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级 2022级 2023级

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 12 语言文学综合 笔试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3、高中
语文1-6册、4、《现代汉语》黄伯荣等主编 高等教育

8322195

2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4 4 语言文学综合 笔试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
《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3、高中
语文1-6册、4、《现代汉语》黄伯荣等主编 高等教育

8322195

3 传媒学院 传播学 15 15 传播学原理 笔试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 中国人大出版社 83227552
4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 14 15 广播电视概论 笔试 《当代广播电视概论》陆晔 复旦大学出版社 83227552

5 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 15

1.自备稿件；2.指
定稿件；3.即兴
评述4.形象及才
艺展示

面试

1.自备稿件（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二分钟以内）；
2.指定稿件（新闻、通讯、消息等，二分钟以内）；3.
即兴评述（就社会新闻、热点事件，以及文化、文学常
识等展开评述，三分钟以内）4.形象及才艺展示（形象
考查可化淡妆。才艺可展示声乐、器乐、舞蹈及其他非

83227552

6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0
英语听力、综合
英语、英语口试

先考英语听
力、综合英
语两门课，
通过后再口
试。

1.《英语听力教程》(第一、二册)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
版)张民伦主编
2.《综合教程》(第一、二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
三版）何兆熊主编

83227504

7 外国语学院 日语 5
日语听力、综合
日语、日语口试

先考日语听
力、综合日
语两门课，
通过后再口
试。

1.《日本语听力》(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徐敏民主编
2.《新编日语》(第一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排
本新版)周平、陈小芬主编

83227504

8 外国语学院 俄语 5
俄语听力、综合
俄语、俄语口试

先考俄语听
力、综合俄
语两门课，
通过后再口
试。

1.《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孙玉华主编
2.《综合俄语》(第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版)
史铁强主编

83227504

9 法学院 法学 8
民法总论、刑法
总论

笔试+面试
（其中笔试
占比70%，
面试占比

《刑法学》（上册·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7月版《民法
学》上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8月版）

83227217

10 历史与政治学院 历史学 8 中国古代史 笔试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下）》福建人民出版
社，第五版

13511966173

11 历史与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7 思政政治教育原理（马工程第二版）；科学社会主义 笔试
思政政治教育原理（马工程第二版）；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第七版）

18798856441

12 历史与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 5 社会工作基础知识 面试 无 17311981263

13 历史与政治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2 3 政治学综合 面试 无 13639067206

14 历史与政治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 3 管理学综合 面试 无 13639067206

学院
拟接收人数

备注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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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导论 笔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导论教程》（第2版） 张士
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出版

83227254

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 6 经济学原理 笔试 《西方经济学》（精要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254

17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6 管理学基础与营销案例分析 面试
《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管理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254

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6 管理学基础与营销案例分析 面试
《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管理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254

19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6 会计学 笔试
《基础会计》 第11版  主编朱小平  秦玉熙  袁蓉丽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83227254

20 教育学院 教育学 5 5 教育学基础知识 笔试+面试 《教育学基础》（柳海民） 17385489491

21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5 5 教育技术学导论 笔试+面试
教育技术学导论（第二版），黄荣怀等，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2

13511976176

2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7 10 学前教育综合 笔试+面试
《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儿
童游戏》、《学前卫生学》、《教育原理》

13984171444

23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8 6 《小学教育学》 笔试+面试 《小学教育学》，曾文婕，高等教育出版社 18918059063

24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7 《普通心理学》 笔试 《普通心理学》第5版  2019年1月出版 83227287

25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8 8

选择一：数学分
析、高等代数(通
过考核可不降
级）
选择二：高等数
学(通过考核并降
级）

笔试

《数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高等代数》张禾瑞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
数学》（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吴赣昌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3227511

（提交申请表时请确定
考试科目）（考试2小
时）+面试（笔试成绩
60 分 以 上 进 入 面
试），综合成绩由原班
成绩、考试成绩和面试
成绩构成，比例为3：
5：2。综合成绩为70
分以上则通过转专业考
核。

26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5 5

选择一：数学分
析、高等代数(通
过考核可不降
级）
选择二：高等数
学(通过考核并降
级）

笔试

《数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高等代数》张禾瑞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
数学》（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吴赣昌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3227511

（提交申请表时请确定
考试科目）（考试2小
时）+面试（笔试成绩
60 分 以 上 进 入 面
试），综合成绩由原班
成绩、考试成绩和面试
成绩构成，比例为3：
5：2。综合成绩为70
分以上则通过转专业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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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统计学 5 5

选择一：数学分
析、高等代数(通
过考核可不降
级）
选择二：高等数
学(通过考核并降
级）

笔试

《数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高等代数》张禾瑞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
数学》（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吴赣昌主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3227511

（提交申请表时请确定
考试科目）（考试2小
时）+面试（笔试成绩
60 分 以 上 进 入 面
试），综合成绩由原班
成绩、考试成绩和面试
成绩构成，比例为3：
5：2。综合成绩为70
分以上则通过转专业考
核。

28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8
高等数学、程序
设计基础

笔试（各占
50分）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
《C程序设计教程》，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83227304

所有专业文科需降一
级，2021理科转入需
降一级，2022理科转
入不需要降级

29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2 12
高等数学、程序
设计基础

笔试（各占
50分）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
《C程序设计教程》，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83227304

所有专业文科需降一
级，2021理科转入需
降一级，2022理科转
入不需要降级

30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物联网工程 8 8 高等数学 笔试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系第七版高教出版社 83227304

所有专业文科需降一
级，2021理科转入需
降一级，2022理科转
入不需要降级

31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通信工程 8 8 高等数学 笔试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系第七版高教出版社 83227304

所有专业文科需降一
级，2021理科转入需
降一级，2022理科转
入不需要降级

32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6 6
高等数学、程序
设计基础

笔试（各占50分）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
《C程序设计教程》，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83227304

所有专业文科需降一
级，2021理科转入需
降一级，2022理科转
入不需要降级

33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物理学 11 9 大学物理 笔试 物理学教程（上册） 马文蔚 83227329
34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天文学 5 5 大学物理 笔试 物理学教程（上册） 马文蔚 83227329
35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8 6 高等数学 笔试 同济大学版编 高教出版社第七版 83227329
36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人工智能 6 5 高等数学 笔试 同济大学版编 高教出版社第七版 83227329
3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10 10 无机化学 笔试 《无机化学》第5版，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83227339 21级院际转入需降一级

3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10 10 无机化学 笔试 《无机化学》第5版，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83227339 21级院际转入需降一级

39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科学教育 10 10 无机化学 笔试 《无机化学》第5版，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83227339 21级院际转入需降一级

4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化学 10 10 无机化学 笔试 《无机化学》第5版，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83227339 21级院际转入需降一级

41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10 15 生物化学 笔试＋面试 《普通生物化学》（第五版）陈钧辉、张冬梅 83227351 跨学院需降级
42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5 15 生物化学(跨学院需降级) 笔试＋面试 《普通生物化学》（第五版）陈钧辉、张冬梅 83227351 跨学院需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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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命科学学院 园艺 4 10 生物化学(跨学院需降级) 笔试＋面试 《普通生物化学》（第五版）陈钧辉、张冬梅 83227351 跨学院需降级
44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4 5 生物化学(跨学院需降级) 笔试＋面试 《普通生物化学》（第五版）陈钧辉、张冬梅 83227351 跨学院需降级
45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6 自然地理学 笔试+面试 伍光和《自然地理学》 83227361
4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 4 环境学概论 笔试+面试 刘培桐《环境学概论》 83227361
4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6 地理信息系统 笔试+面试 汤国安《地理信息系统教程》 83227361
4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园林 4 美术 笔试+面试 无 83227361
49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4 人文地理学 笔试+面试 陈慧琳《人文地理学》 83227361
50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4 土地管理学 笔试+面试 陆红生《土地管理学总论》 83227361
51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4 自然地理学 笔试+面试 伍光和《自然地理学》 83227361

52 音乐学院 音乐学 3 5
1视唱练耳、2基
本乐理、3声乐、
4钢琴、5器乐

1、视唱练耳：笔试
加口试的形式进行2
、基本乐理：闭卷考
试进行3、声乐：现
场演唱1首曲目4、钢
琴：现场演奏音乐学
（主修）：、一年
级：一首练习曲（车
尔尼299以上程
度），一首乐曲（中
外皆可）。、二年
级：一首练习曲（车
尔尼740以上程
度），一首奏鸣曲
（快板乐章）音乐学
（辅修）：、一年
级：自选曲目一首
（拜厄程度）、二年
级：自选曲目一首
（车尔尼599程度）
。5、器乐：现场演
奏曲目一首

1、《视唱练耳》孙虹，高等教育出版社；2、《基本乐理》贾方
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3、声乐：（1）《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曲
选集》（8册）上海音乐出版社；（2）《全国声乐比赛参考曲目丛
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编；（3）《中国声乐作品》《外
国声乐作品》徐朗，上海音乐出版社；（4）《意大利歌曲108首》
周枫编，世界图书出版社；（5）《音乐（7-9）年级》吴斌，人民
音乐出版社。4、钢琴：（1）主修：《车尔尼钢琴快速练习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车尔尼钢琴练习曲50首》人民音乐出版社（2）
辅修：《拜厄钢琴基本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车尔尼钢琴初步
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5器乐：（1）打击乐：《上海打击乐协会
考级教程练习 小军鼓教材小军鼓教程 》（2）萨克斯：《萨克斯考
级教材》上海音乐学院（3）《卢家宏指弹吉他完整教程》《汪纪军
古典吉他入门教程独奏篇》（4） 扬琴：《扬琴考级曲目大全》乐海
著。（5）《管乐队标准化训练教程小号（第一册）》（6）《全国
二胡演奏考级作品合集》《少年儿童二胡教程》（7）唢呐：《独奏
乐曲曲谱（一）》人民音乐出版社（8）长笛：《中国音乐家协会社
会音乐水平考级教材 长笛考级作品集》 （第一册，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

86790756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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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1 2

1视唱练耳、2基
本乐理、3声乐演
唱、钢琴演奏、
器乐演奏（三选
一）、

1、视唱练耳：笔试
加口试的形式进行2
、基本乐理：闭卷考
试进行3、声乐：现
场演唱民族唱法两首
歌曲，美声两首（一
首国内，一首国外）
4钢琴：现场演奏一
年级：（1）一首莫
什科夫斯基以上程度
的练习曲、（2）一
首复调音乐(三声部
创意曲以上程度), 包
含巴洛克时期其它作
曲家之作品，如斯卡
拉蒂、（3） 一首海
顿或莫扎特的钢琴奏
鸣曲(快板乐章)、、
二年级：、（1）一
首肖邦以上程度的练
习曲、（2） 一首复
调音乐（三声部创意
曲以上程度）, 包含
巴洛克时期其它作曲
家之作品，如斯卡拉
蒂、（3）一首莫扎
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奏

1、《视唱练耳》孙虹，高等教育出版社；2、《基本乐理》贾方
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3、声乐：（1）《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曲
选集》（8册）上海音乐出版社；（2）《全国声乐比赛参考曲目丛
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编；（3）《中国声乐作品》《外
国声乐作品》徐朗，上海音乐出版社；（4）《意大利歌曲108首》
周枫编，世界图书出版社；（5）《音乐（7-9）年级》吴斌，人民
音乐出版社。4、钢琴：一年级：《莫什科夫斯基钢琴技巧练习曲15
首》《巴赫二声部与三声部创意曲》《斯卡拉蒂钢琴奏鸣曲200首》
《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莫扎特钢琴奏鸣曲集》；二年级：《肖
邦练习曲》、《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斯卡拉蒂钢琴奏鸣曲200首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

86790756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54 美术学院 美术学 10
1. 中外美术史、
艺术概论

笔试

《中国美术史》，尹吉男，高等教育出版社、《外国美
术简史(修订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
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艺术学概论》，彭吉象、
王一川，高等教育出版社

86702082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55 美术学院 动画 3 动漫插画设计 技能考试 专业技能考试，无参考书目 86702082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56 美术学院 绘画 5
1. 素描、色彩、
命题创作

技能考试 专业技能考试，无参考书目 86702082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57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4
设计基础（环境
设计方向）

技能考试 专业技能考试，无参考书目 86702082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58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4
设计基础（视觉
传达设计）

技能考试 专业技能考试，无参考书目 86702082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59 美术学院 书法 3
1. 中国书法史、
楷书临摹与创作
、行书临摹与创

笔 试 （ 闭
卷）

《中国书法简史》，王镛，高等教育出版社、专业技能
考试，无参考书目

86702082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6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3 4 学校体育学 笔试 《学校体育学》周登嵩，高等教育出版社 86751983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61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 12 高等数学 笔试 《高等数学》同济七版
62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 12 高等数学 笔试 《高等数学》同济七版
6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6 4 高等数学 笔试 《高等数学》同济七版
64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材料与工程 5 5 无机化学 笔试 《无机化学》孟长功，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440
65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 5 无机化学 笔试 《无机化学》孟长功，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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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0 10
22级：房屋建筑
学
21级：建筑工程

笔试
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学》陈燕菲主编，湖南大学出
版社，2016.07建筑工程计量:《工程估价》（第四版)，
谭大璐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08

83227440

67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应急技术与管理 5 5

22级：应急管理
学原理
21级：防灾减灾
工程

笔试

应急管理学原理:《应急管理学原理》唐彦东主编，应
急管理出版社,2020.07
防灾减灾工程:《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学》王茹主编,中国
建材工业出版社，2008.03

83227440

68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0 15

22级：理论力学
、画法几何
21级：材料力学
、画法几何

笔试

理论力学:《理论力学》(第七版)，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
力学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
画法几何:《土木工程制图》(含习题集)何铭新,武汉理工
大学出版社
材料力学:《材料力学(1)》(第七版)孙训方，高等教育出
版社;

83227440

69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旅游管理 12 12 旅游学 笔试 旅游学（第四版），李天元，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454
70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酒店管理 14 0 旅游学 笔试 旅游学（第四版），李天元，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454
71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0 6 文化产业概论 笔试 文化产业概论（第三版），李思屈、李涛，浙江大学出版社83227454
72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产品设计 6 6 静物素描 现场写生 无 83227454

73 国际教育学院 市场营销（国际通识） 24 15 《市场营销学》 笔试+面试 市场营销学（菲利普·科特勒著） 86700476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74 国际教育学院 旅游管理（3+1） 16 12 《旅游学概论》 笔试+面试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李天元 南开大学出版社 86700476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75 国际教育学院 旅游管理（国际通识） 23 11 《旅游学概论》 笔试+面试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
李天元 南开大学出版社

86700476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76 国际教育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 19
《计算机导论》
、《计算机数学
基础》

笔试+面试

2022级：1. 《计算机导论》第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云翔、马智娴、周兰凤等）2.《大学计算机数
学基础》第三版（作者：刘树利）
2021级：1. 《计算机导论》第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云翔、马智娴、周兰凤等）2.《大学计算机数
学基础》第三版（作者：刘树利）、C程序设计语言
（ 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 ， 第 2 版 ， 作 译 者 ： [ 美 ]Brian
W.Kernighan，[美]Dennis M.Ritchie 著；徐宝文，李志

86700476
只能进行院内申请
转入转出

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3 综合科目 笔试+面试
笔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面试《思想道德与法治》高等教育出版社

83227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