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7 心理学基础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心理学基础综合是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选拔性质的入学

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考查考生是否具备攻读科学型应用心理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所需要的心理学相关的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评价标准是高等

院校心理学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

二、考查目标

心理学基础综合涵盖：普通心理学、心理研究方法、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

统计与心理测量学。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心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

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心理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和

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300 分。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 闭卷、笔试。

3. 试卷内容结构

普通心理学 约 60 分

心理学研究方法 约 70 分

心理咨询与治疗 约 50 分

心理统计学 约 60 分

心理测量学 约 60 分

参考书目：

（1）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 年或之后

版本

（2）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肖内西等著，张明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3）心理咨询与治疗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 江光荣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或之后

版本

（4）心理统计与心理测量学

《心理统计导论》，理查德·鲁尼恩等著，林丰勋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心理与教育测量》，戴海崎等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或之后版本

4. 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 45 小题，每小题 2分， 共 90 分

名词解释 10 小题，每小题 5分， 共 50 分

简答题 10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100 分

综合题 2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60 分

四、考查内容

Ⅰ 普通心理学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第一节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

第二节 心理学的任务

第三节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

第二章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一节 神经系统的进化

第二节 神经元

第三节 神经系统



第四节 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第五节 内分泌腺和神经体液调节

第二编 人的信息加工

第三章 感觉

第一节 感觉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视觉

第三节 听觉

第四节 其他感觉

第四章 知觉

第一节 知觉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知觉的特性

第三节 空间知觉

第四节 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

第五节 错觉

第五章 意识和注意

第一节 意识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第三节 注意的一般概述

第四节 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

第六章 记忆

第一节 记忆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三节 感觉记忆

第四节 短时记忆

第五节 长时记忆

第六节 内隐记忆

第七章 思维

第一节 思维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表象与想像



第三节 表象与思维的脑机制

第四节 概念与推理

第五节 问题解决

第八章 语言

第一节 语言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语言的神经生理机制

第三节 语言理解

第四节 语言产生

第三编 行为调节和控制

第九章 动机

第一节 动机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动机的种类

第三节 动机的理论

第四节 意志行为

第十章 情绪

第一节 情绪的概念

第二节 情绪与脑

第三节 情绪的外部表现——表情

第四节 情绪理论

第五节 情绪的调节

第四编 人的心理特征

第十一章 能力

第一节 能力的概念

第二节 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第三节 能力的测量

第四节 情绪智力

第五节 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第十二章 人格

第一节 人格的概念



第二节 人格理论

第三节 认知风格

第四节 人格成因

第五编 活动与发展

第十三章 学习

第一节 学习的一般概念

第二节 学习理论

第三节 动作技能学习

第四节 学习的规律

第十四章 人生全程发展

第一节 发展及相关概念

第二节 身体、动作与感知觉的发展

第三节 语言与认知发展

第四节 社会性发展

第五节 成年以后的发展

Ⅱ 心理学研究方法

第一编 一般问题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科学方法

第三章 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第二编 描述性方法

第四章 观察法

第五章 调查研究

第六章 行为的隐蔽测量

第三编 实验方法

第七章 独立组设计

第八章 重复测量设计

第九章 复合设计

第四编 应用研究



第十章 个案研究法和单被试设计

第十一章 准实验设计和项目评估

第五编 分析和报告研究结果

第十二章 数据分析与解释(Ⅰ)：描述数据，置信区间，相关

第十三章 数据分析与解释(Ⅱ)：统计显著性检验与分析

第十四章 心理学的学术交流

Ⅲ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人的发展与助人专业

第二节 心理咨询与治疗概述

第三节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心理咨询的要素

第一节 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共同要素

第二节 当事人

第三节 咨询师

第四节 其他变量

第三章 咨询目标

第一节 健全人格与咨询目标

第二节 咨询目标概述

第三节 确定咨询目标

第四节 价值与价值干预

第四章 咨询关系

第一节 咨询关系概述

第二节 工作同盟

第三节 助长条件

第四节 咨询关系与咨询师

第五章 咨询过程：阶段与结构化

第一节 对咨询过程的认识

第二节 咨询的基本阶段



第三节 结构化

第六章 咨询过程：会谈

第一节 会谈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倾听当事人

第三节 会谈技巧

第七章 咨询过程：深入

第一节 协助当事人探索

第二节 协助当事人领悟

第三节 协助当事人行动

第八章 个案厘析与评估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几种主要治疗理论的个案厘析

第三节 临床评估

第九章 专业伦理问题

第一节 当事人的利益和权利

第二节 咨询师与当事人关系

第三节 保密

第四节 其他伦理问题

第十章 精神分析疗法

第一节 概观

第二节 基本理论

第三节 精神分析的治疗

第四节 精神分析疗法评价

第十一章 行为疗法

第一节 概观

第二节 基本理论

第三节 行为治疗过程

第四节 治疗技术

第五节 行为治疗评价



第十二章 以人为中心疗法

第一节 概观

第二节 基本理论

第三节 治疗过程和策略

第四节 以人为中心疗法评价

第十三章 理情行为疗法

第一节 概观

第二节 基本理论

第三节 治疗过程和策略

第四节 理情行为疗法评论

第十四章 结构式家庭治疗

第一节 概观

第二节 基本理论

第三节 治疗过程和策略

第四节 结构家庭治疗评价

第十五章 其他疗法

第一节 现实疗法

第二节 多态治疗

第三节 森田疗法

Ⅳ 心理统计导论

第一章 统计学：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算术

第一节 什么是统计学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在统计中经常使用的术语界定

第四节 关于研究目标的一些用语

第五节 实验的方法

第六节 统计分析在研究中的作用

第七节 一个统计观测的完整实例

第二章 基本概念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统计符号的语法规则

第三节 求和规则

第四节 数据的类型

第五节 连续变量和非连续变量

第六节 尾数的取舍

第七节比率、频次、比例和百分数

第八节 整合

第三章 频次分布和图示法

第一节 将数据整理成频次分布表

第二节 累积频次分布表和百分等级

第三节 根据给定的百分等级求其相对应的分数

第四节 百分等级和参照组

第五节 分组频次分布表

第六节 探索性数据分析（EDA）

第七节 图示法

第八节 累积百分曲线图

第九节 频次曲线的形式

第十节 整合

第四章 集中量数

第一节 哪里有平均水平，哪里就有平均数

第二节 为什么要描述集中趋势？

第三节 众数

第四节 中数

第五节 算术平均数

第六节 平均数、中数及众数的比较

第七节 整合

第五章 差异量数

第一节 离中趋势：标准差和标准正态曲线



第二节 全距

第三节 四分位差（SIR）

第四节 平均差

第五节 标准差（s）和方差（s2）

第六节 标准差和标准正态分布

第七节 范例

第八节 用来估计误差和精确度的标准差

第九节 T分数的转换

第十节 应用

第六章 相关

第一节 相关的概念

第二节 皮尔逊相关 r和 z分数

第三节 利用原始数据计算相关系数 r

第四节 注意事项

第五节 相关矩阵

第六节 顺序量表变量与 r

第七章 回归和预测导论

第一节 线性回归

第二节 残差和标准误

第三节 可解释的变异与无法解释的变异

第四节 相关和因果

第五节 整合

第八章 概率

第一节 概率论简介

第二节 概率的方法

第三节 概率的性质

第四节 加法规则

第五节 乘法规则

第六节 概率和连续性变量



第七节 整合

第九章 推论统计导论

第一节 取样：幸存者的问题

第二节 抽样分布的概念

第三节 统计假设的检验：显著性水平

第四节 统计假设的检验

第五节 统计假设检验：两类错误

第十章 单样本显著性检验

第一节 导论：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第二节 统计假设检验：已知总体平均数和标准差

第三节 通过样本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点估计

第四节 参数未知时的统计假设检验：t检验

第五节 参数估计：区间估计

第六节 置信区间与置信限

第七节 皮尔逊相关系数 r的检验：单个样本

第八节 整合

第十一章 统计推论：双样本

第一节 两个独立样本的统计检验

第二节 通过样本数据估计σX1-X2

第三节 统计假设检验：t检验

第四节 t比率和方差齐性

第五节 两个相关样本的统计比较

第六节 独立样本设计与相关样本设计的比较

第七节 整合

第十二章 方差分析概述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平方和的概念

第三节 举例说明：双样本情况

第四节 方差分析的基本概念



第五节 以三个实验组为例

第六节 F值的解释

第七节 单变量实验设计：相关样本

第八节 以三个配对组为例

第九节 计算平方和与方差估计值

第十节 平均数之间的 Tukey’s HSD 显著性检验

第十一节 整合

第十三章 非参数显著性检验

第一节 导言

第二节 类别变量

第三节 单变量的χ2检验

第四节 类别变量的独立χ2检验

第五节 顺序量表变量

第六节 独立样本设计：曼-惠特尼 U检验

第七节 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Ⅴ 心理教育与测量

第一章 心理与教育测量概论

第一节 一般测量概述

第二节 心理与教育测量的性质

第三节 心理与教育测验的种类及其功能

第四节 心理与教育测量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及道德准则

第二章 心理与教育测量简史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心理与教育测量

第二节 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量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节 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量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章 经典测验理论的基本假设

第一节 心理特质及其可测性假设

第二节 测量误差及其来源

第三节 真分数及其有关假设



第四章 测量信度

第一节 信度概述

第二节 信度的估计方法

第三节 提高测量信度的方法

第五章 测量效度

第一节 效度概述

第二节 效度的评估

第三节 提高测量效度的方法

第六章 测验的项目分析

第一节 测验项目的难度

第二节 测验项目的区分度

第三节 猜测问题与猜测率

第四节 多重选择题的项目分析

第七章 测验常模

第一节 分数转换

第二节 分数合成

第三节 常模编制

第八章 心理与教育测验的编制与实施

第一节 编制心理与教育测验的基本程序

第二节 测验的实施

第九章 测验等值

第一节 测验等值概述

第二节 测验等值关系计算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常用测验等值设计介绍

第十章 目标参照测验

第一节 目标参照测验概述

第二节 目标参照测验的项目分析

第三节 目标参照测验的信度与效度

第四节 测验分数的解释——分数分界点的确定



第十一章 学绩测验

第一节 学绩测验概述

第二节 标准化学绩测验

第三节 教师自编课堂测验

第十二章 能力测验(上)

第一节 智力测验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个体智力测验

第三节 团体智力测验

第十三章 能力测验(下)

第一节 能力倾向测验

第二节 特殊能力测验

第三节 创造力测验

第十四章 人格测量

第一节 人格测量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自陈量表

第三节 投射测验

第十五章 其他心理与教育测验

第一节 焦虑测验

第二节 兴趣测验

第三节 态度和品德测量

第十六章 测量的综合应用

第一节 测量在心理咨询中的应用

第二节 测量在人事测评中的应用

第三节 测量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