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医科大学2017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0201内科学 01(全日制)心血管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内分泌与代谢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3(全日制)消化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感染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CET-4达425及以上

05(全日制)呼吸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6(全日制)泌尿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7(全日制)血液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202儿科学 01(全日制)新生儿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儿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儿内科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儿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203老年医学 01(全日制)老年呼吸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老年医学

02(全日制)老年心血管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老年医学

1002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脑血管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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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0204神经病学 02(全日制)周围神经病及
肌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03(全日制)循证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04(全日制)神经免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05(全日制)癫痫及睡眠障
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06(全日制)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100205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01(全日制)心境障碍基础
与临床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老年痴呆的基
础与临床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3(全日制)生物精神病学
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4(全日制)精神疾病免疫
学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0206皮肤病与性病
学

01(全日制)皮肤生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皮肤病与性病学

1002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分子诊断/细
菌耐药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0210外科学 01(全日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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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0210外科学 02(全日制)神经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3(全日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4(全日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5(全日制)整形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100211妇产科学 01(全日制)妇科肿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普通妇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生殖与遗传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围产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212眼科学 01(全日制)眼眶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眼科学

100213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耳与侧颅底外
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鼻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咽喉头颈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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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0214肿瘤学 01(全日制)肿瘤放射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肿瘤学

1002Z1临床药学 01(全日制)临床药理学-
临床药物安全有效性评价
及药代动力学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药学

100602中西医结合临
床

01(全日制)中西医结合临
床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8中医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④--无

西医综合

02(全日制)中医中药经典
方剂抗抑郁的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8中医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④--无

药学综合或西医综合

105101内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系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
谢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感染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肾脏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液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8(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风湿免疫系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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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5101内科学 09(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老年医学：
老年呼吸方向/老年心血
管方向/ARDS发生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肿瘤学：肿
瘤内科/肿瘤放射)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2儿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儿内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儿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儿外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儿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儿童保健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儿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神经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5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6皮肤病与性病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皮肤免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皮肤病与性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皮肤病理/
炎症性皮肤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皮肤病与性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皮肤病与性
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皮肤病与性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9外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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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5109外科学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胸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烧伤整形外
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0妇产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妇产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妇产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1眼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眼眶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眼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青光眼/白内
障等低视力眼病防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眼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2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耳与侧颅底
外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鼻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咽喉头颈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4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神经康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CET-
6达425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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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第一临床医学院
（300人）

105114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骨科康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CET-
6达425及以上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运动康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CET-
6达425及以上

105117急诊医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多发伤的急
诊救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急诊医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颅脑创伤的
诊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急诊医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27全科医学（不
授博士学位）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多发伤的急
诊救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全科医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脑血管病的
诊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全科医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28临床病理学
（不授博士学位）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临床病理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临床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02第二临床医学院
（270）

100201内科学 01(全日制)心血管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2(全日制)内分泌与代谢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3(全日制)风湿免疫系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4(全日制)呼吸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5(全日制)肾脏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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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二临床医学院
（270）

100201内科学 06(全日制)消化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7(全日制)血液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08(全日制)血液疾病分子
生物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内科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1002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神经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神经病学

100205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01(全日制)睡眠障碍与情
绪障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0206皮肤病与性病
学

01(全日制)医学真菌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02(全日制)医学真菌学及
性传播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03(全日制)真菌感染性皮
肤病与激光美容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1002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肿瘤疾病的分
子诊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02(全日制)医学分子微生
物和分子遗传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03(全日制)恶性血液病分
子诊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4(全日制)临床输血/输
血治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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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二临床医学院
（270）

100210外科学 01(全日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2(全日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3(全日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4(全日制)乳腺外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5(全日制)神经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6(全日制)心胸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7(全日制)血管外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08(全日制)整形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外科学

100211妇产科学 01(全日制)妇科肿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02(全日制)围生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03(全日制)生殖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妇产科学

100212眼科学 01(全日制)角膜缘干细胞
/衰老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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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二临床医学院
（270）

100212眼科学 02(全日制)角膜移植排斥
免疫耐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眼科学

100213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鼻过敏的基础
与临床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02(全日制)变应性鼻炎的
发病机制与免疫治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100214肿瘤学 01(全日制)肿瘤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肿瘤学

100218急诊医学 01(全日制)急危重病的感
染和免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中西医结合临床

02(全日制)灾害医学与野
战外科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中西医结合临床

03(全日制)脓毒症组织灌
注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0602中西医结合临
床

01(全日制)中西医结合内
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8中医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④--无

中西医结合临床

02(全日制)呼吸/消化及
周围血管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8中医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④--无

急诊医学

03(全日制)肝硬化/脂肪
肝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8中医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④--无

急诊医学

04(全日制)中西医结合临
床治疗妇科及内分泌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8中医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④--无

急诊医学

105101内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系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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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二临床医学院
（270）

105101内科学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
谢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风湿免疫系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肾脏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液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神经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6皮肤病与性病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皮肤病与性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9外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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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二临床医学院
（270）

105109外科学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乳腺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胸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管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0妇产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妇产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2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7急诊医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急诊医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27全科医学（不
授博士学位）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西医综合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28临床病理学
（不授博士学位）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03汾阳学院（20人） 071003生理学 01(全日制)神经生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内毒素血症与
代谢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101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01(全日制)神经解剖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人体解剖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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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汾阳学院（20人） 100104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01(全日制)肿瘤病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肝脏病理生理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理生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2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生殖系统肿瘤
与免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免疫学检验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炎症与肿瘤微
环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与临床免

疫学检验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病毒及肿瘤免
疫逃逸机制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与临床免

疫学检验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706药理学 01(全日制)心血管药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1100护理学 01(全日制)临床护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内科护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社区护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社区护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5101内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系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风湿免疫系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内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神经病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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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汾阳学院（20人） 1051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临床检验诊断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9外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胸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外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2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耳鼻咽喉科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300公共卫生 01(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医院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105400护理 01(全日制)临床护理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基础护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04基础医学院  （106
人）

071002动物学 01(全日制)动物基因表达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5动物综合④805实验动
物学

实验动物学

02(全日制)人类疾病动物
模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5动物综合④805实验动
物学

实验动物学

071003生理学 01(全日制)神经生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理学

02(全日制)循环生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理学

03(全日制)细胞生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理学

071005微生物学 01(全日制)细菌感染与免
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3医学免
疫学

医学微生物学

只招收第一学历为本
科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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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基础医学院  （106
人）

071005微生物学 02(全日制)抗肿瘤抗病毒
免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3医学免
疫学

医学微生物学

只招收第一学历为本
科考生

071006神经生物学 01(全日制)基于大数据背
景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预
测的分析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1生理学 神经生物学

02(全日制)老年性痴呆防
治的神经生物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1生理学 神经生物学

071007遗传学 01(全日制)血液病分子诊
疗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遗传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2(全日制)白血病分子遗
传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遗传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肿瘤分子生物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遗传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71008发育生物学 01(全日制)胚胎心脏发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中枢神经发育
与再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精子发生的分
子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真核细胞基因
转录调控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5(全日制)神经发育与再
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4细胞生
物学

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71009细胞生物学 01(全日制)癌变分子机理
和肿瘤分子标志谱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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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基础医学院  （106
人）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01(全日制)肿瘤分子生物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2(全日制)发育分子生物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3(全日制)生物诊疗/蛋
白质组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4(全日制)发光材料及生
物成像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5(全日制)生殖细胞发生
的基因调控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6(全日制)纳米材料合成
及评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全日制)分子影像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8(全日制)肿瘤细胞免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9(全日制)干细胞及组织
修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全日制)细胞新生与再
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全日制)信号转导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2(全日制)小肽结构与功
能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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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基础医学院  （106
人）

0710Z1再生生物学 01(全日制)细胞新生与再
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2(全日制)生殖细胞再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3(全日制)疾病表观遗传
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4(全日制)分子影像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2医学生
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0Z2时间生物学 01(全日制)时间生物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1生理学 生理学

02(全日制)神经退行性疾
病防治的时间节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1生物综合④801生理学 生理学

100101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01(全日制)肿瘤生物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人体解剖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中枢神经系统
的损伤与修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人体解剖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精子发生的分
子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真核细胞基因
转录调控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5(全日制)胚胎心脏发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6(全日制)中枢神经发育
与再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第 17 页，共 35 页



山西医科大学2017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4基础医学院  （106
人）

100102免疫学 01(全日制)肿瘤免疫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免疫学

只招收第一学历为本
科考生

02(全日制)细菌感染与免
疫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免疫学

100103病原生物学 01(全日制)弓形虫毒力蛋
白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原生物学

100104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01(全日制)病理生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专业及专业英语，实验室基

本技能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肝脏病理生理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专业及专业英语，实验室基

本技能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心血管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理学

04(全日制)神经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理学

05(全日制)肿瘤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理学

06(全日制)肾脏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病理学

100706药理学 01(全日制)心脑血管药理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02(全日制)内分泌药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03(全日制)神经药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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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基础医学院  （106
人）

100706药理学 04(全日制)心血管药理学
与毒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05(全日制)肿瘤与分子生
物药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06(全日制)临床药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699西医综
合或702药学综合(一)④--无

药理学

005公共卫生学院 （70
人）

100401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01(全日制)流行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流行病学+           专业

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2(全日制)卫生统计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6数学综
合④--无

卫生统计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有统计数学背景

100402劳动卫生与环
境卫生学

01(全日制)劳动卫生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专业英

语

02(全日制)卫生检验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卫生化学

03(全日制)环境卫生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环境卫生学

CET-6达390分及以上

100403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

01(全日制)营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英语

02(全日制)食品卫生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英语

100404儿少卫生与妇
幼保健学

01(全日制)儿童少年卫生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妇幼保健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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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公共卫生学院 （70
人）

100405卫生毒理学 01(全日制)卫生毒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现代毒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5300公共卫生 01(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流行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流行病学+专业英语

只招收全日制应届本
科生/CET-6达425分及
以上

02(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卫生统计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卫生统计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6达425分及以上

03(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劳动卫生与
职业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专业英

语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4(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公共卫生与
健康)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英语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5(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毒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现代毒理学+专业英语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6(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环境卫生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环境卫生学+专业英语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7(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儿少卫生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少儿卫生学+专业英语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8(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流行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流行病学+专业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9(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卫生统计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卫生统计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劳动卫生
与职业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专业英

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1(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公共卫生
与健康)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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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公共卫生学院 （70
人）

105300公共卫生 12(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毒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现代毒理学+专业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3(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环境卫生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环境卫生学+专业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4(非全日制)公共卫生技
能训练与研究(儿少卫生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少儿卫生学+专业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7401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

01(全日制)社会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④--无

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06药学院（45人） 100701药物化学 01(全日制)药物设计合成
与作用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2(全日制)新药分子设计
合成与作用机制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3(全日制)药物合成和作
用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4(全日制)药物合成方法
学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具有有机化学基础

05(全日制)基于机制的药
物设计与合成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6(全日制)天然药物生物
活性成分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只招收药学或化学专
业考生

07(全日制)生物无机化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8(全日制)天然产物药效
物质基础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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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药学院（45人） 100701药物化学 09(全日制)分子发射光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10(全日制)新型纳米材料
在医药中的作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11(全日制)纳米材料的合
成及功效性与生物安全性
评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12(全日制)超分子化合物
对药物分子的改性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13(全日制)中药资源与活
性成分综合利用/与药用
植物次生代谢相关的基因
调控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100702药剂学 01(全日制)药物新剂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剂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新剂型与药代
动力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剂学

03(全日制)药物新剂型与
作用机制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剂学

100703生药学 01(全日制)天然药物活性
成分及其机理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天然药物化学和生药学

02(全日制)天然产物药效
物质基础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天然药物化学和生药学

03(全日制)中药资源与活
性成分综合利用/与药用
植物次生代谢相关的基因
调控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天然药物化学和生药学

100704药物分析学 01(全日制)药物质量控制
与分析方法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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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药学院（45人） 100704药物分析学 02(全日制)纳米材料的生
物学效应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03(全日制)抗肿瘤药物作
用机制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04(全日制)中药有效成分
和生物活性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05(全日制)体内药物和代
谢产物分析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06(全日制)复杂样品的分
离/浓缩/富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07(全日制)新型纳米材料
传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2药学综合(一)或703化
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只招收第一学历为药
学类专业考生

105500药学 01(全日制)药物合成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2(全日制)药物开发和仿
制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3(全日制)药物设计合成
及作用机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4(全日制)天然药物生物
活性成分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只招收药学或化学专
业考生

05(全日制)生物无机化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化学

06(全日制)中药制备工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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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药学院（45人） 105500药学 07(全日制)色谱与毛细管
电泳技术及其分析应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或中药制剂分析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08(全日制)中药有效成分
和生物活性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天然药物化学和生药学

09(全日制)体内药物和代
谢产物分析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学

10(全日制)复杂样品的分
离/浓缩/富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学

11(全日制)新型纳米材料
传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学

12(全日制)复杂样品分析
前处理方法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物分析学

13(全日制)新剂型与药代
动力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剂学

14(全日制)药物新剂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药剂学

15(全日制)临床药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临床药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CET-6达425及以上

16(全日制)中药药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天然药物化学和生药学

17(全日制)中药新药及中
药质量标准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49药学综合④--无 天然药物化学和生药学

007法医学院（15人） 100105法医学 01(全日制)法医损伤病理
学/法医猝死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或709法医综
合④--无

法医学综合+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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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法医学院（15人） 100105法医学 02(全日制)DNA在法庭科
学中的应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或709法医综
合④--无

法医学综合+专业英语

03(全日制)体内外毒物分
析和法医毒物动力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或709法医综
合④--无

法医学综合+专业英语

008护理学院（60人） 101100护理学 01(全日制)护理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护理科研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护理教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护理心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5400护理 01(全日制)临床护理技能
训练与研究(临床)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护理技能
训练与研究(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护理技能
训练与研究(教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8护理综合④--无 护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09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5人）

035200社会工作 01(全日制)医务与精神健
康社会工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1社会工作原理④437社
会工作实务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青少年与学校
社会工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1社会工作原理④437社
会工作实务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社区社会工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31社会工作原理④437社
会工作实务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第 25 页，共 35 页



山西医科大学2017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专业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专业研究方向备注

009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5人）

040203应用心理学 01(全日制)临床心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12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心理咨询与心
理治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12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12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心理测量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12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医学人文概论+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5400应用心理 01(全日制)临床心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47心理学专业综合④--
无

医学心理学+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心理咨询与治
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
二③347心理学专业综合④--
无

医学心理学+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4J1人文医学 01(全日制)医学哲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医学心理学+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医学伦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医学心理学+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3(全日制)医学心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医学心理学+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4(全日制)医务社会工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医学心理学+英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5(全日制)医患关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社会工作综合知识及应用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6(全日制)医学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社会工作综合知识及应用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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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5人）

1004J1人文医学 07(全日制)医学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707医学人文学④--无 社会工作综合知识及应用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10口腔医学系（50人） 100302口腔临床医学 01(全日制)口腔内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2(全日制)口腔颌面外科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3(全日制)口腔修复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4(全日制)口腔正畸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105200口腔医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全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内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颌面外
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修复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正畸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口腔颌面影
像)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2口腔综合④--无 口腔综合+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口腔专
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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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儿科医学系（16人） 100202儿科学 01(全日制)消化/感染/传
染/常见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专业课+外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内分泌遗传代
谢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专业课+外语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5102儿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小儿内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专业课+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小儿外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专业课+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12麻醉学系（54人） 100217麻醉学 01(全日制)伤害性信号转
导与器官损伤/保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麻醉学+专业外语

只招收临床医学或麻
醉学本科生/CET-4达
425分及以上

02(全日制)麻醉与器官功
能调控与保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麻醉学+专业外语

只招收临床医学或麻
醉学本科生/CET-4达
425分及以上

03(全日制)麻醉与镇痛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麻醉学+专业外语

只招收临床医学或麻
醉学本科生/CET-4达
425分及以上

105116麻醉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麻醉与器官
功能调控与保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麻醉学+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医
学或麻醉学本科生
/CET-4达425分及以上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麻醉与镇痛)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麻醉学+专业外语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医
学或麻醉学本科生
/CET-4达425分及以上

013医学影像学系 （64
人）

100207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01(全日制)影像诊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02(全日制)核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03(全日制)超声诊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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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医学影像学系 （64
人）

100207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04(全日制)介入放射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05(全日制)放射治疗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105107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影像诊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核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超声诊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介入放射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放射治疗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医学影像与核医学+病理学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14管理学院（30人） 105300公共卫生 01(全日制)公共卫生技能
训练与研究(卫生管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107401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

01(全日制)卫生事业管理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2(全日制)卫生政策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3(全日制)卫生服务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4(全日制)公共卫生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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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管理学院（30人） 107401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

05(全日制)科技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6(全日制)医院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7(全日制)健康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53卫生综合或704管理综
合或708卫生信息综合④--无

卫生事业管理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125500图书情报 01(全日制)医药卫生机构
信息管理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
204英语二③-无④--无 医学信息检索+思想政治理论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2(全日制)医药卫生信息
分析与情报研究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
204英语二③-无④--无 医学信息检索+思想政治理论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3(全日制)医学图书馆管
理与服务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
204英语二③-无④--无 医学信息检索+思想政治理论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015附属人民医院 （50
人）

100201内科学 01(全日制)慢性肾脏病基
础与临床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6达425分及以上

1002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行为医学和脑
科学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4达425分及以上

100210外科学 01(全日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4达425分及以上

100211妇产科学 01(全日制)不孕症的诊断
与治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6达425分及以上

100212眼科学 01(全日制)眼底病的诊断
与治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6达425分及以上

105101内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肾脏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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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附属人民医院 （50
人）

105101内科学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
谢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风湿免疫系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液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09外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结直肠肛门
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管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乳腺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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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附属人民医院 （50
人）

105109外科学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医
学或麻醉学本科生
/CET-4达425分及以上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胸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

08(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10妇产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妇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产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生殖医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11眼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12耳鼻咽喉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17急诊医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16附属大医院（55） 100201内科学 01(全日制)血液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02(全日制)内分泌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2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老年性痴呆/
脑血管病/眩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6达390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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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附属大医院（55） 100210外科学 01(全日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100211妇产科学 01(全日制)妇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699西医综合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CET-6达390分及以上

105101内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统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风湿免疫系
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
谢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肾脏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系疾
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液病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疾病)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8(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淋巴肿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9(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生物治疗)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04神经病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6
达390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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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附属大医院（55） 105105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8临床检验诊断
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09外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普通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2(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3(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乳腺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4(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泌尿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5(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整形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06(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骨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07(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血管外科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0妇产科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14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CET-4
达425分及以上

105117急诊医学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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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附属大医院（55） 105127全科医学（不
授博士学位）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105128临床病理学
（不授博士学位）

01(全日制)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
一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④--无

笔试+面试

只招收全日制临床类
专业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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