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医科大学2018年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接受校内调剂院系专业汇总表                 

院系(代码) 专业 代码 研究方向 学位类型 缺额数 合计 调剂要求

第一临床医学院
（001）

外科学 100210

骨外科学 学术学位 4

58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神经外科学 学术学位 6

泌尿外科学 学术学位 2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0205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5

耳鼻咽喉科学 100213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10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06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3

神经病学 100204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1

神经病学 1051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1

外科学 105109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外科学） 专业学位 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学） 专业学位 5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胸外科学） 专业学位 3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5105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1

耳鼻咽喉科学 105112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5

急诊医学 105117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3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05114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2

临床病理学 105128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5

第二临床医学院（002）

内科学 100201

呼吸性疾病 学术学位 1

27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肾脏性疾病 学术学位 1

血液性疾病 学术学位 3

心血管系疾病 学术学位 2

神经病学 100204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2

外科学 100210

心胸外科学 学术学位 1

血管外科学 学术学位 1

骨外科学 学术学位 5

皮肤病与性病学 100206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1

外科学 105109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胸外科学） 专业学位 4

耳鼻咽喉科学 105112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2

临床病理学 105128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1

急诊医学 105117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1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5108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2

儿科医学系（011） 儿科学 1002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2 2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麻醉学系（012） 麻醉学 100217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10 10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医学影像学系（013）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0207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术学位 8 8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附属人民医院（015）

内科学 100201 慢性肾脏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学术学位 1

19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妇产科学 100211 妇科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学术学位 1

外科学 105109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普通外科学） 专业学位 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结直肠肛门外科学） 专业学位 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外科学） 专业学位 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学） 专业学位 3

内科学 1051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谢病） 专业学位 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科系疾病） 专业学位 1

耳鼻咽喉科学 105112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1

眼科学 105111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1

急诊医学 105117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专业学位 1

山西大医院（016）

内科学 100201
风湿病诊断与治疗 学术学位 1

28

请见我校2018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具体专业及校内调剂公

告要求

内分泌代谢疾病诊断与治疗 学术学位 1

外科学 100210
普通外科学 学术学位 1

骨外科学 学术学位 1

妇产科学 100211 妇科学 学术学位 1

内科学 1051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风湿免疫系疾病） 专业学位 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内分泌与代谢病) 专业学位 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系疾病） 专业学位 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病学） 专业学位 1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5108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专业学位 1

外科学 105109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普外科） 专业学位 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 专业学位 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科） 专业学位 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乳腺外科） 专业学位 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整形外科） 专业学位 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血管外科学） 专业学位 1

妇产科学 10511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专业学位 3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0511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专业学位 1

急诊医学 10511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专业学位 1

全科医学 10512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专业学位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