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11 数学与统计学院  0931-8912483 

◆应用统计(0252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2 统计学 

 

复试笔试科目: 综合考试 

1.综合考试：（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多元统计

分析）各占 50%。  

2.同等学力考生要求：

①修过 5 门以上与报考

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成绩合格，并提供

书面成绩证明②全国大

学外语六级考试成绩不

低于 425 分。③加试科

目：数理方程、实变函

数。 

◆数学(070100) 
01  基础数学 
02  计算数学 
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4  应用数学 
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3 年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数学分析 
④高等代数 

 

复试笔试科目: 综合考试 

1.综合考试：从 7 门课

程(泛函分析、抽象代

数、偏微分方程、计算

方法、数据结构和面向

对象的程序设计、概率

与统计、运筹学)中任选

3 门。  

2.同等学力考生要求： 

①参加过 5 门以上与报

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

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

绩证明；②全国大学外

语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③加试科目：

数理方程、实变函数。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1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0931-8912753 

◆物理学(070200) 
01  理论物理 
02  凝聚态物理 
03  光学 
04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05  计算物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普通物理 
④802 量子力学 

 

复试笔试科目: 理论物理基础

（含电动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

或固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方

向必考）或计算物理（计算物理方

向）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参

加过 5 门以上与报考专业

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的学

习，成绩合格，并提供书

面学习成绩证明。 2.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数

学物理方法、理论力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00) 
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2  材料学 
03  材料加工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03 材料科学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材料 X 射线衍射

与电子显微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物

理学（070200）专业。 

2.同等学力加试科目：材

料科学研究方法、固体化

学、纳米材料三选二。 

◆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00) 
01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02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03  物理电子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4 半导体物理(含晶体管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半导体器件物理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物

理学（070200）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普通物理（含电磁

学）、电子线路。 

◆电子信息(085400) 
00  集成电路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4 半导体物理(含晶体管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半导体器件物理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物

理学（070200）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同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00）专业。 

◆材料与化工(085600) 
00  材料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3 材料科学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工程材料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物

理学（070200）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同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0）专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1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931-8912764 

◆无线电物理(070208) 
01  智能光电传感技术与应用 
02  微纳光器件设计与应用 
03  新型电磁材料 
04  信息处理与通信 
05  信息传输与现代通信 
06  计算电磁学与应用 
07  微波毫米波通信技术 
08  无线通信与天线技术 
09  太赫兹通信技术 
10  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高等数学（物理类） 
④805 电子线路基础（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复试笔试科目: 电磁场与通信原

理（含电磁场理论、通信原理） 

1、电子线路基础包括模

拟电路、数字电路，各占

75 分。2、同等学力考生

要求：全国大学生外语四

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3、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微波技术、数学

物理方法。 

◆电路与系统(080902) 
01  现代电路理论及其应用技术 
02  生物医学信息分析与识别 
03  实时信号处理与 DSP 实现 
04  嵌入式系统 
05  数字图像处理与应用研究 
06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07  信息网络与编码技术 
08  优化理论及神经网络应用 
09  模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5 电子线路基础（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复试笔试科目: 微机原理及应用

（含信号与系统）或通信原理选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

（070208）无线电物理专

业要求。2、同等学力考

生加试科目：通信原理、

信号与系统。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01  通信系统数字信号处理 
02  移动通信理论与技术 
03  数字图象处理与模式识别 
04  多维系统与信号处理 
05  嵌入式系统与智能控制 
06  智能信息处理 
07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5 电子线路基础（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复试笔试科目: 信号与系统（含

数字信号处理）或通信原理选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

（070208）无线电物理专

业要求。2、同等学力考

生加试科目：自动控制原

理、通信原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 
01  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 
02  机器学习 
03  数据挖掘 
04  计算机视觉 
05  大数据计算架构和系统 
06  大数据分析 
07  计算机网络与下一代互联网络 
08  智能化网络信息搜索系统 
09  网络社会 
10  网络与多媒体信息处理 
11  无线传感器网络 
12  情感计算 
13  服务计算 
14  普适计算 
15  可信计算 
16  集群计算 
17  生物信息计算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6 计算机专业基础 或 807实

验心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离散数学、编译

原理或心理学导论选一 

1.计算机专业基础包括：

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

理、数据结构，各占 50 

分。 2 同等学力考生要

求：全国大学生外语四级

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面向对象、数据库原

理。 



18  心理生理计算 
19  嵌入式系统 
20  信息安全 
21  软件工程与技术 

◆电子信息(085400) 
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02  计算机技术 
03  软件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5 电子线路基础（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或 806 计算机专业基

础 

 

复试笔试科目: 01 方向为微机原

理及应用（含信号与系统）或通信

原理选一，02、03 方向为计算机网

络 

1.电子线路基础包括模拟

电路、数字电路，各占 75

分，计算机专业基础包括

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

理、数据结构，各占 50 

分。2.01 方向同等学力考

生要求及加试科目同电路

与系统（080902）专业，

02、03 方向同等学力考生

要求及加试科目同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081200）专

业。3.01 电子与通信工程

初试科目为 805 电子线路

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

路），02 计算机技术、03

软件工程初试科目为 806

计算机专业基础。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19 化学化工学院  0931-8915285 

◆化学(070300) 
01  无机化学 
02  分析化学 
03  有机化学 
04  物理化学 
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6  药物化学生物学 
07  化学信息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2 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分析

化学占 40%） 
④808 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各占

50%） 

 

复试笔试科目: 01、02 方向为仪

器分析，03、06 方向为生物化学，

04 方向为结构化学，05 方向为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07 方向为化学信

息学；专业英语；化学基础实验技

能考核 

1.同等学力考生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仪器分析、化

学综合。3.研究内容：

01.稀土元素化学、配位

化学、功能材料化学、纳

米材料化学、生物无机化

学等，02.分离科学、光

谱和成像分析、电化学分

析、微纳尺度分析等，

03.天然产物与药物化

学、有机全合成及方法

学、有机材料化学、生物

有机化学等，04.催化化

学、催化反应新材料与新

技术、电化学、光催化

等，05.功能高分子设计

与合成、生物医用与药用

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

材料、高聚物结构与性能

等，07.计算机辅助药物

分子设计、化学与生物信

息学、计算化学、分子模

拟与应用等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00) 
01  化学工艺 
02  应用化学 
03  工业催化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09 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各占

50%） 

 

复试笔试科目: 无机化学和有机

化学；专业英语；化学基础实验技

能考核 

1.同等学力考生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仪器分析、化

学综合。3.研究内容：

01.化学反应工程与工

艺、化工分离、环保化学

工艺与技术、绿色化学工

艺与技术等，02.应用有

机化学、精细化学品化

学、应用无机化学、石油

产品化学等，03.催化剂

工程、催化反应工程、催

化材料、催化化学等 

◆材料与化工(085600) 
00  化学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9 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各占

50%） 

 

复试笔试科目: 综合化工 

1.同等学力考生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反应工程、化

学综合。  



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0 生命科学学院  0931-8912562 

◆植物学(071001) 
01  植物生理生态学 
02  植物细胞信号转导 
03  植物分子生物学 
04  植物发育生物学 
05  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植物生物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微生

物学、植物学。  

◆动物学(071002) 
01  发育及神经生物学 
02  环境动物学 
03  动物解剖与组织学 
04  环境毒理学 
05  动物生态学 
06  动物地理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动物生物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植

物学（071001） 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微生物学、动物学。  

◆微生物学(071005) 
01  环境微生物学 
02  应用微生物学 
03  医学微生物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微生物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植

物学（071001） 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微生物生理学、发酵

工程。  

◆发育生物学(071008) 
01  发育神经生物学 
02  动物发育生物学 
03  分子发育生物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发育生物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植

物学（071001） 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同动物学（071002）专

业。  

◆细胞生物学(071009) 
01  植物分子细胞生物学 
02  细胞信号转导 
03  细胞工程与基因工程 
04  医学与肿瘤细胞生物学 
05  干细胞及癌细胞表观遗传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遗传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植

物学（071001） 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植物学、动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071010) 
01  多肽药物 
02  多肽仿生催化与手性药物合成 
03  动物生理生化 
04  纳米生物材料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生物化学或生物

有机化学 

1.可选考化学

（070300）、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081200）专业的

考试科目。 2.同等学力

考生要求同植物学

（071001） 专业。 3.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三

选二）：微生物学、植物

学、动物学。  



◆生物物理学(071011) 
01  重大炎症疾病的分子机制与结构基础 
02  结构分子生物学 
03  蛋白质分选及胞内物质传输 
04  自由基生物学及天然产物抗肿瘤的自

由基机制 
05  生物合成与代谢组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细胞生物学 
④--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生物化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植

物学（071001） 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三选二）：高级生物物

理、植物学、动物学。  

◆生态学(071300) 
01  理论生态学 
02  植物生态学 
03  动物生态学 
04  分子生态学 
05  农业生态学 
06  恢复生态学 
07  人类生态学 
08  微生物生态学 
09  生态系统生态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普通生物学 
④--生态学 

 

复试笔试科目: 普通植物学或高

等数学选一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及加试

科目同植物学（071001）

专业。  

◆林学(090700) 
01  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 
02  森林培育 
03  林木遗传育种 
04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普通生物学 
④--生态学 

 

复试笔试科目: 林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及加试

科目同生态学 

（071300）专业。  



资源环境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1 资源环境学院  0931-8911843 

◆自然地理学(070501) 
01  地貌过程与地貌演化 
02  冰冻圈与冻土学 
03  全球变化与应对 
04  湖泊沉积与环境变化 
05  大气粉尘与干旱区环境 
06  树木年轮与全球变化 
07  环境考古 
08  气候变化与数值模拟 
09  同位素地球化学 
10  水文与水资源 
11  环境遥感与地质灾害 
12  生态评价与恢复生态学 
13  景观生态与土地利用变化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2 高等数学（地学类） 
④--自然地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气候学、地貌

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选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或公开发表

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

论文或修读过 5 门以上相

关本科专业主干课程、成

绩合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

绩证明。 2.同等学力考

生加试科目：地球系统科

学、综合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070502) 
01  经济地理与产业规划 
02  城乡规划与区域管理 
03  自然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04  产业生态与循环经济 
05  全球化与地缘分析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2 高等数学（地学类） 
④--经济地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城市地理学（含

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原理）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自

然地理学（070501）专

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土地类型与土地

评价、计量地理学、城市

生态学、区域分析与区域

规划四选二。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070503) 
01  GIS 空间分析与建模 
02  地理信息技术及其应用 
03  遥感机理与定量遥感 
04  寒旱区环境遥感 
05  生态遥感与生态评价 
06  冰冻圈遥感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复试笔试科目: 地图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自

然地理学（070501）专

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遥感数字图像处

理、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城市与区域规划(0705Z1) 
01  城市发展转型与规划 
02  区域特色与区域规划 
03  文化地理与旅游规划 
04  乡村持续发展与规划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02 高等数学（地学类） 或 --

城市与区域规划 
④--经济地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城市地理学（含

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原理）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自

然地理学（070501）专

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计量地理学、综

合自然地理学。 

◆地球系统科学(0705Z2) 
01  全球变化及区域响应 
02  冰冻圈与全球变化 
03  干旱区与沙漠研究 
04  陆气相互作用 
05  水循环与水资源利用 
06  分子生物地理学 
07  景观生态与生态系统评估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③602 高等数学（地学类） 
④--自然地理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自

然地理学（070501）专

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气候学、地貌

学、水文学、考古学，选

考两门且不与复试笔试科

目相同四选二。 



08  古气候、古生态与环境考古 
09  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发展 
10  人类活动与环境效应 
11  环境遥感与空间分析 
12  地学建模与大数据科学 

复试笔试科目: 气候学、地貌

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考古学

选一 

◆第四纪地质学(070905) 
01  新构造与灾害 
02  第四纪冰期与环境 
03  流域地貌演化 
04  地貌演化数值模拟 
05  现代环境与陆地表层过程 
06  中-新生代构造与环境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普通地质学 
④--岩石学（沉积岩和岩浆岩） 

 

复试笔试科目: 第四纪地质学

（含地貌学）、气候学选一 

1.可选考自然地理学

（070501）专业的考试科

目。 2.同等学力考生要

求同自然地理学

（070501）专业。 3.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地

球系统科学、综合自然地

理学。 

◆水利工程(081500) 
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02  水利水电工程 
03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04  水环境与水资源保护 
05  生态水文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③301 数学一 
④--水文学（含水文统计学） 

 

复试笔试科目: 水资源学（含水

资源系统分析与规划、水资源评

价）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自

然地理学（070501）专

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水文水利计算、

水环境化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00) 
01  环境科学 
02  环境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02 数学二 
④--环境学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环境学综合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自

然地理学（070501）专

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环境生态学、环

境评价与规划。 3.环境

学基础包括环境化学、环

境工程原理，各占 50%。 

4.环境学综合包括环境监

测、大气污染控制、水污

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置与

资源化，各占 25%。  

◆资源与环境(085700) 
00  环境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17 环境学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环境学综合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同环境

科学与工程（083000）专

业。 3.环境学基础包括

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原

理，各占 50%。 4.环境学

综合包括环境监测、大气

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

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

各占 25%。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2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0931-8913014 

◆作物学(090100) 
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02  作物遗传育种 
03  草类作物种子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土壤学 
④818 植物生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植物保护(090400) 
01  植物病理学 
02  草地害虫及其治理 
03  草地啮齿类动物学 
04  草业微生物 
05  毒害杂草与治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土壤学 
④818 植物生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畜牧学(090500) 
01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2  动物遗传育种学 
03  动物生产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9 动物生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畜牧学知识综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草学(090900) 
01  草原学（草地生态与管理） 
02  草原学（草地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03  草原学（草原生态化学） 
04  饲草学（栽培草地利用与管理） 
05  饲草学（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学） 
06  饲草学（逆境生理学） 
07  草地保护学（草类植物病害） 
08  草地保护学（禾草内生真菌） 
09  草地保护学（草地啮齿类动物学） 
10  草业经济与管理 
11  草坪学 
12  草地微生物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或 617 土壤学 
④--生态学 或 818 植物生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农艺与种业(095131)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20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1.农业知识综合一包括：

植物学、遗传学、植物育

种学、植物生理学、农业

生态学、土壤学等课程。 

2.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或在公开出

版的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发表一篇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学术论文。 3.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牧草

栽培学、草原分类学。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095132)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20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1.农业知识综合一包括：

植物学、遗传学、植物育

种学、植物生理学、农业

生态学、土壤学等课程。 

2.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农

艺与种业（095131）。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草地培育学、植物保

护学。 

◆畜牧(095133)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④819 动物生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畜牧学知识综合 

1.农业知识综合二包括：

动物遗传学、动物营养

学。 2.同等学力考生要

求同农艺与种业

（095131）。 3.同等学

力考生加试科目：动物遗

传学、动物营养学。 

◆农业管理(095137)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20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1.农业知识综合四包括：

农村社会学、农村政策

学、农业经济学。 2.同

等学力考生要求同农艺与

种业（095131）。 3.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草

地培育学、普通畜牧学。 

◆农村发展(095138)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20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1.农业知识综合四包括：

农村社会学、农村政策

学、农业经济学。 2.同

等学力考生要求同农艺与

种业（095131）。 3.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草

地培育学、普通畜牧学。 

◆农业经济管理(120301) 
00  草业经济与管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20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复试笔试科目: 草地农业知识综

合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4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0931-8912445 

◆地质学(070900) 
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02  地球化学 
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04  构造地质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普通地质学 
④815 岩石学（沉积岩和岩浆岩） 

 

复试笔试科目: 构造地质学、地

球化学、古生物地史学选一 

1.02 方向可选考数学

（070100）、化学

（070300）专业的考试科

目。 2.03 方向可选考自

然地理学（070501）、植

物学（071001）专业的考

试科目。 3.同等学力考

生要求：1.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2.至少修读过与报考

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

5 门以上，成绩合格并提

供书面学习成绩证明，或

3 公开发表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学术论文一篇。 4.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01、02、04 方向：综合地

质学、板块构造学；03 方

向：地层学、石油地质学

或古生物地史学三选二

(不能与复试笔试科目相

同)。 



大气科学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5 大气科学学院  0931-8914276 

◆大气科学(070600) 
01  气象学 
02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03  气候学 
04  应用气象学 
05  大气遥感与大气探测学 
06  大气化学 
07  中层大气与空间天气学 
08  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气象学 
09  海洋气象学 
10  再生资源评估及预估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③601 高等数学（物理类） 
④821 大气物理学（含边界层气象

学） 或 822 动力气象学（含天气

学原理） 

 

复试笔试科目: 大气科学概论 

1. 方向 01、02、03、

05、07、09 可选

（070100） 数学、

（070200）物理学、

（080100）力学、

（081000）信息与通信工

程专业的考试科目。 2. 

方向 04、06、08、10 可

选（070100）数学、

（070200 ）物理学、

（070300）化学、

( 071300 ) 生态学、 

（081000）信息与通信工

程、（083000） 环境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考试科

目。 3.同等学力考生要

求：全国大学生外语四级

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并以本人为主至少在

国内核心期刊发表 1 篇

相关学术书论文或获得省

部级以上奖励(排名前三

名）。 4.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数学物理方

法、气象统计预报。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6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0931-8915356 

◆力学(080100) 
01  电磁固体力学 
02  智能材料与动力控制 
03  多场耦合问题的建模与仿真 
04  实验力学及技术基础 
05  风沙环境力学 
06  环境流体力学 
07  工程科学计算 
08  颗粒流与散体介质力学 
09  边界层湍流 
10  生物力学 
11  非线性力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力学基础Ⅲ（含理论力学、材

料力学） 或 --力学基础 I（含材

料力学、弹性力学） 或 --力学基

础 II（流体力学） 

 

复试笔试科目: 1 理论力学或 2 弹

性力学或 3 材料力学选一（不能与

初试科目相同） 

1.力学专业(理论与应用

力学、工程力学)毕业生

考试科目为力学基础Ⅰ，

力学专业(流体力学) 毕

业生考试科目为力学基础

II，非力学专业毕业生考

试科目为力学基础 III。 

2.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参加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

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②参加过 5 门以上与报

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不含数学课)的学习，

成绩合格并提供书面学习

成绩证明，或以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在公开出版的

学术期刊发表过与报考专

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3.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弹性力学，数学物理方

法。 

◆土木工程(081400) 
01  钢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 
02  新型土木工程材料 
03  工程问题的力学建模与仿真 
04  结构抗震与结构健康监测 
05  地质灾害预测与防治 
06  地基基础工程 
07  边坡工程与地下工程 
08  环境岩土工程 
09  文物保护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材料力学与结构力学 或 --土

力学（含工程岩土学） 

 

复试笔试科目: ①混凝土结构、

砌体结构及钢结构或②地质学基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参加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

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②

参加过 5 门以上土木工程

（或地质工程）的本科主

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或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在公开出版的学

术期刊发表过与报考专业

相关的学术论文。 2.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地

基与基础，结构设计（涵

盖土木工程专业全部专业

课）。 

◆资源与环境(085700) 
00  地质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工程地质学 

 

复试笔试科目: 地质学基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参加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

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②

参加过 5 门以上地质工程

本科主干课程的学习，成

绩合格；或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在公开出版

的学术期刊发表过与报考

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构造地质学、岩土工

程学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27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0931-8915507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070202) 
01  粒子物理 
02  原子核理论 
03  实验核物理 
04  核天体物理 
05  激光核物理 
06  核探测与数据获取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高等数学（物理类） 
④--量子力学 或 --原子核物理

（含核物理实验方法） 

 

复试笔试科目: 普通物理(电磁

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具有中级职称②已在公开

出版的核心及以上学术期

刊以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

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论文至

少一篇。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①电动力学；

②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

选一(与初试科目不能相

同)。 

◆原子与分子物理(070203) 
01  离子-原子分子碰撞 
02  高离化态物理 
03  离子-固体相互作用 
04  激光原子物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高等数学（物理类） 
④--量子力学 或 --原子核物理

（含核物理实验方法） 

 

复试笔试科目: 普通物理(电磁

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具有中级职称②已在公开

出版的核心及以上学术期

刊以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

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论文至

少一篇。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①电动力学；

②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

选一(与初试科目不能相

同)。 

◆放射化学(0703Z3) 
01  环境放射化学 
02  放射分析与核化学 
03  核能放射化学 
04  放射性同位素技术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分析化

学占 40%） 
④--无机化学和放射化学（各占

50%） 或 --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

（各占 50%） 或 --无机化学和有

机化学（各占 50%） 

 

复试笔试科目: 化学基础实验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粒

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070202）专业。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仪器

分析、化学综合。 

◆核科学与技术(082700) 
01  核能科学与工程 
02  核燃料循环与材料 
03  核技术及应用 
04  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 
05  核化学工程与技术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原子核物理（含核物理实验方

法） 或 --无机化学和放射化学

（各占 50%） 或 --物理化学和化

工原理（各占 50%） 或 --无机化

学和有机化学（各占 50%） 

 

复试笔试科目: 普通物理(电磁

学)（选考原子核物理考生）或 化

学基础实验（选考无机化学和放射

化学考生）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粒

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070202)专业。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电动

力学、电子学（选考原子

核物理考生）；或仪器分

析、化学综合（选考无机

化学和放射化学考生）。 

◆能源动力(085800) 
00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粒

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070202）专业。 2.同



④--原子核物理（含核物理实验方

法） 或 --无机化学和放射化学

（各占 50%） 或 --物理化学和化

工原理（各占 50%） 或 --材料科

学基础 或 --环境学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普通物理(电磁

学)（选考原子核物理考生）或 化

学基础实验（选考无机化学和放射

化学考生）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同核

科学与技术（082700）专

业。  



基础医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1 基础医学院  0931-8915092 

◆生理学(071003) 
01  医学生理与药理 
02  神经生理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医学生物化学 
④--医学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医学生理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药理

学、病理学。  

◆遗传学(071007) 
01  医学遗传 
02  基因组医学 
03  基因工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医学生物化学 
④--医学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遗传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

(071003)生理学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病理学、生理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071010) 
01  生物工程技术 
02  肿瘤生化 
03  多肽生化与多肽药化 
04  创新药物与活性研究 
05  分子医学 
06  细胞分子生物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医学生物化学 
④--医学分子生物学 

 

复试笔试科目: 基因工程原理 

1.可选考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专业、或化学化

工学院的(070300)化学专

业的考试科目。 2.同等

学力考生要求同 

(071003)生理学专业。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病理学、生理学。  

◆基础医学(100100) 
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2  免疫学 
03  病原生物学 
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5  循证医学与医学信息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基础医学综合（西医类）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01 方向：系统解

剖学或组织学与胚胎学,02 方向：

医学免疫学,03 方向：人体寄生虫

学或医学微生物学,04 方向：病理

学或病理生理学,05 方向：循证医

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

(071003)生理学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①生理学、②病理学

或病理生理学二选一 (与

复试笔试科目不能相

同)。 

◆中西医结合(100600) 
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03  循证中西医结合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基础医学综合（中医类） 或 

--基础医学综合（西医类）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01、02 方向：中

医内科学或西医内科学，03 方向：

循证医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

(071003)生理学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病理学、生理学。 



◆药理学(100706) 
01  新药药理学 
02  肿瘤药理学 
03  心血管药理学 
04  抗炎与免疫药理学 
05  神经药理学 
06  化学构效药理学 
07  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发现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基础医学综合（西医类） 或 

--药学基础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医学生理学或医

学生物化学(不含基因工程原理)选

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

(071003)生理学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病理生理学、病理

学。 3.药学基础综合包

括药理学、有机化学。 



口腔医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3 口腔医学院  0931-8915261 

◆口腔医学(100300) 
01  牙体牙髓病学 
02  牙周病学 
03  儿童口腔学 
04  口腔颌面外科学 
05  口腔修复学 
06  口腔正畸学 
07  口腔种植学 
08  口腔材料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2 口腔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口腔专业英语、

口腔解剖生理学与口腔组织病理学 

1. 口腔综合包括：牙体

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儿

童口腔学、口腔黏膜病

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

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和

口腔种植学。 2. 同等学

力考生要求：①大学英语

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②以第一作者发表过

CSCD 及以上级别的论文，

③复试加试科目：口腔材

料学，牙合学。  

◆口腔医学(105200) 
01  牙体牙髓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02  牙周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03  儿童口腔医学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

究 
04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

究 
05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临床医疗技能训练

与研究 
06  口腔修复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07  口腔正畸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08  口腔病理临床医疗技能与研究 
09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2 口腔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口腔专业英语、

口腔临床病例分析 

1. 口腔综合包括：牙体

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儿

童口腔学、口腔黏膜病

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

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和

口腔种植学。 2. 同等学

力考生要求：①大学英语

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②以第一作者发表过

CSCD 及以上级别的论文，

③复试加试科目：口腔材

料学，牙合学。  



公共卫生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4 公共卫生学院  0931-8915106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00401) 
01  人群卫生干预与评价 
02  分子与遗传流行病学 
03  慢性病流行病学 
04  健康医疗大数据统计分析 
05  生物统计方法综合应用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3 公共卫生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或卫生

统计学 

1.公共卫生综合包括：流

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卫

生毒理学。 2.同等学力

考生要求：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预防医学、卫生

统计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00402) 
01  环境暴露组学与健康 
02  环境流行病学与环境毒理学 
03  工业毒理学与职业流行病学 
04  妇女劳动卫生与生殖健康 
05  环境微生物组与健康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3 公共卫生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或卫生

统计学 

1.公共卫生综合包括：流

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卫

生毒理学。 2.同等学力

考生要求：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预防医学、卫生

统计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100403) 
01  特殊人群（妇幼）营养 
02  公共营养 
03  食物营养与微生物 
04  机体代谢机制与营养干预 
05  食源性病原微生物研究与检测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3 公共卫生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或卫生

统计学 

1.公共卫生综合包括：流

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卫

生毒理学。 2.同等学力

考生要求：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预防医学、卫生

统计学。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100404) 
01  妇女保健与生殖健康 
02  妇幼卫生管理 
03  妇幼保健 
04  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心理卫生 
05  儿童体质与健康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3 公共卫生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或卫生

统计学 

1.公共卫生综合包括：流

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卫

生毒理学。 2.同等学力

考生要求：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预防医学、卫生

统计学。 

◆卫生毒理学(100405) 
01  细胞与分子毒理学 
02  内分泌与生殖毒理学 
03  营养与食品毒理学 
04  肿瘤毒理学 
05  药物毒理学（含解毒药物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3 公共卫生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或卫生

统计学 

1.公共卫生综合包括：流

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卫

生毒理学。 2.同等学力

考生要求：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预防医学、卫生

统计学。 

◆公共卫生(1053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3 卫生综合 或 623 公共卫生

综合 
④--无 

同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107401）专业。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卫生

统计学、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与

职业医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

少卫生学 、毒理学基础、卫生事

业管理（任选一门）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107401) 
01  基层卫生管理 
02  医药卫生信息管理 
03  医院管理 
04  循证卫生决策管理 
05  卫生经济与管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3 卫生综合 或 623 公共卫生

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流行病学、卫生

统计学、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与

职业医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

少卫生学 、毒理学基础、卫生事

业管理（任选一门） 

同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107401）专业。 



药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5 药学院  0931-8915618 

◆药物化学生物学(0703Z1) 
01  药物分子设计与合成 
02  天然药物分子发现与修饰 
03  微生物与生化药物 
04  生物评价与功能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2 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分析

化学占 40%） 
④808 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各占

50%） 

 

复试笔试科目: 药物化学或生物

化学选一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物理

化学、生物化学。  

◆药学(100700) 
01  药物化学 
02  药剂学 
03  生药学 
04  药物分析学 
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6  药理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49 药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药物化学 

1.药学综合包括：药理

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 2.同等学力考生要

求：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

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物理化学、生物化

学。 

◆药学(1055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49 药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药物化学 

1.药学综合包括：药理

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 2.同等学力考生要

求：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

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物理化学、生物化

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6 第一临床医学院  0931-8356693 

◆内科学(100201) 
01  心血管病学 
02  血液病学 
03  呼吸系病学 
04  消化系病学 
05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06  传染病学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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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并以

第一作者在 CSCD 收录期

刊上全文发表论著一 

篇。②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分子生物学、病理

学。 2.报考专业与所学

专业相同或相近。 

◆儿科学(100202) 
01  小儿肾病 
02  新生儿疾病 
03  儿童保健 
04  佝偻病 
05  小儿哮喘 
06  呼吸道及肠道病毒感染 
07  儿童内分泌  
08  儿童发育行为学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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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儿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老年医学(100203) 
01  胃肠动力学研究 
02  衰老机制研究 
03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防治 
04  动脉粥样化发病机制及防治 
05  老年病防治 
06  中西医结合 
07  代谢与营养紊乱性疾病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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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神经病学(100204) 
01  缺血性脑血管病溶栓与介入治疗 
02  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3  神经康复 
04  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05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与神经保护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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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神经病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皮肤病与性病学(100206) 
01  变态反应性疾病 
02  银屑病 
03  性传播疾病 
04  病毒性皮肤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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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皮肤病与性病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 
01  功能影像学 
02  胸部影像诊断 
03  腹部影像诊断 
04  神经影像学 
05  心血管影像学 
06  放射治疗 
07  超声诊断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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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08  循证影像 
09  精神心理及认知神经影像学研究 

复试笔试科目: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100208) 
01  临床检验诊断 
02  临床微生物检验 
03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04  临床免疫学检验 
05  分子生物学研究 
06  循证检验医学与医学生物信息 
07  临床血液学检验 
08  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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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临床检验诊断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外科学(100210) 
01  骨科学 
02  普通外科学（含儿外方向） 
03  胸心外科学 
04  重症医学 
05  外科病理学 
06  泌尿外科学 
07  神经外科学 
08  循证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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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外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妇产科学(100211) 
01  妇科肿瘤 
02  妇科内分泌 
03  不孕不育与辅助生殖 
04  围产医学、产前诊断 
05  生殖内分泌 
06  妇科微创医学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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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妇产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耳鼻咽喉科学(100213) 
01  耳发育及耳神经科学 
02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03  头颈肿瘤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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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耳鼻咽喉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肿瘤学(100214) 
01  消化道肿瘤的综合治疗 
02  肿瘤的外科治疗 
03  肿瘤的分子分型及个体化治疗 
04  肿瘤放射治疗 
05  恶性实体瘤的生物学行为及临床诊疗 
06  胸部肿瘤的综合治疗 
07  乳腺癌的综合治疗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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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肿瘤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麻醉学(100217) 
01  神经病理性疼痛诊疗 
02  器官保护 
03  麻醉原理 
04  麻醉与循环 
05  监护与复苏 
06  麻醉并发症 
07  病理性疼痛机理研究 
08  临床麻醉及围术期器官保护 
09  疼痛诊疗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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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麻醉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急诊医学(100218) 
01  危重病 
02  急性中毒 
03  急诊医学 
04  心肺复苏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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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急诊医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内科学(105101)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

病）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病）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系

病） 
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

病） 
05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

代谢病） 
06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传染病）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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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1.毕业专业与报考专业相

同或毕业专业为临床医学

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

方可报考。 2.正在参加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已

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证书的考生及主治

医师（含）以上职称的考

生原则上不得报考。 

◆儿科学(105102)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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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儿科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老年医学(105103)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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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神经病学(105104)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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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神经病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皮肤病与性病学(105106)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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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皮肤病与性病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5107)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超声医学

科）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放射科）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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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复试笔试科目: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105108)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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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临床检验诊断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外科学(105109)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外）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普外）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胸心外） 
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重症） 
05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外科病

理） 
06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泌尿外） 
0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外

科）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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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外科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妇产科学(105110)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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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妇产科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耳鼻咽喉科学(105112)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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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耳鼻咽喉科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肿瘤学(105113)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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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肿瘤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麻醉学(105116)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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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麻醉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急诊医学(105117)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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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复试笔试科目: 急诊医学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105127)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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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全科医学 

同（专业学位）内科学

(105101)专业。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7 第二临床医学院  0931-8942240 

◆内科学(100201) 
01  心血管病学 
02  血液病学 
03  呼吸系病学 
04  消化系病学 
05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06  肾病学 
07  风湿病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并以第

一作者身份在 CSCD 收录

期刊上全文发表论著一

篇；②复试加试科目：分

子生物学、病理学。2.报

考专业与所学专业相同或

相近。 3.西医综合（自

命）：包含生理学、生物

化学、内科学（含诊

断）、外科学。 

◆儿科学(100202) 
01  小儿心血管疾病 
02  新生儿疾病 
03  儿童呼吸系统感染病原学研究及临床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儿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神经病学(100204) 
01  高压氧神经病学 
02  脑血管病 
03  神经免疫 
04  神经重症监护 
05  癫痫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神经病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0205) 
01  临床精神病学 
02  抑郁症、心身疾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精神病与精神卫

生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皮肤病与性病学(100206) 
01  医学真菌与真菌病 
02  毛囊的基础研究 
03  银屑病 
04  脱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皮肤病与性病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 
01  超声造影和介入超声 
02  中枢及腹部影像 
03  磁共振诊断 
04  核医学影像诊断 
05  射线辐照医学应用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复试笔试科目: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100208) 
01  临床分子生物学诊断 
02  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及个性化治疗 
03  基因组学与分子诊断 
04  肿瘤分子机制与诊断 
05  胃肠道微生物 
06  早期诊断标志物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临床检验诊断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外科学(100210) 
01  泌尿外科学 
02  神经外科学 
03  骨科学 
04  普通外科学 
05  胸外科学 
06  心脏外科学 
07  整形外科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外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妇产科学(100211) 
01  妇科肿瘤 
02  妇科微创 
03  围产医学 
04  生殖医学临床与基础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妇产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眼科学(100212) 
00  眼底病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眼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耳鼻咽喉科学(100213) 
01  耳聋防治 
02  人工听觉 
03  耳科学基础与临床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耳鼻咽喉科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肿瘤学(100214) 
01  肿瘤的化学治疗 
02  肿瘤放射治疗及综合治疗 
03  微生物与肿瘤免疫 
04  消化系统肿瘤 
05  泌尿系肿瘤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肿瘤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麻醉学(100217) 
01  全麻机理 
02  危重病人的麻醉和脏器保护 
04  疼痛诊疗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麻醉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急诊医学(100218) 
01  危重病医学 
02  急诊医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急诊医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内科学(105101)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

学）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病

学）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病

学） 
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

学） 
05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

代谢病） 
06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学） 
0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风湿病

学）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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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内科学 

1.毕业专业与报考专业相

同或毕业专业为临床医学

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

方可报考。 2.正在参加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已

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证书的考生及主治

医师（含）以上职称的考

生原则上不得报考。 

◆儿科学(105102)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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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儿科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神经病学(105104)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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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神经病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5105)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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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精神病与精神卫

生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皮肤病与性病学(105106)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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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皮肤病与性病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5107)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105108)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西医综合（自命）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临床检验诊断学 

同内科学（100201）专

业。 

◆外科学(105109) 
01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泌尿外科

学） 
02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神经外科

学） 
03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骨科学） 
04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普通外科

学） 
05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胸外科

学） 
06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脏外科

学） 
07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整形外科

学）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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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外科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妇产科学(105110)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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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妇产科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眼科学(105111)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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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眼科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耳鼻咽喉科学(105112)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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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耳鼻咽喉科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肿瘤学(105113)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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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复试笔试科目: 肿瘤学 

◆麻醉学(105116)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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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麻醉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急诊医学(105117)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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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急诊医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105127) 
00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3 年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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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全科医学 

同内科学（105101）专

业。 



护理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38 护理学院  0931-8511031 

◆护理(105400) 
01  护理管理 
02  老年护理 
03  外科护理 
04  妇产科护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8 护理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护理学导论、护

理研究 

1.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报

考。 2.考生须为护理学

专业本科毕业。 3.护理

综合包含：成人护理学、

护理学基础。  



文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1 文学院  0931-8913707 

◆汉语国际教育(0453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对外汉语教学法 

1.汉语基础包括语言学基

础知识、汉语语言学基础

知识、汉语分析与应用能

力。 2.汉语国际教育基

础包括中国文化基础知

识、跨文化交际基础知

识、对外汉语教育教学理

论及教学案例分析。 3.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国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

低于 425 分。 4.同等学

力考生加试科目：现代汉

语、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语言文学(050100) 
01  文艺学 
02  汉语言文字学 
03  中国古典文献学 
04  中国古代文学 
05  中国现当代文学 
06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中外文学史与文学理论 
④--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及语言学

概论 

 

复试笔试科目: 01 方向：文学评

论 02 方向：中国语言学史 03方

向：文献学 04 方向：古代文学评

论 05 方向：现当代文学评论 06

方向：比较文学 

1.中外文学史与文学理论

包括：文学理论、中国古

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外国文学。 2.同等

学力考生要求：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并以第一作者在

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一篇。 3.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 01 方向

为美学、文艺理论基础，

外国文学史； 02 方向为

诗词格律、议论文写作 

03 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常

识、文字学 04 方向为古

代汉语、古代文学史 05

方向为当代文学史、现当

代文学作品 06 方向为古

代文学史、外国文学作

品 。 

◆艺术学理论(130100) 
01  艺术史 
02  艺术理论与批评 
03  口头传统与表演艺术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艺术史（含中外艺术史、电影

史） 
④--艺术理论与批评（以影视戏剧

理论为主） 

 

复试笔试科目: 写作与评论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并以第一

作者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一篇。 2.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影视戏剧艺术鉴赏、创作

理论。 



历史文化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2 历史文化学院  0931-8913704 

◆民族学(030401) 
01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02  心理人类学 
03  边疆安全与发展 
04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7 民族学概论 
④833 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 ②通过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通论、民族理论

与民族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030402) 
01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02  世界民族 
03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7 民族学概论 
④833 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 ②通过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通论、民族理论

与民族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史(030404) 
01  中国少数民族史 
02  历史人类学 
03  中国民族关系史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7 民族学概论 
④833 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 ②通过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通论、民族理论

与民族政策。 

◆民族社会学(0304Z1) 
01  民族社区发展 
02  民族社会与文化 
03  民族社会工作 
04  影视人类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7 民族学概论 
④833 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 ②通过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通论、民族理论

与民族政策。 

◆藏学(0304Z2) 
01  藏传佛教 
02  藏族语言与文化 
03  藏族历史与现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7 民族学概论 
④833 中国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 民族问题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 ②通过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2.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通论、民族理论

与民族政策。 

◆考古学(060100) 
01  中国考古 
02  丝绸之路考古 
03  佛教考古 
04  古文字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8 考古学基础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考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修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

科主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

供 1 篇与报考专业相关、

以本人为主、在公开刊物

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中国

通史、世界通史。 

◆中国史(060200) 
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2  历史文献学 
03  专门史 
04  中国古代史 
05  中国近现代史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9 历史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考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修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

科主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

供 1 篇与报考专业相关、

以本人为主、在公开刊物

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中国

通史、世界通史。 

◆敦煌学(0602Z1)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29 历史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考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修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

科主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

供 1 篇与报考专业相关、

以本人为主、在公开刊物

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中国

通史、世界通史。 

◆世界史(060300) 
01  世界近现代史 
02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30 世界通史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学科综合考试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修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

科主干课程 5 门及以上②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③至少提

供 1 篇与报考专业相关、

以本人为主、在公开刊物

上发表的文章。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世界

文明史、国际关系史。 



哲学社会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4 哲学社会学院  0931-8913710 

◆哲学(010100)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2  中国哲学 
03  外国哲学 
04  科学技术哲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44 德语（自

命） 
③631 西方哲学史 
④834 中国哲学史 

 

复试笔试科目: 哲学综合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②以第

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公开至

少发表一篇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学术论文。2.同等学

力考生加试科目：西方哲

学史、哲学综合 

◆社会学(030300) 
01  社会学 
02  人口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32 社会学理论 
④835 社会研究方法 

 

复试笔试科目: 社会学综合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②以第

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公开至

少发表 1 篇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学术论文。③具有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2.同

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中

国社会思想史、外国社会

思想史。 

◆社会工作(0352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年 

全日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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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笔试科目: 社会政策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社会学理论、社会调查研

究方法 



外国语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5 外国语学院  0931-8912278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 
01  英国文学 
02  美国文学 
03  加拿大文学 
04  英语国家文化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5 法语（自命） 或 245 法语

（自命） 或 245 法语（自命） 或 

245 法语（自命） 
③633 综合技能 
④836 英语文学及语言学 

 

复试笔试科目: 研究基础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术

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1.英语词汇学 2.英

美小说选读 

◆俄语语言文学(050202) 
01  俄语语言学 
02  俄语文学 
03  区域国别研究（俄罗斯、乌克兰、白

俄罗斯及中亚研究）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5 法语（自命） 或 245 法语

（自命） 或 245 法语（自命） 或 

245 法语（自命） 
③634 实践俄语 
④837 综合知识（俄罗斯与中亚国

家社会、文化等） 

 

复试笔试科目: 俄语综合技能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术

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1.基础俄语 2.俄罗

斯文学史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 
01  语用学研究 
02  第二、第三语言习得 
03  词汇学研究 
04  笔译理论与实践 
05  口译理论与实践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5 法语（自命） 或 245 法语

（自命） 或 245 法语（自命） 或 

245 法语（自命） 
③633 综合技能 
④836 英语文学及语言学 

 

复试笔试科目: 研究基础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证

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术

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 1.英语词汇学 2.英

美小说选读 

◆英语笔译(055101)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 
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 
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笔试科目: 翻译实务（含笔

译、口译）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

证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

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或译作，或有正式出版的

译著。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1.英语词汇学 

2.英语文学基础。 

◆英语口译(05510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 
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 
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

证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

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复试笔试科目: 翻译实务（含笔

译、口译） 
或译作，或有正式出版的

译著。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 1.英语词汇学 

2.英语文学基础。 

◆俄语笔译(055103)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12 翻译硕士俄语 
③358 俄语翻译基础 
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笔试科目: 俄语翻译实务

（含笔译、口译）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

证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

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或译作，或有正式出版的

译著。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 1.俄语词汇

学 2.俄语文学基础。 

◆俄语口译(055104)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12 翻译硕士俄语 
③358 俄语翻译基础 
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笔试科目: 俄语翻译实务

（含笔译、口译） 

1.同等学力考生须满足以

下条件：①参加过 5 门以

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

主干课程的学习，成绩合

格，并提供书面学习成绩

证明；②在公开发表的学

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或译作，或有正式出版的

译著。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 1.俄语词汇

学 2.俄语文学基础。 



法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6 法学院  0931-8915653 

◆法学(030100) 
01  法律史 
02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  刑法学 
04  民商法学 
05  经济法学 
06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7  国际法学 
08  诉讼法学 
09  法学理论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5 法语（自命） 
③635 综合（法理学、宪法学、刑

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

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 
④838 诉讼法学(含刑诉、民诉、行

政诉讼法) 

 

复试笔试科目: 01 方向为法律史

（含中国法律史、外国法律史），

02 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学（含宪法

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03 方向为刑法学，04 方向为民商

法学（含民法学、商法学），05 方

向为经济法学，06 方向为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07 方向为国际法学

（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学)，08 方向为诉讼法学（含

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09

方向为法理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毕业专业必须为一级学科

法学[0301]类专业，全国

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不

低于 425 分；②至少在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一篇

文章。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01 方向为外国

法律思想史，02 方向为民

法学，03 方向为民法学，

04 方向为刑法学，05 方

向为民法学，06 方向为行

政法学，07 方向为国际经

济法学，08 方向为行政诉

讼法学，09 方向为宪法

学。 

◆法律（非法学）(035101)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5 法语（自命） 
③635 综合（法理学、宪法学、刑

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

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 
④838 诉讼法学(含刑诉、民诉、行

政诉讼法) 

 

复试笔试科目: 法理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②至少

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

一篇文章。 2.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科目：宪法学、

民法学。 

◆法律（法学）(035102)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5 法语（自命） 
③635 综合（法理学、宪法学、刑

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

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 
④838 诉讼法学(含刑诉、民诉、行

政诉讼法) 

 

复试笔试科目: 法理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法

律（非法学）（055101）

专业。 2.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诉讼法学（含

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

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知识产权法。 



经济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8 经济学院  0931-8912624 

◆理论经济学(020100) 
01  政治经济学 
02  经济史 
0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4  西方经济学 

3 年 

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03 数学三 
④839 政治经济学（资、社） 

 

复试笔试科目: 01、02、03方向

为发展经济学，04 方向为西方经济

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全

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 425 分，且修过 6

门以上经济学本科主干课

程，成绩合格并提供书面

学习成绩证明。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经济

学说史、统计学。 

◆应用经济学(020200) 
01  区域经济学 
02  产业经济学 
03  数量经济学 
04  金融学 
05  国际贸易学 

3 年 

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03 数学三 
④840 西方经济学（经济类） 

 

复试笔试科目: 01、02、05方向

为发展经济学，03 方向为计量经济

学，04 方向为金融学综合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与加试

科目同理论经济学

（020100）专业。 

◆金融(0251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年 

非全

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笔试科目: 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与加试

科目同理论经济学

（020100）专业。 



管理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69 管理学院  0931-8912466 

◆工商管理(120200) 
01  战略管理 
02  人力资源管理 
03  运营管理 
04  营销管理 
05  会计学与财务管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03 数学三 
④841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应用统计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须

提供参加过 5 门以上与报

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证明。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微观

经济学、管理思想史。  

◆公共管理(120400) 
01  行政管理 
02  政府绩效管理 
03  应急管理（含：公共危机信息管理、

风险管理与政策） 
04  民族地区治理 
05  土地资源管理 
06  教育经济与管理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36 西方经济学（管理类） 
④841 管理学 

 

复试笔试科目: 行政管理学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须

提供参加过 5 门以上与报

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

程的学习证明。 2.同等

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统计

学、高等数学（包括微积

分、线性代数、概率统

计）。  

◆工商管理(125100) 
01  MBA（普通工商管理硕士） 
01  MBA（普通工商管理硕士） 
02  IMBA（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03  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3 年 

全日

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电话：0931-8912452 

◆公共管理(1252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电话：0931-8912452 

◆会计(1253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 年 

全日

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思想政治理论、

会计学 

联系电话：0931-8912450 

同等学力考生须提供参加

过 5 门以上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本科主干课程的学习

证明。同等学力加试：统

计学、高等数学（包括微

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

计）。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71 新闻与传播学院  0931-8913736 

◆新闻传播学(050300) 
01  新闻学 
02  传播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37 新闻传播理论（含中国新闻

传播史） 
④842 新闻传播实务 

 

复试笔试科目: 专业综合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

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新

闻传播学科相关的学术论

文一篇；②全国大学外语

四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科目：新闻评论学、新闻

编辑学。 

◆新闻与传播(055200)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笔试科目:  新媒体应用、广

告学、公共关系学知识能力考核 

1.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

力：以新闻与传播硕士教

指委确定的考试科目内容

和范围为准。2.新闻与传

播专业基础包括新闻传播

理论、新闻传播史。 3.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及加试

科目同新闻传播学

（050300）专业。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72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0931-8911802 

◆政治学(0302) 
01  政治学理论 
02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3  国际政治 
04  国际关系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38 政治学原理 
④843 国际政治学 

 

复试笔试科目: 政治学综合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931-8912183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00)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05  思想政治教育 
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07  党的建设 
08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

关系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639 马克思主义原理 
④844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复试笔试科目: ①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方向）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党的

建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

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方向） ③思想

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方向）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至

少须满足以下 2 项条件①

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

绩不低于 425 分，②至少

修读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

本科主干课程 5 门以上，

成绩合格并提供书面学习

成绩证明，③公开发表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2.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科目：马列原著选读、

中共党史。 



艺术学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76 艺术学院  0931-8912264 

◆音乐(135101) 
01  声乐 
02  键盘乐（钢琴、手风琴）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

语二 
③640 中外音乐史（含中国传统音

乐） 
④501 专业主科表演（现场考核） 

 

复试笔试科目: 1.专业主科表演

（详见备注 2）；2.综合面试（详

见备注 3） 

1.初试专业主科表演：美

声：自选声乐作品 4 首

（包括中外艺术歌曲、中

外歌剧咏叹调（必须用原

文、原调演唱）各一

首）；民族：自选声乐作

品 4 首（包括中国古典诗

词作品、中国民歌（含传

统民歌、民歌改编、戏

曲、说唱等多种风格作

品）、中国歌剧选段、中

国声乐艺术作品各一

首）；键盘乐：自选曲目

4 首（练习曲 2 首，作品

2 首）； 2.复试专业主科

表演：美声：自选声乐作

品 2 首（中外作品各 1

首）；民族：自选作品 2

首（中国传统民歌 1 首，

新民歌或中国歌剧选段或

戏曲选段 1 首）；键盘

乐：自选曲目 2 首（练习

曲 1 首，作品 1 首）。 

3.综合面试：①音乐理论

与综合知识面试；②辅项

技能加试（自选曲目 1

首）：声乐、手风琴方向

加试钢琴演奏，钢琴方向

加试声乐演唱或其它乐器

演奏；③高级视唱（调

式：两升两降以上）；④

英语口语及听力测试；⑤

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考

核。 4.声乐、键盘乐两

个方向按成绩单独排序、

从高到低分别录取。 5.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①参

加省级声乐或器乐的权威

赛事获得二等及以上奖项

（出具由省文联、省文化

厅、省广电厅、省音协、

省教育厅等政府部门颁发

的获奖证书原件）。②发

表音乐学术论文 1 篇（不

少于 3 千字）。③加试科

目：中国民族音乐、命题

论文写作。 6.报考点只

允许选择兰州大学考点

（6205）。  



◆艺术设计(135108) 
01  视觉传达设计 
02  敦煌艺术创新设计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04 英

语二 
③641 艺术设计理论 
④502 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手绘，

考试时间 6 小时） 

 

复试笔试科目: 1.快题设计；2.

综合面试 

1.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考试

内容为设计专业基础能力

考核，考核形式为手绘

（工具需自备，纸张由学

院提供）。 2.艺术设计

理论：包括中外设计史、

设计学概论。 3.综合面

试：①综合素质与知识面

试；②英语口语及听力测

试；③思想政治素质与品

德考核。 4.同等学力考

生要求：①参加省级或以

上的艺术设计专业赛事入

选或获奖（出具由省文

联、省文化厅、省美协、

省教育厅等政府部门颁发

的获奖证书原件）；②以

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相关的

学术论文一篇（不少于 3

千字）或设计作品一幅；

③加试科目：素描、中外

美术史。  



高等教育研究院 2021 年度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研究方向 学制及 

学习方

式 

考试科目编码及名称 备注 

※079 高等教育研究院  0931-8912257 

◆教育学(040100) 
01  高等教育学 
02  课程与教学论 
03  教育技术学 
04  教师教育学 

3 年 

全日

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③3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或 312

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 或 642教育

技术学综合 
④--无 

 

复试笔试科目: 01 方向为高等教

育学、02 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03

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04 方

向为教师教育基本理论 

1.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必

须同时满足以下 3 项条

件：①全国大学外语六级

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 分；

②至少修读过与报考专业

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 5 门

以上，成绩合格并提供书

面学习成绩证明；③公开

发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

术论文一篇。 2.01 高等

教育学、02 课程与教学

论、04 教师教育学、初试

科目为 311 教育学专业基

础综合或 312 心理学专业

基础综合，03 教育技术

学，初试科目为 642 教育

技术学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