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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二级/三级学科 培养类型1 学科代码1 专业级别 备注

内科学（心血管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血液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呼吸系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消化系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肾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风湿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内科学（传染病） 学术学位 三级

儿科学 学术学位 100202 二级

老年医学 学术学位 100203 二级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100204 二级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学术学位 100205 二级

皮肤病与性病学 学术学位 100206 二级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学术学位 100207 二级

临床检验诊断学 学术学位 100208 二级

外科学（普外） 学术学位 三级

外科学（骨外） 学术学位 三级

外科学（泌外） 学术学位 三级

外科学（胸心外） 学术学位 三级

外科学（神外） 学术学位 三级

外科学（整形） 学术学位 三级

外科学（烧伤） 学术学位 三级

妇产科学 学术学位 100211 二级

眼科学 学术学位 100212 二级

耳鼻咽喉科学 学术学位 100213 二级

肿瘤学 学术学位 100214 二级

运动医学 学术学位 100216 二级

麻醉学 学术学位 100217 二级

急诊医学 学术学位 100218 二级

全科医学 学术学位 100220 二级

移植医学 学术学位 1002Z1 二级 自主设置

微创医学 学术学位 1002Z3 二级 自主设置

重症医学 学术学位 1002Z4 二级 自主设置

口腔基础医学 学术学位 100301 二级

口腔临床医学 学术学位 100302 二级

护理学 护理学 学术学位 101100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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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领域 培养类型1
专业领域代

码1
专业级别 备注

内科学（心血管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血液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呼吸系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消化系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肾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风湿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内科学（传染病） 专业学位 三级

儿科学 专业学位 105102 二级

老年医学 专业学位 105103 二级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105104 二级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专业学位 105105 二级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专业学位 105106 二级

急诊医学 专业学位 105107 二级

重症医学 专业学位 105108 二级

全科医学 专业学位 105109 二级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专业学位 105110 二级

外科学（普外） 专业学位 三级

外科学（泌外） 专业学位 三级

外科学（胸心外） 专业学位 三级

外科学（神外） 专业学位 三级

外科学（整形） 专业学位 三级

外科学（烧伤） 专业学位 三级

儿外科学 专业学位 105112 二级

骨科学 专业学位 105113 二级

运动医学 专业学位 105114 二级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105115 二级

眼科学 专业学位 105116 二级

耳鼻咽喉科学 专业学位 105117 二级

麻醉学 专业学位 105118 二级

临床病理学 专业学位 105119 二级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专业学位 105120 二级

肿瘤学 专业学位 105121 二级

放射肿瘤学 专业学位 105122 二级

放射影像学 专业学位 105123 二级

超声医学 专业学位 105124 二级

核医学 专业学位 105125 二级

医学遗传学 专业学位 105126 二级

口腔医学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105200 一级

护理学 护理学 专业学位 105400 一级 只招硕士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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