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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31） 学前教育（专升本）（040106） 00887

儿童文学名著导
读 儿童文学教程(第2版) 方卫平、王昆建 高等教育 2009年9月第2版 儿童文学名著导读自考

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11年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 华东师范大学 1997年6月第1版

或2005年4月第2版 西方文论选读自考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3月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8940 西方现代派文学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简编 楼成宏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百

家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西方现代派文学自考大
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08年7月版

华东师范大学
（31）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050101） 09072 宋词研究 唐宋词通论 吴熊和 浙江古籍 1989年3月第2版

或2008年3月重印版 宋词研究自考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 2001年6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英语（专升本）（050201） 09075 英语修辞学 英语修辞学概论(修订本) 黄  任 上海外语教育 2013年版 英语修辞学自考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0612 日本文学选读 日本文学作品选读 周  平 上海外语教育 2001年1月第1版 日本文学选读自考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3年1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6042 日语写作 日语作文教程(第二版) 陶友公、赵秀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年3月版 日语写作自考大纲 江苏省自考办、东南大

学 2010年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日语（专升本）（050207） 09077 日语词汇学 现代日语词汇学(修订本) 沈宇澄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12年2月版 日语词汇学自考大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3年1月版

*新编日语第一册（修订
本） 周平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09年10月第1版或

2016年11月重排本
*新编日语第二册（修订

本） 周平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10年6月第1版或2017
年2月重排本

*新编日语第三册（修订
本） 周平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11年3月第1版 或2017

年2月重排本
*新编日语第四册（修订

本） 周平等 上海外语教育 2011年11月第1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高职专科）（570206） 00843 日语阅读（一） 新编日语阅读文选(第一

册)
陆静华、季林根 上海外语教育 2002年版 日语阅读（一）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1年9月版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高职专科）（570206） 09099 日语翻译（一） 日汉翻译教程 高  宁 上海外语教育 2007年版 日语翻译（一）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2年7月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停
考过渡）

03612 采购环境 采购与供应的组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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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环境自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6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停
考过渡）

03614
采购法务与合同

管理
采购与供应中的谈判与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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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法务与合同管理自

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6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停
考过渡）

03617
采购与供应链案

例 采购与供应中的管理 北京中交协物流人力
资源培训中心翻译 机械工业 2014年1月版 采购与供应链案例自考

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6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管理（专升本）（120603T）（停
考过渡）

03618 采购项目管理 供应链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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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项目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6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与供应管理（高职专科）
（530808）（停考过渡）

05729 国际物流 物流运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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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物流自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6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
（33）

采购与供应管理（高职专科）
（530808）（停考过渡）

05731
采购绩效测量与
商业分析 采购与供应运作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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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绩效测量与商业分
析自考大纲 上海财经大学 2016年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高职专科）（460103） 01666 金属工艺学 金属工艺学 宫成立 机械工业 2007年3月第1版 金属工艺学自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07年7月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高职专科）（460103） 01667

数控加工工艺及
设备

数控机床加工工艺(第2
版)

华茂发 机械工业 2010年10月版 数控加工工艺及设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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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460103） 02609

互换性原理与测
量技术基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张信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年5月第2版 互换性原理与测量技术

基础自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07年7月版

2023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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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国语大
学（32） 应用日语（高职专科）（570206） 00605 基础日语（一） 基础日语（一）自考大

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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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高职专科）（460103） 04077 数控技术 数控技术 赵玉刚等 机械工业 2003年6月第1版（2008

年3月重印） 数控技术自考大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07年7月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控技术（高职专科）（460103） 04107 机械制图（三） 机械制图 裘文言等 高等教育 2003年6月第1版 机械制图（三）自考大

纲 上海电机学院 2007年7月版

上海电机学院
（36） 数字媒体艺术（专升本）（130508） 00504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 王宏建 文化艺术 2010年版或2000年1月

第2版 艺术概论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04762 金融学概论 货币金融学（第2版） 蒋先玲 机械工业 2017.7（2019.6重印） 金融学概论自考大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20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07250 投资学原理 现代投资学原理 万解秋等 复旦大学 2003年6月第一版 投资学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4年10月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08019 理财学 金融理财学(第二版) 艾正家 复旦大学 2013年7月版 理财学自考大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7年版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39）

投资学（专升本）（020304） 12326
金融理财分析技
术与技巧

金融投资分析技术与技
巧 欧阳莹、章  劼 复旦大学 2011年1月第1版

或2014年2月重印
金融理财分析技术与技

巧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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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61 企业物流 现代企业物流管理(第二

版)
黄福华、周  敏 科学 2017年版 企业物流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7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升本）（120601） 03365 物流运输管理 物流运输管理(第三版) 朱新民 东北财大 2014年版 物流运输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物流管理（专升本）（120601） 07729

仓储技术和库存
理论

物流企业仓储管理与实
务(第3版)

真虹等 中国财富 2015年版 仓储技术和库存理论自
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交通运营管理（高职专科）（500209） 04573 民航服务心理学 民航服务心理学教程 于海波 中国民航 2007年9月第1版 民航服务心理学自考大

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08年6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交通运营管理（高职专科）（500209） 05102 民航概论 民航概论<修订版> 刘得一 中国民航 2005年9月第2版 民航概论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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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500209） 07709 航空运输地理 航空运输地理教程 谭惠卓 中国民航 2007年5月版 航空运输地理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08年6月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现代物流管理（高职专科）（530802） 07008 采购与仓储管理 采购与仓储管理实务 耿  波、聂强大 北京大学 2013年版 采购与仓储管理自考大

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现代物流管理（高职专科）（530802） 07031 物流管理概论 现代物流管理(第4版) 李严锋、张丽娟 东北财大 2016年8月版 物流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7年版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40） 现代物流管理（高职专科）（530802） 07032 运输与配送 运输与配送(第2版) 徐天亮 中国物资 2012年版 运输与配送自考大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版

上海大学
（41） 金融学（专升本）（020301K） 00079 保险学原理 保险学教程 尹应凯 格致、上海人民 2011年3月第1版 保险学原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2年版

上海大学
（41） 金融学（专升本）（020301K） 07250 投资学原理 现代投资学原理 万解秋等 复旦大学 2003年6月第一版 投资学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4年10月版

上海大学
（41） 金融学（专升本）（020301K） 11291 网络金融学 网络金融理论与实务(第

二版)
彭  晖 西安交通大学 2014年10月第2版 网络金融学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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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2204 经济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与技术经
济分析 李向波、曹亚克 中国铁道、经济科学 2007年8月第1版 经济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12年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202）

02207
电气传动与可编
程控制器
（PLC）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技术 史国生 化学工业 2003年12月版

或2010年5月第三版
电气传动与可编程控制
器（PLC）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5年8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0 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设计与范围管理(第2

版)
杨侃等 电子工业 2013年8月版 项目范围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1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1 项目成本管理 项目成本管理 孙  慧 机械工业 2005年2月版

或2009年11月第2版 项目成本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7年9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3 项目时间管理 项目时间管理(第2版) 杨  坤、李  平 南开大学 2014年4月第2版 项目时间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7年9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5 项目管理法规 项目管理法律法规及国

际惯例(第3版)
何红锋、赵  军 南开大学 2013年6月第3版 项目管理法规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7年9月版

上海大学
（41）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5066 项目论证与评估 项目论证与评估(第2版) 戚安邦 机械工业 2009年2月第2版 项目论证与评估自考大

纲 上海大学 2007年9月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0504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 王宏建 文化艺术 2010年版或2000年1月

第2版 艺术概论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3425 音乐欣赏 音乐欣赏基础教程 匡  惠 上海音乐 2005年8月重印或1993

年11月第1版 音乐欣赏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9月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4503 动画概论 动画概论 聂欣如 复旦大学 2006年12月第1版 动画概论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4509 二维动画 动画创作技法 孙立军等 清华大学 2007年1月第1版 二维动画自考大纲 上海大学 2008年版

上海大学
（41） 动画（专升本）（130310） 05710 多媒体技术应用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李显军等 人民邮电 2006年10月第1版 多媒体技术应用自考大

纲 上海大学 2008年版

上海大学
（4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高职专科）
（460104）

03631 液压与气压传动 液压与气压传动 王积伟等 机械工业 2006年1月第2版
或2010年8月第2版

液压与气压传动自考大
纲 上海大学 2007年9月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升本）（020401） 00045 企业经济统计学 企业经济统计学 钱伯海 中国统计 2003年7月版 企业经济统计学自考大

纲 全国考委 与教材合订

国际贸易 薛荣久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7月第1版
国际金融 史燕平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2月第1版

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
（第6版） 吴百福、徐小薇 格致、上海人民 2011年3月第1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0841

第二外语（法
语）

新公共法语(初级教程、
中级教程)

吴贤良 上海外语教育
初级：2007年10月第1

版；
中级：2008年2月第1版

第二外语（法语）自考
大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0年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5159 WTO基础知识 WTO基础知识英文选读 邱贵溪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7月第1版 WTO基础知识自考大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5439 商务英语阅读 商务英语阅读 谢文怡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9月第1版 商务英语阅读自考大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5957 进出口英语函电 进出口英语函电 邬孝煜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10月第1版 进出口英语函电自考大

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商务英语（专升本）（050262） 05959 外经贸应用文 外经贸应用文 朱慧萍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年5月第1版 外经贸应用文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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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73

中医诊断学
（一） 中医诊断学 何建成 清华大学 2012年4月第1版 中医诊断学(一)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2年版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4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升本）（020401） 09093 综合业务 综合业务自考大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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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3034 药事管理学 药事管理学 田  侃、吕雄文 中国医药科技 2016年1月版 药事管理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7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3046 中药药理学 中药药理学(第2版) 陈长勋 上海科学技术 2015年1月第2版 中药药理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6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专升本）（100801） 07793 医药市场营销学 医药市场营销学 汤少梁 科学 2007年7月第1版 医药市场营销学自考大

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1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高职专科）（520410） 02930

中医学基础
（一）（含中医
基础理论和中医
诊断学）

中医学基础 何建成、潘  毅 人民卫生 2012年6月第1版 中医学基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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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520410） 03037 药用植物学 药用植物学（第2版） 赵志礼、严玉平 上海科学技术 2020.12 药用植物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21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高职专科）（520410） 03040 中药鉴定学 中药鉴定学 王喜军 高等教育 2009年1月第1版 中药鉴定学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2年版

上海中医药大
学（43） 中药学（高职专科）（520410） 03047 分析化学（二） 分析化学 王新宏 湖南科学技术 2012年1月第1版 分析化学（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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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520410） 03050 药理学（三） 药理学 孟宪丽 湖南科学技术 2012年9月第1版 药理学（三）自考大纲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2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0431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谢利民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5年1月版 教学设计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5年5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6230 小学艺术教育 艺术学概论(第三版) 彭吉象著 北京大学 2006年8月第3版 小学艺术教育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9094 人类与社会 人类与社会 惠  中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4年1月版 人类与社会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5年元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9095 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 石萍之等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4年1月版 科学与技术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5年元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小学教育（专升本）（040107） 09096 汉语通论 汉语通论(第二版) 齐沪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5年8月第2版 汉语通论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5年元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广告学（专升本）（050303） 04880 广告语言学 广告语言 吴为善 上海教育 2007年10月第1版 广告语言学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广告学（专升本）（050303） 08713 广告创意与策划 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二版) 余明阳、陈先红等 复旦大学 2003年4月第二版或

2007年2月第二版
广告创意与策划自考大

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21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广告学（专升本）（050303） 09086 品牌策划与管理 品牌管理 万后芬等 清华大学 2006年4月第1版 品牌策划与管理自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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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11 档案管理学 档案管理学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 1999年版 档案管理学自考大纲 全国考委 与教材合定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0810

人力资源管理
（二） 人力资源管理 邱伟年 高等教育 2013年10月 人力资源管理（二）自

考大纲 与教材合订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2 招聘管理 员工招聘与甄选(第二版) 李旭旦、吴文艳 华东理工大学 2014年7月第2版 招聘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3 绩效管理 绩效考核与管理 张培德 华东理工大学 2014年7月版 绩效管理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7

人力资源管理法
律基础 法律基础与HR(第二版) 胡志民 华东理工大学 2014年1月第2版 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基础

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4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120206） 05968

人才中介职业规
范 人力资源服务与咨询 朱庆阳 华东理工大学 2010年5月第1版 人才中介职业规范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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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92 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与应用 马国辉、张燕娣 华东理工大学 2008年11月版

或2012年11月版 工作分析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0199 中外民俗 中外民俗 吴忠军 东北财经大学 2007年3月第2版

或2011年1月第3版 中外民俗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8年10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7365 旅游英语（一） 旅游英语(高级)(第二版) 段开成 南开大学 2004年1月第2版 旅游英语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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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9080 城市旅游学 传承与升华—城市旅游

开发与营销战略 胡小武 东南大学 2008年1月第1版 城市旅游学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旅游管理（专升本）（120901K） 09082

旅游会展企业操
作实务 会展旅游管理实务 赵春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年8月第1版 旅游会展企业操作实务

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8年9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130502） 04026 设计美学 设计美学 徐恒醇 清华大学 2006年7月第1版 设计美学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7年6月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130502） 05424 现代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 梁  梅 上海人民美术

2009年1月版
或2012年3月版
或2016年4月版

现代设计史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
（45）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130502） 07202 广告摄影 当代广告摄影(第三版) 王天平、林路等 上海人民美术 2009年第3版 广告摄影自考大纲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年版

同济大学
（48） 土木工程（专升本）（081001） 00174 建筑工程概论 建筑工程概论 张婀娜 辽宁大学 2000年版 建筑工程概论自考大纲 与教材合订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1855

建设工程监理概
论 建设工程监理概论 中国建设监理协会组

织编写 知识产权 2006年12月第2版 建设工程监理概论自考
大纲 同济大学 2008年12月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1856

建设与房地产法
规 建设法规 朱宏亮 武汉理工大学 2012年7月第3版 建设与房地产法规自考

大纲 同济大学 2013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2658

建筑工程项目管
理 工程项目管理 丁士昭 中国建筑工业 2006年版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自考

大纲 同济大学 2008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4154 项目采购管理 项目采购管理 胡文发 同济大学 2007年6月第1版 项目采购管理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08年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6393 土木工程概论 土木工程概论 张立伟 机械工业 2004年1月版 土木工程概论自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07年11月版

同济大学
（48） 工程管理（专升本）（120103） 07138 工程造价与管理 工程计量与造价管理(第3

版)
陈建国等 同济大学 2010年7月第3版 工程造价与管理自考大

纲 同济大学 2010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升本）（120903） 03877 会展项目管理 会展项目管理 杨顺勇、施  谊 复旦大学 2009年9月第1版 会展项目管理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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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78 会议运营管理 会议运营管理(2009年版) 肖国庆、武少源 中国商务 2008年10月版 会议运营管理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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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84 会展经济学 会展经济理论与实务(修

订第二版)
刘大可、陈  刚、王

起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年3月第2版 会展经济学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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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87

会展场馆经营与
管理 会展场馆经营与管理 林大飞 重庆大学 2007年8月第1版 会展场馆经营与管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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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90

会展管理信息系
统 会展管理信息系统 贺  刚、金  蓓 中国商务 2015年版1月第3版 会展管理信息系统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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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39 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 林玉莲、胡正凡 中国建筑工业 2000年12月第1版

或2012年8月第3版 环境心理学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5年2月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设计（专升本）（130503） 05342 室内环境与设备 室内环境与设备(第二版) 吴硕贤等 中国建筑工业 2003年第二版 室内环境与设备自考大

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5年2月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设计（专升本）（130503） 10090

外国近现代建筑
史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第二
版)

罗小未 中国建筑工业 2003年第二版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自考
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05年2月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高职专科）
（540112）

03869 策划学原理 商务策划原理 强海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9年8月第1版 策划学原理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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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高职专科）
（540112）

03871
市场调查与市场

分析 市场调查与市场分析 李国强等 中国人民大学 2005年6月第1版 市场调查与市场分析自
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考纲合订本2008年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会展策划与管理（高职专科）
（540112）

03875 会展概论 会展导论 张  义、杨顺勇 复旦大学 2009年2月第1版 会展概论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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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
（540112）

03877 会展项目管理 会展项目管理 杨顺勇、施  谊 复旦大学 2009年9月第1版 会展项目管理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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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
（540112）

03878 会议运营管理 会议运营管理(2009年版) 肖国庆、武少源 中国商务 2008年10月版 会议运营管理自考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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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550106） 00170

建筑工程定额与
预算

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与
造价计算 徐蓉等 同济大学 2006年8月第1版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自

考大纲 同济大学 2006年10月版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55） 环境艺术设计（高职专科）（550106） 00707 建筑设计基础 建筑初步(第三版) 田学哲、郭  逊 中国建筑工业 2010年8月第3版 建筑设计基础自考大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1年版

上海商学院
（56）

连锁经营与管理（高职专科）
（530602）

07992 商品学基础 商品学基础 伊铭 复旦大学 2021.6 商品学基础自考大纲 上海商学院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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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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