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2020 年硕士招生简章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3 年，历经十六年的发展和建设，

学科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一定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是学校直属独立建制的

科研机构。中心以人类重大健康问题为导向，面向中药现代化研究前沿，围绕抑

郁症、癌症、衰老、炎症相关疾病等健康问题，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模式

开展中医药的现代科学研究，旨在突破中医药发展困境，为推动我国中医药振兴

发展事业贡献力量。 

中心现有博士学位点 1 个、硕士学位点 3 个，其中本草生物学交叉学科博士

学位点是山西省首个药学类博士学位点。中心每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约 40

人，博士研究生约 3人。毕业生主要毕业去向为医院、政府机关（卫生、社保、

药监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药企，部分学生进入国内国外一流大学继续深造。 

中心现有教师 24 人，其中专任教师 16 人、校外特聘 1 人、校内合作教师 7

人；教授 7人、副教授 12人；博导 6人、硕导 20人；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

带头人 1 人、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1 人、山西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中心主任秦雪梅教授获得“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十周年”先进个人、

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多个人才称号。中心教师博士学位率达到近 100%，8

人具有海外留学交流经历，平均年龄不超过 40 岁，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年富

力强的教师队伍和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梯队，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中心具备完整的药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创新药物研究体系。中心拥有中药学、

生药学、药物化学、药理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天然药物化学 6个研究方向；

拥有山西省振东制药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山西大学-广誉远药学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SCIEX中国公司联合教学培训基地等三

个研究生教学实践平台，其中山西省振东制药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是本中心与振

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 

中心遵循全方位开放办学的理念，积极深化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中心

的学术化水平和学术知名度，平均每年组织筹办学术会议 1次，平均每年邀请国

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 10 余人次，平均每年派出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0

余次，每年派出多名研究生赴国内外各大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交流学习实践。 

中心搭建了地产中药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山西省药材资

源研究与药物研发重点科技创新平台等多个研究平台，拥有质谱仪、高相液相仪、

酶标仪等价值千万元的大小仪器设备；承担各类项目近 200 项，总经费达到近

3000 万元；荣获包括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各类奖项 3 项；申请及申报

发明专利 6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发表学术论文约 400 篇，其中 SCI 论文

约 100篇（SCI一区 4篇），制定国家标准 2项；获得新药临床批件一项。 

2020 年，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将面向全国招生硕士研究生，热忱

欢迎广大有志学子加入，一道秉承“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

的校训，以求真的学术思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力于学术发展和服务经济

发展与社会进步。 

 



 

一、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035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351-7019178 

0351-7011202 

0703J2本草生物学 9 
 复试科目：无机化学或分子

生物学 

01本草药物道地性研究 

02本草药物传统药性研究 

03本草药物的历史演化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英语一 

③ 642有机化学或 639

生物化学 A 

④ 837分析化学（含仪

器分析）或 847细胞生物

学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0700药学 14 
 复试科目：天然药物化学或

中药药理学 

01药物化学 

02药剂学 

03生药学 

04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5药理学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英语一 

③ 613药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 无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105600中药学（专业学位） 17 
 复试科目：基本实验技能

（化学和生物学基础实验）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英语二 

③ 350中药专业基础综合 

④ 无 

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注：中心不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 

二、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 出版社 作者 

642 有机化学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其毅 

639 生物化学 A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837 分析化学（含仪器分

析） 

分析化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武汉大学  

847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第四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翟中和 

613 药学专业基础综合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其毅 

生物化学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 

分析化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武汉大学  

生理学（第六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姚泰主编 

350 中药专业基础综合 

中药鉴定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康廷国 

中药药剂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傅超美 

中药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凌一揆 

中药化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匡海学 

三、报名、考试、录取 

（一）报名和考试 

报 名 条 件 及 方 式 和 初 试 及 笔 试 ， 请 登 录 教 育 部 网 站

（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8/s3113/201908/t20190819_395052.ht



 

ml），查看《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网上报名及现场确

认、初试和复试的其它具体要求请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公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http://yz.chsi.cn， 以下简称“研招网” )，山西

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jszsw.sxu.edu.cn/)和山西大学中医药中心网（山西

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网）， 查看相关通知。 

（二）录取 

中心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 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 并

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 业务素质以及身心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

单。考试诚信状况将作为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 对

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 

四、学制、 学费及奖助体系 

（一） 学制 

中心全日制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 

（二） 学费 

中心研究生收费按照省物价部门批准后的标准执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

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 元。 

（三） 奖助体系 

学校设立有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推免硕士研究生专项奖学金、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宝钢教育奖、硕博连读研究生专项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

励、“三助”工作津贴、研究生困难补助等。 

硕士研究生奖助体系 

奖助项目 获奖分类 适用对象 奖励标准 

国家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硕士生 2.35% 20000 元/生 

国家助学金 硕士研究生 所有符合条件硕士生 600 元/生/月 

硕博连读专项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符合条件硕博连读生 20000 元/生 

学业奖学金 

硕士一等奖 全日制硕士生的 10% 9000 元/生 

硕士二等奖 全日制硕士生的 20% 6000 元/生 

硕士三等奖 全日制硕士生的 30% 3000 元/生 

校设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 校优硕 硕士 500 元/生 

宝钢教育奖 
优秀学生特等奖 博、硕 20000 元/生 

优秀学生奖 博、硕 10000 元/生 

“三助” 

助教 硕士 1000 元/生/月 封顶 

助管 硕士 1000 元/生/月 封顶 

助研 硕士 理工 600 元/生/月 

中医药中心 导师助研津贴 硕士 200 元/生/月 

 

五、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直博生的说明 

（一）基本条件 

已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本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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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有关规定。 

（二）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根据《山西大学推免硕士研究生专项奖学金发放办法（2018 修订版）》，为



 

鼓励推免生报考我校，学校设立了推免硕士研究生专项奖学金，奖励范围为我校

当年录取的所有推免生,奖励金额为 10000 或 30000 元。符合奖励 3 万元的推免

生认定条件为：来自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推免生；我

校列入山西省优势学科攀升计划学科（含培育）、山西省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计

划牵头学科、山西省“1331 工程”一流学科、优势特色学科所属本科专业，推

免时第一志愿为“山西大学”的推免生。符合奖励 1万元的推免生认定条件为：

推免时第一志愿为“山西大学”的其他推免生。 

（三）本科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 

（1）中心本草生物学专业可招收本科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

原则上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CET-6≥425 或 IELTS≥6.0 或 TOEFL≥90。 

（2）本科直博生基本学制为五年，执行直博生培养方案，其中课程学习集

中安排，课程完成后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在规定基本学制内未达

到培养要求的，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博士阶段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8 年。

直博生中期考核通过者进入博士学位论文阶段。 

（3）被录取的直博生在入学后适用博士研究生的管理规章制度， 享受博士

研究生奖助待遇，同时享受享受推免生专项奖学金和硕博连读专项奖学金，履行

博士研究生相应义务。 

本科直博研究生奖助体系 

奖助项目 获奖分类 适用对象 奖励标准 

国家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全日制博士生 3.45% 30000 元/生 

国家助学金 博士研究生 所有符合条件博士生 1300 元/生/月 

硕博连读专项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符合条件硕博连读生 
20000 元/生（中期考核通

过后发放） 

推免生专项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 符合条件推免生 
30000 元/生（入学后一次

性发放）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博士一等奖 全日制博士生的 20% 15000 元/生 

博士二等奖 全日制博士生的 25% 10000 元/生 

博士三等奖 全日制博士生的 30% 5000 元/生 

校设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 校优博 博士 1000 元/生 

宝钢教育奖 
优秀学生特等奖 博、硕 20000 元/生 

优秀学生奖 博、硕 10000 元/生 

中医药中心 导师助研津贴 博士 1200 元/生/月 

 

六、其他说明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我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1）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和本科毕业证书； 

（2）思想品德不合格、 体检不合格及提交材料内容不真实及弄虚作假者。 

（3）学校不接收需要保留入学资格的推免生攻读本科直博研究生。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武老师 17735278306 0351-7019178  

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jszsw.sxu.edu.cn/）、山西大学中

医药现代研究中心网（http://zyyzx.sxu.edu.cn/）。 

欢迎来电咨询或登录网页查看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