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 

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文授课） 

 

天津中医药大学始建于 1958 年，已入围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天津市政府三方

共建高校之列，是原国家教委批准的唯一一所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学院，是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为国家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外交部和教育部

“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世界中联“一

带一路”中医药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天津）。学校秉承“进德修业，继承创新”的校训，

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医药教育为主，医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等

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2017 年，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药学科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实习资源充足，专业设置合理，有针灸推拿学和中医内科学 2 个

国家级重点学科，现有直属附属医院 3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4 所。其中，第一附属医院是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全国针灸临床基地和全国省级示范中医

医院；第二附属医院是中医疑难病诊疗中心，妇科、脑病的临床和科研具有显著优势；附

属保康医院及其他教学医院在中医康复、中医骨伤、中医社区医疗、中西医临床等方面各

具诊疗特色。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注重培养理论知识扎实、临床操作能力强的国际应用

型临床人才，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现已发展成为本科教育为主体，涵盖硕士、博士

等高层次教育及长短期进修的传统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每年约有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000 多名国际学生来校学习。 

学校新校区座落于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湖畔，占地 2600 余亩，建筑面积 60 余万平方米。

校园以湖水景观为特点、中药植被为标志、中医药文化为主线，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植物园、

全国最先进的中医药科技园及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中心。 



 

一、招生专业和层次： 

中医基础理论（硕士、博士） 

中医临床基础（硕士） 

中西医结合基础（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博士） 

中医医史文献（硕士） 

方  剂  学  （硕士） 

中医诊断学  （硕士、博士） 

中医内科学  （硕士、博士） 

中医外科学  （硕士） 

中医妇科学  （硕士、博士） 

中医儿科学  （硕士、博士）  

针灸推拿学  （硕士、博士） 

中  药  学  （硕士、博士） 

    二、授课语言：中文 

三、申请条件： 

   1、非中国籍公民； 

2、身体健康； 

3、通过汉语 HSK 四级考试或具有同等汉语水平； 

4、硕士（具备以下一项）： 

  ① 中医学或针灸推拿学专业学士学位； 

② 医学及相关专业学士学位，完成规定的中医学类课程学习者，或具有中医或

针灸推拿师资格者； 

③ 非医学专业学士学位，完成规定的中西医学类课程学习者，或具有中医或针



 

灸推拿师资格者； 

④中药学硕士申请者，应具有中药学、药学、药化、制剂、生药、药理或相关专

业学士学位； 

5、博士（具备以下一项）： 

  ① 中医学各学科或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学位； 

② 医学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完成规定的中医学类课程学习者，或具有中医或

针灸推拿师资格者； 

③ 中药学博士申请者，应具有中药学、药学、药物化学、制剂、生药、药理或

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6、硕士申请者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博士申请者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四、奖学金内容：享受中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具体内容如下： 

1、免交报名费、学费； 

2、提供奖学金生活费； 

3、提供免费校内住宿； 

4、提供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 

五、该奖学金不承担奖学金内容以外费用，例如，国际往返旅费、在中国境内外的交

通费、体检费等其它费用，详见入学须知。此奖学金只用于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学习，

入学后不可以转专业。奖学金标准以教育部公布的标准为准。 

六、学习类别和期限：全日制 3 年 

    七、授予证书：硕、博士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八、报名及提交材料截止日期：持续报名中，截止日期另行通知 

九、入学时间：2020 年 9 月（以录取通知书时间为准） 

十、报名材料（请用中文或英文填写，并尽快向我校提交报名材料）： 

1. 网络报名：在网络上（网址：http://www.campuschina.org）填写中国政府奖学金申



 

请表（留学项目种类为“B 类”，受理机构编码为 10063）具体步骤见附件； 

2. 提供纸质材料（均为一式两份）： 

① 下载生成的 PDF 格式的申请表（打印）； 

② 两封推荐信（须提交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③ 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须提交本人就读学校出具的在

学证明。中英文以外文本须附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④ 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成绩单。中英文以外文本须附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⑤ 来华学习计划或研究计划，不少于 1000 字； 

⑥ 护照复印件； 

⑦ 照片（彩色 2 寸免冠证件照，白色背景）； 

⑧ 体检报告复印件（原件自行保存。须用英文填写，申请人应严格按照《外国人体

格检查表》中要求的项目进行检查。缺项、未贴有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

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表》无效。2020 年 3 月 20 日以后进

行体检，并尽快上传《外国人体格检查表》复印件，来华时需携带原件及全部附

件）。 

⑨ HSK 成绩报告或其他汉语语言水平证明。 

⑩ 学术论文。 

备注：以上材料请全部使用 A4 纸打印。无论录取与否，申请材料均不予返还。 

十一、材料邮寄地址：  

天津中医药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对外联络科 

地址：中国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鄱阳湖路 10 号，邮编：301617 

电话：86-22-59596555    传真：86-22-59596132 

电子邮件：tutcm@hotmail.com 

招生网址：http://iec.tjutcm.edu.cn     学校网址：www.tjutcm.edu.cn 



 

十二、招生目录 

① 硕士招生目录 

 
专业 研究方向 

中医基础理论 
0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02 黄帝内经研究 

中医临床基础 
01 伤寒论研究 
02 金匮要略研究 
03 温病学研究 

中西医结合基础 

01 中西医结合病理学研究 
02 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 
03 中西医结合免疫系统疾病研究 
04 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究 
05 中医治则与方药的机理研究 

中西医结合临床 
01 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

科、急症、耳鼻喉、眼科疾病的研究 
02 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研究 

中医医史文献 
01 中医文献研究 
02 中医各家学说研究 

方剂学 
01 方剂的基础研究 
02 方剂临床应用研究 

中医诊断学 01 常见病辨证规律研究 

中医内科学 

01 心血管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2 脑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3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4 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5 老年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6 风湿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7 中医肿瘤研究 

中医外科学 
01 皮肤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02 中医外科常见病、疑难病研究 

中医妇科学 
01 妇科杂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02 中医妇科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儿科学 

01 小儿心系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02 小儿肾系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03 小儿脑系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04 小儿肺系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05 小儿胃病的研究 

针灸推拿学 
01 针灸治疗常见病的基础研究 
02 针灸临床应用研究 
03 推拿学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 

中药学 中药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② 博士招生目录 

 
专业 研究方向 
中医基础理论 0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中西医结合临床 

01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和靶器官保护 
02 心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3 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研究 
04 中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05 中西医结合治疗胆道、胰腺危重病、慢性胰腺炎 

中医诊断学 
01 中医证侯规范标准研究与应用 
02 中医诊断理论研究 
03 中医诊断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医内科学 

01.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研究 
02.脾胃病中医药防治研究 
03.经方的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 
04.中医治未病研究 
05.风湿免疫类疾病发病机制及中药防治研究 
06.中医药治疗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研究 
07.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研究 
08.肾病临床及应用基础研究 
09.脑病防治研究 
10.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 

中医儿科学 01 小儿病中医药防治研究 

针灸推拿学 
01 针灸治疗常见病的基础研究 
02 针灸临床应用研究 

中药学 

01 中药基本理论及临床应用研究 
02 中药药理  
03 中药制剂   
04 中药化学 

中医妇科学 01 中医药治疗生殖内分泌疾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