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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心理学考研真题点评 

北京师范大学专硕 347（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 

【导读】 

2021 年考研初试已落下帷幕，辛苦备考的小伙伴们可以放下紧张的心情啦放松一

下啦~ 

比邻的教研老师们想对大家说：“坚持到现在的你已经很棒啦！放松过后，不管

是复试还是其他，准备开启下一场旅行吧！” 

对于 2022 考研的小伙伴们来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越早了解目标院校

的考察情况，就越早科学高效地备考。 

下面，文都比邻教研老师为大家深度解读 2021 北京师范大学专硕 347（临床与

咨询心理方向）考研真题，分值分布、出题特点、学科剖析及备考建议，快来查收吧！ 

一、真题题型及科目分值分析 

1.20 年21 题型科目分值分布 

科目 

单选题 

（2’*35=70’

） 

简答题 

（15’*4=60

’） 

论述题 

（35’*2=7

0’） 

案例分析题 

（50’*1=50’

） 

综合写作题 

（50’*1=50’

） 

科目总分 

心理学导论 20 1 1  

1 

90’ 

实验设计   1  35’ 

心理测量 5 1   25’ 

心理统计 10    20’ 

人格心理学  2  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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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 年与 年1 2020 的分布对比 

科目 
单选题 

（35 小题） 

简答题 

（4 小题） 

论述题 

（2 小题） 

案例分析题 

（1 小题） 

综合写作题 

（1 小题） 
总分 

年份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心理学导论 20 20 1 1 1 1   

1 1 

90 分 90 分 

实验设计 3    1 1   41 分 35 分 

心理测量 4 5 1 1     23 分 25 分 

心理统计 8 10       16 分 20 分 

人格心理学   2 2   1 1 80 分 80 分 

 70 分  70 分 60 分 60 分 70 分 70 分 50 分 50 分 50 分 50 分 300 分 

二、2021 年真题特点分析及解读 

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347（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的考试题型、题量及分

值与 2020 年相同，各科目分值占比变化不大：心理学导论占 90 分，人格心理学占

80 分，实验设计 35 分，心理测量 25 分，心理统计 20 分。从整体上来看，2021 依

然着重考察对于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与往年相同，仍旧有几道超纲题。总体难度

系数与 2020 年相比有所增加。具体学科的考察情况如下： 

1.2021 年变化及科目考试重点 

（ ）1 心理学导论 

①单选题：考了 20 道，考察的内容较为细致，知识点也比较基础，如

“心理学目标 光感受器细胞 行为主义 等。这就提醒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 "" " 需要

仔细阅读教材，注重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虽然有超纲题，如“催眠”，但是同

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常识，运用排除法等答题技巧，也可以选出正确答案。 

②简答题：考了 1 道，“遗忘的原因 ，" 虽然该知识点

在官方推荐教材《心理学与生活》上没有详细的解答，但是在《心理学考研知识精讲

》有相应的答案，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高频考点。 

③论述题：考了 道， 操作性条件作用设计一些操作，改变小狗的行为 。 年刚1 " " 20

考过“经典条件反射的机制，并解释一个心理现象 ，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不会再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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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这章的知识，其实从北师历年考题来看，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比如比较喜欢在

某些考点上重复出题、考察重点章节相关考点，因此，真题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同学

们一定要认真研读，要掌握真题涉及到的所有知识点及相关知识点。  

考试特点：心理学导论部分，历年都会出现超纲题，因此，对于 的同学而言2022

，你们在基础阶段，一定要全面复习，除了需要着重掌握大纲涉及的知识，还要全面

掌握《心理学与生活》这本教材上的知识，以及补充掌握《心理学考研知识精讲》的

重要知识。只有在基础阶段全面复习，才能在考试的时候以不变应万变。 

（ ）2 实验设计 

①单选题：21 年未曾考察单选，这是一个变化。 

②论述题：考了 1 道，"根据题干要求，设计一个研究方案“，以实验设计为主，

同时考察统计中的数据分析方法。跟 2020 相比，虽然难度有所增加，但考点相同。

实验设计的论述题是近几年每年都会出的题目，着重考察同学们的实验设计能力，需

要加强对实验设计的掌握。 

（ ）3 心理测量 

①单选题：考了 5 道，比 2020 多了 1 道。考察较为基础，主要考察了“误差

"“信度"“效度"“常见测验”等知识，同学们在备考时，结合大纲，理解知识并学会

应用。 

②简答题：考了 1 道，属于非常基础的知识“X=T+E"。结合往年的命题规律，同

学们要着重掌握测量学学科掌握基础，如误差、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等。 

（ ）4 心理统计 

单选题：考了 10 道，比 2020 多了 2 道。考察较为基础，主要考察“集中量

数”“标准差”“Z 分数”“百分位数”等知识点，出现的计算题均较为基础，因此，

同学们在备考时，着重掌握的基础概念、重点公式，学会基础计算。另外，还考察了

“直方图”，这是大纲中没有的考点，因此，同学们在备考的时候，需要注意把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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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虽然不在大纲中、但属于较为重要的基础知识。即在基础阶段需要进行全面复习，

打好基础。 

（ ）5 人格心理学 

①简答题：考了 2 道。第一道考的是常规考点：“防御机制中的反向形成，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可以直接用核心考点讲义上给同学们的例子。2020 刚考过防

御机制，2021 又考了，说明北师大确实喜欢重复考察某些考点，因此，需要认真研读

真题。 

另外一道是非常偏的知识：“社交焦虑”，偏变态心理学。大纲上没有变态心理

学，伯格的教材上有涉及。即北师的方向题会结合方向特点进行考核。因此，

同学们在备考的时候，除了大纲上列出的考点需要重点把握，还需要认真阅读教材，

尤其是偏变态心理学的知识，需要着重掌握。 

②案例分析题：考了 1 道。考察较为常规，考察“艾森克”。案例分析题考察同

学们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的能力，这要求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需要深入

理解知识，并学会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得到较高的分数。 

（ ）6 综合写作题 

综合写作题跟往年相比，难度相当，都是给一些研究，然后要求考生写科普文章。

在复习的时候，需要做强化训练。这道题确实比较难，但是同学们一定要下笔。可以

用真题中的材料练笔，然后与范文对照，不断训练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2.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专硕 347 考试特点总结如下： 

（ ）1 试题基本符合当年“《心理学专业综合》命题指导意见”（即考试大纲）中

规定的考查范围，题目考察知识点较基础较细致，有部分超纲题，需要在掌握教材的

基础上，补充重要知识。 

（ ）2 侧重考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切记不要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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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章节的3 重点内容会反复考查，需要认真研读真题。 

（4）有超纲题、部分知识比较偏，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时要全面，不能投机。 

三、复习建议 

1.紧扣北师大“《心理学专业综合》命题指导意见”和官方教材进行复习备考 

北师大每年都给给出“《心理学专业综合》命题指导意见”（即考试大纲），也

有官方推荐教材，真题中出现的绝大部分知识点，均来自教材，部分超纲考点在《心

理学考研知识精讲》上有。《北师大核心考点讲义》也会根据最新真题持续更新，为

同学们复习备考节省宝贵时间。 

2.基础阶段应做到全面复习备考 

2021 的考试中，除了考察大纲中的知识，有部分比较偏的题，还会有超纲题。另

外，根据北师 1-2 年就有变化的特点，2020 和 2021 非常相似，因此 2022 可能会发

生重大变化，因此同学们在基础阶段一定要认真全面的进行复习，

打好基础，这样即便出现超纲题、大纲变更、书单变更等情况，也能以不变应万变。 

3.注重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北师大的大部分题目考比较基础、相对简单，但是比较细致，注重考察同学们对

于知识的理解。因此，对于同学们来说，在复习备考中，不能只简单地满足于背诵，

而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运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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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文都比邻杨优优老师 

审校：文都比邻心理学教研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