与装置》（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
位） 空气调节 复试

黄翔，《空调工程》（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
位） 热泵节能技术 同等学力加试

张昌，《热泵技术与应用》（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
位） 小型制冷装置 同等学力加试

吴业正，《小型制冷装置设计指导》，机械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工程项目管理 复试

杨晓庄，《工程项目管理》（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房地产市场 同等学力加试

李英，《房地产市场营销》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
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房地产经济学 同等学力加试

谭大璐、赵世强，工程经济学(第二版)，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轻工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综合 复试

机械设计（第九版），濮良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机械精度设计基础（第三版），孟兆新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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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工程力学 同等学力加试
工程力学（第3版），朱四荣，黄莉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轻工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 机械制造工艺学，王启平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

轻工学院

085500

机械 机械设计综合 复试

机械设计（第九版），濮良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机械精度设计基础（第三版），孟兆新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

轻工学院
085500

机械 工程力学 同等学力加试
工程力学（第3版），朱四荣，黄莉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

轻工学院
085500

机械 机械制造基础 同等学力加试
机械制造工艺学，王启平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

药学院 077600
环境科学与
工程 分析化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077600
环境科学与
工程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077600
环境科学与
工程 环境卫生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800 中药学 中药制剂分析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800 中药学 或中药药理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剂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分析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有机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2 药剂学 药剂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2 药剂学 生物药剂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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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100702 药剂学 物理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3 生药学 生药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3 生药学 药用植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3 生药学 分析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药物代谢动力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分析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药剂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5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微生物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5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病理生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5
微生物与生
化药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病理生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微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中药制剂分析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中药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中药药剂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5600  中药学 中药制剂分析 复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药学院 105600  中药学 中药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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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105600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同等学力加试
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最新版本教材

食品工程学院 083201 食品科学 食品分析 复试
食品分析  第三版 王永华 中国轻工出版社 2017年

食品工程学院 083201 食品科学 食品工程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工程原理 冯骉 轻工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83201 食品科学 食品机械与设备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机械与设备 第二版 马海乐 中国农业 978710915805

食品工程学院 083202

粮食、油脂
及植物蛋白
工程 食品分析 复试

食品分析  第三版 王永华 中国轻工出版社 2017年

食品工程学院 083202

粮食、油脂
及植物蛋白
工程 食品工程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工程原理 冯骉 轻工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83202

粮食、油脂
及植物蛋白
工程 食品机械与设备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机械与设备 第二版 马海乐 中国农业 978710915805

食品工程学院 0832Z3
食品环境与
安全 分析化学 复试

分析化学 （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832Z3
食品环境与
安全 化工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化工原理 陈敏恒 化工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832Z3
食品环境与
安全 生物化学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生物化学》 第二版  辛嘉英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10492）

食品工程学院 097203
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

食品加工单元操作原
理 复试

食品加工单元操作原理  张根生  科学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97203
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 食品工程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工程原理 冯骉 轻工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97203
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 食品机械与设备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机械与设备 第二版 马海乐 中国农业 978710915805

食品工程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食品分析 复试
食品分析  第三版 王永华 中国轻工出版社 2017年

食品工程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食品工程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工程原理 冯骉 轻工出版社

食品工程学院 086000 生物与医药 食品机械与设备 同等学力加试
食品机械与设备 第二版 马海乐 中国农业 97871091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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