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基础理论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1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

权点。1990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1993年被批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学科，1997年起成为全国基础医学人才培养基地（理科基地），2001年再次

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2008 年被批准为国家中医基础教学团队。该

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分别由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内经教研室、实验中

医学教研室、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中医基础综

合实验室等组成。历年来学科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教育部、上海市科委等各级科研项目多项。获包括科技进步奖、教学成果奖、优

秀图书奖等国家级、市部级科研成果奖多项，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编

多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负责两门全国精品课程。学科为博土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临床基础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1 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 l986年成为博士学位

授权点。本学科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合理的学科梯队，在长期从事《伤寒论》、

《金匮要略》、《温病学》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中有着较厚的积淀。本学科的骨

干教师一直活跃在全国的专业领域内，参与并自主编写了不少研究生、本科生教

材、教参及学术专著，发表于国内外专业杂志的学术论文数百篇，开设专业课程

十余门。历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教委、上海

市卫生局以及校级课题数十项。不断开展课程建设，已开发出《伤寒论》、《金匮

要略》CAI课件 2项，获科研及教学成果奖多项。本学科在经典文献的研究方面

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注重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开展外感热病和内伤杂

病辨证规律、病证源流、治法与方药运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学科为研究生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医医史文献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1 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批准的博士学位授

权点，于 2005 年 6 月成为上海市第二期重点（特色）学科，2007 年 11 月成为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008 年 6 月又进入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的建设。本

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历年来承担了教育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

科委等各个级别的科研项目，获得了部、委、上海市等科技成果奖多项，主编多

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本学科既注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献整理研究，



也重视临床文献的整理研究，在中医学术史研究、古医籍整理研究、中医药文献

语言文字研究、中医药文化研究、著名医家学术经验研究、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写、

中医药辞书编写、中医药文献信息化研究等方面具有优势。现有中医文献研究所

与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医古文等教学研究室，为培养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博士

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方剂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2000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2001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

本学科师资力量较强，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方剂学的教学、临床和

科研工作。历年来承担了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教委等不同级别的研究项目，并参加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研项目

《中医方剂大辞典》的编写工作，获得国家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卫

生局等多项科技成果奖。主编的《方剂学》教材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教材

三等奖，2006年获上海市《方剂学》精品课程。 

学科在方剂文献研究、方剂网络教学研究、方剂配伍规律与作用机理研究等

方面有一定优势。近年来注重交叉学科以及临床各科对方剂学研究的影响和渗透，

目前方剂研究涉及的主要学科有药理学、病理学、药物化学、免疫学、药剂学等，

学科为博土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诊断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4 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2001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6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第五期重点学科，2007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

点学科。该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分别由中医诊断教研室、中医四诊信息

化综合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等组成，学科人员涉及中医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生物工程等多个专业。 

本学科历年来承担国家“七五”攻关、国家“十五”攻关、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973、国家 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上海市

教委等科研项目 40 余项；获包括科学技术奖、教学成果奖、优秀图书奖等国家

级、市部级科研成果奖多项，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

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5 本，副主编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

生创新教材、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3本，主编、副主编完成教学

参考书、学科相关专著 10余本。 

20 多年来，本学科在四诊客观化研究与应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始



终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学科为培养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内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1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1981年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1995年设立第一个中医学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学科师资梯队结构合理，

力量雄厚。长期从事内科常见病基础与临床研究。历年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国家

卫生部、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上

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获部市级科技成果奖多项。主

编出版上海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拥有 CAI 课件及网络教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体系，承担的课程《中医内科学》是

上海市精品课程。学科研究中注重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在肾病、肿瘤、呼吸、肝

病、老年病、心血管、脑病、内分泌、血液病、急诊等方面具有优势。本学科是

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和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及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有成熟的

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心功能、生物化学、病理学等研究室，为培养中医内科高

层次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外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于 1981 年成为全国最早的中医外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1984

年被确立为上海市高教局第一批重点学科，1989年被批准为国家教委重点学科，

1993 年被确认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993 年乳房病专科和胆道专科被

上海市卫生局批准为上海市中医乳房病医疗协作中心和中医胆道疾病医疗协作

中心，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胆道专科为全国中医胆石病医疗中心。1995

年本学科被上海市卫生局确认为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2001 年被批准

为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上海市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学科。学科拥有上海市中

医乳房病特色专科、上海市中医肛肠病特色专科、上海市中医甲状腺特色专科等。

乳房病专科、肛肠病专科、中医皮肤科等均为上海中医药大学 A级学科或临床优

势专科。 

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术梯队，包括有中医外科、乳腺科、胆道外科、肛肠科、

皮肤科等临床科室，并包含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外科研究所、中药药理实验室（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等研究机构，长期从事中医外科领域的临床和实

验研究，历年来承担国家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

海市科委、上海市卫生局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

国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等科研成果奖 10 余项，国内外发表



学术论文数百篇，主编多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负责中医外科学国家级精

品课程。学科为研究生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6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 年全国首家中医骨伤科学博

士学位授予点，1995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

科，2005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2007 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本学科

拥有国内一流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骨伤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历年来承担了

WHO 委托项目、国家攻关/支撑计划、“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和杰出青年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多项不同级别

的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上海市等多项科技进步奖。本学科所属“骨与关节病

研究”、“颈椎病研究”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五”和“十一五”重点专科专

病建设，均担任该专科建设全国协作组副组长单位；同时，学科下属两个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科研三级（最高级）实验室----“骨与关节病理学实验室”、“脊柱病

理学实验室”。同时，是上海市中医骨伤科医疗协作中心，骨与关节疾病特色专

科， 全国唯一的骨退行性病变临床研究基地。研究中注重基础和临床相结合，

在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颈椎病、老年腰腿痛、痹症及骨折等方面

有优势。目前本学科拥有曙光医院、龙华医院、岳阳医院、市中医医院和普陀区

中心医院五个临床基地，并包括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曙光医院）

和脊柱病研究所（龙华医院）两个专业研究机构，为培养中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

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妇科学专业概况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是 1981 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

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该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妇科临床研究，

历年来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教委、上海市科委、

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曾获得上海市科委科技成果

三等奖。2000年岳阳医院妇科被上海市卫生局批准为上海市中医特色专科，2001

年被批准为国家中医管理局特色专科。2001 年曙光医院、龙华医院妇科被批准

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重点专科。2008年岳阳医院成为上海市中医妇科学重点学科，

2008 年曙光医院妇科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专科，2008 年曙光医院妇科教研室被

批准为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市教学高地项目建设单位。本学科负责人分别担任

中华中医学会妇科专业学会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妇科学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妇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现有专科专病门诊病房，以及腹腔镜、宫腔镜、阴道镜等设备，为培养中医妇科

究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儿科学专业概况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儿科学学科是 1986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2001年

被确定为博士学位授权点。本学科创建于 1954 年，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

科。学科一贯重视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突出中医特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已逐渐形成小儿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小儿厌食、小儿胃炎、疳积、肾炎、肾

病以及性早熟等主要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都已形成由高级职称专家牵头的学

科梯队，其中小儿呼吸病为上海市中医优势专科，历年来获国家科技部、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科技进步奖

及上海市教书育人奖。科研项目包括“十五”攻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

科委等多项课题。历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30 余部，参加

全国统编教材第 3、4、5、6、7版及新世纪全国教材的编写。学科为研究生培养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五官科学专业概况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五官科学是 1981 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1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95 年被上海市卫生局批准为上海市中医咽喉

病医疗协作中心主任单位，1997 年中医喉科为上海中医药大学 A 级专病专科，

1998 年 5 月岳阳医院眼科成立白内障复明中心，1998 年 12 月 18 日成立曙光雷

诺眼科中心，2000 年 5 月龙华医院眼科成立白内障复明中心。历年来承担了卫

生部、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本学科拥

有合理的学科梯队，学科成员分别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常委、上

海市中医药学会耳鼻喉分会主任、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常委、上海

市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副主任等。学科为培养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针灸推拿学专业概况 
 

针灸学专业是 1981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2001

年和 2007 年分别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和国家

教育部重点（培育）学科， 2002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针灸推拿临床医疗中心。该

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针灸基础与临床研究，历年来承担了国家



攀登计划、国家 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上海市科委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获得了部、委、上海市等科技成果奖多项。

本学科主办有《上海针灸杂志》(中、英文版)，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针灸

培训中心之一。中国针灸学会实验针灸研究会、针灸教育专业委员会和针灸器材

专业委员会挂靠在本学科内。研究中注重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在针灸与免疫关系

研究、经络腧穴物质基础研究、针灸作用物质基础研究、针灸器材研究、针灸文

献研究、针灸信息化研究等方面有优势。近年来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目前研究涉

及的主要学科有物理、数学、化学、信息、工程等。现有免疫、分子生物、生化、

神经生理、液相色谱分析、蛋白质组、图像分析、CAI课件、文献、中医工程等

研究室，为培养针灸学硕士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推拿学专业 1986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1997年批准为我国第一个推

拿博士学位授权点，1999 年被批准为全国推拿专科医疗中心，2002 年成为上海

市针灸推拿临床医学中心，中国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挂靠在本专业内。该

专业拥有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推拿学基础与临床研究，历年来承担了国家

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

教委、卫生局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获得了部委、上诲市和局级科技成果奖多

项。研究中注重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在推拿学基础理论、推拿生物力学研究、推

拿手法信息客观化研究、推拿镇痛机理研究及脊柱推拿临床研究等方面有优势。

拥有推拿生物力学、推拿文献等研究室，为培养推拿学专业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中医工程专业概况 
 

本学科 2003 年被批准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2004 年被批准为第一批

中医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09 年“中医工程技术与应用实验室”被批准

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本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由中医工程教

研室和中医工程技术与应用实验室组成。近年来学科承担了国家“973”子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委行业专项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

各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先后获得科技进步奖、科技发明奖等部、市级科研成果奖

多项，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参与主编国家规划教材。学科为硕士研究生

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外语专业概况 

 

2002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中心获准设立中医外语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科拥有较强的学科梯队，其中教授 3 名、副教授 2 名、讲师 3 名、助教 3 名。

学科以中医英语硕士生研究生教学为主线，逐步健全中医外语师资队伍，不断深

入研究翻译理论，稳步完善中医外语教学方法，大力拓展中医外语翻译实践。 



本学位点在重视研究生的英语翻译、英语写作技巧与英语听说能力提高的同

时，也同样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专科基础、医古文、中医经典与汉语词法

的进一步学习。在中医英语专业教学中，本学位点开设英语医学文献语法特征分

析、中医英语等效翻译、中医英语术语学、中医术语翻译多维考证法、双语中医

术语年代学、临床分科中医经典分科语录、中医英语查房与涉外中医双语教学等

课目。本学位点学科团队发表众多中医外语研究论文，出版较多的医学与中医外

语教材或专著，并完成上级机构下达的多个中医学学术与行政文件的重大翻译项

目。学科为中医外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医伦理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2002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

事医学伦理学和中医文化等新兴边缘学科的研究，历年来参加卫生部、教育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医学会等部门的政策咨询、制度建设、科研审查

工作，承担教育部、卫生部、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计生委、市卫生局各个级别的

科研项目，多项课题获奖。主编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5 年被评为校精品课程并获得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十

余篇专业论文，输送多名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全国首创医学伦理学查房。本学

科注重对中医伦理思想的整理研究，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伦理资源，更加全面、

准确地把握医学的本质。学科为研究生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药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创建于 1972年， 1981 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批准为

博士学位授权点，1997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中药学科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

研究所、中药学院、科技实验中心、教学实验中心、附属曙光医院制剂研究室

和临床药代研究中心等部门组成，属于国家一级学科，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 

目前，本学科具有中药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药现代制剂技术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上海中药质量标准化研究中心、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分中心、中药新资源与质量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国家药物安全评

价中心、上海市中药复方药理重点研究室等技术平台，拥有涉及中药学各个相关

学科领域的专业技术队伍和较合理的学科梯队，具备良好的实验研究条件和所需

的仪器设备。 

长期以来，面向国家战略，根据中医药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积极开展

中药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研究，承担国家攀登计划、863计划、973计划、

国家重大药物创新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



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获部委级、上海市等科研成

果奖多项，已形成明显的学科优势和稳定的研究方向。中药学科的发展，为培养

中药学博士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概况 
 

本学科 198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建成博士后流动站。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是以中医药学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为

核心，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理论、技术与手段，开展的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渗透、

补充的医学基础研究。基于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广泛性，以及

在中医院校中的宽泛的学科覆盖面，本学科涵盖生理、生化、解剖、病理、组胚、

生物、免疫等多个专业，拥有一批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思路缜密、掌握学科发展

前沿动态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的专家教授，学科具有合理的学术梯队和较强的

研究能力，有完备的研究条件，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多年来，坚持教学、科研同步发展，已发表论文 1000 余篇，培养硕士、博

士生 100 余名，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我校是解剖、生

理、生化、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等多门中西医结合基础课程全国中医院校规划教

材的主编单位。历年来年均承担国家级、部市级等各级科研项目，并获得多项科

技成果奖。本学科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学科群主干学科，“扶需”建设学科，

已经列入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建设学科。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5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

本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内科常见病基础与临床研究，历年来承

担了国家科技攻关与国际合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上海市科委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获得了部市级科技成果奖多项。研究中注重

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在肝病、心血管、肿瘤、肾病、中风、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等

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现有免疫、生化、细胞、病理、分子生物学等研究室，具有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多家，具备培养中西医结合内

科高层次人才良好的条件。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1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



1993年为上海市卫生局重点学科，1996 年和 2001年分别被批准为上海市和教育

部的重点学科。本学科拥有普外科、胆道外科、乳腺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

神经外科以及外科临床营养中心等临床科室，在预防和诊治外科疾病方面具有鲜

明的中西医结合特色和优势。学科多年来承担和完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一系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并获十余项省部级

以上科技进步奖。本学科作为主编、主审和主要参编单位，历年参与完成全国中

医院校统编和规划教材《西医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等多部教材的编撰。

学科开设针对本科以上不同层次学生的西医外科学和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等专业

课程，为保障博土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妇科学）概况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妇科是 1981 年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

1988 年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该学科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妇科

临床研究，历年来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教委、

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曾获得上海市

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2000 年岳阳医院被上海市卫生局批准为上海市中医特色

专科，2001 年被批准为国家中医管理局特色专科。2001 年曙光医院、龙华医院

妇科被批准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重点专科。2008 年岳阳医院成为上海市妇科学重

点学科，2008 年曙光医院妇科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专科，2008 年曙光医院妇科

教研室被批准为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市教学高地项目建设单位。本学科负责人

分别担任中华中医学会妇科专业学会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妇科学会主任、副主

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妇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

员等职。现有专科专病门诊病房，以及腹腔镜、宫腔镜、阴道镜等设备，为培养

中西医结合妇科究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1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拥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儿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历年来多

次承担或合作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在

研究中注重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目前重点研究方向是儿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及精神神经系统的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具有培

养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学)专业研究生的良好条件。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伤科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86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予点，1990年全国首家中医骨伤科学博

士学位授予点，1995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

科，2005 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2007 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本学科

拥有国内一流的学科梯队，长期从事骨伤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历年来承担了

WHO委托项目、国家攻关/支撑计划、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和杰出青年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多项不同级别的科研

项目，获得了国家、上海市等多项科技进步奖。本学科所属“骨与关节病研究”、

“颈椎病研究”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五”和“十一五”重点专科专病建设，

均担任该专科建设全国协作组副组长单位；同时，学科下属两个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研三级（最高级）实验室--“骨与关节病理学实验室”、“脊柱病理学实验室”。

同时，是上海市中医骨伤科医疗协作中心，骨与关节疾病特色专科， 全国唯一

的骨退行性病变临床研究基地。研究中注重基础和临床相结合，在中医药防治骨

质疏松症、骨关节炎、颈椎病、老年性腰腿痛、痹症及骨折等方面有优势。目前

本学科拥有曙光医院、龙华医院、岳阳医院、市中医医院和普陀区中心医院五个

临床基地，并包括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曙光医院）和脊柱病研究

所（龙华医院）两个专业研究机构，为培养中西医结合骨伤专业研究生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 
 

 

药剂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96 年批准的硕土学位授权点。1996年参与上海市教委中药学重

点学科建设，2000 年参与上海市重中之重中药学项目的建设，2005 年参与上海

市教委中药学教育高地的建设，2007 年成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学科。 

    本学科由来自中药和药学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组成，构成了较合理的人员

结构和学术梯队。长期承担中药专业博土生、硕士生、本科生多门理论课与实验

课教学，指导毕业论文，并坚持药剂学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承担了国家科技

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教委、卫生

局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同时广泛开展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产学研结合，注

重中药新药的开发研究与成果转让，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应成果，申请了国家专利。 

    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密切结合中药制药领域的发展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并重，形成了中药制药理论与技术研究、中药新型给药系统研究、药物新剂型研

究等研究方向，并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学科拥有研究所需的制药设备与分析仪器。

上述条件为药剂学的学科发展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物质保证。 
 

 

生药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 1990 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2001年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药生药学”重点学科。本学科拥有合理的学科梯队，分别由中药学院生药学

教研室、中药研究所、中药标准化研究中心等部门组成。历年来学科承担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各级科研项目多项，获国家

级、市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多项，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学科为硕士研究

生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药理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 1993 年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全

国第一本《中药药理学》统编教材的主编单位，出版了《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

等专著，参与编写《中华本草》，为药理部分的主要负责人单位。历年来承担和

参与了国家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其他级别的科研

项目多项，获得多项部、市级科技成果奖。在中药药理作用研究、中药新药药效

学及毒理学研究、中药药理实验方法、中药药代动力学等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实验药理专业委员会挂靠在本学科内。该学科拥有较合理的

学科梯队，分别由药理教研室、中药药理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

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上海市复方中药重点实验室等组成。目前研究涉及的相

关学科有生理、生化、免疫、分子生物学、同位素、医用数学、化学、药剂、药

物化学、药物分析等，为培养药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专业概况 

 

本学科是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趋势，本

学科更是国家当前急需扶持的重要学科之一。在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

学校适应社会需求进行资源整合相继成立了专门二级教学学院和康复医学研究

所，五家附属医院均建立了康复医学科，以此不断地推动着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

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的发展,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高素质的中西医

结合康复医学人才。 

本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为主的学科，学科建设本着中西医结合的原则，

运用我国传统医学的治疗手段和康复技术，融合西方最新的康复理念和手段，创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康复体系，包括康复教学和科学研究及临床实践，努力培养高



素质的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人才。因此本学科涵盖了现代康复技术和中医传统康

复治疗方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学科中具有多名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科带

头人，形成了学科特征鲜明的教学团队、多学科交叉的科学研究方向和实力雄厚

的临床实践基地，使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在学科建设水平上得到了整体提高和快

速发展。 

经过近 10 年的建设，学科先后成为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中医康复重点学科和预防保健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

“十二五”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生物力学三级实验室、上海市康复医学

科规范建设优秀单位、上海市工伤康复医疗定点机构。是中国康复医学会中西医

结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单位、上海市康复医

学会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

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单位、上海市康复医学会骨科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上海市

康复治疗师学会主任委员单位。近年来先后承担国家“973”子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科研基金、部市级课题数十项，发表论文百余篇。是国

家卫计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续教育培训班单位，主编或副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多部，学科为培养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研究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概况 

 

我校中西医结合护理学科创建于建校之初的 1956 年，其发展基本沿袭现代

护理学的发展模式。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我校中西医结合护理学科发展在遵循

现代护理理念、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技术和

方法应用到护理临床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护理学科，同时汇集了吴

霞、彭佳珍等全国著名中医护理学专家的思想精髓。进入千禧之年，护理学院的

成立标志着我校中西医结合护理学科的发展进入崭新时期。 

学校高等护理教育始于 1999年的专科教育，2000年 5月成立护理学院，2003

年开始护理本科教育。十余年来，我校已经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 2000 余名具

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护理学人才，为上海和全国的护理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学科团队现有人员 32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8 人；博士 3 人，1

人博士在读，硕士 7人，学历、年龄和职称结构比较合理，基本形成了一支稳定

的融合现代护理学和传统中医药学理论与技能的护理师资队伍。现有上海中医药

大学金牌教师 3 人，学术带头人 5人，中青年骨干教师 3名，硕士生导师 15名。

学科团队积极将科研成果应用到护理教育中，现有上海市本科教学重点改革项目

1项，上海市级精品课程 2门，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3项，校级精品课

程 3门，主编、副主编“十二五”行业规划教材及学术著作 15部。 

 

 


