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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笔试考试科目(全日制) 

院系所、专业 方向 考试科目 参考教材 

101 中医学院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基础理论 

（含内经） 

《中医基础理论》，高思华、王键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 6月出版 

《内经讲义》，贺娟、苏颖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 6月

出版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伤寒论 伤寒论 
《伤寒论讲义》王庆国主编，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王新佩、贾春华主编，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

三五”创新教材， 中国中医药出版 2017年 8月 

温病学 温病学 
《温病学》谷晓红、冯全生主编，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 人民卫

生出版社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医史文献综合 

《中国医学史》(人卫版），梁永宣主编； 

《中医文献学》(严季澜/顾植山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中医各家学说》（第五版教材）任应秋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医古文》(王育林/李亚军主编“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 2016年出版） 

100504 方剂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方剂学 21世纪课程教材《方剂学》第二版（谢鸣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505 中医诊断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诊断学 《中医诊断学》，陈家旭、邹小娟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5Z1 中医体质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体质辨识与调理 
《中医体质学》2008版，王琦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 4

月出版 

1005Z2 中医临床药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学 国家级普通高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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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专业 方向 考试科目 参考教材 

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九版）《中

药学》，主编钟赣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年 7月第 3版 

1005Z7 中医养生康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养生康复学 

《中医养生学》，王玉川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医饮食营养学》，翁维健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康复医学》，卓大宏主编，华夏出版社 

《医学营养学》郭红卫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005Z8 中医文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文化学 
《中医文化学》，主编张其成，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哲学基础》，主编张其成，中国医药出版社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不区分研究方向 病理学、生理学 

《生理学》（十三五规划教材），郭健，杜联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 

《病理学》 王谦、高维娟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006Z7 中西医结合循证医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临床流行病学 《临床流行病学》第 4 版 黄悦勤，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1006Z8 中西医结合药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药理学或分子生物

学或生物信息学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第九版《药理学》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药理学》科学出

版社；《生物信息学》，霍奇曼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分子生物学》，唐炳华主

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年出版） 

102 生命科学学院    

1005Z7 中医养生康复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养生康复学 

《中医养生学》，王玉川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医饮食营养学》，翁维健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康复医学》，卓大宏主编，华夏出版社 

《医学营养学》郭红卫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006Z8 中西医结合药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药理学、 

分子生物学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第九版《药理学》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药理学》科学出版社；

新世纪第三版《分子生物学》，唐炳华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不区分研究方向 （以下三门中任选 《生物化学》（新世纪第四版）唐炳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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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门） 

生物化学 

免疫学 

细胞生物学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郝钰等主编，科学出版社，上编 医

学免疫学 

《细胞生物学》赵宗江主编，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

划教材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细胞生物学 50% 

分子生物学 50%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第四版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二版 

103 临床医学院（东直门医院）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0512 针灸推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 

《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版社 

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21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 李曰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学》 马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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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4 临床医学院（东方医院）    

100512 针灸推拿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 李曰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学》马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5 临床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 

《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版社 

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 李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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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学》，张安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 中医眼科学 
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眼科学》彭清华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世纪第四版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5710 全科医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6 临床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21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 李曰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7 临床医学院（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21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 李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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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学》马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8 临床医学院（西苑医院）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李曰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008Z6 中药药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药理学 《中药药理学》彭成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9 临床医学院（北京中医医院）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0507 中医外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李曰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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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新世纪教材（第二版）、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外科学》 李曰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学》，张安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妇科学 《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学》 马融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10 临床医学院 （望京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田德禄主编，21 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学》，张安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赵吉平、李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

位）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学苑出版社；《内科学》第八版，人卫出

版社，21世纪教材《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人卫出版社 

111 中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药物分析 《药物分析》杭太俊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八版） 

1008Z1 中药资源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资源学 
《中药资源学》 十一五规划 王文全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版 

1008Z2 中药炮制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炮制学 《中药炮制学》吴皓 胡昌江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8Z3 中药鉴定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鉴定学 60％ 《中药鉴定学》康廷国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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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学 40％ 《药用植物学》谈献和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08Z4 中药化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化学 《中药化学》石任兵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8Z5 中药分析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分析学 《中药分析学》李萍、贡济宇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08Z6 中药药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药理学 《中药药理学》彭成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008Z7 中药药剂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药剂学 《中药药剂学》李范珠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8Z8 临床中药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中药学 60%，临床中

药学 40% 

《中药学》颜正华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年 

《临床中药学》张冰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年 

1008Z9 民族药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药用植物学 40%，生

药学 60% 

《药用植物学》第五版教材，郑汉臣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生药学》第六版教材，蔡少青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105600 中药学（专业学位） 

制药工程与技术

方向 
中药药剂学 《中药药剂学》（2012 年第九版）杨明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检验与分析

方向 
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制剂分析》（2013 年第九版）梁生旺主编，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 

医院调剂与制剂

方向 
临床中药 《临床中药学》（2012 年）张冰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事管理方向 药事管理 《药事管理学》（2016 年第四版）孟瑞主编，科学出版社 

112 针灸推拿学院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针灸方向 针灸学 《针灸学》 石学敏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按摩推拿方向 按摩推拿学 《按摩推拿学》于天源主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气功方向 中医气功学 《中医气功学》刘天君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13 管理学院    

1005Z9 健康管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健康管理学 《健康管理学》王培玉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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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事业管理》主编：梁万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114 人文学院    

1005Z4 医药卫生法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卫生法学 
《卫生法学》佟子林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事法》，王岳主编，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1005Z5 中医药外语（含中医国际

传播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医学英语翻译与写

作 

《翻译通论》刘敬国、何刚强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大学医学英语翻译与写作教程 College Med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Writing》，孙志楠、吴锦辉主编，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1 

035102 法律（法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卫生法学 
《卫生法学》佟子林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事法》，王岳主编，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0551 翻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医学英语翻译与写

作 

《翻译通论》刘敬国、何刚强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高校英语选修课系列教材：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 3

版）》，叶子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15 护理学院    

1011 护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临床护理综合 

1、《内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版，尤黎明、吴瑛主编 

2、《外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版，李乐之、路潜主编 

3、《妇产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版，郑修霞主编 

4、《儿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1版，段红梅主编 

5、《急救护理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万长秀主编 

1054 护理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临床护理综合 

1、《内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版，尤黎明、吴瑛主编 

2、《外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版，李乐之、路潜主编 

3、《妇产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版，郑修霞主编 

4、《儿科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1版，段红梅主编 

5、《急救护理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万长秀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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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区分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