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概况

基本情况

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医疗服务

校园文化

考生关注

住宿条件

奖、助学金

就业

继续深造方向

院系介绍

针灸推拿系

护理系

医学技术系

英语系

人文科学系

公共卫生系

PAGE    07   -   24

    09 - 10

    10 - 13

    13 - 15

    15 - 16

    17 - 18

19

 20 - 21

22 - 23

    23 - 24

PAGE                 06

PAGE                 25

PAGE                 28

    02

    03

PAGE    01   -   05

    04
    04
    05
    05

目 录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

    07 - 08

药学院

基础医学院

2013年陕西中医学院分省
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表

2013年 分专业招生计划
一览表（免费医学生）

陕西中医学院

2012年 录取成绩信息表陕西中医学院

2013年 陕西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一览表陕西中医学院

PAGE                 26

PAGE                 27



学校的前身是1952年创建于西安的西北中医进修学校，1959年升格为

陕西中医学院，1961年迁至古都咸阳。学校占地面积616024.4平方

米，分南（新校区）、北两个校区。南校区（新校区）位于陕西西咸新

区世纪大道中段，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是广大学子求学的理想场所。

学校现有基础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下设中医系、中西医临床医学

系）、第二临床医学院（下设临床医学系）、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5个二级学院，有针灸推拿系、护理系、医学技术系、公共卫生系、人

文科学系、英语系、体育部、社会科学部等8个教学系部；有2所直属附

属医院、14所非直属附属医院、1家制药厂、1个陕西医史博物馆。 院长     周永学党委书记     王秉琦

基本情况 一

体育馆

中医药文化苑教学楼 综合教学楼

医史博物馆

学校概况A

远志广场

中药标本馆

陕西中医学院是陕西惟一 一所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是

1978年中共中央56号文件确定的全国8所重点建设中医院校，是我国首

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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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三师资队伍二

学校现有教职工2415人（含两所直属附属医院），专任教师

702人，并聘任外籍教师3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418人。国

医大师1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中国针灸传承

专家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14人，入选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

导老师19人；陕西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4人，名（老）中医32人， “三五人才”2人，突出贡献专

家2人，先进工作者1人，教学名师4人，师德标兵5人，获

白求恩精神奖1人，巾帼建功标兵1人，青年科技新星3人，

优秀教学团队4个；咸阳市突出贡献专家5人，新世纪学术技

术带头人36人，劳模2人，获特别贡献人才奖1人，特别贡献

人才提名奖1人，杰出贡献人才奖1人，杰出贡献人才提名奖

1人，“十大杰出青年”1人。学校有硕士研究生导师268

名，兼职博士生导师14名，分别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北京、

广州、成都、上海、黑龙江等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

国家申遗针灸专家代表  郭诚杰

郭诚杰（1920-），陕西富平县人，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指

导教师。1987年获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

等奖。1960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8年被评

为陕西省首届名老中医。2010年中国针灸成功申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郭诚杰教授被选为全国最著

名的3位针灸传承代表人物之一。

张学文（1935-），陕西汉中市人，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指

导 教 师 。 2008年 被 评 为 陕 西 省 首 届 名 老 中 医 ，

2009年被国家两部一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是西北

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专家。

国医大师  张学文

学校开设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技术、康复治疗学、预防医学、护理学、中药学、

药物制剂、生物技术、应用心理学、汉语言文学、英语、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制药工程等18个本科专业，护理1个高职专业。

目前全日制在校本科、高职学生11262人，硕士研究生884人，外国留学生53人。基本形成了以中医药为核心的医、理、文、管、工等

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专业格局。

学校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5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个，省级名牌专业5个，省级高等职业教育重点专

业1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精品课程13门。

针灸学实验 西医诊断学实验 中医诊断学实验

科学研究 四

近年来，学校坚持实施“科技强校”工程，在学科建设和科研平台方

面取得了较大成绩。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7个，省级重

点学科4个，省级特色学科1个，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7个，基本

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结构比较合理、层次比较齐全的重点学科群；

现有各种科研平台27个，其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

验室3个，二级实验室1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工程中心

2个，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2个，为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近五年，学校承担了“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

各类科研项目633项，年均科研经费超过3000万元。获省部级及以

上科技成果奖励29项，在<Circ. Res.>、<Gastroenterology>等期

刊发表SCI、EI收录论文100余篇。

正（倒）置显微镜

流式细胞仪 WATERS2695高效液相色谱仪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省级教学名师

周永学  教授 贺丰杰  教授 王瑞辉  教授张灯成  教授

省级师德标兵、优秀教师

张登本   教授 丁延平   教授 王瑞辉   教授 王昌利   教授 宋小妹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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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五

学校有2所直属附属医院，设置床位1856张，特色

突出，优势互补，社会声誉高。陕西中医学院附属

医院是国家“七五”期间确定的全国7所重点建设的

中医医院之一，具有50多年历史，是一所中医特色

突出的三级甲等医院。先后被评为“全国示范中医

医院”、“陕西省文明单位标兵”。有2个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专科和7个

省中医管理局重点建设专科。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附属医院为西北地区首家“中西医结合三级

甲等医院”，妇产科、心血管内外科、眼科等专

科在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有

以获“中国医师奖”的心脏外科专家柏本健教授

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临床带教队伍，为医学类专

业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临床实践教学基地。

校园文化六

学校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学生社团活动活跃。通过举办“百花奖”文艺汇演、“国医文化节”系列活动、承办团省委和团市委系列活动

等形式多样的文体学术活动，丰富了我校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现有邵小利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大学生军乐团、武术协会、针灸推拿协

会、腰鼓队、奋进社等学生社团48个，为全面提升青年学生素质，锻炼和展现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已连续9年荣

获陕西省大中专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称号。邵小利青年志愿者服务队2012年荣获陕西省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

60年来，学校坚持立足陕西、面向西北、辐射全国，为国家培育了7万余名德才兼备的优秀中医药人才。他们有些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

的光辉榜样，有些已成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名老中医，有些已成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有些已成为卫生事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有

些已成为优秀的医药企业家。广大校友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的杰出表现，是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体现。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出征仪式

运动会开幕式团体操表演 中医临床技能竞赛决赛 建校60周年庆典暨迎新文艺晚会

2012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学生冬季送温暖活动

考生关注 B

毕 业 生 实 行 “自 主 择 业 ， 双 向 选 择 ”政

策，就业渠道宽广。多年来，毕业生平

均就业率一直保持在88%左右，考研率

达到22%左右，就业主要面向国家企事

业单位、各级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大中型

制药企业等。毕业生因“基础知识扎实、

操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深受用人单位

的青睐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我校南北校区共有学生公寓12栋，占地

面积5万平方米，学生宿舍住宿四人或

六人一室，每生均配备一张标准多功能

钢木组合床、课桌、书架、衣柜、方凳

等，每室均配有无线网络接收器、有线

网络端口、风扇、暖气、晾台晒衣架和

淋浴洗澡洗漱台等设施，宿舍内设洗手

间。各楼配有电开水器和自助洗衣机，

完全符合标准化学生公寓要求。

住宿条件

1

就  业 

3

为了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奋发

向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帮助

部分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

业，我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国家助学金、香港京都念慈庵助

贫奖学金、香港培才教育基金贫困学生

助学金、杜雨茂奖学金、勤工助学基

金、校内优秀学生奖学金等优秀学生奖

学金和困难学生资助金。同时，还按照

国家规定对品学兼优但家庭经济困难的

特困生实行学费减免政策。

奖、助学金

2

我校现有4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覆盖了临床医学、中医药类全部二级

学科。具有临床医学（中医药类）、

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具有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本科毕

业生不仅可报考本校硕士研究生，亦

可报考其它院校硕士研究生。高职学

生在第三学年可参加在校生专升本统

一考试，成绩合格者可升入相同或相

近本科专业继续学习。

继续深造方向

承办陕西省医药类毕业生就业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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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系是我校建校之初设立的主干院系，拥有传统优势专

业——中医学，是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中医临床类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中医学专业2002年被授予“陕西省普通高等

学校名牌专业”，2007年被确定为陕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

业建设点，2009年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2007年经陕西省教育厅批准在我校中医

学专业建立“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目前实

验区已连续组建五届中医实验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2年，中医学获批“陕西省普通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中医学专业2009年完成陕西省教育厅“中医学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课题，并获得我校09年度教

学成果一等奖。“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前期

改革成果“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中医临床人才培

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荣获2011年度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一等奖。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第一临床医学院一

第一临床医学院依托我校第一附属医院，是一所中医特色突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省级教学医院。

医院成立于1941年，具有六十余年的建院历史，是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七所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之一。先后被评为“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全国示范中医医院”、 “国家药品临床试验机构”。学院下设中医系、中西医临床医学系两个直属教学单位。

第一临床医学院现有教师1351人，其中正高职称教师131人，副高职称教师109人。拥有 “国医大师”1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

目——中国针灸传承专家”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14人，兼职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195人，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

人，全国“郭春园式的好医生”1人，陕西省名（老）中医32人，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2人，陕西省“三五人才”2人，陕西省教学名师4人，陕西

省白求恩精神奖获得者1人，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1人。担任国家级相关专业学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及理事11人，担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及理事10人。参与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组织出版的卫生

部十二五规划教材、西部精品教材、中医药类精编教材及专著80人次，其中担任主编26人，担任副主编35人，共出版著作153部。三年来，在编教师

主持的各级各类在研科研课题共有176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2项，国家级在研课题11项，省部级课题46项，厅局级课题299项；近三年获

得国家专利1项，获得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获得陕西省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项，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8项，市级科研成果奖18项。

第一临床医学院拥有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脑病学、中医脾胃病学、中医妇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疮疡病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西

医结合临床）。4个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级中医药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医消化内科、针灸学、中医肿瘤病学），2个陕西省重点建设学

科（中医骨伤学科及中医临床基础），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脑病科、肿瘤科、骨伤科、肾病科、针灸科、耳鼻喉科、心病科），1个陕西省

重点中医药专科（眼科），6个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肿瘤科、肛肠科、肺病科、肾病科、传染性疾病科、儿科）。有2个省级教学团队（中医

内科学及中医骨伤科学），4门省级精品课程（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伤寒论、温病学）。建有2个省级实验示范教学中心（中医骨伤实验中心、中

医诊断学实验中心），3个中央与地方共建重点实验、实训教学中心（中医妇科实训中心、中医骨伤科实验中心、中医临床基础经方研究实室）。

C 院系介绍

中医系 中西医临床医学系

中西医临床医学系是我校实力雄厚、设备先进、管理规范的教学单位

和教学、科研、医疗的重要基地，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2005年被陕西

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称号，2006年被批准为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开始招生，截止目前已连续招生20届。

第一临床医学院遵循以人为本，质量立院，从严治学的宗旨，狠抓内

涵建设，突出中医特色，着力于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教学改革，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科生教育强调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走“高标

准、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综合型、高素质”的培养模式。大力发

展研究生教育，注重研究生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在校学

生3804名，其中本科生 2721名，留学生18名，专科生310名，专升本

178名，硕士研究生577名。近三年，本科学生考研率近35%。建校以

来，该院已毕业学生近13000余名，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大多数已

成为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岗位上的骨干，为中医学事业的继承与

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中西医临床医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临床操作技能的，具备较高人文素养和医学临床工

作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通过在校专业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使学生系统掌握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基本理论、中西医临床医学诊疗知识和技能，毕业后能够适应各级中

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医院、综合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等各层次的临床医疗、科学研究、卫生管理等工作。

主干学科：中医基础医学、西医基础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核心课程：中医基础医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西医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诊断学）；中

西医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等）。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本专业为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较为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中医传承能力和中

医思维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交流、适应能力和职业道德，达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专

业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旨在培养现代中医临床全科人才，通过在校专业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使学生精通中医学，熟悉现代医学，掌握中医学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与临床基本技能，具备从事中医各科临床医疗、科研、保健、康复的工作能力。

主干学科：中医学。

核心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经典类、现

代医学基础类、内科学、外科学。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理工类。

(本专业为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本科] 100501K  中医学 （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全国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陕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100601K  中西医临床医学 （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本科]

中医诊断实训中心 名医故事会骨伤科技能操作实验室“中医实验班”拜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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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临床医学院二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第二临床医学院成立于2013年3月，是为进一步深化我校临床教学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履行党的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学科建设、专业

建设、科学研究等任务的教学单位。第二临床医学院下设临床医学系一个直属教学系。

第二临床医学院现有教师1574人，其中正高职称教师171人，占专业技术人员10.86%，副高职称教师97人，占专业技术人员6.16%，中级

职称教师307人，占专业技术人员19.5%。

第二临床医学院现拥有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五官科学等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由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等担任。拥有1个省级

精品课程（妇产科学），2个校级精品课程（外科学、诊断学）；4个省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心脑血管病、针灸康复、糖尿病、血液病）；

1个省级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康复学）；1个省级“十二五”中医重点专科（妇产科）；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西医结合临床、血液病学）；1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心血管科）；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心血管

科）；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培育项目（重症医学科、预防保健科）。拥有2个临床研究所（妇产科学、心脑血管病学），

1个陕西省二级实验室（中西医结合血症实验室）、有7个临床研究室（生殖内分泌、血液病、心电生理、心脑同治、血管疾病、临床药学、肝

胆胰运动机能障碍），并与北京301医院建立的远程会诊及远程教育中心。拥有一个实践操作训练基地——临床模拟实训中心，是陕西省大学

生课外实践教学基地，固定资产700余万，设有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和儿科学实训中心5部分。临床模拟实训中心实验室设备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形成了师资力量雄厚，教学、实验设施、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教学体系。

近三年来，第二临床医学院教师参与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组织出版的卫生部十

二五规划教材、西部精品教材、各类精编教材14人次，其中担任主编2人，担任副主编3人。出版专著、编著、教材31部，其中主编12部，副

主编8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核心150余篇。主持的各级各类在研科研课题共有113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5项，省部级课题

38项，厅局级课题24项；近三年获得国家专利1项，获得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获得市级科研成果奖10项。

临床医学系是我校主干院系，拥有优势专业——临床医学专业。2006年7月临床医学专业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

牌专业”，2011年5月获取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临床医学专业学制五年，教学实行3+2教学模式（即3年通识教育及学科基础教育，2年专业方向教育及实践教育）。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

均由多年从事教学、临床工作的资深专家、教授任教。学生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技能扎实，毕业后能成为医疗、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的

高级专门人才。

第二临床医学院本着 “以人为本，从严治学”宗旨， 狠抓教学质量，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素质。临床医学专业2001年招生，目前在校本科学

生1732名，硕士研究生37名。近三年，本科学生研究生录取率近67%。该院毕业生大多数已成为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岗位上的骨干，

为西部地区临床医学事业的继承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临床医学系

药学院 三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药学院前身中药系始建于1973年，1989年更名为药学系，2008年更名为药学院。现有中药学、制药工程、市场营销、药物制剂4个

本科专业。其中，中药学专业2003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陕西省名牌专业，2009年被评定为省级特色专业， 2010年被国家教

育部确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年被教育厅评定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制药工程专业2011年被省教育厅评定为省

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现有省级中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1项，省级优秀教学团队2个

（中药学、中药制药）。设有中药学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中药学、中药药理、中药药剂、中药鉴定、中药炮制、中药化学等6个

二级学科20多个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初步临床工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进一步深造基础，能在各级卫生

保健机构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与监督下，从事安全有效的医疗实践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接受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等方面的基础训练，掌

握初步的医疗、健康宣教、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核心课程：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费：50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本专业为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本科]  100201K   临床医学（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                 

模拟重症监护室 临床模拟实训中心中央控制室 模拟外科手术室妇产科学实训室

外科学实训室 内科门诊实训室 妇产科实训中心 ICU模拟人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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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天平室分析测试实验中心 药用植物学实验室

自动旋光仪 制药工程基础实验室 设立在我校的陕西省中药

饮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药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工87人，其中正高职称12人；副高职称24人；中级职称42人；初级职称9人。师资队伍中博士后4

人，博士12人，在读博士2人。学科门类齐全，具有“中药药理学”、“临床中药学” 、 “中药化学”3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中药制药学” 1个省级重点学科，“生药学”1个校级重点学科。有“中药学”1门省级精品课程，“中药药理学”、“中药化

学”2门校级精品课程。学科科研基地有陕西中医学院药物研究所、陕西省中药饮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陕西省中药基础与新药研

究重点实验室、陕西省秦岭中草药应用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科技厅“13115”科技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药药

理、中药制药国家中管局三级实验室等。

药学院下设16个二级机构，包括中药教研室、药理教研室、生药教研室、中药化学教研室、中药药剂教研室、中药炮制教研室、化

学教研室、制药工程教研室、药品经营与管理教研室、分析测试实验中心、生药实验中心、药理实验中心、制药工程实验中心、中

心仪器室、中药标本馆、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药学院始终坚持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培养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近年来，荣获教育部“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计划项目”6项。曾连

续7年被省委宣传部、团省委、教育厅联合授予“陕西省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团体”，多次荣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

赛陕西赛区一等奖、二等奖。

2013届毕业生总数达395人。其中本科227人，专科118人，研究生50人。药学院近年来本、专科生就业率均达到96%以上，研究

生85%以上，位居全省同类高校前列。

 “四十年磨一剑”，药学院将一如既往，苦练内功，锐意进取，力争为杏苑添彩，为岐黄争光。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药物制剂和药物制剂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以及药物剂型的设计原理、制备方法

和生产工艺，具备剂型及制剂设计、工艺技术设计、质量控制及药物分析等基本能力，能在各类药物研究与开发单位、医药院校、医药生产

和商业企业、医院、药事管理和药检所等单位从事药物制剂的设计、研究、制备、生产、质量监控和管理的高级药物制剂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药学、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工业药剂学、制剂工程学、化工原理等

方面基本实验技能训练，具备药物剂型和制剂的设计、制备、质量控制及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具备药物制剂研究、开发、生产等方面的

基本能力。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中医学基础理论、中药学知识、基本技能以及与其相关的中医药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能够从事中药生产、检验、使用、研究、与开发等领域从事标准化中药材生产与鉴定、中药炮制与制剂、中药质量与分

析、中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及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及其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中药学专业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中药鉴定、中药炮制、中

药制药、中药质量控制及安全性评价、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和中药新药开发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中药学、中医学、化学。

核心课程：中医学基础、临床中药学、方剂学、基础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中药药理

学、中药化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制剂分析、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药事管理与法规。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100801  中药学（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陕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从事药品、药用辅料、医药中间体以及其它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产品生产质量管理等

方面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产品质量意识和一定的国际化视野和社会交流能力，能在制药及其相关领域

的生产企业、科研院所、设计院和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产品开发、工程设计、生产技术与质量管理和科技服务等工作或进入本学科及相关学

科继续深造。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药品生产制造、产品开发、工程设计和生产技术与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专业实验技

能、工艺研究和工程设计的基本科学与工程方法训练，掌握从事药品研究与开发、制药工艺设计与放大、药品生产质量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

能力。

主干学科：基础化学、中药学、制药工程学。

核心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工程制图、化工原理、药物化学、药理学、GMP管理工程、药物分析、

药物合成制药工艺学和制药设备与车间设计。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本科]

081102  制药工程 （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本科]

100702  药物制剂[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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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系四

针灸推拿系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在教学、科研、临床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系教师先后担任了多部全国统编、协编教材及其教参的

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先后荣获优秀教学成果奖5项，其中省（部）级奖1项。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5项，获各级

科研成果奖10余项，其中省（部）级奖5项。

随着针灸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系曾先后派出多名教师出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医疗活动。邀请并接待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面向

港、澳、台及海外培养了多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针灸推拿系教学、科研实力雄厚。2004年、2006年针灸推拿学专业分别被授予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陕西省特色专业荣誉称号，

2009年康复治疗技术被评为省级重点专业。2008年针灸推拿实验中心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国家二级实验室。2005年、2009年《针灸

学》、《刺法灸法学》被评为陕西省精品课程。

针灸推拿系重视人才培养，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实践水平，坚持不断开展第二课堂及课外活动，培养出了具有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具

有社会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2009-2012年，针灸推拿学专业的考研升学率均达35%以上，针灸推拿学专业和康复治

疗学专业的一次性就业率平均达到了90%以上。 

针灸铜人 经学效应测定室 针灸推拿实训室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系统的中医针灸推拿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对常见病症进行针灸推

拿临床诊疗的能力，能在医疗卫生领域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方面工作的针灸推拿学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必要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基本知识，接受针灸推拿临床技能等方面的基本训

练，掌握运用针灸推拿技术与方法进行诊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核心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推拿手法学、推拿治疗学、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科学、

正常人体解剖学。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理工类。

(本专业为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针灸推拿系始建于1980年。从建系至今，已为国家培养本科毕业生32届计1300余人，培养硕士研究生26届计138名，其中多名考取了博士

研究生。现有在读本专科生1429人，硕士研究生95人，留学生23人。

针灸推拿系现有专兼职教师26人（含硕士研究生导师8人），其中高级职称11人，博士生学位6人。设有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2个学科；

下设针灸基础、针灸临床、实验针灸、推拿、康复医学5个教研室和1个实验中心，该中心有经穴效应测定室、刺法灸法演示室、针灸实验

室、康复医学实验室和推拿示教室。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市场营销与管理以及教

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市场营销及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营销方法与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营

销问题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工商管理。

核心课程：市场营销学、消费者心理学、市场调查、销售管理、广告学、国际市场营销学、商务谈判、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物流管理、中

药学、药理学。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

主干学科：药学、化学、生物学。 

核心课程：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人体解剖生理学、化工原理、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生物药剂

学与药物动力学、药剂学、制剂设备与车间工艺设计。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120202  市场营销[本科]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陕西省特色专业建设点）[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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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康复医学基础理论和较强的康复治疗技术，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和良好的

职业道德，能够在各级医疗、康复机构或疗养院开展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工作的康复治疗师，以及能够在康复医学工程研究机构、公司从事

研发工作的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康复治疗学基础理论与专业有关的现代医学、现代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接受康复治疗学技能和科学

研究的基本训练，掌握中西医康复治疗技术，具备开展康复治疗工作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

核心课程：中医学基础、人体解剖学、针灸学、神经病学、运动医学、康复评定学、康复疗法学、临床康复学、康复工程学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护理系五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护理系成立于2004年6月，主要承担护理学本、专科教育。办学层次有四年制本科、“3+2”专科起点本科和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在

校生800余人。该系下设党政工作办公室、基础护理学教研室和临床护理学教研室三个行政教学机构；实践教学基地有护理模拟实训中心和

校附属医院。临床实习医院有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

等17家三级甲等医院，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就业机会。现有专兼职教师61人，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学科研力量强，团结协作，

师德优良。

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于2006年开设了护理学本科专业涉外护理方向。学生入学后根据英语成绩分为普通和涉外护理两个培养方向，后者是护

理系重点建设的特色专业。培养学生既能掌握现代护理学知识和技能，又能熟练掌握公共英语、护理专业英语以及涉外护理知识，具有一定

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知识，毕业后从事涉外护理、护理临床、护理科研、护理教育、护理管理、社区护理、专业外

文编辑翻译出版等工作的高素质国际型护理人才。课程结构借鉴国外护理教育及实践的成功经验，加大人文课程的比重，提高学生的整体素

质，满足社会对涉外护理人才的需求。部分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采用双语教学，并且有外籍教师教授英语口语。学校积极推动护理教育国际

化，广泛开展国际交流，积极寻找海外护理教育资源，为毕业生提供可靠的海外工作和深造的机会。2012年我校成功获得新加坡护理专业

（医科）奖学金项目，并选派优秀学生进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和义安理工学院学习深造，成为陕西省唯一  一所取得该项目的医学院校。

护理系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毕业生技能优势明显，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近几年毕业生参加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为100%，就

业率达97%以上。

我校有着优良的中医药教育资源，护理学专业开设一些中医药课程，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具备更高的就业竞争力。

我们将秉承“南丁格尔精神”，励精图治、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为把护理系办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时代特色的，与国际水平接轨的，高质

量复合型人才摇篮而努力奋斗。

101005  康复治疗学[本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较系统的护理学及相关的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基本的临床护理能力、初步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科

研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在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护理工作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护理学及相关的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接受临床护理及护理科研等方面

的基本训练，具备为护理对象提供整体护理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护理学、人文社会学。

核心课程：人体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健康评估、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

学、精神科护理学、社区护理学及护理伦理学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50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101101  护理学[本科]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健康评估、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急救护理

学、精神科护理学、护理心理学、护理伦理学、老年护理学、中医学等。

就业面向：在各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院等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修业年限：三年

学费：5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留学项目：新加坡护理专业（医科）奖学金项目是中新两国政府分别委托中国教育部和新加坡卫生部共同实施的教育合作项目。该项目从

1993年起实施，每年从国内部分高等院校入学新生中选拔录取一定数量的学生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和义安理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将在新

加坡工作6年。我校于2012年获得新加坡护理专业（医科）奖学金项目，成为陕西省唯一  一所取得该项目的医学院校。

630201  护理[高职]

护生宣誓 传光授帽 临床操作技能实训     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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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掌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的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现代化仪器设备及先进医学检验技术，能够在各级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血站、卫生检验、预防

医学实验室、检验仪器和试剂公司等机构工作，具备现代化医学检验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良好职业素养，适应性强、

综合素质高，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品德高尚、基础扎实、技能熟练、素质全面，具有一定科研发展潜能的应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专门

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基础及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医学检验操作技能系统训练，具备

临床医学检验及医学实验研究的基本能力；应具有数理统计及计算机应用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卫生工作及临床实验管理有关的方针、政

策和法规；了解医学检验前沿学科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调查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

力。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核心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胞生物学、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内科学、外科

学、妇科学、儿科学、医学统计学、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临床检验基础、临床血液学检验、分子生

物学检验、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50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六 医学技术系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医学影像学

的基本理论知识及能力，能在医疗卫生单位从事医学影像学诊断、介入放射学和医学成像技术等方面工作，品德高尚、基础扎实、技能熟

练、适应性强、综合素质高、具有一定科研发展潜能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医学影像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医学影像学范畴内各项技术基本理

论和操作技能，具有运用各种影像诊断技术诊断疾病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熟悉有关放射防护的方针，政策和

方法；了解医学影像学前沿学科的理论和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计算机应用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

核心课程：医用物理学、医用电子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断层解剖学、医学影像物理基础、放射

诊断学、超声诊断学、CT诊断学、MRI诊断学、介入放射学。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费：50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本科] 100203TK  医学影像学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本科]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陕西省特色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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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医学技术系下设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学两个本科专业，中西医结合免疫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三个硕士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是陕西省首家开设的本科专业，医学影像学专业是陕西省较早开设的五年制本科

专业。

医学技术系现有教师60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7人，医学博士5人、医学硕士18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9人。

2012年该系荣获“陕西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校级“管理育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医学技术系设有临床检验学教研室、免疫及检验学教研室、病原微生物及检验学教研室、医学影像诊断教研室、医

学影像技术教研室、口腔医学教研室及医用物理学教研室；中西医结合免疫学研究室；医学检验实验中心、医学影

像学实验中心及口腔医学实验中心；并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设有医学检验临床实验实训中心、

医学影像学临床实验实训中心及口腔医学临床实验实训中心。医学技术系现有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

院、陕西省人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西安市中心医院等教学医院，承担临床实践教

学任务。

医学技术系与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共同进行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实力雄厚。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为陕西省特色专业建设点，中西医结合免疫学为校级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免疫学》课程为省级精品课程，

《医学免疫学》课程为校级精品课程。该系近三年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33项，获国家级、省部

级、市级科技成果奖23项，出版专著20多部, 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SCI收录。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学专业发展前景广阔，就业率高，学生毕业后能在各级医院、血站、疾病控制中心、海关

及检疫等部门从事工作。毕业生专业基础扎实，动手能力突出，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拥有较高的社会认知

度，毕业生就业率在全校名列前茅,已成为西北地区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数码显微互动教室免疫组化室 （本专业为国家特别控制布点的专业）



人文科学系成立于2004年6月，现有2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1个硕士点（中医医史文献专业），8个教研室（语言文化教研室，

文学教研室，文艺学教研室，写作与文秘教研室，管理学教研室，社会学教研

室，医古文教研室，医学史与各家学说教研室），1个研究室（中医药文化研究

室），1个人文学科学术交流中心，1个医史文化教育中心，1个资料室。现有专

兼职教师57名，其中教授和研究员13名，副教授和副研究员16名，二级美术师

1名，讲师22名，助教5名；博士学位15名，硕士学位23名；硕士研究生导师6

名。

人文科学系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独到的特色、良好的条件和显著的

业绩。目前共有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文化学），1个省级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1个省级特色学科（中

医药文化学科），1门省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在研科研项目25项，经费

630余万元。

从2005年至今，该系一直坚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已先后为欧美日韩和中亚

10多个国家培养了30多名汉语留学生。同时，已先后选派两名教师赴韩国担任对

外汉语教师。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人文科学系 八

相声晚会 毕业留念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扎实的英语语言技能及中西医基础知识，具备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能够熟练应用

英语在教育、文化、医药等领域从事翻译、教学、对外交流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的学生要求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知识，熟练地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同时，系统掌握中西医

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对中医学、针灸学和中药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有广泛的了解，能够适应21世纪中医药国际化趋势的需要，能够在

中医药对外交流，教育、文化、医药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 

主干学科：英国语言文学、基础医学

核心课程： 英美语言文学、基础英语，基础阅读、高级英语、听力、口语、英语写作、初级翻译、中级翻译、英美概况、西医英语、中医

英语、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等。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

英语系七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我校自2001年开始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向为中医药对外交流。现有在校生402名。2004年6月成立英语系，目前，有教职工43

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3人，讲师26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33人，外籍教师3人。该系设有大学英语教研室、英语专业教研室、医学

英语教研室和语音实验中心等教学机构；拥有数字化语音室、国际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外语调频电台和教学闭路电视台等先进的教学设备。

我校英语专业在全国中医药院校英语专业中具有较强的实力，是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专业委员会常委单

位。

口语交流会 留学生教育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本科] 050201  英语 

语音室

网球场 (实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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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基本具备“中文精、中医懂、英语通”的特殊学养与能力并能将三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在政府、宣传、文化、

报刊、出版、影视等机构，尤其是医药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及相关行业从事管理、文秘、宣传、编辑、教育及科研等工作，具有一定的创新

精神的高级复合型应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人文社会科学及相关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审美鉴赏、创造

性思维、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研究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社会实践诸多方面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汉语言文学，中医学，英语

核心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

学，外国文学，美学；基础写作，应用写作，策划与文案，秘书学，新闻学，中国文化概论；大学英语，英语口语，英语翻译，英语写

作，对外汉语教学通论；中医学基础，解剖生理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学费：3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本科]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系统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及应用能力，掌握卫生事业和医药管理的特点和

规律，能够在卫生行政机构和医院、医药企业及相关行业从事各种有关的管理、策划、文秘、宣传及科研等工作，具有一定创新精神的高

级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等的培养和训练，掌握各项公共事业

管理的基本知识，能够胜任各级公共管理组织中的管理工作，具有领导、协调、组织和决策方面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公共事业管理学，卫生事业管理学

核心课程：管理学原理，管理心理学，行政管理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事业管理学，药事管

理学，管理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公共财务管理，应用写作，高等数学，应用统计学，管理定量分析，大学英语，管理英语，预防医学，

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基础，临床医学概论，社会医学，中医学基础，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社会保障原理与政策，管理文秘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学费：3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公共卫生系 九

公共卫生系成立于2004年 6月，其前身是基础部医学心理与预

防医学教研室。该系现有专兼职教师37人，其中教授、主任医

师10人，副教授8人，高级实验师1人，讲师15人，助教3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8人。有预防医学、应用心理学两个本科专业，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专业（精神心理卫生）1个硕士点。目前在校

本科生691名，在读研究生16名。

公共卫生系设有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

环境卫生学、健康教育与社会医学、基础心理学、医学心理学

等6个教研室，心理宣泄室、音乐放松室、团体训练室、沙盘游

戏室等4个训练、测试功能室，预防医学（样品处理实验室、理

化生物分析实验室）、应用心理学（基础与医学心理学实验

室、行为观察实验室、心理咨询实验室、模拟教学实验室）2个

实验中心，1个实训中心，1个心身健康教育研究室，总面积

500多平方米。

碘
量
法
测
水
中
余
氯
含
量
实
验

气
象
色
谱
室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掌握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和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胜任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促进等公共卫生相关领域的工作，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应

用型预防医学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接受疾病控制和健康相关行为干预等

方面的专业技术训练，具有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实施卫生监管监测、改进环境卫生、开展卫生保健和健康教育等工作的能力，毕业后能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监督所和各级综合医院等机构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卫生检疫监督、环境监测、职业病防治、

健康教育等工作。

主干学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核心课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医学免疫学、诊断学、内科学、传染病学、卫生化学、卫生微生物学、卫生统计学、流行病

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儿童少年卫生学、健康教育学、卫生毒理学、妇幼保健学、卫生事业管理。

修业年限：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费：50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本专业为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

第二部分  专业设置

100401K  预防医学[本科]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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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院的前身是基础医学部，现下设11个教研室，5个实验中心，其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3个，省教育厅重点学科1个，省级

精品课程3门，规范化教研室3个，规范化实验中心4个。拥有国家中管局二级科研实验室4个，国家三级科研实验室1个；陕西省重点实验

室1个，教学团队1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1个。

基础医学院现有专任教师87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36人，讲师27人，助教6人；实验技术人员14人，其中高级实验师2人，实验师

11人，助理实验师1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27人。

基础医学院近三年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122项，获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成果奖10余项，出版专著30余部, 发表论

文246篇，其中15篇被SCI收录。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扎实的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现代医学和中医学基本知

识，具有较熟练的心理学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富有创新精神，能够胜任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健康教育等心理学相关领域的

工作的应用型心理学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的基本知识，接受初步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

验训练，接受各种心理现象的分析、心理学相关的统计与测量技术、心理学实验研究设计等基本训练，具备对临床心理问题的鉴别与诊断

能力、心理咨询与治疗及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毕业后能在各级医疗卫生及心理咨询机构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保健工作，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教育、公安、司法、部队、企业等单位从事心理学教学、心理卫生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咨询与治疗等工作。

主干学科：基础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核心课程：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评估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

学、中医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心身医学、生理学、临床医学概要。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文史类、理工类。

071102  应用心理学

基础医学院十

第一部分  院系介绍

[本科]

心理宣泄室 沙盘游戏室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较强的数理化基础，具有国际化视野，接受严格科学思维、专

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掌握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能

运用所掌握的的理论知识的技能在教学、科研、生物技术产业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及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理化基础、生物学及相关方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接受

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培养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掌握扎实的科学理

论基础知识，具有生物技术的研发能力。

主干学科：生物学。

核心课程：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动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

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生化工程、生物工程下游技术、发酵工程设备等。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费：4500元/学年。

招生科类：理工类。

071002    生物技术[本科]

解剖实验室 显微熔点测定仪

会展中心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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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分专业招生计划一览表（免费医学生）陕西中医学院
2013年陕西中医学院分省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表

5应用心理学 59 54

本
科

33 3 35中医学 3189 169

33公共事业管理 59 53

文
史

5 3生物技术 59 51

5 3应用心理学 59 51

5 33 5制药工程 3116 97

55 33医学影像学 119 103

5 3 53针灸推拿学 85 69

5 5 3 335 35中西医临床医学 5237 200

5 5 3 3医学检验技术 119 103

5 5 5康复治疗学 59 44

高
职

  

合计 100 100

护理 100 100

层次

3 3汉语言文学 59 503

3市场营销 59 533

5 5 5中医学 5117 943

3 5中药学 114 1033

5 5 3预防医学 119 1033

江
西

天
津

黑
龙

江

广
东

辽
宁

河
北

吉
林

广
西

重
庆

湖
南

云
南

山
西

贵
州

内
蒙

古

安
徽

湖
北

新
疆

山
东

青
海

宁
夏专业

江
苏

福
建

四
川

海
南

甘
肃分省

合计

陕
西

河
南

浙
江

1010 10 101010 10 15 1515 1015 1010 10 15 2020 10 10总 计 10 10 1510 102534 21952415

科类

1010 10 101010 10 15 1515 1015 1010 10 15 2020 10 10本科  合计 10 10 1510 102434 20952415

2英语 3118 1103

33 3针灸推拿学 89 7433

5 53 35 5临床医学 5 35368 32333

理
工

3 5药物制剂 54 433

护理学 5 5 35 5177 14833

理

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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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科类 专业代号 专业代码
专业及方向

名称
学制[年]

学费     
[元/年] 学位 所属院系

招生
计划 备注

33 定向延安市延川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4 定向延安市安塞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5 定向榆林市神木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6 定向榆林市府谷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8 定向榆林市绥德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9 定向安康市汉阴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0 定向安康市石泉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1 定向安康市平利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2 定向汉中市洋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3 定向汉中市西乡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4 定向汉中市宁强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5 定向汉中市留坝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6 定向咸阳市兴平市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47 定向咸阳市彬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49 定向西安市周至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1 定向宝鸡市麟游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2 定向宝鸡市太白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4 定向渭南市韩城市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5 定向渭南市大荔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6 定向商洛市商南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7 定向商洛市镇安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8 定向延安市志丹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9 定向延安市子长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0 定向延安市延川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1 定向榆林市榆阳区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2 定向榆林市靖边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3 定向榆林市定边县就业1医学免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4 定向安康市汉滨区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5 定向安康市紫阳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6 定向安康市旬阳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7 定向汉中市勉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68 定向汉中市略阳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定向汉中市镇巴县就业医学免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69 1五100501K理工

70 定向咸阳市三原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71 定向咸阳市旬邑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72 定向咸阳市永寿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3 定向渭南市蒲城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50 定向宝鸡市凤翔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48 定向西安市灞桥区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理工

37 定向榆林市衡山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2 定向延安市子长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1 定向商洛市山阳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30 定向商洛市洛南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9 定向渭南市富平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3 定向西安市长安区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8 定向渭南市华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7 定向铜川市耀州区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6 定向宝鸡市凤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5 定向宝鸡市凤翔县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4 定向宝鸡市渭滨区就业1医学免五100501K 中医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 文史

25本科 理工

25

50

小 计

本科

本科 文史

合 计

五

文史

小 计



批次 生源省 是否平行
志愿

科类 计划数 招生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控制线

提前批 陕西 是 文史 25 25 578 558 566.6 497

提前批 陕西 是 理工 25 25 562 509 526.6 461

二批本科 安徽 是 理工 10 10 513 498 503.8 478

二批本科 福建 是 理工 10 10 529 508 514.5 435

二批本科 甘肃 否 理工 10 10 510 491 498.4 462

二批本科 广东 是 理工 10 10 540 525 531.5 523

二批本科 广西 是 文史 6 6 519 485 484.9 473

二批本科 广西 是 理工 9 9 496 483 489.1 444

二批本科 贵州 是 理工 10 10 440 404 416.3 390

二批本科 海南 是 理工 10 10 598 547 566.4 545

二批本科 河北 否 理工 10 11 533 517 522.0 509

二批本科 河南 是 文史 9 9 547 531 536.7 509

二批本科 河南 是 理工 15 15 546 504 512.6 481

二批本科 黑龙江 否 理工 10 10 480 434 451.6 425

二批本科 湖北 否 文史 6 6 539 519 525.9 515 

二批本科 湖北 否 理工 9 5 523 502 508.7 494 

二批本科 湖南 是 文史 9 9 552 540 545.9 523

二批本科 湖南 是 理工 6 6 510 495 499.7 451

二批本科 吉林 否 理工 10 10 472 423 442.5 412

二批本科 江苏 是 理工 10 10 331 322 326.3 312

二批本科 江西 是 理工 10 10 527 501 506.9 486

二批本科 辽宁 否 理工 10 10 486 445 462.2 445

二批本科 内蒙古 否 理工 10 10 474 411 434.4 390

二批本科 宁夏 是 理工 10 10 447 411 426.3 401

二批本科 青海 否 理工 10 10 423 372 388.3 355

否二批本科 山东 文史 10 10 560 500 526.7 450

二批本科 山东 否 理工 10 10 578 517 544.8 430

二批本科 山西 否 文史 6 6 522 499 512.4 492

二批本科 山西 否 理工 9 9 526 486 507.3 476

二批本科 陕西 是 文史 462 487 564 522 531.6 497

二批本科 陕西 是 理工 1669 1941 543 483 491.2 461

二批本科 四川 否 文史 9 9 499 457 483.0 454

二批本科 四川 否 理工 6 6 477 471 473.3 445

二批本科 天津 是 理工 10 10 495 435 453.3 430

二批本科 新疆 否 文史 11 14 520 459 480.3 426

二批本科 新疆 否 理工 9 10 450 418 428.5 390

二批本科 云南 是 理工 10 11 447 422 436.4 395

二批本科 浙江 是 文史 6 7 531 518 524.2 452

二批本科 浙江 是 理工 9 9 538 511 519.4 433

二批本科 重庆 否 文史 6 6 527 513 519.5 494

二批本科 重庆 否 理工 9 9 516 476 491.3 462

高职 陕西 是 理工 175 203 467 408 427.3 200

高职 陕西 是 文史 75 75 496 462 477.1 240

2012年 录取成绩信息表陕西中医学院

      注：23-47,48-72中医学*是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在提前批次录取。

2013年 陕西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一览表陕西中医学院

层次 科类 专业代号 专业
2013 年

招生计划

2012年录取信息

招生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总 计 2195 2464 ——

————合 计 2095 2364

——

——

——

01

02

03

04

05

06

07

23-4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48-72

汉语言文学

英语

应用心理学

中医学

针灸推拿学

市场营销

公共事业管理

中医学*

生物技术

应用心理学

制药工程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预防医学

中医学

针灸推拿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药物制剂

中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康复治疗学

护理学

中医学*

合 计

22 护理

50

110

54

144

74

53

53

25

51

51

97

323

103

103

69

69

200

43

103

103

44

148

25

100

100

51

101

52

93

87

52

51

25

54

59

101

338

98

105

148

136

274

53

120

97

50

194

25

100

80

532

538

538

560

564

533

533

578

509

506

525

538

524

507

540

518

543

508

524

507

505

506

562

——

459

525

522

528

539

532

523

522

558

484

484

486

493

491

486

488

485

490

485

483

490

485

483

509

——

410

527.6 

526.9 

530.6 

545.7 

536.7 

527.0 

526.6 

566.6

488.5 

487.0 

491.3 

502.2 

495.8 

489.8 

496.4 

488.7 

497.7 

488.7 

486.0 

492.9 

488.3 

485.7 

526.6

——

424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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