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科目 考试范围 备 注

308 护理综合
护理学导论，李小妹、冯先琼主编，第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基础护理学，李小寒、尚少
梅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护理学，尤黎明、吴瑛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
社；外科护理学，李乐之、路潜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349 药学综合
分析化学，第七版，李发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有机化学，第八版，陆涛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人体生理学，第三版，孙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
八版，查锡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352 口腔综合

口腔解剖生理学，第七版，王美青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口腔组织病理学，第七版，于世
凤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口腔颌面外科学，第七版，张志愿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口腔
修复学，第七版，赵铱民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牙体牙髓病学，第四版，樊明文主编，人
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353卫生综合

流行病学，第八版，詹思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统计学，案例版（第二版），丁元
林、王彤主编, 科学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第八版，杨克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卫

生与职业医学， 第八版，邬堂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第八版， 孙

长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699 联考西医综合

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王庭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八
版，査锡良、药立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诊断学，第八版，万学红、卢雪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外科学（仅“总论”部
分），第八版，陈孝平、汪建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701 生物综合
细胞生物学(不含植物细胞相关内容)，第四版， 翟中和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理学，

第八版，朱大年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702 基础医学综合
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王庭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人体生理学，第3版，孙红、彭
聿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八版，査锡良、药立波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病理生理学，第八版，王建枝、殷莲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706 卫管综合

流行病学，第八版，詹思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统计学，第八版，方积乾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管理学原理，第五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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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卫管综合
人民卫生出版社；管理学原理，第五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卫生经济学，第二版，程晓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社会医学，第5版，李鲁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707 临床药学综合
分析化学，第七版，李发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药理学，第八版，朱依谆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人体生理学，第三版，孙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
八版，查锡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901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八版，査锡良、药立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903  电路 电路，第五版，邱关源、罗先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初试

90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医学微生物学，第八版，李凡、徐志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免疫学，第六版，曹雪
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试

905 C语言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初试

511 神经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不含植物细胞相关内容），第三或第四版，翟中和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仅“中枢神经解剖”部分），第六版，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1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四版，钱晖、侯筱宇主编，科学出版社；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第八版，査锡良、药立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13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不含植物细胞相关内容），第三或第四版，翟中和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514 生理学
生理学，第八版，朱大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人体生理学，第3版，孙红、彭聿平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515 微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第八版，李凡、徐志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微生物学，第二版，沈萍、
陈向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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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发育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不含植物细胞相关内容），第四版，翟中和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第四版，钱晖、侯筱宇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17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不含植物细胞相关内容），第四版，陈阅增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518 遗传学 遗传学，第三版，刘祖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521 人体系统解剖学
系统解剖学，第八版，柏树令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胚胎学，第九版，李继承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22 病原生物学
人体寄生虫学，第八版，诸欣平、李雍龙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微生物学，第八版，
李凡、徐志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23 病理学 病理学，第八版，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24 免疫学 医学免疫学，第六版，曹雪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25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第五版，丛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法医学，第六版，王保捷、侯一平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27 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第八版，王建枝、殷莲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29 生物医学工程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第一版，邓玉林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30 传染病学 传染病学，第七版，杨绍基、任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31 内科学 内科学，第八版，葛均波、徐永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32 儿科学 儿科学，第八版，王卫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33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第七版，贾建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心理学(05方向考试科目)，2013年1

月第一版，耿德勤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34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学，第八版，张学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临床皮肤病学，赵辨主编，2010
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复试

535 医学影像学 医学影像诊断学(第3版)，白人驹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36 外科学
外科学，第八版，吴在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外科学，第六版，黄家驷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外科学，第一版，李向农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37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第八版，谢辛、苟文丽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38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第六版， 田勇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39 肿瘤学
肿瘤学，第四版，曾益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学，第二版，郝希山等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

复试

540 麻醉学
麻醉学，第三版，杨拔贤、李文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麻醉学，第四版，郭曲练、
姚尚龙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危重病医学，第四版，邓小明、李文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疼痛诊疗学，第四版，郭政、王国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41 急诊医学 急救医学，第一版（2010年），许铁、张劲松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复试

542 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第六版，郝伟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43 口腔专业综合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七版，张志愿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口腔修复学，第七版，赵铱民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牙体牙髓病学，第四版，樊明文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44 护理学

基础护理学，李小寒、尚少梅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护理学，尤黎明、吴瑛
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外科护理学，李乐之、路潜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
社； 妇产科护理学，安力彬、陆虹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儿科护理学，崔焱、仰
曙芬主编，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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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眼科学
眼科学，第8版，赵堪兴、杨培增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眼科学·案例版，第2版，管怀进
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47 老年医学 内科学，第八版，葛均波，徐永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48 运动医学
生理学，第七版，朱大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系统解剖学，第六版，柏树令主编，人民
卫生出版社；康复医学，第二版，励建安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49 医学信息学 医学信息学，第一版（2010年），丁宝芬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复试

550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概论，第四版，祝墡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葛均波、徐永健
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与实践，李志新主编，人民军医出版社。

复试

55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第八版，詹思延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统计学，第三版，陆守曾、陈峰主
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复试

55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第八版，杨克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第八版，邬堂
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5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八版，孙长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54 卫生事业管理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第4版，梁万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院管理学，第1版，周子君主
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复试

555 健康管理与社会保障
卫生事业管理学，第4版，梁万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院管理学，第1版，周子君主
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复试

561 药理学 药理学，第八版，朱依谆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62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第八版，尤启冬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63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学，第八版，杭太俊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体内药物分析（总论），李好枝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564 药剂学 药剂学，第二版，张志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565 临床药物治疗学 临床药物治疗学（临床药学专业用），李俊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66 生化药学
体内药物分析（总论），李好枝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三版，
黄诒森、侯筱宇主编，科学出版社。

复试

567 药学专业综合
药理学，第八版，朱依谆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药物化学，第八版，尤启冬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药物分析学，第八版，杭太俊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药剂学，第二版，张志荣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

571 检验综合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李金明、刘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尹一
兵、倪培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刘运德、楼永良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

复试

572  康复综合
康复医学，第二版，励建安主编，科学出版社；康复医学，第五版，黄晓琳、燕铁斌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73 医学影像技术综合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第1版，余建明、曾勇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影像设备学，
第1版，石明国、韩丰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影像成像原理，第1版，李真林、雷子
乔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影像诊断学，第1版，高剑波、王滨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

复试

574 听力综合
临床听力学，第五版，原著Jack Katz,主译韩德民，人民卫生出版社；实用耳鼻咽喉科学第
二版，黄选兆，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575 眼视光综合
眼科学，第八版， 赵堪兴、杨培增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眼视光学理论和方法，第三
版，瞿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试

备注：以上书籍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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