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学院（所）要求的其它材料汇总 

 

学院（所）

代码 
学院（所）名称 提交的种类及要求 备注 

001 基础医学院 

1.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已

取得的成果（含专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等） 

2.自荐信（格式不限，可包括简历、为何报考

相关学院及专业、未来学习研究计划等） 

 

002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个人简历+科研背景、参加过主要项目的介绍

和任务、发表论文清单 

 

003 公共卫生学院 

1.个人简历：格式不限。应包含个人基本信息、

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各类获奖情况；硕士毕

业论文题目、摘要等、科研实践经历、博士期

间的学习规划等，所有内容请合并至一个 PDF

文件（仅限上传 1 个 PDF 文件）。 

2.科研成果要求：2017 年 10 月至今本人以第

一作者或并列一作、通讯作者发表的中文核心

期刊或 SCI 收录论文的首页和摘要页复印件

（要求在作者栏圈出考生本人姓名，页面左上

角工整标注收录期刊名称，右上角标注该期刊

2019 年影响因子），在境外 SCI 期刊发表的论

文可以打印网页版，其他要求同上。所有符合

条件的论文，按影响因子从高到低排序，将复

印件扫描合成为一个 PDF 文档（仅限上传 1 个

PDF 文件）。 

3.发表论文汇总表：制作一个 Excel 表格，包含

第 2 份材料中所有论文的题目、期刊、年卷期

页、影响因子、文章一作的所有作者（共同一

作排序须与发表时一致）、文章通讯作者。 

 

005 药学院 
1.自荐信（PDF） 

2.硕士期间申请专利或者发表文章全文（PDF） 

 

007 护理学院 

1.自荐表（格式见附件汇总压缩包）包括个人

基本情况，学习和工作经历，近三年发表文章

的情况和承担科研项目情况，博士阶段的学习

计划。命名方式：姓名+自荐表 

 

008 宣武医院 

1.硕士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往届生）； 

2.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3.获奖奖状。 

要求考生将以上材料形成清晰有效的扫描材

料，并按顺序合成 1 个 PDF 文档，并将 PDF

命名为“复试专业+姓名”。 

 

009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博士研究生规划 

命名：姓名+专业+导师姓名+材料名称 

文件格

式：PDF



2.自荐信（一页 A4 纸字符） 

命名：姓名+专业+导师姓名+材料名称 

3.已发表 sci 文章首页（应包含摘要） 

命名：姓名+专业+导师姓名+材料名称 

（如多篇文章，请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 

4.硕士毕业论文摘要 

命名：姓名+专业+导师姓名+材料名称 

5.其他证明材料（如：奖学金证书、班干部获

奖证书、专利证明等） 

命名：姓名+专业+导师姓名+材料名称 

（如多项，请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 

文件 

01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学生的发表文章（PDF）； 

2.个人简历（限 1 页）。 

 

0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个人简历，格式不限。 

2.应届生提供硕士期间获奖证明及科研成果

（公开刊物发表文章、SCI 文章、参加学术会

议论文题目；取得专利及其他研究成果、获奖

等题目）。 

3.往届生提供硕士期间以及毕业后获奖证明及

科研成果（公开刊物发表文章、SCI 文章、参

加学术会议论文题目；取得专利及其他研究成

果、获奖等题目）。 

 

012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无  

013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

究所 

1.个人简历 

2.硕士论文全文（PDF） 

3.发表论文数、期刊、是否有课题等及文章全

文 

4.获奖证书（如有） 

 

01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2020 年博士复试信息（有模板，保存 2 个版

本：PPT 和 PDF 各 1）； 

2.发表文章（已发表或正式接收）的 PDF 文件； 

3.主要获奖的证书（或证明材料）整理为一个

PDF 文件。 

所有材料打包发送至邮箱，命名格式为【博士

-报考导师姓名-考生姓名】 

 

015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无  

016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攻读博士期间拟开展的研究计划 1 份 

2.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扫描

件（如有） 

3.科研产出复印件/扫描件（已发表文章、所获

课题、专利等） 

4.个人简介 

5.国家奖学金证书复印件/扫描件（如有） 

 

017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一）科研学术  



1、“申请或者参与的课题”：列出课题名称、

来源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编号、

起止时间及自己的排名。有证明材料的请提供

证明材料，没有证明材料只是单纯参与的也可

以列出。 

2、第一作者发表文章：要求有发表文章全文

PDF 版，或者投稿 SCI 小样+接收函截图 

3、学术交流：校级及以上学术会议报告、壁

报、论文获奖等证明材料 

4、申请专利：PDF 版或扫描版证明 

5、其他：如参与编译著作、科研奖励等 

（二）社会活动 

校级及以上竞赛获奖、学生干部证明、组织活

动证明等相关材料 

（三）个人情况 

1、个人简历 PDF 版：尽量控制在 2 页内 

2、本人生活照 1-2 张（辨认身份用） 

3、个人陈述 pdf 版：无字数要求，须包括 1-2

件个人成就感最大的事情描述 

4、英语成绩证明：六级成绩单、雅思、托福、

GRE 等均可。 

材料提交要求 

将首医要求的基本材料与学院补充材料以“首

医口腔博士考核材料-本人姓名”命名，打包发

送至 jiaoyuchukqyy@126.com。请自行调整好

材料顺序、命名、格式、显示效果等，会将材

料直接转发给复试专家组。 

018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一份简历（篇幅限一页 A 纸，word 或 PDF

均可）； 

2.2017 年 10 月至今本人以第一作者或并列一

作发表的中文核心期刊或 SCI 收录论文的首页

和摘要页复印件（要求在作者栏圈出考生本人

姓名，页面左上角工整标注收录期刊名称，右

上角标注该期刊 2019 年影响因子），在境外 SCI

期刊发表的论文可以打印网页版，其他要求同

上。所有符合条件的论文，按影响因子从高到

低排序，将复印件扫描合成为一个 PDF 文档； 

3.发表论文汇总表：制作一个 Excel 表格，包含

第 2 份材料中所有论文的题目、期刊、影响因

子和备注（共同一作需备注排序）。 

 

019 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个人简历一份（PDF）  

020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自荐信（包括个人简历、学习计划等） 

2.硕士学位论文的中英文摘要。 

 

023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生：学位论文摘要及研  



究进展；往届生：学位论文全文）； 

2.个人陈述（附件汇总压缩包）； 

3.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已

取得的成果（含专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等）

等复印件）统计时间截至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证书》：往届生：两证，PDF 版；应届生：

《医师资格证书》PDF（申请博士专业学位的

硕士研究生）； 

5.其他证明材料：能够证明自己在学期间参加

学生活动、社会活动或比赛的获奖证明。 

注：科研成果和获奖证书等资料（科研成果务

必提供已经发表的论文全文，已经接收的论文

提供全文和接收函，主持的科研项目需提供项

目合同书 PDF 版，获奖证书提供证书 PDF 版，

并 将 汇 总 清 单 发 送 电 子 版 到

yanfushi2020@163.com，邮件主题请按要求标

明。 

特别注意：未能提供证明材料的科研成果和获

奖一律不予统计，请考生对照填入汇总表的科

研成果和获奖进行一一对照并在证明材料首

页右上角做好序号标注；科研成果和获奖的统

计日期截止至报名当年 12 月 31 日，在此日期

后取得的成果和获奖不予统计。 

024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

院 

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以及核心期刊论文

（PDF）。 

 

025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应届生提供硕士学位论

文简介，2000 字以内）； 

2.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含专利、公开发表的学

术性论文、专著等）复印件（附件汇总压缩包）； 

3.获奖证书或其他可以证明考生科研能力和水

平的证明材料； 

4.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书； 

5.个人陈述：每位考生须提交一份 2000 字以内

最能全面反映个人特质的个人陈述，请简明扼

要，不要重复或者罗列无关内容（附件汇总压

缩包）。 

至少应包括： 

（1）学习和科研经历、经验、科研特长、突

出能力等； 

（2）硕士论文工作创新点描述；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习科研计划，包

括希望解决的科学问题和研究设想； 

 



（4）出国交流访问学习经历（若有请务必填

写，并标注交流访问学习的起止时间、目的和

内容） 

邮件请以“考生姓名+复试专业+报考导师+手

机号码为主题” 

026 三博脑科医院 1. 个人简历（word 或 PDF 均可）  

027 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1.名称：四六级证书，要求：8 年内最好成绩。 

2.名称：自荐信，要求：用英文撰写，格式不

限，可包括既往学习和研究经历，报考原因，

学习计划等。  

3.名称：科研计划书，要求：针对报考导师研

究方向做自己的科研计划。内容含立题依据，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创新点，采取的研究方

法和技术路线，预期成果，字数 3000 字以上。 

4.名称：参与的课题，要求：在课题中承担的

工作或学习到  

的东西。  

5.名称：社会活动与奖励，要求：大学期间参

与的活动和受到的奖励，其中承担的具体工

作。 

6.名称：取得的专利及其他研究成果，获奖证

明书扫描件。 

7.硕士学位论文，要求：PDF 版。论文如数保

密范畴，应提供论文摘要，目录，加盖学校印

章的保密证明材料扫描件。 

8.名称：近 5 年发表的所有已公开发表的文章

全文。要求：多篇文章的，需要在所有文章之

前添加一页目录，对文章进行编号并提供检索

题录，题录格式：[序号] 作者．题名[J]．刊名，

出版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整体材料提交要求： 

将学校要求材料和本院要求材料的 1 到 6 统一

整合为一个 PDF，以“姓名+专业+考生编号+

胸科博士复试”命名，作为附件 1 上传。 

材料 7,8 分别作为附件 2,3 上传，以“姓名+专

业+硕士论文/发表论文”分别命名，不用压缩。 

邮件来信命名 “姓名+专业+考生编号+胸科博

士复试”。 

 

029 临床病理学系 

1.个人简历； 

2.硕士论文题目及摘要； 

3.发表的论文全文及相关科研能力证明 

 

030 临床药学系 
1.自荐信（PDF） 

2.硕士期间申请专利或者发表文章全文（PDF） 

 

035 中日友好医院 1.个人简历电子版  



2.硕士期间科研成果（包括发表文章全文 pdf、

获奖证书扫描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