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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外国来华研究生招生简章

北京中医药大学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创建于
1956 年，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是国家教育部
直属的重点大学，也是由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
建的高等院校。目前，我校三个一级学科中医学、中西医结合、
中药学均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为弘扬中医文化，培养中医药国际人才，我校面向外籍人士
招收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欢迎报考！

招生类型：

硕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学制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 5 年），包

括课程学习、临床轮转、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等培养环节，
其中临床轮转时间不少于 2 年。

 学术学位：
 临床方向：学制 2 年（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 4 年），

包括课程学习、临床训练、学位论文撰写及答辩等培
养环节，其中临床训练不少于 1 年（具体报名方式
将另行通知）。

 科研方向：学制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 5 年），
包括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等培
养环节，在学期间须以第一作者发表一篇核心期刊文
章（CJCR 影响因子≥0.15）。

博士研究生：学制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不超过 5 年）。

授课语言：

我校研究生课程包括中文授课项目及英文授课项目，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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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授课项目接受考生单独申请；英文授课项目目前仅针对国外合作
伙伴成班制招生，如考生单独申请，可与研招办联系（联系邮箱：
硕士咨询 masters@bucm.edu.cn 博士咨询doctors@bucm.edu.cn）。
我校将根据当年申请人数确定是否开班。

申请资格：

1、申请者为持外国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申请攻读硕士研究生
需具有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相当的本科学历及学士学
位，申请攻读博士研究生需具有与中国大学硕士教育水
平相当的硕士学历及硕士学位。应届生需提供预毕业证明。

2、报考我校各临床医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应具
有临床医学（中医学或西医学）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报
考我校各临床医学院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应具有
临床医学（中医学或西医学）硕士学历及硕士学位。应届
生需在预毕业证明上标明毕业时授予学位的名称。

3、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4、热爱中医药事业，有较好的生物医学或中医药学知识基础。
5、成绩优异。
6、语言要求

（1）中文授课项目：至少达到 HSK 四级水平（相关证
书最迟应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前交至研招办）。
（2）英文授课项目：（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i. 通过以下考试之一：

考试类型 等级（成绩）要求
剑桥商务英语（BEC） BEC 2 级及以上
剑桥英语考试（MSE） FCE 及以上

雅思（IELTS） 6.0 分及以上
托福（TOEFL iBT） 90 分及以上

ii. 国籍所在国家为英语母语国家。
iii. 国籍所在国家为英语为官方语言国家。
iv. 攻读学士学位阶段授课语言为英语的申请者（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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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ID 网上填写申请表 预审合格 提交申请材料

现场缴费或网上缴费

供英文教学证明）。
v. 其他相当水平的英文证书（请与我校研招办联系具

体成绩要求）。

申请程序：

1. 登录网站（http://yanjiusheng.bucm.edu.cn），点击“招生就业”
——“网上报名”，登录“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年外籍硕士/博士研
究生申请审核制报名系统”，注册并填写申请表格。
2. 通过审核后，需向我办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打印网上通过审核申请表格，本人签名并粘贴照片。
（2）个人陈述，要求不少于 1000 字。用中文或英文撰写。内容
应包括个人学习、工作经历，学术研究成果，将来的学习计划，毕
业后的个人发展目标等。
（3）两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须为中文或英文的原件（要有
签名和联系方式）。
（4）本科或硕士期间全部课程的成绩单原件或经过公证的复印件。
中、英文以外文本的成绩单还需提供公证过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成绩单需标注 GPA，如没有 GPA，请单独提交 GPA 证明）。
（5）经过公证的已获得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应届生为
预计毕业证明）。中、英文以外文本的证书还需提供公证过的中文
或英文翻译件。
（6）发表过的论文目录、摘要，或者其它能够证明自己研究能力
的材料（非英文论文还需提供英文摘要）。
（7）护照（有效期内的普通护照）。
（8）语言能力证明。

 以上申请材料请务必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将pdf彩色扫描件上传“北京中医
药大学 2021年外籍硕士/博士研究生申请审核制报名系统”。

申请完成

http://yanjiusheng.bu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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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不全者不予受理。不论录取与否，以上材料和费用一
律不予退还。
3、网上缴纳报名费 800 元人民币。（疫情防控期间学校一律不接受现场缴
费，请各位同学通过网上报名系统缴纳报名费，如有问题，请发送邮件至邮
箱进行咨询）

申请时间：

注：申请我校英文授课项目的考生请在报名截止时间前与研招
办联系，并将申请材料的电子版及纸质版扫描件发送至研招办邮箱
（硕士：masters@bucm.edu.cn 博士：doctors@bucm.edu.cn ）。

材料提交：

招生专业：

 中文授课请见《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留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附件 1-2）。

 英文授课专业为中医学。

复 试：
（1） 复试内容及形式：

2021 年4月2日至 2021年5月 2日。

请考生将①申请表、②个人陈述、③学位学历证书（应届生提交学生证）、
④本人护照的pdf彩色扫描件于2021年5月3日前发至研招办邮箱，报考硕士的
考生请发至masters@bucm.edu.cn，报考博士的考生请发至doctors@bucm.edu.cn
（邮件名称请注明“姓名+留学研究生报名”）。

mailto:masters@bucm.edu.cn
mailto:doctors@bu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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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综合面试（60%），本科阶段必修课成绩 GPA（40%），
具体复试由申请的学院组织。
博士：综合面试，具体复试由申请的学院组织。
（2）复试时间：

（http://yanjiusheng .bucm.edu.cn）。

录 取：

学校根据考生的复试成绩确定录取名单，录取通知书于 6 月
底以前发出。

入学时间：

2021 年 8 月底 9 月初，具体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学 费：

中文授课：硕士： 38000 RMB/年 博士： 47000 RMB/年

英文授课：硕士： 46000 RMB/年

签 证 :

被录取的学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和来华学习签证申请表
（JW201/202）到中国使馆申请来华的学习签证。学生在抵达中
国后 30 天内需要到国际学院签证科将X 签证转换成学习的居
留许可。

奖 学 金 ：

1、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奖、专项奖等）
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驻外使（领）馆、有关机构

受理学生申请，报送申请人信息，分配（商请）学校录取，反

硕士：2021 年 5 月上旬（预计时间）
博士：2021 年 5月中旬（预计时间）
具体内容及时间将于复试前在我办网站公布

http://yanji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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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录取信息。详细申请条件及流程请参见：
http://www.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7.html

2、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项目）
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申请时间与研究生申请同期进行。

我校收到学生材料后，商相关学院、研究生院后，向留学基金
委上报拟录取意见。最终录取结果以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的为
准。申请流程详情参见：申请条件及流程详情参见：
http://www.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8.html

3、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2020年标准）：
 新生：所有自费新生均可申请，金额如下：

硕士：1.2 万 RMB/人，博士：2 万 RMB/人。
 二年级及三年级研究生：需通过学业成绩及学术成果综合

评价后，根据当年奖学金名额分配名额，金额如下：
硕士一等奖 3.8 万RMB/人，二等奖 2.66 万 RMB/人，三
等奖 1.9 万 RMB/人；
博士一等奖 4.7 万RMB/人，二等奖 3.29 万 RMB/人，三
等奖 2.35 万 RMB/人。

4、外籍硕士新生奖学金：所有自费硕士新生入学后均可申请，
根据复试总成绩确定等级，金额为 6000RMB/人（2020 年标准）。

注：奖学金具体金额及相关政策见以当年奖学金评定政策为准。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100029
联系电话：+86 10 64286502
传真：+86 10 64286502
网址：http://yanjiusheng.bucm.edu.cn/index.htm

http://www.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7.html
http://www.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8.html
http://yanjiusheng.bucm.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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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硕士咨询：masters@bucm.edu.cn
博士咨询：doctors@bucm.edu.cn

以上内容如有变动，请以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
室最终解释为准，并请及时关注我办网站更新。

附件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年外国来华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目录
附件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年外国来华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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