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用书（拟定） 

各位考生： 

    我校拟对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进行调整（考试时间：2019 年 12 月，以全国统一时间为准），为便于各位考生

提前做好复习准备，现将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用书公布如下，本方案仅供参考，如有其他变化，请以最终公布的《西南交通大

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预计 2019 年 9 月公布）为准。专业型学位专业可能会有重大调整，具体方案请以教育部正

式文件为准。 

    温馨提示：我校严禁各单位和人员举办或参与举办考试招生辅导活动，也没有委托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考试招生辅导培训、

招生宣传和组织活动，学校没有提供任何的有关考研的微信群、QQ 群等。在此，郑重提醒各位考生要提高对一些社会办学机

构或非法网站的警惕及识别判断能力，不要轻信所谓的“一对一专业辅导”、“保过”、“保录”等非法承诺，谨防上当受骗。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3 日 

                                                            

 



统考科目说明：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思想政治理论、俄语、日语、英语一、英语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法硕

联考综合(法学)、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心理学综合等统考科目参考书目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 

序号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1 待定 结构力学 
1.结构力学 第六版，李廉锟主编，201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2.结构力学教程，杜正国主编，2004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 待定 机械原理 《机械原理》普通本科院校教学用书均可 

3 待定 传热学 《传热学》第二版 戴锅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4 待定 电路分析 《电路分析》谭永霞主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或 《电路》邱关源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 待定 电子技术基础 

《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康华光主编，模拟部分及数字部 

《数字电子技术》冯全源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其中（模拟部分占 40%，数字部分占 60%） 

6 待定 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月 

《C语言程序设计(第 3版)》 ，苏小红，王宇颖，孙志岗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7月 

7 待定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SIGNALS &SYSTEMS)第 2 版(second Edition),刘树棠译(ALANV.OPPENHEI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SBN7-5605-0970-3/TN.53) 

8 待定 管理学 
《管理学》第 13版 ,作者:斯蒂芬·罗宾斯，玛丽·库尔特 著, 刘刚、梁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01月

出版。 

9 待定 运筹学 运筹学(第四版), 作者 《运筹学》教材编写组,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9月版。 

10 待定 微观经济学 

1.经济学原理（第 7版）(微观经济学分册) 曼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版； 

2.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微观经济学）第 9版，作者 尹伯成，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5月版； 

3.微观经济学（第 8 版）/经济科学译丛，[美]罗伯特·S·平狄克（Robert，S.Pindyck），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

（Daniel，L.Rubinfeld）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待定 管理运筹学一 

1. 高等学校交通运输专业规划教材，西南交通大学精品教材《运筹学》（第 2版），寇玮华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9年 5月。 

2. 高等学校交通运输专业规划教材《运筹学习题集》，寇玮华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8月。 

12 待定 管理运筹学二 

1.高等学校交通运输专业规划教材，西南交通大学精品教材《运筹学》（第 2 版），寇玮华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9年 5月。 

2.高等学校交通运输专业规划教材《运筹学习题集》，寇玮华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8月。                 

13 待定 工业设计命题设计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https://so.m.jd.com/ware/search.action?ptag=7001.1.54&keyword=%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
https://so.m.jd.com/ware/search.action?ptag=7001.1.54&keyword=%E7%BD%97%E4%BC%AF%E7%89%B9%C2%B7S%C2%B7%E5%B9%B3%E7%8B%84%E5%85%8B
https://so.m.jd.com/ware/search.action?ptag=7001.1.54&keyword=Robert%EF%BC%8CS.Pindyck%EF%BC%89%EF%BC%8C%E4%B8%B9%E5%B0%BC%E5%B0%94%C2%B7L%C2%B7%E9%B2%81%E5%AE%BE%E8%B4%B9%E5%B0%94%E5%BE%B7
https://so.m.jd.com/ware/search.action?ptag=7001.1.54&keyword=Robert%EF%BC%8CS.Pindyck%EF%BC%89%EF%BC%8C%E4%B8%B9%E5%B0%BC%E5%B0%94%C2%B7L%C2%B7%E9%B2%81%E5%AE%BE%E8%B4%B9%E5%B0%94%E5%BE%B7
https://so.m.jd.com/ware/search.action?ptag=7001.1.54&keyword=Daniel%EF%BC%8CL.Rubinfeld


14 待定 建筑设计快题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15 待定 规划设计快题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16 待定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17 待定 设计学命题设计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18 待定 艺术命题设计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19 待定 素描创作 相关专业书籍和期刊 

20 待定 世界现代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21 待定 设计基础 《设计学概论》（修订版）尹定邦，湖南科技出版社 

22 待定 中外美术史 
《中国美术简史》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版；《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编 中国青

年出版社,2014 年版 

23 待定 建筑学基础 

《中国建筑史》第六版 潘谷西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四版 陈志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第二版 罗小未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构造》上下册第三版李必瑜、刘建荣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外国建筑历史图说》罗小未、蔡琬英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第三版）张文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建筑初步》（第三版）田学哲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2010； 

《建筑空间组合论》（第三版）彭一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建筑物理》（第三版）柳孝图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2010； 

《居住建筑设计原理》 （第三版）胡仁禄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24 待定 城乡规划基础 

《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 吴志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董鉴泓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外国城市建设史》 沈玉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城市道路与交通规划（上、下册）》徐循初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等专业书籍和期刊等专业书籍和期刊 

25 待定 风景园林基础 

《景观设计初步》，邱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10； 

《中国古典园林史》，周维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王向荣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02； 

《外国造园艺术》，陈志华，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傅伯杰，科学出版社，200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EF%D1%A7%D5%D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5%ED%D2%BB%B8%D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8%D0%A2%CD%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1367366915.html


《园林树木学》，陈有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风景园林行业各种正在实施的技术标准、规范及法规等。 

26 待定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物理》(第四版),华幼卿、金日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分子化学》(第五版),潘祖仁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7 待定 生物医学工程基础 
《生物医学工程基础》讲义,陈俊英编,西南交通大学，2006；  

《生物医学材料学》顾汉卿主编,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3； 

28 待定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潘金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9 待定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翟中和等主编(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30 待定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四版，高鸿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1 待定 药学基础综合 

1.药理学：《药理学》 杨宝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 第 8版 

2.药物化学或天然药物化学二选一 

2.1药物化学：《药物化学》尤启东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年 第 7版；  

2.2天然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 吴立军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年 第 6版； 

32 待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普通生物化学》（第四版），郑集，高等教育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教程》（第四版），赵亚华，科学出版社 

33 待定 生物化学 《普通生物化学》郑集、陈钧辉(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4 待定 普通物理 
1.大学物理学（第 3版）B版（1-2册），张三慧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 

2.大学物理学（第 3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张三慧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 

35 待定 电磁场与电磁波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 2版）杨儒贵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6 待定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教程》（仅含 1-11章），西南交通大学应用力学与工程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7 待定 自命题德语 《大学德语》(2-3 册), 戴鸣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38 待定 自命题法语 《新理念大学法语》（1—3 册），鲁长江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9 待定 翻译硕士英语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5、6 册（第二版），梅仁毅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  

40 待定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1.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李晓融，《教育心理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 

3. 程裕祯 ，《中国文化要略(第 4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 

4. 赵林，《西方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5. 朱勇，《跨文化交际案例与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41 待定 综合英语 
1.《现代大学英语》（精读）第 5和 6册（第二版），梅仁毅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 

2.《英汉互译实用教程》（第四版），郭著章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2 待定 综合德语 

1. 《高级德语》（1-2册），陈晓春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 《德国文化史》李伯杰编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3. 《德国文学简史》吴涵志 (Karl-Heins Wus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4. 《德意志文学简史》海因茨•史腊斐 (Heinz Schlaffer) (著), 胡蔚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3 待定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1. 《应用文写作》（第 2版）王首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2. 《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张岱年、万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西方文化概论》（第 2版）方汉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古代汉语》全四册（校订重排本）王力主编，中华书局，2014 年。 

44 待定 汉语基础 

1.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版），第 6 版（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张斌（主编），《新编现代汉语》（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申小龙（主编），《现代汉语》（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4.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一册），中华书局，2018 年。 

45 待定 英美文学 

1.《英国文学选读》（第四版），王守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英国文学简史》 常耀信 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3.《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陶洁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美国文学简史》（第三版），常耀信 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46 待定 英语翻译基础 

1.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三版）叶子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2.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第 2 版）》，陈宏薇，李亚丹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3. 《实用翻译教程》（第三版），冯庆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7 待定 英语语言学 
1.《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第二版），戴炜栋、何兆熊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语言学教程》（第四版，英文版），胡壮麟，北京大学出版社。 

48 待定 中外文学与文论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4卷）（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2.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3. 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第五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 

4. 杨慧林、耿幼壮著，《西方文论概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9 待定 德语翻译与写作 
1. 《德语专业写作教程（上、下）》，王丽萍，顾牧，ChristopherDege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2.《实用德汉翻译教程》桂乾元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50 待定 给排水工程 
《排水工程》上册 （第四版）孙慧修，中国建筑工业出版设，2010；《排水工程》下册 （第四版）张自杰，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设，2014 



51 待定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邬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2 待定 工程地质学一 《铁路工程地质学》 蒋爵光等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53 待定 环境科学与工程理论 

《环境工程学》（第三版）,蒋展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环境化学》（第二版）,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生态与环境》，张建强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年 

54 待定 建筑防火 建筑火灾安全工程导论（第 2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霍然等编著  2009年版 

55 待定 测绘学 《测绘学概论》，宁津生等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及相关内容 

56 待定 工程地质学二 
《普通地质学》夏邦栋 地质出版社; 

《铁路工程地质学》 蒋爵光等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57 待定 环境工程学 

《环境工程学》（第三版）,蒋展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环境管理与规划》，孟伟庆，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年； 

《生态与环境》，张建强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年 

58 待定 测量学 《测量学》，武汉大学出版社或测绘出版社最新版本科教材 

59 待定 矿物岩石学 
《矿物学简明教程》戈定夷 地质出版社 2006。 

《岩石学》乐昌硕 地质出版社 

60 待定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 (第二版)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1 待定 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史（第 2版）》（1-4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严家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62 待定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修订重排版）王力著 中华书局 2014年 

63 待定 新闻传播史论 

1.《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外国新闻传播史》，郑超然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传播学教程》（第二版），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4 待定 伦理学原理 《新伦理学教程》(第二版)魏英敏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65 待定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陶东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蒋凡，郁源主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 

66 待定 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67 待定 新闻传播实务 
1.《创造性的采访》，肯.梅茨勒著，李丽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融合新闻写作》，李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新闻编辑学》，蔡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新闻评论教程》，丁法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8 待定 中国宗教通史 《中国宗教通史》（上）牟钟鉴、张践，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69 待定 法学综合一 
1.《法理学》（第五版），张文显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2.《国际法》（第 5版），邵津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0 待定 公共经济学基础 
1.《公共经济学》(第二版)，樊勇明 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2.《宏观经济学》（第 9版），(美国) N·格里高利·曼昆 著， 卢远瞩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1 待定 法学综合二 
1.《经济法学》，李昌麒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 

2.《民事诉讼法学》(二版)，《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8月. 

72 待定 安全工程基础 《风险评估理论、方法与应用》，马文·拉桑德 著,刘一骝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第一版. 

73 待定 公共管理学基础 
1.《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公共管理学》（第 2版），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74 待定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第二版）陈纪修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75 待定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三版）北大数学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76 待定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如出版有新版均以新版为准） 

77 待定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郑永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如出版有新版均以新版为准） 

78 待定 生物医学工程基础三 
《生物医学工程》，刘昌胜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生物材料学》（第二版），徐晓宙、高琨编著，科学出版社 

79 待定 医学基础综合 
《医学院免疫学》（第 6版），金伯泉主审、曹雪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袁正宏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80 待定 医学综合 
《病理学》、《生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所有书目均为国家卫健委“十三五”规划教材，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