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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程 00016 日语（二） 新编日语(1-3册) 周  平、陈小芬 上海外语教育 2015年版 日语（二）自考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年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学前教育（专升本）（040106） 30007

学前儿童发展评
估 幼儿发展评价研究 刘俐敏 人民教育 2004年9月第1版 学前儿童发展评估自考

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14年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7565 鲁迅研究 大纲指定参考教材 鲁迅研究自考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00年4月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9071 红楼梦研究 原著及大纲指定教材 红楼梦研究考试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1999年10月版

唐诗学引论 陈伯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88年10月第1版

唐诗百话(参考) 施蜇存 华东师范大学 2001年12月第一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9074

十九世纪俄罗斯
文学 俄国文学史(上卷) 曹靖华 北京大学 2007年10月第1版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自

考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修订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英语（专升本）（050201） 00840

第二外语（日
语） 新编日语(1-2册) 周  平、陈小芬 上海外语教育 2015年版 第二外语（日语）自考

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年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英语（专升本）（050201） 00842

第二外语（德
语）

基础德语(第五版)(上、
下册)

王志强、戴启秀 同济大学 2017年版 第二外语（德语）自考
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年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0601 日语翻译 汉译日翻译问题 吴大纲 华东理工大学 2009年1月 日语翻译（二）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3年1月版

日语综合教程（第五
册） 陆静华 上海外语教育 2006年8月第1版

日语综合教程（第六
册） 陈小芬 上海外语教育 2006年12月第1版

新编日语语法教程 皮细庚 上海外语教育 2011年8月

新日本语学入门：考察
语言的结构

庵功雄著、于日平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年10月

日语古典语法 皮细庚 油印本

日语词法研究 许慈惠 油印本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0842

第二外语（德
语）

基础德语(第五版)(上、
下册)

王志强、戴启秀 同济大学 2017年版 第二外语（德语）自考
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年版

新编日语阅读文选(3)(参
考)

许慈惠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05年版

新编日语阅读文选(2) 季林根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03年8月版

日语综合教程（第五
册） 陆静华 上海外语教育 2006年8月第1版

日语综合教程（第六
册） 陈小芬 上海外语教育 2006年12月第1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专科）（670206） 00608 日本国概况 日本概况 盛  勤 上海外语教育 2011年6月版 日本国概况自考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7月版

新编日语阅读文选(3)(参
考)

许慈惠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05年版

新编日语阅读文选(2) 季林根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03年8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专科）（670206） 09076 日语报刊文选 日语报刊文选 季林根、韩  宇 油印本 2008年8月版 日语报刊文选自考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2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专科）（670206） 00844 日语阅读（二） 日语阅读（二）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7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专科）（670206） 00606 基础日语（二） 基础日语（二）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年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0844 日语阅读（二） 日语阅读（二）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7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0611 日语句法篇章法 日语句法篇章法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0606 基础日语（二） 基础日语（二）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2月版

2021年10月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市级统考课程教材考纲书目表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9073 唐诗研究 唐诗研究自考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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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 03611 采购与供应谈判 供应源搜寻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1月版 采购与供应谈判自考大
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 03613

采购与供应关系
管理

采购与供应中的合同与
关系管理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6月版 采购与供应关系管理自

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 03615 采购绩效管理 采购与供应策略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7月版 采购绩效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科）（630907） 05727 采购原理与战略 采购与供应关系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1月版 采购原理与战略自考大
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科）（630907） 05730

采购环境与供应
市场分析 采购与供应环境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6月版 采购环境与供应市场分
析自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科）（630907） 05732

采购过程与合同
管理 采购与供应业务流程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6月版 采购过程与合同管理自
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专科）（560103） 01668

机床设备电气与
PLC控制 机床设备电气与PLC控制 罗  辑 重庆大学 2004年4月第1版 机床设备电气与PLC控制

自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07年7月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专科）（560103） 03395

数控机床故障诊
断与维护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
修 刘树青 人民邮电 2009年10月第1版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

护自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12年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专科）（560103） 04108

电工电子技术基
础 电工与电子技术 赵积善 中国电力 1999年版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自考

大纲 全国考委 与教材合订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专科）（560103） 04114 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 全国数控培训网络天

津分中心 机械工业 2012年3月第3版 数控机床自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13年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专科）（560103） 04118

数控加工编程与
操作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编制 顾  京 机械工业 2009年1月第4版 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自

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13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05175 ★税收筹划 税务筹划（第三版） 应小陆、赵军红 复旦大学 2018.3（2019.2重印） 税收筹划自考大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21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08591 金融营销 金融营销学 万后芬 中国金融 2003年3月第1版 金融营销学自考大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2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08592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分析 周小平等 清华大学 2011年8月第1版 房地产投资自考大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4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12327 金融理财规划 金融理财规划 王庆仁主编 复旦大学 2010年7月第1版 金融理财规划自考大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2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升本）（120601） 03364 供应链物流学 供应链物流管理 郑称德 南京大学 2014年版 供应链物流学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12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升本）（120601） 07006

供应链与企业物
流管理 供应链管理 施丽华、黄新祥、汤

世强编 清华大学 2014年8月第2版 供应链与企业物流管理
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12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升本）（120601） 07724 物流系统工程 物流系统工程(第3版) 王长琼 中国财富 2014年9月版 物流系统工程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8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升本）（120601） 07725 物流规划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第

二版)
张丽、郝勇、黄建伟

编著 清华大学 2014年版 物流规划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12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交通运营管理（专科）（600207） 04567

民航企业管理概
论 民航企业管理概论 唐任伍 中国民航 2008年2月版 民航企业管理概论自考

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08年2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交通运营管理（专科）（600207） 04569 机场服务概论 机场服务概论 田  静、竺志奇 中国民航 2007年5月第1版 机场服务概论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0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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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交通运营管理（专科）（600207） 04570 民用航空法 民用航空法教程 邢爱芬 中国民航 2007年3月第1版 民用航空法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08年2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科）（630903） 07037

信息技术与物流
管理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夏火松主编 科学 2012年第二版 信息技术与物流管理自

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12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科）（630903） 07802

采购管理与库存
控制 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 王槐林、刘昌华主编 中国财富 2013年第4版 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自

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12月版

上海大学
（41） 金融学（专升本）（020301K） 04009 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学 张建军 电子工业 2012年1月版 国际金融市场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大学
（41） 金融学（专升本）（020301K） 08391 金融工程学 金融工程学 周洛华 上海财经大学 2011年10月第三版 金融工程学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4年10月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1847 机电一体化原理 机电一体化原理 裴仁清 上海大学 1998年12月第1版 机电一体化原理自考大

纲 上海大学 2008年2月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2189 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制造基础 鞠鲁粤 上海交通大学 2005年11月第3版 机械制造基础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5年2月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2209

机械制造装备设
计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关慧贞、冯辛安 机械工业 2009年11月第三版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自考

大纲 上海大学 2001年2月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2211 自动化制造系统 先进制造系统 王润孝 西北工业大学 2001年8月第1版 自动化制造系统自考大

纲 上海大学 2007年4月版

特种加工 刘晋春等 机械工业 2008年3月第5版

精密和超精密加工技术 袁哲俊等 机械工业 2007年5月第2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58 管理数量方法 管理数量方法 周禄新 西北工业大学 2006年9月第1版 管理数量方法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59 项目管理学 项目管理 程  敏 北京大学 2013年1月第1版 项目管理学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2 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质量管理 王祖和 机械工业 2009年2月版 项目质量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4 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沈建明 机械工业 2010年8月第二版 项目风险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4508 动画设计稿 动画原理与动画设计 罗江玫等 西南师范大学 2007年10月版 动画设计稿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1年版

中文版Maya2012实用教
程 时代印象 人民邮电 2012年4月第1版

Maya角色动画规律及设
定 杨桂民 人民邮电 2012年9月第3版

Adobe After Effects CS5
经典教程 Adobe公司 人民邮电 2010年11月第1版

Adobe premiere pro
CS5经典教程 Adobe公司 人民邮电 2011年1月第1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4743 剪辑学 动画剪辑 聂欣如 上海人民美术 2006年1月第1版 剪辑学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7189 视听语言 视听语言——影像与声

音 宋  杰 中国广播电视 2001年9月第1版 视听语言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科）（560102） 02189 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制造基础 鞠鲁粤 上海交通大学 2005年11月第3版 机械制造基础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5年2月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科）（560102） 02191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李凯岭 清华大学 2010年4月第一版 机械制造技术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2年版

2013年版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4513

数字影视后期合
成

数字影视后期合成自考
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4511 三维动画 三维动画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3年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2213

精密加工与特种
加工

精密加工与特种加工自
考大纲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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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0840

第二外语（日
语） 新编日语(1-2册) 周  平、陈小芬 上海外语教育 2015年版 第二外语（日语）自考

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年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5961 会展英语 会展英语 彭青龙等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4月第1版 会展英语自考大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09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3038 中药化学 中药化学 匡海学 中国中医药 2003年1月第一版或

2011年3月第二版 中药化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2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3049 数理统计 医药数理统计 马志庆等 科学 2009年4月第3版或

2016年1月第5版 数理统计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0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3053 ★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分析 梁生旺、贡济宇 中国中医药 2016.12（2018.12重

印） 中药制剂分析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21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5079 中成药学 中成药学 陈德兴 上海科学技术 2009年7月第1版 中成药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2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9098 中国医药史 中国医学史(第2版) 徐江雁 上海科学技术 2017年8月版 中国医药史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科）（620302） 02932 方剂学（二） 方剂学(二) 尚炽昌 湖南科学技术 2001年2月第1版 方剂学（二）自考大纲 全国考委 与教材合订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科）（620302） 02974 中药学（一） 中药学 朱国福 清华大学 2012年7月第一版 中药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4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科）（620302） 03035 有机化学（四） 有机化学 武雪芬 湖南科学技术 2012年1月版 有机化学（四）自考大

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2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科）（620302） 03042 中药炮制学 中药炮制学 丁安伟、孙秀梅 科学 2010年12月版 中药炮制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3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科）（620302） 03044 ★中药药剂学 中药药剂学 冯年平 科学 2017.8 中药药剂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21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3329

小学语文教学研
究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
材研究 吴忠豪 教育科学 2016年11月版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自考

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3330

小学数学教学研
究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 杨庆余 高等教育 2004年8月第1版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自考

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5年1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7688

小学班队工作原
理与实践

小学班队工作原理与实
践 古人伏等 华东师范大学 2001年2月版 小学班队工作原理与实

践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5年1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8566

汉语言文学基础
知识 新编大学语文(第四版) 丁帆等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年3月版 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自

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9097 数学思想与方法 小学数学与数学思想方

法 王永春 华东师范大学 2014年7月版 数学思想与方法自考大
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广告学（专升本）（050303） 00639 广播电视广告 广播电视广告学 朱月昌 厦门大学 2007年4月第2版 广播电视广告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7年7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广告学（专升本）（050303） 00641 中外广告史 中外广告史 陈培爱 中国物价 2002年8月第2版 中外广告史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3年4月版（或2007

年1月重印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广告学（专升本）（050303） 07677 广告经营学 广告公司的经营与管理 何海明 中国物价 2002年1月第2版 广告经营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4年3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4

人事人才政策与
管理实务 人事规划与实务 顾铮铮、严庆怡 华东理工大学 2010年2月第1版 人事人才政策与管理实

务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0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5

人才资源优化策
略 现代理才方略与HR 张培德等 华东理工大学 2008年10月第1版 人才资源优化策略自考

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6 劳动政策分析 劳动政策与分析 李秋香 华东理工大学 2010年11月第1版 劳动政策分析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0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
规划 企业战略与HR规划 汪玉弟 华东理工大学 2008年2月第1版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自

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6091 薪酬管理 薪酬设计与实施 相正求等 华东理工大学 2008年10月第1版 薪酬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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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6093

人力资源开发与
管理 员工培训与发展 许丽娟 华东理工大学 2012年8月第2版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自

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0197

旅游资源规划与
开发 旅游规划与开发 李益彬等 西南财经大学 2017年1月版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自

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
管理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王俊鸿等 四川大学 2003年4月第1版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自

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0200 客源国概况 客源国(地区)概况(第2版) 熊国铭 电子工业 2016年8月版 客源国概况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130502） 04462 设计心理学 设计心理学 柳  沙 上海人民美术 2016年4月版 设计心理学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年版

同济大学
（48） 土木工程（专升本）（081001） 02394 房屋建筑学 房屋建筑学(第五版) 同济大学等 中国建筑工业 2016年版 房屋建筑学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19年版

同济大学
（48） 土木工程（专升本）（081001） 02446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 陈妙芳 同济大学 2002年10月第一版 建筑设备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03年5月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0122 房地产评估 房地产估价 赵小虹等 同济大学 2009年1月第2版 房地产评估自学考试大

纲 同济大学 2011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0172 房地产经营管理 房地产经营管理 张跃庆 辽宁大学 2001年版 房地产经营管理自考大

纲 全国考委 与教材合订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0176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 刘新华、周  哲 清华大学 2011年4月版 物业管理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13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1852 施工组织与管理 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 曹吉鸣等 同济大学 2011年1月第1版 施工组织与管理自考大

纲 同济大学 2012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1853

工程项目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

工程项目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 林  密 中国建筑工业 2007年1月第2版 工程项目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11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1854 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质量管理 施骞等 同济大学 2006年9月第1版 工程质量管理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08年7月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3872 会展营销 会展营销 杨顺勇、丁萍萍 化学工业 2009年6月第1版 会展营销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1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4758

人力资源管理
（三） 人力资源管理 刘  昕 中国人民大学 2012年10月 人力资源管理（三）自

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4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8725

会展客户关系管
理 会展客户关系管理 韩小芸、梁培当、杨

莹 中国商务 2008年 会展客户关系管理自考
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3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8886 会展心理学 会展心理 谢  苏 重庆大学 2013年7月第2版 会展心理学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4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8888

会展企业战略管
理 企业战略管理 丁  宁、穆志强、闫

红、惠碧仙 清华大学 2009年6月第2版 会展企业战略管理自考
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4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8889 会议酒店管理 会议型饭店精细化管理 王济明 中国旅游 2010年1月 会议酒店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4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设计（专升本）（130503） 00708 装饰材料与构造 建筑装饰构造 韩建新、刘广洁 中国建筑工业 2004年8月第二版 装饰材料与构造自考大

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设计（专升本）（130503） 04496

人体工程学
（一） 人体工程学与室内设计 刘盛璜 中国建筑工业 2004年第二版 人体工程学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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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设计（专升本）（130503） 05340

室内空间组合与
理论 建筑空间组合论(第三版) 彭一刚 中国建筑工业 2008年版 室内空间组合与理论自

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9年版

中国建筑史 潘谷西 中国建筑工业 2003年第五版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

以前)
陈志华 中国建筑工业 2004年第三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科）（640301） 03870 策划文案写作 商务策划文案写作 杨德慧、彭  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9年1月第1版 策划文案写作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1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科）（640301） 03872 会展营销 会展营销 杨顺勇、丁萍萍 化学工业 2009年6月第1版 会展营销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1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科）（640301） 03873 现代商务礼仪 现代商务礼仪(第2版) 吕维霞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年1月第2版 现代商务礼仪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8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科）（640301） 03874 商务谈判 商务谈判 毛国涛 北京理工大学 2007年7月第1版 商务谈判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7年12月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科）（640301） 03876 会展策划 会展策划 许传宏 复旦大学 2010年12月第2版 会展策划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1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艺术设计（专科）（650111） 00688 设计概论 艺术设计概论 凌继尧 北京大学 2012年4月第1版 设计概论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艺术设计（专科）（650111） 00708 装饰材料与构造 建筑装饰构造 韩建新、刘广洁 中国建筑工业 2004年8月第二版 装饰材料与构造自考大

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商学院
（56） 连锁经营管理（专科）（630604） 07984 商业法规 商业法律与法规 方名山 中国物资 2007年1月第2版 商业法规自考大纲 上海商学院 2008年1月版

上海商学院
（56） 连锁经营管理（专科）（630604） 07985

连锁经营原理与
管理技术 连锁经营管理原理 周  勇、冯国珍 立信会计 2011年9月版 连锁经营原理与管理技

术自考大纲 上海商学院 2019年版

上海商学院
（56） 连锁经营管理（专科）（630604） 07986

商业采购与配送
原理 连锁企业商品管理 沈荣耀、徐为明 立信会计 2012年2月版 商业采购与配送原理自

考大纲 上海商学院 2019年版

上海商学院
（56） 连锁经营管理（专科）（630604） 07988

连锁企业信息系
统管理 连锁店营运管理 周  勇、池丽华 立信会计 2012年5月版 连锁企业信息系统管理

自考大纲 上海商学院 2019年版

上海商学院
（56） 连锁经营管理（专科）（630604） 07990

连锁企业门店开
发、营运与管理 连锁店开发与设计 曹  静 立信会计 2012年2月版 连锁企业门店开发、营

运与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商学院 2019年版

说明：
1、此表是按照主考学校和专业排列的，查找教材考纲信息时请据此进行查找。
2、根据全国考办专业规范管理的要求，本表部分课程的名称、代码已进行了调整和规范。
3、课程名称前加“★”的，表示该课程是首次开考的新课程或是该课程的教材考纲信息较上一次有变动。其他未标注课程信息均未变动,只是依据内页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进行过重新整理。
4、教材名称前加“﹡”或有两个版本的，表示与上一次公布的信息相比，本次的内容不变，只是出版社重新印刷时改变了版本信息，考纲不变。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设计（专升本）（130503） 06216 中外建筑史 中外建筑史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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