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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数学分析》考试科目是我校为招收数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

由我校理学院命题。考试的评价标准是普通高等学校数学、统计及相

近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

者具有基本扎实的《数学分析》基础并有利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优

选拔。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应考范围包括：实数完备性，极限与连续，一元微积分学，多元

微积分学，级数。 

三、评价目标 

《数学分析》考是数学学科及相关专业的重要学科基础课。本课

程考试旨在考查考生对数学分析相关的概念、定理、原理、方法能否

深刻领会，并能够运用它们进行计算、判断和推理，考查学生是否具

有数学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 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 试卷分数：150分； 

(四) 题型：计算、解答、证明； 

(五) 参考教材： 

《数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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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数完备性：实数完备性六大定理及其应用。 

2. 极限与连续：极限的定义；收敛性的判定；极限计算；连续的

定义；一致连续的定义；连续函数的性质。 

3. 一元微积分学：导数与微分的概念；求导法则；隐函数微分法；

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微分法；高阶导数的计算；微分中值定理

及应用。不定积分与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积分的计算；可积条件；

定积分的性质及应用；反常积分的概念及敛散判别。 

4. 多元微积分学：多元函数偏导计算；隐函数存在性定理与隐函

数求（偏）导；含参变量积分敛散性判别及计算；曲线积分；二重积

分；Green公式；曲面积分；三重积分；Gauss公式。 

5. 级数：数项级数的敛散性判别；级数求和；幂级数的收敛域；

函数幂级数展开；幂级数求和函数；函数项级数的敛散性判别；傅里

叶级数的概念；函数的傅里叶级数展开；傅里叶级数收敛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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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代数》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高等代数》考试科目是我校为招收数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

由我校理学院命题。考试的评价标准是普通高等学校数学、统计及相

近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

者具有基本扎实的《高等代数》基础并有利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优

选拔。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应考范围包括：多项式，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矩阵，二次型，

线性空间，线性变换，λ-矩阵，欧几里得空间。 

三、评价目标 

《高等代数》是数学学科及相关专业的重要学科基础课。本课程

考试旨在考查考生是否了解关于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基本结论，考

查学生是否具有数学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能够运用这些基本

概念基本结论解决线性代数的问题。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 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 试卷分数：150分； 

(四) 题型：计算、解答、证明； 

(五) 参考教材： 

《高等代数》，北京大学数学系前代数小组编，第五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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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1.整除的概念、最大公因式的计算；不可约多项式、重因式、多

项式的因式分解定理；有理数域上多项式的因式分解。 

2.行列式。行列式的定义与性质；行列式的计算。 

3.线性方程组。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线性方程组的解的判断；

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向量的线性相关性；最大线性无关组的求解；

矩阵的秩的概念和性质。 

4.矩阵。矩阵的运算；矩阵的逆的概念；矩阵的分块；初等变换

与初等矩阵。 

5.二次型。二次型的矩阵；化二次型为标准形或规范形；惯性定

理；正定二次型的判定。 

6.线性空间。线性空间的概念；线性空间的基与维数的求解；基

变换公式；子空间以及其运算。 

7.线性变换。线性变换的概念；线性变换的矩阵；矩阵（线性变

换）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矩阵（线性变换）的对角化。 

8.λ-矩阵。λ-矩阵的行列式因子、不变因子和初级因子；λ-

矩阵的 Smith标准形；矩阵的 Jordan标准形；最小多项式。 

9.欧几里得空间。欧氏空间的概念；标准正交基的求解；实对称

阵的对角化；正交补；欧氏空间上的线性变换；正交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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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物理》是我校为招收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一门专业

课程考试科目，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考试的评价标准是高等

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填空题、计算题，其分值为 2：3。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普通物理是大部分专业设定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要求考生对

其中的基本概念有深入的理解，系统掌握物理学的基本定理和分析方

法，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要求 

（一）力学部分 

质点运动学： 

掌握位置矢量、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及运动变化

的物理量，及其在直角坐标系、自然坐标系、圆周运动角坐标系中的

表达式，以及它们的矢量性、瞬时性。熟悉两类运动学问题及其解决

方法，即运用运动方程确定质点的位置、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方法，

以及已知质点运动的加速度和初始条件求速度、运动方程的方法。 

刚体定轴转动： 

掌握力矩、转动惯量、力矩的功、刚体绕定轴转动动能及角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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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转动动能定理及角动量守恒定律。

熟练运用转动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分析和解决简单刚体系统的力

学问题。 

振动与波 

掌握描述谐振动和简谐波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

互关系；掌握旋转矢量法，并能用它分析有关问题。掌握谐振动的基

本特征，能建立弹簧振子或单摆谐振动的微分方程，能根据初始条件

求出一维谐振动的振动方程。根据已知质点谐振动方程建立平面简谐

波的波动方程的方法以及波动方程的物理意义。掌握波的相干条件，

能应用相位差或波程差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迭加后振幅加强和减

弱的条件。 

（二）电磁学部分 

静电场 

掌握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以及场的迭加原理，求解一

些简单问题的场强和电势；静电场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以及运用

高斯定理计算场强的条件和方法。掌握静电场中导体处于静电平衡的

条件，以及从静电平衡条件分析带电导体在静电场中的电荷分布；电

容的定义及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电容器的电容。 

稳恒磁场 

掌握磁感应强度概念及毕奥一萨伐尔定律，能计算一些简单问题

中的磁感应强度。掌握稳恒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安培定律

和洛仑兹力公式，电偶极矩和磁矩的概念。熟悉用安培环路定理计算

磁感应强度的条件和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电磁感应 

掌握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感应电动势、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

势的概念及其规律，自感、互感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磁场能量密度



9 
 

的概念以及计算一些简单的对称情况下磁能。 

（三）波动光学 

光的干涉 

掌握光程的概念以及光程差和相位差的关系，以及分析确定杨氏

双缝干涉条纹及薄膜等厚干涉条纹的位置，理解获得相干光的方法及

迈克耳逊干涉仪的工作原理。 

光的衍射 

掌握单缝夫琅和费衍射条纹分布规律的半波带方法，以及分析缝

宽及波长对衍射条纹分布的影响；光栅衍射谱线的位置，以及分析光

栅常数及波长对光栅衍射谱线分布的影响。理解惠更斯一菲涅耳原理。 

光的偏振 

掌握自然光和线偏振光、布儒斯特定律及马吕斯定律以及偏振光

的获得方法和检验方法，了解双折射现象。 

量子物理基础 

了解黑体辐射、普朗克能量子假设；掌握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

的实验规律以及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对这两效应解释及光的波粒二

象性；掌握氢原子光谱的实验规律及玻尔的氢原子理论；理解德布罗

意的物质波假设及电子衍射实验，掌握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及描述

物质波动性的物理量（波长、频率）和粒子性的物理量（动理、能量）

间的关系；了解波函数及其统计解释、不确定关系，熟悉一维定态的

薛定谔方程。 

五、参考教材 

《大学物理学》（第 3版），汪晓元等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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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量子力学》是我校为招收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一门专业

课程考试科目，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该课程以量子力学的基

础知识作为基本考试范围。考试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

生能达到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简答题、证明题、计算题，其分值

比为 1：1：3。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本科目考试的重点是要求熟练掌握波函数的物理解释，薛定谔方

程的建立、基本性质和精确的以及一些重要的近似求解方法，理解这

些解的物理意义，熟悉其实际的应用。掌握量子力学中一些特殊的现

象和问题的处理方法，包括力学量的算符表示、对易关系、不确定性

关系、态和力学量的表象、电子的自旋、粒子的全同性、泡利不相容

原理等，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要求 

（一）波函数和薛定谔方程 

1.了解波粒二象性的物理意义及其主要实验事实。 

2. 熟练掌握波函数的标准化条件：有限性、连续性和单值性。深

入理解波函数的概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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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态叠加原理及其物理意义。 

4. 熟练掌握薛定谔方程的建立过程。深入了解定态薛定谔方程，

定态与非定态波函数的意义及相互关系。掌握连续性方程的推导及其

物理意义。 

（二）一维势场中的粒子 

1. 熟练掌握一维无限深方势阱的求解方法及其物理讨论，掌握一

维有限深方势阱束缚态问题的求解方法。 

2. 熟练掌握势垒贯穿的求解方法及隧道效应的解释。掌握一维有

限深方势阱的反射、透射的处理方法。 

3. 熟练掌握一维谐振子的能谱及其定态波函数的一般特点及其

应用。 

4. 了解 Delta-函数势的处理方法。 

（三）力学量的算符表示 

1. 掌握算符的本征值和本征方程的基本概念。 

2. 熟练掌握厄米算符的基本性质及相关的定理。 

3．熟练掌握坐标算符、动量算符以及角动量算符，包括定义式、

相关的对易关系及本征值和本征函数。 

4．熟练掌握力学量取值的概率及平均值的计算方法，理解两个力

学量同时具有确定值的条件和共同本征函数。 

5．熟练掌握不确定性关系的形式、物理意义及其一些简单的应用。 

6．理解力学量平均值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掌握如何根据哈密顿算

符来判断该体系的守恒量。 

（四）中心力场 

1．熟练掌握两体问题化为单体问题及分离变量法求解三维库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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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熟练掌握氢原子和类氢离子的能谱及基态波函数以及相关的物

理量的计算。 

3．了解球形无穷深方势阱及三维各向同性谐振子的基本处理方法。 

（五）量子力学的矩阵表示与表象变换 

1．理解力学量所对应的算符在具体表象的矩阵表示。 

2．了解表象之间幺正变换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3．掌握量子力学公式的矩阵形式及求解本征值、本征矢的矩阵方

法。 

4．了解狄拉克符号的意义及基本应用。 

5．熟练掌握一维简谐振子的代数解法和占据数表象。 

（六）自旋 

1．了解斯特恩—盖拉赫实验。 

2．熟练掌握自旋算符的对易关系和自旋算符的矩阵形式(泡利矩

阵)、与自旋相联系的测量值、概率和平均值等的计算以及其本征值

方程和本征矢的求解方法。 

3．了解电磁场中的薛定谔方程和正常塞曼效应的物理机制。 

4．了解自旋-轨道耦合的概念、总角动量本征态的求解及碱金属

原子光谱的精细和超精细结构。 

（七）定态问题的近似方法 

1．了解定态微扰论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2．掌握非简并的定态微扰论中波函数一级修正和能级一级、二级

修正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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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简并微扰论零级波函数的确定和一级能量修正的计算． 

4．了解氢原子一级斯塔克效应及其解释。 

（八）多体问题 

1．了解量子力学全同性原理及其对于多体系统波函数的限制。 

2．了解费米子和波色子的基本性质和泡利原理。 

3．了解氦原子及氢分子的基本近似求解方法以及解的物理讨论。 

五、参考教材 

量子力学教程（第二版），周世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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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数理统计》是报考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的一门专业课程考试科目，

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它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

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数理统

计知识和统计推断能力，并有利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优选拔。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分。 

（四）题型：计算题、解答题、证明题。 

三、考查要点 

（一）统计量及其分布 

1.总体与样本；2.经验分布函数；3.统计量及其分布；4.三大抽

样分布；5.充分统计量。 

（二）参数估计 

1.点估计的概念与无偏性；2.矩估计与相合性；3.最大似然估计

与渐进正态性；4.最小方差无偏估计；5.有效估计；6.贝叶斯估计；

7.区间估计。 

（三）假设检验 

1.假设检验的概念；2.正态总体参数假设检验；3.其他分布参数

的假设检验；4.似然比检验；5.拟合优度检验与列联表检验。 

（四）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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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差分析；2.多重比较；3.方差齐性检验；4.一元线性回归。 

四、参考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第三版），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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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材料力学》是报考工程力学、车辆工程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

一门专业课程考试科目，属于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考试的评价标准

是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

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材料力学知识并有利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

优选拔。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考卷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其中客

观题分值占 20％左右，题型包含填空、选择等；主观题分值占 80％

左右，题型包含计算、作图、综合分析等。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掌握应力、应变、柔度等基本概念，正确分析杆件在轴向拉压、

扭转、弯曲时的内力并作内力图；熟练掌握各种基本变形及组合变形

形式下杆的应力和变形理论计算方法；正确运用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条件，对杆件进行校核验算和设计；掌握能量法及其应用；掌握动载

荷分析计算方法。 

四、考试的内容 

（一）理论部分 

1．基本概念 

可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内力、截面法和应力，应变，杆件变形

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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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轴向拉伸和压缩 

轴力和轴力图，直杆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最大切应力，许

用应力，强度条件；圣维南原理。 

轴向拉伸和压缩时的变形，纵向变形，线应变；胡克定律，弹性

模量，抗拉（压）刚度；横向变形，泊松比；应变能，应变能密度。 

低碳钢、铸铁的拉伸和压缩试验，应力—应变图及其特性。 

拉压超静定问题。应力集中的概念。 

3．扭转 

薄壁圆筒扭转时的应力和变形，纯剪切，切应变，剪切胡克定律，

剪切弹性模量；切应力互等定理。 

功率、转速与外力偶矩间的关系，扭矩和扭矩图；圆轴扭转时的

应力和变形，极惯矩，抗扭截面模量，抗扭刚度；强度条件和刚度条

件。 

扭转时的应变能。矩形截面杆扭转的概念。扭转超静定问题。 

4．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静矩、惯性矩，惯性积，惯性半径。简单图形的惯性矩和惯性积

的计算。平行移轴公式，转轴公式。组合图形的惯性矩和惯性积的计

算。 

5．弯曲内力 

平面弯曲的概念和实例。梁的计算简图。剪力、弯矩及其方程，

剪力图和弯矩图。弯矩、剪力与分布载荷集度间的微分关系及其应用，

叠加法作弯矩图。平面刚架和曲杆的内力图。 

6．弯曲应力 

梁在平面弯曲时的正应力公式，梁的正应力强度条件。弯曲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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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梁的切应力强度校核。提高弯曲强度的措施。     

7．弯曲变形 

梁的变形和位移，挠度和转角。梁的挠曲线及其近似微分方程，

用积分法求梁的挠度和转角。用叠加原理求梁的挠度和转角。梁的刚

度校核。提高弯曲刚度的措施。 

简单超静定梁。弯曲时的应变能。 

8．应力、应变分析基础 

应力状态，主应力和主平面。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三向应

力状态的最大应力。 

广义胡克定律。三个弹性常数间的关系。体积应变。三向应力状

态下弹性应变能密度，体积改变和形状改变能密度。 

9．强度理论 

强度理论，破坏形式的分析，脆性断裂和屈服失效。 

最大拉应力理论，最大拉应变理论，最大切应力理论，形状改变

能密度理论，相当应力的概念。莫尔强度理论。 

10．组合变形 

组合变形的概念。两相互垂直平面内弯曲时的应力和强度计算，

拉伸（压缩）与弯曲组合时的应力和强度计算，扭转与弯曲组合时的

强度计算。 

连接件的实用计算。 

11．压杆稳定 

压杆稳定的概念。细长压杆临界力的欧拉公式，长度因数。压杆

的柔度，压杆的临界应力总图。压杆的稳定计算。提高压杆稳定性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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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能量法 

杆件的应变能计算，功的互等定理，位移互等定理。卡氏定理。

虚功原理，单位载荷法，图乘法。  

13．超静定结构 

超静定结构的概念，力法及其正则方程。 

14．动载荷 

动应力，动变形，动荷因数。构件作匀加速运动时的应力和变形

计算，构件受冲击时的应力和变形计算。 

（二）实验部分 

了解材料力学性能的常规检测设备和基本操作方法，掌握应变测

量的电测原理及电测基本方法。掌握测定材料的强度、弹性模量等力

学性能的实验方法。 

五、参考教材 

《材料力学》(Ⅰ)(Ⅱ)第 6 版，孙训方、方孝淑、关来泰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理论部分） 

《基础力学实验》，张红旗、李瑶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 年。

（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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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统计学》是报考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一门专业课程考试

科目，属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的性质。该课程以统计学原理涉及的知识

内容作为基本考试范围。它的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

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统计学原理

知识并有利于招生学校在专业上择优选拔。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卷时间：180分钟。 

（三）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分。 

（四）试卷结构及考查比例：考卷全为主观题，题型包含名词解

释、简答题和计算综合题。 

三、考试的总体要求 

掌握统计学原理的相关知识，包括统计量及其抽样分布、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列联表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

指数等基本概念和方法，了解数据收集、数据概括性度量、概率分布、

抽样方法及技术等，会应用这些基本知识对相关行业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四、考试的内容 

（一）熟练掌握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 

（二）熟练掌握数据的误差，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 

（三）熟练掌握统计表的设计方法。 

（四）熟练掌握数据的集中趋势度量、离散程度度量、、偏度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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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度量等。 

（五）熟练掌握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六）熟练掌握统计量的概念、常用统计量、次序统计量、充分

统计量。 

（七）熟练掌握常见的三大抽样分布的性质及其应用、样本比例

的抽样分布、两样本均值差的分布、样本方差的分布等。 

（九）熟练掌握参数点估计和区间估计方法及其有良性的评价标

准、一个或两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样本容量的确定方法。 

（十）熟练掌握参数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和步骤、一个或两个总

体参数的假设检验、P值等；熟练掌握常用的非参数检验方法。 

（十一）熟练掌握列联表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十二）熟练掌握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单因素和双因素

方差分析。 

（十三）熟练掌握多元回归分析及其应用。 

（十四）熟练掌握平稳时间序列、趋势时间序列预测等时间序列

分析方法。 

（十五）熟练掌握几种典型指数的概念、总体指数编制方法、对

比分析与指数分析、统计综合评价分析方法等。 

五、参考教材 

《统计学（第 7 版）》; 主编：贾俊平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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