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科目 考试范围

(211)翻译硕士英语 高校英语专业现行“ 精读” 类课程高年级教材（任选）

(213)翻译硕士日语 无

(241)日语一 无

(242)法语 无

(243)德语 无

(244)俄语一 无

(245)韩语 无

(331)社会工作原理 1、《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2、《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风笑天著，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alcolm 
Payne著，何雪松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6)艺术基础 《艺术学基础知识》王次炤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
版。

(337)工业设计工程 1、《工业设计理念与方法-现代设计学基础》(第二版)，张宪荣等主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2、《工业设计方法学》（第3
版）简召全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3、《工业设计
史》何人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4版 (2010年7月1日)

(338)生物化学 《普通生物化学》(第四版)郑集、陈钧辉编著，2007年。

(339)农业知识综合一 1、《植物学》金银根编，科学出版社，2006年。2、《土壤学》黄昌
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3、《生态学》李博编，高教出版社，
2001年。

(340)农业知识综合二 1、《动物营养学》（第2版）杨凤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2、《饲料学》（第2版）彭健、陈喜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3、《家畜繁殖学》张忠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7月。4、《家
畜生理学》陈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1月。

(341)农业知识综合三 1、《食品卫生学》何计国、甄润英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2、《食品分析》张水华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年出版。3、《食品加工中的安全控制》夏延斌主编，中国轻工
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2)农业知识综合四 1、《发展经济学》张培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农
业政策学》钟甫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3、《农业经济
学》朱道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四版）。

(343)兽医基础 1、《家畜病理学》第四版，马学恩，中国农业出版社；2、《兽医药
理学》陈杖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3、《兽医临床诊断学》王
俊东，刘宗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7月；4、《家畜生理
学》陈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1月。

(344)风景园林基础 1.《风景园林工程》，孟兆祯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2.《园林
植物造景》，臧德奎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354)汉语基础 1.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王力《古代汉语》全四册，中华书局出版社。

(357)英语翻译基础 1、《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庄绎传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高级翻译十二讲》，杨全红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359)日语翻译基础 1、《日汉翻译教程》，高宁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实
用日语同声传译教程》，塚本慶一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3、
《新编日译汉教程》陈岩，大连理工。

(431)金融学综合 1、《金融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公
司理财》,罗斯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原书第八版。

(437)社会工作实务 无

(445)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1、《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主编：刘珣，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48)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1、《中国文化读本》（中文版）2008.07.叶朗。2、《全日制翻译硕
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南》，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501)园林快题设计 无参考书籍。注：园林快题设计考试时间6小时，学生自带A2幅面绘
图纸3-5张。

(502)规划设计基础 快题6小时

(601)高等数学一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高等数学（上、下，第五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



(602)高等数学二 《高等代数》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何与代数教研室前代数小组编，王萼
芳、石生明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

(610)哲学综合知识 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肖前、黄楠森等(主
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611)民族学基础 1、大卫 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2、宋蜀
华《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3、朱柄祥、催应
令《人类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12)中国文学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中国历
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3、《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下），朱栋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13)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 1、《新闻学概论》（第四版）李良荣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2、《传播学教程》（第二版）郭庆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2012年。3、《新闻采访写作新编》（第二版）刘海贵编，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3年。4、《当代广播电视概论》（第二版）陆晔
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614)体育概论 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615)综合英语（含英语基础知识） 英语基础知识根据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水平测试；翻译与写作方面参
考书：1.《英汉互译实用教程》（第三版）郭著章，李庆生，武汉大
学出版社；2.《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本)冯庆华，2005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3.《英语写作构思与技巧》汪福祥，2007年外
文出版社。

(616)综合日语 无

(617)法学基础(法理学、宪法学、中
国法制史)

1、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
出版社；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版；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三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本书编写组，高等
教育出版社

(619)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版。

(620)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新修》，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

(621)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风笑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22)土地资源学 1、《土地资源学（第5版）》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2、《土地资源学》王秋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版。

(623)数学分析 陈纪修、於崇华、金路 编，数学分析(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24)生物化学一 《普通生物化学》(第四版)郑集、陈钧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625)植物学 《植物学》（第二版），金银根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

(626)天然药物化学 《天然药物化学》吴立军，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五版，2007年。

(627)地质学综合 结晶学与矿物学,李胜荣,地质出版社，2012年;岩石学,路风香，地质
出版社，2004年;地球化学,张宏飞、高山，地质出版社，2008;矿床
学（第三版）翟裕生，地质出版社，2013年;构造地质学（第三
版）,曾佐勋，地质出版社，2008年;古生物学,童金南,殷鸿福.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0年

(628)微生物学 周德庆，微生物学教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

(629)综合化学（含无机、分析和有机
化学）

1、《无机化学》（第二版）吉林大学,宋天佑 等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年。2、《分析化学》上册（第五版）武汉大学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有机化学》（第三版）王积涛等编，南
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630)设计基础及理论 1、《工业设计理念与方法：现代设计学基础》（第2版）张宪荣主
编，北京大学2007年4月。2、《工业设计方法学》（第3版）简召全
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

(631)植物生理学一 《植物生理学》王忠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第二版 2008年

(632)地质地貌学 《地质地貌学》梁成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633)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 《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金发忠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年

(634)遗传学一 《林木遗传学基础（第二版）》张志毅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2年。

(635)土壤学 黄昌勇、徐晓明主编，土壤学（第三版），农业出版社，2010



(636)森林生态学 李俊清主编《森林生态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3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邵崇斌，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638)动物学 张训蒲编，《普通动物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640)园林综合 1、《中国古典园林史》（第3版），周维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2、《园林建筑设计》，成玉宁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641)园林基础 1、孟兆祯编，《风景园林工程》，中国林业出版社；2、臧德奎编，
《园林植物造景》，中国林业出版社。

(642)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第四版），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643)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北大出版社，作者：彭吉象；出版时间：2007年8月。

(644)中外音乐史 1、《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周柱铨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年.2、《欧洲音乐简史》. 钱仁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3、《中西方音乐史考试纲要》.田可文.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年

(645)中国舞蹈史 1、《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1年12月
版。

(646)戏剧影视表演理论 1、《戏剧表演基础》梁伯龙，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2、《表演
教学手册》林洪洞，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

(648)艺术设计理论 1、《世界现代设计史》 新世纪出版社 王受之著 2002年。

(649)中国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洪再新编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650)西方美术史 《外国美术史纲要》陈洛加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版

(651)动物生理生物化学 1、《家畜生理学》(4版)，陈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2、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版，2005年。

(652)植物生理生物化学 1、《植物生理生化》王三根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植物生
理学》王忠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653)食品化学 赵国华 主编,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4-8-1,ISBN：
9787030414762

(654)家畜繁殖学 《家畜繁殖学》（第五版）朱士恩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1
月

(655)普通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第二版），张训蒲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

(656)家畜生理学 《家畜生理学》(4版)，陈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657)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第四版),翟中和.王喜忠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658)植物生理学二 《植物生理学》. 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2

(659)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4版），吴相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801)中西哲学史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冯达文、 郭齐勇，
《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

(802)人类学理论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2、栗本慎一郞，《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
3、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803)语言综合 1、《古代汉语》，王力，中华书局，1999。2、《现代汉语》，黄伯
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增订四版。

(804)中外新闻史 1、《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年版。2、《外国新闻传播史》郑超然等编，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3年版。

(805)运动生理学 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运动生理学》，2002

(806)民族学基础知识 宋蜀华《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807)英美文学与语言学 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第3版），高教版，2011年版。罗经国主
编：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下）（第3版），北大出版，2011年
版。陶洁：美国文学选读（第3版），高教版，2011年版。戴炜
栋，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第二版），上海外教出版社，
2010年。胡壮麟，语言学教程（

(808)日汉互译及写作 无

(809)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1、魏振赢主编：《民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2、张明楷主编：《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7出
版。



(81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年修订
版），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811)西方经济学（含微观与宏观）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高鸿业主编，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1年1月。2.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高鸿业主
编，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812)经济社会统计 《经济社会统计》李静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13)运筹学 《运筹学教程》（第三版）胡运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814)管理学综合 《管理学— 原理与方法》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2
月，第三版（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报考公共
管理学院的考生还需参考：《公共管理学第1版》,陈振明,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1日]

(815)中外政治制度 1、《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版。2、《比较政治制度》，曹沛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版。

(816)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风笑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17)公共管理基础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

(818)高等代数 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何与代数教研室前代数小组，高等代数 （第三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819)物理综合 1、马文蔚主编，物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周世勋编
著，量子力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820)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教程》（第三版）. 赵亚华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

(821)植物生理学二 《植物生理学》（第7版）. 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822)生态学 《生态学》（第二版）. 杨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普
通生态学（第3版）》，尚玉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23)环境学概论 《环境学概论》（第二版）.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年
5月。

(824)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三版）胡宏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825)普通地质学 普通地质学（第三版），舒良树主编，地质出版社，2010年。

(826)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微生物学》何国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27)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工程原理》刘伟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

(828)物理化学一（不含结构化学）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829)材料物理化学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教程》，胡志强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二
版），2011年。

(830)化工原理 《化工原理》（第四版）谭天恩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

(831)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 1、《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朱鸣华、刘旭麟、杨微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数据结构（C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

(832)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第三版），郑君里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33)专业综合一 1、固体物理：《固体物理学》，黄昆，北京大学出版社。2、大学物
理：《大学物理教程》，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研室，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834)专业综合二 1、模拟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高等教育出版
社。2、数字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高等教育出
版社。3、电路分析：《电路分析基础》，李瀚荪，高等教育出版
社。

(835)专业综合三 1、固体物理：《固体物理学》，黄昆，北京大学出版社。2、半导体
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刘恩科，电子工业出版社。

(836)电路原理一 《电路》（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原著邱关源，修订罗先觉，
2010年。

(837)自动控制理论 《自动控制理论》（第四版），夏德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838)电力电子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第五版，王兆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

(839)电路原理二 《电路》（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原著邱关源，修订罗先觉，
2010年。

(840)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龙驭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841)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孙训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842)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朱立明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

(843)传热学 《传热学》第五版，章熙民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844)工程力学二 1、工程力学（静力学）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年1月。2、工程力学（材料力学）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
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

(845)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第9版）濮良贵、纪名刚主编，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原
理及机械零件教研室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5月。

(846)C/C++语言程序设计 1.谭浩强编著.《C程序设计》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2.谭浩强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

(847)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第六版，杨可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2月出
版。

(848)设计创作 无

(849)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胡庚祥主编，上海交大出版社，2006年

(850)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化学，潘祖仁，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

(851)物理化学二 物理化学，杜清枝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年

(852)工程力学 1、工程力学(材料力学)，作者：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书号：7
-04-005964-9，出版日期：2002-08-01，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工程力学(静力学)，作者：北京科技大学等，书号：7-04-005962
-2，出版日期：1997-07-01。

(853)安全系统工程 《安全系统工程》，徐志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854)测量学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第二版），潘正风、程效军等，武汉大学
出版社，2012年

(855)基础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刘凌云、郑光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856)植物营养学 《植物营养与施肥》.浙江农业大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857)遗传学二 《遗传学》朱军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年

(858)资源与环境概论 《资源与环境概论》王敬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859)植物病理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许志刚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860)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学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学》张青文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7

(861)基础昆虫学 《普通昆虫学》，彩万志等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862)园艺通论 《园艺通论》朱立新、李光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

(863)植物保护概论 《植物保护概论》王振中、张新虎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864)林木育种学 《林木育种学》陈晓阳，沈熙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65)森林培育学 1、《森林培育学》(第二版)，沈国舫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2、《苗木培育学》，沈海龙，丁贵杰等主编，中国林业出版
社，2009。

(866)普通昆虫学 1、《普通昆虫学》（第二版）彩万志，庞雄飞等，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等，2011；2、《林木病理学》（第3版）叶建仁，贺伟主编，中国
林业出版社，2011

(867)测树学 《测树学（第三版）》孟宪宇，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868)测量学 冯仲科主编，《测量学原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869)园林植物栽培与生理 1、《园林树木栽培学》，吴泽民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
2、《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3、
《园林植物生理》，于桉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870)水土流失原理 张洪江主编，《土壤侵蚀原理》（第二版），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2008。

(871)林学概论 《林学概论》. 陈祥伟、胡海波主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872)植物化学保护 《植物化学保护》第四版，徐汉虹，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

(873)中西美学史 1、《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叶朗；出版时间：
2008年11月。2、《西方美学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
社，作者：朱光潜；出版时间：2008年9月



(874)艺术文化学 1、《艺术文化学》作者：操奇、朱喆；主编：陈汉青，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年1月出版。2、《艺术文化学》丁亚平著，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5年3月出版

(875)民族音乐 1、《民族音乐概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人民音乐出版
社.2003年.2、《民族音乐学概论》.伍国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年；3、《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邓光华。

(876)音乐作品分析 《音乐作品分析教程（音乐卷）》钱仁康、钱亦平主编，上海音乐出
版社，2001年。

(877)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分析 历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蹈大赛作品影像资料。

(878)戏剧（影视）作品分析与评论 1、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剧卷” 、“ 电影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
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2、中外经典剧本及影
视作品。

(879)素描 1、《国外现当代素描研究》于艾君，辽宁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
2、《素描— 新世纪美术教育出版社》罗小航、文川，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6年10月。

(880)设计基础 艺术类高校《平面构成》教材均可。

(881)山水临摹 《元四家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

(882)动物生物技术 《动物生物技术》蒋思文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883)动物营养学 《动物营养学》（杨凤主编，第二版）

(884)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学 《特种经济动物生产学》熊家军编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885)家畜病理学 《家畜病理学》（第4版），马学恩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年。

(886)兽医微生物学 《兽医微生物学》(第五版)，陆承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887)鱼类学 鱼类学-(第二版)《普通动物学》（第三版），冯昭信编著，中国农
业出版社，2004年。

(888)草地生态学 1、《草地生态学》，周寿荣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生态学概
论》（第2版），曹凑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89)动物遗传学 《动物遗传学》李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01

(890)兽医临床诊断学 《兽医临床诊断学》王俊东、刘宗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
7月。

(891)生物工艺学原理 《新编生物工艺学》俞俊棠 ISBN9787502542177 ，2003年06月

(892)食品保藏学 曾名涌 主编，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年3月15
日，ISBN：9787122000804

(893)传热学 《传热学》第四版，杨世铭  陶文铨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94)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1、《土力学与基础工程》，赵明华，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895)园林植物综合 1、《园林树木学》，卓丽环，陈龙清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2、《观赏植物学》，臧德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年；3、《园林树木栽培学》，吴泽民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897)动物生理学 《动物生理学》，周定刚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年

(898)生物信息学基础 The 50 Most-Frequently Cited Articles(see the following link 
http://bioinformatics.oxfordjournals.org/reports/mfc1dtl).

(899)牧草及饲料作物栽培学 《牧草及饲料作物栽培学》陈宝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900)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第4版）》，刘凌云，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年

(901)土壤侵蚀原理 《土壤侵蚀原理》（第二版），张洪江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2008

(902)金属学及热处理 《金属学与热处理》第2版，崔忠圻，覃耀春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