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招生专业介绍 

 

临床医学院专业介绍 

临床医学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

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卫生行

业的全科医师、乡村医生等职业群，能够从事居民基本医疗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实用型医学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药理学、诊断学、外科学、妇产科学、

内科学、儿科学和社区预防等。 

就业方向：各类基层医院临床医疗岗位、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医疗服务管理咨询机构。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全面

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工匠精

神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一定的创业能力和支

撑终身发展的能力；掌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

面向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的康复技师岗位群， 能够从事

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专业核心课程：运动学基础、康复评定技术、疾病康复、

物理因子治疗技术、运动疗法技术、作业治疗技术、言语治

疗技术、中国传统康复技术等。 

就业方向：各级基层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院（中心）、

工伤康复中心、社区医疗机构康复部（社区康复站）和疗养

院等；民政康复中心、残疾康复中心、假肢矫形康复中心、

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养老服务机构和残疾人用品服务

站等；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服务与教育）、体育运动队、各

级儿童脑瘫康复中心、感觉统合治疗中心和自闭症康复中心

等。 

 

护理学院专业介绍 

护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备“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理

念和“仁爱关怀”的人文素养，具有人际沟通、团队协作、

跨文化护理和评判性思维等通用能力，掌握现代护理理论和

技能，以及护理评估、护理干预的专业能力，面向临床护理、

社区卫生、妇幼保健、养老服务等机构，为各类人群提供护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护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体功能、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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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学及急危

重症护理学等。 

就业方向：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

（岗位群）工作；在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

社区护理、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等社区护理（岗位群）工作；

在养老机构从事老年护理、康复保健以及管理工作；在医药

保健、防疫、医学院校等机构从事相关工作。 

护理（ICU 护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熟练掌握护理职业岗位（群）

所需的基础知识及技能，有较强的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监

护和护理的能力，毕业后能在各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

事临床护理、急救护理、危重症监护和健康保健等护理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护理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体功能、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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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

重症护理学、呼吸治疗技术及重症监护学等。 



就业方向：主要在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综合 ICU 和专

科 ICU 从事危重症病人的护理工作；也可选择在各级各类医

院、妇幼保健院等医疗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岗位群）工

作；在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社区护理、预

防保健、康复护理等社区护理（岗位群）工作；在养老机构

从事老年护理、康复保健以及管理工作；在医药保健、防疫、

医学院校等机构从事相关工作。 

护理（麻醉护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掌握护理职业岗位所需的基础知识及技能，掌握

麻醉专科护理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运用基本护理知识、麻

醉护理知识及重症监护知识和技术对麻醉病人、手术病人、

疼痛病人和药物戒断病人进行监测和抢救护理，毕业后能在

各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危重症监护、麻

醉护理、急救护理和健康保健等护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体功能、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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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

重症护理学、重症监护学及临床麻醉护理学等。 



就业方向：在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麻醉与围手术期医

学科（麻醉科、手术部）、重症医学部、急救中心、日间治

疗中心、疼痛医学科、无痛分娩室、药物依赖或戒断等领域

从事麻醉病人的护理工作、急救和复苏、术后监测、生理机

能调控和药物依赖与戒断等方面工作；在各级各类医院、妇

幼保健院等医疗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岗位群）工作；在

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社区护理、预防保健、

康复护理等社区护理（岗位群）工作。 

 护理（康复护理） 

培养目标：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的要求，面向医疗卫生行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掌

握现代护理理论、康复护理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具备“以

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理念和“仁爱关怀”的人文素养，能胜

任临床护理、康复护理、社区护理、养老机构护理及健康保

健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体功能、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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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等。 



就业方向：在各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康复科（部）

和社区康复机构从事专科康复护理工作；在各级各类医院、

妇幼保健院等医疗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岗位群）工作；

在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社区护理、预防保

健、康复护理等社区护理（岗位群）工作；在养老机构从事

老年护理、康复保健以及管理工作。 

护理（日本语）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备“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理

念和“仁爱关怀”的人文素养，具有人际沟通、团队协作、

跨文化护理和评判性思维等通用能力，掌握现代护理理论和

技能，以及护理评估、护理干预的专业能力，熟悉国际惯例、

具有较高日语水平和竞争能力，面向涉外及各级医院、社区、

妇幼保健、养老服务等机构，为各类人群提供护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的护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日语、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体功能、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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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学及急

危重症护理学等。 

就业方向：在涉外医院、各级各类医院、妇幼保健院等

医疗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岗位群）工作（包括涉外护理）；

在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社区护理、预防保



健、康复护理等社区护理（岗位群）工作；在养老机构从事

老年护理、康复保健以及管理工作。 

护理（直招士官）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和士官基本素

质，德、智、军、体、美、劳全面发展，政治过硬，具有献

身国防精神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

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掌握护理职业岗位所需的基础

知识及技能，掌握平战时卫勤保障相关知识，具备对常见病、

多发病和训练伤的预防、治疗和危重症的初步处理能力和护

理能力，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各军种部队卫勤保障需要，具备

一定的组训和管理能力，毕业后能在集团军以下部队卫生机

构从事基础医疗、护理和卫勤保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士官人

才。 

专业核心课程：军事技能课、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

体功能、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健康评估、护

理学基础、内科及内科护理学、外科及外科护理学、妇产科

及妇产科护理学、儿科及儿科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及康

复护理学等。 

就业方向：到定向培养部队从事临床护理、部队基层机

构基础医疗、护理、卫勤保障及医疗保健等工作。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备“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理

念和“仁爱关怀”的人文素养，具有人际沟通、团队协作、

跨文化护理和评判性思维等通用能力，掌握现代护理理论和

技能，以及护理评估、护理干预的专业能力，熟悉国际惯例、

具有较高英语水平和竞争能力，面向涉外及各级医院、社区、

妇幼保健、养老服务等机构，为各类人群提供护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的护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英语、护理应用解剖学（双语）、正常

人体功能、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双语）、健

康评估（双语）、护理学基础（双语）、内科护理学（双语）、

外科护理学（双语）、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及急危重

症护理学（双语）等。 

就业方向：在涉外医院、各级各类医院、妇幼保健院等

医疗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岗位群）工作（包括涉外护理）；

在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社区护理、预防保

健、康复护理等社区护理（岗位群）工作；在养老机构从事

老年护理、康复保健以及管理工作。 

助产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掌握护理学、助产学及妇幼保健学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毕业后能在各级医疗机构、妇幼保健

院、社区从事临床护理、助产及母婴保健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护理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护理应用解剖学、正常人体功能、病理

学与病理生理学、护理药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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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助产学、妇婴

保健学、儿科护理学及急危重症护理学。 

就业方向：在各级医院的妇产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妇幼保健机构从事助产、母婴保健工作，在各级各类医院、

妇幼保健院及城区（或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临床护

理、社区护理、预防保健、康复护理、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面向养老服务行业服务与管理一线岗

位，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德技并修、全

面发展，具备“尊老爱老”的理念，具有专业的养老服务知

识和技能，能够结合信息化平台和智能设备为家庭、社区、

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

健康照护服务与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养老服务意识、人际

沟通能力和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老年健康照护、老年心理护理实务、老

年社会工作实务、养老机构经营与管理、老年活动组织与策

划、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人康复与训练、中医养生保健、



老年人生活照护技术、社区护理学、老年服务礼仪与沟通技

巧、老年营养与膳食指导、急危重症护理学等。 

就业方向：在养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养老机构，

从事养老照护、老年人能力评估、管理、开展社会救助等工

作；在老龄产业相关企业、机构从事经营、服务与管理工作。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修养、职

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家政学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技能，

面向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家政服务员、养老照护员、

健康管理师、保健调理师、保育员、育婴员、婴幼儿发展引

导员等职业群, 能够从事家政培训、家政基层管理、养老照

护、老年社会工作、家庭育婴、母婴照护、家庭教育指导、

营养指导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家政企业管理与运营、家政培训理论与

实务、家务劳动与管理、营养配餐和烹饪、健康管理、母婴

照护与保健、婴幼儿家庭教育与指导、护理学基础等。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家政服务公司、健康管理咨询公司、

社区服务机构、医院、医疗卫生机构、老年服务机构、社会

福利机构、健身美体机构、育婴房、托儿所、早教公司等，

从事家庭服务、营养指导、健康管理、综合事务管理等服务



与管理工作。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和团结协作

能力，具备热爱和尊重婴幼儿的理念，掌握婴幼儿身心发展

规律、婴幼儿卫生保健、婴幼儿早期发展等知识，具备婴幼

儿生活照料、安全看护、科学喂养、伤害预防和处置、家庭

教育咨询与指导等促进婴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能力的复合型

高素质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婴幼儿人体结构与功能、婴幼儿疾病预

防与护理、婴幼儿活动设计与指导、婴幼儿心理发展、婴幼

儿伤害预防与急救、婴幼儿生活照护与回应、婴幼儿营养与

膳食管理、托育园所运营与管理、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小

儿推拿技术、婴幼儿艺术启蒙等。 

就业方向：面向在各级各类幼儿园、早教机构、托育机

构、儿童健康和发展机构、社区和家庭教育咨询机构、妇幼

保健机构等相关部门，从事婴幼儿保育、教育、健康管理、

艺术培训、家庭教育指导、托育园所运营与管理等工作。 

 

医学技术学院专业介绍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

卫生行业的影像技师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CT、 DR、MRI、超

声、核医学和介入诊疗等技术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技能课程：影像解剖学、医学影像成像原理、断层

解剖学、医学影像检查技术、超声检查技术、医学影像诊断、

放射物理与防护、放射治疗技术、医学影像设备学、医学影

像信息学、医学影像药理学。 

就业方向：各级医院从事医学影像成像技术、医学影像

辅助诊断及影像设备营销等方面工作。 

眼视光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

力和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能

够从事初级眼保健、眼屈光检查与矫正、视功能检查分析与

处理、接触镜验配、眼镜产品加工整形与质理检测、眼视光

仪器设备维护保养、眼镜销售、低视力验配与康复指导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技能课程：眼科学基础、验光技术、斜弱视和双眼

视处理技术、接触镜验配技术、眼镜定配技术、眼视光常用

仪器设备、低视力助视技术、眼镜维修检测技术、眼镜与美

学、眼镜营销、眼镜维修检测技术、视光与验配中心管理技

术。 

就业方向：各级各类医院视光中心及眼镜企业、各级眼

保健机构，也可自主创业，就业率 10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 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 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

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较强

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

技能, 面向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行业的医疗器械装配

工、医学设备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 能够从事医疗设

备装配、调试,医疗设备维修、维护, 医疗设备质量检测等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课程： 医学基础知识、单片机应用技术、机电控

制技术、医疗器械管理与法规、医学影像成像理论、x 线机

设备分析与维护、CT设备分析与维护、MRI设备分析与维护、

核医学技术及设备、超声诊断设备分析与维护、医学影像设

备质量控制与检测等课程。 

就业方向：各级各类医院设备科及医疗设备制造公司，



医疗设备维修公司，就业前景良好。 

 

药学院专业介绍 

中药学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我国中医药卫生事业建设发展需要，

熟练掌握中医药学以及现代医药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具备在医疗单位从事中药临床服务、中药质量管理、

中药制剂能力；在医药企业从事中（西）药品生产、检验、

质量控制的能力；在药品经营流通行业从事药品经营、流通

和管理等方面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中医学基础、基础化学、人体解剖生理

学基础、中药学、药理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中药调

剂学、中药鉴定、中药炮制、中药制剂、药事管理与法规等

课程。 

就业方向：面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部门，

从事中药临床服务、中（西）药生产及质量管理、中（西）

药流通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岗位工作。 

药学专业 

培养目标：根据我国的医药卫生政策及全面加强药品监

管能力建设要求，永葆初心、永担使命，培养掌握药学方面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在医疗单位从事临

床药学服务、处方调剂、药品质量管理的能力；具备参与临



床药物治疗，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的能力；

在医药企业从事药品生产、检验、质量控制的能力；在药品

经营领域从事药品销售、流通、储存与养护、分类管理的能

力。为国家大健康事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药学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临床医学概论、天然药物学、药理学、

药物化学、中药化学实用技术、药剂学、药物分析、药事管

理与法规、药品营销学、临床药物治疗学和药学综合知识与

技能等课程。 

就业方向：面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临床药学服务，

指导患者合理用药；医药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等部门，

从事药品生产、检验及质量管理、药品经营管理、药品营销

和医药代表等相关岗位工作。 

中药制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我国中医药卫生事业建设发展需要，

熟练掌握中医药学以及现代医药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主要具备在中医医疗疗单位从事中药制药、中药加

工、中药鉴定、中药质量控制的能力；也可在其他医疗单位、

制药行业从事从事中（西）药品生产、检验、质量控制的能

力；在药品经营流通行业从事药品经营、流通和管理等方面

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中医学基础、基础化学、人体解剖生理

学基础、中药学、药理学、中药药理学、方剂与中成药、中



药化学、中药炮制、中药鉴定、中药制剂，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制药设备，药事管理与法规等课程。  

就业方向：在校期间除了获得学历证书，同时可取得药

品生产职业技能证书，毕业后主要面向各级中医医疗卫生机

构从事中药制药、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中药加工炮制以及其

他医药行业从事中（西）药生产及质量管理，中（西）药流

通经营和管理等相关岗位工作。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掌握药品生产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具备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生产、药品检验、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新药研发、制药设备操作与维护等能力；在药

品经营企业从事药品销售、流通、储存与养护、分类管理等

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基础化学、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学、药

理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物制剂设备、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药事管理与法规等课程。 

就业方向：在校期间除了获得学历证书，同时可取得药

品生产职业技能证书，毕业后主要从事新药研发、药品生产、

药品检验、药品销售、药品质量管理、药品流通与管理等岗

位工作。 

 

检验学院专业介绍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具

有丰富的人文素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激昂的工匠精神；掌

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临床检验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有一定的实验室管理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能够从事临床医学检验和病理检验技术等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正常人体结构与机能、临床检验基础、

生物化学检验、微生物学检验、免疫学检验、血液学检验、

寄生虫学检验等。 

就业方向：各级医院检验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

或血液中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高校实验

室、医学研究机构、独立实验室、体检中心、康复中心、疗

养院、法医检验、医学生物企业等医学相关类实验室；医学

检验设备制造、试剂生产、营销部门等。 

专业优势：在校期间接受生物安全、核酸检测有关项目

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合格发放相应证书。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政治思想坚定，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

职业素养，掌握食品理化检验、水质理化检验、空气理化检

验、卫生微生物学检验、临床检验等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备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能适应卫生

检验检疫一线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食品理化检验、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水

质理化检验、空气理化检验、生物材料检验、免疫学检验、

临床检验基础、生物化学检验、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等。 

就业方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监测部门、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质量技术检验所、卫生检验检疫部门、

环保部门、第三方卫生检测机构、食品企业、化妆品企业、

集中式供水企业、环境监测中心、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部

门从事卫生理化检验工作。也可在县级医疗机构检验科从事

卫生微生物检验工作，在卫生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

生物制品公司等从事产品的销售工作。 

专业优势：在校期间接受生物安全、环境消杀、核酸采

样相关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合格发放相

应证书。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培养目标：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

养和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高尚，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掌握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能够

从事冷链运输调度、冷链配送、冷链仓储、冷链项目运营、

冷链市场营销以及冷链生物安全等工作，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冷链物流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制冷原理与应用、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冷链物流技术与装备、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冷链物流运营

管理、仓储与配送管理、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物流装卸设

备操作、病原生物与生物安全等。 

就业方向：冷链物流企业，从事冷链物流仓储技术岗位、

冷链配仓储送中心、冷链运输调度管理、冷链项目运营管理、

冷链市场营销、冷链设备维护、冷藏冷冻货物采购管理、冷

链物流营销与客服、冷链物流质检等岗位，以及冷链物流筹

划经理、技术总监、运营总监、冷链生物安全防范等。 

专业优势：在校期间接受生物安全、环境消杀、核酸采

样相关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合格发放相

应证书。 

 

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学院专业介绍 

预防医学专业 

培养目标：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养、良好的人际沟通能

力，熟练掌握预防医学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够开

展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药理学、诊断学、

临床医学概论（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

传染病学、妇女保健学、儿童保健学、卫生统计学、流行病



学、现场流行病学、社区健康教育、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环

境卫生学、职业卫生学、儿童少年卫生学。 

就业方向：可就业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食

品检验监督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

康管理机构等，从事传染病、慢性病等的预防与控制，健康

咨询服务、健康教育与培训，以及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等公

共卫生监督监测等工作。 

医学营养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

卫生行业的临床营养技师、公共营养师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临床营养技术、公共营养技术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基础营养学、食品卫生学、临床营养学、

临床医学概论、药膳食疗、功能性食品学、烹饪学基础。 

就业方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营养科、特殊医学用途

食品企业、食品加工流通相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院等。 

心理咨询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医学和心理



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

理培训等工作的高质量技能型、服务型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心理测量、健康心理学、临床心理诊断、心理

咨询与治疗、学校心理辅导、社工技巧训练、儿童问题行为

矫正、青少年危机干预、家庭治疗技术、沙盘游戏疗法、团

体心理辅导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就业于综合医院心理

科、心理咨询机构、教育机构、养老机构、社区机构等从事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人员心理素质测评与培训、心理

危机干预等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心理培

训师等。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能够从事职业健康管理、职业卫生检测

与评价、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事

故预警预测预防与应急处置、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等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仪器分析技术、

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放射卫生检测评价技术、职业卫生

工程控制技术、职业健康监护技术、环境卫生及环境检测技

术、安全评价技术等。 

就业方向：可就业于卫生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职业健



康管理部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等，从事职业健康管理、

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放射卫生检测评价、工程防护、职业卫

生事故预警预测预防与应急处置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