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级全日制研究生选课与课程学习须知

一、学位课程要求

按照各类型和各层次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要求的学分选修课程，课程累计学分需不低于最低学分标

准。所选具体课程需满足学科专业相应类型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课程要求。

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学习要求一览表

课程及培养环节 学术学位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公共必修课 共 7学分 共 6 学分

政治理论：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自然辩证法概论

（人文社科类专业可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3 学分 3学分

英语 硕士Ⅱ：4学分 硕士Ⅰ：3学分

2.专业必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不少于 10 学分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类课程 1 学分 1学分

科研方法类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见各学科培养方案） 7 学分 9学分

3.选修课 3学分 无具体要求

课程学习总学分 不少于 18 学分 不少于 16 学分

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学习要求一览表

课程（环节） 学术学位博士 专业学位博士 硕博连读研究生 直攻博学术学位

1.公共必修课 共 5 学分 共 5 学分 共 9 学分 共 9学分

政治理论：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2．自然辩证法概论

（人文社科类专业可选：马

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 --
3 学分

（硕士阶段完成）
3学分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学分 2 学分 2 学分 2学分

英语 博士 3 学分 博士 3 学分 4学分（硕士阶段完成） 4学分

2.专业必修课 不少于 3 学分 不少于 3 学分
不少于 10 学分

（硕士阶段 8 学分）
不少于 10 学分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类课程 1 学分 1 学分 1学分（硕士阶段完成） 1学分

科研方法类课程和相关专业

课程（见各学科培养方案）
2 学分 2 学分

9 学分

（硕士阶段 7 学分）
9学分

3.选修课 无具体要求 无具体要求
3 学分

（硕士阶段完成）
约 3学分

学位课程总学分 不少于 8 学分 不少于 8 学分 不少于 22 学分 不少于 22 学分



二、选课说明及要求

1.网上选课：学生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8：00—9 月 2 日（星期五）12：00 进行网上

选课，网址：https://vpn.ccmu.edu.cn --学校师生入口—教育教学--研究生管理系统；利用学校校园网

wifi选课的，直接登录 http://graduate.ccmu.edu.cn/#/login
用户名：学号，默认密码：8 位出生日期（鼠标放置右上角登录人姓名处可以选择点击修改密码，

进行密码重置；当不清楚账号或者忘记账号时，可通过界面‘找回账号’功能，通过姓名和身份账号

进行查询。）

登录后，依次点击【课程管理--学生网上选课】

特别提醒：

（1）所选课程至少满足“研究生学位课程学习要求一览表”及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栏中规定的学

位课程学习要求，必修课至少达到学分及规定门数要求，多选不限，必修课学分可替代选修课学分。

（2）所选课程需满足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课程学习要求及导师的要求，参考“2022-2023 学年第一

（秋季）学期研究生课程表”、“研究生课程开设一览表”、“研究生管理系统操作指南”、“首都医科大

学研究生英语课程学习说明”（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选择左侧列标题“通知及信息”-“通知公告”中

查询并下载）及各学科培养方案等文件（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选择左侧列标题“下载园地”中查询并

下载）进行选课。

（3）我校硕士生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除生命理论进展类课程外，不得重复选择硕士阶段所学

课程。

第三学期可随新生一起选课；第二、第四学期课程选课时间为上一学期的期末 12 月底或 1 月初；

具体时间请关注研究生院主页通知公告。

2.课表说明

星期一

1-2 节

Am.

8:00

|

9:30

波谱解析中的新技术 36

基础科研南楼 1424

5 节（第 2－14周）

以下课程8：45上课

卫生经济学 24

一教楼418

4节（第 12－17周）

高等药剂学及实验 54

阶平楼389

4 节（第 3－14周）

……

3-5 节

Am.

9:45

|

12:10

上课地点：基础科研

南楼 1424 教室

上课周序：

第 2—14 周

第几节课及上课具体

时间

课程名称 总学时数

一次上 4 节课

https://vpn.ccmu.edu.cn
http://graduate.ccmu.edu.cn/
http://graduate.ccmu.edu.cn/


3.注意事项

（1）选课时避免选择上课时间冲突的课程。无特殊原因，不办理选课及改选课事宜。9 月 2 日下

午公布停开课程，同时通知改补选相关内容。

（2）为合理使用教学资源，部分课程（尤其是实验课、上机课）将对选课人数进行限制，采取“先

到先得”。即达到选课人数后，系统自动关闭。

三、课程学习安排

1.博士研究生及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在进行科研训练及学位论文工作的同时，于入学后 2 年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的课程学习学

分。

英语必修课程学习时间：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内完成，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

期内完成。

2.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等）

第一学期开学集中 2-4 周时间在临床学院完成“临床岗位综合素质训练”和“临床通用技能训练”

课程的学习，利用每周六完成政治理论课、医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医学科研方法学等课程的线上学

习。

注： 我校“5+3”一体化进入硕士阶段培养的学生，虽然本科阶段已经修完绝大部分学位课程，

研究生培养阶段仍须完成“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类”、“临床岗位综合素质训练”课程及相关专业的专

业课程学习（依据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其他培养过程按照培养方案执行。

四、英语课程分层学习要求

研究生英语课程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专业需求，因材施教，分类教学，分层指导。研究

生英语的教学目标界定为高级（Advanced Level）、常规（Regular Level）和基础（Basic Level）三

个阶段，简称为 ARB。

1．研究生均需完成英语课程学习，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学分，具体内容见附件“首都医科大学研究

生英语课程学习说明”。

专业学位硕士必修英语（硕士Ⅰ）：72 学时，3 学分。统一为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的学习。

学术学位硕士必修英语（硕士Ⅱ）：90 学时，4 学分。根据个人情况和需求，完成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或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或基础阶段（Basic Level）之一的学习。

博士英语：72 学时，3 学分。根据个人情况和需求，完成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或高级阶段

（Advanced Level）之一的学习。

2．英语不同阶段课程准入标准

详见附件“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英语课程学习说明”

3. 申请程序：在迎新系统中填写“英语选层学习申请”，并上传相关证书。



五、课程学习注意事项

1.因教室容量有限，为保证教学秩序，不得旁听未选课程。

2.所选课程（包括体育类课程）必须参加听课和考试，否则以“0”分记入个人成绩单。

3.如有课程时间、地点的临时变动，以授课教师在长江雨课堂发布的消息或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通知为准。请关注研究生管理系统或研究生院网站主页的【通知公告】。

4．根据校本部及附属医院所在地区新冠疫情级别，授课方式会进行调整，如不能面授，将采取

线上授课。各门课程具体调整情况由授课老师在长江雨课堂平台上发布，请学生务必绑定身份以便随

时接收相关通知。

长江雨课堂使用说明见：研究生管理系统（https://graduate.ccmu.edu.cn/）—通知及信息—通知公

告--“长江雨课堂学生端使用手册”

六、课程考试要求

1．各门课程结束后两周内进行考试。

2．考试当天，考生必须携带下列证件之一：本人学生证、学生卡或身份证按时到指定考场参加

考试。

3．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杜绝任何形式的违纪作弊行为。凡违反考场纪律者，一律取消考试资格，

本门课程以“0”分计，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4．课程成绩评定：必修课 70 分合格，选修课 60 分合格。课程成绩不合格，可申请重修，成绩

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5．因病不能参加考试，凭医院或校医院证明，提前到研究生院办理缓考手续（行政楼 1012 房间）。

6．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对通过补考、重

修获得的成绩，应当予以标注。”因此课程补考及重修成绩会在成绩单中有标注。

七、课程成绩管理与授课质量评价

1．考试成绩可上网查询，网址：http://graduate.ccmu.edu.cn/#/login

2．为了解我校教师授课情况，要求在成绩查询前进行“授课教师教学质量评估”，也可进入“优

秀课程推荐”栏，选出您最满意的 2 门课程并留下评价意见。

3．学生个人成绩单于第 5 学期初及第 6 学期各下发 1 份至导师所在学院，本人手中务必保存一

份原件（盖红章），如需多份成绩单，可复印后持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加盖红章

（首都医科大学校本部行政楼 10层 1012房间，电话：83911047）。

八、教材

1．专业学位硕士英语教材：

（1）《医学院校研究生英语读与写（数字版）》（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http://graduate.ccmu.edu.cn/#/
http://graduate.ccmu.edu.cn/


（2）《医学院校研究生英语视听说》（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医学科研中的统计学方法（推荐）：

（1）医学统计学(第五版)，全国研究生统编教材，颜艳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医学统计学与 SPSS 软件实现方法（第二版），郭秀花主编. 科学出版社

上述教材可在学校康文书店购买。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培养办

2022 年 7 月 15 日

附：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英语课程学习说明

2021 年 7 月

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英语课程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专业需求，因材施教，分类教学，

分层指导。 研究生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巩固和提高英通用英语能力，培养学生的医学英语能力，加强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帮助学生运用英语开展科研和进行学术交流。

根据我校研究生入学时的英语基本现状，研究生的英语教学目标界定为高级（Advanced Level）、

常规（Regular Level）和基础（Basic Level）三个阶段，简称为 ARB。

一、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

（一）专业学位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统一进入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学习。

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采取教师指导下的线上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学生按照要求完成医学

英语《高级医学英语》和《医学英语词汇进阶》的慕课学习，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一篇专业综述论文（英

文，1500 字，经专业导师审核并签字），并考试合格者获得英语成绩（每期末设医学英语统一考试，

硕士在学期间有两次考试机会），慕课学习占 60%，综述论文占 10%，期末医学英语考试占 30%，70 分

为合格成绩。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硕士Ⅰ）：72 学时，3学分。专业学位硕士按要求完成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

线上自主学习任务，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学分。



（二） 学术学位硕士

1. 学术学位硕士英语学习阶段

学术学位硕士根据个人情况和学习需求，可进入以下三个阶段之一学习。

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采取教师指导下的线上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学生按照要求在“学

堂在线”平台完成医学英语《高级医学英语》和《医学英语词汇进阶》的慕课学习，在规定期限内提

交一篇专业综述论文（英文，1500 字，经专业导师审核并签字），并考试合格者获得英语成绩（每期

末设医学英语统一考试，硕士在学期间有两次考试机会），慕课学习占 60%，综述论文占 10%，期末医

学英语考试占 30%，70 分为合格成绩。

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采取课堂面授（50%）与线上学习（50%）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成绩评定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期末参加医学英语考试。面授学习占 35%，慕

课学习占 35%，期末医学英语考试占 30%，70 分为合格成绩。

基础阶段（Basic Level）：采取课堂面授为主（75%）线上学习（25%）为辅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成绩评定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参加北京市研究生英语

学位课程统一考试。面授学习及慕课学习占 55%，北京市统一考试占 45%，70 分为合格成绩。

学术学位硕士英语（硕士Ⅱ）：90 学时，4 学分。学术学位硕士完成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

或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或基础阶段（Basic Level）之一的学习，并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学分。

2. 学术学位硕士英语学习阶段认定办法

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和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自愿选择进入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或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

学习。

（1）硕士生入学英语统考成绩达到 69 分者；

（2）TOEFL 成绩 100 分（2年内有效）以上者, 或者 IELTS 成绩 7 分（2 年内有效）以上者, 或

者 GRE（新）语言和数学总分 1100 分（3 年内有效）以上者, 或者 GMAT 成绩在 700 分（3年内有效）

以上者或 WSK(PETS-5)考试合格者（3 年内有效）；

（3）在相应的英语国家获学士学位者；

（4）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含 425)以上者。

基础阶段（Basic Level）：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学术学位硕士，进入基础阶段（Basic Level）课程学习。



二、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

1. 博士研究生英语学习阶段

博士研究生根据个人情况和学习需求，可进入以下两个阶段之一学习。

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采取教师指导下的线上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学生按照要求在“学堂

在线”平台完成医学英语《医学 SCI 论文写作》和《国际会议交际英语》慕课学习，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一篇专业综述论文（英文，3000 字，经专业导师审核并签字），并考试合格者获得英语成绩（每学期

末设医学英语统一考试，博士在学期间有两次考试机会，如两次考试均未合格则需进入博士研究生常规

阶段（Regular Level）课程学习）。慕课学习占 60%，综述论文占 10%，医学英语考试占 30%，70 分为

合格成绩。

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高级医学会议交际英语》课程采取课堂面授（50%）与线上学习

（50%）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绩评定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面授学习占

65%，慕课学习占 35%，70 分为合格成绩。

博士英语：72 学时，3 学分。博士完成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或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

之一的学习，并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学分。

2. 博士研究生英语学习阶段认定办法

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进入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学习。

（1）TOEFL 成绩 100 分（2 年内有效）以上者, 或者 IELTS 成绩 7 分（2 年内有效）以上者, 或

者 GRE（新）语言和数学总分 1100 分（3 年内有效）以上者, 或者 GMAT 成绩在 700 分（3 年内有效）

以上者或 WSK(PETS-5)考试合格者（3 年内有效）；

（2）在相应的英语国家获硕士学位者；

（3）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在 425 分(含 425)以上者。

符合以上条件之一者，可进入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学习。如满足条件，但仍愿意参加常规

阶段（Regular Level）学习者，其英语课程成绩的认定按照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课程评价办法

执行。

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

未提出高级阶段（Advanced Level）申请的博士研究生，进入常规阶段（Regular Level）课程学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