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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主干学科方向不少于 5 个，其中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学科不能少于 3 个，

且必须与基础医学的主干学科一致。主干学科方向可参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注明的基础医学学科范围。 
2．学科特色。申请单位在学科内涵、历史沿革、学术声誉、地域、资源分布和产学研结合

等方面应具有特色。学科整体或某些学科及其研究方向在服务国家及地区需求、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应具有一定优势，学科点的建立有助于增强上述特色与优势。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总人数应不少于 75 名，每个学科方向的专任教师不少于 10 名。 
4．人员结构。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的年龄应小于 60 周岁（院士、千人计划学

者、杰青或长江学者可放宽至 65 岁），45 岁以下的专任教师比例应不低于 50%。专任教师中，

获博士学位者的比例不得低于 50%，具有医学背景者（指本科学历）的比例不得低于 30%。 
5．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得超过 57 岁；具有较高

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已获得基础医学一级学科或医学其他相关一级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资

格并指导过1名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或至少协助指导过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博士生2名以上；

已培养获得硕士学位的硕士生 5 名以上；近 5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 JCR 一区杂志至少 1 篇；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至少 1 项。申请基础医学博士学位

授权点的学术骨干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得超过 50 岁；应具备一定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

力，已培养获得硕士学位者 4 名以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篇以上，其

中 JCR 二区杂志至少 1 篇；主持省部级或省部级以上课题至少 1 项；在国家级学会下属专业委

员会或在省部级学会担任委员或理事以上职务。 
三、人才培养 
6．培养概况。已取得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5 年以上，完整培养过 5 届硕士研究生，至

少培养 50 名硕士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7．课程与教学。必须具备开设博士研究生课程的条件。已为硕士生开设医学统计学、科研

设计、文献检索、外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 10 门以上的专业及专业基础课程，并开出 10 门以上的

选修课程。每个学科方向至少已开设 1 门硕士专业课程或专业基础课程，所开课程有规范的课程

设置，有相应的教学目标、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并对所开课程与国内外相关课程进行过比较研

究。在开设硕士学位课程的基础上，能为博士研究生开设 6 门以上综合性、前沿性、反映医学与

生命科学发展趋势的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并制定了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具有承担拟开

设课程的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并有足够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及硕士生指导教师进行授课。 
8．培养质量。具有高质量培养硕士生的经历，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毕业生继续攻读国内外博

士研究生，以硕士生为第一作者发表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或中文核心期刊的比例应

较高。申请学科整体 5 年内至少应有以硕士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在 SCI 收录的期刊发表。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9．科学研究。纵向科研经费（指国家、部、省、市级科研基金或项目经费）近 5 年应达到

专任教师师均 10 万元，承担在研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应达到师均 0.5 项，专任教师获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至少 3 项（排名前三位内） 
10．学术交流。近 5 年至少有 5 人次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承办过至少 1 次全国学术会议，

开展的国内外科技合作项目至少 5 项。申请院校有专门制度和专项资金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

术交流。至少 20 人次研究生参加过国内外学术交流，申请院校或导师具有全额资助参加国内外

学术交流研究生的费用。 
11．支撑条件。具备完善的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平台、基地和实验室，实验室面积需大于 3000 

m2；拥有医学教育类图书馆并具备可供检索的文献资料与数据库。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覆盖面

较高。具备比较完善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基础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169 



一级学科名称（代码）：基础医学（1001） 

权点申请院校须积极开展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细致的治学态

度，严守学术道德，有完善的研究生管理、奖助及奖惩制度。 
 

第二部分  本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主干学科不能少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注明的基础医学学

科范围中的 5 个。 
2．学科特色。申请单位在学科内涵、历史沿革、学术声誉、地域、资源分布和产学研结合

等方面应具有一定特色，学科整体或某些学科及其研究方向在服务国家、区域需求、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应具有一定优势，学科点的建立有助于增强上述特色与优势。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总人数应不少于 65 名，每个学科方向的专任教师不少于 10 名。 
4．人员结构。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所有专任教师的年龄均应小于 60 周岁（若为院士、

千人计划者、杰青或长江学者可放宽至 65 岁），45 岁以下的专业专任教师应不少于 35 人。所有

专任教师中，获硕士及以上学位者的比例不得低于 50%，具有医学背景者的比例不得低于 20%。 
5．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得超过 50 岁；具有一定

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已在本一级学科或相近一级学科硕士点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并培养过 2
名获得硕士学位的硕士，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 篇以上，其中 JCR 二区

杂志至少 1 篇；承担省部级课题至少 1 项。申请基础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学术骨干（主要指主

干学科的带头人）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得超过 45 岁；应具备一定的科研水平，至少协助

培养获得硕士学位的硕士 1 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以上。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具备开设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条件，能为硕士生开设医学统计学、科研设计、

文献检索、外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 6 门以上的专业及专业基础课程。所开课程有规范的课程设置，

有相应的教学目标、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具有承担拟开设课程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 
7．培养质量。本科生培养质量较高，有一定比例考取国内硕士研究生，参加省部级学生课

外科技竞赛获得过奖项。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纵向科研经费应达到人均 3 万元，承担在研省部级及其以上项目应达到人均

0.5 项。有一定比例的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具备比较完善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

行机制。 
9．学术交流。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中至少有 3 人次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承办过至少 1

次全国学术会议。申请授权点的单位，有明确的政策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需提

供政策内容）。 
10．支撑条件。具备完善的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平台、基地和实验室，实验室面积需大于

2000m2；拥有医学教育类图书馆并具备可供检索的文献资料与数据库。能够为研究生提供研究

生奖、助学金，满足研究生的生活需求。单位和导师投入培养研究生人均经费不少于 3 万元。具

备比较完善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学风和学术道德制度、教育和处理制度

建设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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