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管理类 综合能力 与 英语二 考试大纲

一、综合能力

I. 考试性质

综合能力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管理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

选拔性质的全国招生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专业学

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养潜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

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专业上择优选拔，确保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II. 考查目标

1．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论证等逻辑思维能力。

3．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分析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

III.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2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三、试卷内容与题型结构

数学基础 75 分，有以下两种题型：

问题求解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



条件充分性判断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逻辑推理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写作 2 小题，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 30 分,论说文 35 分

共 65 分

IV. 考查内容

一、数学基础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数学基础部分主要考查考生的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和数据处理能力，通过问题求解和条件充分性判断两种形式来测试。

试题涉及的数学知识范围有：

（一）算术

1．整数

（1）整数及其运算

（2）整除、公倍数、公约数

（3）奇数、偶数

（4）质数、合数

2．分数、小数、百分数

3．比与比例

4．数轴与绝对值

（二）代数

1．整式

（1）整式及其运算



（2）整式的因式与因式分解

2．分式及其运算

3．函数

（1）集合

（2）一元二次函数及其图像

（3）指数函数、对数函数

4．代数方程

（1）一元一次方程

（2）一元二次方程

（3）二元一次方程组

5．不等式

（1）不等式的性质

（2）均值不等式

（3）不等式求解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元二次不等式，简单绝对值不等式，简单分式不等式。

6．数列、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三）几何

1．平面图形

（1）三角形

（2）四边形

矩形，平行四边形，梯形。

（3）圆与扇形



2．空间几何体

（1）长方体

（2）柱体

（3）球体

3．平面解析几何

（1）平面直角坐标系

（2）直线方程与圆的方程

（3）两点间距离公式与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四）数据分析

1．计数原理

（1）加法原理、乘法原理

（2）排列与排列数

（3）组合与组合数

2．数据描述

（1）平均值

（2）方差与标准差

（3）数据的图表表示

直方图，饼图，数表。

3．概率

（1）事件及其简单运算

（2）加法公式

（3）乘法公式



（4）古典概型

（5）伯努利概型

二、逻辑推理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逻辑推理部分主要考查考生对各种信息的理解、分析和综合，以及

相应的判断、推理、论证等逻辑思维能力，不考查逻辑学的专业知识。试题题材涉及自然、

社会和人文等各个领域，但不考查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试题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概念

1．概念的种类

2．概念之间的关系

3．定义

4．划分

（二）判断

1．判断的种类

2．判断之间的关系

（三）推理

1．演绎推理

2．论证评价

（1）加强

（2）削弱

（3）解释

（4）其他



3．谬误识别

（1）混淆概念

（2）转移论题

（3）自相矛盾

（4）模棱两可

（5）不当类比

（6）以偏概全

（7）其他谬误

三、写作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考查考生的分析论证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通过论证有效

性分析和论说文两种形式来测试。

1．论证有效性分析

论证有效性分析试题的题干为一篇有缺陷的论证，要求考生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若

干要点，评论该论证的有效性。

本类试题的分析要点是：论证中的概念是否明确，判断是否准确，推理是否严密，论证是

否充分等。

文章要求分析得当，理由充分，结构严谨，语言得体。

2．论说文

论说文的考试形式有两种：命题作文、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每次考试为其中一

种形式。要求考生在准确、全面地理解题意的基础上，对命题或材料所给观点进行分析，表

明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

文章要求思想健康，观点明确，论据充足，论证严密，结构合理，语言流畅。



二、考研英语(二)大纲新变化

1、新增单词

1. ascribe v. 把...归因于

2. benevolen a. 仁慈的;善意的;和蔼的

3. broker n. 代理人;股票经纪人

4. buffer n. 缓冲物;减震器;老顽固

5. choir n.唱诗班;合唱团

6. chunk n.大块;相当大的量

7. custody n.拘留;监禁;保管

8. decree n.法令;裁定;vt.颁布;裁决

9. discharge vt.允许出院，退伍;解雇，解散;排放;清偿;履行;卸下; vi.流出，

10. eradicate vt.根除;扫除

11. hybrid n.杂交物;混合物;a.混合的

12. landscape n.地貌;风景画

13. pottery n.陶器;陶器厂;制陶手艺，制陶行业\

14. predator a.捕食性的;掠夺成形的

15. strand vt.使...搁浅;使...受困，滞留;n.海滨，湖岸; n.股;缕;串

2、删减单词

1. meditate

2. neutron

3. shilling

4. traitor

5. treason



6. vowel

7. zebra

3、新增一种大作文命题形式——根据短文进行写作

2023 考研大纲大作文写作新增样题：

题目来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版英语二考试大纲(非英语专业)

48. Directions:

Read the following excerpt from an article and write an essay. In your

essay, you should explain whether or to what extent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Support your argument with reasons and relevant examples.

Write your answer in about 150 words on the ANSWER SHEET.(15 points)

Studies in the U.S. and the U.K. consistently show that children have lost

the right to wander. This is why many of our youth turn to technology. They

aren't addicted to the computer; they're addicted to interaction, and being

around their friends. Children, and especially teenagers, don't want

to only socialize with parents and siblings; they want to play with their peers.

That's how they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And we've robbed them of that

opportunity. We're raising our children in captivity and they turn to technology

to socialize，learn and relax. Why are we blaming the screens?

【测试】上面这段所给文字您读懂了吗？来核对一下吧。 题目所给短文

的参考文：



美国和英国的研究表明，儿童已经失去了漫游闲逛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

年轻人会 求助于科技产品。他们并不是对电脑上瘾；他们其实是沉迷于与人互动，和朋友在

一起。孩子们， 尤其是青少年，不想只和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交往；他们想和同龄人一起

玩。这就是他们理解这个 世界的方式。而我们剥夺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在囚禁中抚养

孩子，他们只能转向科技产品来进行 社交、学习和放松。我们为什么要怪罪于电子产品

呢？

再看看题干要求：

Read the following excerpt from an article and write an essay. In your

essay, you should explain whether or to what extent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Support your argument with reasons and relevant examples.

阅读下面这段选自某文章的摘录，并写一篇文章。在你的文章中，应说明你是否同

意或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作者的观点，并用理由和相关的例子来论证你的观点。

Write your answer in about 150 words on the ANSWER SHEET.(15 points)

Q1: 难度提升了吗？

A:写作难度有所提升。

Q2: 备考需要调整么？

A:

1) 因为绝大部分没有变化，所以继续按照原节奏备考即可； 之前学过的不会白费；

2) 也不用担心还有好多新增知识点要学；



3) 如果要说调整，就是加大背单词的力度，不然，大作文可能因为看不懂短文而提炼

不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