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大学200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科目名称 指定参考书目、作者

111单考
《200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复习指导》教育部全国高度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组织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10数学（单）
《高等数学（上、下册）》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4、5版
都可以）

212俄语（二外）
《俄语》（第一、二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年

213日语（二外） 《标准日本语》（旧版）（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214德语（二外） 《大学德语》(修订版)(第一、二册) 张书良 赵仲主编 高教出版社

215法语（二外） 《公共法语》(上、下册) 吴贤良 王美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11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第2版上、下册）陈纪修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数学分析》（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612普通物理(一) 《普通物理学》（第5版）程守洙 江之永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613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教程》（上、中、下三册）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编 上海大学出
版社

《高等数学》同济大学编 （第3版以上） 高教出版社

《线性代数》（第2版）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线性代数》（第3版以上） 同济大学编 高教出版社

614数学物理方法 《数学物理方法》（第3版）梁昆淼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615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第3版）天津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3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616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

《分析化学》(第4版) 武汉大学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仪器分析》(第3版) 朱明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分析化学例题与习题》武汉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教研室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617有机化学（含有机结构分析）

《有机化学》曾昭琼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有机化学实验》（第2版）兰州大学 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编 高
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

《有机化学题解》 聂进 马敬中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18物理化学（一）

《物理化学》（上、下册）傅献彩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版）2004 或
（第4版）1990

《多媒体CAI物理化学》（第4版）傅玉谱等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物理化学简明教程》（第3版）印永嘉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619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第4版）吉登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J.特纳 华夏出版社 2000年或2006年

《普通社会学理论新编》庞树奇 范明林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20人类学概论 《社会人类学》朱炳祥 武汉人民出版社 2005年

621民俗学 《民俗学概论》钟敬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



622作文 不指定参考书目

623图书馆学概论
《图书馆学概论》（第2版）吴慰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年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箎 霍国庆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

624档案学概论 《档案学概论》冯惠玲 张辑哲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625英美文学史
《美国文学大纲》（英文本）（第一版） 吴定柏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625英美文学史
《新编简明英国文学史》（英文本）（第一版） 张定铨、吴刚编著 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002年

626英语语言学

The Study of Language (语言研究) George Yul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新编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刘润清、文旭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3月

627行政管理学 《公共行政学》（第2版）竺乾威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628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第2版）孟广均、霍国庆、罗曼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03

629法理学
《法理学》（第3版）张文显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2
月

630刑法学
《刑法学》（第3版）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631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田平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9月

632有机化学（二） 《有机化学》 徐寿昌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633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第2版） 汪堃仁、薛绍白、柳惠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细胞生物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6年

634美术理论
《中国画论辑要》周积寅编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85/2005年

《西方艺术批评史》文杜里编著 迟轲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

635素描人物 不指定参考书目

636水墨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目

637素描人体 不指定参考书目

638素描 不指定参考书目

639人物线描写生 不指定参考书目

640环境艺术设计基础

《室内设计资料集》张绮曼 郑曙阳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室内设计原理》上下册 陆震纬 来增祥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部空间设计》芦原义信著 尹培桐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外环境设计》刘永德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41造型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目

642逻辑演义 不指定参考书目

643中外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第5版）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年5
月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第2版）罗小未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年8月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3版）清华大学陈志华著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2004年4月



644城市艺术体验原理 《产品塑造学》关阳 刘宏伟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版

645展示设计 相关的设计基础及会展艺术设计书籍，相关的展示技术及国际展示业的图书

646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 北京出版社 2003年版或最
新版

647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或最新版

649音乐理论基础

《和声的理论与运用》桑桐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西方音乐通史》于润洋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音乐作品分析教程》钱仁康.钱亦平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650专业理论基础（2）（09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印刷工艺学》仲星明、谢晓昱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编排》蔡顺兴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650专业理论基础（2）（10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媒体艺术》张燕翔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6

《数码艺术》杂志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杂志社 北京

《数码设计》杂志 艺术与设计出版联盟 《数码设计》杂志社 北京

650专业理论基础（2）（11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玩具品质与设计指引》仲玉凯 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电子玩具设计与实例》仓诗建、李方 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儿童产品设计攻略》费希尔 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650专业理论基础（2）（12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艺术介入空间》[法]卡特林.格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城市公共艺术》翁剑青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公共艺术时代》孙振华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

650专业理论基础（2）（13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建筑美学纲要》熊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刘滨谊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652中国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 阮荣春等主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1年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阮荣春 胡光华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年

《中国美术史》 洪再辛 编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年

653新闻传播理论

《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等著 新华出版社 84年版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新闻学概论》郝雨、王艳玲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传播学通论》戴元光 金冠军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戴元光等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54艺术学理论

《艺术学概论》(第1版)彭吉象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或旧版）北京大学
出版社

《比较文化与艺术哲学》(第1版)金丹元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年（主要为第



一、第二章）

655中西戏剧理论基础
《中西戏剧艺术比较论》蓝凡 学林出版社 2008年

《戏曲美学论》（第1版）张庚 蓝凡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年

656电影理论

《影视批评：实践与理论》陈犀禾 吴小丽 上海大学出版社

《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丁亚平 文化艺术出版社

《电影艺术新论——交叉与分离》潘秀通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理论史评》尼克·布朗 中国电影出版社（参考）

657影视艺术理论

《影视美学导论》金丹元 上海大学出版社

《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视艺术导论》蓝凡 学林出版社

《电影美学导论》金丹元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电视与审美》金丹元 学林出版社

《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 曲春景 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

811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3版）（线性代数及多项式部分）北京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线性代数》（第1版）数学专业用 李尚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812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导论》（第2版）曾谨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813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第2版） 郭硕鸿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

814综合化学 《综合化学》（第2版）张懋森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9年

815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一)

《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C程序设计(第二版)》谭浩强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

《C++程序设计》谭浩强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816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仇立平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社会定量研究的数据处理——原理与方法》（考前六章）翁定军编著 上海
大学出版社 2002年

817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1版）黄淑娉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818中国社会文化史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819文学概论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学理论》南帆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820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
《语言学纲要》（第1版）叶蜚声 徐通锵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

《现代汉语》（第1版）（修订本）钱乃荣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

821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修订版

822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王晓明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比较文学》 陈惇 孙景尧 谢天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823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乐黛云 王向远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上下卷 郑克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2005年修订

《外国文学作品选》上下卷 郑克鲁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824情报检索语言 《情报语言学基础》（增订二版）张琪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825档案管理学
《档案管理学基础》（修订本）陈兆祦 和宝荣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

826综合英语

About Languages: A Reader for Writers（第5版） William H. 
Roberts & Gregoire Turge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汤姆森学习出版社 
2000

《英语写作教学的原则与策略》肖福寿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年

827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
观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与应用》陈宪 韩太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范里安 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

《宏观经济学》曼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828运筹学
《运筹学教程》胡运权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管理科学——运筹学在管理中的新进展》于英川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829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二)

《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 吴伟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数据结构》徐孝凯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1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3版) 谭浩强 张基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2

830会计学（含基础会计、财务会
计）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4月

《基础会计学》任永平 张佳春等编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7年11月

《财务会计》孙铮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第1版）

831企业管理综合理论与知识 《管理学》（第7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832旅游学 《旅游学》（第1版）李天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833行政法学 《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34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徐爱国 李桂林 郭玉贵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重版

835宪法学 《宪法》周叶中主编 北京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836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2版）陈光中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837民法学 《民法学》（第2版）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 法律出版 2008年2月

837民法学 《继承法》（第2版）郭明瑞、房绍坤著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

838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上下册）（第2版） 郑君里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839电磁场理论基础 《电磁场基础》（第1版）钟顺时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

840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第8版） 濮良贵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机械设计学习指南》（第4版）濮良贵 纪名刚主编 高教出版社 西北工业大
学

841控制工程基础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朱骥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

842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与数字部分）（第4版）康华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843电路
《电路》（第4版） 邱关源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电路分析基础》（第3版）李瀚荪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844电力电子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第4版 王兆安 黄俊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年

《电力电子学：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技术》第1版 陈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电力电子变流技术》第3版 黄俊 王兆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4年

845模拟与数字电路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5版）康华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5版）康华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846自动控制理论（含经典和现
代）

《自动控制原理》（第5版）胡寿松 科学出版社 2007年

847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第3版）潘祖仁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年

《高分子物理》（修订版）何曼君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

848物理化学（二）
《物理化学简明教程》（第3版）印永嘉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年

《物理化学》（第4版）傅献彩 沈文霞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849普通物理（二） 《普通物理学》（第5版）（1、2、3册）程守洙 江之水主编 高教出版社

850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李见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0年

《材料科学基础》胡赓祥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年

851冶金物理化学

《火法冶金过程物理化学》（第2版） 陈新民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4年

《钢铁冶金原理》（第3版）黄希祜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2

《冶金与材料物理化学》李文超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1

852金属学 《材料科学基础》胡庚祥 蔡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年

853有机化学（三） 《有机化学》 徐寿昌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854化工原理

《化工原理》（第3版）陈敏恒等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5

《化工原理》（第3版）王志魁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1

《化工原理详解和应用》丛德滋等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 2002.7

855辐射化学
《高分子辐射化学-原理与应用》吴季兰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或《高分子辐射化学》张志成等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0年

856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第2版）戴树桂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环境化学》（第3版）何燧源等编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年

858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上下册（第3版）王镜岩、朱圣庚、徐长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现代遗传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赵寿元、乔守怡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859中外美术史
《外国美术史》欧阳英 潘耀昌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年

《中国美术史》洪再新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0年

860油画人物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1命题创作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2泥塑人体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3色彩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4速写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6视觉传达设计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7环境艺术设计理论

《室内设计资料集》 张绮曼 郑曙阳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建筑史》潘西谷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建筑史（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陈志华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外国建筑历史图解》罗小未 蔡琬英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建筑设计基础》田云庆 胡新辉 程雪松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868壁画创作 不指定参考书目

869创意文案 不指定参考书目

871公共建筑设计原理
《公共建筑设计原理》（第3版）张文忠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8月

《建筑学教程：设计原理》赫曼•赫茨伯格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3年2月

872城市艺术体验设计 《设计素描》关阳 张玉江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年版

873展示基础理论 相关的设计基础及会展艺术设计书籍，相关的展示技术及国际展示业的图书

874中国哲学史
《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
版或最新版

875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版或最新版

87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版） 翁志勇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年8月

878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第1版）李廉锟高教出版社 2002年

《结构力学》（第四版）（上下册） 杨弗康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结构力学教程》（上下册）龙驭球 包世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

880音乐专业表演与创作 《传统作曲法》赵晓声著 上海音乐出版

881专业设计（09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印刷工艺学》仲星明 谢晓昱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编排》蔡顺兴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881专业设计（10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媒体艺术》张燕翔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6

《数码艺术》杂志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杂志社 北京

《数码设计》杂志 艺术与设计出版联盟 《数码设计》杂志社 北京

881专业设计（11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玩具品质与设计指引》仲玉凯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电子玩具设计与实例》仓诗建、李方 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儿童产品设计攻略》费希尔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881专业设计（12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艺术介入空间》[法]卡特林.格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城市公共艺术》翁剑青（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公共艺术时代》孙振华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

881专业设计（13方向)

《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建筑美学纲要》熊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刘滨谊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883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第5版）（上下册） 哈工大理论力学教研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

884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王宏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年

885新闻传播业务

《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吴信训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新闻采访与写作新编》（第2版）刘海贵、尹德刚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新闻编辑》许正林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新闻评论学教程》丁法章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886中国艺术史
《中国艺术》人民出版社 2002年及以后版本

《美的历程》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87中国戏剧史
《中国文学史(元明清部分)》游国恩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及以前版本

《戏曲美学论》（第1版）张庚 蓝凡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年

888中外电影史

《中国电影史》 陆弘石、舒晓鸣 文化艺术出版社

《西方电影史概论》邵牧君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电影发展史》 程季华 李少白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世界电影史》[美]克莉丝汀·汤普森; 大卫·波德维尔 著; 陈旭光 何一微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889专业理论基础与专题文案创作

《文化经济学》陈庆德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0版

《品牌文化战略研究》朱立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3版

《营销策划——方法、技巧与文案》孟韬 毕克贵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1版

《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张京成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03版（05方向）

《文化市场营销学》李康化 书海出版社 2006.6版（06方向）

890中外影视史

《中国电影史》陆弘石 舒晓鸣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

《中国电视史》郭镇之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

《西方电影史概论》邵牧君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年

《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年

《中美电视艺术比较》苗棣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

《当代美国电视》 陈犀禾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

《世界电影史》[美]克莉丝汀·汤普森 大卫·波德维尔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891动画理论

《动画概论》聂欣如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动画电影史》颜慧 索亚斌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影视动画视听语言》孙立著 海洋出版社

《影视动画影片分析》孙立军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世界影院动画精品读解》杨晓林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动画设计基础教学》塞尔西.卡马拉著

《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美]大卫·波德维尔 克莉丝汀·汤普森 著 彭吉
象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数字时代的电影艺术》张歌东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892数码影视与导演理论 《多媒体艺术》古时雨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电视导演应用基础》邵长波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界电影理论思潮》游飞 蔡卫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相关数码技术与艺术结合创作的理论书籍等

893影视表演与主持理论

《表演艺术教程》林洪桐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电影导演的表演艺术》许同均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节目主持人概论》 李元授 廖声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主持人策划与创新》於贤德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主持传播学概论》 高贵武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相关表演与主持专业理论参考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