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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干部综合知识考试大纲
（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推荐对象、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
为便于大学生士兵提干推荐对象、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了解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干部综合
知识与能力考试有关事项，特制定本大纲。

考试说明
一、考试时间
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推荐对象为 150 分钟。
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为 180 分钟。

二、试卷结构
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推荐对象：单项选择 145 题，其中：政治理论基本知识 15 题、军事知
识 50 题、基本常识 30 题、分析推理 50 题；综合能力 2 题。
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单项选择 195 题，其中：政治理论基本知识 15 题、军事知识 50
题、基本常识 30 题、科学文化知识 50 题（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各 10 题）
、分析推
理 50 题；综合能力 2 题。

三、试题分值
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推荐对象：满分为 400 分。其中政治理论基本知识、军事知识、基本
常识每题 2 分，共 190 分；分析推理每题 3 分，共 150 分；综合能力每题 30 分，共 60 分。
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满分 500 分。其中政治理论基本知识、军事知识、基本常识、科
学知识综合每题 2 分，共 290 分；分析推理每题 3 分，共 150 分；综合能力每题 30 分，共 60
分。
考试内容以本大纲划定的范围为准，以军事综合信息网“军队院校招生信息网”发布的相
关资料为参考。
（网址：http://www.zsxxw.m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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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与要求
【政治理论基本知识】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考核考生对哲学、政治、经济、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论证阐释、分析评价、探究解决问题的
能力，特别是能够正确阐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
与现实问题。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要点
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及其基本特征；物质、意识、运动、规律、实
践、真理、价值等基本概念；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唯物
辩证法的总特征、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的
辩证发展过程；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人
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作用；能够运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2．政治知识要点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职能和国家政权的组织
形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发展的历
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及其根本任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
大的梦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方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总目标、主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依法治国、爱
国统一战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
“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
澳门的成功实践、新时代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思想；当代国际社会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当代
国际社会概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全面从严
治党。
3．经济知识要点
商局、货币和价格的基本概念及真原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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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民收入的分配及现阶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经济全
球化的实质和影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知识要点
人生观的内容、作用，新时代革命军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与价值观，树立正确价
值观要处理好公与私、荣与辱、生与死的关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理想信
念的含义、特征、作用，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时代价值，革命军人要
把祖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法律的概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内容；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对一
般违法行为的制裁；犯罪的特征、种类，刑罚的特点、种类、作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规范；
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有关规定。
5．国防和军队建设知识要点
人民军队的历史与光荣传统；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指导意义；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内容要求、重大意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
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的目标引领；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我军新时代使命任务；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战略布局；聚焦能打仪
打胜仗强化练兵备战；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四铁”过硬部队的
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6．时事政治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时事。

【军事知识】
一、考试范围与要求
考核考生对军事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历史、军事高
技术、军兵种知识、军事地理和军事地形学、近期国内外军情以及其他军事常识。
1．军事思想了解中国古代、近代经典军事思想和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思想，包括主要军事思
想家的代表著作和主要观点，美、俄、曰、印的国防体制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等；了解和掌握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主要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以及江泽民国防和
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内容。
2．军事历史了解和掌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了解冷战期间世界
各热点地区发生的重大局部战争和事件，包括朝鲜战争、中东战争、越南战争、马岛战争、两
伊战争及古巴导弹危机等的基本情况与特点；了解冷战后世界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包括海湾
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情况与作战特点。
3．军事高技术主要了解军事高技术的基本种类、特点、应用及其对作战行动的主要影响等，
关注军事高技术新的发展动态。
4．军兵种知识主要了解和掌握我军军兵种的概念、基本结构及主战装备的种类、性能、特
点与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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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事地理和军事地形学了解军事地理和海洋法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世界主要山脉、河
流、海峡、水道、海区等军事地理基本知识和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
海等海洋法相关基本概念；了解和掌握地形学知识，主要包括地形图的初步识别和基本运用。
6．近期国内外军情跟踪了解近期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军情，熟悉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了解朝
核问题、叙利亚局势及国际反恐形势；了解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及其对我国和亚太地区形势的影
响；关注我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重大演习演训活动；了解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基本情况。
7．其他军事常识了解和掌握共同条令；了解单兵战术基础与防护、军队基层管理的基本知
识等。

【基本常识】
考核考生对历史、管理、经济、文学、艺术、自然、地理、环境和科技等内容的了解。
历史部分主要了解我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世界古代史、近现代史等内容；管理部分主要
了解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原理；经济部分主要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等方面的基本
理论；文学部分主要了解中外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作品；艺术部分主要了解音乐、绘画、舞蹈、
影视等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和重要作品;自然部分主要了解生物学、天文学、气象、水文等与生
活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界相关知识；地理部分主要了解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相关知识；
环境部分主要了解环境与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科学技术部分主要了解科技发展史以及与生活
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

【科学知识综合】
【语文】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考核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表现为六个层级：
A．识记（指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识别、记忆语言基础知识和名句
名篇等）
；
B．理解（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领会并
解释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
C．分析综合（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层级，
要求能够筛选材料中的信息，分解剖析相关现象和问题，并予以归纳整合）；
D．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
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
E．表达应用（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表达方
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
F．探究（指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发现、有创见，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的基础，
在创新性思维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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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现代文阅读
（1）文学类文本阅读
理解：了解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载体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理解文中重要词语、
句子的含义。
分析综合：分析作品结构，概括作品主题;分析作品体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
鉴赏评价：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舍义，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欣赏作品的形象，赏析作
品的内涵，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何出评价。
探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讨作者的创作背景
和创作意图；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创意的解读。
（2）实用类文版阅读
理解：了解传记、新闻、报告、科普文章的文体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理解文中重要
概念、重要句子的含义。
分析综合：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语言特色，把握文章结构，概括中心意思；分析
文本的文体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
鉴赏评价：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评价文本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对文本的
某种特色作深度的思考和判断。
探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探讨作者的写作背景
和写作意图；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3）论述类文本阅读
理解:了解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书评等论述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达方式；理解
文中重要概念和重要句子的含义。
2．古代诗文阅读
识记：默写常见的诗文名句。
理解：掌握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理解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
略和词类活用等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分析综合：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
态度。
3．语言文字运用
识记：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
表达应用：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正确使用词语；辨析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
余、结构混乱等常见病句；扩展语句，压缩语段；选用、仿用、变换句式；正确运用比喻、比
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设问、反问等常见修辞方法；语言表达准确、连贯、简
明、得体、鲜明、生动。
4．写作
基础等级：符合题意；符合文体要求；感情真挚，思想健康；内容充实，中心明确；语言
通顺，结构完整；标点正确，无错别字。
发展等级：深刻（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观点具有启发性）
；丰富
（材料丰富，论据充实，形象丰满，意境深远）；有文采（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
手法，文句有表现力）
；有创新（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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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色彩）
。

【数学】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重点考核考生对基本知识的了解、对基本定理的理解、对基本方法的应用，要求考生善于
从本质上抓住数学知识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突出考核考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抽象概括能力、
推理论证能力、运算求解能力以及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集合
了解集合的含义、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能用自然语言、图形语言、集合语言（列举法
或描述法）描述不同的具体问题；理解集合之间包含与相等的含义，能识别给定集合的子集；
在具体情境中，了解全集与空集的含义。
理解两个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的含义，会求两个简单集合的并集与交集；理解在给定集合中
一个子集的补集的含义，会求给定子集的补集；能使用韦恩（Venn）图表达集合的关系及运算。
2．简单逻辑
理解命题的概念，了解“若”“且”“非”形式的命题及其逆命题、否命题与逆否命题，会
分析四种命题的相互关系；理解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充要条件的意义；了解逻辑联结词“或”
“且”“非”的含义；理解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意义；能正确地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进行否
定。
3．函数
了解构成函数的要素，会求一些简单函数（根式函数、分式函数、对数函数等）的定义域
和值域；了解映射的概念；在实际情境中，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恰当的方法（如图像法、列
表法、解析法）表示函数；了解简单的分段函数，并能简单应用；理解函数的单调性、最大（小）
值及其几何意义；会求简单函数的最大（小）值问题；结合具体函数，了解函数奇偶性的含义；
会运用函数图像理解和研究函数的性质；理解幕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的定义、图像和性
质；结合二次函数的图像，了解函数的零点与方程根的联系，判断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存在性及
根的个数；了解函数模型（如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幕函数、分段函数等在社会生活中普遍使
用的函数模型）的广泛应用。
4．数列
了解数列的概念和几种简单的表示方法（列表、图像、通项公式）
；了解数列是自变量为正
整数的一类函数。
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掌握等差、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与前 n 项和公式；能在
具体的问题情境中识别数列的等差关系或等比关系，并能用有关的知识解决相应的问题；了解
等差数列与一次函数、等比数列与指数函数的关系。
5．三角函数
了解任意角的概念：了解弧度制概念，能进行弧度与角度的互化；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数（正
弦、余弦、正切）的定义；能利用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推导出正弦、余弦、正切的诱导公式，
能画出 y = sin x ， y = cos x ， y = tan x 的图像，了解三角函数的周期性；理解正弦函数、余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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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区间 [ 0 , 2π ] 的性质（如单调性、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与坐标轴交点等）；理解正切函数在区

=
y A sin (ω x + φ ) 的性质和物理意义，
间的单调性；理解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了解函数
=
y A sin (ω x + φ ) 的图像，了解参数 A , ω , φ 对函数图像变化的影晌；了解三角函数是描
能画出
述周期变化现象的重要函数模型，会用三角函数解决一些简单实际问题；掌握两角差的余弦公
式，两角差的正弦、正切公式，两角和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掌握二倍角的正弦、余弦、
正切公式，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掌握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并能解决一些简单的三角形度量
问题和一些与测量、几何计算有关的实际问题。
6．向量及其应用
了解向量的实际背景；理解平面向量的概念，理解两个向量相等的含义；理解向量的几何
表示。
掌握向量加法、减法的运算，并理解其几何意义；掌握向量数乘的运算及其几何意义，理
解两个向量共线的含义。
了解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及其意义；掌握平面向量的正交分解及其坐标表示；会用坐标表
示平面向量的加法、减法与数乘运算；理解用坐标表示的平面向量共线的条件。
理解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含义、物理意义及其与向量投影的关系；掌握数量积的坐标表达式，
会进行平面向量数量积的运算；能运用数量积表示两个向量的夹角，会用数量积判断两个平面
向量的垂直关系；会用向量方法解决某些简单的平面几何问题；会用向量方法解决简单的力学
问题与其他一些实际问题。
了解空间向量的概念、基本定理及其意义，掌握空间向量的正交分解及其坐标表示；掌握
空间向量的线性运算及其坐标表示；掌握空间向量的数量积及其坐标表示，能运用向量的数量
积判断向量的共线与垂直。
理解直线的方向向量与平面的法向量；能用向量语言表述直线与直线、直线与平画、平面
与平面的垂直、平行关系；能用向量方法证明有关直线和平面位置关系的一些定理（包括三垂
线定理）
；能用向量方法解决直线与直线、直线与平画、平面与平面的夹角的计算问题，了解向
量方法在研究立体几何问题中的应用。
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会用空间直角坐标表示点的位置；会推导空间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7．不等式
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一元二次不等式模型；通过函数图像了解一元二次不等式与相应的
二次函数、一元二次方程的联系；会解一元二次不等式，对给定的一元二次不等式，会设计求
解的程序框图；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了解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几何意义，
能用平面区域表示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会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一些简单的二元线性规划问题，
并能加以解决；会用基本不等式解决简单的最大（小）值问题。
8．直线和圆的方程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结合具体图形，确定直线位置的几何要素；理解直线的倾斜角和斜
率的概念，掌握过两点的直线斜率的计算公式；能根据两条直线的斜率判定这两条直线平行或
垂直；掌握直线方程的几种形式（点斜式、两点式及一般式），了解斜截式与一次函数的关系；
能用解方程组的方法求两直线的交点坐标；掌握两点间、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会求两条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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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间的距离。
掌握确定圆的几何要素、标准方程与一般方程；能根据给定的直线、圆的方程判断直线与
圆的位置关系；能根据给定两个圆的方程判断两圆的位置关系；能用直线和圆的方程解决一些
简单的问题；初步了解用代数方法处理几何问题的思想。
9．圆锥曲线方程
了解圆锥曲线的实际背景，了解圆锥曲线在刻画现实世界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掌握
椭圆、抛物线的定义、几何图形、标准方程及简单性质；了解双曲线的定义、几何图形和标准
方程，知道它的简单几何性质；了解圆锥曲线的简单应用；理解数形结合的思想；了解方程的
曲线与曲线的方程的对应关系。
10．平面、直线和简单几何体
理解空间直线、平面位置关系的定义，并了解可作为推理依据的公理和定理；以里提及的
基本定义、公理和定理为出发点，认识和理解空间中线面平行、垂直的有关性质与判定原理；
能运用公理、定理和已获得的结论证明一些空间位置关系的简单命题。
认识柱、锥、台、球及其简单组合体的结构特征，并能运用这些特征描述现实生活中简单
物体的结构；能画出简单空间图形（长方形、球、圆柱、圆锥、棱柱等的简易组合）的三视图，
能识别上述三视图所表示的立体模型，会用斜二侧面法画出它们的直观图；会用平行投影与中
心投影两种方法，画出简单空间图的三视图与直观图，了解空间图形的不同表示形式；会画某
些建筑物的视图；了解球、棱柱、凌锥、台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
11．排列、组合和二项式定理
理解分类加法记数原理和分步乘法记数原理；会用分类加法记数原理或分步乘法计数原理
分析和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理解排列、组合的概念；能利用计数原理推导排列数公式、组合数公式；能解决简单的实
际问题。
能用计数原理证明二项式定理，掌握二项式定理的定义及展开式的第项通项公式；理解二
项式系数与项的系数的差异；会用二项式定理解决与二项展开式有关的简单问题（知二项式求
其特定项系数，知二项式求其项的系数的和）
。
12．概率与统计
了解随机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和频率的稳定性，了解概率的意义，了解频率与概率的区别；
理解古典概型及其概率计算公式，会计算一些随机事件所含的基本事件数及事件发生的概率；
了解几何概型的意义；会用排列、组合的公式计算一些等可能性事件的概率；了解互斥事件和
相互独立事件的意义，会用互斥事件的概率加法公式计算一些事件的概率；理解 n 次独立重复
试验的模型，并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理解取有限个值的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的概念，了解分布列对于刻画随机现象的重
要性；了解超几何分布及其导出过程；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理解取有限值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数学期望（均值）
、方差的概念，会求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均值）
和方差；利用实际问题的直方图，了解正态分布曲线的特点及曲线所表示的意义；了解独立性
检验（只要求 2x2 列联表）和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简单应用。
理解随机抽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会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总体中抽取样本；了解分层抽
样和系统抽样方法。
了解分布的意义和何用，会列频率分布表，会画频率分布直方图、频率折线图、茎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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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理解样本数据标准差的意义和作用，会计算数据标准差；能从样本数据
中抽取基本的数字特征（如平均数、标准差）
，并给出合理解释；会用样本的频率分布值计总体
分布，会用样本的基本数字特征估计总体的基本数字特征，理解用样本倍计总体的思想；会用
随机抽样的基本方法和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了解两个有关联变量的数据的散点图，会利用散点图认识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了解最小二
乘法的思想，能根据给出的线性回归方程系数公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13．数学归纳法与极限
了解合情推理的含义，能利用归纳和类比等进行简单的推理，了解合情推理在数学发现中
的作用；了解演绎推理的重要性，掌握演绎推理的基本模式，并能运用它们进行一些简单推理;
了解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了解直接证明的基本方法一一分析法和综合法；了解分析法和综合法的思考过程、特点；
了解间接证明的基本方法一一反证法；了解反证法的思考过程、特点。
了解数学归纳法的思想方法，理解数学归纳法证明的原理，掌握数学归纳法证明的步骤和
适用范围；会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一些简单的数学命题。
14．导数及其应用
了解导数概念的实际背景，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
能用导数公式和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求简单函数的导数，能求简单的复合函数（仅限于形
如=
f α x + β 的复合函数）的导数。
了解函数单调性和导数的关系；了解函数在某点取得极值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会用导
数求函数的极大值、极小值（其中多项式函数一般不超过三次）；会求闭区间上函数的最大值、
最小值（其中多项式函数一般不超过三次）
。
15．复数
理解复数的基本概念；理解复数相等的充要条件；了解复数的代数表示法及其几何意义。
会进行复数代数形式的四则运算；了解复数代数形式的加、减运算的几何意义。

【英语】
一、考核范围与要求
考核考生对《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指定的英语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
以及运用相关语言知识进行读、写、译等语言交际活动的能力。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正确理解并掌握 3500 个英语常见单词的词义和词组的用法；掌握并能熟练应用英语的
时态、句型、语态、语气等语法知识。
（一）词类
名词：可数名词及其单复数、不可数名词、专有名词、名词所有恪；动词：动词的基本形
式、系动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助动词、情态动词；代词：人称代词、物主代词、反身
代词、指示代词、不定代词、疑问代词；数词：基数词和序数词；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
副词：比较级和最高级；介词和介词短语；连词；冠词。
（二）时态
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过去将来时，将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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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现在完成进行时。
（三）句法
句子成分：主语，谓语，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句子种类：陈述句，疑问句，
祈使句，感叹句；简单句的基本句型；主从复合句：宾语从句，状语从句，定语从句，主语从
句，表语从句；并列复合句；间接 51 语；省略句；倒装句；强调句；主谓一致。
（四）被动语态
（五）虚拟语气
（六）非谓语动词（动词不定式、动词的-ing 形式、动词的-ed 形式）
2．理解常见交际用语和功能意念的正确语言表达形式。
3．能够运用相关阅读技巧和方法，读懂书报杂志中有关公告、说明、广告等一般性话题及
具有军事特色的简短文章，并能从中获取相关信息，分析文章的基本结构，理解文章的主旨和
要义，根据上下文推断单词和短语的含义，把握文章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作出判断和推理。
4．能够正确运用英语的词汇、语法，通畅连贯地进行一般话题的汉英句子互译。
5．能够根据题目要求，运用所学语言知识，清楚连贯地进行书面表达。

【物理】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考核考生的知识、能力和科学素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物理在军事、生产与生活等
方面的应用，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
考生应具备对物理知识（主要包括物理基本概念、基本定理或定律、基本史实）的识记、
理解与分析综合的能力，以及应用初等数学与物理基本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力学
（1）质点的直线运动
了解参警系和质点的概念;理解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概念；掌握并能运用匀速直线运动与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解决简单问题。
（2）相互作用
理解力的概念，了解力的分类；掌握质点的受力（重力、弹力、摩擦力）分析以及力在合
成或分解时遵循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了解胡克定律；掌握并能运用共点力的平衡条件解决军事
与生活中的平衡问题。
（3）牛顿运动定律
掌握牛顿运动定律，并能综合运用牛顿运动定律和运动学规律分析求解军事或生活中的一
些简单问题；了解超重和失重现象。
（4）曲线运动
了解曲线运动的特点和条件；了解离心现象；理解运动的合成和分解；掌握平抛运动规律；
了解匀速圆周运动中的线速度、角速度、周期、向心力加速度等概念；掌握匀速圆周运动的向
心力公式，理解竖直平面内的圆周运动所涉及的临界问题与能量转化关系；能运用平抛运动规
律或圆周运动规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5）万有引力定律与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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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理解环绕速度，了解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理解万
有引力定律及其应用；了解卫星的轨道参量随轨道半径变化的规律。
（6）功和能
掌握恒力的功；掌握平均功率与瞬时功率；理解动能定理；掌握重力做功特点及其与重力
势能变化的关系；了解弹性势能；理解功能关系；掌握机械能守恒定律；能运用动能定理或机
械能守恒定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7）碰撞与动量
了解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的概念；了解动量与冲量的概念，理解动量定理；掌握动量守
恒定律及其在一维情况下的应用。
（8）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了解单摆周期公式；了解弹簧振子；理解简谐运动的三角函数公式、振幅、周期、频率和
图像。了解机械波的产生条件；了解横波与纵波的概念；理解横波波动的图像以及波的传播规
律；了解波速、波长和频率的关系；了解波的平涉与衍射现象。
2．电磁学
（1）电场
了解物质的微观电结构；了解元电荷的概念；了解电荷守恒定律；掌握真空中的库仓定律；
理解电场强度的概念，掌握点电荷的场强公式；了解电场线、匀强电场的概念；了解电势、电
势差、等势面的概念；掌握匀强电场中电势差和电场强度的关系；了解电势能的概念，了解电
场力做功与电势能变化的关系；掌握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规律；了解电容的概念，了
解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压、电荷量及其电容的关系；能解决带电粒子在复合场（重力场与匀强电
场）中的简单问题。
（2）电路
了解导体、半导体与绝缘体的概念；理解部分电路欧姆定律；了解电阻定律；了解电阻的
串联、并联关系；了解电流、电功、电功率等概念；了解焦耳定律；理解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等概念；理解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路端电压与负载的关系、闭合电路中的能量转化关系。
（3）磁场
了解磁场、磁感应线、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等概念；了解无限长载流直导线周围和载流
长直螺线管内磁场的方向；了解安培力的概念；掌握通电直导线在匀强磁场中所受安培力的方
向的判断相电流方向与磁感应强度方向垂直情况下安培力大小的计算；掌握洛伦兹力公式；掌
握运动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只限于带电粒子的运动速度方向与磁感应强度方向垂直
的情况）
。
（4）电磁感应
了解磁通量的概念，了解电磁感应现象、自感现象、涡流现象；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掌握楞次定律或右手定则判断感应电流的方向；掌握直导体切割磁感线时的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的判断及其大小的计算（只限于直导线与杆的运动万向及磁感应强度方向都垂直的情况）。
（5）交变电流
了解交流发电机基本原理；了解正弦交变电流的最大值、有效值值、周期和频率；了解正
弦交变电流的图像和三角函数表达式；理解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了解远距离高压输电的基本原
理。
（6）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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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磁波的产生及其传播；了解电磁波谱。
3．原子和原子核
（1）原子结构
了解 α 粒子散射实验、原子的核武结构模型；了解氢原子光谱；了解氢原子的能级结构。
（2）原子核
了解原子核的组成、天然放射现象；了解爱因斯坦质能万程；了解重核的裂变、轻核的聚
变、结合能、质量亏损。
4．热学
（1）分子动理论
了解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实验依据；了解阿伏加德罗常数；了解温度是分子热运动剧
烈程度的标志；了解内能以及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式。
（2）固体、液体与气体
了解固体的微观结构；了解晶体与非晶体的概念；了解液体的表面张力现象；了解相对湿
度的概念；了解气体状态参量；掌握气体实验三定律（玻意耳定律、查理定律、盖·吕萨克定律）；
了解 p-v 图、P-T 图及 V 一 T 图；掌握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3）热力学定律与能量守恒
了解热刀学第一定律；了解能量守恒定律。
5．光学
（1）几何光学
了解折射率、光疏介质、光密介质等概舍；掌握光的反射定律、光的折射定律、光的全反
射现象。
（2）光的本性
了解光的平涉（双缝平涉、薄膜平涉）现象和衍射现象；了解双缝干涉的条织间距与波长
的关系；了解光的电磁本性；了解光电效应；了解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了解光的波粒二象
性。
6．单位制
了解中学物理中涉及的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和其他物理量的单位。

【化学】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考核考生对中学化学墓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实验方法的了解、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关
注与中学化学有关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军事应用，突出考核考生运用中学化学
知识分析解决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1．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1）物质组成、性质和分类
理解分子、原子、离子等概念的含义，了解原子团的定义；理解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区
到与联系；掌握混合物和纯净物、单质和化合物、金属和非金属的概念；理解酸、碱、盐、氧
化物的概念及其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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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用语及常用物理量
熟记并正确书写常见元素的名称、符号；熟悉常见元素的化合价，能根据化合价正确书写
化学式（分子式）
，或根据化学式判断元素化合价；熟记并正确书写常见离子的名称及符号；了
解原子结构示意图；掌握化学式、结构式和结构简式表示方法；掌握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分子
质量的定义，并能进行有关计算；理解质量守恒定律的含义；能正确书写和配平各类化学方程
式（化学反应方程式、离子反应方程式、电极反应方程式、电池反应方程式、电解反应方程式），
并能进行有关计算；掌握物质的量（n）及其单位一摩尔（mol）；掌握摩尔质量（M）、气体摩
尔体积（Vm）
、物质的量浓度（c）和阿伏加德罗常数（NA）的含义；能根据物质的量与微粒（原
子、分子、离子等）数目、气体体积（标准状况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有关计算。
（3）溶液
理解溶液的定义；理解溶液的组成、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的概念，并能进行有关计算；
理解解度、饱和溶液的概念；掌握配制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方法；了解胶
体是一种常见的分散系，了解溶液与胶体的区到。
（4）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理解元素、核素和同位素的含义；了解原子结构；了解原子序数、核电荷数、质子数、中
子数、核外电子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了解元素周期表中周期
和族的确定原则；掌握短周期（第 I、II 和 III 周期）元素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了解常见金属
（如 Na、Mg、AI、Ca、Fe、Cu、Zn 等）和非金属元素（如 H、C、N、0、F、P、S、CI 等）在
周期表中的位置；以短周期（第 I、II 和 III 周期）元素、第一主族（IA）和第七主族（VIIA）
元素为例，了解金属和非金属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了解化学键的定义；了解离子键、共价键
的形成。
（5）化学反应与能量
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和本质；掌握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能正确书写和配平氧化还原
反应方程式；掌握常见氧化还原反应的相关计算；了解吸热反应、放热反应、反应热等概念；
了解热化学方程式的舍义；理解原电池和电解池的工作原理；能正确书写和配平电极反应方程
式和总反应方程式；了解常见化学电源的种类及其工作原理；理解金属发生电化学腐蚀的原因、
金属腐蚀的危害、防止金属腐蚀的措施。
（6）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
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理解化学反应的可逆性；理解化学平衡建立的过程；掌握外界
条件（浓度、温度、压强、催化剂等）对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的影响。
（7）电解质溶液
掌握电解质、强电解质、弱电解质的概念；理解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以及电解质溶
液的导电性；理解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平衡；掌握水电离、离子积常数（KW）；掌握溶
液 pH 的定义、测定方法，能进行 pH 的简单计算；理解盐类水解的原理及影响因素；掌握离子
反应的概念、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掌握常见离子的检验方法。
2．常见无机物及其应用
（1）常见金属元素
掌握常见金属单质的活动性顺序；掌握常见金属（如 Na、Mg、AI，Ca、Fe、Cu、Zn 等）
及其重要化合物的主要性质和应用。
（2）常见非金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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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常见非金属元素单质（如 H、C、N、0、F、Si、P、S、CI 等）及其重要化合物的主要
性质和应用。
3．常见有机物及其应用
了解有机化合物的概念；了解同系物、同分异构体的概念；了解常见奇机物的官能团（烷
烃、烯烯烃、芳香烃、醇、酚、醚、醛、酮和酸）；能根据有机物命名原则命名简单的育机物；
了解甲烷、乙烯、苯、乙醇、苯酚、乙酸、乙醛、糖类、油脂、蛋白质的组成和主要性质及其
重要应用；能根据有机化合物的元素含量、相对分子质量确定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式。
4．化学实验墓础
了解化学实验室常用仪器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法；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加热、常压
蒸馏、萃取、重结晶、酸碱中和滴定）；了解实验室一般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方法；掌握常见气体
（H2、O2、CI2、HCI，CO2、SO2、SO3、H2S、NO、NO2、NH3、CH4、C2H4、C2H2）的实验室
制备方法（所用试剂、仪器、反应原理和收集方法）
；能对常见物质进行检验、分离和提纯；能
根据要求自己制溶液；能根据实验试题的要求进行分析并得出合理结论。
5．化学的应用
（1）化学与健康了解化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了解营养物质（水、无机盐、微量元素、脂
肪、淀粉和蛋白质）的来源及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了解与食品、药品安全相关的化学知识。
（2）化学与环境保护
了解水污染的化学特性（如重金属离子的危害、水体消毒和净化等）；了解大气主要污染物；
了解减少大气污染的原理和方法（如酸雨的形成和控制，汽车尾气、工业废气等的排放和控制）
；
了解"白色污染"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3）化学与军事
了解中学化学知识和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如军事环境特征、武器装备防腐、火箭燃料、
化学毒气等）。

【分析推理法】
考核考生在观察、理解、分析、推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判断推理
考核考生根据题目给出的一套图形，或一个算式，或表达逻辅关系的一段文字，理解把握
事物间关系和判断推理的能力，以及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语言理解
考核考生迅速准确地理解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包括根据材料查找主要信息;正确理解材料
中指定词语、语句的准确含义;概括归纳材料的观点，判断材料表达的态度、意图、目的;准确
地遣词用字等。
三、资料分析
考核考生对文字资料、图表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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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
考核考生阅读理解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给定资料主要涉及思想教育、
基层管理、组织训练等与部队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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