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科目 书目名称 出版社 作者/编者

211 翻译硕士英语
《英语写作手册》（第三版）

《综合教程 5-7》（第二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丁往道、吴冰等

何兆熊

357 英语翻译基础
《新编英汉翻译基础教程》（第二版）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孙致礼

陈宏薇、李亚丹

448 汉语写作与百

科知识

《自然科学史十二讲》

《中国文化读本（中文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卢晓江

叶朗

601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济大学应用数

系

671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21 年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701 艺术概论 《艺术学概论》（第 5 版）(2019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吉象

811 微观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编写组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

812 运筹学 运筹学（本科版）（第四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钱颂迪

813 管理学 《管理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三多

821 光学 《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第三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石顺祥、王学恩、

马琳

823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数字电路逻辑设计》（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进全、杨拴科

王毓银、赵奕松

824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吴大正

828 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原理基础教程》(第四版) 科学出版社 胡寿松

829 普通物理 《大学物理》（第三次修订版）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吴百诗

830 密码学基础 《新编密码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范九伦、张雪锋、

侯红霞

831 广播电视创作

基础

《电视编导基础》(第 3 版)2019 年版

《编剧原理》(2022 年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韩斌生

陈晓春

832 计算机基础综

合

《微型计算机原理》（第四版）

《数据结构与算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忠民

王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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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计算机技术基

础

《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实践》

《数据结构与算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鸣

王曙燕

834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第 8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谢希仁

871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2021 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

数字信号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及应用》（2022 年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卢光跃、黄庆东、

包志强

信息论基础 《信息论基础与编码》（2011 年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王军选等

高频电路 《高频电子线路》（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肃文等

光纤通信 《光纤通信》 人民邮电出版社
梁猛、刘崇琪、

杨祎

光电子学 《光电子学》（第二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
马养武、王静环、

包成芳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处方、饶克谨

电路分析基础 《电路基础》（第三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王松林、吴大正

等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王曙燕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四版） 科学出版社 白中英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 人民邮电出版社 孟彩霞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第九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萨默维尔著，程

成等译

单片机原理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全利

现代企业管理 《新编企业管理》（第六版） 立信会计出版社
陈文安、穆庆贵、

胡焕绩

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编写组

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下

册》（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鸿业

统计学 《统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贾俊平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第四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汪应洛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2010 年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旭，易学东、

刘海潮

会计学
《基础会计》（第七版）

《中级财务会计》（第四版）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陈国辉等

刘永泽、陈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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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学 《电磁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贾瑞皋、薛庆忠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世勋

普通光学 《光学教程》（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姚启钧

原子物理学 《原子物理学》（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褚圣麟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先达、杨耕

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2011 版)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16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卫兴华、林岗

管理学基础 《管理学》（2019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管理学》编写

组

物流学
《现代物流学》（第二版）（2003 年

版，2006 重印）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叶怀珍

交通运输学 交通运输学（第二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胡思继

翻译综合 《非文学翻译》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李长栓

综合英语 《高级英语》（1-2 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汉熙

英文写作 《英语写作手册》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丁往道

广播电视命题创作 《网络视频节目策划》(2021 年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智锋、刘俊

视听语言
《影视视听语言》（第 3 版）(2020 年

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张菁、关玲

广播电视概论
《当代广播电视概论》（第 2 版）(2016

年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孟建、黄灿

信息安全概论 《信息安全概论》 人民邮电出版社 张雪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