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晋教高〔2021〕4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山西省普通高校
“专升本”选拔考试科目考试说明（试行）的通知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各普通高校：

为进一步做好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选拔考试改革工

作，建立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提升高层次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选拔优秀

应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升入本科学习的通知》（晋教高〔2020〕3
号）精神，省教育厅会同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组织专家编写了

“专升本”选拔考试大学语文、英语等 22 个科目考试说明，试

行时间为 2021—2022 年，现予以公布。

附件：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选拔考试 22 个科目考试

说明（试行）

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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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一）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英语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英语考试注重考查考生在高职高专阶段应知应会的英语

语言基础知识、基本文化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满足进入本科

院校继续学习的基本要求。同时要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必要

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英语考试主要包括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英语阅读理解、英汉互译、英语应用文写作等内容。

（一）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考查考生在高职高专阶段对于英语基本词汇和语法知识

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的能力。

（二）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查题型包括英语阅读理解、英汉互

译以及英语应用文写作等。

1. 英语阅读理解

考查考生通过阅读语篇获取信息、辨别信息、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在限定的时间内能够综合运用英语

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阅读技能，读懂难度适中、题材广泛、体

裁多样的英语语篇。要求考生能理解、捕捉文中具体信息；根

据所读内容做出简单的推理和判断；识别不同语篇的文体特征；

理解所读内容的主旨；理解所读语篇的篇章结构；理解作者的

意图、基本观点和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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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汉互译

考查考生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要求考生

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根据题目要求，完成一般性话题的

中英文互译。英译汉部分，考生应能在正确理解句子内容的基

础上将句子翻译成通顺的汉语；汉译英部分，考生能够将汉语

句子翻译成通顺的英语。形式为短小句子的翻译。

3. 英语应用文写作

考查考生运用英语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要求考生熟悉英

语应用文常用文体的规范写作格式，了解各种体例的写作要旨。

考生应能准确运用规范、恰当的英语清晰地表达主要信息，语

句通顺，结构完整，文体规范。常见应用文主要包括请假条、

邀请函、便条、通知、声明、书信、简历、会议记录、日程表、

申请书、说明书等，但范围不限于此。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分值 50 分，考试时长 40 分
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和英语阅读理解等，主观题包括英汉互译和英语应用文写作等，

客观题分值为 30 分，主观题分值为 20 分。

英语和大学语文（或高等数学）组成同一张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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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二）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大学语文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试注重对考生知识识记能力、语言辨析能力、阅读理解

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考查，考试内容涵盖语言基础知识、文学文

化常识、阅读鉴赏和写作四个方面。

（一）语言基础知识

1. 了解古今词义的不同和一词多义现象，能够辨别文言文

中常见的通假字、异体字和古今字。

2. 掌握常用的文言虚词，了解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

及作用。

3. 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语法规律和词类活用现象，能准确

地解释古诗文中的关键字词，并对关键句段能进行文言今译。

4. 掌握现代汉语的修辞手法和基本语法，能够识别语病。

（二）文学文化常识

1. 识记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名句。

2. 了解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写作背景与思想艺术成

就。

3. 掌握中外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与文学主张。

4. 掌握中国文学史上重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

（三）阅读鉴赏

1. 分析词语、句子等语言单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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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确分析作品的体裁、题材、主要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

3. 理解文本的层次结构，概括段落大意、文章中心思想。

4. 对作品进行鉴别、赏析和评说,并对作品相关问题提出

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四）写作

掌握常用应用文和一般文学文体的写作规范，能写出中心

明确、内容充实、思想健康、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语言流畅

的文本。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分值100分，考试时长80分
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阅读鉴

赏题、简答题和写作题等，其中客观题分值约占60%，主观题

分值约占40%。

大学语文和英语组成同一张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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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三）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高等数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

巧，具有本科学习所必需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基

本运算能力以及运用所学数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各部分的考试内容及具体要求如下：

（一）微积分

1. 考试内容

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

定积分及其应用、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

二重积分、微分方程、无穷级数。

2. 考试要求

考生应理解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导数的应用、

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

函数微分法、二重积分、微分方程、无穷级数中的基本概念与

基本理论；学会、掌握上述各部分的基本方法与技巧。应注意

各部分知识的结构和联系。

（二）线性代数

1. 考试内容

行列式与矩阵、向量与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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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试要求

考生应理解行列式的概念、矩阵的概念、矩阵的代数运算

和转置、向量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性；掌握矩阵的简单应用、

行列式的性质、计算行列式的方法；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了解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和向量组的秩的概念。

（三）概率论初步

1. 考试内容

随机事件、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一维随机变量的数字

特征。

2. 考试要求

考生应了解随机现象、随机试验的概念、随机事件的独立

性；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概率的定义；掌握随机事件之间的

关系和运算规律、概率的基本性质、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

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一维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分值 100 分，考试时长 8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

题等，主观题包括计算题、证明题、应用题等，客观题分值约

占 40%，主观题分值约占 60%。

高等数学和英语组成同一张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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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四）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经济学原理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对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及分析应用

能力。

（一） 微观经济理论

1. 掌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理解微观经济学

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2. 掌握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和弹性理论

的基本内容及其分析应用。

3. 掌握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分析应

用。

4. 掌握生产理论、成本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分析应用。

5. 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及

寡头垄断市场的基本内容及其分析应用。

6. 掌握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及其应用；理解工资、地

租和利息的决定；理解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7. 掌握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分析应

用。

（二）宏观经济理论

1. 掌握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核算方法。

2. 掌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解简单国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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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决定模型、IS-LM 模型和 AD-AS 模型及其应用。

3. 了解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基本内容，了解菲利普斯

曲线。

4. 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及主要阶段；理解经济增长的含

义、源泉。

5. 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掌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运用。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取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试卷内容中微观经济理论约占 60%，宏观经济理论约占

40%。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选题、多选题、

判断题、填空题等，主观题包括计算题、简答题、论述题、原

理应用题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50%，主观题分值约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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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五）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法学基础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法理学

要求考生要识记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

了解重点理论的不同观点，重点考查考生对法理学常用理论的

认识与理解，掌握并熟悉运用本课程所学知识，懂得从法理学

的角度分析问题。

1. 识记基础知识

法学与法理学概述；法的概述；法系；权利与义务；法律

权利与法律义务；责任与法律责任；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法

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法律行为；法的运

行；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渊源；法律效力；法的演进；

法的作用；法的价值；法与其他社会因素；法治国家的一般理

论。

2. 分析与应用能力

运用法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问题。

（二）民法

要求考生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掌

握重点法律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掌握民法的基本

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

1. 识记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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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概念；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

物；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期限；人格

权；物权概述；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债法总则；合

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继承与继承权；法定继承；遗嘱继

承；遗赠；遗产的处理；侵权责任一般理论；侵权行为的类型；

侵权责任的承担；特殊侵权责任。

2. 分析与应用能力

运用本课程所学民法学理论知识分析和判断现实生活中

的具体民事法律法律问题。

（三）刑法

要求考生掌握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掌

握现代刑事法治的先进理念，提高刑事法律意识，熟悉我国刑

事法律制度和相关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了解刑法学理论发展

的新动向。

1. 识记基础知识

刑法的概念；刑法基本原则；刑法的适用范围；犯罪概念

和犯罪构成；正当行为；故意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形态；罪数

形态；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刑罚消灭；

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

2. 分析与应用能力

运用我国刑法中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

原则和制度，正确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正确认

定犯罪性质，准确适用刑罚,自觉运用刑事法律武器同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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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斗争。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其中法理

学、民法、刑法三部分各约为 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选题与多选题等，

主观题包括简答题、论述题与案例分析题等，各部分客观题分

值约占 40%，主观题分值约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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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六）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新闻学概论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掌握新闻学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等基础知识，

包括新闻与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理；

新闻、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基本概念；新闻事业和社会生活的

关系；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新闻事业管理和新闻队伍建设

等；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工作原则和分析方法；自觉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实践。

（一）识记基础知识

1.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新闻学，新闻，新闻真实，新闻价值。

3. 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规律

新闻媒体，媒体融合，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新闻事业

的性质与功能。

3. 我国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与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

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基本方针，新闻宣传，新闻自由与

社会控制，新闻舆论，新闻宣传，新闻媒介经营与管理。

4.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队伍建设

新闻法治，新闻职业道德，新闻队伍建设。

（二）分析与应用能力

运用新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各种新闻传播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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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掌握和运用新闻传播规律，开展新闻舆论工作。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等，

主观题包括辨析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材料分析题

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25%，主观题分值约占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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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七）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机械设计基础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对常用机构和机械通用零部件的结构组成、工作

原理、运动特性及基本设计理论的掌握，对常用机构和机械通

用零部件的设计计算方法，解决相关的具体机械设计问题的能

力。

（一）机械设计基础的基本知识

机器的组成及其相关概念。

（二）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和自由度

平面机构的基本概念、运动副的常见类型、理解及绘制平

面机构运动简图、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机构自由度的计

算。

（三）平面四杆机构

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判断、平面四杆机构的运动特性

及计算。

（四）凸轮机构

凸轮机构的类型、特点、应用；凸轮机构的基本参数、常

用的从动件运动规律；凸轮轮廓的设计方法；凸轮机构基本尺

寸的确定和凸轮材料的选择。

（五）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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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螺纹的特点与主要参数；螺纹连接的类型及标准螺纹

连接件；螺纹连接的预紧与防松；螺栓普通螺栓及螺栓组连接

的受力分析与结构设计。

（六）齿轮传动

齿轮传动的特点、类型和应用；齿廓啮合基本定律；渐开

线的形成及特性、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主要参数及几何

尺寸计算；齿轮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及连续传动的条件；齿轮

齿廓的切削加工方法；齿轮常见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七）轮系

轮系的概念、类型、功用、传动比的计算。

（八）挠性传动

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组成、主要参数及选择方法、原理、类

型、特点、运动和受力分析、设计、安装、使用与维护。

（九）轴

轴的类型；轴材料选用；零件在轴上的固定方法及轴的结

构设计。

（十）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

常用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特

性及应用场合。

（十一）轴承

轴承的分类；滑动轴承的类型、结构与应用；轴瓦的结构

及轴承的材料；滚动轴承的类型、特点、代号、类型选用、滚

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滚动轴承的受力分析、滚动轴

承的轴向固定方式、润滑形式及密封。

（十二）键连接、无键连接和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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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连接的基本类型、特点及应用；无键连接、销连接的基

本类型及特点。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等，

主观题包括分析设计题、计算题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50%，主

观题分值约占 50%。

分析设计题与计算题均应写出必要的答题过程及演算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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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八）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电路分析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生应掌握电路分析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注重电路各

部分知识的结构及内在联系；掌握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具有

熟练的电路运算、逻辑推理、空间想象、抽象思维等综合能力；

加强应用能力的培养，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一）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1. 理想元件、电路模型、电压和电流参考方向及关联方

向的概念。

2. 电压、电流、功率等物理量的意义和各量之间的关系。

3. 电阻元件、电感元件、电容元件，理想电压源与理想

电流源、受控源的参数、性质、电压电流关系、功率关系。

4. 全电路欧姆定律及应用。

（二）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1. 电路的等效变换的概念。

2. 电阻的串联、并联，对称电阻的丫形联接与△形联接

的等效变换，电压源与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

3. 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4. 等效电阻的求法。

（三）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析

1. 电位的概念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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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尔霍夫定律及运用。

3. 支路电流法及运用。

4. 节点电压法及运用。

5. 回路电流法及运用。

（四）电路定理

1. 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最大功率传输定

理及运用。

2. 替代定理及运用。

（五）储能元件

1. 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的 VCR、功率和能量的计算。

2. 电感串并联的特点，电容串并联的特点。

（六）一、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1. 换路定理求解电路初始值的方法。

2. 时间常数、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

响应、阶跃响应的概念。

3. 三要素法求解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4. 二阶电路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响应、阶跃响

应、冲激响应的概念。

（七）相量法

1. 相量、复数、相量图和正弦量的关系。

2. 相量法的相关概念和性质。

3. 电路定律的相量形式。

（八）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1. 正弦量的三要素，有效值、阻抗和导纳的概念以及电

路的相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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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阻抗（导纳）的串联和并联。

3. 正弦交流电路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电压电流及阻

抗关系。

4. 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分析方法。

5.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关系。

6. 功率因数提高的方法和意义。

（九）电路的频率响应

1. 网络函数的概念。

2. RLC 串联和并联谐振的条件、电路特点；掌握 RLC 串

联和并联谐振电路的计算。

3. RLC 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4. 滤波器的分类、常用滤波器的结构（主要 LC 滤波器）。

（十）三相电路

1. 三相电源星形接法的线电压、相电压关系及相量表示。

2. 三相电源三角形接法的线电压、相电压关系及相量表

示。

3. 三相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的相值和线值之间的关系。

4. 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5. 对称三相电路的功率计算。

6. 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7. 不对称三相电路的功率计算。

（十一）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1. 磁耦合、互感、同名端的概念。

2. 耦合电感的磁通链方程、电压电流关系。

3. 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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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压器的概念、理想变压器的条件和特点。

5. 变压器的变压、变流、变阻抗关系。

（十二）二端口网络

1. 二端口网络的概念。

2. 二端口的 Y、Z、T（A)、H 等参数矩阵及相互关系。

3. 二端口的转移函数的概念及 T 型和π型等效电路。

4. 二端口电路的连接方法。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选择题、判断题、

填空题等，主观题包括简答题、计算题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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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九）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C程序设计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要求

1. 理解算法、流程图以及程序的概念；

2. 理解程序逻辑；

3. 掌握用 C 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4. 掌握 C 语言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数据类型、表达式、

控制结构等；

5. 掌握 C 语言的高级知识，包括数组、指针、函数、字

符串、结构、文件操作等；

6. 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

个知识点编写程序，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二）考试内容

1. C语言基础知识

主要包括 C 程序的基本构成、标准库函数的使用、语句、

标识符、注释以及进制等；C 语言的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

式等。

2. 流程控制

主要包括算法、流程图、C 程序中的基本语句（表达式语

句、空语句、复合语句）、数据的输入和输出语句；三种程序

结构。

3. 数组

主要包括一维和二维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及其元素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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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组实现常用的算法。

4. 函数

主要包括函数的定义、函数的参数和函数的返回值、函数

原型的声明方法、函数传值和传址调用、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内置函数与自定义函数。

5. 高级知识

主要包括：

（1）指针：指针与指针变量的概念；指针变量的定义、

赋值和引用的方法；指针运算符（*）和取地址运算符（&）

的使用方法；指针与一维数组；指针与函数。

（2）字符串：字符串的定义；字符数组和字符串的区别；

字符串的输入输出；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变量的定义、赋值和引

用的方法。

（3）预处理：编译预处理的概念、作用；宏定义命令的

语法形式及使用；文件包含命令的使用。

（4）结构体：结构体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和元素的引用

方法；结构体类型的定义；结构体变量的定义、初始化和成员

的引用方法。

（5）文件操作：计算机中流、文件、文件缓冲区的概念；

文件指针的定义；文件打开和关闭的方法；文件读写的方法。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选题、判断题、

程序阅读题等，主观题包括程序填空题、编程题等，客观题分

值约占 55%，主观题分值约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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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建筑基础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科目含建筑力学、建筑结构、工程测量三部分考试内容。

（一）建筑力学

考查考生对力学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以及相应的分析与

计算能力。

1. 静力学基础

静力学基本概念和公理；约束与约束反力；物体及物体系

统的受力分析。

2. 平面力系的合成与平衡

力、力偶、力矩的概念、计算及性质；平面汇交力系的简

化、平衡及应用；平面一般力系的简化、平衡及应用；平面力

偶系的简化、平衡及应用。

3. 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变形固体及其基本假设；杆件的受力及变形特征。

4. 轴向拉伸和压缩

轴向拉伸和压缩时横截面的内力计算及轴力图的绘制；轴

向拉压的应力、变形及杆件强度计算；材料在拉伸和压缩时的

力学性能。

5. 剪切与扭转

圆轴扭转内力的计算及扭矩图；剪切应力互等定理和剪切

胡克定律；圆轴扭转时横截面上的应力及强度计算；圆轴扭转

变形及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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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截面的静矩和形心的概念及计算；截面惯性矩和惯性积的

概念及计算方法；主惯性轴、主惯性矩的概念。

7. 弯曲

梁弯曲时内力计算及内力图形的绘制；梁弯曲时横截面应

力计算及相应强度计算；梁弯曲时的变形及刚度计算。

8. 组合变形

组合变形的概念；斜弯曲、拉（压）弯曲变形、偏心压缩

变形。

9. 压杆稳定

压杆稳定的概念；压杆临界力的计算；提高压杆稳定性的

措施。

10. 平面杆系结构的几何组成分析

自由度和约束的概念；几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则；平面体

系的几何组成分析；静定结构与超静定结构。

11. 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

静定梁的内力计算及内力图绘制；静定平面刚架的内力计

算及内力图绘制；静定平面桁架的内力计算；静定组合结构和

三铰拱的内力。

12. 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

静定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图乘法；静定结构在

支座移动时的位移计算。

（二）建筑结构

考查考生对建筑结构的基本设计原则、混凝土结构和砌体

结构的材料、基本构件设计原理及构造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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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见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基本受力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的

能力。

1. 建筑结构概念

建筑结构的概念；混凝土结构的特点及应用；砌体结构的

特点及应用。

2. 建筑结构的基本设计原则

结构上的荷载与荷载效应；荷载效应组合。

3. 混凝土材料的力学性能

钢筋的强度及变形性能；混凝土的强度及变形；钢筋与混

凝土的粘结、锚固长度；纵向受力钢筋连接方式及构造要求。

4.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受弯构件计算内容、基本构造要求；受弯构件正截面、斜

截面破坏特点；受弯构件正截面、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受弯构

件的变形、裂缝宽度验算及其影响因素。

5. 钢筋混凝土受扭构件

受扭构件的受力性能、配筋构造；钢筋混凝土受扭构件承

载力计算。

6. 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

受压构件的基本构造要求；轴心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偏

心受压构件的受力特点、承载力计算。

7. 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

梁板结构的类型及特点；整体式单向板肋形楼盖的概念、

受力特点、配筋构造要求；整体式双向板肋形楼盖的概念、受

力特点、配筋构造要求；整体式单向板肋形楼盖、双向板肋形

楼盖的计算；钢筋混凝土楼梯的类型、受力特点及构造要求；

钢筋混凝土悬挑构件的受力特点、配筋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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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砌体结构基本知识

砌体材料（块材、砂浆）；砌体受力特点；高厚比的概念

及计算方法；过梁类型及过梁上荷载的传递；砌体结构一般构

造及抗震构造措施。

（三）工程测量

考查考生对工程测量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以及地形图测

绘、施工放样、控制测量等工作的能力。

1. 测量学概述

工程测量的任务；地面点位的确定；测量工作的基本原则；

高程、高差、大地水准面等基本概念；平面直角坐标系与数学

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区别；测量的三项基本工作等内容。

2. 水准测量

水准测量误差知识；水准仪的使用；三、四等水准测量；

水准测量的原理；水准测量方法及测量成果计算。

3. 角度测量

水平角观测的误差来源及消减措施；竖直角的概念；水平

角的测量原理；测回法、方向观测法测量水平角。

4. 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

钢尺量距；直线定线与直线定向的区别；直线定向（坐标

方位角与象限角的换算）；视距测量基本原理。

5. 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测量误差的来源；测量误差的分类；算术平均值及其观测

值的中误差计算。

6. 小区域控制测量

控制测量的基本概念；导线测量的形式与等级；导线测量

的外业工作及内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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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与应用

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物和地貌的表示方法；常规测绘大

比例尺地形图的方法。

8. 施工测量的基本知识

施工测量的概念；施工测量的主要内容；水平角和高程的

测设；点的平面位置的测设方法；已知坡度线的测设。

9. 全站仪

全站仪的构造和使用步骤；全站仪数据采集、放样。

10．测量实训

水准仪的构造、操作、读数、高差观测数据记录与计算；

经纬仪的构造、操作、读数、水平角度观测数据记录与计算；

三角形各内角的观测、记录与计算；全站仪坐标测量、放样。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

长 120 分钟。

试卷内容结构:建筑力学、建筑结构、工程测量三部分分

值各约为 50 分。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等,主观题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

计算题、案例分析题等，各部分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

分值约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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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一）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有机化学基础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内容

1. 基本概念

1.1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的定义，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1.2 共价键的形成和属性，共价键的断裂形式和有机反应

的类型；

1.3 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

2. 饱和烃

2.1 烷烃及环烷烃的定义、系统命名原则、同系列及同分

异构现象；

2.2 烷烃及环烷烃的结构及构象、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

3. 不饱和脂肪烃

3.1 烯烃、炔烃、二烯烃和烯炔烃的定义、系统命名原则、

分类及同分异构现象；

3.2 烯烃、炔烃、二烯烃和烯炔烃的结构、物理性质及化

学性质；

3.3 烯烃的顺反异构体的构型标记、π键的形成及特性，烯

烃的亲电加成反应历程和诱导效应；

3.4 共轭二烯烃的共轭体系和共轭效应，共轭加成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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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4. 芳香烃

4.1 芳香烃的定义、系统命名原则、分类；

4.2 芳香烃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4.3 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及定位规律的应用。

5. 卤代烃

5.1 卤代烃的定义、系统命名原则、分类；

5.2 卤代烃的同分异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5.3 卤代烃的鉴别及制备。

6. 醇、酚、醚

6.1 醇、酚、醚的分类及命名；

6.2 醇、酚、醚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6.3 醇、酚、醚的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6.4 醇、酚、醚的鉴别及制备方法。

7. 醛和酮

7.1 醛、酮的定义、系统命名原则、分类；

7.2 醛、酮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7.3 醛、酮的主要制备方法。

8. 羧酸及其衍生物

8.1 羧酸的定义、结构、系统命名原则及分类；

8.2 羧酸及羧酸衍生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8.3 羧酸及羧酸衍生物的制备方法。

9. 含氮化合物

9.1 硝基化合物、胺、重氮化合物、腈、氨基酸的定义、

结构、系统命名原则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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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硝基化合物、胺、重氮化合物、腈、氨基酸的物理性

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9.3 硝基化合物、胺、重氮化合物、腈的制备方法。

10. 杂环化合物

10.1 杂环化合物的定义、结构、系统命名原则及分类；

10.2 五元杂环化合物、六元杂环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

性质及应用。

11. 对映异构

11.1 对映异构的相关概念；

11.2 对映异构的判断和性质差异。

12. 糖类

12.1 单糖、二糖、多糖的命名、结构和分类；

12.2 单糖、二糖、多糖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应用。

（二）考试要求

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制备方法、

结构和性质的关系及相互转化的方法；不同有机化合物结构的

常用鉴定方法。

能够正确对常见的有机化合物进行命名；能够根据有机化

合物的名称准确书写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对于常见有机化合物

在结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上的异同，能够设计常见有机化

合物的鉴别方案；能够依据有机化学反应原理，完成有机化学

反应方程式；能够依据有机化学反应原理，结合实验现象，推

测有机化合物结构；能够根据有机化学反应原理，有机化合物

性质的差异，设计有机化合物合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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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等，主

观题包括命名题、完成反应式、综合题、合成题等，客观题分

值约占 30%，主观题分值约占 70%。其中：

①命名题

根据结构写出化合物的名称或者根据命名写出化合物的

结构式。

②完成反应式

根据反应条件写出主产物或者根据产物写出反应条件。

③综合题

含基本理论、基本概念、鉴别、理化性质、根据化学反应

现象推断化合物结构等题目。

④合成题

根据主要指定原料，其他原料自选，合成指定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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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二）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煤矿地质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主要考查考生对地质学基础理论知识、影响煤矿建设和生

产的地质因素、煤矿地质工作基本技术和管理知识、煤矿地质

工作相关规程规范等的掌握程度；考查考生的煤矿地质知识结

构及知识体系，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一）地质学基础理论知识

主要考查考生对地球的基本概况、地壳的矿物和岩石组成、

地层古生物和地史概述、地质构造、成煤作用及含煤岩系等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检测考生对地质学基础知识在煤矿

地质工作中的运用能力。

（二）影响煤矿生产的主要地质因素

主要考查考生对矿井地质构造、岩浆侵入与岩溶陷落柱、

矿井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水等地质因素相关知识的掌握

程度。

（三）煤矿地质信息相关基础知识

主要考查考生对煤矿地质信息获取的基本技术手段、矿井

地质图件、矿井储量管理等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煤矿环境地质相关基础知识

主要考查考生对煤矿环境污染因素及其危害、煤矿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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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作等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等，主

观题包括术语解释、填空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客观题分值

约占 20%，主观题分值约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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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三）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植物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对植物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水平。

识记、理解、掌握种子植物细胞、组织、器官的基本形态结构

及发育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植物界各类群的特征及代表植

物的形态结构、繁殖、生活史和亲缘关系等知识，了解植物演

化发展的系统发育规律；运用分类学原理，识别和鉴定植物。

（一）植物细胞

植物细胞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植物细胞的繁殖，植物细

胞全能性，相关概念。

（二）植物组织

植物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各类型组织的分布、形态、结构

特点及功能，植物体内的维管系统，相关概念。

（三）种子和幼苗

种子的结构和类型，种子的萌发，幼苗的形成和类型，相

关概念。

（四）种子植物的营养器官

种子植物各营养器官的基本形态、结构、类型、功能及发

育，营养器官间的相互联系，常见营养器官的变态类型，根瘤

和菌根，相关概念。

（五）种子植物的繁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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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各繁殖器官的形态、功能与类型，植物的繁殖方

式，花的形态构造与组成，花序的概念和类型，花程式和花图

式，花药的发育和花粉粒的形成，胚珠的发育和胚囊的形成，

开花、传粉与受精，种子和果实的形成及类型，相关概念。

（六）植物分类基础知识

植物界的类群，植物分类的单位、系统和命名，植物分类

检索表及编制方法，各大类群的主要特征、分类、作用及其经

济意义，各大类群代表植物的特征、繁殖、生活史、分布，相

关概念。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填空题、选择题、

判断题、标图题等，主观题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客观题分值约占 80 分，主观题分值约占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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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四）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安全系统工程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理论知识对系统安全进行初

步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预测、决策及控制等的能力。包括

安全系统工程的原理、系统安全分析与评价方法、系统安全预

测与决策、系统危险控制技术。

（一）安全系统工程的原理

1. 安全系统工程基础理论；

2. 安全系统工程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

3. 事故因果关系致因理论、轨迹交叉致因理论。

（二）系统安全分析与评价方法

1. 系统安全分析与评价的主要内容；

2. 常用的系统安全分析与评价方法（安全检查表、预先

危险性分析、事件树分析、事故树分析、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

法）及其选择。

（三）系统安全预测与决策

1. 系统安全预测的类别、程序、基本原理及方法（经验

推断法、时间序列法）；

2. 系统安全决策定义、过程、要素、方法（评分法、技

术经济评价法）。

（四）系统危险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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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危险控制的目的、基本原则及原理；

2. 系统危险控制技术（本质安全、安全防护措施、应急

救援）。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及判断题等，主观题包括简答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

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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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五）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管理学原理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掌握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以及综合分

析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1. 了解管理的概念和性质，理解管理职能，掌握管理者

角色与技能。

2. 了解管理思想的演变，理解管理理论的现代发展趋势，

掌握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学派的主要理论要点。

3. 了解决策含义和类型，理解决策原则和过程，掌握决

策方法。

4. 了解计划含义和类型，理解计划编制程序，掌握计划

编制方法和目标管理。

5. 了解组织及组织设计的含义，理解组织设计的原则和

任务，掌握组织结构的各种类型及其优缺点。

6. 了解人员选聘的程序和方式，理解人员培训和考评的

内容。

7. 了解高效团队的特征，理解组织变革的过程，掌握组

织文化的结构和内容。

8. 了解领导特性，理解领导影响力及权力来源，掌握领

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

9. 了解激励的含义和基本过程，理解激励的基本方法，



- 40 -

掌握各种激励理论。

10. 了解沟通类型及过程，理解沟通中常见的障碍及克

服方法，掌握有效沟通技巧。

11. 了解控制的含义，理解控制类型，掌握控制的过程。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

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填空题、选择题和

判断题等,主观题包括简答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等，客观

题分值约占 40%，主观题分值约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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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六）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艺术概论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认知、理解艺术概论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的能力，并能应用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对艺术现象、

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鉴赏和表达。

（一）考试内容

1. 艺术概论的学科性质及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2. 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特征及其

社会功能

3. 艺术的起源、继承和创新

4. 艺术门类的概念及其内涵

5. 艺术创作主体的内涵及其创作过程的基本环节、创作

方法

6. 艺术作品的内涵（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构成因素，艺

术风格和艺术流派）

7. 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及其标准

（二）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正确分析各类艺术的物

化形式、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和表达技巧，并能够用文字清晰

流畅表达该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文化价值。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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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

判断题等，主观题包括简答题、论述题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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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七）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色彩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根据提供的静物、图片或文字的表述要求画岀所规定的内

容。要求考生掌握色彩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表现技能，学会整体

的观察和比较物象的色彩关系和色调倾向，具备色彩的感知能

力和塑造能力，生动的表现物象的空间、质感和体积，在色彩

的认知和表现上建立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能力。

考试内容一般包括静物组合、日常场景等。

（一）色彩的基本知识

1. 色彩的种类：原色、间色、复色

2. 色彩三要素：色相、明度、纯度

3. 色彩的关系：单纯色、同类色、类似色、补色

4. 物象色彩的构成：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

5. 色彩的冷暖：色相的冷暖、光源色的冷暖、环境色的

冷暖、亮面与暗面的冷暖

6. 色彩的对比：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冷暖对比、补色

对比

7. 色彩的协调：光源色协调、主导色协调、对比色协调、

同类色协调

8. 色彩的透视：色彩与空间的表现

（二）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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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彩的变化方法：对比、渐变、重复

2. 色彩的统一方法：色调、调和、均衡、呼应

（三）色彩基本技法

1. 水彩颜料和水粉颜料的性能：透明色、不透明色

2. 色彩的调和：同类色的调和、对比色的调和、浅色的

调和、深色的调和

3. 水彩和水粉的表现：干画法和湿画法、薄画法和厚画

法

4. 色彩的塑造：体积的塑造、空间的塑造、质感的塑造、

虚实的塑造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80 分钟。

考试采用默写与照片模拟写生两种方式，任选其中一种。

答题纸规格为八开大小（考场提供）。

考试为水粉或水彩材料及技法来表现，任选其中一种。

小型便携式画架，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考生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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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八）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

人体解剖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掌握人体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掌握人体主要器官的位置、

形态、结构、血供、神经支配以及重要的毗邻关系、体表标志

和体表投影，并理解各主要器官的功能。在理论学习和实验观

察的基础上分析、理解有关的临床意义。

要求以下表（《人体解剖学》考试内容及要求掌握的知识

点）为参考，包括但不局限于表中所述内容，应兼顾人体解剖

学的其他相关内容。

表：《人体解剖学》考试内容及要求掌握的知识点

考试内容 要求掌握的知识点

1 绪论 解剖学的定义，人体的组成和系统划分，解剖学姿势和常用术语

2 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骨的形态和构造；骨骼的概念

椎骨的一般形态，各部椎骨的特点；胸骨的形态，胸骨角的概念

颅的组成；脑颅骨、面颅骨的名称和位置，颅的整体观主要结构，颞窝

和翼点的概念

上、下肢骨的组成；肩胛骨、肱骨、尺骨、桡骨、髋骨、股骨、胫骨、

腓骨的主要结构

全身的骨性标志

骨连结的分类，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构

脊柱的组成，椎骨的连结，脊柱的生理弯曲和意义；胸廓的组成，肋弓

和肋间隙的概念

颞下颌关节、肩关节、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的组成、特点和运动；

骨盆的组成及形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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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的形态和构造

主要表情肌、咀嚼肌的名称和作用；胸锁乳突肌的起止、位置和作用，

斜角肌间隙的概念

斜方肌、背阔肌、竖脊肌、胸大肌、肋间肌的起止、位置和作用，膈的

位置、形态和作用，膈的裂孔和通过的结构，腹肌的位置、层次，腹直

肌鞘的形成，腹股沟管的位置、构成、通过的结构

三角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臀大肌、股四头肌、小腿三头肌的起止、

位置和作用

3 内脏学

内脏的概念

胸部标志线和腹部分区（九分法）

消化系统的组成和功能，上、下消化道的概念

舌的形态，咽峽的概念，舌乳头的名称和功能，牙的形态、构造及牙式，

三大唾液腺的位置、形态和导管的开口

咽的位置、分部、交通以及咽淋巴环

食管的分部、狭窄以及与中切牙的距离

胃的位置、形态、分部

小肠的分部，十二指肠的分部，十二指肠球、十二指肠大乳头、十二指

肠悬肌及意义；空肠和回肠的区分和意义

大肠的分部，盲肠和结肠的特征，阑尾的位置，麦氏点，结肠的分部，

直肠、肛管的形态特点

肝的位置、形态；胆囊的位置、形态、分部及胆囊底的体表投影，输胆

管道的组成和胆汁的输送途径

胰的形态、位置，胰管的开口

呼吸系统的组成和功能，上、下呼吸道的概念

鼻腔的形态、结构，鼻旁窦的名称、位置、开口部位

喉的位置、喉软骨的名称、喉腔的分部，声门裂的概念

气管的位置、形态，左、右主支气管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肺的位置和形态

胸膜与胸膜腔的概念，壁胸膜的分部，肋膈隐窝的概念

纵隔的概念和分部

泌尿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肾的形态、位置，肾的剖面结构、被膜

输尿管的行程、分部、狭窄

膀胱的位置、形态和分部，膀胱底的毗邻，膀胱三角的概念

女性尿道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生殖系统（男、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睾丸的位置、形态和功能；附睾的位置和形态；输精管的走行，输精管

结扎术常选择的部位；射精管的合成及开口，精索的概念；男性各附属

腺的形态、位置；男性尿道的形态特点、分部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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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的形态、位置和功能；输卵管的位置、分部及各部意义；子宫的形

态、位置、分部，子宫的固定装置；阴道后穹的位置和临床意义

女性乳房的位置、形态及构造

区分狭义会阴和广义会阴，会阴的分部及特点

腹膜、腹膜腔的概念，腹膜与脏器的关系，腹膜形成的主要结构，直肠

子宫陷凹的位置及临床意义

4 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组成和功能

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垂体的位置和形态

5 感觉器官

感觉器官的概念、组成；感受器的分类和分布

视器的构成，眼球壁的层次及各层的分部和形态结构，视神经盘和黄斑

（中央凹）的概念，视觉感受器的名称和位置

眼球内容物的构成，眼屈光系统的组成，房水的产生及循环途径

眼副器的组成，泪液的产生和循环途径，眼外肌的名称和作用

前庭蜗器的组成、分部

外耳、中耳、内耳的组成，骨迷路和膜迷路的分部

鼓膜的位置、形态和分部，听小骨链的组成，咽鼓管的交通

位置觉感受器和听觉感受器的名称和位置

6 脉管系统

脉管系统（心血管系统、淋巴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血液循环的概念，体循环和肺循环的途径、意义

动脉、静脉、毛细血管的概念，血液的性质（动脉血和静脉血）

心的位置、外形，心腔的结构，心壁的构造，心传导系统，心的血管，

心包，心的体表投影

肺动脉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行径，动脉韧带的概念。

主动脉起始、行程、分部和各部的主要分支

全身各部动脉主干的名称及主要分支、分布

颈总动脉的起始、位置、行径，颈外动脉主要分支及分布，颈动脉窦和

颈动脉小球的概念

锁骨下动脉、腋动脉、肱动脉、桡动脉、尺动脉的主要分支、分布，掌

浅弓和掌深弓的组成和位置

胸主动脉的起止、行径及主要分支

腹主动脉的起止、行径和主要分支

腹腔干各级分支及分布，肠系膜上、下动脉的主要分支及分布

髂总动脉的起止和行径，髂内动脉的主要分支及分布

髂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胫后动脉、胫前动脉、足背动脉的起止、

行径、分支和分布。

头、颈和四肢的动脉搏动点及及临床意义

静脉的特点；体循环静脉的组成；上、下腔静脉系的组成及收集范围

静脉角的概念，颅内外静脉的交通及危险三角的概念

颈外静脉、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大隐静脉、小隐静脉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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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走行、注入部位及临床意义

肝门静脉系的组成、走行、属支、收集范围及特点，肝门静脉系与上、

下腔静脉系之间的吻合及临床意义

淋巴干的组成，胸导管和右淋巴导管的合成、起止、行径和收集范围

脾的形态和位置，全身主要淋巴结群的位置和引流范围

7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的组成、划分及功能

神经系统的常用术语

脊髓的位置、外形、脊髓节段的概念、脊髓节段与椎骨对应关系；脊髓

灰质各部神经元的类型，脊髓白质分部和主要纤维束的名称和作用

脑的分部；脑干的组成、外形结构，与脑干相连的脑神经，脑神经核名

称、性质、位置、功能；脑干内主要上、下行纤维束的名称和作用；脑

干内网状结构特点

小脑的位置、外形、内部结构及功能，小脑扁桃体的临床意义

间脑的位置、分部；背侧丘脑、下丘脑、后丘脑的形态、组成和功能

端脑的外形，大脑半球机能定位，基底核的组成，纹状体的概念，内囊

的位置、分部、通过的主要纤维束及临床意义

脊神经的组成、数目、分部、性质和分支概况。

颈丛、臂丛、腰丛、骶丛的组成和位置；胸神经前支在胸、腹壁分部概

况及其皮神经的节段性分布概况

膈神经、胸长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肌皮神经、腋神经、

股神经、闭孔神经、坐骨神经、胫神经、腓总神经的走形和分布概况

胸长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后的主

要临床表现

脑神经的组成、名称、性质、连脑的部位、出入颅的部位和主要分布

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展神经的分布；面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

副神经和舌下神经的主要分布；三叉神经的主要分支和分布

内脏神经的概念；区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脑和脊髓的被膜，蛛网膜下隙、硬膜外隙、硬脑膜窦、蛛网膜粒、脉络

丛的概念，硬脑膜形成的主要结构，硬脑膜窦的组成及回流，海绵窦的

临床意义

颈内动脉系及椎-基底动脉系的分支、分布，大脑动脉环的概念

各脑室的位置，脑脊液的产生及循环途径

躯干和四肢深、浅感觉传导通路，头颈部浅感觉传导通路，视觉传导通

路（瞳孔对光反射通路）；锥体系的组成；各传导通路的临床意义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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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判断正误题等，主观题包括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

题、综合论述题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试题中单个题目的分值不应大于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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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十九）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中医基础理论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查考生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的掌握、

运用中医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绪论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中

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阴阳的基本概念、事物的阴阳属性、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和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五行的基本概念、五行特性、

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三）藏象

藏象的基本概念、藏象学说的形成和特点；五脏的主要生

理功能、生理特性，五脏与体、窍、志、液、时的关系；六腑

的生理功能；脑与女子胞的生理功能；脏腑之间的关系。

（四）精气血津液

精的基本概念、精的生成、精的贮藏与施泄、精的生理功

能；气的基本概念、气的生成、气的运动与气化、气的生理功

能、气的分类；血的基本概念、血的生成、血的循行、血的生

理功能；津液的基本概念、津液的代谢、津液的功能；精气血

津液之间的关系。

（五）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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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的基本概念与经络系统的组成；十二经脉的名称、走

向与交接规律、分布规律、表里关系、流注次序；奇经八脉的

概念和生理功能；经络的生理功能；经络学说的应用。

（六）体质

体质的概念、体质的形成、体质的特点、体质的标志；体

质的生理学基础；体质的分类。

（七）病因

六淫的概念、六淫致病的共同特点；风、寒、暑、湿、燥、

火（热）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疠气的基本概念和致病特点、

影响疠气产生的因素；七情的基本概念、七情与脏腑精气的关

系、七情内伤的致病特点；饮食不节、饮食不洁、饮食偏嗜；

过劳、过逸； 痰饮、瘀血、结石的基本概念、形成和致病特

点；药邪的形成和致病特点；医过的形成和致病特点；胎弱和

胎毒。

（八）病机

病机的概念；发病的基本原理、影响发病的因素、发病类

型；邪正盛衰、阴阳失调；精气血失常；津液失常；内生“五
邪”；病位传变、病性转化。

（九）养生防治原则

养生的意义、养生的基本原则、养生的方法；预防的意义、

预防的基本原则；扶正祛邪、治标治本、正治反治、调整阴阳、

调整脏腑、调理精气血津液、三因制宜。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

题等，主观题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客观题分值

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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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二十）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中药化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识记、理解、分析及应用能力。包括中药常

规提取分离方法必备知识；中药中各类活性成分的结构、理化

性质、提取分离及检识方法的原理及应用；包含各类活性成分

的重点中药材的提取分离的原理及应用。

（一）中药常规提取分离方法必备知识

1. 基础知识

中药化学、有效成分、无效成分、有效部位等基本概念；

中药化学研究对象及内容；学习中药化学的目的和意义；中药

中各类化学成分的溶解性能。

2. 中药中化学成分的提取方法

溶剂提取法的原理、提取溶剂的选择及提取具体方法；升

华法的原理；水蒸气蒸馏法的原理及应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的原理及应用。

3. 中药中化学成分的分离方法

提取液浓缩方法的原理及应用；系统溶剂分离法的原理及

应用；两相溶剂萃取法的原理及应用；结晶法的原理及应用；

沉淀法的原理及应用；盐析法的原理；透析法的原理；分馏法

的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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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色谱法的原理及应用；纸色谱法的原理及应用；凝胶

过滤色谱法的原理；大孔吸附树脂法的原理。

（二）中药中各类活性成分的结构、性质及提取分离

苷类、黄酮、醌类、苯丙素、生物碱、萜与挥发油、皂苷、

强心苷及鞣质等成分的结构、理化性质、提取分离及检识方法。

（三）重点中药材的提取分离

黄芩、槐米、大黄、麻黄、黄连、防己、秦皮、黄花蒿、

人参、甘草等中药材中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方法。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及多项

选择题等，主观题包括填空题、名词解释、鉴别题、简答题和

综合题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30%，主观题分值约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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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二十一）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教育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通过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用等层面考查学生对教

育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具体识记教育学的基础

知识，教育、教学基本理论，教师素养及教育法律法规；初步

运用教育教学理论分析教育现象，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一）教育基本理论

识记和理解教育的概念，教育的构成要素，教育的产生和

发展，教育的本质，不同历史形态教育的特征；明确教育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和掌握教育目的

的概念，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明确我国的教育目

的，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识记教育制度的概念，了

解我国学制的沿革与现行的学制，现代学制改革的趋势。

（二）教师素养及教育法律法规

明确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教师的角色和劳动特点，了解和

掌握当代教师的基本素养，熟悉和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

职业的相关论述，形成正确的教师观；明确学生的地位和作用，

形成正确的学生观；明确师生关系的内涵，师生关系的类型，

掌握社会主义师生关系的特征，形成正确的师生关系观，掌握

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本方法；熟悉我国现行的主要教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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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含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能运用基本的法律知识分析教育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和解决常

见的法律问题。

（三）课程与教学论

理解课程的概念，掌握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

及具体目标；理解教学的概念，明确教学的作用与地位，明确

教学过程的规律，明确和理解常见的教学原则，掌握常用的教

学方法，了解班级授课制的概念和特点，熟悉教学工作的基本

环节，掌握备课、上课、学生成绩评定等环节的基本要求，能

进行初步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组织。

（四）德育及班级管理

理解和掌握德育的概念，德育的地位，现代德育的功能，

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了解德育的途径，掌握德育的基本方法；

掌握班级管理的概念，明确组织和培养班集体的基本方法。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分值 75 分，考试时长 60 分
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

判断题等，主观题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

等，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

教育学与心理学组成同一张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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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说明（二十二）

山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心理学考试说明（试行）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内容

本考试科目定为教育心理学，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心理学绪

论、学生心理、一般学习心理、分类学习心理、教学心理、教

师心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一般学习心理、分类学习心理等部

分的内容。

（二）考试要求

教育心理学要求测试识记、理解与掌握、应用等几种能力。

其中以理解和掌握为主要考查内容，识记、应用为次要考查内

容。

1. 识记

要求考生对教育心理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达

到识记的程度。基本概念主要包括心理发展、教育心理学、最

近发展区、关键期、学习、学习动机、学习迁移、知识、技能、

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学习策略、品德、教学设计、课堂管

理等；基本原理包括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各种学习理论的基

本观点、各种分类学习形成的过程与基本特征；教学测量与评

价的方法；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与内容、教师专业成长的基本

阶段等。对以上内容能够有比较清晰准确的认识，并能做出正

确的判断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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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和掌握

理解和掌握，指在识记的基础上，认知领会并能做出正确

解释。对教育心理学中以下内容：心理发展的主要理论；几种

主要的学习理论；学习动机理论；学习迁移理论及分类；知识

学习、技能学习；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学习策略的基本类型、

问题解决的过程与创造性思维的特征；教学目标分类、教学模

式的选择；教师成长的阶段等，做到理解，能够正确的判断和

识别。

3. 应用

能用所学知识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

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实际问题。

能够依据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特点探讨教学如何适应学

生的学习；运用学习理论分析实践中的问题；分析各种分类学

习中的现象并阐述如何提升学习效率；运用学习动机理论、学

习迁移理论阐述如何有效促进学习及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

力；运用教学设计理论、课堂管理理论等原理解决教学中存在

的实际问题，提高教学效果；运用教师心理研究成果探讨如何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分值 75 分，考试时长 60 分
钟。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

题、判断题等，主观题包括简答题、论述题或案例分析题等，

客观题分值约占 60%，主观题分值约占 40%。

心理学与教育学组成同一张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