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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求博采、厚德济生”

特色专业：

中医学 推荐指数 ★★★★★

针灸推拿学 推荐指数 ★★★★★

中药学 推荐指数 ★★★★★

护理学 推荐指数 ★★★★★

院校介绍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以中医药学为主干学科的全国重点大学，直属教育部

管理，由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共建。1996

年，入选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唯一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

高等中医药院校；2011 年，入选国家“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

是教育部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中唯一的一所中医药高等院校。

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的具体实施

机构。通过开展网络教育，拓展教育途径，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增强

办学效益，突出办学特色，努力塑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形象，对内发挥

"示范"作用，对外发挥窗口效应，培养更多、更高质量、更优质的中医药专门人

才。

奥鹏教育介绍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简称奥鹏教育），是教育部批准的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的建设、管理与运营机构，主要提供在线学历教育服务、职业能力提升、

考试测评、技术平台、国际教育等服务。

奥鹏教育搭建了“招培就”全流程的教育服务云平台，在全国 31 个省份建

有 1800 多家线下学习中心，以灵活、方便、个性化的技术手段，为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人们提供数字化学习机会和全天候一站式学习支持服务；与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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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 40 多所著名高校开展远程学历教育合作，为各类学习

者提供不同层次和专业的学历教育服务，累计服务远程学历教育学生 300 余万；

与国家部委和学会、高等院校、行业企业及国际权威培训机构建立合作，为学习

者提供文凭+能力+证书的职业能力提升服务，探索全链条一体化职业教育服务模

式，共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2010 年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教师远程培训机

构推荐名单，开始提供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服务，探索教师终身学习个性化服务

新路径，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年培训教师规模约 300 万人次；有 3万多门数字课

程，数字学习资源约 1500TB，开发了慕课网、智慧教育云平台、OPEN2U、师训

宝等十余个在线平台，获批国家级优质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

奥鹏教育始终坚持“心系天下求学人”的服务理念。我们努力奉献，旨在让

更多的求学者拥有朴实、自然、轻松的生活方式；我们孜孜以求，用全部的热忱

和执著，和您一起绽放生命脉搏中喷薄的向上力量。

1． 招生专业

层次 专业 学分 学分标准 入学考试科目 学制

高起专

（限省

份招生）

中医学 90

90 元/学分

语文、英语、中医基础理论

2.5年

针灸推拿学 90 语文、英语、中医基础理论

中药学 80 语文、英语、中药学

护理学 80 语文、英语、护理学基础

公共卫生管

理
90 语文、英语、管理学原理

高起本

中医学 200

100 元/学

分

语文、英语、中医基础理论

5年
针灸推拿学 200 语文、英语、中医基础理论

中药学 160 语文、英语、中药学

护理学 160 语文、英语、护理学基础

专升本

中医学 90
大学语文、英语、中医基础

理论

2.5年
针灸推拿学 90

大学语文、英语、中医基础

理论

中药学 80 大学语文、英语、中药学

护理学 80
大学语文、英语、护理学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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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

理
90

大学语文、英语、管理学原

理

工商管理 90
大学语文、英语、管理学原

理

注：1）高起专、专升本层次最短学习期限为 2.5 年，高起本层次最短学习

期限为 5年，即从教育部学籍正式注册时间开始算起（通常春季为 3月 1日；秋

季为 9月 1日），高起专、专升本层次 2.5 年，高起本层次 5年修完学业可申请

毕业（不含发证时间）。高起专、专升本层次最长学习期限为 5年，高起本层次

最长学习期限为 8年，达到最长学习期限仍未满足毕业条件的学生，学籍将被注

销。

2）各省招生层次、招生专业、不完全相同，具体以授权书为准；如遇教育

部政策调整，以教育部最新规定为准。

2．招生对象

1）.中医学专业、针灸推拿学专业

◆ 高起专：已取得中医、中西结合医疗类专业中等教育学历证书，或已具

有相应从业资格证书的在职从业人员；

◆ 高起本：已取得中医、中西结合医疗类专业中等教育学历证书，并取得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者；

◆ 专升本：已取得中医、中西结合医疗类专业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学历证书

的在职从业人员，并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者。

2）.中药学专业

◆ 高起专、高起本：已取得药学类专业中等教育学历证书或已具有相应从

业资格的在职从业人员；

◆ 专升本：已取得药学类专业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学历证书的在职从业人员。

3）. 护理学专业

◆ 高起专：已取得本专业中等教育学历证书或已取得护理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

从业人员；

◆ 高起本：已取得本专业中等教育学历证书，并有护理执业资格证书的在

职从业人员；

◆ 专升本：已取得本专业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学历证书，并获得护理执业资

格证书的在职从业人员。

4）.公共卫生管理专业

◆ 高起专：具有高中或中专毕业文化水平，从事医药行业管理工作的在职

从业人员。

5）.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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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已取得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学历证书，并从事医药行业管理工作的在职

从业人员。

6）. 工商管理专业

◆ 专升本：已取得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学历证书，并从事医药行业管理工作的在职

从业人员。

3．报名办法

 全年组织报名，春秋两季注册

春季注册为 3月，秋季注册为 9月

招生报名开始时间：2021 年 11 月

春季课程开始学习时间：2021 年 12 月

秋季课程开始学习时间：2022 年 7 月

 报名地点：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部授权本次招生的奥鹏远程教育

学习中心。

（具体查询奥鹏教育网站： http://www.open.com.cn——【服务大厅】

——【权威查询】——【高校授权查询】——【北京中医药大学】）

 报名资料：报名者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证、从业证明（执业资格证书、职

称证书或单位证明）、毕业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各 2份），3张二寸

免冠彩色近照（蓝色背景、深色衣服）； 对报名的考生，由奥鹏远程教

育学习中心同时完成其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扫描和电子照片采集工作。

所有报名入学者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接受审核与办理注册。

 报名费、入学测试费：无。

4． 入学方式

 测试入学：参加院校自主命题的入学测试。

 免试入学：无。

5. 入学测试

 考试方式：机考（请联系当地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http://open.com.cn/baoming/gxsqmd/content.asp?ucode=10056&dcode=0&dutycode=99999&Title=天津大学
http://open.com.cn/baoming/gxsqmd/content.asp?ucode=10056&dcode=0&dutycode=99999&Title=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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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春季入学测试截止时间：2022 年 2 月 28 日

 2022 年秋季入学测试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

 考试地点：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部授权招生的奥鹏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入学考试模拟试题可登录奥鹏教育网站（https://www.open.com.cn——

【服务大厅】——【常用下载】——【入学测试模拟题下载】——【北

京中医药大学】）查询。

6. 入学资格审核

按教育部规定，招收网络教育专科起点本科的学生，必须按照规定的相应学

历条件报名入学。严禁未获得专科毕业证书者取得专科起点本科入学资格。所有

报名入学者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接受审核与办理注册。若学员所提供的毕

业证书无法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上得到确认，学员

须出具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所提供的合格验证报告，方可

具备入学资格。凡持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如伪造证书、非国民教育系列证书、

地方颁发只在地方承认的证书、未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电子注册的高等教育毕业证

书等）报名者，一经审核查出，即做取消学籍、追回在学证件处理，由此造成的

费用损失等责任，均由学生本人负责。

7. 录取 交费 选课 注册

 凡符合报名条件并被择优录取的学生，请到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下载

和打印《录取通知书》。

 新生交费：采用网上银行方式交费；按照学年交费。

 教材订购：学院按照学期教学计划提供课程教材信息，由奥鹏远程教育

中心组织学生自主订购。

 选课：新生入学，由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按照学校开课计划为学生进

行集体选课。

http://open.com.cn/baoming/gxsqmd/content.asp?ucode=10056&dcode=0&dutycode=99999&Title=天津大学
http://open.com.cn/baoming/gxsqmd/content.asp?ucode=10056&dcode=0&dutycode=99999&Title=天津大学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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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部对参加入学测试学生的入学资格进

行审核，被正式录取的学生在交纳首期学费后，学院将对其进行学籍注

册。学生可通过登录奥鹏学生平台的『个人信息』栏查看学籍状态。

8．教学及学习

 纸介教材自学+教学课件学习+课程作业+学习辅导+期末考前复习+期末

集中考试+毕业实习（论文）。

 采用学年学分制。

 学院组织课程考试，学生在所属学习中心参加考试。高起本、专升本层

次的学生还需参加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

 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比重：占 40%

9. 统考

 统考是指教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实施

的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对象为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普通高校的本科层次网络学

历教育的学生。

 统考科目按不同学历起点和不同专业类别确定：

专科起点本科学生统考科目 高中起点本科学生统考科目

大学英语 B 、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语文 B、大学英语 B、计算机应用基础

 相关政策详见中国远程与继续教育网：http://cdce.moe.edu.cn

10．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远程教育学院实行学年学分制，凡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毕业

实习合格者（除符合有关规定可免考大学英语 B或计算机应用基础科目

外，高起本学生须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英语 B、计算机应用基础及

大学语文 B统考；专升本学生须通过大学英语 B和计算机应用基础的国

家统考），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颁发相应专业的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本科

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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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授予依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

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

业学士学位工作细则》执行：1）主要专业课考试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2）

在籍期间，通过北京地区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并取得合格

证书；或通过全国公共英语三级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并取得合格

证书；或通过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组织的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

统一考试，大学英语（B）成绩 85 分以上；3）毕业论文成绩“良”以上

并通过答辩者，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签章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式样以学生毕业时教育部当年最新规定政策为准。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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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点专业课程设置

部分层次及重点专业的主干课程如下：

层次 专业 主干课程

高起本 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病理学、诊断学基础、伤寒论、温病学、中药学、方剂学、

针灸学、中医内科学、内科学

护理学 中医基础理论、生理学、正常人体解剖学、护理学基础、

护理心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中

医护理学基础

中药学 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中药药理学、药用植物

学、分析化学、中药化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剂学、中

药炮制学

针灸推拿

学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病理学、诊断学基础、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

灸治疗学、推拿学、中医内科学

专升本 中医学 病理学、诊断学基础、伤寒论、温病学、中药学、方剂学、

中医内科学、内科学

护理学 护理学基础、外科护理学、中医护理学基础、护理心理学、

内科护理学

中药学 方剂学、中药药理学、药用植物学、中药化学、中药鉴定

学、中药药剂学、中药炮制学

针灸推拿

学

病理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推拿学、中

医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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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

管理

管理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医学）、卫生管

理统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卫生经济学、卫生法学、卫生

事业管理、医院管理学

工商管理 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管理统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学、药事管理、国

际贸易

12．垂询与联系

奥鹏教育服务热线：400-810-6736

奥鹏教育网址：www.open.com.cn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新出台政策，按教育部的新政策执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