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学校简介】

山东中医药大学创建于1958年，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中医院校，

1981 年成为山东省重点高校，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山东

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中医药院校、山东省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

色名校、山东省首批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首届省级文明校园、山东省

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省属高校绩效考核优秀单位。

学校在省属高校中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最多，首批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权，

首批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成为国家“973”项目首席承担单位。硕士点

数量位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秉承“厚德怀仁、博学笃行”的校训，坚持“以文化人、厚重基础、注

重传承、勇于创新”的办学特色，顽强拼搏、砥砺奋进，经过几代人辛勤耕耘和

不懈奋斗，培养出十余万中医药人才和健康服务相关专业人才。

学校致力于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建设，2007 年由济南市历下区主体迁入扁鹊

故里--长清，现在学校三校区（含青岛中医药科学院）办学，总占地 2000 余亩，

建筑面积 53.9 万平方米。学校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 201 万册、电子图书 75.4

万册、古籍善本 3 万册，为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设置 17 个教学机构、5

个科研机构、4个教辅机构，拥有 3所直属附属医院、17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24

所教学医院，10 家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8 家中医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有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大医精诚，努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拥有 28 个本科

专业，涉及医、理、文、工、管、法、教育等学科门类；有中医学、中药学、中

西医结合 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 个二级学科，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46 个硕士二级学科；拥有中医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和中医、中药学、药学、

生物医学工程、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截至目前，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210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3000 余人。学校与 40 余所国外知名大学、医疗机构建立了长

期友好合作关系。

学校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拥有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医护员

工 340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74 人，硕士生导师 683 人。荣获国家“国医大

师”荣誉称号者 3人，“全国名中医”3人，“岐黄学者”3 人，“973”项目首



席科学家 1人，全国优秀教师 8人，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2人，山东省教学

名师 10 人，山东省优秀教师 6人，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10 人，山东省

“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 1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6 人，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52 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96 人，“山东名老中医”6人。

有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 6个，山东省十大优秀创新团队 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1个。荣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58 项。

学校坚持突出特色、争创一流，形成一批优势和特色学科专业。现有中医基

础理论、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内科学 3个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学、中药学 2个山

东省一流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29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13 个，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21 个；有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和制药工程 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1 个省级特色专业；拥有 2个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重点建

设专业群、3 个重点培育专业群；3个专业（群）获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

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立项。建成 10 门在线开放课程上线运行。

学校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积极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学校充分发

挥孔孟之乡、扁鹊故里、针灸发源地的文化优势，坚持把中医文化和齐鲁文化作

为以文化人的重要资源，塑造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品格。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中

医药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获批省内首家中医药智库----山东省中医药政策与管理

研究基地。策划承办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儒家思想与中医药文化专题论坛，成

立儒医文化研究会，首次将中医药文化推向高层次国际学术平台。成功立项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专项——中国-波兰中医药中心，引领全省高校在“一带

一路”建设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山东省中医药博物馆获批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山东省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山东省第十一批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学校培养的人才具有“敦厚朴实、基础扎实、工作踏实”的鲜明特点，涌现

出一批获得“全国三好学生”“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山东青年五四奖

章”等荣誉称号的优秀学生。在第二届全国《黄帝内经》知识大赛总决赛中学校

获得总冠军。在全国第四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金银花新品种培育与

种植技术推广项目获得大赛金奖，这是全国中医药院校自大赛举办以来首次获得

金奖。

学校注重科技创新驱动，打造一流科研平台，取得丰硕成果。现有中医学、

中药学、中西医结合 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有 1个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6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重点实验室，2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2

个全国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33 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个山东省

重点实验室，4个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山东省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山东省工程实验室，4 个山东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7 个山东省高校科

研创新平台。十二五以来，共承担厅局级以上科研课题 686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98 项，连续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8项。建校以来，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一

等奖奖励的科研成果共计 29 项，拥有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重大新药创

制平台（山东）中药单元平台。

新时代谱写新篇章，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学校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好人民满意

大学，努力在服务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和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征程中争创一流、走在

前列，奋力谱写一流学科和高水平中医药大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学院简介】

山东中医药大学成人教育始于 1958 年。1960 年开始举办夜（业余）大学，

1961 年创办中医函授大学。后因“文革”停止，期间，受国家卫生部、山东省

卫生厅委托，连续多年承担全国和全省中医师资格培养任务，在 10 余个学科培

养了千余名高水平医教研人才，并于 1992 年开始举办多规格、多层次的继续教

育培训班。1979 年、1985 年先后恢复夜（业余）大学和函授大学。2001 年，成

人教育学院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担负着学校的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工

作。学院下设学院办公室、招生办公室、教学管理科、学籍管理科、培训科五个

科室，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促进学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学校于 2018

年成立山东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培训中心，并交由继续教育学院管理。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成人高等教育体系，

具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自学考试和非学历培训等多种办学模式。学历教育依托

学校办学资源，与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专业接轨，包括高职高专（简称专科）、专

科起点本科（简称专升本）、高中起点本科（简称高起本）三个层次。专科设有

中医学和中药学 2个专业；专升本设有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护理学、

康复治疗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眼视光医学、药学、制药工程 9个专业，高起本

设有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4个专业，形成以中医药

学科为主体，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教育结构体系。目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

校生数 22000 余人。

围绕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积极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一是面向行业开展职业

培训；二是面向基层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普及推广培训；三是面向社会开展中医

药技能培训。目前承办的非学历继续教育项目有：山东省“西医学习中医”培训

班、山东省“西医学习中医”高端班、中西医并重家庭健康管理班、重庆市中医



临床骨干培训班、山东省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小儿推拿技术培训班等。

围绕教学质量的提高，不断提升学历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健全教学管理

制度建设。修订完善学籍管理规定、函授站管理办法，并在全校范围内聘请相关

专业骨干教师担任专业负责人，组成专业教学团队。二是突出中医药传统文化传

承。坚持把中医文化和齐鲁文化作为以文化人的重要资源，塑造独具特色的传统

文化品格。三是完善教学培养方案。将现有的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专业进行梳

理、调整和规范，完成各层次专业培养方案学分制改革及修订工作。四是加强教

学站点工作监管。组织人员对医学教学站点进行重点检查，并定期召开教学站点

教学管理人员培训，明确教学管理目标，不断提升教学站点教学管理水平。五是

探索网络立体化教学模式。积极推进继续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信息化网络化建设，

优化继续教育网络平台管理。联合继续教育示范基地高校共建网络公共课程及专

业学科精品课程，共同开发多媒体教学课件，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以及图书信

息资源，提升我校继续教育社会影响力。

【招生专业与学制】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名称 学习形式 学制 学费 考试科目

100501K 中医学※ 专升本 业余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专升本 业余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100801 中药学 专升本 函授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100701 药学 专升本 函授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高数（二）

081302 制药工程 专升本 函授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高数（一）

100601K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升本 业余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101005 康复治疗学 专升本 业余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101101 护理学 专升本 函授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100204TK 眼视光医学※ 专升本 业余 二年半 2600 元/年 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100501K 中医学※ 高起本 业余 五年 2600 元/年 语文、外语、数学、史地或理化（文理兼招）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高起本 业余 五年 2600 元/年 语文、外语、数学、史地或理化（文理兼招）

100601K 中西医临床医学※ 高起本 业余 五年 2600 元/年 语文、外语、数学、史地或理化（文理兼招）

100801 中药学 高起本 函授 五年 2600 元/年 语文、外语、数学、史地或理化（文理兼招）

620103K 中医学※ 高起专 业余 二年半 2600 元/年 语文、外语、数学

620302 中药学 高起专 函授 二年半 2600 元/年 语文、外语、数学

（备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眼视光医学在校本部报到，其他专业在教学站报到）

【招生对象】

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在职职工或社会青年可报考我校高中起

点专科、高中起点本科各专业；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可



报考我校专科起点本科各专业，其中医学类专业报考条件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相关规定执行。

【报名时间】

报名工作由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和网上缴费三部分组成。网上报名时间 8

月中旬至 8月下旬（具体时间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通知为准)。符合报考条

件者，登陆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http://www.sdzk.cn），按照要求填写、

提交报名信息。

现场确认及网上缴费，时间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通知为准。考生本人

持二代身份证（现役军人持军官证或士兵证，异地报名考生须持有户籍部门发放

的居住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到各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进行信息确认、现场

照相，确认后进行网上缴费，未在规定时间缴费视为报名无效。

考生在报名时必须填写本人实际的联系方式，不得填写教学站（点）或招生

代理的联系方式，否则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试时间】

考生须参加2020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统一入学考试，考试时间10月（具

体时间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通知为准）。

【录取】

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工作在网上进行。学校按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划定

的录取分数线择优录取，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审批后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书。

【学历待遇】

按照各专业教学计划和规定的学习形式进行学习，修满全部课程，成绩合格，

颁发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的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本科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者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特别声明】

1.本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政策调整，按国家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新政

策执行。未尽事宜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执行。

2.按照山东省教育厅要求，学生全部通过山东中医药大学网上缴费平台缴纳

学费。医学类专业（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眼视光医学）到校

本部报到；其他专业在各地市合作教学站（点）报到。

3.学校在山东省各地市设有合作教学站（点），可在山东中医药大学网站点

击院系设置进入继续教育学院查询 http://www.sdzyy.sccchina.net，除此之

外，不设任何招生代理点。



4.录取考生名单及所属教学站（点）将在继续教育学院网站公布。录取考生

必须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到校本部或考生生源地所属地市合作教学站（点）报

到，否则取消入学资格，一切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5.设立乡村医生奖学金：符合国务院《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

在岗乡村医生，在校期间品学兼优，给予奖学金资助。

通讯地址：山东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路 4655

号）

邮政编码：250355

招生电话：18253185551 18753185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