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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简章

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于 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

高等院校之一，是教育部与地方政府“部市共建”的中医药院校，也是上海市重点

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学校拥有 14个学院、部、中心，8所附属医院，23个研究所，

4名两院院士，2名国医大师，2名全国名中医，以及多名上海市名医、高级专家

和教授。

学校设置 18个本科专业，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 3个一级学科及中医

1个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予专业覆盖全部中医药学

科。拥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史、医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

6个一级学科及中医、中药学、护理、翻译、公共卫生 5个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校中医学、中药学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在教育部公布的第四

轮学科评估结果中，我校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三个学科全部进入最高等级

的 A+档，是全国中医院校中唯一取得 3个 A+学科的高校。

学校拥有的临床教学资源处于全国中医药院校领先地位，全国中医医院等级

复评审第一、二名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医院等级复评审第一名医院均为学校的附

属医院，依托行业引领教学，形成医教研联合育人的长效保障机制。

学校以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为目标，坚持“不重其全重其优、不重其大

重其特、不重其名重其实”的办学理念，不忘初心、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经过

60多年的建设，已成为全国中医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领头雁。

继续教育学院是学校专设的继续教育管理和办学机构，是学校构建中医药人

才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学校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始于 1960年，经历

几代继教人的探索与发展，数十载的传承与创新，逐步形成了以传承中医药文化为

宗旨，以提升中医药卫生人才职业能力为目标，以传播中医养生保健知识为方向，

以注重教学实效为特色的教育模式。现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临床医学、护理

学、康复治疗学、公共事业管理、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等专业。继续教育制度严格，

管理规范，质量保证，由学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授课及实习实验指导。热忱

欢迎有志医药护等有关事业的人士报考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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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招生专业：

专业名称 学历层次 科类 学制 教学点 备注

中药学 高起本 理工类 5 A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高起本 理工类 5 A

中医学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3 A 限招相关专业

中药学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3 A 限招相关专业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升本 医学类 3 A 限招相关专业

护理学 专升本 医学类 3 A、B、C、E 限招护理大专

康复治疗学 专升本 医学类 3 A、D 限招相关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3 A

注：1．教学点地址：A．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号（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内）；

B．徐汇区零陵路 530号（上海中医药大学徐汇校区）；

C．宝山区宝林路 29号（宝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内）；

D．浦东新区惠南镇拱极路 3535号（上海中医药大学惠南校区）；

E．普陀区怒江北路 449弄（上海华诚教育进修学院）。

2．B教学点最大容量为 220人，C教学点最大容量为 80人，D教学点最大容量为 60

人，E教学点最大容量为 100人。

3．教学点 E 为今年新申报的教学点，最终教学点以报名时网上公布的《2021年成人

高校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报名条件：

1、报名者须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2、报名者应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本市在职、从

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以及非本市常住户口在本市工作的人员；

3、报考高起本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含中专、职校、技校）；

4、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

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

证书的人员；报考文史、中医类和医学类专业的考生需具备相关专科文凭；

5、报考文史、中医类和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职业对口。

报考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考生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

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者区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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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报考护理学专业的考生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报考康复治疗学专业的考生应当是从事康复专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

员；

报考中药学专业的考生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或具有药学、化工类相关专业大专毕业证书；

6、2022年春季本市成人高校毕业生（须提交就读学校证明）；

报名办法：

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全部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的办法。

1、报名网址：上海招考热线 www.shmeea.edu.cn或 www.shmeea.com.cn

2、网上报名：8月下旬至 9月初，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

3、网上缴费：报名后需网上缴费，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时间为准。

4、现场地点：徐汇区零陵路 530号（网上报名未正常完成者可在规定的时间

前来现场解决）

5、网上报名上传证件扫描件：

a)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在一个文件内）；

b) 学历证书（报考专升本考生还须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c) 符合政策加分的有关证明或证书；

d) 非本市常住户口的考生须提供在沪证明（上海单位工作证明或上海市

居住证）；

e) 报考医学类的考生须提供执业资格证书。

6、特别说明：

学校无论何时查出考生提供伪造或不符合规定的材料，均按教育部规定取

消其入学资格，并作退学处理，追回各种录取或学习证件。

考生须为本人提供的报名证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考

生由于报名时提供了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等资料，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

考生本人负全部责任。

入学考试：

http://www.shmeea.edu.cn
http://www.shmee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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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试时间：10月下旬，具体时间和相关要求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2、考试科目及分数线：

层次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2020 年分数线

高起本

中药学 语文、数学、英语、理化综合 125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语文、数学、英语、理化综合 （注）

专升本

中医学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163

中药学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163

中西医临床医学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188

护理学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156

康复治疗学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157

公共事业管理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注）

注：该专业 2020年招生时因人数不够调剂处理。

录取规则：

1. 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录取工作在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

在纪检部门全程监督下，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施网上录取。

2. 各专业原则上执行市教委下达的招生总计划数，录取时将根据各专业实际

上线投档人数情况做适当调整。

3. 凡统考成绩达到上海市投档分数线的考生，学校按照本人专业志愿，由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4. 录取照顾政策按照 2021年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工作规定执行。

5. 各专业或教学点录取人数少于 30人时不独立开班，学校将根据考生意愿并

入其他教学点就读或调剂录取专业。

6. 各教学点上线人数大于该专业在该教学点的最大容量时，学校将根据录取

总分，参考考生意愿并入其他教学点就读。

7. 对于各专业线上考生同分者按如下顺序录取：

①高起本层次同分条件下参考综合课成绩；综合课成绩相同者，参考外语

成绩；综合课、外语成绩均相同者，参考语文成绩；综合课、外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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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绩均相同者，参考数学成绩。

②专升本层次同分条件下参考专业课成绩；专业课成绩相同者，参考政治

成绩；专业课、政治成绩均相同者，参考外语成绩。

学费标准：

按市物价局核定的学费规定执行，4800元/学年。

学习形式：

学习形式为基本业余，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各专业具

体上课时间以入学报到时的课表为准。毕业实习为基本脱产形式。

毕业与学位：

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生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可获

得国家承认的由教育部统一电子注册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

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并符合《上海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者，可按规定申请学士学位。

特别提示：

本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教育主管部门政策调整，按新政策执行。

本简章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专业简介：

中药学（高起本）

培养目标：培养深基础、宽知识、熟技能、综合素质高，掌握较为系统的中药

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适应中药及相关领域发展需求的中药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药药理学、药用

植物学、中药化学、分析化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高起本）

培养目标：培养系统掌握营养学和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具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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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卫生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等从事食品

卫生与营养保健和相关管理工作的初步合格的食品卫生与营养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生理学、生物化学、基础营养、公共营养、健康教育学、食品分析

与检验、营养流行病学、诊断学、食品毒理、膳食设计与管理、临床医学基础、中

医药膳、临床营养、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

中医学（专升本）

培养目标：培养能系统掌握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

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等工作的医学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经典导读、中

医内科学、中医临床精粹、病理学、西医内科学、针灸学等。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升本）

培养目标：培养能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西医医疗技术，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

医疗工作的医学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病理学、药理学、预防医学、中医经

典导读、中医内科学、西医内科学、康复医学、针灸学等。

中药学（专升本）

培养目标：培养熟练掌握中药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备中医药

思维，能够从事中药生产、检验及中药学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工作的创新人才。

主要课程：中药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

学、中药药剂学、药事管理学、中药新药法规、市场营销学等。

护理学（专升本）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基本的西医护理理论和能力，掌握中医护理理论和手段，

能在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领域从事护理工作的本科层次护理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生理学、病理学、中医护理学基础、

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中医营养学、护理心理学、护理科研等。



7

康复治疗学（专升本）

培养目标：培养熟悉康复医学基础知识，掌握现代和传统康复治疗技术及临床

技能，能在各级各类医疗和社会康复机构及相关领域从事康复治疗工作的康复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学基础、康复医学概论、诊断学基础、医学统计学、康复评定

学、物理治疗学、作业疗法学、言语治疗学、临床康复学、传统康复方法学、社区

康复等。

公共事业管理（专升本）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现代化管理科学理论、知识和技能，了解卫生事业发展规

律和趋势，具备较强管理能力，服务于基层医疗卫生为主的卫生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学基础、管理学基础、卫生事业管理、医院管理、健康管理学、

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管理概论、卫生信息学、病案信息管理等。

联系方式：

地址：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号 上海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裙楼 325室

徐汇区零陵路 530号 909室

（暑假期间每周一、周四 9:00—16:00）

交通：张江：有轨电车 1路、地铁 2号线、13号线、大桥六线、大桥五线、张

南线、张川线、徐川线、申江线等

徐汇：地铁 4号线、7号线、公交 44路、50路、89路等

电话：51323080、51323176（浦东） 54232254（徐汇）

网址：http://jxjy.shutcm.edu.cn/

微信服务号：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SHUTCMC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