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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我校的研究生学位类型

专业 学术型 专业型

中医学 硕、博士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硕、博士专业学位

中西医结合 硕、博士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博士专业学位

中药学 理学硕、博士学位 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翻译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护理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

科学技术史 硕士医学科学学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 法学硕士学位

医学技术 硕士医学科学学位



代 码 专业名称 代 码 专业名称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100702 药剂学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100703 生药学

100504 方剂学 100706 药理学

100505 中医诊断学 100800 中药学

100506 中医内科学 105600 中药学（专业学位）

100507 中医外科学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100509 中医妇科学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学位）

100510 中医儿科学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位）

100512 针灸推拿学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学位）

1005Z1 *中医外语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1005Z2 *中医伦理学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位）

1005Z3 *中医工程 105710 全科医学（中医学）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105400 护理（专业学位）

1006z2 *中西医结合护理 055100 翻译（专业学位）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硕士学位点41个

代 码 专业名称

071200 科学技术史

101000 医学技术

105300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1011 护理学



代 码 专业名称 代 码 专业名称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100800 中药学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105702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

100504 方剂学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学位）

100505 中医诊断学 105704 中医妇科学（专业学位）

100506 中医内科学 105705 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位）

100507 中医外科学 105706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学位）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105707 针灸推拿学（专业学位）

100509 中医妇科学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位）

100510 中医儿科学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0512 针灸推拿学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博士学位点24个



1、校园网研究生院网页地址：（教育教学-研究生教育）
https://www.shutcm.edu.cn 

2、培养方案、培养计划表、教学大纲、课表、管理系统
选课流程下载地址：（培养工作—课程管理）

https://yjsy.shutcm.edu.cn/1148

选课资料下载：



•课程的选定

•研究计划制定

•指导小组建立

➢目 的：让每位研究生明确对自己的培养要求，培养
过程和阶段目标。

培养：一年级



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

主要围绕拟研究计划或导师研究方向、专业需要、研究生个人
知识结构的需要或未来社会发展需求进行选课。

课程分三类：学位课（政治、外语、专业课）、必修课、 选修
课 。

➢目的：为课题研究、研究生的未来发展积累知识和能力。

➢学位课：按各学科培养方案要求，体现学位基本要求。

➢专业和专业基础课：为指定的有选择的必修课，体现专业和导
师特征。

➢选修课：为自选课程，体现导师和研究生的个性特征。

选 课



中医学（硕士-医学科学学位）：

1、政治理论课港澳

台学生修读国情概
况

2、本科修英语选公
共英语+医学英语应

用；本科修日语选
日语+基础英语

3、中西医结合专业

修中西医结合基础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学（硕士-医学科学学位）：

*文献阅读与读书报告：

在开题报告前，要求研究生阅读一
定量的专业文献（由导师在培养计
划表中列出所需阅读文献或专业书
籍），并在学科导师组或学院做读
书报告或学术讨论（硕士3次）。
考核方法：由导师（或学科导师组
）对读书报告的完成度进行评分。

*学术进展讲座：

要求研究生参加校级及以上的学术
活动（包括学术讲座、学术交流、
学术研讨、研修班等），每次计
0.3学分。考核方法：在考查出勤
率的基础上，由导师根据相关内容
，负责进行二次考核，具体方式和
评价要求由导师（或学科导师组）
自主安排。



中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中医学（博士-医学科学学位）

*文献阅读与读书报告：

在开题报告前，要求研究生阅读一定量的专业文献（由导师在培养计划表中列出所需阅读
文献或专业书籍），并在学科导师组或学院做读书报告或学术讨论（博士6次）。考核方
法：由导师（或学科导师组）对文献阅读与读书报告的完成度与质量进行评分。

*学术进展讲座：

要求研究生参加校级及以上的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讲座、学术交流、学术研讨、研修班等
），每次计0.3学分。考核方法：在考查出勤率的基础上，由导师根据相关内容，负责进行
二次考核，具体方式和评价要求由导师（或学科导师组）自主安排。

专业博士
为3个学
分。



• 所选课程的总学分数，不得低于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硕士
医学科学学位34学分，中医硕士专业学位31学分，博士科
学学位20学分，中医博士专业学位15学分）；

• 允许多选学分，但一旦选定，即成为个人的规定学分，

必须参加全部选定课程的考试并计算成绩；

• 培养计划内的课程一旦提交，学位课如出现不及格，必须重
修直至通过，不得退换。

选课注意事项：



 1、中医专业及非药学专业选周一和周三上午课程班（1,2,3,4
班）

 2、药学和中药专业第二学期修读，中药专业第二学期提交免听
免修申请。

 3、CET六级成绩≥425分者可申请免修，系统内选择“公共英
语（免修）”课程班，无需参加考试。

 4、 CET六级成绩≥ 425分者可申请免听，系统内选择相应课程
班（1-4班），不参加听课，但需要参加期末考试。

 5、6、教务管理系统通知栏会公布免听免修学生名单。

公共英语选课说明：



免听免修规定：
https://yjsy.shutcm.edu.cn/2013/0910/c1148a24023/page.htm

公共英语选课说明：

• 今年采用网上提交方式，扫

描二维码，提交申请信息和

六级证书图片。

• 如遗失六级证书，请打印网

页图片，由考试时所在院校

教务处确认盖章。

https://yjsy.shutcm.edu.cn/2013/0910/c1148a24023/page.htm


所有进入我中心开展动物实验的科研人员，必须符合下列两个条
件，缺少任一条件均不能获得在我中心订购动物和开展动物实验的
资格。

一、理论要求

1.凡在以往学习期间修读过实验动物学课程并成绩合格者，提供成
绩单。

2.凡获得过各省市实验动物技能或上岗证培训并合格者，提供相关
证件。

3.未满足以上两条者，博士研究生需通过我中心的网上考试并成绩
合格，硕士研究生需选修我校医学实验动物学课程并成绩合格。

二、现场要求

由专职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了解实验动物中心的规章制度和注意事
项。 短期培训每周举行。

实验动物学说明：



VPN登录：

 根据信息化管理的需要，学校师生从校外访问非
面对公众的信息系统，需要通过VPN进行访问。

网址：https://yjsy.shutcm.edu.cn/1148《关于

启用VPN从校外访问学校信息系统的提示通知》

• 登录账户： 00+学号（10位）
• 默认密码：身份证号码后六位

（港澳台学生是通行证前六位）



网络选课进入方式：

校园网底部快捷栏“选课系统”→研究生选课系统



网络选课登录：

 选课地址：https://jwpt.shutcm.edu.cn

• 登录账户：学号
• 登录密码：shutcm+证
件号码后六位

注：如果您没有中国
大陆身份证或系统内没
有您的身份证号，默认
的登录密码为：
shutcm123456

https://jwpt.shutcm.edu.cn/


预选培养方案：



预选培养方案说明：

◆培养方案中必修课程：培养方案中没有进行分组的课程
是必修课程，默认是自动选中的。

◆培养方案课程分组：培养方案中大部分课程都进行了分
组，并规定了修读的规则。比如：2-4即表示本组培养方案
课程最少选择两门课程，最多选择4门课



在线选课：

◆选课冲突：相同的上课时间内，
不能同时选择
◆已经选择的课程，预选培养方
案中不能退选



网络选课注意事项：

1、培养方案内的课程一旦提交，不得随意退选或换课。学
位课如出现不及格，必须重修直至通过，不得退换。两门课
程不及格无法参加奖学金评定。

2、培养方案内课程与课程班所选课程必须一致。如发生退选
课程，请务必先退选课程班课程，然后再取消培养计划内课程。

3、全学年选课，包括第一和第二学期课程。第二学期课程
可参考去年第二学期课表，第二学期如发生冲课，可于开学
两周内退改课程。

4、因机房容量限制，周四下午13:30所有硕博士同时开放
选课，欢迎大家自备电脑选课。个别课程会后期会调整容量
，开放补选，关注教学管理系统通知栏。



1、研究选题：注意与导师课题的关系

2、完成文献阅读与读书报告、学术进展讲座

3、研究过程质量监控：第三方监督(科技处、督导组、
发展所、实验中心)的方式监督原始记录、仪器设备
操作、实验的可重复性等）。

4、研究基础知识的巩固和提高：查阅文献、临床技能、
科研技术方法等。

5、开题报告(学术)：提出问题与改进建议，第三学期结
束前完成，中西医结合专业最晚可以第四学期完成。

6、中期考核(人)：政治思想、综合素质、业务能力

培养：二年级



地址：图书馆裙楼211办公室

联系电话：51322673

邮箱：szypyb@163.com

培养与学位办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