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医科大学2021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接收调剂学科信息表

分委员会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学位
类型

缺额 分数要求 其他要求 招生导师

第一临床 100201 内科学 01 心血管病-第一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20，英语≥65 通过CET-6 未定

第一临床 100201 内科学 04 血液病-第一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35，英语≥55 通过CET-6者优先 江千里

第一临床 100201 内科学 06 呼吸系病-第一临床 学术型 2 总分≥300，英语≥55 通过CET-6 刘来昱、未定

第一临床 100201 内科学 12 内分泌与代谢病-第一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20，英语≥60 通过CET-6者优先 张军霞

第一临床 100201 内科学 18 风湿病-第一临床 学术型 3 总分≥340，英语≥55 通过CET-6者优先 李娟、杨敏

第三临床 100201 内科学 20 风湿病-第三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30，英语≥65 通过CET-6者优先 何懿

第二临床 100204 神经病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40，英语≥65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第二临床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03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00，英语≥50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第二临床 100210 临床检验诊断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学术型 3 总分≥300，英语≥65 本科为临床医学专业 未定

第二临床 100210 外科学 02 普外（普外方向）-第二临床 学术型 2 总分≥320，英语≥55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第三临床 100210 外科学 03 普外（普外方向）-第三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299，英语≥41 通过CET-6者优先 张学利

第二临床 100210 外科学 05 普外（肝胆方向）-第二临床 学术型 3 总分≥330，英语≥60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第一临床 100210 外科学 07
骨外（脊柱骨方向-第一临
床）

学术型 2 总分≥320，英语≥55 通过CET-6者优先 蒋晖

第二临床 100210 外科学 09 骨外-第二临床 学术型 4 总分≥320，英语≥50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第一临床 100210 外科学 11 泌尿外-第一临床 学术型 3 总分≥320，英语≥60 通过CET-6者优先 魏强、钟惟德

第一临床 100210 外科学 15
胸心外（心血管外方向）-第
一临床

学术型 2 总分≥310，英语≥60 通过CET-6者优先 郑少忆

第三临床 100210 外科学 19 神外-第三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10，英语≥65 通过CET-6者优先 毛捷

第一临床 100211 妇产科学 01 不分研究方向-第一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299，英语≥41 通过CET-6者优先 朗景和

第三临床 100212 眼科学 03 不分研究方向-第三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299，英语≥41 通过CET-6者优先 安美霞

第二临床 100214 肿瘤学 03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10，英语≥50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第三临床 100214 肿瘤学 04 不分研究方向-第三临床 学术型 1 总分≥320，英语≥55 通过CET-6者优先 吴丁兰

第三临床 105101 内科学 03 心血管病-第三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周滔

第一临床 105101 内科学 06 呼吸系病-第一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45，英语≥60 赵海金

第三临床 105101 内科学 08 呼吸系病-第三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王锦鸿

第二临床 105101 内科学 10 消化系病-第二临床 专业型 3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第一临床 105101 内科学 12 内分泌与代谢病-第一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45，英语≥60 乐岭



分委员会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学位
类型

缺额 分数要求 其他要求 招生导师

第一临床 105101 内科学 21 传染病-第一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20，英语≥55 通过CET-6 刘志华、陈金军

第一临床 105101 内科学 01 心血管病-第一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20，英语≥60 吴爵非

第一临床 105101 内科学 09 消化系病-第一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20，英语≥50 郑浩轩

第二临床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
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第一临床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皮肤病医院 专业型 4 总分≥360，英语≥65 未定

第二临床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03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10，英语≥50 杨蓉娅、夏志宽

第一临床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不分研究方向-第一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20，英语≥50 本科为临床医学专业 范建中

第三临床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3 不分研究方向-第三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20，英语≥60 通过CET-6 陈俊琦、邹宇聪

第二临床 105111 外科学 02 普外（普外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20，英语≥55 未定

第三临床 105111 外科学 03 普外（普外方向）-第三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曹天生

第二临床 105111 外科学 05 普外（肝胆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3 总分≥320，英语≥55 未定

第一临床 105111 外科学 08 泌尿外-第一临床 专业型 3 总分≥340，英语≥60 李飞、高磊

第二临床 105111 外科学 13 胸心外-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第一临床 105111 外科学 14 神外-第一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30，英语≥50 漆松涛

第二临床 105111 外科学 15 神外-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第一临床 105111 外科学 19 烧伤-第一临床 专业型 3 总分≥325，英语≥55 杨磊、董茂龙

第三临床 105115 妇产科学 03 不分研究方向-第三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陈为

第一临床 105115 妇产科学 01 不分研究方向-第一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30，英语≥50 刘萍、钟梅

第一临床 105118 麻醉学 01 不分研究方向-第一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50，英语≥50 谢海辉

第一临床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不分研究方向-第一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20，单科≥60 通过CET-6 芮勇宇

第二临床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第二临床 105121 肿瘤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20，英语≥55 未定

第二临床 105122 放射肿瘤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第二临床 105124 超声医学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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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临床 105128 临床病理 01 不分研究方向-第一临床 专业型 1 总分≥330，英语≥55 申洪

第二临床 105128 临床病理 02 不分研究方向-第二临床 专业型 2 总分≥310，英语≥50 未定

公卫 105300 公共卫生 01 流行病学 专业型 1 总分≥330，英语≥60

第一志愿报考100400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或105300公共卫生专业优先；本科为预防
医学、卫生检验、基础医学、生物学、药
学等相关专业；

未定

公卫 105300 公共卫生 02 劳动卫生学 专业型 1 总分≥320，英语≥60

第一志愿报考100400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或105300公共卫生专业优先；本科为预防
医学、卫生检验、食品科学、药学、生物
学、基础医学等专业

未定

公卫 025200 应用统计 00 不分研究方向 专业型 2 总分≥360，英语≥60
有医学背景，有R或SAS编程基础或有软件
开发经验或基础优先

未定

公卫 045400 应用心理 00 不分研究方向 专业型 5 总分≥340，英语≥60 第一志愿报考心理学、应用心理 未定

基础 071000 生物学 03 神经生物学 学术型 4 总分≥300，英语≥40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07开头
陈荣清、王雪敏、
曹雄

基础 071000 生物学 06 细胞生物学 学术型 2 总分≥300，英语≥40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07开头 张月、李茫茫

基础 071000 生物学 0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型 2 总分≥300，英语≥40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07开头 周珏宇、潘星华

基础 100100 基础医学 02 组织胚胎学 学术型 1 总分≥299，英语≥41 通过CET-6者优先 王海红

基础 100100 基础医学 03 免疫学 学术型 2 总分≥310，英语≥50
本科为基础医学，医学检验，预防医学，
药学相关专业

叶丽林、蒋小滔

基础 100100 基础医学 06 病理学 学术型 4 总分≥320，英语≥50 通过CET-6者优先
焦红丽、林洁、李
祖国、裴小娟

基础 100100 基础医学 10 肿瘤基础研究 学术型 1 总分≥300，英语≥45 通过CET-6者优先 未定

基础 100100 基础医学 01 人体解剖学 学术型 2 总分≥299，英语≥41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医学检验技术、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康复治疗学

黄文华、李鉴轶

基础 100100 基础医学 11 分子医学 学术型 2 总分≥310，英语≥50 通过CET-6者优先 宋尔卫、苏士成



分委员会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学位
类型

缺额 分数要求 其他要求 招生导师

药学 105500 药学 01 工业药学 专业型 7 总分≥310，英语≥50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药学学硕（1007）或
药学专硕（1055）；本科专业为药学相关
专业

李琳、李晓娟、谭
穗懿、徐学清、杨
洁、汪海涛、姚新
刚

中医药 105600 中药学 00 不分研究方向 专业型 3 总分≥299，英语≥41 第一志愿报考中药学、药学相关专业 未定

中医药 100600 中西医结合 00 不分研究方向 学术型 2 总分≥300，英语≥45
第一志愿报考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相关专
业

未定

医学技术 101000 医学技术 01 医学实验技术 学术型 2 总分≥315，英语≥60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医学技术、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相关专业

李红卫、宁云山

说明：报名调剂专业有CET6要求的考生，需要调剂志愿备注上写明CET6的具体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