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医科大学 

 

 

2018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招生章程 

 

 

 

 

 

 

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目     录 

 

昆明医科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介 ...................................... 1 

昆明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说明 .................................... 2 

昆明医科大学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 ........................................ 7 

  

 

 



 

1 
 

昆明医科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介 

昆明医科大学是国家首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院校，其前身是

1933 年 9 月创建的云南省省立东陆大学医学专修科，1956 年独立建校。84

年来，培养了 8万余名高级医学人才扎根边疆，服务基层，为云南医药卫生

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及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学校 1979 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

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98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 2000 年和 2003 年成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试点单位，2006 年获教育部批准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工作资格，2009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公共卫生硕士

专业学位培养单位,2011 年获得了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4

年获得了应用心理、药学、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目前，我校有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 个（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 6 个（口腔医

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学校还

开展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和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等工作。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1083 名，博士研究生导师 137 名，在校研

究生 297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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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说明 

一、 2018年我校招收博士研究生一次，招生学科为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各二

级学科（具体详见专业目录），招生人数约80名。各二级学科具体招生

人数视合格考生情况录取时再定。 

二、报考条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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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招生单位规定。 

（三） 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四）以硕士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获学士学位后在与拟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岗位工作六年或六年以上

（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 

2.参加过在职人员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成绩合格（须由研究生培养

部门出具成绩证明），或已取得在职人员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 

3.具有相当水平的科研成果：近三年已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以

第一作者发表与报考学科专业有关的学术论著3篇 （其中以北大版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界定的核心期刊不少于2篇）；或荣获省、

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排序前两名。 

4.外语达到下列要求之一者： 

（1）取得大学英语六级证书（或大学英语测试改革后CET-6 成绩不低

于430分）； 

（2）取得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语水平全国统考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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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相当外语水平的其它类型外语考试成绩（如PETS 5 级不低于 

60 分、TOEFL 不低于 85 分、IELTS 不低于5.5 分等）。在国外

留学满一年以上（含一年）者可不受此条限制。 

5.拟报考专业须与现从事专业一致。 

6.须征得拟报考专业有关博导的书面同意。 

符合上述报考要求者报名时须提交有关论文、证书和成绩单（或留学研

修证明）原件供资格审查。 

（五）同等学力考生必须加试硕士阶段两门主干课程。 

（六）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

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七）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

理。 

（八）国外取得的硕士学历、学位，须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三、报名程序 

一律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资格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所有考生必须在

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报名网站填报信息、缴费、生成报名表格并到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确认报名信息。具体要求、流程请在网上报名期间查

阅相关说明。 

报名费：硕士学位获得人员、应届硕士生报名费45元/科；同等学力报

考人员加试两门；另我校按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要求，英语考试每生代收80 元

考试费上交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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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时间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0日 

（二）现场确认时间：2017年12月14日-12月15日（上午8:30—下午4:00） 

（外地考生可函报，函报只接收EMS 邮寄材料。函报截止时间为2017 年

12月9日，以邮戳时间为准。） 

五、现场报名地点： 

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春融西路1168 号，昆明医科大学至真楼三楼

309 室）。 

六、报名手续： 

（一）考生登陆网址：http://yz.chsi.com.cn/bsbm/,进行学信网信息注

册后，填报网报信息,打印报名相关表格，缴纳报名费。报名流程

如下： 

有硕士学位考生：170 元 

登陆网站    注册用户    填报信息    网上缴费 

同等学力考生：260 元 

下载并打印填报成功的： 

1.报名信息简表一份。 

2.下载空白专家推荐书（两份），由两位与报考学科、专业相关的教

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填写。 

3.下载报名附表，由所在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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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确认向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交下列材料： 

1.网上报名后下载所报信息无误并签名确认的报名信息简表一份。 

2.专家推荐书两份。 

3.昆明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附表。 

4.已获硕士学位人员需提交学士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硕士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除提交由学校出具

的应届全日制硕士生证明外，还须提交现有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复印件，且在入学前补交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5.加盖公章的硕士阶段课程学习成绩单。 

6.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按照报考条件所列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三）应届硕士生须持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介绍信。现为委托培

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拟报考定向的在职人员、原

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现在履行合同服务年限内的在职人

员考生，须持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介绍信及同意报考证明。 

（四）在职人员报考我校博士研究生需由所在基层部门（科室、学院）及

人事部门共同出具“同意保证考生一年脱产学习时间”的证明，方

可通过报名审核。 

（五）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后，将于2018

年2月底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请考生届时关注昆明

医科大学研究生部网站信息通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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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校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试题委托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承接，采用全

国医学博士外语统一入学考试试题（含听力），请考生自备耳机。 

八、考试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由初试和复试组成。 

初试时间：2018 年3 月10 日-11 日（具体时间、地点见准考证）。 

待初试成绩公布后，我校将另行通知进入复试分数线要求，考生差额参

加复试，具体事宜详见我校研究生部网页通知。 

九、录取 

根据考生初试、复试成绩并结合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健康状况等

确定拟录取名单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确定。考生可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定向

或非定向博士生，定向博士生实行合同制。（注：录取类别若国家出台新政

策，则按新规定执行） 

十、学费收费标准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都要缴

纳学费。我校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每学年每人10000元。 

十一、奖助学金 

学校将设置各类奖助学金，细则请关注我校研究生部网站公布的信息。 

十二、学习年限 

我校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 

十三、其它详见教育部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有关规定。 

十四、招生专业目录查询：http://www.kmmc.cn/list3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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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明 医 科 大 学 博 士 生 招 生 专 业 目 录 

单位代码：10678             地 址：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春融西路 1168 号       邮政编码：650500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电 话：0871-65933616              联 系 人： 皮江媛  杨  瑶 

院系所、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导师 考试科目 备注 

100201 内科学 

01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孟照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医学硕士学位 

02 炎症性肠病 缪应雷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03 肝病基础及临床 马岚青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04 风湿免疫病学 徐  健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05 冠心病基础及临床研究 孙  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06 呼吸系统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李永霞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07 肝脏疾病基础与临床 杨晋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08 自身免疫性肝病 唐映梅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要求具有学术型硕士学位 

09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机制与临床 周泽平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0 病毒性肝炎及相关肝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韦  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11 分子内分泌学 杨  莹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2 老年心脑血管疾病 金醒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3 介入心脏病学 光雪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4 冠心病的基础与临床 郭瑞威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15 干细胞重建造血免疫功能 潘兴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6 临床心电生理 郭  涛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7 疟原虫抗药性研究 杨照青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8 疾病的免疫机制 宝福凯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9 病原性肝肺纤维化 王文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具有具有硕士学位 

20 慢性病控制及管理研究 蔡  乐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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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导师 考试科目 备注 

21 抗生素应用及其耐药性研究 方  菁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22 环境与职业危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吴锡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23 营养流行病学 殷建忠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24 呼吸系统及心脑血管药理学 杨为民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25 骨代谢疾病的药物治疗 陈  鹏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26 臭灵丹抗呼吸道病毒的实验研究 张荣平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内科学  

100202 儿科学 

01 儿科胃肠肝脏营养与微生态 黄永坤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儿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02 儿童营养与发育 李  燕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儿科学 要求具有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100204 神经病学 

01 癫痫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韩雁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神经病学 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02 神经疾病的临床基础研究 李力燕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神经病学  

03 缺血缺氧性脑损伤的病理和分子机制研

究 
吴春云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神经病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04 脑脊髓损伤修复分子机制研究 王廷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神经病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1 生物精神病学 许秀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精神病学 
要求具有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

或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02 精神医学 曾  勇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精神病学  

03 临床精神病学 程宇琪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精神病学  

04 精神分裂症药理遗传与功能影像学研究 杨建中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精神病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01 光皮肤病 何  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皮肤病与性病学  

02 感染性皮肤病、性传播疾病 李玉叶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皮肤病与性病学 
要求具有皮肤性病学或相关专业

硕士学位 

03 自身免疫性皮肤病、光线性皮肤病 邓丹琪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皮肤病与性病学 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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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导师 考试科目 备注 

04 自身免疫病 李晓岚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皮肤病与性病学 要求具有临床专业硕士学位 

05 性病艾滋病防治 陆  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皮肤病与性病学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1 胸腹影像学 韩  丹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医学影像学 
 

02 心血管超声 陆永萍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医学影像学 
 

03 心血管超声 丁云川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医学影像学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临床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段  勇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医学检验诊断学 
 

02 基于快速筛查的临床药物体内动态 王  伟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医学检验诊断学 
 

100210 外科学 

01 骨组织工程材料；骨科数字医学 何  飞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外科学硕士学位 

02 微创神经外科 余化霖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03 药物滥用、肿瘤 王昆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04 肝胆外科、肝移植 曾  仲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05 甲状腺外科基础与临床研究 程若川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06 肝胆胃肠肿瘤 白  松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07 胃肠肿瘤发病及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文亮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08 前列腺疾病 申吉泓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09 脊柱畸形与脊髓畸形 解京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0 脑血管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蒲  军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1 脑胶质瘤的基础研究 赵宁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2 肝胆胰外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张小文 

①英语或法语选一②病理学③外科

学 
 

13 肝细胞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王  琳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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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导师 考试科目 备注 

14 胰肾联合移植的免疫耐受 朱  洪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5 泌尿系肿瘤基础研究 王剑松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6 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杨德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17 胸心血管外科（胸部肿瘤） 黄云超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8 骨转移癌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杨祚璋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19 乳腺癌发病及耐药机制研究 聂建云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20 肿瘤综合治疗 谭  晶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21 先天性心脏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蒋立虹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22 心血管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 李亚雄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23 胰岛移植应用基础研究 李汝红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24 肝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李  立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25 器官移植、普外及肝胆胰外科 冉江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26 骨髓炎的生物治疗 徐永清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27 数字化技术在骨科的应用 陆  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28 中枢神经退性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孙  俊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29 缺血缺氧性脑病 李  凡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30 毒品成瘾机制与戒断干预 李利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法医学或临床医学硕士

学位 

31 多重脑震荡与慢性创伤性脑病分子机制 于建云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神经病学、外科学、法

医学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32 毒品神经毒性及成瘾机制 李  桢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33 法医遗传标记及攻击行为遗传机制研究 聂胜洁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34 骨质疏松药物治疗学 沈志强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35 心脑血管疾病的信号转导机制与天然药

物治疗 
陆  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36 肝胆胰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胡明道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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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导师 考试科目 备注 

100211 妇产科学 

01 围产医学 马润玫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妇产科学 要求具有妇产科学硕士学位 

02 女性生殖道微生态 祁文瑾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妇产科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100212 眼科学 

01 眼底病 李  燕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眼科学 要求具有眼科学硕士学位 

02 青光眼 钟  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眼科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03 角膜病 胡竹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眼科学  

04 眼表疾病及角膜病、 小儿眼科 李  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眼科学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01 颌面部发育 李  松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耳鼻咽喉科学  

02 头颈肿瘤防治 何永文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耳鼻咽喉科学  

03 口腔颌面肿瘤防治 许  彪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耳鼻咽喉科学  

04 破骨细胞的成骨机制 和红兵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耳鼻咽喉科学 要求具有口腔硕士学位 

05 磁力正畸研究方向 许艳华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耳鼻咽喉科学  

100214 肿瘤学 

01 分子靶向治疗研究 王熙才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02 肿瘤生物治疗 宋  鑫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肿瘤学硕士学位

03 肿瘤放射治疗临床及放射生物学研究 李文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04 肺癌治疗与基础研究 李高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05 消化肿瘤外科 李云峰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06 肿瘤内科 杨润祥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07 肿瘤分子标志 黄尤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08 头颈肿瘤基础与临床 孙传政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学术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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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肿瘤靶向免疫治疗 侯宗柳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10 肿瘤代谢 朱月春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硕士学位 

11 抗肿瘤药药物药理学 卿  晨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12 肿瘤病理 边  莉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肿瘤学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康复科学 敖丽娟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康复医学 
 

02 神经康复 姚黎清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康复医学 要求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03 脑血管病康复临床与基础研究 尹  勇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康复医学  

100216 运动医学 

01 骨关节损伤的修复与重建 李彦林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运动医学 
 

100217 麻醉学 

01 麻醉药心脏保护机制 钱金桥 ①英语②病理学③麻醉学 要求具有麻醉学硕士学位 

100218 急诊医学 

01 器官代谢与监测 钱传云 

①英语或法语选一②病理学③急诊

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