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9 年新增博士研究生指标招生简章

中国中医科学院2019年新增博士研究生招生主要面向

报考我院初试分数达到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分数线，且

考生信息在《2019年博士研究生复试考生名单》中公布的考

生；未被第一志愿录取的考生可根据学科专业进行调剂复

试。其他人员可通过“申请-考核”招生方式报考我院博士

研究生，具体条件如下：

一、申请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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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身体健康。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教学﹝2003﹞3号）；

3、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1974年9月1日以后出生）；

4、有两名与本专业相关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

专家书面推荐；

5、申请人只能报考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需全

日制脱产在校学习，入学前将全部人事档案、组织关系等转

入我院；

6、英语水平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①CET-6通过（或≥390分）。



2

②新TOEFL成绩90分以上（IBT）。

③新GRE成绩305分以上。

④WSK（PETS 5）考试合格。

⑤IELTS≥6.0。

⑥国家英语专业4级考试合格。

⑦在相应的英语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位。

7、必须具有硕士学位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及往届硕士毕业生，已获得

硕士学位（应届生最迟须在入学前获得硕士学位）。

（2）境外获硕士学位者需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学历学位认证证书。

8、报考中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考生须符合下列条件：

（1）全日制统招临床医学/中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往届及

应届毕业生，应具有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最迟须

在入学前取得证书，且需提交培养单位开具的培养证明），

《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范围为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

及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培训专业与申请专业一

致）。

（2）已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人员，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

（执业范围为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及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合格证书（培训专业与申请专业一致）。

二、招生专业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部分专业；中医学博士专

业学位。详见《新增招生导师及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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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与初审

1、因违反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受行政处分，或违

反学术规范受处分者。

2、硕士阶段有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考核不及格

者。

四、申请程序

1、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5月 16 日～24 日

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以下简称研招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报名。考生在报名前须仔细阅读《网

上报名须知》，并按照要求和提示进行操作。

2、申请材料提交

（1）在研招网博士研究生报名信息采集系统个人首页，

点击“下载报名信息表”，用 A4 纸双面打印《博士学位研

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

（2）《思想政治情况表》1份。

（3）专家推荐书 2 份（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两名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并密封、签名）。

（4）硕士阶段成绩单 1份（单位加盖红章）。

（5）硕士学位证书、硕士毕业证书复印件。往届生须

提供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及《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应届生须提供《教育部学籍在

线验证报告》（学籍学历验证报告可登陆教育部学信网

http://yz.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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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si.com.cn/xlcx/bgcx.jsp进行办理）。

（6）硕士学位论文和答辩决议，应届生提交硕士学位

论文简介及研究进展。

（7）身份证复印件及外语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

（8）报考专业学位提交：《医师资格证书》及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资格证书（应届生提交培养单位培养证明）。

（9）发表论文及获奖证明复印件。

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得

伪造有关证明。一经发现作伪行为，经核实将取消其考试资

格、录取资格或取消学籍，且 5年内不再接受其报考。

3、报名费：200 元，参加考核时缴纳至各研究生招生

单位。

五、考核程序

1、申请材料审核

（1）研究生院汇总报名材料，对申请人网上递交及函

寄材料进行形式初审；

（2）各招生单位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包括招生导师）

对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综合审核结果和

招生导师的意向，确定进入考核的考生名单。

2. 考核录取

（1）考核时间：5月 27～31 日

（2）考核方式：包括专业课笔试、实验操作技能、综

合素质面试；专业学位考核方式还包括临床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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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专家组成：研究生院会同招生单位商议确定

考核专家小组组成，由 5-7 相同或相近学科专家（博士研究

生导师，含报考导师）组成。

（4）考核内容：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及对本学科前沿动态掌握情况、临床综合能力、

思维能力、科研素养、创新能力、外语水平及其综合素质等

进行考察。

（5）拟录取

由考核专家小组按照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确定拟

录取名单，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

批。

（6）公示

拟录取名单经批准后，在研究生院招生网页公示。公示

无异议者，纳入我校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六、监督保障机制

1、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选拔方式充分体现了导师

组招生自主权。在工作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严格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果公开。

2、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各招生单位领导要

加强对“申请-考核”招生工作的管理，完善“申请-考核”

招生工作过程的监督，确保“申请-考核”招生工作公平、

公正，严防违法违规事件。

3、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研究生院及各招生单位

纪检、监察部门要对“申请-考核”招生工作进行全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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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监督；要选派专人到考核现场巡视，对重要考场派出监

督员进行现场监督。

4、实行信息公布制度。工作程序、结果等信息及时公

布。

5、实行复议制度。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

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责成复试专家小组进行复议。

考生接待电话：010-64089480

监督举报电话：010-64089818

北京市招办监督电话：010-82837456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网址：http://yjstcm.ac.cn/。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00

联系电话：（010）64089481、64089478

传 真：（010）84034357

微信公共平台：a01064014411-3380

博士入学考试报名QQ群：678474376/102511983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yjstcm.ac.cn/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9 年新增博士研究生指标招生专业目录（第一批）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一、科学学位 

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基础

研究 
刘寨华/曹洪欣  

2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中医古籍数字化研究 赵玉凤/王凤兰  

3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 

研究所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特色 GRADE 证据评

价体系研究 
廖星/王永炎  

4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1005Z1 中医信息学 
阴虚证证候诊断的新方法

研究 
李鸿涛/张华敏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5 医学实验中心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民族医药学 图雅/雷燕  

6 中药研究所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基于整合策略的中药临床

定位研究 
杨洪军  

7 中药研究所 100800 中药学 
中药材贮藏与包装创新技

术的研发 
巢志茂  

8 中药研究所 100800 中药学 
中药炮制及饮片质量评价

研究 
张村  

9 中药研究所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质量控制与活性物质

基础研究 
赵海誉/边宝林  

10 中药研究所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高慧敏/王智民  

11 中药研究所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药理学 孔祥英/林娜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12 中药研究所 100800 中药学 中药整合药理学 许海玉/杨洪军  

13 中药资源中心 100800 中药学 中药资源与鉴定 郭兰萍  

14 中药资源中心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与分子生药学 袁媛  

15 中药资源中心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与分子生药学 郭娟/黄璐琦  

16 中药资源中心 100800 中药学 中药鉴定与分子生药学 崔光红/黄璐琦  

二、专业学位 

1 西苑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防治消化系统疾病

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王凤云/唐旭东

循证 

项目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2 西苑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脑病循证研究 鲁喦/张允岭 
循证 

项目 

3 西苑医院 105704 中医妇科学 中医药防治妇科疑难杂病 马堃  

4 西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病变研

究 
蔡毅东/唐旭东  

5 西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防治结直肠癌

的研究 
许云/杨宇飞  

6 西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心血管药理学及中药新药

研发 
付建华/史大卓  

7 西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医药防治血液病研究 胡晓梅  

8 西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 王培利/刘建勋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研究 

9 西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基于临床诊疗随访大数据

冠心病中医证治规律及临

床评价研究 

徐浩  

10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对心力衰竭的防治

研究 
胡元会  

11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系统

疾病研究 
曹炜  

12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系统

疾病研究 
唐晓颇/姜泉  

13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中医

药防治 
赵林华/仝小林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14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研究 郑洪刚/花宝金  

15 广安门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肿瘤临床防治研究 张英/侯炜 
循证 

项目 

16 广安门医院 105702 中医外科学 直肠脱垂的防治研究 李华山/崔炳南  

17 广安门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研究 何庆勇/王阶  

18 广安门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恶性肿瘤的中医药防治及

循证评价研究 
刘杰/林洪生 

循证 

项目 

19 广安门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恶性肿瘤的中医药防治及

循证评价研究 
刘浩/李杰 

循证 

项目 

20 望京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脾胃病的中医药防治 苏晓兰/魏玮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21 望京医院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 
骨关节疾病的临床与基础

研究 
陈卫衡  

22 望京医院 105703 中医骨伤科学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退

行性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

究 

于杰/朱立国 
循证 

项目 

23 眼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糖尿病致盲性眼病的临床

研究 
王影/接传红 

循证 

项目 

24 眼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眼底病 郝晓凤/谢立科
循证 

项目 

25 眼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眼底病 张丽霞/亢泽峰
循证 

项目 

26 眼科医院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视网膜疾病的基础和临床

研究 
梁丽娜/高云 

循证 

项目 



序号 培养单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备注  

27 针灸研究所 105707 针灸推拿学 针灸脑效应临床研究 贾宝辉/荣培晶  

28 针灸研究所 105707 针灸推拿学 针灸循证研究 黄石玺/景向红
循证 

项目 

29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 

研究所 
105709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医药防治流感循证研究 吕诚/黄璐琦 

循证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