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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中南大学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长沙市，占地面积 5886 亩，

建筑面积 276万平方米，跨湘江两岸，依巍巍岳麓，临滔滔湘水，环境幽雅，景

色宜人，是求知治学的理想园地。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

国家“985 工程”部省重点共建高水平大学和国家“2011 计划”首批牵头高校，

2017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现任校党委书记高

文兵、校长田红旗。 

中南大学由原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与中南工业大学于 2000 年 4 月

合并组建而成。原中南工业大学的前身为创建于 1952 年的中南矿冶学院，原长

沙铁道学院的前身为创建于 1953 年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两校的主体学科最早

溯源于 1903 年创办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矿科和路科。原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

为 1914 年创建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创办最早的西医高等学校之一。 

中南大学秉承百年办学积淀，顺应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大势，弘扬以“知

行合一、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力行“向善、求真、唯美、有容”的校

风，坚持自身办学特色，服务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团结奋进，改革创新，追求

卓越，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大幅提升。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拥有完备的有色金属、医学、轨道交通等学科体系，涵

盖哲、经、法、教、文、理、工、医、管、艺等 10 大学科门类，辐射军事学。

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6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2 个，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 1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61 个；设有 31个二级学院，104 个本科专业；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4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

类别 2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2 个。材料科学、

工程学、临床医学、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

为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社会科学总论、免疫学、精神

病学与心理学等 13 个学科 ESI（基本科学指标）排名居全球前 1%，其中材料科

学排名居全球前 1‰；拥有享“南湘雅”美誉的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

医院 3 所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及湘雅口腔医院，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海口医院、株洲医院。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师资力量雄厚。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 13 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57 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2

人，“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19 人（其中青年项目 2人），“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特聘、讲座教授 46 人，国家教学名师 7 人，教授及相应正高职称人员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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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96人。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质量优先，努力探索和完善人才培养新模式。现有全日

制在校学生 5.5 万余名，其中本科生 3.4万余人、研究生 2万余人、留学生近千

人。先后获得国家精品课程 57 门，国家教学团队 8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7 个。在国内率先创办创新型高级工程人才实验班，成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

卓越医师、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学校是全国首批试点开展八年

制医学教育（医学博士学位）的大学之一，也是全国第一所为军队培养现役军官

指技合一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学校入选全国首批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成为我国百强企业最欢迎的 10所大学之一。 

学校坚持瞄准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深入推进协同创新，积极服务国民经济

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主战场。学校现有国家级创新平台 20 个，其中国家重点

实验室 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国家工程实

验室 5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工程化与创新能力建设平台 1个、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个，牵头和参与组建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2个。2000

年以来，学校共获国家科技三大奖 86 项，其中获国家科技一等奖（特等奖）14

项，9个项目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国际合作与交流活跃，先后与美、英、澳、加、日、法、

德、俄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与众多跨国企业集团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现有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在校学习。 

学校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提升

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

组织保证。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单位。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充分肯定。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等 9 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 20 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来校视

察，对学校的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今天的中南大学正肩负着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的

历史责任，立足湖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加快推进校内综合改革和内涵式发

展，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更大贡献！ 

 

（数据截止时间：2017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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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说明 
 
一、学位类别 

1、学术型。专业代码第三位非“5”的学科专业类别为学术型，毕业时授予学术型学位。 

2、专业型。专业代码第三位是“5”的学科专业类别为专业型，毕业时授予专业型学位。 

二、学习形式及报考类别 

（一）学习形式 

我校全部为全日制。报考我校录取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必须脱产在校学习，有工作单位且

不离职的研究生必须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脱产在校学习的证明方可录取，不能脱产学习

者不予录取。我校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在职人员（脱产且不离职）比例控制在招收总数的 20%

以内。 

（二）报考类别 

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二种。考生必须准确填写报考类别，一经确认，不得随意更

改。  

1、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 

入学前须将人事关系包括人事档案和工资关系转入我校，参与学校奖、助学金评定，毕业时

可自主择业，并纳入学校就业方案。 

2、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 

录取前考生本人须与我校和所在单位签订三方培养协议。在学期间，人事关系和档案保留在

原单位，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该类学生不参加学校奖学金、助学金评定（“少干计划”博士

生除外），且就读期间不能改变为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  

三、招生方式 

1、普通招考。 

指招生单位面向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进行考试（初试+复试）选拔博士生的招生方式。 

注：我校工科为主 14 个学院包括化学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粉末冶金研究院、

冶金与环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轻合金研究院、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资源加工

与生物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非专项计划博士生招生 2018 年取消普通招考，仅以直博、硕博

连读、申请考核制三种方式招收博士生。  

报考上述 14 个学院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对口支援计划”专项计划考生仍

须参加普通招考进行录取。 

2、硕博连读。指从我校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优秀，且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

的在学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方式。具体要求见相关通知。 

3、直接攻博。在我校规定的专业范围内，选拔具有推免生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

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的招生方式。具体要求见相关通知。 

4、申请考核制。指对符合报考条件的申请人员直接进行考核选拔博士生的招生方式。 



4 

 

除开试点 14 个工科学院，其它二级招生单位针对应届硕士毕业生仍保留申请考核制招生方

式，具体要求见相关通知。 

四、报考条件及相关规定要求 

（一）以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注意：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符合条件者须使用二

代居民身份证报考。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4、学历学位要求 

（1）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 

注意：未获得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不能报考；国外获得的硕士学位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提供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2）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 2018年 9月 1日前取得硕士学位及毕业证的全日制应届硕士

毕业生。 

注意：国外和境外在读硕士生须获得毕业证及学位证（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后方

能报考；国内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若未获得硕士学位不能报考。 

5、专业报考要求 

（1）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专业代码为‘1051’开头） 

A、不接受硕博连读、直接攻博。 

B、非应届生：需具有《医师资格证》方能报考；对于已获得副高（含副高）以上技术职称

者，不能报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只能报考攻读学术型学位（专业代码为‘1002’开头）。 

C、应届硕士生：只允许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应届硕士生报考；非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不

允许报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2）其它招生专业 

一般要求报考学科专业与硕士学科专业相同或相近。若属跨学科专业（硕士学科专业与报考

学科专业不同）报考，须获得报考院系和导师认可。 

6、专项计划招生 

所有专项计划博士生只能以普通招考方式进行录取。 

（1）“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我校 2018 年计划招收 18 名，学历要求为：往届或

应届硕士毕业生。网报时“专项计划”栏目请选择“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拟录取该计划博士生

须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有关详情另见通知。 

（2）“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我校 2018年计划招收 4名，报考条件为：

高校院（系）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编在岗专职辅导员和高校学生工作系统优秀

骨干，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有志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截止报名之日从事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满 3年，且具有硕士学位，本科、硕士所学专业不受限制，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197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经所在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人事部门推荐，所在地省级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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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部门审核通过。网报时“专项计划”栏目请选择“辅导员计划”，拟录取该计划博士生

须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有关详情另见通知。 

（3）“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我校 2018 年计划招收 7 名左右，招生

对象为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大学在职人员（计划及招生对象以国家计划文件为准）。学历学位要

求为：已毕业硕士研究生。网报时“专项计划”栏目请选择“对口支援计划”，拟录取该计划博

士生须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 

（二）以直接攻博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详见直博生招生通知要求。 

（三）以硕博连读方式报考博士生的基本条件 

详见硕博连读博士生招生通知要求。 

（四）以申请考核制方式报考博士生的相关规定 

详见申请考核制博士生招生通知要求。 

五、报名程序 

（一）报名方式 

已录取直博生（注：不再缴纳报考费）不参加本次网上报名，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考生网

报及相关要求另见通知。参加普通招考的所有考生必须进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程序如下。 

（二）网上报名 

1、网报时间： 

普通招考考生:2017年 12月 11日—30 日。 

2、网报要求：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博士生网上报名系统(http://yz.chsi.com.cn/bsbm)，

先行注册，注册成功后进入报名系统，按照网上说明和网上报名步骤填写提交相关信息。 

注意：网报报名号生成后，报考信息包括院系、专业、方向、导师、考试科目、考试方式、

报考类别、学习方式、专项计划等均不能修改！若有错误，须采用“新增报考信息”方式重新填

报；其它个人信息可以修改！若身份证号码错误，须重新注册。 

3、网报上传附件 

（1）照片（白底、像素为 150×200、大小不超过 30k）； 

（2）身份证扫描件； 

（3）硕士毕业证书（已毕业）或研究生证（在读）扫描件； 

（4）硕士学位证书扫描件； 

（5）本科（未获本科毕业证时为专科）毕业证书扫描件； 

（6）学士学位证书（未获学士学位证请上传说明）扫描件； 

（7）硕士学历（已毕业）或学籍（在读）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认证报告； 

（8）本科（无本科时为专科）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认证报告； 

（9）硕士学位查询结果或认证报告（正在办理中的考生上传能够在 2018 年 5 月 1 日前办理

完成的承诺书）。 

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认证报告》获取网址： http://www.chsi.com.cn)。不

能正常获取时须办理认证——学历或学籍认证办理可联系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

导中心或者高等教育学历认证代理机构。湖南的代理机构为：①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历学位

http://yz.chsi.com.cn/b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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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中心,咨询电话 0731-84402928、84402947，②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咨询电话 0731-82816660、82816663。 

硕士学位查询结果或认证报告获取说明：2008年 9月 1日至今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者须在“中

国学位证书查询”（ http://www.chinadegrees.com.cn/）网站打印学位证书查询结果或认证报

告。2008年 8月 31日以前获得学位者以及上述学位查询未果者须在“中国学位与教育文凭认证”

网站（http://www.chinadegrees.cn/cn/）上进行已获学士或硕士学位认证，获取书面《认证报

告》。 

国外获得本科或硕士学位者需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在网

报系统上传。 

（10）专项计划考生还须提供：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提交《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登记表》（加盖

当地教育厅民政处公章）。 

“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考生提交《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报考资

格审查表》。 

报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考生提交《报考 2017 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

养博士生计划考生审批表》。 

4、网报特别提醒 

（1）请确保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无误，并牢记注册号、密码、以及报名号。 

网上报名录入信息时必须认真填写你具有的所有信息（不得为空）。 

涉及本科毕业、学士学位、硕士毕业、硕士学位的单位名称、证书编号、毕业或授予学位年

月必须如实填写，并与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完全一致！注意所

有证书编号不要填成证书制作的流水号！ 

全日制应届硕士生填写的学号必须与学生证（或研究生证）上一致。 

涉及报考院系所、报考专业（临床医学专业注意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的专业代码的区别）、

导师、研究方向、考试科目一经选定提交不能修改（系统设定！）。 

（2）我校职工请在网报系统备用信息 1 中注明“中南大学职工”。 

（三）报名网站支付报考费 

1、报名考试费标准：350元/人。 

2、支付方式：2017年 12月 11日 9:00-2017年 12月 31日 16:00前完成网上支付报考费。 

3、一名考生申请多个报名号者只需缴纳 1 次报考费（即同一身份证号只需缴纳 1 次报考费）。

报考费一经缴纳（含多缴）一律不予退还。 

（四）网上报考信息确认（不再组织现场报名确认！） 

2018年1月8日上午9：00—2018年1月15日17：00，网报成功且已缴纳报考费的考生在报名网

站（http://yz.chsi.com.cn/bsbm）进行报考信息确认。 

相关说明：  

（1）正确完成网上确认的考生可从系统中下载准考证，否则报名无效。  

（2）考生报名时不用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研究生产

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无法开具工资转移介绍信或使学校无法调取考生档案，

http://yz.chsi.com.cn/b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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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学校不承担责任。所有考生的资格审查将在网上确认与

复试时进行，若不符合报考条件将随时取消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 

六、考试内容及考试时间（针对普通招考考生） 

1、考试内容 

（1）外国语（1××，公共英语或二外，不含听力，听力将在复试中进行），笔试三小时； 

（2）专业基础课（2××），笔试三小时； 

（3）专业课（3××），笔试三小时。 

2、初试 

时间：2018 年 3 月 24 日—25 日（考试前十天左右报名网站下载准考证）； 

地点：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南路 932 号中南大学新校区（详见准考证） 

3、复试 

对初始成绩符合复试要求的考生通知复试，复试时间：2017 年 5 月中旬。具体复试时间、方

式及内容以及须提供的资格审查材料（含专家推荐书、本科及硕士成绩单）另行通知。 

注意：在职且确定不离开其工作单位的考生在复试前须提交所在单位签署同意的“脱产攻读

博士研究生证明”，否则不能参与复试！ 

七、录取 

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八、学制、学费和奖助学金 

1、我校录取 2018 年直博生学制为 5年、其它博士生学制为 4年。 

2、按照国家政策，所有研究生均需缴纳学费。学校将按照国家和湖南省的规定收取学费，

无论考生是否享受奖学金，均须缴清每一学年的学费。 

同时向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博士生（非在职、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发放助

学金。在修业年限内符合规定条件的研究生，可评选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学校、导师为研

究生设置的奖助学金。具体的奖助学金政策在 2018年 5月前“复试通知”中公布。 

人事档案、工资等关系不转入我校（脱产且不离职）的考生不能申请国家、学校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和助学金。我校对此类考生的录取比例将严格控制在 20%以内，同时要求必须全脱产学习。 

另外，我校对在校全日制脱产研究生设有近 30 种校级奖励金，如米塔尔奖学金、宝钢教育

奖、西南铝教育奖励金、海航高校奖学金、比亚迪奖学金、山河英才教育奖学金、世纪海翔酬勤

奖学金、茅以升专项奖、陈新民奖励基金、黄培云教育奖励金等，最高奖励基金为 10000元/人。 

3、学费标准：（收费年限：直博生 5 年，其他 4 年）（收费标准若有变化，则以最新文件为

准！）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10000元/生.年； 

专业型博士研究生：医学专业:15000元/生.年，其他专业:14000元/生.年。 

九、违规处理 

对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违规或作弊的考生，我校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

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年的处理，同时，对在校生，

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有关部门将通知考生所在单位，

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考生



8 

 

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或作弊事实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并通报其所在学校或

单位，记入考生人事档案。 

考生个人信息有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

或学籍、已毕业者取消毕业证和学位证。 

十、其他 

1、考生如被我校和外校同时录取，必须将有关情况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告知我校，否则

在我校上报教育部时发现被重复录取，将会取消其录取资格。绝不允许考生同时报考硕士和博士

或同时拥有硕士和博士双重学籍，发现此类情况取消学籍。应届硕士毕业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

家承认的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者，取消录取资格。 

2、考生在报名前后及时登录我校网站，查阅详细说明和有关报名流程及相关事宜。 

3、所有考生报名前必须与报考导师取得联系并获得认可，同时了解该导师招生计划和已录

申请考核制、直接攻博、硕博连读博士生情况，要确信报考导师有招生指标。 

4、考生报名前应认真阅读我校招生简章以及报考条件，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取消考试或录取资格，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5、通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 932号中南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410083      联系电话：0731-8887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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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一览表 
 
说明：标“■”者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 

标“★”者为国家授权我校自主设置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 

标“▲”者为一级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 

标“☆”者为二级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 

标“※”者为国家授权我校自主设置的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交叉学科、专业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01 

哲学 

■0101哲学 

(公共管理学院

按 一级学 科招

生)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公共管理学院 

010102 中国哲学 

010103 外国哲学 

010104 逻辑学(不招生) 

010105 伦理学 

010106 美学 公共管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010107 宗教学(不招生)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公共管理学院 

★0101Z1 审美文化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0101Z2 艺术哲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 

★0101Z3 管理哲学 公共管理学院 

★0101Z4 人类文化遗产学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0101J1 组织管理与政策创新 公共管理学院（按二级学科招生） 

03 

法学 

■0301法学 

030101 法学理论 

法学院 

030102 法律史(不招生)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4 刑法学(不招生) 

030105 民商法学 

030106 诉讼法学(不招生) 

030107 经济法学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 

030110 军事法学(不招生) 

★0301Z1 知识产权法 

★0301Z2 卫生法学 

★0301Z3文化法学（2018 新增） 

※0301J2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按二级学科招生） 

■0305 马克思主

义理论 

(马院按一级学

科招生)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招生)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专项）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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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04 
教育学 0402心理学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院 

05 
文学 

0502 外国语言文

学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07 
理学 

■0701数学 

(数学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70101基础数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2 计算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70104 应用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0701Z1 金融数学（不招生） 

■0702物理学 

(物理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70201 理论物理 

物理与电子学院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不招生)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070204 等离子体物理 

070205 凝聚态物理 

070206 声学(不招生) 

070207 光学 

070208 无线电物理 

★0702Z1 光电子科学与技术 

★0702Z2 电子材料与器件 

■0703化学 

(化学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70301 无机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703Z1 环境化学 

0709地质学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0710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不招生）  

071002 动物学（不招生）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071004 水生生物学(不招生)  

071005 微生物学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基础医学

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071007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基础医学院 

071008 发育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基础医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基础医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1 生物物理学(不招生)  

★0710Z1 生物统计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0710Z2 生物工程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0710Z3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2018 年新增）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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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 0714统计学 

(数学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71400 统计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14Z1 应用统计 

★0714Z2 应用概率（不招生） 

08 
工学 

 
 
 
 
 
 
 
 
 
 
 
 
 
 
 
 
 
 
 
 
 
 
 
 
 
 
 
 
 
 
 
 
 
 
 
 
 
 
 
 
 
 
 
 

0801 力学（可

授工学、理学学

位） 

080104 工程力学【077204】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0802 机械工

程 

(机电院、轻合金

按 一级学 科招

生)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轻合金研究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080204 车辆工程 

★0802Z1 信息器件制造技术与装备 

★0802Z2 数字装备与计算制造 

■ ▲0805 材科

学与工程 

（粉冶院、轻合

金院、资生院、

航空院按一级学

科招生、材料院

按 二级学 科招

生）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粉末冶金研究

院；轻合金研究院；航空航天学院 

080502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粉末冶金研究

院；轻合金研究院；资源加工与生物

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粉末冶金研究

院；轻合金研究院；航空航天学院 

★0805Z1 复合材料 
粉末冶金研究院 

★0805Z2 粉末冶金 

★0805Z3 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 

（不招生） ★0805Z4 新能源及电子信息纳米材料 

★0805Z5 计算材料科学与虚拟工程 

■0806冶金工程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化学化工学院；冶金与环境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冶金与环境学院；资源加工与生物工

程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冶金与环境学院 
★0806Z1 冶金环境工程 

★0806Z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806Z3 材料冶金 

■0807 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 

(能源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0701 工程热物理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不招生) 

080705 制冷及低温工程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不招生) 

★0807Z1 能源系统工程 

■0811 控制科学

与工程 

(信息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081103 系统工程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2 

 

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08 
工学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0811Z1 电路与系统控制 

★0811Z2 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 0812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信息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Z1 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 

★0812Z2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2018 年新增） 

■▲0814 土木工

程 

（土木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1401 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不招生)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不招

生)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814Z1 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 

★0814Z2 消防工程 

★0814Z3 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 建筑与艺术学院 

※0814J3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0816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地信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0817 化学工程

与技术 

（化工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1701 化学工程 

化学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081703 生物化工 

081704 应用化学 

081705 工业催化 

★0817Z1 制药工程 

■0818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地信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81803 地质工程 

★0818Z1 资源环境遥感 

★0818Z2 国土资源信息工程 

★0818Z3 安全信息工程 

■▲0819 矿业工

程 

（资安院、资生

院按一级学科招

生） 

081901 采矿工程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081903 安全技术及工程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0819Z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0819Z2 矿物材料工程 

★0819Z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0823 交通运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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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输工程 

(交通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0823Z1 物流工程 

★0823Z2 交通设备与信息工程 

★0823Z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不招生） 土木工程学院 

■0837 安全科学

与工程 

(资安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10  

医学 

 

 

 

 

 

 

 

 

 

 

 

 

 

 

 

 

 

 

 

 

 

 

 

 

 

 

 

 

 

10 

■1001基础医学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基础医学院；湘雅二医院 

100103 病原生物学（不招生）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院 

  100105 法医学 基础医学院 

100106 放射医学(不招生)  

100107 航空、航天与航海医学(不招生)  

★1001Z1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基础医学院 

★1001Z2 生殖医学 

★1001Z3 生物类文物保护学(不招生)  

※1001J4 比较医学 基础医学院 

※1001J8 生命伦理学(不招生) 公共管理学院 

■1002 临床医学

（学术型） 

100200 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专用）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01 内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02 儿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 

100203 老年医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湘雅二医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医学检验系；湘雅医院 

☆100210 外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 

100211 妇产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 

100212 眼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爱尔眼科学

院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 

100214 肿瘤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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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医学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湘雅医院 

100216 运动医学 湘雅医院 

100217 麻醉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18 急诊医学 湘雅二医院 

★1002Z1 口腔整形美容学 口腔医学院；湘雅三医院；海口医院 

★1002Z2 重症医学（不招生）  

★1002Z3 临床药学 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02Z4 临床心理学 湘雅二医院 

★1002Z5 临床蛋白质组学与结构生物学 湘雅医院 

★1002Z6 临床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1002Z7医学设备技术学（不招生）  

 ★1002Z8中西医结合治疗学（2018 年新增） 湘雅医院 

■1004 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 

【0779】（可授医

学、理学学位） 

(公卫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00405 卫生毒理学 

100406 军事预防医学 

1004Z1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 

※1004J5 医药信息管理 信息安全与大数据研究院 

■1007 药学（可

授医学、理学学

位）【0780】 

(药学院、转化医

学院、湘雅二医

院按一级学科招

生) 

  100701 药物化学 

药学院； 

湘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院； 

湘雅二医院 

  100702 药剂学 

  100703 生药学 

  100704 药物分析学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不招生) 

☆100706 药理学 
药学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

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院 

※1007J6 药物基因组学 
湘雅医院；湘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

究院 

■1009特种医学 100900 特种医学 湘雅三医院 

■1011护理学 

(护理学院按一

级学科招生) 

  101100 护理学 

湘雅护理学院 ★1011Z1 老年护理学 

★1011Z2 转化护理学 

12 

管理学 
■▲1201 管理科

学与工程 

(商学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商学院 ★1201Z1 两型社会与低碳经济 

★1201Z2 金融工程 

★1201Z3 教育管理学(不招生)  

■1202工商管理 

(商学院按一级

学科招生) 

120201 会计学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20203 旅游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Z1 区域与产业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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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门类 

一级学科 

代码与名称 

二级学科（学科、专业） 

代码与名称 

招收学院（所、医院） 

名    称 

※1202J7 资源经济与管理 

※1202J9 文化产业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按二级学科招生） 

1204公共管理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07401】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专 

业 

学 

位 

0852工程博士 
085272 先进制造 

机电工程学院；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

学院 

085273 生物与医药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湘雅医院 

1051 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 

 

105100 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专用）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5101 内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株洲医院 

105102 儿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 

105103 老年医学 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湘雅二医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湘雅医院 

☆105109 外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肿瘤医院 

105110 妇产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海口医院；肿瘤医院 

105111 眼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爱尔眼科学

院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 

105113 肿瘤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湘雅医院 

105115 运动医学 湘雅医院 

105116 麻醉学 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105117 急诊医学 湘雅二医院 

105126 中西医结合临床（不招生）  

105127 全科医学 （不授博士学位） 

105128 临床病理学 （不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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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单位博士生招生专业、方向、导师、考试科目 
【注：各二级研招单位拟招生人数供参考，实际招生计划将根据报考生源及复试情况进行调整。】 

 

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拟招生人数：3 人）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0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0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导师：张卫良、彭升、罗会钧 

①1881英语 

②201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③3013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知识 

(0101) 

002 公共管理学院（拟招生人数：14 人） 

010100 哲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马克思主义哲学、02中国哲学、03外国哲学、

04 伦理学、05美学、06科学技术哲学、07管理哲学 

导师：李建华（浙江师范大学）、左高山、蒋美仕、                 
刘立夫 

①1881英语 

②2020哲学专业基础     

③3022中西哲学史 

（0201） 

0101J1 组织管理与政策创新（属哲学、法学、工商管理交叉

学科，挂靠一级学科为：0101 哲学） 

方向：01组织管理与政策创新 

导师：刘丽杭、彭忠益、许源源、刘春湘、高山（长    

沙市委）、葛秋萍、张桂蓉 

①1881英语 

②2024组织管理理论 

③3023政策学理论 

（0202） 

0301J2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属法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哲

学交叉学科，挂靠一级学科为：0301 法学） 

方向：01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导师：李斌、潘泽泉、李桂平 

①1881英语 

②2023社会理论与研究方法 

③3024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0203） 

003 法学院（拟招生人数 12 人。报考本院考生必须具有法学学士学位或法学硕士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030101 法学理论 

方向：01法学理论 

导师：谢晖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5公法理论 

（0301）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方向：0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导师：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周刚志、黄先雄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5公法理论 

（0302） 

030105 民商法学 

方向：01民商法学 

导师：蒋建湘、许中缘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6私法理论 

（0303） 

030107 经济法学 

方向：01经济法学 

导师：陈云良、李国海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5公法理论 

（0304）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方向：0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导师：陈海嵩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5公法理论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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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30109 国际法学 

方向：01国际法学  

导师：刘益灯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6私法理论 

（0306） 

0301Z1 知识产权法 

方向：01知识产权法  

导师：何炼红、刘强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6私法理论 

（0307） 

0301Z2 卫生法学 

方向：01卫生法学 

导师：陈云良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5公法理论 

（0308） 

0301Z3 文化法学 

方向：01文化法学 

导师：周刚志 

①1881英语 

②2031法理学 

③3015公法理论 

（0309） 

005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拟招生人数：8 人） 

0101Z4 人类文化遗产学 

方向：01传统村落文化研究、02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03 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04传统村落建筑研究 

导师：胡彬彬、刘灿姣、刘伟（光明日报社）、李

向军（光明日报社）、卓新平（社科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金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①1881英语 

②2051文化史或 2052文化遗产学 

③3051 中国传统文化或 3052 中国村落

文化 

(0501) 

010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拟招生人数：6） 

010106 美学 

方向：01美学 

导师：刘青松 

①1881英语 

②2101文艺学美学 

③3101中外文学史 

(1001) 

0101Z1 审美文化学 

方向：01审美文化学 

导师：王晓生 

①1881英语 

②2101文艺学美学 

③3101中外文学史 

（1002） 

1202J9 文化产业学（属工商管理、哲学、法学交叉学科，挂靠

一级学科为：1202 工商管理） 

方向：01文化产业品牌经营、02文化创意与项目策划、

03 媒介文化产业管理 

导师：欧阳友权、禹建湘、聂茂、白寅 

①1881英语； 

②2102文化产业原理 

③3102中外文化产业史 

(1003) 

011 外国语学院（拟招生人数：2 人）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方向：01翻译研究 

导师：范武邱 

方向: 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导师：苏 怡 

方向 01： 

①1992俄语或 1993法语或 1994德语或 

1995日语； 

②2111英语专业综合；③3111翻译研究 

方向 02： 

①1992俄语或 1993法语或 1994德语或

1995日语； 

②2111英语专业综合③3114语言习得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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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13 建筑与艺术学院（拟招生人数：12 人） 

0101Z2 艺术哲学 

方向：01艺术哲学 

导师：戴端、赵小平、朱力、李敬民、蒋烨 

①1881英语 

②2131艺术哲学原理 

③3131设计艺术理论综合 

（1301） 

0814Z3 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 

方向：01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 

导师：蒋涤非（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石磊、郑伯

红、张楠 

①1881英语 

②2132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理论 

③3132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综合 

（1302） 

016 商学院（拟招生人数：38 人）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管理科学与工程、02两型社会与低碳经济、03

金融工程 

导师：陈晓红（湖南商学院）、黄健柏、饶育蕾、
邓超、王坚强、刘咏梅、龚艳萍、徐选华、洪开
荣、马跃如、周艳菊、任胜钢、王宗润、熊勇清、
关健、曹裕、文凤华、谭春桥、朱学红、王昶、
胡军华、毕文杰、胡东滨、孟凡永、成琼文、粟
路军、李大元、吴庆田 

①1881英语 

②2168经济学或 2169管理统计学 

③3168管理学 

（1601） 

120200 工商管理（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 会计学、02 企业管理、03 旅游管理、04 技术

经济及管理、05区域与产业经济管理、06资源经济与管

理 

导师：陈晓红（湖南商学院）、黄健柏、饶育蕾、

邓超、龚艳萍、刘咏梅、王坚强、徐选华、洪开

荣、马跃如、熊勇清、关健、曹裕、周艳菊、任

胜钢、王宗润、王昶、朱学红、文凤华、谭春桥、

胡军华、毕文杰、胡东滨、成琼文、粟路军、李

大元、孟凡永、尹华、李晓萍 

 

①1881英语 

②2168经济学或 2169管理统计学 

③3168管理学 

（1602） 

018 信息安全与大数据研究院（拟招生人数：2 人。湘雅三院转入 1 计划、已转出 4 计划至信息院） 

1004J5 医药信息管理（属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基础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交叉学科，挂靠

一级学科为：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方向：01医药信息管理、02医疗大数据挖掘 

导师：罗爱静、文庭孝 

①1881英语 

②2181管理学基础 

③3181医药卫生信息管理学 

（1801） 

与湘雅三

医院共同

招生 

021 数学与统计学院（拟招生人数：18 人） 

070100 数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基础数学 

导师：刘伟俊 

方向：02计算数学 

一组： 

①1881英语 

②2212随机过程 

③3211马氏链与布朗运动； 

（2101） 

考试科目

两组任选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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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导师：向淑晃、甘四清、刘圣军、侯木舟、郑洲顺 

方向：0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导师：刘再明、焦勇、李俊平 
方向：04应用数学 

导师：唐先华、戴斌祥、陈海波 
方向：05运筹学与控制论 

导师：万中、杨东辉 

二组： 

①1881英语 

②2213泛函分析或 2215矩阵分析； 

③3212 微分方程基础或 3213 高等数值

分析或 3219 测度论基础或 3214 最优化

理论 

 

071400 统计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应用统计 

导师：王志忠 

 

①1881英语 

②2214概率统计基础 

③3216高等数理统计 

（2102） 

022 物理与电子学院（拟招生人数：13 人。已转出 1计划至航空航天学院） 

070200 物理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理论物理、02原子与分子物理、03等离子体物

理、04 凝聚态物理、05 光学、06 无线电物理、07 光电

子科学与技术、08电子材料与器件 

导师：高永立、李宏建、郭光华、刘小良、邓联文、

陶少华、王世良、阳军亮、龙孟秋、刘敏、孟建

桥、袁永波 

 

①1881英语 

②2222量子力学（Ⅱ） 

③3222物理学综合 

（2201） 

023 化学化工学院（拟招生人数：41 人） 

070300 化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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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 

导师：曾德文、陈晓青、胡慧萍、纪效波、李洁、

卢红梅、刘士军、邱晓清、蓝敏焕、李海普、宋

相志、李亚栋（院士.清华大学）、刘又年、施树

云、王建秀、王平山、阳明辉、阳华、杨占红、

易小艺、于金刚、张翼、钟世安、周飞艨、邹应

萍、杨兆光 

①1881英语 

②2235 高等分析化学或 2233 无机化学

或 2231有机化学 

③3235化学综合 

（2301）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方向：01冶金物理化学 

导师：纪效波、邱晓清、李洁、胡慧萍、刘士军、

曾德文 

①1881英语 

②2232物理化学或 2233无机化学 

③3231冶金物理化学原理及应用 

（2302）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 化学工程、02 化学工艺、03 生物化工、04 应

用化学、05工业催化、06制药工程 

导师：钟宏、刘广义、唐有根、陈晓青、刘又年、

钟世安、黄健涵、阳华、杨占红、刘素琴、刘开

宇、杨兆光、蒋玉仁、焦飞鹏、蓝敏焕、李海普、

宋相志、唐爱东、王晖 

 

①1881英语 

②2234 化工原理或 2232 物理化学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1 有机化学或 2235

高等分析化学 

③3232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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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25 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拟招生人数：27 人） 

071007 遗传学 

方向：01遗传学 

导师：张灼华（南华大学）、夏昆、邬玲仟、梁德

生、马龙、段然慧、胡正茂、陈超、郭辉、项荣、

刘春宇、袁凯、刘雄昊、李津臣、刘静、罗志勇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254遗传学 

（2501） 

071009 细胞生物学 

方向：01细胞生物学 

导师：张灼华（南华大学）、夏昆、李家大、夏赞

贤、项荣、袁凯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255细胞生物学 

（2502）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方向：0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导师：刘静、邓梅春、罗志勇 

①1881英语 

②2251细胞生物学； 

③3252分子生物学或 3253生物化学 

（2503） 

1002Z6 临床遗传学 

方向：01临床遗传学 

导师：梁德生、张灼华（南华大学）、夏昆、邬玲
仟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或 2651免疫学 

或 2652 病理生理学或 2653 生理学或

2657病理学 

③3816 神经病学或 3910 妇产科学或

3814儿科学或 3254遗传学 

（2504） 

0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32 人）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方向：01材料物理与化学 

导师：梁叔全、马仁志、姜峰、徐国富、黄继武、
李明、李周、潘安强、刘小鹤、苏玉长 

①1881英语 

②2318 材料物理或 2315 金属学与材料

工艺学或 2312 X-射线衍射与电子显微

分析或 2221固体物理或 2314材料化学 

③3311材料物理与化学综合 

（3101） 

080502 材料学 

方向：01 材料学 

导师：潘清林、刘华山、刘立斌、卢安贤、余琨、
周宏明、刘志义、肖来荣、李劲风、蔡格梅、王
日初、刘军 

①1881英语 

②2311 材料科学基础或 2221 固体物理

或 2319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③3312材料学综合  

（3102）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3103） 

方向：01材料加工工程 

导师：李红英、唐建国、杨续跃、叶凌英、刘胜胆、
刘楚明、赵明纯、王德志、陈明安、陈志永、邓
运来 

①1881英语 

②2311 材料科学基础或 2317 金属塑性

加工原理 

③3313材料加工工程综合 

 

033 粉末冶金研究院（拟招生人数：61 人）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材料物理与化学、02材料学、03材料加工工程、

04 复合材料、05粉末冶金 

导师：黄伯云（院士）、陈康华、陈立宝、成会朝、

杜勇、范景莲、甘雪萍、龚浩然、贺跃辉、黄岚、

①1881英语 

②2332 物理冶金原理或 2232 物理化学

或 2221 固体物理或 2333 粉末冶金原理

或 2335高分子物理与化学 

③3331材料科学与工程综合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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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黄启忠、韩勇、江亮、雷霆、李国栋、李专、刘

彬、刘锋、刘如铁、刘绍军、刘树红、刘文胜、

刘咏、罗丰华、马运柱、欧阳方平、潘军、宋旼、

苏哲安、汪炯、韦伟峰、吴宏、肖代红、肖鹏、

谢志勇、熊翔、杨鑫、易茂中、于澍、袁铁锤、

张斗、张福勤、张雷、张立、张利军、张明瑜、

周科朝 

 

035 冶金与环境学院（拟招生人数：48 人）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方向：01冶金物理化学 

导师：张宝、李新海、王志兴、郭华军、彭文杰、

郑雅杰 

①1881英语 

②2351 冶金原理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2物理化学或 2353电化学 

③3351冶金过程综合 

（3501） 

080602 钢铁冶金 

方向：01钢铁冶金 

导师：王万林 

①1881英语 

②2351 冶金原理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2物理化学或 2353电化学 

③3351冶金过程综合 

（3502）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方向：01有色金属冶金 

导师：张宝、郭学益、赵宝军（昆士兰大学）、李

小斌、刘桂华、彭志宏、李劼、肖劲、赖延清、

刘晋、李新海、王志兴、郭华军、彭文杰、杨声

海、曹佐英、李青刚、张贵清、周康根、薛生国、

柴立元、刘恢、王云燕、杨志辉、王海鹰、闵小

波、周向阳、赵中伟、刘志宏 

①1881英语 

②2351 冶金原理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2物理化学或 2353电化学 

③3351冶金过程综合 

 

（3503） 

0806Z1 冶金环境工程 

方向：01冶金环境工程 

导师：张宝、郭学益、赵宝军（昆士兰大学）、周

康根、薛生国、郭朝晖、柴立元、刘恢、王云燕、

杨志辉、王海鹰、闵小波 

①1881英语 

②2351 冶金原理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2物理化学或 2353电化学或 2352冶

金环境工程学 

③3351 冶金过程综合或 3352 冶金环境

工程综合 

（3504） 

0806Z2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方向：01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导师：张宝、胡国荣、李劼、赖延清、刘晋、张治

安、李新海、王志兴、郭华军、彭文杰、周向阳 

①1881英语 

②2351 冶金原理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2物理化学或 2353电化学 

③3351冶金过程综合 

（3505） 

0806Z3 材料冶金 

方向：01材料冶金 

导师：张宝、王万林、李小斌、刘桂华、李劼、赖

延清、张治安、李新海、周向阳 

 

①1881英语 

②2351 冶金原理或 2233 无机化学或

2232物理化学或 2353电化学 

③3351冶金过程综合 

（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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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37 机电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39 人） 

080200 机械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02机械电子工程、03机

械设计及理论、04车辆工程、05信息器件制造技术与装

备、06数字装备与计算制造 

导师：黄明辉、段吉安、朱文辉、李涵雄、邓华、

吴运新、帅词俊、谭建平、严宏志、蒋炳炎、蔺

永诚、王福亮、唐进元、夏毅敏、 湛利华、王恒

升、胡均平、张怀亮、孙小燕、陆新江、李毅波、

周海波、郑煜、喻海良、李力、黄元春、李艳 

①1881英语 

②2371 机械振动或 2372 机械控制理论

与方法或 2373 现代机械制造工程或

2374液压控制系统 

③3371机械工程综合 

 

（3701） 

038 轻合金研究院（拟招生人数：9 人） 

080200 机械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机械工程 

导师：吴运新、黄元春、易幼平、王艾伦 

①1881英语 

②2371 机械振动或 2372 机械控制理论

与方法或 2373 现代机械制造工程或

2374液压控制系统 

③3371机械工程综合 

（3801）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材料科学与工程 

导师：黄元春、易幼平、陈康华、邓运来 

①1881英语 

②2332 物理冶金原理或 2232 物理化学

或 2221 固体物理或 2333 粉末冶金原理

或 2335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或 2317 金属

塑性加工原理 

③3331 材料科学与工程综合或 3313 材

料加工工程综合 

（3802） 

 

039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7 人）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工程热物理、02热能工程、03动力机械及工程、

04 制冷及低温工程、05 能源系统工程、06 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 

导师：马卫武、孙志强、闫红杰、周继承、周乃君 

①1881英语 

②2391高等传热学； 

③3391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综合(含：

传热学、流体力学和热力学) 

（3901）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方向：01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导师：李立清、刘蔚巍 

①1881英语 

②2392工程流体力学（T）； 

③3392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综合(含暖通空调与制冷基础、传热学和热力

学) 

（3902） 

04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27 人。已转出 1 个计划至基础医学院）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 01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02 物流工程 

导师：陈治亚、黄合来、王璞、冯芬玲、陈维亚、

张得志、邢立宁（国防科技大学）、王炯琦（国防

科技大学）    

①1881英语 

②2421 运筹与管理或 2424 弹塑性力学

有限单元法或 2425 CAD/CAM 理论与技术

或 2426列车故障在线诊断技术及应用 

③3421专业综合（I）或 3422专业综合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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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方向： 03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04 交通设备与信息工程 

05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导师：高广军、梁习锋、彭勇、许平、刘辉、鲁寨

军、姚松、杨明智、姚曙光、刘堂红、熊小慧、

周丹、谢素超、李杰（国防科技大学）、刘耀宗（国

防科技大学）、陈春阳、李雄兵、成庶  

 

方向 01、02选 1881、2421、3421； 

方向 03选 0881、2424、3422； 

方向 04、05选 1881、2425 或 2426、3422。 

（4201） 

04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48 人。大数据转入 4 计划、软件学院转入 3 计划、航空院转入 3 计划）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02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03系统工程、04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05导航、制

导与控制、06电路与系统控制、07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导师：桂卫华（院士）、陈宁、樊晓平、韩华、贺
建军、黄志武、李敏、李勇刚、彭辉、彭军、彭
涛、粟梅、孙尧、唐朝晖、王春生、王璐珩、王

雅琳、王一军、王勇、谢永芳、徐德刚、阳春华、
叶华文、杨建、罗世彬、梁步阁、刘鲁华 

①1881英语 

②2463线性系统理论或 2465智能控制 

③3461先进控制与自动化技术（答题时可

选考以下内容之一：计算机控制技术、传感器

与检测技术、模式识别） 

（4601）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计算机系统结构、0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03计

算机应用技术、04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05软件工程理

论与方法 

导师：张尧学（院士）、邓晓衡、郭克华、郭迎、

黄家玮、李宏、李敏、龙军、潘毅、任炬、施荣
华、王建新、王伟平、吴方向、赵于前、邹北骥、
陈志刚、胡志刚、赵明、刘亚萍 

①1881英语 

②2462算法与数据结构 

③3462 系统软件与网络（答题时可选考以

下内容之一：人工智能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

数字图像处理学） 

（4602）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方向：01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导师：黄志武、彭军、王一军 
 
 

①1881英语； 

②2466数字信号处理； 

③3463 系统建模与控制（答题时可选考以

下内容之一：模式识别、智能控制系统及其应

用、计算机控制技术） 

（4603） 

048 土木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50 人） 

080104 工程力学 

方向：01工程力学 

导师：李显方、饶秋华 

①1881英语 

②2482结构动力学或 2483弹性力学(T) 

③3487工程力学专业综合 

（4801） 

081400 土木工程（含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方向：01岩土工程 

导师：盛岱超、乔世范、杨果林、张升、陈晓斌、

张家生、徐林荣、滕继东 

方向：02结构工程 

导师：周绪红（院士、重庆大学）、余志武、赵衍

刚、蒋丽忠、罗小勇、周朝阳、丁发兴、国巍、 

①1881英语 

②2483弹性力学（T）或 2482结构动力

学或 2484高等土力学(T)或 2485土木工

程材料或 2480高等工程地质 

③3481土木工程综合 

（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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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周凌宇、朱志辉、宋力 

方向：03桥梁与隧道工程 

导师：何旭辉、戴公连、郭向荣、李德建、吴腾、

傅鹤林、阳军生、杨小礼、彭立敏、张学民、施

成华、伍毅敏、王树英、雷明锋、魏标 

方向：04土木工程材料 

导师：谢友均、龙广成、元强 

  

0814Z1 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 

方向：01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 

导师：张飞涟、黄建陵、王青娥 

①1881英语 

②2488工程经济与管理 

③3482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专业综合 

（4803） 

0814Z2 消防工程 

方向：01消防工程 

导师：徐志胜、陈长坤、易亮 

①1881英语 

②2486安全系统工程； 

③3489消防工程科学 

（4804）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方向：01道路与铁道工程 

导师：蒲浩、王卫东、娄平、曾志平、李亮、聂志

红、邹金锋、赵炼恒、但汉成、汪优 

 

①1881英语 

②2487线路工程或 2484高等土力学(T)

或 2485 土木工程材料或 2480 高等工程

地质 

③3483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综合 

（4805） 

050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拟招生人数：25 人）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方向：01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导师：赵崇斌（千人计划）、邵拥军、王智琳 

①1881英语 

②2504高级矿床学 

③3501地球科学进展 

（5001） 

081600测绘科学与技术（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02摄影测量与遥感；

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导师：朱建军、戴吾蛟、吴立新（长江特、杰青）、

李志伟、冯光财、汪长城、胡俊、陶超、邹滨、

邓敏、李海峰、陈杰、刘启亮 

①1881英语 

②2523 广义测量平差或 2521 地理信息

系统原理 

③3521测量工程综合(含：现代测量技术、

3S原理与应用)或 3522地理信息工程综合 

方向 01、02 选：1881、2523、3521 

方向 03 选：1881、2521、3522 

（5002） 

081800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 

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03 地质工程 

04 资源环境遥感 

05 国土资源信息工程 

06 安全信息工程 

导师： 

汤井田、柳建新、邵拥军、刘亮明、成永生、任

政勇、李帝铨、崔益安、郭荣文、王智琳 

 

方向 01： 

①1881英语 

②2504高级矿床学 

③3501地球科学进展 

方向 02： 

①1881英语 

②2528 电磁场理论或 2520 电子技术或

2524地球物理反演 

③3523地球探测技术综合 

 

（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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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方向 03： 

①1881英语 

②2507高等土力学（B） 

③3502地质工程综合 

方向 04、05： 

①1881英语 

②2508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或 2504高级 

矿床学 

③3508地球信息技术综合 

方向 06： 

①1881英语 

②2520电子技术或 2527灾害探查技术 

③3525安全信息工程综合 

 

055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19 人） 

080104 工程力学 

方向：01工程力学 

导师：曹平、谢学斌、林杭、蒋冲 

①1881英语； 

②2557岩石力学或 2556弹塑性力学； 

③3551工程力学综合 

（5501） 

081401 岩土工程 

方向：01岩土工程 

导师：曹平、李夕兵、周科平、周子龙、王卫华、
邓红卫、林杭、陶明、刘希灵、尹土兵 

①1881英语； 

②255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或 2557 岩石

力学； 

③3552岩土工程综合 

（5502） 

0814J3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属土木工程、矿业工程、安全科

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挂靠一级学科为：0814 土木工程） 

方向：01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导师：王李管、蒋冲 

①1881英语； 

②2557岩石力学； 

③3555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综合 

（5503） 

081900 矿业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采矿工程 

导师：李夕兵、曹平、周科平、罗周全、王李管、
张钦礼、赵国彦、史秀志、周子龙、谢学斌、胡
建华、邓红卫、董陇军、尹土兵 

方向：02安全技术及工程 

导师：李夕兵、周科平、罗周全、王李管、赵国彦、

史秀志、邓红卫、董陇军 

方向：0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导师：李夕兵、周科平、罗周全、张钦礼 

方向 01： 

①1881英语 

②2557 岩石力学或 2555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③3553采矿工程综合 

方向 02： 

①1881英语 

②2557 岩石力学或 2555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③3554安全技术及工程综合 

方向 03： 

①1881英语 

②255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或 2550 资源

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 

③3557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综合 

（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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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方向：01安全工程、02安全管理工程、03安全科学 

导师：吴超、周科平、李夕兵、罗周全、王李管、
赵国彦、史秀志、邓红卫、董陇军、刘希灵、陶
明 

①1881英语 

②2558 安全系统工程学或 2555 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 

③3558安全科学与工程综合 

（5505） 

056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拟招生人数：33 人） 

071005 微生物学 

方向：01微生物学 

导师：刘学端、周洪波、贺治国、尹华群、夏金兰、
曾伟民 

①1881英语 

②2567微生物学(B)或 2566生物化学(B 

③3561 专业综合(含：生化分离工程发酵工

程和环境微生物技术) 

（5601） 

0710Z2生物工程 

方向：01生物工程 

导师：邱冠周(院士)、刘学端、周洪波、夏金兰、
王军、尹华群、曾伟民 

①1881英语 

②2567微生物学(B) 

或 2566生物化学(B) 

③3561 专业综合(含：生化分离工程发酵工

程和环境微生物技术) 

（5602）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方向：01材料学 

导师：杨华明、欧阳静 

①1881英语 

②2232物理化学 

③3562固体材料化学 

（5603） 

080602 钢铁冶金 

方向：01钢铁冶金 

导师：姜涛、朱德庆、范晓慧、李光辉、张元波、

郭宇峰、潘建、杨永斌 

①1881英语 

②2565 钢铁冶金原理或 2563 表面化学

及胶体化学 

③3563钢铁冶金学 

（5604） 

081900 矿业工程 

方向：01矿物加工工程、02 再生材料工程、03资源循环

科学与工程、04矿物材料工程 

导师：邱冠周（院士）、胡岳华、姜涛、孙伟、覃

文庆、王毓华、欧乐明、顾帼华、刘维、范晓慧、

李光辉、张元波、郭宇峰、潘建、杨华明、王海

东、伍喜庆、王军、贺治国、朱德庆、杨永斌、

张国范、刘润清、高志勇 

 

①1881英语 

②2563表面化学及胶体化学 

③3564矿物加工学 

（5605） 

058 航空航天学院（拟招生人数：3 人。已转出 3 计划至信息院，由物理院转入 1计划。）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材料学、02复合材料 

导师：黄小忠、曹峰 

①1881英语 

②2311 材料科学基础或 2221 固体物理

或 2319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③3331材料科学与工程综合  

 

（5801） 

065 基础医学院（拟招生人数：40 人。交通院转入 1 个计划） 

071003 生理学 

方向：01生理学 

导师：罗自强、管茶香、瞿湘萍、向阳、刘持 

①1881英语 

②2252 分子生物学或 2251 细胞生物学

③3651生理学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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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71005 微生物学 

方向：01微生物学 

导师：谭宇蓉、卢建红 

①1881英语 

②2252 分子生物学或 2251 细胞生物学

③3652微生物学 

（6502） 

071006 神经生物学 

方向：01神经生物学 

导师：黄菊芳、李昌琪、黄河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54神经解剖学 

（6503） 

071007 遗传学 

方向：01遗传学 

导师：范立青、谭跃球、肖红梅、朱文兵、向娟娟 

①1881英语 

②2251 细胞生物学或 2252 分子生物学

③3271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6504） 

071008 发育生物学 

方向：01发育生物学 

导师：范立青、林戈、谭跃球、黄河 

①1881英语 

②2251 细胞生物学或 2252 分子生物学

③3271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6505） 

071009细胞生物学 

方向：01细胞生物学 

导师：陶永光、殷刚、任彩萍、罗湘建、杨力芳、

向娟娟、彭淑平、周艳宏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255细胞生物学 

（6506） 

0710Z3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 

方向：01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 

导师：李雄兵 

①1881英语 

②2252 分子生物学或 2275 医学图像处

理 

③ 3275医学成像原理 

（6507）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方向：01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导师：熊鲲、黄菊芳、李昌琪、刘俊文、黄河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58 人体解剖学或 3659 组织学与胚

胎学 

（6508） 

100102 免疫学 

方向：01免疫学 

导师：邹义洲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或 2251细胞生物学 

③3657免疫学 

（6509）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方向：01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 

导师：陶永光、卢建红、任彩萍、周文、罗湘建、

熊炜、曾朝阳、马健、周鸣、杨力芳、武明花、

向娟娟、彭淑平、周艳宏、向波 

方向：02病理学 

导师：殷刚、胡永斌 

方向：03病理生理学 

导师：张华莉、王慷慨、刘瑛、蒋碧梅 

方向 01： 

①1881英语 

②2252 分子生物学或 2251 细胞生物学

或 2255遗传学 

③3661肿瘤学基础 

方向 02：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50病理学 

方向 03：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55病理生理学 

 

 

（6510） 

 

02 病理学

方向只招

第一学历

为临床医

学专业的

全日制本

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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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105 法医学 

方向：01法医病理学 

导师：蔡继峰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56法医学 

（6511） 

1001Z1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方向：01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导师：林戈 

①1881英语 

②2251 细胞生物学或 2252 分子生物学

③3273干细胞工程学 

（6512） 

1001Z2 生殖医学 

方向：01 生殖工程 

导师：范立青、林戈、肖红梅、朱文兵 

①1881英语 

②2251细胞生物学或 2252分子生物学 

③3274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 

（6513） 

1001J4 比较医学 

方向：01 比较医学 

导师：马健、周鸣 

 

①1881英语 

②2251细胞生物学或 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62 比较医学 

（6514） 

068 湘雅口腔医学院（拟招生人数：3 人） 

1002Z1 口腔整形美容学 

方向：01口腔颌面外科学 

导师：唐瞻贵 

方向：02牙体牙髓病学 

导师：谢晓莉 

方向：03口腔组织病理学 

导师：黄俊辉 

 

①1881英语 

②2681口腔组织病理学 

③3684 口腔颌面外科学或 3685 牙体牙

髓病学或 3686口腔黏膜病学 

01 方向选 1881、2681、3684； 

02 方向选 1881、2681、3685； 

03 方向选 1881、2681、3686。 

（6801） 

069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拟招生人数：12 人） 

0710Z1 生物统计 

方向：01生物统计 

导师：胡国清、颜艳 

①1881英语； 

②2692流行病学； 

③3691医学统计学 

（6901）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导师：谭红专、陈立章、肖水源、颜艳、胡国清、
杨土保、徐慧兰 
方向：02卫生检验与检疫学 

导师：丁萍 
 

方向 01： 

①1881英语； 

②2692流行病学； 

③3691医学统计学 

方向 02： 

①1881英语； 

②2693仪器分析； 

③3695卫检综合 

（6902）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107401） 

方向：01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导师：肖水源、杨土保、徐慧兰、陈立章、罗爱静、

周亮 

 

 

 

①1881英语 

②2692流行病学 

③3693社会医学或 3692卫生事业管理 

（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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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72 湘雅药学院（拟招生人数：9 人） 

100700 药学（按一级学科招生） 

方向：01药物化学 

导师：周应军、曾文彬、李乾斌 
方向：02药剂学  

导师：丁劲松、程泽能、周文虎 
方向：03药理学 

导师：陈丰原、江俊麟、张政 
 

①1881英语 

②2653生理学或 2721有机化学(X) 

③3721 药理学或 3723 药物化学或 3724

药剂学 

01 方向选 2721 和 3723； 

02 方向选 2653 和 3724； 

03 方向选 2653 和 3721 

（7201） 

075 湘雅国际转化医学联合研究院（拟招生人数：10 人） 

100700 药学 

方向：01 化学生物学与转化医学 

导师：段燕文、李月明、张康、张仲寅、郑晓锋、
Fernando Vidal-Vanaclocha 
方向：02合成生物学与新药发现 

导师：段燕文、沈奔、黄勇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或 2231有机化学 

③3725天然药物化学或 3652微生物学 

（7501） 

1007J6 药物基因组学 

方向：01分子诊断与基因组学 

导师：布鲁斯·亚克欣、王锋 

①1881英语 

②2253生物化学或 2252分子生物学 

③3761临床检验诊断学（含临床免疫学与

检验、临床微生物学与检验、临床生物化学与

检验） 

（7502） 

076 医学检验系（拟招生人数：1 人）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学术型） 

方向：01临床检验诊断学 

导师：张文玲 

①1881英语； 

②2253 生物化学或 2252 分子生物学或

2761临床检验基础 

③3761临床检验诊断学（含临床免疫学与

检验、临床微生物学与检验、临床生物化学与

检验） 

（7601） 

078 湘雅护理学院（拟招生人数：8 人） 

101100 护理学 

方向：01护理学、02老年护理学、03转化护理学 

导师：唐四元、王红红、张静平、罗阳、李映兰、

李乐之、严谨、冯辉 

①1881英语 

②2782护理理论 

③3783护理学研究方法 

（7801） 

081 湘雅医院（拟招生人数：112 人，含桂林医学院 10人）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方向：01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导师：苏冰、李雄、冯德云、黄照权（桂林医学院）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2253生物化学 

④3811肿瘤学 

⑤3255细胞生物学 

⑥3917肿瘤分子生物学 

 

①必考，②③选一，④⑤⑥选一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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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201 内科学（学术型） 

105101 内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心血管病 

导师：张国刚、余再新 
方向：02血液病 

导师：曾辉 
方向：03肾病 

导师：陶立坚 
方向：04内分泌 

导师：罗湘杭、吴静、张冬梅 
方向：05呼吸系病 

导师：陈琼、潘频华、孟婕、莫碧文（桂林医学院） 
方向：06传染病 

导师：范学工、彭仕芳 
方向：07消化病 

导师：刘小伟、陈永恒 
方向：08风湿免疫 

导师：李全贞 
方向：09 输血（不招生） 

 

①1881英语 

②2651免疫学 

③2652病理生理学 

④2653生理学 

⑤2655微生物学 

⑥2657病理学 

⑦3941 内科学（心血管病）或 3942 内科

学（血液病）或 3943 内科学（肾病）或

3945 内科学（呼吸系病）或 3946 内科学

（传染病）或 3947 内科学（消化病）或

3948 内科学（风湿免疫）或 3949 内科学

（输血学）3940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①⑦必考、②一⑥选一，其中: 

心血管病、呼吸系病、消化病、风湿免疫方向

选③； 

血液病方向③④选一； 

肾病、内分泌与代谢病方向②③选一；  

传染病方向选⑤ 

输血方向选② 

（8102） 

（8103） 

李全贞、

陈永恒仅

招学术

型； 

莫碧文仅

招专业型 

100202 儿科学（学术型） 

105102 儿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儿科学； 

导师：彭镜、尹飞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814儿科学 

（8104） 

（8105） 

100203 老年医学（学术型） 

方向：01老年医学（神经病学方向） 

导师：岳振宇 

①1881英语 

②2654神经解剖学； 

③3816神经病学 

（8106） 

100204 神经病学（学术型） 

105104 神经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神经病学 

导师：肖波、唐北沙、沈璐、江泓、田发发、郭纪

锋、张乐、夏健、王俊岭、杨欢、金鹏、李清华

（桂林医学院） 

①1881英语 

②2654神经解剖学； 

③3816神经病学 

（8107） 

（8108） 

金鹏仅招

学术型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学术型）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皮肤病与性病学 

导师：谢红付、陈翔、袁志民、彭聪、张江林、李

吉、徐小威 

①1881英语 

②2651免疫学 

③3817皮肤病学 

（8109） 

（8110） 

徐小威、

袁志民、

彭聪仅招

学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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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学术型）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型） 

方向：01核医学 

导师：胡硕 

方向：02放射医学 

导师：廖伟华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或 2656局部解剖学 

③3916核医学  

④3918医学影像学 

 

①②必考； 

核医学方向选③；放射医学方向选④ 

（8111） 

（8112）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学术型）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型） 

方向：01临床检验诊断学 

导师：刘文恩 

①1881英语； 

②2761临床检验基础 

③3761临床检验诊断学（含临床免疫学与

检验、临床微生物学与检验、临床生物化学与

检验） 

（8113） 

（8114） 

100210 外科学（学术型） 

105109 外科学（专业型） 

方向：01普外 

导师：陈子华、杨连粤、常实、裴海平、金俊飞（桂
林医学院） 
方向：02胸外（不招生） 

方向：03脊柱外 

导师：张宏其、胡建中、王锡阳、吴建煌 
方向：04骨外 

导师：胡懿郃、雷光华、谢辉 
方向：06泌尿外 

导师：唐正严、祖雄兵、齐琳、陈湘 
方向：07神经外 

导师：刘志雄、刘庆、李学军、蒋星军、夏学巍（桂
林医学院） 
方向：08 心脏与大血管外（不招生）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2654神经解剖学 

④2656局部解剖学 

⑤2657病理学 

⑥3931外科学（普外）或 3932外科学（胸

外）或 3933外科学（脊柱外）或 3934外

科学（骨外）或 3935外科学（烧伤整形）

或 3936外科学（泌尿外）或 3937外科学

（神经外）或 3938外科学（心脏与大血管

外） 

 

①⑥必考； 

②-⑤选一。其中：  

普外方向②④选一； 

脊柱外方向选② 

神经外方向选③ 

胸外、骨外、心脏与大血管外方向选④ 

泌尿外方向选⑤ 

（8115） 

（8116） 

谢辉、金

俊飞仅招

学术型 

100211 妇产科学（学术型） 

105110 妇产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妇产科学 

导师：张卫社、李艳萍、张瑜、刘惠宁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910妇产科学 

（8117） 

（8118） 

100212 眼科学（学术型） 

105111 眼科学（专业型） 

方向：01眼科学 

导师：夏晓波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819眼科学 

（8119） 

（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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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学术型）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型） 

方向：01耳鼻咽喉科学 

导师：冯永、蒋卫红、张欣、邱元正、夏阳、刘学

忠 

①1881英语 

②2656局部解剖学或 2657病理学 

③3810耳鼻咽喉科学 

 

（8121） 

（8122） 

夏阳、刘

学忠仅招

学术型 

100214 肿瘤学（学术型） 

105113 肿瘤学（专业型） 

方向：01肿瘤学 

导师：曾珊、孙仑泉、段朝军、方厂云、袁凯、肖

志强、罗均利、蒋伟（桂林医学院）、邹先琼（桂

林医学院）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815临床肿瘤学 

④3811肿瘤学 

⑤3930口腔颌面肿瘤学 

①②必考；③④⑤选一： 

报考曾珊教授选③；报考孙仑泉、段朝军、肖

志强、袁凯、罗均利、蒋伟、邹先琼教授选④；

报考方厂云教授选⑤ 

（8123） 

（8124） 

邹先琼、

孙仑泉、

段朝军、

袁凯、肖

志强、罗

均利仅招

学术型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学术型）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型） 

方向：01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导师：刘遂心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15心血管病康复学 

（8125） 

（8126） 

100216 运动医学（学术型） 

105115 运动医学（专业型） 

方向：01运动医学 

导师：吕红斌、曹旭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919运动医学 

（8127） 

（8128） 

曹旭仅招

学术型 

100217 麻醉学（学术型） 

105116 麻醉学（专业型） 

方向：01麻醉学 

导师：邹望远、郭曲练、陈治军（桂林医学院）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14麻醉学 

（8129） 

（8130） 

陈治军仅

招学术型 

1002Z5 临床蛋白质组学与结构生物学 

方向：01临床蛋白质组学与结构生物学 

导师：陈林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812疾病蛋白质组学 

（8131） 

1002Z8 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方向：01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导师：唐涛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11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8132） 

100706 药理学 

方向：01药理学 

导师：刘昭前、朱院山、 陈翔、陈小平、 欧阳冬

生、张伟、尹继业、龚志成、陈旭（桂林医学院）、

段小群（桂林医学院） 

①1881英语 

②2653生理学 

③3913临床药理学 

 

（8133） 

1007J6 药物基因组学（属生物学、药学、临床医学交叉学科，

挂靠一级学科为：1007 药学） 

方向：01药物基因组学 

导师：刘昭前、张伟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913临床药理学 

（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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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82 湘雅二医院（拟招生人数：97 人，含苏北人民医院 5 人）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方向：01应用心理学 

导师：朱熊兆 

①1881英语 

②2821普通心理学 

③3821临床心理学 

（8201） 

应用心理

和临床心

理合并招

生，每位

导师限招

1 人 

1002Z4 临床心理学 

方向：01临床心理学 

导师：朱熊兆 

①1881英语 

②2654神经解剖学或 2821普通心理学 

③3821临床心理学 

（8202） 

100102免疫学  

方向：01免疫学 

导师：陆前进、赵明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或2251细胞生物学  

③3657免疫学 

（8203） 

仅招收本

科和硕士

均为生物

学的考生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方向：01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导师：范松青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811肿瘤学 

（8204） 

100201 内科学（学术型） 

105101 内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心血管病 

导师：周胜华、彭道泉、刘启明、许丹焰、刘玲、

方臻飞、王大新（苏北人民医院） 

方向：02肾脏病 

导师：董政、孙林、刘虹、李瑛、段绍斌、肖力 

方向：03消化系病 

导师：汪春莲 

方向：04呼吸系病 

导师：陈平、向旭东、吴尚洁、罗红、陈燕、彭红 

方向：05内分泌与代谢病 

导师：周智广、刘峰、谢忠建、周后德、戴如春、

李维泉、胡芳、邓沱、刘振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方向：06传染病 

导师：龚国忠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2253生物化学 

④2651免疫学 

⑤2652病理生理学 

⑥2653生理学 

⑦2657病理学 

⑧2251细胞生物学 

⑨3951 内科学（心血管病）或 3953 内科

学（肾脏病）或 3954内科学（消化系病）

或 3955内科学（呼吸系病）或 3956内科

学（内分泌与代谢病）或 3957内科学（传

染病）或 3252分子生物学（报刘峰、李维

泉、胡芳、邓沱） 

 

①必考，②-⑧选一，⑨根据方向对应选一： 

报周胜华、刘启明、方臻飞选⑥，彭道泉选④，

许丹焰、刘玲选⑤；肾脏病方向选④；报消化

病方向选⑤；呼吸系病方向选⑤；内分泌与代

谢病方向④、⑦选一，报刘峰、李维泉、胡芳

③、⑧选一；传染病方向选④ 

 

 

（8205） 

（8206） 

刘峰、周

后德、李

维泉、胡

芳、邓沱

仅招学术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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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202 儿科学（学术型） 

105102 儿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儿科学 

导师：陈平洋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824儿科学 

（8207） 

（8208） 

100203 老年医学（学术型） 

105103 老年医学（专业型） 

方向：01老年医学 

导师：刘幼硕、张湘瑜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25老年医学 

(8209）

（8210） 

100204 神经病学（学术型） 

105104 神经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神经病学 

导师：胡治平、卢伟 

①1881英语 

②2654神经解剖学 

③3825神经病学 

（8211） 

（8212）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学术型）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型） 

方向：01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导师：李凌江、赵靖平、王小平、刘哲宁、陈晓岗、

刘铁桥、罗学荣、吴仁容、郭文斌 

①1881 英语 

②2653 生理学或 2654 神经解剖学或

2821 普通心理学 

③3826 精神与精神卫生学或 3821 临床

心理学 

（8213） 

（8214）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学术型）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皮肤病与性病学 

导师：陆前进、肖嵘、苏玉文、赵明 

①1881英语 

②2651免疫学 

③3829皮肤病与性病学 

（8215） 

（8216） 

赵明教授

仅招学术

型。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学术型）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型） 

方向：01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导师：肖恩华、谭长连、刘军、吴晶涛（苏北人民
医院）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或 2658人体解剖学 

③3820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8217） 

（8218） 

100210 外科学（学术型） 

105109 外科学（专业型） 

方向：01普外 

导师：舒畅、徐迅迪、杨竹林、刘威 
方向：02神外 

导师：蒋宇钢 
方向：03心外 

导师：杨一峰、杨进福、吴忠仕 
方向：04胸外 

导师：王翔、史宏灿（苏北人民医院） 
方向：05骨外 

导师：倪江东、肖涛、黎志宏、毛新展、董忠根、
王静成（苏北人民医院） 
方向：06 脊柱外 

导师：吕国华、王冰、邓幼文 
方向：07泌外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2658人体解剖学 

④2656局部解剖学 

⑤3961外科学（普外）或 3962外科学（神

外）或 3963外科学（泌外）或 3964外科

学（胸外）或 3965外科学（骨外）或 3966

外科学（脊柱外）或 3968外科学（心外） 

 

①、⑤必考，⑤根据方向对应选一，②-④选一：

报考普外、心外、胸外方向选②；报考骨外、

脊柱、泌外方向选③；报考神外方向②、③选

一 

（8219） 

（8220） 

杨竹林教

授仅招学

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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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导师：彭龙开 

100211 妇产科学（学术型） 

105110 妇产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妇产科学 

导师：丁依玲、方小玲、陈建林 

①1881英语 

②2651免疫学 

③3921妇产科学 

（8221） 

（8222） 

100212 眼科学（学术型） 

105111 眼科学（专业型） 

方向：01眼科学 

导师：段宣初、陈百华、江冰、刘祖国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922眼科学 

（8223） 

（8224）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学术型）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专业型） 

方向：01耳鼻咽喉科学 

导师：肖自安、彭安全 

①1881英语 

②2252 分子生物学或 2654 神经解剖学

或 2253生物化学 

③3923耳鼻咽喉科学 

（8225） 

（8226） 

100214 肿瘤学（学术型） 

105113 肿瘤学（专业型） 

方向：01肿瘤学 

导师：胡春宏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815临床肿瘤学 

（8227） 

（8228） 

100217 麻醉学（学术型） 

105116 麻醉学（专业型） 

方向：01麻醉学 

导师：徐军美、王亚平、戴茹萍、高巨（苏北人民

医院）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24麻醉学 

（8229） 

（8230） 

100218 急诊医学（学术型） 

105117 急诊医学（专业型） 

方向：01急诊医学 

导师：柴湘平 

①1881英语 

②2653生理学 

③3926急诊医学 

（8231） 

（8232） 

1002Z3 临床药学 

方向：01临床药学 

导师：向大雄 

①1881英语 

②2653生理学 

③3927临床药学 

（8233） 

临床药学

和药学合

并招生，

限招 1 人 

100700 药学 

方向：01药剂学 

导师：向大雄 

①1881英语 

②2653生理学或 2721有机化学(X) 

③3724药剂学 

（8234） 

083 湘雅三医院（拟招生人数：45 人。转出 1 计划至大数据院）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方向：01应用心理学 

导师：严谨 

①1881英语 

②2821普通心理学 

③3821临床心理学 

（8301）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方向：01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导师：邓昊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650病理学或 3655病理生理学 

（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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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201 内科学（学术型） 

105101 内科学（专业型） 

方向：01消化系病 

导师：徐灿霞、王晓艳、王芬 

方向：02心血管病 

导师：陈丰原、蒋卫红、闾宏伟 

方向：03血液病 

导师：陈方平、刘竞、吕奔、桂嵘 

方向：04肾病 

导师：张浩 

方向：05呼吸系病 

导师：孙圣华 

方向：06内分泌与代谢病 

导师：莫朝晖、金萍 

①1881英语 

②2651免疫学 

③2652病理生理学 

④3971内科学（消化系病） 

⑤3972内科学（心血管病） 

⑥3973内科学（血液病、临床输血） 

⑦3974内科学（肾病） 

⑧3975内科学（呼吸系病） 

⑨3976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①必考；②③选一；④-⑨根据方向对应选一。 

心血管病、血液病、呼吸系病、消化系病方向

选③；肾病、内分泌与代谢病②③选一。 

（8303） 

（8304） 

陈丰原、

吕奔、闾

宏伟、桂

嵘仅招学

术型。 

100202 儿科学（学术型） 

105102 儿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儿科学 

导师：杨作成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832儿科学 

（8305） 

（8306） 

 

 

100203 老年医学（学术型） 

105103 老年医学（专业型） 

方向：01老年医学 

导师：涂秋云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25老年医学 

(8307）

（8308） 

100204 神经病学（学术型） 

105104 神经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神经病学 

导师：宋治、张如旭 

①1881英语 

②2654神经解剖学 

③3839神经病学 

（8309） 

（8310） 

张如旭教

授仅招学

术型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学术型）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皮肤病与性病学 

导师：陈静  

 

①1881英语 

②2651免疫学 

③3829皮肤病与性病学 

（8311） 

（8312）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学术型）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型） 

方向：01放射 

导师：容鹏飞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或 2656局部解剖学 

③3833影像医学 

（8313） 

（8314） 

 

100210 外科学（学术型） 

105109 外科学（专业型） 

方向：01移植（新增） 

导师：明英姿 

 

①1881英语 

②2652 病理生理学或 2656 局部解剖学

或 2657病理学 

 

（8315） 

（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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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方向：02 普外科 

导师：朱晒红、李小荣、余枭、 

Timothy R.Billiar 
方向：03骨外科 

导师：吴松 
方向：04烧伤整形外科 

导师：周建大 
方向：05泌尿外科 

导师：汤育新、戴英波 
方向：06心胸外科 

导师：金龙玉 
方向：07神外科 

导师：刘飞 

③3981 外科学（普外与移植）或 3982 外

科学（普外科）或 3983 外科学（骨外）

或 3984 外科学（烧伤整形外科）或 3985

外科学（泌尿外科）3986外科学（心胸外

科）或 3987（神外科） 

 

烧伤整形和骨外选 2656 局部解剖学； 

泌尿外科选 2657 病理学； 

心胸外科选 2652 病理生理学。 

③根据方向对应选一。 

Billiar

教授仅招

学术型 

100211 妇产科学（学术型） 

105110 妇产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妇产科学 

导师：徐大宝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835妇产科学 

（8317） 

（8318） 

100214肿瘤学（学术型） 

105113肿瘤学（专业型） 

方向：01肿瘤学 

导师：曹培国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815临床肿瘤学 

（8319） 

（8320） 

100217 麻醉学（学术型） 

105116 麻醉学（专业型） 

方向：01麻醉学 

导师：欧阳文、黄东、童建斌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834麻醉学 

（8321） 

（8322） 

童建斌教

授仅招学

术型 

1002Z1 口腔整形美容学 

方向：01口腔整形美容学 

导师：陈良建 

①1881英语 

②2681口腔组织病理学 

③3683口腔颌面外科学 

（8323） 

1002Z3 临床药学 

方向：01临床药学 

导师：阳国平、左笑丛、黄志军 

①1881英语 

②2653生理学 

③3913临床药理学 

（8324） 

100900特种医学 

方向：01特种医学 

导师：王维 

①1881英语 

②2253生物化学 

③3255细胞生物学或 3833影像医学 

（8325） 

090 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拟招生人数：6 人）   

100202 儿科学（学术型） 

105102 儿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儿科学 

导师：逯军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832儿科学 

（9001） 

（9002） 

 

 

100204 神经病学（学术型） 

105104 神经病学（专业型） 

方向：01神经病学        导师：余丹 

①1881英语 

②2654神经解剖学 

③3839神经病学 

（9003） 

（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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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研究方向、指导教师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100210 外科学（学术型） 

105109 外科学（专业型） 

方向：01普外科 

导师：杨毅军 
方向：02神经外科 

导师：夏鹰 

①1881英语 

②2656局部解剖学或 2657病理学 

③3982 外科学(普外科)或 3987 外科学

(神外科)。（根据方向对应选一） 

 

（9005） 

（9006） 

 

100211 妇产科学（学术型） 

105110 妇产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妇产科学 

导师：黄守国 

①1881英语 

②2252分子生物学 

③3921妇产科学 

（9007） 

（9008） 

1002Z1 口腔整形美容学 

方向：01口腔整形美容学 

导师：徐普 

①1881英语 

②2681口腔组织病理学 

③3683口腔颌面外科学 

（9009） 

091 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拟招生人数：4 人） 

105109 外科学（专业型） 

方向：01普外 

导师：左朝晖 
方向：02胸外 

导师：肖高明 
方向：03神经外 

导师：何正文 

①1881英语 

②2656局部解剖学或 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82 外科学(普外科)或 3986 外科学

（心胸外科）或 3987外科学(神外科)。（根

据方向对应选一） 

（9101） 

105110 妇产科学（专业型） 

方向：01妇产科学  

导师：王静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910妇产科学 

（9102） 

092 爱尔眼科学院（拟招生人数：10 人） 

100212 眼科学（学术型） 

105111 眼科学（专业型） 

方向：01眼科学 

导师：李绍伟、唐仕波、曾庆延、杨智宽、彭绍民、

王铮、林丁、陈建苏、徐和平、李文生 

①1881英语 

②2657病理学 

③3922眼科学 

（9201） 

（9202） 
只接受非

定向就业

报考 

093 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拟招生人数：2 人） 

105101 内科学（专业型） 

方向：01 血液病 

导师：胡国瑜 

 

方向：02 传染病 

导师：龙云铸 

01方向： 

①1881英语 

②2652病理生理学 

③3942内科学（血液病） 

02方向： 

①1881英语 

②2655微生物学 

③3946内科学（传染病） 

（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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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2017年博士生招生考试初试科目一览表 
 

注：1、各科目参考书目或考试大纲请查询相应二级单位网站或向其咨询； 

2、标*者为 2018年新增考试科目；标╳者为 2018 年取消的考试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201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001 

2015 思想政治教育综合知识 001 

3013 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知识 001 

2020 哲学专业基础 002 

2023 社会理论与研究方法 002 

2024 组织管理理论 002 

3022 中西哲学史 002 

3023 政策学理论 002 

3024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002 

2031 法理学 003 

3015 公法理论 003 

3016 私法理论 003 

2051 文化史 005 

2052 文化遗产学 005 

3051 中国传统文化 005 

3052 中国村落文化 005 

2101 文艺学美学 010 

2102 文化产业原理 010 

3101 中外文学史 010 

3102 中外文化产业史 010 

1992 俄语(二外) 011 

1993 法语(二外) 011 

1994 德语(二外) 011 

1995 日语(二外) 011 

2111 英语专业综合 011 

╳2112 英美文学史 011 

3111 翻译研究 011 

╳3112 西方文论与作品分析 011 

3114 语言习得 011 

2131 艺术哲学原理 013 

2132 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理论 013 

3131 设计艺术理论综合 013 

3132 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综合 013 

2168 经济学 016 

2169 管理统计学 016 

3168 管理学 016 

2181 管理学基础 018 

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3181 医药卫生信息管理学 018 

2212 随机过程 021 

2213 泛函分析 021 

2214 概率统计基础 021 

*2215 矩阵分析 021 

3211 马氏链与布朗运动 021 

3212 微分方程基础 021 

3213 高等数值分析 021 

*3214 最优化理论 021 

3216 高等数理统计 021 

3219 测度论基础 021 

2221 固体物理 022 

2222 量子力学(Ⅱ) 022 

3222 物理学综合 022 

2231 有机化学 023 

2232 物理化学 023 

2233 无机化学 023 

2234 化工原理 023 

2235 高等分析化学 023 

3231 冶金物理化学原理及应用 023 

3232 化学工程与技术综合 023 

3235 化学综合 023 

2251 细胞生物学(基础) 025 

2252 分子生物学(基础) 025 

2253 生物化学(基础) 025 

2255 遗传学(基础) 025 

3252 分子生物学(专业) 025 

3253 生物化学(专业) 025 

3254 遗传学(专业) 025 

3255 细胞生物学(专业) 025 

2311 材料科学基础 031 

2312 X-射线衍射与电子显微分析 031 

2314 材料化学 031 

2315 金属学与材料工艺学 031 

2317 金属塑性加工原理 031 

2318 材料物理 031 

2319 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基础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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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3311 材料物理与化学综合 031 

3312 材料学综合 031 

3313 材料加工工程综合 031 

2332 物理冶金原理 033 

2333 粉末冶金原理 033 

2335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 033 

3331 材料科学与工程综合 033 

2351 冶金原理 035 

2352 冶金环境工程学 035 

2353 电化学 035 

3351 冶金过程综合 035 

3352 冶金环境工程综合 035 

2371 机械振动 037 

2372 机械控制理论与方法 037 

2373 现代机械制造工程 037 

2374 液压控制系统 037 

3371 机械工程综合 037 

2391 高等传热学 039 

2392 工程流体力学(T) 039 

3391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综合 039 

3392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综合 039 

2421 运筹与管理 042 

2424 弹塑性力学有限单元法 042 

2425 CAD/CAM 理论与技术 042 

2426 列车故障在线诊断技术及应用 042 

3421 专业综合(I) 042 

3422 专业综合(II) 042 

2462 算法与数据结构 046 

2463 线性系统理论 046 

2465 智能控制 046 

2466 数字信号处理 046 

3461 先进控制与自动化技术 046 

3462 系统软件与网络 046 

3463 系统建模与控制 046 

2480 高等工程地质 048 

2482 结构动力学 048 

2483 弹性力学(T) 048 

2484 高等土力学(T) 048 

2485 土木工程材料 048 

2486 安全系统工程 048 

2487 线路工程 048 

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2488 工程经济与管理 048 

3481 土木工程综合 048 

3482 土木工程规划与管理专业综合 048 

3483 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综合 048 

3487 工程力学专业综合 048 

3489 消防工程科学 048 

2504 高级矿床学 050 

╳2506 构造地质学 050 

2507 高等土力学(B) 050 

2508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050 

2520 电子技术 050 

2521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050 

2523 广义测量平差 050 

2524 地球物理反演 050 

2527 灾害探查技术 050 

2528 电磁场理论 050 

3501 地球科学进展 050 

3502 地质工程综合 050 

3508 地球信息技术综合 050 

3521 测量工程综合 050 

3522 地理信息工程综合 050 

3523 地球探测技术综合 050 

╳3524 资源环境遥感综合 050 

3525 安全信息工程综合 050 

2550 资源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 055 

255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055 

2556 弹塑性力学 055 

2557 岩石力学 055 

2558 安全系统工程学 055 

3551 工程力学综合 055 

3552 岩土工程综合 055 

3553 采矿工程综合 055 

3554 安全技术及工程综合 055 

3555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综合 055 

3557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综合 055 

3558 安全科学与工程综合 055 

2563 表面化学及胶体化学 056 

2565 钢铁冶金原理 056 

2566 生物化学(B) 056 

2567 微生物学(B) 056 

3561 专业综合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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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3562 固体材料化学 056 

3563 钢铁冶金学 056 

3564 矿物加工学 056 

*2275 医学图像处理 065 

2651 免疫学(基础) 065 

2652 病理生理学(基础) 065 

2653 生理学(基础) 065 

2654 神经解剖学(基础) 065 

2655 微生物学(基础) 065 

2656 局部解剖学(基础) 065 

2657 病理学(基础) 065 

2658 人体解剖学(基础) 065 

3271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065 

3273 干细胞工程学 065 

3274 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 065 

*3275 医学成像原理 065 

3650 病理学(专业) 065 

3651 生理学(专业) 065 

3652 微生物学(专业) 065 

╳3653 病原生物学(专业) 065 

3654 神经解剖学(专业) 065 

3655 病理生理学(专业) 065 

3656 法医学(专业) 065 

3657 免疫学(专业) 065 

3658 人体解剖学(专业) 065 

3659 组织学与胚胎学(专业) 065 

3661 肿瘤学基础 065 

*3662 比较医学 065 

2681 口腔组织病理学 068 

3683 口腔颌面外科学 068 

*3684 口腔颌面外科学 068 

*3685 牙体牙髓病学 068 

*3686 口腔黏膜病学 068 

╳2691 管理学原理 069 

2692 流行病学 069 

*2693 仪器分析 069 

3691 医学统计学 069 

3692 卫生事业管理 069 

3693 社会医学 069 

╳3694 毒理学基础 069 

*3695 卫检综合 069 

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2721 有机化学(X) 072 

3721 药理学 072 

3723 药物化学 072 

3724 药剂学 072 

3725 天然药物化学 072 

2761 临床检验基础 076 

3761 临床检验诊断学 076 

2782 护理理论 078 

3783 护理学研究方法 078 

3810 耳鼻咽喉科学 081 

3811 肿瘤学 081 

3812 疾病蛋白质组学 081 

3814 儿科学 081 

3815 临床肿瘤学 081 

3816 神经病学 081 

3817 皮肤病学 081 

3819 眼科学 081 

3910 妇产科学 081 

3911 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081 

3913 临床药理学 081 

3914 麻醉学 081 

3915 心血管病康复学 081 

3916 核医学 081 

3917 肿瘤分子生物学 081 

3918 医学影像学 081 

3919 运动医学 081 

3930 口腔颌面肿瘤学 081 

3931 外科学（普外） 081 

3932 外科学（胸外） 081 

3933 外科学（脊柱外） 081 

3934 外科学（骨外） 081 

3935 外科学（烧伤整形） 081 

3936 外科学（泌尿外） 081 

3937 外科学（神经外） 081 

3938 外科学（心脏与大血管外） 081 

╳3939 重症医学 081 

3940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81 

3941 内科学（心血管病） 081 

3942 内科学（血液病） 081 

3943 内科学（肾病） 081 

3945 内科学（呼吸系病）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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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3946 内科学（传染病） 081 

3947 内科学（消化病） 081 

3948 内科学（风湿免疫） 081 

3949 内科学（输血学） 081 

2821 普通心理学 082 

3820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82 

3821 临床心理学 082 

3824 儿科学 082 

3825 神经病学 082 

3826 精神与精神卫生学 082 

3829 皮肤病与性病学 082 

3921 妇产科学 082 

3922 眼科学 082 

3923 耳鼻咽喉科学 082 

3924 麻醉学 082 

3925 老年医学 082 

3926 急诊医学 082 

3927 临床药学 082 

3951 内科学（心血管病） 082 

3953 内科学（肾脏病） 082 

3954 内科学（消化系病） 082 

3955 内科学（呼吸系病） 082 

3956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82 

3957 内科学（传染病） 082 

3961 外科学（普外） 082 

3962 外科学（神外） 082 

代码 科目名称 
备

注 

3963 外科学（泌外） 082 

3964 外科学（胸外） 082 

3965 外科学（骨外） 082 

3966 外科学（脊柱外） 082 

3968 外科学（心外） 082 

3832 儿科学 083 

3833 影像医学 083 

3834 麻醉学 083 

3835 妇产科学 083 

╳3836 耳鼻咽喉科学 083 

3839 神经病学 083 

3971 内科学（消化系病） 083 

3972 内科学（心血管病） 083 

3973 内科学（血液病） 083 

3974 内科学（肾病） 083 

3975 内科学（呼吸系病） 083 

3976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83 

3981 外科学（普外与移植） 083 

3982 外科学（普外科） 083 

3983 外科学（骨外） 083 

3984 外科学（烧伤整形外科） 083 

3985 外科学（泌尿外科） 083 

3986 外科学（心胸外科） 083 

3987 外科学（神外科） 083 

0001 思想政治理论（自然辩证法） 099 

1881 英语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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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南 大 学 

各二级单位联系人、博士点学科、专业一览表 

代码 二级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招 生 学 科、专 业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黎明 88879294 学术型：030500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002 公共管理学院 魏羽明 88877703 
学术型：010100哲学、0101J1组织管理与政策创新、0301J2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003 法学院 刘萍 88660220 

学术型：030101 法学理论、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5民商法学、030107经济法学、030108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030109 国际法学、0301Z1知识产权法、0301Z2

卫生法学、0301Z3文化法学 

005 
中国村落文化 

研究中心 
范哲林 88877027 学术型： 0101Z4人类文化遗产学 

010 
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 
欧小芳 88877302 

学术型： 010106美学、0101Z1审美文化学、1202J9文化

产业学 

011 外国语学院 伍莉 88830781 学术型：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013 建筑与艺术学院 唐利民 88830104 学术型：0101Z2艺术哲学、0814Z3土木建筑与规划设计 

016 商学院 刘智勇 88877742 学术型：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120200工商管理 

018 
信息安全与大数 

据研究院 
王洁 88879402 学术型：1004J5医药信息管理 

021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金培 88660140 学术型：070100数学、071400 统计学 

022 物理与电子学院 邬建军 88830857 学术型：070200物理学 

023 化学化工学院 苏丽 88876181 
学术型：070300化学、080601冶金物理化学、081700化

学工程与技术 

025 生命科学学院 唐珂 82650230 
学术型： 071007 遗传学、071009 细胞生物学、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002Z6临床遗传学 

03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周恒 88836276 

学术型：080501材料物理与化学、080502材料学、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033 粉末冶金研究院 贺雪迎 88830908 学术型：080500材料科学与工程 

035 冶金与环境学院 蒋良兴 88836724 

学术型：080601冶金物理化学、080602钢铁冶金、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0806Z1 冶金环境工程、0806Z2 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0806Z3材料冶金 

037 机电工程学院 王江萍 88877381 学术型：080200机械工程 

038 轻合金研究院 
周建/肖

政兵 
88877856 学术型：080200机械工程、080500材料科学与工程 

039 
能源科学与工程 

学院 
邓婷婷 88830282 

学术型：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1404 供热供

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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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二级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招 生 学 科、专 业 

042 
交通运输工程 

学院 
陈悦 82655446 学术型：082300交通运输工程 

046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周前 88830342 

学术型：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082302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047 软件学院 郑丽娜 82539736 （挂信息院招收博士生）  

048 土木工程学院 杨元霞 82655218 

学术型：080104工程力学、081400土木工程、0814Z1土

木工程规划与管理、0814Z2 消防工程、082301 道路与铁

道工程 

050 
地球科学与信息 

物理学院 
葛丽萍 88879331 

学术型：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081600 测绘

科学与技术、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55 
资源与安全工程 

学院 
秦俊 88830960 

学术型：080104工程力学、081401岩土工程、0814J3城

市地下空间工程、081900矿业工程（01采矿工程、02安

全技术与工程、0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083700安全科学

与工程 

056 
资源加工与生物 

工程学院 
武海艳 88877051 

学术型：071005 微生物学、 0710Z2 生物工程、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602钢铁冶金、081900矿业工程 

058 航空航天学院 刘梅 88830945 学术型： 080500材料科学与工程 

065 基础医学院 罗婷 82650403 

学术型：071003生理学、071005微生物学、071006神经

生物学、071007遗传学、071008发育生物学、071009细

胞生物学、0710Z3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100101 人体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100102 免疫学、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100105法医学、1001Z1干细胞与再生医学、1001Z2

生殖医学、1001J4比较医学 

068 湘雅口腔医学院 王月红 18182129714 学术型：1002Z1口腔整形美容学 

069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尹逊强 84805414 
学术型：0710Z1生物统计、100400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2040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072 湘雅药学院 彭傲霜 82650419 学术型：100700药学 

075 
湘雅国际转化 

医学联合研究院 
吴硕 82650539 学术型： 100700药学、1007J6药物基因组学 

076 医学检验系 王昱 82650348 学术型：100208临床检验诊断学 

078 湘雅护理学院 肖江龙 82650265 学术型：101100护理学 

081 湘雅医院 曾蕾 84327396 

学术型： 10010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100200临床医学

（医学八年制）、100201内科学、100202儿科学、100203

老年医学、100204 神经病学、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0210外科学、100211 妇产科学、100212眼科学、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100214 肿瘤学、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100216运动医学、100217麻醉学、1002Z5 临床蛋白

质组学与结构生物学、1002Z8中西医结合治疗学、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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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二级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招 生 学 科、专 业 

药理学、1007J6药物基因组学 

专业型：105100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105101 内科学、

105102儿科学、105104神经病学、105106皮肤病与性病

学、105107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5108临床检验诊断学、

105109外科学、105110 妇产科学、105111眼科学、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105113 肿瘤学、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105115运动医学、105116麻醉学 

082 湘雅二医院 陈亮辉 85294012 

学术型：040203应用心理学、100102免疫学、100104病

理学与病理生理学、100200 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

100201内科学、100202 儿科学、100203老年医学、100204

神经病学、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0206 皮肤病

与性病学、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10 外科学、

100211妇产科学、100212眼科学、100213耳鼻咽喉科学、

100214肿瘤学、100217 麻醉学、100218急诊医学、1002Z3

临床药学、1002Z4临床心理学、100700药学 

专业型：105100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105101 内科学、

105102 儿科学、105103 老年医学、105104 神经病学、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05107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5109外科学、105110妇产

科学、105111 眼科学、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105113

肿瘤学、105116麻醉学、105117急诊医学 

083 湘雅三医院 
袁秀洪 

张灵芝 

88618471 

88618472 

学术型：040203 应用心理学、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100200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100201内科学、100202

儿科学、100203老年医学、100204神经病学、100206皮

肤病与性病学、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10 外科

学、100211妇产科学、100214肿瘤学、100217 麻醉学、

1002Z1口腔整形美容学、1002Z3临床药学、100900特种

医学 

专业型：105100临床医学（医学八年制）、105101 内科学、

105102 儿科学、105103 老年医学、105104 神经病学、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5109外科学、105110 妇产科学、105113肿瘤学、105116

麻醉学 

090 
湘雅医学院附属 

海口医院 
陈新越 

0898- 

66189832 

学术型： 100202儿科学、100204神经病学、100210外科

学、100211妇产科学、1002Z1口腔整形美容学 

专业型： 105102儿科学、105104神经病学、105109外科

学、105110妇产科学 

091 
湘雅医学院附属 

肿瘤医院 
田晓琼 88651815 专业型：105109外科学、105110妇产科学 

092 爱尔眼科学院 郭爱华 
85179288 

-8263 

学术型：100212 眼科学 

专业型：105111眼科学 

093 
湘雅医学院附属 

株洲医院 
区军 28561037 专业型：105101内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